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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飾在現代生活中除為禦寒蔽體的必需品外，更為傳達訊息、表現

個人特質的消費品。由於資訊發達，個人主義抬頭，新新人類的服飾消

費行為有別於其他年齡層，且大學生乃新新人類中的菁英份子，而輔大

學生的服飾裝扮模式又與其他的大學校園相似，加上近年來男性注重服

飾裝扮亦蔚為風氣，故針對輔大男、女學生服飾消費行為特性的研究具

有代表性。研究所得的結果不但可提供校內織品服裝學系的學生實習商

店做行銷企劃參考，更可將之修正到適合整個大學生族群，甚至延伸至

新新人類其他族群中，以協助業者掌握市場契機。然由於消費行為的內

涵廣泛，整體的研究不易進行，故本研究只針對消費者態度與購買行為



間的關係進行探討，期望能運用行銷手法改變消費者的態度，進而採取

購買行動。 本研究擬以輔仁大學日間部八個學院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

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以 SAS、SPSS 及 EXCEL 等統計套裝軟體為工

具，利用描述性統計、列聯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自動互動檢視

法、典型相關分析等手法來探討消費者特性、消費態度及購買狀況等層

面的問題，並獲得下列各項結果。 就各服種可接受的價位而言，只有毛

衣屬中高價位，其餘的外套、大衣、襯衫、T 恤及長褲均屬中低價位。

而女生專屬的裙子、洋裝及套裝中除套裝屬中低價位外，裙子及洋裝皆

屬中高價位。此外，男生在毛衣、襯衫及 T 恤方面可接受的價位明顯高

於女生。 就購買潛力而言，中潛力購買群佔比例最高(40.9%)，其次為低

潛力購買群(39.9%)，而高潛力購買群所佔比例亦不低，有 19.3%。尤其

是女生更多屬中潛力購買群。 在服飾穿著認知上所萃取出的五個構面

中，除形象表徵因素在性別間無明顯差異且男生比女生在意的品牌敏感

因素外，其餘三個構面則是女生較為在意，同時對於服飾穿著的認知愈

明顯者，其購買潛力會愈高。 在服飾花費狀況分析中發現，學生屬中、

高逛街頻率及中等零用金額者，其服飾支出屬中花費者佔 64.32%為最

多，屬高花費者佔 20.54%次之。由此可知輔大學生的服飾花費相當具有

潛力。就服飾特性來說，受訪者最在意的是外在特性中的款式，而購買

時最在意的偏好組合則是款式、質料、低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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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life, clothing is not only the necessities keeping out the cold, 

but also the consumer goods conveying information as well as expressi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the clothing consumer behavior of the x gene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age levels. And, owing to the fact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elite among the x generation, that students* dressing styles i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other universities, and that the tendency 

of males* emphasis on dressing has increased recently, the surve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clothing consumer behavior in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re of representative. The result of the survey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to marketing planning for the practice store of the departmen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inside school; moreover, it can be revised to be applied to the 

whole college student groups and even to other groups of the x generation, with a 

view to helping businessmen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market moment. 

However,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content of consumer behaviors, the whole 

survey is not easy to be carried out, so this study is only aimed a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attitudes and buying behaviors, and with a great 

expectation of influencing consumers* attitudes even to adopt buying action by 

employing marketing methods. Subjects are students of the eight college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such as SAS, SPSS, EXCEL and so on are applied as tools to explore 

such issues as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attitudes, buying condition, and 

the likes by employ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rosstable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CHAID, and canonical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he acceptable price of all kinds of clothing, coats, overcoats, shirts, T-



shirts, and pants are at a middle-low price, except sweaters which are at a high 

one. In addition to suits, belonging to a middle-low price, others like females* 

skirts and dresses are at a middle-high price. Besides, the price of males* 

sweaters, shirts, and T-shirts are more acceptable than that of females obviously. 

As far as the buying potential is concerned, the middle-potential buying groups 

occupie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40.9 %), and the low-potential buying group 

comes behind (39.9 %). The high-potential buying group also occupies a high 

proportion, namely 19.3%, and above all much more females belong to this group. 

Among the five aspects derived from the acknowledgment of wearing, females are 

more concerned not with the image and brand factors but with the other three 

aspects(factors). For the image factor,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cause of 

sex; for the brand-sensitive factor, males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it than females 

are. Meanwhile, the more acknowledgment one has toward the wearing, the higher 

degree of one*s buying potential becomes. The analysis of the clothing 

expenditure shows that students at the middle-high shopping frequency and 

students with medium pocket money whose clothing expenditure, belonging to the 

average consuming, occupie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with 64.32 %, and that 

belonging to high consuming comes behind with 20.54 %. Viewing from this, the 

clothing expenditure of students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s potential.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thing, what subjects concern most is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style and the preferable combination while consuming is the style, 

the material, and the low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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