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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tyle Purchasing Involvement Market Segmentation 

摘要

(中) 

由於經濟發達，使得台灣的社會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而生長在此富裕開

放環境中的青年學子，除具備雄厚的消費能力外，更因文化衝擊及價值觀

的改變，形成類似追求流行時尚的獨特消費型態。 一般而言，校園中的



穿著不像上班族般正式，且大學生不須穿著制服，因此具有輕鬆自在、易

洗耐穿、容易搭配等特質的牛仔褲便儼然成為這個族群的生活必需品，其

市場需求量極大且競爭激烈。而輔大學生擁有牛仔褲的比例相當高，且其

服飾裝扮方式與其他的大學校園相似，因此針對輔大學生消費行為特性的

研究具有代表性。本研究依據不同的生活型態將大學校園中的牛仔褲消費

者區分為具有不同特質的群體，並針對各個群體的購買涉入程度、消費狀

況以及偏好加以描述，以提供行銷人員在選擇目標市場時之參考。 本研

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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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吉斯迴歸、對數線性模式等方法

來探討消費者的牛仔褲偏好及消費狀況等層面的問題，並獲得下列各項結

果。 就基本特性而言，輔大學生的個人每月可支配零用金大部分集中在

3000 元至 9000 元之間，主要會以 500 元至 1500 元購買單件牛仔褲，能夠

接受的最高單價為 1500 元至 2000 元之間。 就購買的地點而言，輔大學生

較常光顧專賣店、百貨公司及一般服飾店，而女生比男生更常在專賣店購

買，男生則比女生更常在量販店購買。 就喜歡的樣式而言，喜歡直筒褲

的受訪者最多，女生比男生喜歡喇叭褲，而男生則無特定喜歡樣式。 就

常穿的品牌而言，Levi’s、Lee、Blue Way、HANG TEN、EDWIN 及

GIORDANO 等市場上的幾個領導品牌擁有各自的愛好者。其中男生較常

穿的品牌有 Levi’s、Lee 及 EDWIN，而女生常穿的品牌只有

SOMETHING。 就偏好特性而言，受訪者在選購時最在意的是價格，而購

買時最滿意的組合是 1500 元以下的 Levi’s 基本型牛仔褲。 以生活型態

為基礎所區隔出的四類受訪者在購買涉入程度、消費狀況及偏好上有所不

同。 在購買涉入程度的分析中發現，具有「會為朋友提供建議、會注意

新資訊、會注意及比較價格、喜歡參加社團或戶外活動、認為衣服是一種

表現自我的方式、在乎衣服的品質、肯花錢購買」特性的受訪者其涉入程

度較高。 在消費金額的分析中發現，具有「認為衣服是一種表現自我的

方式、在乎衣服的品質、肯花錢購買」特性的受訪者，其過去一年的消費

金額偏向中高消費，且個人每月可支配零用金也偏向 12000 元以上，由此

可知其消費能力極強且具有較高的所得。  

摘要

(英) 

Taiwan’s society is getting diverse with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ing. 

Living in a rich and open environment, the youthful students in Taiwan not only 

possess strong expenditure ability but also love chasing the popular affairs that 

could be due to the culture impact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value. Unlike 

professionals, college students usually dress casually. On campus, there is no 

specific dress code for them to comply with. Due to its easy-going, durable and 

easy-to-match nature, blue jeans has become college students’ favorite dress. Th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the jeans made the competition more and more fierce. Quite 

a few college students in Fu —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ave blue jeans throughout 

their study. The way they dress is similar to that of universities nationwide. 

Therefore, their habitual expenditure of jeans is worth studying. Based on different 

life styles of these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sales representative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market their product. Several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ir buying habits, preference, and economical status were classified in order to 



complete this study. This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e students of the eight colleges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ses by 

statistical software, such as SAS, SPSS, EXCEL …etc. They are applied the 

consumer’s fancy to jeans, consumers condition, and the likes by employ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rosstable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loglinear mode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students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month are most center around between NT$ 3000 and NT$ 9000. The price for 

buying single jeans are between NT$ 500 and NT$ 1500, and the highest that they 

can accept are between NT$ 1500 and NT$ 2000.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lace, 

students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ften stroll in the monopoly stores, 

department stores and general clothing stores. Female is more frequently purchase in 

the monopoly stores, but male is more in the shopping center. In terms of joyful 

style, most interviewees are preferable to straight trousers. Females are more 

preferable to flared trousers than males, who are not preferable to any specific style. 

In terms of often wearing brand, several leading brand such as Levi’s, Lee, Blue 

Way, HANG TEN, EDWIN and GIORDANO in market, have individual preferable. 

Among these brands, male often wear brand as Levi’s, Lee and EDWIN, and 

female often wear brand only as SOMETHING. In terms of preferable 

characteristics, interviewee concern most is price, and the favorite combination price 

is below NT$1500, like Levi’s and basic style jeans. Four types of interviewees 

who are distinct in living styles show differences in the involvement of purchase, 

status of consumption and preference of purchase. In purchasing involvement 

analysis, we fund that the interviewee who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that 

「provide counsel for friends, notice new information, notice and compare price, 

like joining college or outdoors activities, consider clothing is a way of self-

expression, mind clothing quality, willing spend money 」have higher involvement 

level. In consumer price analysis, we fund that the interviewee who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that 「consider clothing is a way of self-expression, mind 

clothing quality, willing spend money 」are slanting to middle-high consume, and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month over NT$12000. So their consume capability 

are strong and have higher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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