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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高齡人口增加及日趨複雜的健康、長照體系，家庭照顧者的需求也越來越迫

切。家庭照顧者經常尚未準備好就承擔照顧工作，需要各項照顧知能和社會支持，目

前已推行一些協助家庭照顧者的服務方案，而我們對於應用網路推廣照顧資訊及服務

正在起步的階段。本文探討跨專業作者群於某雜誌部落格與家庭照顧者/讀者互動的經

驗分享，於 2014-2017 年由 9位跨領域專家於某雜誌部落格每個月發表至少 2篇文章。

四年期間共發表 90篇文章，664,923人次點閱，平均每篇文章點閱人次 7,388，其中以

涉及家人關係、照顧經驗、照顧壓力與身體、心理、社會調適及高齡者議題之文章受

到較多關注。我們從中學習到：（1）跨領域專家與雜誌編輯團隊長期合作的經驗，（2）

透過網路雜誌部落格與讀者互動的經驗，（3）透過網路傳播在長期照顧及家庭照顧相

關議題的影響力。網路傳播是便利且便宜的健康訊息傳遞方式，並支持有長期照顧需

求的社區民眾，未來可進一步測試應用網路支持家庭照顧者的實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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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 年底全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為 15.28%，老化指數為 119.82%（內政部統

計處戶政司球資訊網，2020）。依據推估，我國

老年人口將於 2026 年超過 20%，成為超高齡

(super-aged)社會之一員（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從長期照顧需求的角度推估，每個人一

生中長照需求時間約 7.3 年，高齡長輩是有長

期照顧需求的主要族群（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

司，2015）。基於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及台

灣社會的觀念，高齡長輩和失能者主要由家人

照顧，照顧的工作包羅萬象：身體照顧、疾病

照護、家務協助、陪伴就醫、交通接送、申請

服務及補助、和各單位接洽、安排日常大小事…

等，這些事家庭照顧者原本並不熟悉，但為了

照料家人的需求與病情變化，家庭照顧者得一

肩扛起，沉重的照顧負荷讓家庭照顧者喘不過

氣來。 

家庭照顧者的困境與需求 

  30年前邱研究者任教於護理系指導學生社

區實習時的經驗至今仍歷歷在目，當時學生去

拜訪一位 75 歲中風臥床的吳老先生，他已癱瘓

臥床 3 年，由 71 歲的吳老太太照顧，而吳老太

太本身罹患糖尿病十多年及心臟病；學生看到

案家環境髒亂像是住在貧民窟，因此想協助他

們申請低收入戶的補助。第二次家訪深入瞭解

才發現老夫妻經濟無虞，子女們事業飛黃騰

達，老太太因為照顧中風老伴已心力交瘁根本

無暇兼顧居家環境；表面看似乎是貧病交迫的

家庭，其實是深陷照顧困境。受到這次家庭訪

視經驗的震撼，邱研究者及其學生著手進行家

庭照顧者相關議題的研究，於 1988 年發表了

「居家中風病人之主要照顧者負荷情形及相關

因素探討」（邱等，1988）。研究發現中風病人

半數為老年人，主要照顧者有 60%是配偶，也

多為中老年人，且有半數罹患慢性疾病，所以

有負荷的感覺，其中以心理、社會的負荷高於

身體負荷。照顧者負荷的重要影響因素依序

為：（1）病人的依賴程度、（2）照顧者的自覺

健康狀況，及（3）照顧者對慢性療養機構是照

顧中風病人最好的方式贊成性，共可解釋 48%

的變異量。因此，有感於長期照顧議題日趨重

要，對家庭的衝擊深遠且造成家庭照顧者的沉

重負荷。 

  依據 2017 年所執行的老人生活狀況調

查，65 歲以上的長輩中有 81.3%認為理想的居

住方式是和家人親友同住；台灣失能長輩之家

庭照顧者以女性居多(61.0%)，照顧者年齡以 55

歲以上為主(65.0%)，而 65 歲以上的高齡照顧

者有 37.3%；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時間家人的

時間長達 7.8 年，每天平均照顧 11.1 小時（衛

生福利部，2018）。因此家庭照顧者便成為長期

照顧體系中最主要的照顧提供者。依據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 2.0 的推估，有長期照顧需求的人

口數在 2017 年約有 55 萬 7 千多人，到了 2026

年會達到 77 萬以上（衛生福利部，2016），可

以想見家庭照顧者的人數也會隨之上升。 

    經年累月的照顧工作是沉重的負荷，黃

（2013）整理相關文獻後將照顧負荷歸納為下

列四個類別，（1）身心負荷：長期照顧又不見

病患好轉，而覺得心力交瘁、挫敗，若遇到失

智家人無法理性溝通也會造成人際關係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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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負擔：醫療和照顧器材/耗材的花費

增加，也可能因為照顧影響工作而收入減少；

（3）角色壓力：在原來的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

之外再加上照顧者角色，過多的角色責任和義

務會相互排擠或衝突，在這之間需要調適和取

捨也是壓力源；（4）社會疏離：受困於照顧工

作，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也沒空維持人際關

係。 

使用網路的趨勢 

  Hsu(2005)在 2002 年調查的資料發現，台

灣有 73.2%的民眾會使用網際網路，其中有

51.9%網際網路使用者曾經搜尋健康相關網

站。依據「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結果

顯示，在 2016 年，50 歲以下的民眾是使用網

路最主要的族群，其中 12-29 歲受訪者 100%曾

使用網路，50 歲以下民眾近半年有上網者超過

九成，60 歲以上民眾約有六成在半年內曾使用

網路（國立政治大學統計系，2016；國立政治

大學統計系，2017）；另外，60 歲以上民眾持

有手機的比率從 2015 年的 15.4%上升到 2017

年的 19.8%（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於 2018

年的調查顯示 60 歲以上資深公民的上網率介

於 31.3%～49.9%，高於 2017 年 25.2%（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8）。而查詢資料是民眾上網的

主要原因之一（陳、邵，2014）。國外的研究回

顧近年的文獻發現，懷孕婦女上網搜尋孕產相

關健康資訊的比率逐年上升，到 2016 年約有九

成以上(Marzieh et al., 2018)；加拿大的調查也

發現有 93%的 55 歲以上民眾曾上網，89%曾使

用網路搜尋資訊，71%曾搜尋健康相關資訊

(Laura et al., 2011)；美國的調查也顯示 90%成

人和 67%的 65 歲以上長者是網路使用者

(Anderson & Perrin, 2017)，超過半數長者曾上

網搜尋健康資訊(Crabb et al., 2012)。隨著網路

使用日益普及，網路資訊逐漸成為民眾尋求健

康照護相關資訊重要的管道。家庭照顧者家庭

工作兩頭忙、被照顧瑣事困住不方便出門，透

過網際網路較容易找尋資源且不受時間和距離

的限制。 

網路傳播的影響力 

  藉由網路傳遞資訊是一種大眾傳播的方

式，學者們普遍認同大眾傳播是強而有力的媒

介，人們很容易受到傳播媒體的影響（翁，

2011）。較早期的傳播，訊息的產生和訊息傳遞

的管道比較單純，因此宣傳者較容易成為傳播

的主導者，宣傳者藉由供應訊息和傳遞訊息達

到影響閱聽人的目的；後來的傳播學者提出主

動閱聽人的概念，閱聽人的角色由被動接受資

訊轉為主動使用資訊，而且人們所處的社會情

境會影響閱聽人意識到自己的需求，進而去關

注 及 搜 尋 相 關 資 訊 (Baran & Davis, 

2011/2012)。由於長期照顧相關議題逐漸受到關

注，有需求的民眾可以在網路上搜尋資訊並選

擇自覺有用的訊息。 

  隨著網路的發展，透過網路傳遞訊息的影

響力越來越明顯，新傳播媒介具有下列不同於

舊媒介的特質：（1）資訊供應者不再全然掌握

資訊披露的質與量，資訊使用者逐漸能有選擇

權；（2）科技應用克服了費用、距離等限制；（3）

資訊接收者可以挑選、回應、更換訊息，也可

以和其他個體互動交流（彭，2016）。有些部落

格的文章同步發表在臉書(Facebook)上，經常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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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廣大的回響，有相同經驗的讀者心有戚戚焉

的留言，互相按讚和分享，讓特定主題的資訊

在特定族群中熱絡交換，這是新興媒體獨特的

魅力。 

    高齡及失能人口逐漸增加，長期照顧需求

越來越普遍，家庭照顧者的年齡層以中壯年

（41-65 歲）為主，約佔 80%，身份多為兒女照

顧長輩（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2014），也有些是老老照顧；依據網路使用調查

顯示，包括年輕族群、中壯年及長輩，均有很

高的比例有使用網路的習慣，因此傳播訊息的

內容也應呼應人口結構改變而有所調整，高齡

人口較有興趣的資訊主題多與家庭、健康有

關，已有些傳播媒體開始以各種形式針對高齡

趨勢經營銀髮族專欄（蔡、臧，2011）。 

    基於大眾傳播是有影響力的訊息散佈的方

式，當訊息的內容涉及公共議題時，也被期待

應負起社會責任；因此媒體有責任傳送客觀性

訊息給大眾，回應社會需要並維護大眾利益

（彭，2016）。再者，非營利組織關注於公共議

題，有時亦被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在公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界的私部門之外，

是第三種影響社會的主要力量，而第三部門的

運作媒介則主要為「溝通及說服」（郭，2015）。

吸引媒體和善用媒體是非營利組織從事倡議、

影響政策及行銷重要的策略（莊，2016）。而本

部落格的主題：高齡及照顧相關議題，正是目

前各界所關注的公共議題；且部落格作者群來

自於非營利組織，正好能藉由媒體的影響力從

事倡議重視家庭照顧者議題。 

健康傳播及其影響因素 

  傳播是分享訊息的過程，它包括訊息傳遞

者、訊息、訊息接受者、瞭解，與回饋，而健

康傳播的特殊性在於訊息的焦點是健康議題

（郭，2008）。運用傳播媒體（例如：電視、廣

播、報紙、雜誌與網路等）與有效的策略，將

涉及健康相關的內容藉由四個傳遞層級，自我

個體(intrapersonal)、人際(interpersonal)、團體

(group)和大眾(mass)，發散出去就是健康傳播

（蔡，1999），健康專業者/團隊可善用網路影

響力，傳遞健康相關的知識、價值觀。 

    傳播過程的有效性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

響，例如：政策、法令、社會趨勢等…（郭，

2008）。在 2014-2017 年部落格運作期間，台灣

正經歷少子化、人口高齡化、長期照顧政策轉

銜及照顧悲劇等社會事件，部落格主旨正好與

時事議題契合，有利於受到網友的關注。目標

群體的心理和社會因素也會影響傳播過程

（郭，2008），社會因素例如年齡，家庭照顧者

的年齡分布主要是中老年群，中年族群照顧年

邁的長輩或是老夫妻互相照顧；使用網路的特

性會影響健康傳播的目標族群，隨著網路使用

的普及化，50 歲以下年輕和中年族群已是習慣

使用網路的族群，50 歲以上民眾使用網路的行

為亦逐年增加（國立政治大學統計系，2016），

因此，健康專業者/團隊可善用網路作為健康傳

播的媒介。在心理因素方面，孝道和奉養父母

是傳統道德規範，是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

目標（王，2014），當家中長輩年邁需要照顧，

為人子女者對長期照顧相關資源便有需求，而

健康專業者/團隊做為健康訊息傳播者的角色

是被民眾肯定及信任的（郭，2008），護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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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社會責任傳播正確且客觀的健康資訊，協

助家庭照顧者處理照顧問題。 

以網路為健康傳播的工具 

    網路的出現，改變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

透過網路可以儲存和檢索各類資訊，社會互動

模式和以往大不相同，對媒體傳播也產生巨大

的影響；由於網路有互動性和及時性，使用者

可以依循個人偏好選取資訊，而且透過社群和

群組的功能，網路訊息可以迅速傳播給特定族

群（郭，無日期）。專業團隊的文章定期在某雜

誌網站－名家觀點部落格出刊，關注家庭照顧

和長期照顧議題的民眾上網就可以搜尋到，還

可透過「facebook」、「line」分享給有此需要的

親朋好友。 

    除了單純的訊息傳遞之外，網路倡議已然

成為公民參與、政策改革的重要策略（王，

2009；郭，2008）。近年來，網路的影響在許多

政治和社會議題上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專業

團隊可透過部落格文章傳遞價值觀、提供資

訊、分享對社會現象與困境的觀察、提出對政

策的建議與反思等，這些訊息在網路上交流激

盪，將有機會凝聚大眾對照顧者議題的關注，

成為影響公共政策的力量。 

「照顧者關懷協會」部落格 

  一群跨領域專家透過網路設立部落格的方

式和讀者互動，對作者群而言是新的健康訊息

傳播經驗，我們希望從中學習並將此經驗與外

界分享交流，因此本文之目的為：（1）分享部

落格緣起與跨領域專家與某雜誌合作，應用網

路媒體倡導家庭照顧者議題之經驗；（2）回顧

2014-2017 年部落格文章的主題；（3）探討讀者

對部落格文章的反應及讀者與作者在網路互動

的經驗。 

一、部落格緣起、跨領域專家與某雜誌合作經驗 

（一）部落格緣起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長期

專注照顧者議題，在 2013年 10月 26日舉辦「老

老照顧論壇」，邀請某雜誌李總編輯以媒體人觀

點與談。老老照顧和長期照顧議題在會議中引

起廣泛共鳴，會後李總編輯和邱研究者談到，

以前雜誌刊載長照議題文章並不受歡迎，但是

近年來讀者對這方面資訊越來越有興趣，對照

顧知識與技巧的需求越來越多，在這次論壇上

的討論也獲得很多關切，李總編輯提議以部落

格的方式延續這次論壇的能量，透過媒體的影

響力繼續為長期照顧和家庭照顧者議題發聲。

邱研究者為了能有多元的觀點及永續的發展，

乃邀請對家庭照顧者有實務經驗的護理、社

工、心理諮商等領域專家組成作者群，雙方簽

約從 2014 年 3 月開始於「某雜誌網站－名家觀

點 － 熟 齡 人 生 」 成 立 部 落 格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blog/blogIndi

vidual.action?nid=49&typeUuid=3af9d197-eb1f-

429d-84c5-42228d1efb03)，以「照顧者關懷協

會」名義，每個月定期發表 2 篇與家庭照顧者

或長期照顧領域相關的文章。 

（二）部落格作者群與某雜誌合作經驗 

  四年來，參與部落格作者群共計 9 位，包

括來自護理（6 人）、社工（1 人）、心理諮商（1

人）、家庭照顧者同時也是失智症社福團體志工

及自由撰稿人（1 人）等領域。作者可以依個

人經驗選擇適合與網友互動的主題，這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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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作者在實務工作中的觀察，或是與社會

趨勢、時事相關。作者們透過寫作，將腦海中

零星的感觸、想法轉換成有條理的文章，並從

中獲得自我成長。每篇文章完稿後先交由邱研

究者檢視內容合適性，然後送交編輯小組，經

編輯小組審閱、潤飾（例如：修飾標題、潤稿

－修改為較容易閱讀且通俗的文句、分段及排

版等），以提高文章的吸引力及接受度，且更適

合大眾閱讀，最後才得以刊登。 

二、部落格文章的內容 

  從 2014 年 3 月 10 日「某雜誌網站－名家

觀點－熟齡人生－照顧者關懷協會」部落格開

張至今持續運作中。本文以 2014-2017 年已發

表之 90 篇部落格文章為分析對象，每年刊登的

稿件均在 20 篇以上；統計 2014 年 3 月 10 日

-2017 年 12 月 16 日已刊登 90 篇文章，累計點

閱次數達 66 萬多人次（表 1）。 

表 1 各年度發表篇數與點閱狀況 

註：平均點閱次數/篇乃計算該年內所有刊登的文章，

從刊出日到 2018 年 2 月間，點閱次數的平均值，以篇

計算。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方法整理部落格文章的

主題，先檢視每篇部落格文章的內容，依據文章

內容標示出該文章的主題，接著將主題歸納整

理。檢視 90 篇文章後，發現每篇文章大約涉及

1-3個主題，從 90篇文章中共歸類出 8個主題（表

2），例如：照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適、照顧

知能（知識/技巧/資源）、家庭關係、為家庭照顧

者倡議/政策建議...等。在這段期間，2017 年 5

月 18 日高雄市發生照顧悲劇，某雜誌即時邀約

作者群回應時事，於 5 月 19-22 日在部落格發表

5 篇貼文。 

表 2 主題統計表 

主題
註 1 篇數

註 2 說明 

1、照顧壓力與身/

心理/社會調適 
32 

照顧相關壓力源、調適建議

等。 

2、照顧知能（知識

/技巧/資源） 
27 

時間管理、管路照顧、失智、

癌症、非藥物照顧方法、社

區資源等。 

3、家庭關係 19 
照顧工作分配、家庭協商、

親情冷暖等。 

4、照顧者心路歷程 
16 

 

照顧歷程酸甜苦辣分享，包

括照顧負荷沉重、照顧離

職、老老照顧等。 

5、為家庭照顧者倡

議/政策建議 
16 

家庭照顧者權益、長期照顧

政策等。 

6、倫理議題 8 
管路、約束、臨終關懷、安

寧緩和照護等。 

7、關懷家庭照顧者

中的特殊群體 
9 

男性、畢業照顧者、高齡照

顧者、外籍看護工等。 

8、高齡議題 3 
高齡友善環境、高齡者人際

關係等。 

註 1：經分類整理，每篇文章提到的主題約 1-3 個。 

註 2：部落格文章中有包括此主題的篇數。 

  上述主題中，照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

適、照顧知能（知識/技巧/資源）、照顧者心路

歷程等主題，可提供家庭照顧者個人層面的資

訊；家庭關係、倫理議題等主題，可提供家庭

面對長照議題時的參考；為家庭照顧者倡議/政

策建議、關懷家庭照顧者中的特殊群體、高齡

議題等主題，則能呼應社會現況並提出建議。 

三、讀者的反應 

    每篇部落格文章都有點閱次數及按讚的設

計。 

年度 篇數 百分比 
總點閱

次數 

平均點閱 

次數/篇
註

 

2014 20 22.2 170959 8,548 

2015 22 24.4 195265 8,876 

2016 23 25.6 144564 6,285 

2017 25 27.8 154135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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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的次數來看，點閱次數（表 3）最

高的文章是於 2017 年 4 月刊登的「妹子，妳好

嗎？」，這篇文章的點閱次數達 48,000 次，其

內容提到 4 位合計年齡超過 320 歲的社區奶奶

彼此關懷支持的人際關係。點閱次數次高的文

章是於 2014 年 7 月刊登的「鼻胃管約束了手，

也綑綁了病人的尊嚴」，這篇文章的點閱次數達

40,000 次，其內容提到鼻胃管照顧技巧及關於

約束的倫理議題。點閱次數第 3 名的文章是於

2016 年 2 月刊登的「照顧者的悲歌，心裡重擔 

 

 

怎解？」，這篇文章的點閱次數達 36,000 次，

其內容提到心理照顧壓力並提供專業建議。以

點閱次數最高的前 10 名文章來看，主題很豐富

多元，或許表示讀者對於家庭照顧者及長照議

題有很廣泛的關切；特別是有提到照顧壓力與

身體、心理、社會調適，以及與家庭關係有關

的文章獲得較多點閱次數。 

  除了點閱次數之外，部落格網頁建置有按

「讚」欄位，因此我們也可藉此計算獲讚率（獲

讚率=獲讚次數/點閱次數）。 

表 3 點閱次數最高前 10 名文章 

排序 年度 篇名 主題 點閱數
註

 

1 2017 妹子，妳好嗎？ 高齡議題－高齡者人際關係 48,000 

2 2014 
鼻胃管約束了手，也綑綁了病人的

尊嚴 

照顧知識/技巧/資源-鼻胃管照顧、倫理

議題－約束 
40,000 

3 2016 照顧者的悲歌，心裡重擔怎解？ 照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適 36,000 

4 2015 一個照顧 3 個堅強的走過 照顧者心路歷程 23,000 

5 2015 
六句話常常講，給予照顧者力量與

支持！ 

家庭關係、照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

適 
23,000 

6 2015 
換個角度婆媳相處，我的富婆婆哲

學 
照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適 22,000 

7 2016 
為了照顧父母，退休金、婚姻雙無

的人，該如何養老？  
照顧者心路歷程 18,000 

8 2014 
誰來照顧最好？阿嬤真的喜歡輪流

住子女家嗎？  
家庭關係 17,000 

9 2015 年輕不顧家，老了沒人顧 家庭關係 17,000 

10 2015 當老人照顧老人，子女該做什麼？ 
關懷家庭照顧者中的特殊群體、家庭關

係 
16,000 

註： 

1、點閱次數為該篇文章刊出後到 2018 年 2 月為止的點閱次數累計。 

2、由於點閱次數超過萬次，網頁上是以千為單位呈現的概略次數，並非每篇文章都剛好是千次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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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獲讚率來看（表 4），第 1 名是 2014 年 9

月刊登的「家庭照顧者有口難言的苦」，這篇文

章的獲讚率達 43%，作者從十多年臨床經驗

中，以心理諮商專業觀點提到家庭照顧者的照

顧困境、其他家人的支持與照顧分工等議題。

第 2 名是 2014 年 8 月刊登的「天亮，是磨難的

開始－照顧老病顧人怨，滿腹辛酸誰人知」，這

篇文章的獲讚率達 42%，其內容提到家庭照顧

者的心路歷程、其他家人的支持與照顧分工等

議題。第 3 名是 2017 年 7 月刊登的「孩子的校

外教學要參觀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你會同意

嗎？」，這篇文章的獲讚率達 38%，其內容提到

對於長輩、病患的友善態度。以獲讚率最高的

前 10 名文章來看，有提到照顧經驗及家庭關係

的文章接受度較高（按讚）。 

討論 

  因緣際會與某雜誌合作部落格是很特別的

經驗，作者群的專業加上媒體傳播的影響力，

透過網路提供長期照顧相關的訊息或是為家庭

照顧者倡議，在網路科技的時代是一個既便利

又快速的方法。雖然成立部落格的緣起是出自

對家庭照顧者議題的關切，但是經過本文的整

理歸納，部落格文章的內容還包括了長期照顧

政策、臨終關懷、安寧緩和照護、外籍看護工、

高齡友善等相關議題，且部落格文章是公開閱

覽，讀者群並未設限為家庭照顧者，對這些主

題是有興趣的民眾都可搜尋閱讀，基於網路的

開放性讓部落格的文章有寬廣的流通機會。 

  文章刊出後，網友點閱、按讚、分享等，

對作者是莫大的支持與肯定。傳統上透過書

表 4 獲「讚」率
註
最高前 10 名文章 

排序 年度 篇名 主題 獲「讚」率 

1 2014 家庭照顧者有口難言的苦 照顧者心路歷程、家庭關係 43% 

2 2014 
天亮，是磨難的開始－照顧老病顧人怨，

滿腹辛酸誰人知 
照顧者心路歷程、家庭關係 42% 

3 2017 
孩子的校外教學要參觀老人長期照顧機

構，你會同意嗎？ 
高齡友善 38% 

4 2014 家庭照顧者週休一日是奢望嗎？ 
為家庭照顧者倡議/政策建議、照顧

知識/技巧/資源 
37% 

5 2016 「薪陪伴」不如「心陪伴」 家庭關係 34% 

6 2017 照顧父母，天邊孝子的無限干擾 家庭關係 28% 

7 2015 漫長的照顧旅程，誰能幫我？ 
照顧知識/技巧/資源、家庭關、照

顧壓力與身/心理/社會調適 
28% 

8 2014 道謝與道愛，生死兩相安 照顧者心路歷程、臨終關懷 27% 

9 2014 理智面對一個不能治好的疾病 
照顧知識/技巧/資源、關懷家庭照

顧者中的特殊群體 
23% 

10 2014 「我不做，誰做？」談家庭照顧者的迷思 為家庭照顧者倡議/政策建議 22% 

註：獲「讚」率=獲「讚」次數/點閱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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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期刊等發表方式，從完稿到刊出有相當的

時間延遲，然而，透過網路發表，披露的時效

和讀者的回應非常便捷，透過現代科技讓資訊

取得更容易，沒有時間的限制，沒有距離的阻

礙，而且讀者不需要付費。 

    這些年參與部落格寫作的專家有 9 位，在

各自忙碌的狀況下要維持穩定且按時繳交稿件

同時兼顧品質並不容易；我們的做法是在每年

度開始之際事先規劃，訂定每位作者繳交稿件

的日期和主題，作者們可以預先規劃時間和構

思；文章由邱研究者統籌及初審，邱研究者也

負責提醒和催稿並與雜誌編輯小組對口聯繫，

依雜誌刊載的節奏提供稿件；期間也曾遇到稿

件可能延遲的風險，還好專家之間的尊重、信

任及有效溝通讓我們能團隊合作，作者們可以

互相遞補而不至於開天窗，若是由個人經營的

部落格，需要按時產出稿件的時間壓力應該更

是緊迫。 

    從著手進行部落格文章分析到完成本文最

初手稿大約歷時 8 個月，每篇文章的點閱、獲

讚次數在 2017 年 7 月及 2018 年 2 月共統計 2

次（本文所呈現的數據資料為第 2 次於 2018 年

2 月統計結果），發現每篇文章的點閱次數都有

增加，最少的有增加 10 人次，大部分文章增加

的幅度在數百人次上下，最多有增加達 2,000

人次的文章；由此可見，刊登在網路上的文章

可以持續被搜尋到，而且網路轉傳也很方便，

因此流傳的時間可以延續。 

    以各年份之總點閱次數、每篇平均點閱次

數來看，表 1 數據顯示 2014-2017 年總點閱次

數互有消長， 2014-2015 年的數據高於

2016-2017 的數據；每篇文章平均點閱次數則在

2015 達到高峰然後逐年消退；我們對數據消長

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但推測閱讀次數的消長

可能和網路部落格的經營策略、社會趨勢等多

重因素有關係，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究；維持

對讀者的吸引力是網路部落格永續經營的重要

功課，需要結合資訊領域專家針對網路讀者的

特質與閱讀偏好深入瞭解以分析讀者反應趨勢

及相關因素。 

    每篇部落格的文章都是各自獨立，並沒有

所謂上下集或是連載。但這次整理的時候發現

其中 2 篇文章有特殊的前後關係，於 2014 年 7

月刊登的「鼻胃管約束了手，也綑綁了病人的

尊嚴」（點閱次數第 2 名）提到鼻胃管的照顧技

巧及建立無約束環境，留言回應的讀者有提到

不同的觀點；於是該文章作者於 2016 年 6 月以

「適度的約束或許也是一種愛的保護！」予以

回應，透過作者和讀者間的互動能進一步探討

約束議題的不同觀點，這是社群媒體透過網路

雙向傳遞訊息的特色。 

建議 

  依據本文對部落格讀者反應（點閱、獲讚）

的初步分析，可發現部落格讀者對家庭照顧和

長期照顧相關訊息是接受的。特別是照顧經

驗、家庭關係、照顧壓力與身體、心理、社會

調適等主題獲得較多人次點閱，這或許也反應

出民眾對這些訊息有需求，未來可將上述議題

融入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護理專業人員在

實務工作上可以主動提供家庭照顧者相關訊息

及協助，特別是新手照顧者；另外，在台灣有

許多外籍照顧人員投入家庭和機構等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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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截至2019年底家庭外籍看護工有244,379

人、養護機構外籍看護工有 15,281 人，主要來

自於印尼、菲律賓及越南（勞動統計調查網，

2020），他們也需要相關的資訊和支持，部落格

的內容若能以多元的文字呈現（例如印尼文、

英文及越文），也可幫助這些外籍照顧人員更認

識台灣的長期照顧文化和照顧工作。這次所整

理的 90 篇部落格文章中，內容以討論高齡議題

為主體的共計 3 篇，其中有 2 篇分別為點閱次

數第 1 名（主題為高齡者的人際關係）、獲讚率

第 3 名（主題為高齡友善），隨著台灣進入高齡

社會，高齡者的生活日常也是讀者有興趣的主

題。 

    目前參與部落格寫作的專家群包括護理、

社工、諮商等領域，然而隨著高齡人口增加與

失能狀況多元化，照顧者的樣貌與需求有其個

別性差異；例如不同階段照顧者（如：預備照

顧者、新手照顧者、在職照顧者、畢業照顧

者…）、特定的照顧議題（如：失智照顧、身障

照顧、身心症病患照顧、先天性疾患照護…）、

法律、財務等議題，都是有長期照顧需求家庭

迫切需要的資訊，未來可依部落格文章主題特

性再邀約跨專業作者群加入部落格寫作；除了

各領域的專家，也可邀請服務使用者（家庭照

顧者、失能者、失智者、身心障礙人士）、服務

提供者（照顧服務員、機構督導等）參與寫作，

使部落格文章的觀點更豐富多元。 

    由於長期照顧需求增加，照顧者個人承受

身心負荷、家庭承受照顧人力缺乏和經濟負擔

沉重，相關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於照顧對

象、家庭狀況不同，每位照顧者的經驗與需求

可能兼具共同性和個別性；隨著病患病情變

化、照顧者本身年齡和健康的變化，在漫長的

照顧歷程中，患者和照顧者的需求也會隨之改

變；許多人是在還沒有準備好和非預期的當下

成為家庭照顧者，為了呼應家庭照顧者多元且

多變的需求，若能應用網路建置有系統的資訊

平台，彙整家庭照顧者常見的困擾與需求，並

且連結社區資源，以方便家庭照顧者在遇到問

題的當下能夠即時搜尋到錦囊妙計，是未來可

以努力嘗試的方向。 

    在讀者的回饋反應部分，本文僅以部落格

文章之點閱次數及獲讚率進行初步分析，未來

可進一步觀察讀者分享文章、傳達表情符號、

留言等更多元的反應；除此之外，也可結合人

工智慧探討長照時事議題網路聲量與部落格文

章點閱的關係。網路結合大數據分析已然成為

趨勢，未來或許可以應用在部落格文章的讀者

分析，例如：瞭解部落格讀者的特質（例如：

年齡、性別等）、照顧經驗（例如：照顧困境與

需求等），或是進一步請讀者回饋對文章的評價

（例如：資訊的實用性、使用資訊後的效益...

等）。由於本次部落格的讀者並非侷限於家庭照

顧者，因此應用網路支持家庭照顧者的實證效

益需要未來進一步測試。 

    由於傳播有效且快速，資訊內容的正確

性、客觀性與適切性更顯重要，由於本部落格

作者群由專業人士組成，容易取得讀者的信任

感，因此更要謹慎。網站上的健康資訊品質可

由三個層面進行評價：可近性、有用性和可信

度(accessibility, usability, and reliability)(Raj et 

al., 2016)，Kothari 與 Parab(2018)提出提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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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可信度的建議可供健康資訊網站建構

者參考：（1）網站建構者要有自我評價的準則，

例如：健康資訊必須是可供驗證且正確的；（2）

官方網站要有認證的機制以確保健康資訊的可

靠性；（3）高品質的健康資訊網站要建置搜尋

功能，以方便使用者容易找到所需要的資料；

（4）發展並使用具有信度的網站資訊品質評量

工具確保資訊品質；（5）公告優質網站排行榜，

以便使用者參考。 

    隨著網路傳播日益普遍，已經有越來越多

高齡者成為網路使用者，目前在台灣及全世

界，中高齡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例如 Line 

App）逐漸成為與親友互動的主要方式之一

（葛，2018；鄭，2018），不熟悉主動上網搜尋

資料的中高齡家庭照顧者，也能透過親友間的

通訊軟體被動獲得網路資訊；全國各地的家庭

照顧者支持據點亦可辦理網路學習相關課程以

提升家庭照顧者使用網路的能力。但仍有部分

民眾不方便使用網路或是對網路還不熟悉，因

此網路媒體尚未能完全取代傳統媒體，兩者仍

要並行才能確保資訊傳播涵蓋率的完整性。 

結論 

    綜觀這次運作部落格的經驗，我們看到網

路傳播的影響力和特色，未來在學術研究方面

可深入探討網路資訊對家庭照顧者的影響，影

響層面可包括：舒緩照顧壓力、增進照顧知能、

促進社會支持等面向；在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方案方面，除了透過網路傳遞資訊，也可建置

家庭照顧者網路社群、辦理網路課程/活動等，

並觀察家庭照顧者在社群中的互動狀況與成

效；在政策面方面，除了倡議家庭照顧者相關

議題，也可透過網路交流凝聚共識匯集能量，

期待能達到落實為公民參與、政策改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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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Learned from Developing Web-Based Educational Support Blogs for Family 

Caregive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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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n increasingly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healthcare and long-term care 

support systems in Taiwan, demands for family caregivers to provide care for family members with 

chronic illnesses are rapidly rising. Caregivers usually feel unprepared for their caregiving roles and they 

need appropriate, timely, on-going education and support to successfully mee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re are increased needs of developing web-based interventions for family caregivers, but there are no 

reviews of web-based applications for caregivers in Taiwan.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an online blog on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readers (including family caregivers or others) 

through cooperating with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From 2014 to 2017, a total of 9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developed 90 educational sessi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ir specialties and posted them bi-weekly 

through an online magazine blog for readers to review and discuss. High feasibility of online educational 

blogs was found with a total of 664,923 and an average of 7,388 readers per blog. The most commonly 

read and discussed topics as indicated by the visitors are: Family Relationships, Caregiving Experiences, 

Caregiving Stres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niors Care Issues. The main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this online blog are: (1) the long-term collaborative working experience 

between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and the blog editors, (2)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online blogs and 

their readers, (3) the impact of online blog on the health literacy of long-term care and caregiving. 

Web-based applications can offer convenient, low-cost alternatives for the delivery of health in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 social support to caregivers in the broader community. However, evidence-based 

benefits of web-based applications for family caregivers need to be tes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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