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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舅舅們等長輩們為主，而這些人的年齡大都位於 50歲到 65歲之間。而

於今年 2015年 11月，由無厘頭動畫股份有限公司所設計，特別針對長輩們

使用貼圖習慣的「萬用長輩貼圖」正式上市，並以五十元的 LINE使用代幣，

提供社會大眾購買下載。長輩貼圖，從一開始的網友 KUSO惡搞活動，最後成

為正式商品推出，這樣有趣的社群網路互動現象，因此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著手研究這一塊與長輩貼圖相關的新興領域。 

 

    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 7%

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是「高齡社會」，若達 20%則稱為「超高齡

社會」。內政部統計，到今年 5月為止，台灣老年人口約占總人口的 10.7%，

其中嘉義、雲林和澎湖，老年人口超過 14%，已達「高齡縣」的標準。經建

會預估到了 2017年，國內 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將占總人口數 14%，達到

國際慣例所指稱的「高齡社會」。(外交部 NGO，2013)。由此可見，台灣目

前已是「高齡化社會」，隨著現代醫療的進步，未來的幾個十年勢必朝「高

齡社會」邁進。面對台灣社會高齡化的趨勢，激盪起我更大的動力著手探討

關於老人問題等方面研究。 

     

    因此，結合以上所提到的台灣高齡化問題，以及 LINE近日開發出「萬用

長輩貼圖」社交軟件的創新，本研究將特別針對 50歲以上的長輩，探討長輩

們是否真的接受與樂於使用「萬用長輩貼圖」，探討長輩使用該類貼圖時，

是刻板印象或迎合社會潮流或是另一種活到老學到老的應用。也期望未來自

己能發揮對於設計的興趣，開發屬於自己的長輩貼圖，讓更多的長輩能有更

多的貼圖選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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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文文獻探討的架構，主要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長輩貼圖

的產生與發展流程，從一系列報導對於「新一代長輩 line 貼圖」的網路圖

片 kuso活動，延續到最後開發出能真正作為貼圖使用，並已上市的「萬用長

輩貼圖」的相關活動與報導。第二部分，將以研究視覺傳播的方式，探討 LINE

貼圖對於傳播與溝通的影響與效果。第三部分，將以人際傳播和代間傳播的

方面探討 LINE改變人與人之間的傳播與溝通方式。第四部分，將以探討人際

傳播在 LINE的分享行為，討論中高年齡層的長輩在分享行為上的過程，探討

長輩貼圖是否真的比較受長輩們青睞。 

 

 (一) 從「新一代長輩 line 貼圖」開發轉變成「萬用長輩貼圖」 

康健雜誌 204期指出，根據 2014年工研院所做的統計，台灣 50歲以上

的人口，有超過四成的人使用智慧型手機；同年，資策會調查也發現，55歲

以上的中高齡族群除了通電話外，最常使用的手機功能就是「和親朋好友

LINE」，許多銀髮族對 LINE的依賴度並不亞於年輕人(曾慧雯，2015)。根據

以上資料，可以推測出台灣地區的中高齡人口使用 LINE的數量逐年上升，而

長輩使用 LIN E的習慣，日前有網友在臉書發起了「新一代長輩 LINE圖片設

計展」，網友們 KUSO製作創意的貼圖。長輩間的 LINE貼圖，內容不外乎是

早安圖、勸世文、笑話、經典名言、身體健康…，不少人花時間製作蒐集，

每天定時發送親朋好友。(奇摩新聞，2015)貼圖的種類，也有網友整理類成

以下四種: 勸世系列、咒語系列、健康系列與早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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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勸世系列為例:  (圖文摘自奇摩新聞，2015) 

    「勸世 LINE貼圖」內容多倡導「感恩」，配上蓮花、佛祖、菩薩，讓人

不點開都不行。網友呂宣澔製作了一張勸世風格貼圖「這是一朵蓮花，中間

是蓮藕，旁邊是花瓣（認同請分享）」。 

 

 

 

 

 

     

 

 

以經典的早安系列為例: (圖文摘自奇摩新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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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2015 年 9 月的報導指出在長輩圖氾濫的年代，很多

人一早 LINE 就充斥長輩們的溫情關心，而繽紛多彩的正面圖文更是

不免俗被當作附餐。(聯合新聞網，2015)相信大家每每收到長輩 LINE

的通知時，難免會深深吸口氣，糾結一番後向命運低頭點開吧？近

來網路上出現了一組極有創意的「萬用長輩貼圖」，將長輩圖的設

計精神發揚光大。隨著「新一代長輩 line 貼圖」的圖片在網路上造成話

題，2015 年 11 月由無厘頭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特別針對長輩們使用貼圖習

慣的「萬用長輩貼圖」正式上市，並以五十元的 Line使用代幣，提供社會大

眾購買下載 (葉國吏，2015) 。 從 2015 年 9 月「新一代長輩 line 貼圖」

的「圖片」分享活動，到 2015年 11月上市真正成為能具有購買等商業行為

的「貼圖」，不得不讓我們更加重視長輩在 LINE的貼圖使用習慣上，已成為

社會大眾、社群網站與商業界等共同關注的議題。 

萬用長輩貼圖售價 50代幣: (摘自無厘頭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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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長輩貼圖的早安系列: (摘自無厘頭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二) 視覺傳播與 LlNE貼圖對於接受者的情感反應 

 

    數位時代新聞網對於貼圖的視覺傳播功能，發表了一篇關於的貼圖的文

章名為: 表情經濟學~從 ICQ、MSN 到 LINE，為什麼我們喜歡貼圖？其內容

解釋了貼圖早期被稱為表情符號，一開始起源於賓州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

學，學生於在線公告欄的留言與惡作劇差點引起群眾恐慌，這群人因此意識

到，在網路上，必須要有一種特別的「標註」能將笑話區分開來，避免發生

類似情況。一位名叫 Scott Fahlman的計算機科學家建議用「:-)」來表示「這

是一個笑話」，它不僅看上去比較優雅，而且任何使用基於 ASCII系統的電

腦都可以輕鬆打出這個符號。他的建議被採納，這個小東西從此活躍在網路

聊天窗口和電子郵件中，Scott Fahlman也被公認為「笑臉表情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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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客公園，2013) 2007年 Yahoo! Messenger的一項調查顯示，61%的

用戶覺得他們在即時通訊工具中使用表情符號能最準確地表達自己。

Facebook工程师 Arturo Bejar說道:「當你說的事情讓我感到心煩意亂，又

或是發布了一張我不喜歡的照片時，我該怎麼去做呢?」因此 FACEBOOK做了

相關的調查發現當人們在要求好友把他們不喜歡的照片拿掉時，如果在

訊息中加入更多表情符號，那麼好友就更有可能作出回應，而不是選擇

無視。(騰訊新聞，2013)是故貼圖的傳播功能與純文字的傳播在對使用

者的情緒與反應上，有極大不同的反應與差別，因此後續不斷學者針對

貼圖引起的情緒和反應做相關的探討與研究。 

     

     Line 台灣區副總經理陶韻智的演講裡說道: 「Line 在 2012 年初進台

灣 App Store 架以來，到 2014年四月底，台灣的使用人數統計已經達到 1500 

萬人，而以台灣 2300 萬的人口來說，這個數字的統計量可謂相當驚人，近

年 Line 在亞洲地區拿下了包括台灣、日本、香港、泰國等國家最高的市佔

率，而 LINE的貼圖更是創造許多周邊商品與話題。」陶韻智解釋，人的情感

在溝通的時候是很細緻複雜的，誰能掌握溝通的要訣，就掌握了契機。當我

們在進行溝通的時候，我們的目的是溝通情感，而非文字。而人的情感是很

細緻複雜的，能夠掌握這種複雜的情緒並把它們表達出來，才會是一個成功

的溝通工具。舉例來說，你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當看到一個好笑的橋段，你

傳一段簡訊：「剛剛的電視好好笑…」與你傳一個熊大笑到流眼淚跌坐在地

上的貼圖，哪一個最貼近你的情感？(趨勢科技講座，2014) 

    針對貼圖能否成功表達複雜情緒的功能的現象，林真蒂提出了兩個問題

以及作了相關的研究: 

 

(一)探討使用者對 LlNE貼圖的複雜情緒之「認知」 

(二)探討使用者對 LlNE貼圖的複雜情緒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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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真蒂藉由心理學層面的討論，以及將學生當作研究對象測試，探討貼

圖對於使用者與接受者的心理反應，進而研究出貼圖與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在 LINE貼圖的複雜情緒之認知方面，可表達 1~5個情緒種類；

而在 LINE貼圖的複雜情緒之感受方面，引起正負感受的差異上是較具有一致

性的，但引起感受的程度強弱頗有差距 (林真蒂，2015)。透過林真蒂的研究，

以及陶韻智解釋對於貼圖有別於文字的情緒反應，可以發現貼圖在視覺傳播

方面，確實能引起複雜的認知和感受的情緒反應。然而林真蒂的研究對象以

學生為主，且當時並未有萬用長輩貼圖出現，因此對於長輩對貼圖是否也有

相當複雜的情緒反應，以及對於萬用長輩貼圖的接收程度，都將會是本文調

查研究的方向。 

  

(三) LINE貼圖特性的流行文化探討與代間傳播之衝突 

     

《新興人類－角色設計之網路貼圖創作論述》的作者許慈方提出從

Facebook到 LINE社群平台、即時通訊的 APP程式，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習慣，其中能代表獨特的個性、符合生活情境的網路貼圖被使用者大量需要。

2014年 5月，LINE推出「LINE Creator」服務，讓喜歡畫插畫的朋友們也可

以出售屬於自己的卡通插圖，台灣的原創角色開始大放異彩，貼圖也成為台

灣近年來最受關注的角色經濟之一 (許慈芳，2015) 。  

許慈芳將使用者愛用貼圖的原因歸類如下: 

1.更有趣的直接表達情緒 

2.沒時間打字 

3.想要曖昧，不想說清楚 

4.單純喜歡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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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慈方提出在 2005年以前，貼圖以經典卡通人物 HELLO KITTY

或是史努比為主。在2005以後，貼圖的創作元素加入了大量的台灣本土文化，

如傳統神祇三太子等。而 2014年後，隨著動漫產業的興盛，貼圖開始出現了

大量的電影和動漫原素，如日本動畫海賊王與美國迪士尼的冰雪奇緣等，整

個貼圖的發展趨勢與時下的影音傳播流行產業越來越密合。 

      

    然而，時下流行文化產業結合所創造出的貼圖，是否能同樣受到脫離流

行文化已久的中高齡族群青睞呢? 根據劉懷光指出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代

間傳播方式發生了現代性的轉變。從傳播內容上看，現代社會長輩的知識經

驗傳喻與年輕人的「文化反哺」並存，也就是年輕人會分享流行文化給長輩

們，這樣的方式從傳播形式上看，現代社會的代間傳播是一種雙向交流；從

交往主體地位上看，現代社會代際交往正在向平等的方向發展。然而代間差

異的存在可能導致代間文化衝突，以及在文化思維、文化傳遞方式上的差異

和衝突，即所謂的「經典文化與流行文化的衝突」，要促進代間和諧交往,

必須在理解和平等交流基礎上重構代際間的文化交往模式(劉懷光，2013)綜

合上述，長輩與晚輩之間的代間差異，不只存於日常生活中的「經典文化與

流行文化的衝突」，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代間文化的傳播差異，更直接

的出現在手機社交軟體的使用差異上。根據 2014年工研院所做的統計，台灣

50歲以上的人口，有超過四成的人使用智慧型手機；同年，資策會調查也發

現，55歲以上的中高齡族群除了通電話外，最常使用的手機功能就是「和親

朋好友 LINE」，許多銀髮族對 LINE的依賴度並不亞於年輕人。而爸媽抱怨

小孩收到 LINE訊息總是已讀不回，兒女也對爸媽狂傳訊息緊迫盯人感到崩

潰……只不過是用個LINE，沒想到麻煩這麼多！兩代之間，到底該怎麼LINE，

才不會愈 LINE愈生氣？(曾慧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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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康健雜誌 204期對於 LINE使用的代間差異，所做的採訪與案例

報導: 

 

 「叮咚！」手機提示音響起，小夏不用看就知道，老媽又傳 LINE

過來了。一開始是提醒她詐騙集團的新手法，接著是勸世文、養

生祕方、勵志故事連發，最近則瘋傳搭配佛祖、蓮花或風景圖片

的格言及心靈小語，最下方還一定會加上一句「認同請分享」…… 

收到這些訊息，小夏翻翻白眼，索性已讀不回，怎料老媽還會再

傳訊息追問：「你看了沒？」、「怎麼不回我？」讓她簡直快抓

狂，但又怕回話口氣不好，老媽看了會覺得很受傷。 

 

    像小夏這樣被爸媽傳訊疲勞轟炸而暴走的子女並不少，見到子女總是已

讀不回而焦慮生氣的父母也所在多有。看似方便的 LINE，究竟是拉近兩代之

間的距離，還是把彼此愈推愈遠？ 中崙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張璇舉例，年輕

人用 LINE聊天多是打一、兩句話就傳出去，等對方回覆後再接話，但長輩習

慣打一長串，有時候打到一半又整篇不見要重打，子女等很久都沒看到回覆，

往往就失去耐心、懶得再聊；而像「打臉」、「吃土」、「完勝」這一類的

流行語，對長輩來說較陌生，許多梗也看不懂，問了又怕被子女嫌老土，偶

爾想搞笑卻很容易變成耍冷，結論就是現實生活的世代差異搬到 LINE上演

(摘錄自康健雜誌 204期)。 

 

(四) LINE的人際傳播分享行為與探討 

 

   此外，羅天一等人(2015)在〈圖像訊息的溝通性及使用態度－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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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路的實證研究〉指出隨著智慧型手機快速發展及行動網路的普及，人

們開始依賴並透過即時通訊 App及網路社群媒體來聯繫親友及互動的主要工

具之一。而 LINE提供多樣化的貼圖並獲得廣大使用者的青睞及市占率。羅天

一等人的研究欲探討，為何使用者願意使用貼圖訊息，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使

用者的分享使用態度。研究貼圖訊息溝通之使用態度的結果發現：（1）認知

趣味性、認知易用性、認知社交有用性、使用反應皆顯著影響使用態度。（2）

認知趣味性和使用反應對使用圖像訊息的態度也有直接影響性。（3）認知社

交有用性及趣味性相較於其他構面的影響性是最為顯著(羅天一等，2015)。

此外，江義平等人的更研究指出，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人們互動與交換資

訊的方式不再侷限於實體管道，而是有越來越多的網路媒體可以選擇，近年

來透過網路媒體分享資訊已形成一項風氣(江義平等，2014)。因此，是否「萬

用長輩貼圖」的推出，也會與一般的貼圖訊息有一樣的分享效果呢?，此外，

這款專為長輩使用習慣設計的貼圖，是否能成功的獲的長輩的青睞? 這些問

題都將是本文將探討的議題。 

 

(五)中高齡長輩在社交媒體中的貼圖使用與滿足探討 

Jay G. Blumler 及 Elihu Katz 提出「使用及滿足」，提出受眾使用傳

媒來滿足自己。而對於新媒介的不斷產生，中高齡長輩是否也能接受這些推

陳出新的社交媒體呢? Liya Chen(2015) 指出在全民智慧時代之下，年輕人沉

迷智慧型手機算不上什麼新鮮事，反倒是許多長輩加入智慧生活後，因為其有趣

的使用方式，結果在年輕人中引發話題。舉例來說，Liya在文章中題到: 「不

知道從何時開始，當我向家母炫耀我知道有新的貼圖時，她會立刻回傳：早就下

載了！」。同年在(OOPS!新鮮事)的報導中也指出，不少人把「低頭族」一詞，

當作對年輕人依賴網路的指控，不過在台灣，近年智慧型手機的成長率多倚

靠 50歲以上族群，社群網站的中老年使用者大量成長，更產生此一世代的獨

特「Line、臉書文化」。 

例如最近就有不少網友討論：「爸媽小時候叫我不要沉迷上網、好好念書，

但這一兩年學會用 Line和臉書後，每天在群組分享笑話、靜思語及圖片的，

都是他們這個年紀的人...」，更有人指出，特定類型的圖片、動態，在某個

年齡族群的臉書上流傳廣泛，「是不是有一個特定的圖庫，然後長輩很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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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的素材？」。 

 

    近日不少網友在 ptt發文，表示自從家中長輩開始接觸社群軟體「LINE」

後，每天都會分享一些靜思語跟早安圖片，而且幾乎都不會重複，許多網友

都表示感同身受，也不免好奇，「這些照片到底是哪來的啊！」經記者楊蕙

菱實際整理後，大致上將這些資訊分為 8大類，快來看看家中長輩們中了幾

項吧。長輩們最愛 LINE的 8種訊息 

第 1類 早安圖 

第 2類 神愛世人圖 

第 3類 靜思語圖 

第 4類 市政標語 

第 5類 各大節慶祝賀 

第 6類 算命心理測驗 

第 7類 健康資訊 

第 8類 轉發給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網友表示，「長輩用 LINE傳網路謠言，真的有點無言」、「每天早上收到這

些圖片都覺得很煩」、「LINE的訊息幾乎都是垃圾與廣告」、「很想已讀不

回+封鎖」，但有網友認為「煩雖煩，但其實蠻溫馨的」，而記者自己也很常

收到這些圖片，換個角度想，這也是長輩們給的關心，傳張貼圖回他們，也

是個好方法啊(ETtoday東森新聞雲，2015)。 
 

 

 

 

研究問題與假設 

【假設1a】:  

「萬用長輩貼圖」對於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而言，是比一般貼圖

更有圖文意義的貼圖。 

【假設1b】:  

「長輩貼圖」對於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而言，是比一般貼圖更有

圖文意義的貼圖。 

【假設2a】:  

「萬用長輩貼圖」是 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願意分享的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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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2b】:  

「長輩貼圖」是 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願意分享的貼圖。 

伍、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台灣地區 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且有使用

Line(手機社交及通訊軟體)的習慣，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陸、研究方法 

（一）立意抽樣方法：以滾雪球的立意抽樣的方式，找尋約 5位 50歲以

上中高年齡層長輩，填寫問卷。 

（二）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他們對於使用和接收到「新一代長輩 line 

貼圖」的感想。 

訪談大綱為以下幾項問題： 

 

柒、訪談大鋼 

 

本一研究參考相關研究，設計成下列深度訪談大鋼 

 

(一)受訪者機本資料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年   月    日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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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LINE貼圖的習慣和對新貼圖的接受度 

 最常使用的貼圖是什麼? 

 對於「萬用長輩貼圖」的設計是否喜歡? 

 為什麼喜歡或不喜歡「萬用長輩貼圖」? 

 --喜歡的可能性:親情、友情與純粹分享等。 

 --不喜歡的理由:圖文不美麗、刻板印象或需要花錢購買等。 

 是否願意使用與分享「萬用長輩貼圖」? 

 若願意則最常分享給誰以及與對方產生的互動 

 

(三) 使用「萬用長輩貼圖」的動機 

 使用「萬用長輩貼圖」的目的 

 使用「萬用長輩貼圖」的時機與頻率 

 是自己發現「萬用長輩貼圖」還是親友或網路媒體推薦 

 

 

柒、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 

 

    這次的研究問題主要是質化的研究方法，對於我而言最大的挑戰就是在

沒有任何作過深度訪談的經驗，在過去的學習中都是作量化研究。而在進行

質性研究中，該如何與長輩們溝通才能獲得有效的資訊也是一大挑戰。所以

我必須在做質性調查前，預先設計好一連串的問題，並在不冒犯長輩們並能

成功的誘導受訪者回答問題的情況下，作出與主題有相關問題的質性調查。 

     

捌、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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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來，對於老人議題的研究隨著高齡化的社會加速而越來越受到重視。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透過對於使用與接受「萬用長輩貼圖」的分析，幫助年

輕世代與長輩們建立溝通的橋樑，幫助雙方了解彼此對於貼圖的喜好以及和

諧的分享行為，並主要是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在了解長輩們使用「萬用長輩貼

圖」的動機後，能做出適當的回應，而非只是「已讀不回」，造成彼此誤會

加深。因此，我衷心的希望能透過本篇研究，達成更有效的溝通與互動模式，

幫助大家創造更和諧幸福的家庭氣氛!  

     

 

 

 

長輩貼圖逐字稿與分析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是否會後製貼圖 

M1 男 55歲左右 大學 否 

M2 男 60歲以上 高中 否 

M3 男 50歲左右 專科 是 

F1 女 55歲左右 高中 否 

F2 女 50歲左右 專科 是 

F3 女 50歲左右 高中 是

 

本研究採訪一共耗時了一個多月，前後採訪了男女 50歲以上的中高齡長輩共

六人，大部分受訪者皆居住於大台北地區(其中 M3位於彰化)，採滾雪球的方

式一一收訪。受訪者全部都曾接受過長輩貼圖，大部分也會使用長輩貼圖，

並且都強調比較喜歡用免費的貼圖。對於新推出的「萬用長輩貼圖」，由於

需要收費，所以大部分都不願意花錢購買使用。 

 

受訪者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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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可以建立大家的情感，LINE很即時，一傳就可以看到。 

有的時候要有回應，但是有的時候在忙，就用貼圖回應。 

在群組裡面可以的話儘量回應，在群組裡面，有的時候不知道打什麼字，就

用貼圖回應。 

 

貼圖的好處，不論影片或是笑話，不只有以讀的功能，還可以有回應， 

貼圖比較即時比較消費式的。 

表達的方式很具體更有意義，因為有些人無法用文字精準表達。 

現在的貼圖很多是廣告的形式，需要花錢買不會買，因為目前為止已經運用

足夠。 

 

如果要表達更清楚就要用文字，如果看到笑話覺得很好笑，因為笑話本身世

文字的ㄧ些巧合。 

笑話很難用很多文字回復，也沒有必要用一堆文字回復，會讓別人覺得很奇

怪。 

所以用貼圖回應反而會比較方便，有時候用打字，有時候用貼圖，貼圖比較

多 

 

有時候是因為接收的訊息太多，用貼圖回答比較方便。 

原則上接收到長輩貼圖會回復，我的朋友群裡也不會每天都說早安。  

使用賴不到一年，不會特別去搜尋長輩貼圖。 

 

長輩貼圖有創意，早安太氾濫，可以想一些有趣的。每天都要說早安很煩，

而且長輩貼圖語言都是非常正面像上，單是很多事情知易行難，收到很多過

這樣富含人生哲理的貼圖，覺得有意義，但是不會想分享。到了這個年紀了，

對人生多少有一些體認了。對於這一些語言的化部需要再用像是訓導的分式

規勸自己的朋友，比如說像這個…….我就會傳給很多人。 

 

影片或是文章我比較會去跟朋友分享 

影片: 花豹要去吃小熊，這個可能有經過剪接，是真實的東西，最後受傷了，

熊媽媽出來救熊寶寶。 

 

現在年輕人也一樣，對於用鼓勵正面的話或是影片比較能接受。年輕人會覺

的長輩貼圖就是在說教，講的比較好聽，反而無法接受長輩的價值和想分享

的理念，覺的平輩和我有一樣的歷練，不需要再特別講，對晚輩要說的話就

是要用實際的例子會比較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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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M2 

懶啊(自己找貼圖)，很方便就直接用了，人家用好的東西(貼圖)直接使用。(貼

圖)還是有選擇啦!LINE的貼圖不實用! 

 

我們日常不是只有早安 GOOD MORNING 這樣啦，很多想要使用的(貼圖)都不

夠用，你(只 LINE的貼圖)可用的詞句太少! 

我現在連 LINE在用的貼圖都不用，人家傳給我的，只要圖案不錯，或是詞句

不錯，我就會拿來用。 

 

LINE(貼圖)我在用的就一兩個而已，一個謝謝和讚而已。我現在就是直接下

載朋友傳來的(長輩貼圖)，這個都是朋友之間互 LINE的部分。 

 

問題:使用頻率是每天都會傳嗎? 

我每天都會傳，我認識的朋友我都會傳，除非他沒有回應，已讀的我都傳，

已讀不回我也會傳，因為這樣我以後用 LINE找他 LINE會通。 

 

臉書我有的也會傳，只要好的，我看得舒服的我都會傳。我每天都會傳不一

樣的(長輩貼圖)給朋友。你看我這裡有個資料夾(相簿)，裡面有好幾百張貼

圖。 

要錢的貼圖我就不會去買，如果貼圖搔不到癢處我就不會去用。 

問題:長輩貼圖從哪裡得來?   

抓別人的貼圖才會新啊!像 LINE就不會出裸女的性感貼圖 

(開心的拿出貼圖給我看) 

我朋友常在後製長輩貼圖，分享貼圖其實很平常心，像其中一張貼圖，就是

溫馨的ㄧ句話，一種關心就對了。 

 

長輩貼圖有三餐的，你們是學生你們不知道嗎?你的朋友太少了，這個都是文

章，生活的點滴，我以後每天早上都 LINE給你。 

 

我還是會打字，這個貼圖會洩漏你的個資，有人會設計這個漂亮的東西，你

會傳給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之間會傳的話，會被擷取資料，然後這樣會洩露

你的個資。  

 

所以我剛載下來(長輩貼圖)不會馬上用，我會過個兩三天再用。 

 

比起 LINE的早安和晚安，(長輩貼圖)貼圖更有意義，一次可以傳十個啊!最

主要是了解這個人還在不在，他有沒有回友沒有看到沒關係，但是我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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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這個人我知道他在。 

 

這個是我朋友自己作的，圖裡的人是他本人。 

 

因為我傳給你，你傳給我，(這是)正常互動。另外一個，我傳給你，你偶爾

會傳。 

 

我早上 LINE給他，他有回的話，我會再 LINE回去。 

 

我也不會懶的打字，現在打字都可以複製，像我要打的字就存在我的記事本

裡面。我只要把這個按住她(文字)出去了。 

 

你要的貼圖要跟時事要貼切，你要有那個感覺人家才會用，比如說你們年輕

人現在在用的流行用語。(長輩貼圖的文字)用的很貼切，沒有距離感，很親

近貼切。 

 

萬用長輩貼圖沒有跟上時事，所以不會想去用。一般來講，花錢的東西，要

有花錢的感覺啦!很少花錢去買貼圖。 

 

 

受訪者 M3 

貼圖比較能表達想法，比文字更生動，表達的元素比較多，比較有意義。 

 

會使用不同的貼圖跟年紀有關，饅頭人比較年輕人，長輩貼圖比較嚴肅。 

 

臉書或是朋友傳給你，LINE的家族群和好友 (五年級以上的人)群會互相傳，

有些貼圖打動人心，讓你會心一笑。 

 

45歲以上的表達方式，(長輩貼圖)圖畫比較有感情，生動，這個圖會感覺比

較用心。 

 

需要選過圖要找比較久，人家(朋友)傳給我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圖，所以會讓

我比較用心，不是呼嚨我，就是感覺很嚴肅認真的說晚安。  

喜歡收藏貼圖，看到喜歡就收集。以前有一個專門的資料夾收集這些貼圖，

一兩百張。      

 

饅頭人就是隨便得表達，只是手指的一個動作，不同年代的流行的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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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完整我們要的意思，但是我國中兒女不喜歡這種貼圖  (大多已讀不回)，

時代的距離感吧! 

 

 

(長輩貼圖)能表達內心(情感)六七成，看到喜歡的貼圖時像看到像寶物一樣。

我也會自己後製，表達剩下的三四成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像傳給我的小學老

師特別後製改過，有一個叫做 camara軟體後製，你知道嗎? 例如: (背景)

森林圖片，然後打上文字:路只有一條，往前走就對了。這樣是不是很有意境!

真正表達我要的意思。 

 

萬用長輩貼圖 

認同請分享之類的用語，不是我們這個年紀會說的長輩語言，分享、認同、

很制式性，就像在喊選舉標語一樣。 

 

(LINE的貼圖)免費都不會想要用，世代的距離感，看到了就是 “喔” 然後

接不上(話)，就好像作文然後句點他。我收集的貼圖比較有想像空間，(和同

年齡的)彼此有共通的語言。 

 

長輩圖能表達老爸的思想 ，子女感受不到老爸的快樂與否，所以很少用長輩

圖。 

為了跟子女溝通，改用蛋黃哥，會說話有動作更生動， 影音動作的跟兒子女

兒互動，饅頭人，熊大的貼圖太多，對我來說已經麻木了不喜歡，就是這樣

子。 

 

饅頭人熊大無法後製比較無趣，長輩貼圖可以後製比較有趣，我是電腦白痴，

但是我會後製(有手機軟體可以自己做)。每天用貼圖，但是不一定每天後製，

兩分鐘就後製完了 。 

我用 line用了快一年半，2014年 8月 14日開始用的 

 

受訪者 F1 

可以接受長輩貼圖，若要花帶幣 50快去買願意去買， 只要不要超過 100塊，

我都可以接受，也願意和朋友分享。 

實用的用語:謝謝你、 早安、 晚安、 你好、有認同請分享的圖、早起的鳥

兒有蟲吃。 

 

(長輩貼圖)和一般貼圖的差別:用語比較新， 有字還要加上圖案可愛，最好

是要有圖案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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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學和朋友分享長輩貼圖比較多，分享的年齡層大多是同學和朋友，好的

文章和美的圖片都會去分享，會分享到群組。 

 

如果是一群人會分享，一個人的話會私下分享，有一些長輩貼圖上的知識和

常識是很好。 

 

用長輩貼圖的機會比較多，有不錯的會分享，在臉書上看到很多長輩貼圖，

並沒有看過萬用長輩貼圖。 

 

(如果長輩貼圖要錢)一半的機會會去買萬用長輩貼圖，長輩貼圖的圖案不是

都很好，但是可以接受。 

 

有的人創意不錯，願意支持一下。我買了好多的貼圖，贈送給家族的小朋友，

活動贈送的貼圖每個人都有。但是有些特別的貼圖一定要購買才有。 

 

受訪者 F2 

比較有意境的貼圖，都跟同學傳，年紀比較相當，可愛的，古典一點。 

年輕人喜歡饅頭人(貼圖)， 年紀大一點的喜歡長輩貼圖， 

大部分都是用 line別人傳給你存起來。       

比較卡通的也 ok啦!沒有很好笑，熊大很可愛我也 ok。  

 

每天都會收到長輩貼圖，因為我國小同學的群組每天傳給我。 親朋好友比較

少傳，我同學每天都會問早安。 

 

如果花錢去買萬用長輩貼圖就不會去買，免費(貼圖)太多了，除非超喜歡、 有

衝擊力的。像是熊大歡樂篇。 

 

會喜歡買有聲音動作的。 

 

長輩貼圖能比較完整表達你想表達的意思嗎? 

喜歡看裡面的圖片很符合心情，除了早安以外還有其他字。 

 

(長輩貼圖)用過了就不會再用了， 不能重複!!!!! 我很在意別人傳給別人一

樣的圖。 

 

(長輩貼圖)比起熊大的貼圖比較有變化性，沒有圖案就打字，我有一個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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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存這一些貼圖，然後這樣我有比較多的圖可以選。 

 

你會後製長輩貼圖嗎? 

我不會後製，但是想學 

 

已讀不回會很難過，希望大家看到我傳的貼圖。 

 

受訪者 F3 

我平常都試用免費的貼圖，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紹。 

我的貼圖都在這裡，你看我用的這一些。 

 

(長輩貼圖)這是很漂亮的圖片，我沒有用過。這種風景的我每天都收過，我

小叔每天傳給我，每天耶!我都快瘋了。而且他每天都傳給我不一樣的圖，不

一樣的喔! 

 

你看我小叔是不是有再天天用的人，我不會把這個傳給別人，我覺得這個(貼

圖)很制式，這個我也是可以用，但是我常用的不會想用這個。 

 

我喜歡動的，就是一連串有圖片和內容會動的，有音樂，就是一個短片，有

風景有花，每一個畫面都有自跑出來，都是講一些貼心的話，那一種跟這種(長

輩貼圖)又不一樣，那一種我最常在節日的後收到，像我妹妹傳給我這個…(分

享給我看)這個影音的我比較喜歡，我可能不會馬上看，但是我回家會想打開

來看。因為我都是回家才看訊息，然後用這種有訊息的，我覺得很舒服，我

就會想傳給別人。 

 

(萬用長輩貼圖)如果這個貼圖我會想用，如果是要錢的我就不會用。其實這

個(萬用長輩貼圖)他不貴啦，但是現在貼圖免費的太多了，就不會想特別下

載，而且還要上網付款? 這個我不會用所以不會去買。 

 

(萬用長輩貼圖)這個圖有太多字，因為你做出來要讓人家常用。因為你一般

再用都是對不起、謝謝，這些基本用語。或是有一些講不出來的話，比如說

你跟先生吵架，你不好意思說對不起，就會用貼圖說對不起。像這個貼圖，

有太多太複雜的設計，這個人設計太多的貼圖，我就不會常用。年輕人的流

行化我都不會用，我比較會用這面的話。 

 

像剛剛那個圖片(長輩貼圖)喔!我們家有一個群組，我堂哥和小叔每天都會傳，

我都會覺得他怎麼會天天傳，然後都不一樣，天天這我還想說他怎麼會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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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圖片可以傳啊! 

 

我收到了也不會回啊，我只有讀，不會回，有一點覺得煩。除非有事才會回，

我想他事制式公式，就是每天早上起來一定要傳，然後一次傳給幾十個人。 

 

到目前為止他天天傳給我，我就覺得他是製式，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態，

我都沒回，但是他也不會不開心，有的人會不開心喔，但是他(小叔)不會。

有時候我會簡單的回覆一下。 

 

如果是其他的人傳(長輩貼圖)我會回，但是因為自己的小叔，所以我不會回。 

 

我會比較喜歡分享影音的或是會動的貼圖給我的朋友， 

 

我們都是五年級的才會互傳，然後你剛剛說的那種貼圖(長輩貼圖)只有我小

叔傳給我，阿他還知的很愛傳，以前沒有 LINE他還不會傳，現在有 LINE他

天天傳。 

 

 

 

分析與歸納與新發現: 

(一) 貼圖來源: 大部分都是 LINE的朋友群裡分享 

原則上接收到長輩貼圖會回復   我的朋友群裡也不會每天都說早安  

使用賴不到一年     不會特別去搜尋長輩貼圖------受訪者 M1  

問題:長輩貼圖從哪裡得來?   

抓別人的貼圖才會新啊!像 LINE就不會出裸女的性感貼圖 

(開心的拿出貼圖給我看) -----受訪者 M2 

 

 

臉書或是朋友傳給你，LINE的家族群和好友 (五年級以上的人)群會互相傳，

有些貼圖打動人心，讓你會心一笑。--------受訪者 M3 

 

和同學和朋友分享長輩貼圖比較多，分享的年齡層大多是同學和朋友，好的

文章和美的圖片都會去分享，會分享到群組。--------受訪者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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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會收到長輩貼圖，因為我國小同學的群組每天傳給我。 親朋好友比較

少傳，我同學每天都會問早安。--------受訪者 F2 

 

像剛剛那個圖片(長輩貼圖)喔!我們家有一個群組，我堂哥和小叔每天都會傳，

我都會覺得他怎麼會天天傳，然後都不一樣，天天這我還想說他怎麼會有這

麼多圖片可以傳啊! --------受訪者 F3 

 

 

(二)  每天都傳不一樣的貼圖 

臉書我有的也會傳，只要好的，我看得舒服的我都會傳。我每天都會傳不一

樣的(長輩貼圖)給朋友。你看我這裡有個資料夾(相簿)，裡面有好幾百張貼

圖。-----受訪者 M2 

 

需要選過圖要找比較久，人家(朋友)傳給我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圖，所以會讓

我比較用心，不是呼嚨我，就是感覺很嚴肅認真的說晚安。  

喜歡收藏貼圖，看到喜歡就收集。以前有一個專門的資料夾收集這些貼圖，

一兩百張。   -------受訪者 M3   

 

(長輩貼圖)用過了就不會再用了， 不能重複!!!!! 我很在意別人傳給別人一

樣的圖。-------受訪者 F2 

 

(長輩貼圖)這是很漂亮的圖片，我沒有用過。這種風景的我每天都收過，我

小叔每天傳給我，每天耶!我都快瘋了。而且他每天都傳給我不一樣的圖，不

一樣的喔! --------受訪者 F3 

 

像剛剛那個圖片(長輩貼圖)喔!我們家有一個群組，我堂哥和小叔每天都會傳，

我都會覺得他怎麼會天天傳，然後都不一樣，天天這我還想說他怎麼會有這

麼多圖片可以傳啊! -------受訪者 F3 

 

(三) 已讀不回會很難過，但還是會傳 

 

饅頭人就是隨便得表達，只是手指的一個動作，不同年代的流行的不同，比

較能完整我們要的意思，但是我國中兒女不喜歡這種貼圖  (大多已讀不回)，

時代的距離感吧! ----受訪者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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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讀不回會很難過，希望大家看到我傳的貼圖。------受訪者 F2 

 

四 長輩貼圖等同於一般貼圖 

 

你要的貼圖要跟時事要貼切，你要有那個感覺人家才會用，比如說你們年輕

人現在在用的流行用語。(長輩貼圖的文字)用的很貼切，沒有距離感，很親

近貼切。----受訪者 M2 

 

LINE(貼圖)我在用的就一兩個而已，一個謝謝和讚而已。我現在就是直接下

載朋友傳來的(長輩貼圖)，這個都是朋友之間互 LINE的部分。-----受訪者

M2 

 

我們日常不是只有早安 GOOD MORNING 這樣啦，很多想要使用的(貼圖)都不

夠用，你(只 LINE的貼圖)可用的詞句太少! 

我現在連 LINE在用的貼圖都不用，人家傳給我的，只要圖案不錯，或是詞句

不錯，我就會拿來用。-----受訪者 M2 

 

(長輩貼圖)能表達內心(情感)六七成，看到喜歡的貼圖時像看到像寶物一樣。

我也會自己後製，表達剩下的三四成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像傳給我的小學老

師特別後製改過，有一個叫做 camara軟體後製，你知道嗎? 例如: (背景)

森林圖片，然後打上文字:路只有一條，往前走就對了。這樣是不是很有意境!

真正表達我要的意思。----受訪者 M2 

 

比較有意境的貼圖，都跟同學傳，年紀比較相當，可愛的，古典一點。 

年輕人喜歡饅頭人(貼圖)， 年紀大一點的喜歡長輩貼圖， 

大部分都是用 line別人傳給你存起來。------受訪者 F2 

 

(五) 萬用長輩貼圖很一般而且還要錢，不會想分享 

 

萬用長輩貼圖沒有跟上時事，所以不會想去用。一般來講，花錢的東西，要

有花錢的感覺啦!很少花錢去買貼圖。---受訪者 M2 

 

萬用長輩貼圖 

認同請分享之類的用語，不是我們這個年紀會說的長輩語言，分享、認同、

很制式性，就像在喊選舉標語一樣。---受訪者 M3 

 

如果花錢去買萬用長輩貼圖就不會去買，免費(貼圖)太多了，除非超喜歡、 有



 25 

衝擊力的。像是熊大歡樂篇。-----受訪者 F2 

 

(萬用長輩貼圖)如果這個貼圖我會想用，如果是要錢的我就不會用。其實這

個(萬用長輩貼圖)他不貴啦，但是現在貼圖免費的太多了，就不會想特別下

載，而且還要上網付款? 這個我不會用所以不會去買。-----受訪者 F3 

 

(萬用長輩貼圖)這個圖有太多字，因為你做出來要讓人家常用。因為你一般

再用都是對不起、謝謝，這些基本用語。或是有一些講不出來的話，比如說

你跟先生吵架，你不好意思說對不起，就會用貼圖說對不起。像這個貼圖，

有太多太複雜的設計，這個人設計太多的貼圖，我就不會常用。年輕人的流

行化我都不會用，我比較會用這面的話。-----受訪者 F3 

 

 

(六)長輩貼圖很美很有設計感 

 

要錢的貼圖我就不會去買，如果貼圖搔不到癢處我就不會去用。 

問題:長輩貼圖從哪裡得來?   

抓別人的貼圖才會新啊!像 LINE就不會出裸女的性感貼圖 

(開心的拿出貼圖給我看) ---受訪者 M2 

 

比起 LINE的早安和晚安，(長輩貼圖)貼圖更有意義，一次可以傳十個啊!最

主要是了解這個人還在不在，他有沒有回友沒有看到沒關係，但是我有一天

要找這個人我知道他在。---受訪者 M2 

 

用長輩貼圖的機會比較多，有不錯的會分享，在臉書上看到很多長輩貼圖，

並沒有看過萬用長輩貼圖。(長輩貼圖)和一般貼圖的差別:用語比較新， 有

字還要加上圖案可愛，最好是要有圖案和字。-----受訪者 F1 

 

長輩貼圖能比較完整表達你想表達的意思嗎? 

喜歡看裡面的圖片很符合心情，除了早安以外還有其他字。 

比較有意境的貼圖，都跟同學傳，年紀比較相當，可愛的，古典一點。 

年輕人喜歡饅頭人(貼圖)， 年紀大一點的喜歡長輩貼圖， 

大部分都是用 line別人傳給你存起來。----受訪者 F2       

 

(七)長輩貼圖可以後製而且選擇性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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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常在後製長輩貼圖，分享貼圖其實很平常心，像其中一張貼圖，就是

溫馨的ㄧ句話，一種關心就對了。------受訪者 M2 

 

需要選過圖要找比較久，人家(朋友)傳給我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圖，所以會讓

我比較用心，不是呼嚨我，就是感覺很嚴肅認真的說晚安。  

喜歡收藏貼圖，看到喜歡就收集。以前有一個專門的資料夾收集這些貼圖，

一兩百張。-----受訪者 M3 

 

饅頭人熊大無法後製比較無趣，長輩貼圖可以後製比較有趣，我是電腦白痴，

但是我會後製(有手機軟體可以自己做)。每天用貼圖，但是不一定每天後製，

兩分鐘就後製完了 。-----受訪者 M3 

 

(長輩貼圖)能表達內心(情感)六七成，看到喜歡的貼圖時像看到像寶物一樣。

我也會自己後製，表達剩下的三四成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像傳給我的小學老

師特別後製改過，有一個叫做 camara軟體後製，你知道嗎? 例如: (背景)

森林圖片，然後打上文字:路只有一條，往前走就對了。這樣是不是很有意境!

真正表達我要的意思。-----受訪者 M3 

 

你會後製長輩貼圖嗎? 

我不會後製，但是想學---------受訪者 F2 

 

需要選過圖要找比較久，人家(朋友)傳給我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圖，所以會讓

我比較用心，不是呼嚨我，就是感覺很嚴肅認真的說晚安。  

喜歡收藏貼圖，看到喜歡就收集。以前有一個專門的資料夾收集這些貼圖，

一兩百張。  --------受訪者 M3    

 

(長輩貼圖)比起熊大的貼圖比較有變化性，沒有圖案就打字，我有一個相簿

專門存這一些貼圖，然後這樣我有比較多的圖可以選。--------受訪者 F2 

 

 

研究結果 

【假設1a】:  

「萬用長輩貼圖」對於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而言，是比一般貼圖更有

圖文意義的貼圖。 

結果: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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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認為貼圖設計沒有特色，有很多並不是長輩會用的語言。甚至受訪者
M3更認為:萬用長輩貼圖認同請分享之類的用語，不是我們這個年紀會說的
長輩語言，分享、認同、很制式性，就像在喊選舉標語一樣。 

 

【假設1b】:  

「長輩貼圖」對於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而言，是比一般貼圖更有圖文

意義的貼圖。 

結果: 成立 

解釋:大部分長輩都認為長輩貼圖選擇性多，有字有圖並且一直在隨在時事變

化再變化樣式，內容也比較符合中高齡族群的需求。 

【假設2a】:  

「萬用長輩貼圖」是 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願意分享的貼圖。 

結果: 不成立 

解釋:因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該貼圖需要付費，並且內容固定，和 LINE的ㄧ
般貼圖沒有太大的區別。 

【假設2b】:  

「長輩貼圖」是 50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長輩，願意分享的貼圖。 

結果: 部分成立 

解釋:部分長輩認為只會接收，不一定會想分享，會比較想分享的大部分是影
音訊息。而部分長輩樂於分享，並且每天分享甚至會自己後製。 

 

小結: 

本文探索中高齡長輩使用貼圖的喜好與習慣，在訪問的過程中過程中，長輩

對於貼圖的使用習慣和我們的確有大大的不同，並且有長輩們自己獨特的見

解，這一點是當初在做研究假設時始料未及的，也意外的更了解長輩們的心

理，與自己期望的未來貢獻不謀而合，讓這份研究使我感到分長的開心與溫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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