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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近年懷舊風潮的興起，許多電影或是產品紛紛加入能夠引起人們心中

共鳴的懷舊風格，來增加話題性及產品銷售量。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透

過半結構訪談方法探討 Y 世代消費者對於擁有懷舊元素的現今科技產品的購買

意圖及感受。研究結果發現 Y 世代消費者對於現今科技產品所擁有的懷舊感，

並非感受到對於過去的熟悉或是情感上的價值，而是會感受到過去生活的不便

利，並認為現今科技產品擁有懷舊風格會限制其原本應有的功能與便利性。 

 

關鍵詞：懷舊感、科技產品、消費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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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 Y 世代對科技懷舊產品的描述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懷舊是一種對於過去生活的渴望，當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感增加時，

特別容易引發人們懷舊，而依照不同的年紀、性別所感受到的懷舊情緒也不盡

相同(Davis, 1979)。對於曾有過去實際經驗的人來說，他們是藉由回想過去個人

的經驗來引發懷舊情緒(Baker & Kennedy, 1994; Davis, 1979; Merchant & Ford, 

2008; Stern, 1992; Havlena & Holak, 1997)，而對於沒有實際參與過去的人，他們

懷舊感的產生，源自於自身透過想像的模擬，那些模擬的材料，正是由實體物

件或是外部告知的資訊提供(Baker & Kennedy, 1994; Merchant & Ford, 2008; 

Stern, 1992; Havlena & Holak, 1997)。 

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許多產品因為技術的革新而遭到淘汰，成為了過往，

這種產品淘汰的情況又以科技產品最為顯著，像是黑膠唱片、錄音帶伴隨著音

樂數位化而遭到市場淘汰。近年來伴隨懷舊風潮的興起，許多產品會結合復古

風格的外貌推出市場，根據美國市調公司尼爾森音樂 2017 年統計，黑膠唱片在

美國達到 620 萬張的發售量，這創下了 21 世紀以來最高的銷售額，並且每年都

有約 10%成長。而在去年風靡全球的 Pokémon Go，更是結合了過去年輕世代較

熟知的卡通角色，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讓角色就像是顯現於現實生活與我們同

在，並透過懷舊感吸引玩家下載(Rauschnabel, Rossmann, & tom Dieck, 2017)。 

 在不同的世代中，可能因為生長環境的不同，因而造成所展現出來的特質

也會隨之不同，像是 X 世代生長在經濟不穩定的環境中，因此他們在購買物品

的時候，都會比較注意商品的實用性質；Y 世代生長於經濟相對富裕的環境

中，因此他們在購買物品上，較在意物品是否能夠帶給自身娛樂的性質(Gursoy, 

Maier, & Chi,2008)。在消費決策方面，X 世代大多已成家立業，因此他們通常

有著比較多的開銷限制，對於購買商品時的風險容忍度較低以及偏向做出以價

值為導向的決策方式；Y 世代則是較在乎商品的風格與質量以及商品是否能夠

帶給自己更高的社會地位以展現自身的消費力(Eastman & Liu, 2012)。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 Y 世代對於結合懷舊元素

之科技產品的想法以及經驗描述，針對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項具體的研究問

題： 

(1) Y 世代對於結合懷舊元素之科技產品的懷舊感受來源為何？ 

(2) Y 世代對於接觸結合懷舊元素之科技產品的感受反應為何？ 

(3) Y 世代對於結合懷舊元素之科技產品期望會帶給自身的價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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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結合過去懷舊風格之整新科技產品的圖像作為刺激，藉此誘導

受訪者對於產品過去的回憶，期待能透過訪談的方式探討受訪者對於產品的經

驗描述。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鎖定台灣 Y 世代族群，針對此族群對於結合懷舊元素之科技產品以

訪談的方式，探討他們的懷舊經驗與想法，因此討論產品的範圍只討論結合懷

舊元素的科技產品，其餘類型的產品列入排除對象。本研究為 Y 世代曾聽聞過

卻沒有實際使用經驗。為了讓經驗聚攏更為明顯，因此在本研究中選取 Y 世代

較年輕的族群，避免 Y 世代間的生活經驗差距，以至於記憶回想上的差異。對

於地區範圍將選取居住於台灣 Y 世代族群納入探討範圍。對於語言的限制方面

則是以國語為主，其他語言列入排除的條件。 

 

貳、文獻探討 

一、懷舊行銷 

 隨著科技快速的發展，在這個社會環境及文化快速變動的年代，人們往往

為了逃避變動的不適應，尋求心理慰藉而去回想過去的記憶來讓心理獲得安全

感。當懷舊被應用在行銷領域中，更是讓懷舊成為一種流行與風潮。 

 在現今行銷市場中，營銷人員經常性的去結合消費者的記憶，藉由組合懷

舊的元素於他們的產品設計和廣告活動中，像是具有復古風格的餐廳(Chen et 

al., 2014)，其中的懷舊感激起消費者正向且愉悅的心情(Baumgartner, Sujan, & 

Bettman, 1992; Sujan, Bettman & Baumgartner, 1993)，此種懷舊又被稱作自傳性

懷舊，是一種透過回想過去個人的自身經驗引發的情緒，研究指出可以產生出

高程度的情感及對於消費意圖有正向的影響，並且當廣告鼓勵人們去做自身記

憶的回想時，消費者會有更深層的感受且降低對於產品屬性的處理，這種廣告

模式是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的，因此很常被選取做為行銷手段。 

 

二、Y 世代購買決策 

在 Y 世代購買決策方面， Y 世代已經形成了不同的購物風格，他們更傾

向於追求社會地位性質的消費以展現財富及購買力(Eastman & Liu, 2012)。他們

在觀看廣告方面會比較注意商品的技術資訊(Rahulan, Troynikov, Watson, Janta, 

& Senner, 2015)。Y 世代對於產品更在乎風格與質量而不是在於價格(Reisenwitz 

& Iyer, 2009)。Shin and Parker (2017)探討 Y 世代對於零售商的懷舊元素，在描

述懷舊的記憶中，大部分都會被提及到自身的好友或是家人，這也顯示了外在

環境是多麼具有影響力，對於 Y 世代的懷舊感引發。Van den Bergh and Behrer 

(2016)針對 Y 世代的消費心理與行為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他認為品牌具有真

誠(real)、酷炫(cool)、獨特(unique)、認同(self-brand identification)、快樂

(happiness)等特質，讓他們了解品牌所堅信的理念以及其起源，並且將品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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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定義清楚，在認同方面指的是自我品牌的認同，所謂自我品牌認同指的是與

真實的自我與理想的自我是否概念相似。 

 

三、半結構式訪談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又稱質化研究、定質研究，強調研究者在自

然的情境中與受訪者進行互動，對其行為與背後意義更深入的探究，對社會現象

進行整體性的研究，更加注重整個研究的過程性、情境性以及具體性，並以歸納

法分析和解釋。在質性研究的角度，不認為社會現象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是要

透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的互相參與，包括研究者看待人事物的觀點和方式、

當時的情境、雙方的關係等等，這之間的關係變化或差異都會影響到過程和結果。 

本研究採用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並達到研究目的，以訪談結構而言，可分

為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與非結構式訪談，即研究者本身對於訪談結構的控

制程度。結構式訪談為事先設計好固定的題目以及提問的順序，此結構多用在量

性研究之上；半結構式訪談會先設計好訪談大綱，作為訪談過程中的提示，再根

據實際狀況做程序和問題的彈性調整；非結構式訪談沒有事先擬好的訪談大概或

問題。半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多用於質性研究(DiCicco‐Bloom & Crabtree, 2006)，

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事先擬定訪談大綱，以訪談大綱為主軸進行深度訪

談。 

本研究採用 Schwandt, Lincoln, and Guba (2007)提出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四個指標作為本研究考量，包括可信賴性、可轉換性、可靠性以及確認性，以下

將分別針對四個指標進行說明解釋： 

(1) 可信賴性(credibility) 

即內在效度，指研究資料與真實事實的接近程度。為增加本研究的可信賴性，

本研究由研究者一人進行訪談、紀錄、逐字稿謄打、分析與解釋，全程的接

觸能使研究者本身對於資料有高度敏銳。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隨時註記重點，

便於訪談過程的追問與問題的掌握，亦可於分析過程中快速重現當時情境，

熟悉資料，並將資料分析後的結果進行成員核對(member check)動作，本研究

為避免不同研究者對資料詮釋與解釋的不同而造成偏差，因此，成員核對步

驟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透過 Email 或親自拜訪的方式進行成員核對，成員核

對透過受訪者的再次幫忙確認研究分析的主題、類別，甚至是對資料的解釋

是否能表達其受訪者意思，可於成員核對中進行誤解的改正與更多資料的補

充分享，更加確認研究之嚴謹度。 

(2) 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即外在效度，一種自然的類推性質，指資料或研究結果的可類推性，而質性

研究強調的是情境的特殊性與研究者本身的詮釋，但對研究資料的詳盡厚實

描述、詳細交代情境之描述能使讀者從故事、情境中投射到自己生活經驗之

中來提高可轉換性。本研究詳細交代受訪者分享之情境使讀者能清楚了解其

情境並產生對自身生活經驗的投射。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3) 可靠性(dependability) 

即信度，指研究的一致性與穩定性，儘管相同時間、相同地點、相同受訪者

等等因素，不同的研究者會因生活背景、價值觀、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因

素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僅能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與自我對話、

資料對話並自省，謹慎進行後續分析。 

(4) 確認性(confirmability) 

指研究的客觀性，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屏除偏見保持中立態度，重視受訪

者的主觀描述經驗，但本身對於其中的前設亦是不可避免的主觀影響，因

此透過對自我的主觀性檢視更能了解自己對於研究的前設，將前設懸置，

使之透明化，避免過度的個人主觀與前設的狀態進行訪談資料蒐集。在質

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對於研究而言是重要的工具，而研究者的主觀性觀

點是一大重點，主觀性觀點並非不好，只是該如何善用此主觀性觀點或經

驗，以避免因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性而造成的錯誤解釋，或對於分析結果真

實性的扭曲。因此，需要靠研究過程中不斷地與資料對話，並自我檢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目的性抽樣，以研究目的為標的，尋找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

大資訊的研究對象，以豐富研究資料(Patton, 1990)。根據本研究欲探討 Y 世代

對於結合懷舊元素之科技產品的經驗與想法的目的，基於對於世代的定義及為

了讓 Y 世代環境差異更顯著，提出研究對象的收受標準以及排除條件。Y 世代

研究對象出生年份需介於西元 1994 年至 1997 年間；研究範圍限制於居住在台

灣之國人，如不識中文可能會造成描述經驗上的侷限，因此將其列入排除條

件，語言方面主要以國語為溝通語言，其他語言亦列入排除的條件，如有視力

障礙以及聽力障礙者亦不適合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故事先設計訪談大綱與問題，

採一對一面對面方式進行訪談，訪談前先說明本研究之訪談同意書，徵求受訪

者同意後得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以便事後進行分析程序。訪談大綱設計以研

究目的為主軸，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設計如下點： 

1.請您回想對於懷舊風格的科技產品，請問您對於產品的經驗或是記憶的回想

點是甚麼？ 

2.您認為結合懷舊元素的科技產品給您甚麼樣的感受？ 

3.您身邊是否有人會向您分享他們使用結合懷舊元素的科技產品的經驗？ 麻煩

敘述一下他們分享的過程 

4.對於過往的懷舊商品以及現在結合新科技元素的懷舊風格商品，兩者之間的

差異給了你甚麼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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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在購買或是採用結合新科技元素的懷舊風格商品時，您的考量因素為何？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與合適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蒐集資料後，將訪

談全程錄音檔謄打為逐字稿，再根據訪談結果以及逐字稿進行開放編碼。針對

逐字稿以及訪談筆記進行詞句的分解，並加以概念化。 

本研究利用 Nvivo10 軟體進行輔助管理與分析。Nvivo10 為一套質性研究

分析輔助軟體，2012 年由 QSR International 發行，新增 Facebook 與 Twitter 的

編碼等功能，主要功能可以處理文字、影音圖像檔與編碼分析，而本研究的資

料為文件檔，也就是文字部分，因此僅利用 Nvivo10 進行文件的管理與分析，

使得文件管理上較便利。 

 

肆、資料分析 

一、主題、類別與代碼 

本研究共收受 30 位 Y 世代受訪者，其中男女比例各半，各為 15 人。 

研究者透過反覆閱讀各類別的代碼和逐字稿，並比較各類別的概念後，將

概念較相近或相關的類別進行聚攏，形成一大主題，讓受訪者經驗與想法能更

加清楚的呈現，本研究歸納出六大主題(如表 1)。 

表 1 主題、類別與代碼 

主題 類別 代碼 

主題一、 

記憶來源源自於生

活周遭及影視

(13.36%) 

遊戲中得知(0.02%) 

閱讀小說得知(0.07%) 

與過去相似產品聯想(0.34%) 

網路資訊(0.61%) 

從博物館或展覽中得知(0.62%) 

從卡通中得知(0.83%) 

與現今產品聯想(0.83%) 

從電影、節目中得知(4.33%) 

實際經驗(5.67%) 

主題二、 

時代演變帶來的感

受描述(28.2%) 

過去的想像(5.79%) 

過去的熟悉感(0.15%) 

溫度(0.19%) 

聲響(0.25%) 

過去的價值(0.27%) 

體驗過往經典(0.61%) 

過去的不便(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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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感受(22.41%) 

環保(0.23%) 

現今科技發達的感受(0.6%) 

現今生活常見(1.02%) 

輕巧化(1.71%) 

科技轉變的便利性(3.2%) 

功能(15.65%) 

主題三、 

對現今科技產品懷

舊感的矛盾心態

(26.64%) 

存疑(17.06%) 

限制(0.32%) 

不可取代的時代特徵(0.35%) 

不是真的復古(0.95%) 

必要性(1.12%) 

刻意(1.42%) 

新舊融合的特殊感(1.74%) 

復古感不到位(5.58%) 

現今產品的可替代性(5.58%) 

欣賞(9.58%) 

重獲新生(0.33%) 

收藏(0.47%) 

新鮮感(0.63%) 

有趣(0.74%) 

居家佈置(0.91%) 

復古風(1.16%) 

與眾不同(1.18%) 

酷炫(1.88%) 

造型(2.75%) 

主題四、 

重視有形與無形的

花費(8.82%) 

合用就好(0.5%) 

性價比(0.85%) 

丟失(1.4%) 

空間(2.05%) 

價格(4.02%) 

主題五、 

期望獲得的價值 

(24.89%) 

習慣(1.9%) 

自身需求(3.02%) 

重實用性(3.92%) 

延伸價值(6.18%) 
記憶共鳴(0.34%) 

分享(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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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1.95%) 

紀念(2.72%) 

便利性(11.77%) 

即時性(3.02%) 

攜帶性(3.53%) 

使用性(5.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分析結果 

本章節將呈現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以表 1 所提之五大主題為主，並從中歸

納出本研究受訪者對於各主題影響比重較高的編碼。以下章節將呈現五大主題

的分析結果，結果的呈現上會輔以受訪者當時之逐字稿，以增加本研究的真實

性並更能清楚表達受訪者的意思。文中逐字稿的呈現符號-代表一個逐字稿的原

音重現；每個逐字稿最後的(IEXX)表示為第幾位受訪者的陳述。 

 

主題一、記憶來源源自於生活周遭及影視 

@從電影、節目中得知(4.33%) 

-現實中沒有看過倒是連續劇倒是滿常看到的，台灣一些鄉土連續劇，古早前都

是那種用手去滑的那種，不過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確切要怎麼用，好像是正確數

字滑到底吧（IE09） 

@實際經驗(5.67%) 

-應該爸爸有講過或是伯伯他們，我也不大確定耶，就聽很多伯伯叔叔那種，年

紀可能稍微五六十歲的，他們那時候就在講他們以前玩過紅白機吧，就我可能

在打電動啊，他們可能就好奇看一下，然後就會說現在電動變得那麼不一樣，

他們說他們以前只有紅白機可以玩(IE10) 

 

主題二、時代演變帶來的感受描述(28.2%) 

@過去的不便(4.32%) 

-會啊，我覺得方便耶，就是說我今天要撥一個號碼，其實我覺得方便之一，其

實還是習慣啦，數字多少就按多少，不會想說像以前那一種，我看過以前他們

在撥電話，我覺得好麻煩喔，要把他定位打到那個數字，你還不見得知道自己

按錯，因為現在我們按的號碼，螢幕上面會顯示，所以我們如果不確定還可以

檢查一下有沒有打錯，那個撥完我也忘了我按了幾號(IE21) 

@科技轉變的便利性(3.2%) 

-打字的時候可以直接顯示在這個螢幕上，然後也可以做修改的動作，就是跟之

前的比較不一樣，就是比較復古的這個的話，就是它打字就沒有辦法改了吧，

我猜啦，因為它一打下去就會印刷出來，那像這個也是用來打字可是它是秀在

螢幕上面，所以要做修改其實還滿方便的(IE05) 

@功能(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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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功能強大滿多的，而且方便許多，因為看它這邊還有一個電話符號，還有

其他 APP 的，我可以只要拿這個像我手機可能就只要放在包包裡就好了，不用

一直掏出來，就只要看著這個就可以知道時間或是我要知道的消息，有沒有人

打電話過來或者是有沒有信這樣子(IE09) 

 

主題三、對現今科技產品懷舊感的矛盾心態(26.64%) 

@復古感不到位(5.58%) 

-我覺得對我來說復古感不夠重，因為你說像功能，它的功能面沒有作用啊，基

本上只是純外觀欣賞，那我感覺就是我這樣講好了，像你前面的留聲機啊，放

在現代的家裡，你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復古的東西，可是你看像這個，你放在家

裡我可能覺得怪怪的，怎麼會有這個轉軸之類的，可能想說他比較舊，多少還

是有一點影響，就想說他是不是有點舊還是甚麼之類的，但是不會有現代感的

感覺(IE09) 

@現今產品的可替代性(5.58%) 

-沒甚麼特別的感覺，就覺得手機就可以做到的，我覺得手機比較好，手機做比

較輕薄，這感覺就是做一個造型的感覺，太重太大，不好攜帶，感覺就只能擺

在家裡用，但是擺在家裡的話，如果是只要打電話的話手機可以用，如果要傳

訊息的話可以用電腦，就不方便(IE08) 

@造型(2.75%) 

-就覺得滿好看的，但是可能還是會看價格吧，可能拿來當裝飾品的感覺(IE08) 

@酷炫(1.88%) 

-就覺得一台平板接著一個鍵盤有沒有，對啊像現在不是很流行 transformer 的那

種，那個筆電啊也是螢幕插上鍵盤，就還滿帥的這樣，就打字機的造型嘛那個

按鈕很酷嘛，所以就是特別的感覺啦(IE02) 

 

主題四、重視有形與無形的花費(8.82%) 

@價格(4.02%) 

-價格吧，因為我學生比較沒有經濟能力，所以還是會看一下價格(IE30) 

@空間(2.05%) 

-沒有啊，就會覺得現在都改成現在液晶電視了，就是為了讓他比較不佔空間，

像傳統電視不是邊框都很大嗎?液晶螢幕就是為了把那個框去掉，讓他變更薄，

我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在把它弄成像以前電視這樣(IE10) 

 

主題五、期望獲得的價值(24.89%) 

@使用性(5.22%) 

-就覺得滿厲害的，他是把那個面板都換成觸控面板，就像是手機螢幕那一種，

會滿方便的就是有時候要用通訊錄甚麼的，就可以存在通訊錄裡面通話，如果

是辦公室甚麼的就會滿方便的(I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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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實用性(3.92%) 

-講那個拍立得好了，我覺得像這個新的啊，這台可以做後製處理嘛，那如果我

後製處理比較方便的話，我就可以不用在拉到電腦上面去做後製，就是我可以

直接在這台機檯上面改，然後直接印，這樣其實還滿快的，就比較實用啦

(IE05) 

@攜帶性(3.53%) 

-現在有另一種是有提把的，做得有點像提箱的樣子，他們就會帶著出去，有這

種類似箱型的這樣子他們覺得還不錯，有內建喇叭在前面，因為現在喇叭可以

做比較小，所以不會像以前那麼大一台，我同學的就真的滿小台的(IE12) 

 

伍、結論與討論 

 由主題性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由外在環境所誘發出來的懷舊，對 Y 世代

的消費者而言，在對於過去的想像中，他們幾乎不會感受到對於過去的熟悉與

情感上的價值，而是感受到過去的產品相對於現今的不便利性，並慶幸自己並

非活在過去的年代。Braun-LaTour, LaTour and Zinkhan (2007)曾提出當消費者能

從自身記憶中獲取產品相關訊息，可以增加產品與消費者間的親近感，然而透

過外部訊息來源所建構的記憶，雖然也內化為消費者「自身」的記憶，但其對

於產品的親切感提升助益有限，推測其記憶中的親切感與記憶來源可能有著相

對應的關係。對於擁有懷舊風格的現今科技產品，他們大多對於產品所擁有的

懷舊屬性不欣賞，認為現今產品擁有過去的風格，會帶來許多功能或使用上的

限制，並會舉出現今其他產品的可替代性，認為這樣的風格是不被需要的，這

部分與 Rahulan, Troynikov, Watson, Janta and Senner(2015)提出 Y 世代消費者會

比較注意商品的技術資訊觀點相同。他們對於實質及非實質的花費特別的敏

銳，除了對於產品本身的價格感知外，更能夠去意識到產品後續的維修、設計

上導致可能易於丟失或佔據生活空間的潛在花費因素，這與 Reisenwitz and 

Iyer(2009)研究中所指出 Y 世代對於產品更在乎風格而非價格之結論有所不同，

推論其可能是基於產品的範疇與屬性有相互影響關係，對於科技產品的科技而

言，Y 世代無疑是希望能夠越精簡越好，對於過去的風格而言，其裝飾風格與

科技產品的進步趨勢是相反的，也造成大多 Y 世代消費者無法接受此種風格對

產品所帶來的改變。少部分的人們可能對於這種風格會感到酷炫，吸引他們去

使用源自於希望自己能夠與別人與眾不同，這部分與 Van den Bergh and Behrer 

(2016)所提出的 Y 世代消費心理觀點是相同的，對於 Y 世代而言，能夠吸引他

們的是對於產品的酷炫感受以及產品相較於他人是獨特的。對於擁有懷舊風格

的科技產品，他們所在乎的主要還是產品能夠提供的功能及能為自身帶來的便

利性，對於他們而言，他們認為既然是科技產品的話，應該是越來越進步，而

不是為了擁有特定風格的造型，讓整體的使用便利性質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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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nostalgic trends in recent years, movies or products have 

implemented nostalgic elements that can attach to people's emotion which increase 

the topicality and sales of the product. This study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Y-generation consumers' intentions and emotional side of purchasing 

modern technology products with nostalgic ele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Y-generation consumers' nostalgia doesn't come from the memory of familiarity 

and emotional values. Instead, they focus on the inconvenience of living in the past 

and believe that today's technology products with nostalgic elements will limit its 

origin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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