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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深度訪談摘要 

 

【訪談  Samsung Anycall 三星家族家長】 

訪談人：林育正 

受訪者名稱：阿盛 

家族：Samsung Anycall 家族家長（Yahoo!奇摩網站） 

時間：4/24/2006 

 

1、 請問您經營這個社群多久了？那這個家族成立多久了？ 

從 2002 年 12 月 23 日開始經營家族，迄今已經三年了。 

2、 當初為什麼會想要成立（接手經營）這個家族？你對於這個品牌有什麼想

法？感覺？跟你想成立這個社團有沒有關係？ 

其實我是很早就開始在用三星手機，在 2000 年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代理三星

手機，所以我第一隻三星手機是「水貨」，那時候我在手機電看到就覺得設計的

還蠻不錯的，很有質感，不像是以前手機都很像塑膠玩具，而且拿出去感覺就很

特別，因為很多人都沒有甚至是沒看過。記得以前在搭公車的時候就會有人問我

「你是用哪一個牌子的手機阿？好特別也蠻好看的耶。」等等。 

    所以之前就常常會不斷的換三星手機，就是新的用一用就賣掉後再補差價換

新的手機。 

    那時候就覺得三星這個品牌設計好、品質也還不錯，應該會紅起來，再加上

自己本身也蠻喜歡的，所以就想說成立一個家族，其實也沒有什麼目的，反正就

是讓大家可以交流，然後可以認識新的朋友、也讓大家更了解三星手機。結果到

了這幾年，三星這個品牌真的有起來，也證明我幾年前的看法是對的，其實還蠻

有成就感的。 

    就算到了現在，其實像是 Sony Ericsson、Nokia 等品牌都推出了很多造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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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功能也好的手機，不過三星手機在心理面還是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就

是還是覺得三星手機在心理面是排名第一的。 

3、 公司或代理商知道有這個家族嗎？是否有聯繫過？品牌公司或代理商是否

有贊助家族經營或活動？ 

無! 

4、 想加入的人有沒有什麼條件？或是篩選會員的標準為何？家族裡面的成員

有什麼責任或義務？ 

其實現在是幾乎沒有條件的。 

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也是都無條件的入會，不過就造成很多人會刻意在網路

上面散播病毒、一直貼廣告信件，就要花很多時間來刪除、管理。所以就在之前

改成想加入一定要寫「想加入的原因」要不然就不會准許加入家族，這樣一來廣

告文章跟病毒文章的情況就比較改善；而到了最近多加了一項「發表文章前要先

輸入帳號、密碼」的功能，就更能避免廣告文章跟病毒文章的行為，因此在最近

就沒那麼嚴格的審核入會資格。 

    另外就是比較不希望在網路上面販售手機，其實以前也是可以的，但是就發

生過網友被騙錢的情況，然後寫信跟我講，那為了避免再發生類似的情形，所以

就開始限制在網路上面公開販售手機。 

5、 請問您平時是會舉行一些活動嗎？就您觀察，成員的參與跟互動情形如何？ 

基本上是沒有什麼特別的活動，就是會放一些鈴聲根手機圖片讓大家自己下

載，當然成員們也會主動放一些可以分享的東西跟討論。然後有時候有特別吸引

人的新型手機推出或是平常有人想要詢問購買手機資訊的時候，大家就會一起去

提供可以買比較便宜的手機店，然後大家一起來比價。 

不過大家就我所知是沒有合購的情形，因為像是要同時買人就很難找到，就

算找到都想買的人，也可能會因為可能要再考慮一陣子看價格會不會降、手頭比

較寬裕等原因就又要再等，而且就算找到人不多也不能省多少錢，再加上付款、

取或等問題，那就乾脆自己買比較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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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是有時候有些家族成員也可能就會主動跟我通信、聊天，也是會認識

一些人，然後有時候也會用 SKYPE 聊天等等，不過大家都市平常自己在網路上

面互動比較多。 

6、 家族裡面要如何管理？家長您平常會怎麼去管理以及如何維持家族的運轉

與秩序？ 

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就發現到很多人都是上來看有沒有一些新的圖片、鈴聲

或是詢問一些手機相關的問題，所以就決定既然大家都想要這些功能，那家族就

往這些地方來經營，就會開始多放一些圖片、鈴聲跟資訊 

然後就是要常常上來「逛」，有空的時候就是提供一些資訊、發表一些文章、

常常去檢查看有沒有人給的檔案或是文章是有病毒在裡面，就常常去檢查網站跟

文章看有沒有病毒，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做一做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大概就要

3-4 個小時吧。另外，有時候有些比較熱心的家族成員也會主動幫忙就是知會說

哪些檔案怪怪的、自己之前帳戶被盜用可能有病毒來幫忙維持家族的營運。 

7、 有沒有跟類似的家族？彼此間有連絡嗎？ 

好像在網路上面也有一個三星手機的家族，我一剛開始看到就覺得很像我的

家族，因為它的家族首頁跟我放一樣的圖片，然後「家長的話」用字遣辭也都很

像我的文章，所以我就加入看看。 

結果發現到這個家族的家長原來以前是我的家族成員，後來自己出來弄一個

家族，他本身是在通訊行工作，所以就會有比較多的資源，常常會有一些最新的

圖片、鈴聲檔案可以讓成員下載，也因此成員數增加的還蠻快的。 

    不過彼此之間倒是沒有打招呼或是聯絡。 

8、 對於家族的期望與經營的目標？ 

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繼續維持一個讓喜歡三星手機的人有一個交流的地

方，不過希望以後 YAHOO!的家族介面可以改版，有一些新的功能，這樣就比較

可以有家族自己的風格，因為現在家族的介面都是固定的，所以就感覺每個家族

都差不多，比較沒有吸引力，重要的是也可以讓大家有像是在 Blog 或是無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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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家族有更多互動的感覺。 

9、 在經營的這幾年有沒有比較難忘的事？ 

有一次就在百貨公司地下皆看到旁邊有一對情侶在玩手機，然後我就看到他

們用的手機圖片跟鈴聲好像是我之前放在家族裡的，然後就問他們說在哪裡下載

的，結果就是在我的家族下載，沒想到到竟然是我家族的成員，那時候就感覺還

蠻高興的。 

    其實在去年（2005 年）12 月的時候曾經有想過要結束家族，所以就想說上

網辦個投票，看看大家的意見以及調查一下人氣，結果發現到有很多網友就透過

投票跟寫信希望將家族留下來並且繼續經營，所以就決定還是繼續經營下來；當

然也想過要不要換人當家長，自己就退出，可是也是會擔心下一個人會不會經營

到最後把家族關掉或是最後變成都不管，所以就還是決定由自己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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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Swatch 品牌家族家長】 

訪談人：林育正 

受訪者名稱：S 小姐（swatch 品牌家族 家長）。 

家族：Swatch 品牌家族 

時間：4/14/2006 

 

1、 請問您經營這個社群多久了？那這個家族成立多久了？ 

從 2006/2/1 開始自行創辦這個家族。 

2、 當初為什麼會想要成立（接手經營）這個家族？你對於這個品牌有什麼想

法？感覺？跟你想成立這個家族有沒有關係？ 

我本身是很喜歡 Swatch，就覺得 Swatch 的錶很棒，設計、品質都不錯，不

過現在好像越來越少人真正的在注意跟喜歡 Swatch 了！所以想要藉由這個家

族，讓越來越多人了解 Swatch，並且讓越來越多人喜歡上 Swatch。 

像 Swatch 最近這五年幾乎全球都在賠錢，除了中國大陸市場之外，因為對

於大陸市場這是一個很新的牌子，不過像是之前澳洲總代理就倒掉了，所以現在

澳洲很難看到 Swatch 的錶。 

不過現在的 Swatch 越來越不像 Swatch 了！以前設計風格是不受潮流拘束

的、設計風格多變，不過現在越來越容易受到市場潮流的影響。 

目前主流偏向 IRONY 鋼鐵跟 SKIN 超薄系列，偏偏這 2 個系列的錶都表現

不出他的特色，只有 SKIN 免強可以撐場面，另外還有 POP 系列，從以前 POP

就一直是 Swatch 最有設計風的系列，不過近年來一年發行不到 2 款。 

其實 Swatch 的東西賣不好跟全球行銷企劃有關，它的行銷企劃方面，目前

全球的主流的確都放在鋼鐵系列的錶款，可是他的設計風格卻過於年輕~~設計感

又不如其他從早期就是鋼鐵系列走向的許多品牌。所以簡單說,他們改了一些風

格導致原有顧客漸漸流失；二十幾歲以上的會說 swatch 是國、高中生帶的，可

是二十幾歲以下的又說感覺老氣，所以就越來越沒辦法吸引太多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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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tch 的相關維修材料，Swatch 瑞士總廠本身就不對外販售與製造，偏偏

所有的 Swatch 錶心等關鍵零組件都由總廠製造、測試、控管數量等，所以材料

取得不易，所以像 SKIN 系列一但有問題幾乎都不能處理。 

而台灣總代理的專櫃一般都會跟客人說「會幫客戶轉回原廠維修」，可是只

是在台灣本地的總代理維修部，而且台灣總代理一共代理了超過 10 種以上的品

牌，包括許多高單價錶款，如勞力士、歐美茄等等，所以自然對於 Swatch 的維

修業務比較沒興趣，再加上內部的損壞一定要拆除表面才可維修，所以他們為了

避免麻煩，都會說錶沒救了！然後再看錶損壞的責任歸屬是客人還是店家；如果

是客人的責任，他們會說「不好意思，就這樣了！」；若是店家的問題就要看客

人會不會吵。所以很多可能會喜歡 Swatch 的人就這樣流失了。他們大多會因為

這樣覺得 Swatch 的品質有很大的問題！ 

另一個重點是感覺「Swatch 專櫃的小姐還有許多的台灣經銷商，專業認知

都不夠」。因為台灣的經銷商大多都販售超過 10 種以上的品牌，所以能專櫃雖然

都只賣 Swatch，可是專櫃服務人員大多專業知識與專業訓練比較不足，許多問

題都一問三不知，當然也會影響到消費大眾的觀感。 

3、 公司或代理商知道有這個家族嗎？是否有聯繫過？品牌公司或代理商是否

有贊助家族經營或活動？ 

因為我本身是在錶店工作，店裡的一些貨都會向國外的代理商進口，那我也

有讓國外的代理商看看我的網頁，所以國外代理商是知道這個網站，不過就沒有

讓國內代理商知道這個家族。 

4、 想加入的人有沒有什麼條件？或是篩選會員的標準為何？家族裡面的成員

有什麼責任或義務？ 

其實是沒有什麼條件的。因為我自己還是很想要推廣 swatch 品牌，因此就

希望能有越來越多人知道，因此並沒有設立加入的一些限制。 

5、 請問您平時是會舉行一些活動嗎？ 

沒有，是有想過，但是我很懷疑會有多少人出席，因為光是看別的網站舉辦



 7

一些投票，結果幾千人的會員竟然只有幾十個、一百人左右參與投票的活動，所

以是還沒有辦。 

6、 就您觀察，成員的參與跟互動情形如何？ 

其實當然也是有少數幾個人是會發表文章、留留言等，不過其實很多人只是

為了找錶、問問題才會發言或是加入，等到問題解決了就好像消失不見了，連一

聲謝謝都沒有說。這種情況的確有時會是會讓人有一點灰心。 

7、 家族裡面要如何管理？家長您平常會怎麼去管理以及如何維持家族的運轉

與秩序？ 

就是上網發表最新的訊息或是文章，然後盡可能幫成員解決問題，定時刪廣

告信與病毒文章。 

8、 有沒有跟您這個品牌類似的家族？彼此間有連絡嗎？ 

還有另外一個星光錶影，也是針對 Swatch 的，我有時候會上去看看一些訊

息，不過是沒有近一步的聯絡。 

9、 對於家族的期望與經營的目標？ 

希望家族可以越來越多人參與討論、互動，另外也希望透過這個家族讓越來

越多人了解、喜歡 Swatch 品牌。培養更多喜歡 Swatch 的人。 

10、 有沒有比較難忘或是成功/失敗的經驗？ 

我覺得現在網路上面可以交流的東西很多，像是 MSN、Yahoo! messenger

等網路工具都可以讓網友互相交流，因此感覺好像像家族這樣的平台功效就會降

低。 

另外，原本會希望可以在網路上面找到很多同樣喜歡 Swatch 的人跟收藏

者，不過好像很難，大部分都只是來問問產品然後就走人，讓我很疑惑「難道收

藏 swatch 的人都不太上網的嗎？」這也有時候讓我覺得有一點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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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Sony 品牌家族 家長】 

訪談人：林育正 

受訪者名稱：Max，24 歲，目前剛退伍，在竹科工作 

家族：Sony 數位玩家 

時間：5/1/2006 

 

1、 請問您經營這個社群多久了？那這個家族成立多久了？ 

從 2002 年 10 月經營到現在，差不多三年半。 

2、 當初為什麼會想要成立（接手經營）這個家族？你對於這個品牌有什麼想

法？感覺？跟你想成立這個家族有沒有關係？ 

以前剛開始對於 SONY 這個品牌也不是有很多的了解，後來是在同學的推

薦下開始接觸 SONY 的相關產品，記得第一台 SONY 產品是 Sony 的隨身聽；後

來就覺得 SONY 的品質在近似的品牌裡面真的是不錯、然後重點是設計感也非

常棒，常常都能夠馬上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所以就漸漸的接觸 SONY 越來越多

相關的資訊，漸漸的變成 SONY 的「迷」；然後那時候很多朋友都很喜歡玩數位

產品，就想說成立一個家族讓自己的朋友以及其他喜歡 SONY 的人有一個交流

的地方，所以就成立了這個家族。 

那時候大概是我大三的時候，就很瘋狂，所以那時候經營的其實不只有

SONY 這個家族，還有像是一些其他的數位用品相關的家族。 

不過其實到後來，對於數位用品的了解越來越多，東西也會越用越好，就發

現到其實像是耳機、攝影相機、音響等都有更專業的品牌，就不再只是侷限在買

SONY 的產品，所以對於 SONY 的品牌就沒有像以前那麼迷。 

像我自己本身是有在玩攝影，就發現到 SONY 像機主要是走迷你、設計精

緻方向，但是對於要比較專業攝影需求的人就還是會比較偏好光學相機，所以就

漸漸沒在用 SONY 的數位相機了！不過像是其他的一些 MP3 跟消費性產品還是

會用 SONY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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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實 SONY 對我跟我朋友這種專業玩家來講，就有點像是從業餘玩家

到專業玩家的一個過渡階段或是跳板吧，因為 SONY 的確對消費大眾比較可以

接受的價格區間中，品質跟設計各方面都很不錯的品牌。 

3、 公司或代理商知道有這個家族嗎？是否有聯繫過？品牌公司或代理商是否

有贊助家族經營或活動？ 

無。 

4、 想加入的人有沒有什麼條件？或是篩選會員的標準為何？家族裡面的成員

有什麼責任或義務？ 

其實是沒有什麼標準，因為反正就想說可以讓大家都來討論、分享資訊，所

以我的功能都是開放的，入會也都沒有標準，不像有些家族會寫一些比較嚴格的

標準之類的。 

5、 請問您平時是會舉行一些活動嗎？ 

沒有，就是讓成員們自己去互動。 

6、 就您觀察，成員的參與跟互動情形如何？ 

其實很多成員當初大部分都是因為某些產品或是使用上遇到問題，所以就想

說加入家族，因此在問題解決後可能就不太會在上來家族，很多都只是掛名或是

就是單純的定期上來看看文章與最新消息等等，也都沒有什麼互動。 

那這個版其實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提供給我跟以前認識喜歡玩數位商品的

朋友一個交流的平台，不過最近我們都會聚在另外一個版，所以就比較沒有在這

邊放一些新的文章。然後在這個版，其實也沒有新認識什麼人，最主要還是跟一

些以前的朋友一起討論、幫網友解決問題等等。 

7、 家族裡面要如何管理？家長您平常會怎麼去管理以及如何維持家族的運轉

與秩序？ 

其實我現在也就是定時上來逛，把一些廣告文章跟可能有病毒的文章刪一

刪，然後現在因為工作的緣故以及朋友大多在其他版，所以就是用比較被動的心

態，網友有問題就會幫忙解決，要是沒有了話就保持網路的乾淨，另外，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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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比較小，沒有那麼引人注目，所以一些病毒跟廣告的情況就不會太嚴重。 

8、 有沒有跟您這個品牌類似的家族？彼此間有連絡嗎？ 

記得以前有一個同樣市 SONY 的網路家族家長，以前都還有連絡，不過就

是在網路上面討論相關 SONY 的產品資訊，有時候會討論一下經營家族的相關

事情，不過就沒有約出來見面，後來在當兵期間比較少上網跟花時間在經營家

族，也就漸漸失去聯絡了！ 

9、 對於家族的期望與經營的目標？ 

因為現在工作比較忙以及朋友可能會在其他的討論區跟家族，所以現在就暫

時不會花太多心力在經營家族上面，這個家族就想說還是維持一個可以讓大家交

流的平台，就是會先穩定好這個家族，然後等到以後比較有時間再慢慢的拓展、

推廣家族。 

10、 有沒有比較難忘或是成功/失敗的經驗？ 

其實我得在經營社群中比較有去的就是幫成員解決一些難度比較高的產品

問題，因為透過這個過程也可以讓我更了解產品的一些很特別的功能，就會讓我

覺得感覺還蠻不錯的；其他的就沒有想到什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