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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筆記型電腦因具有能隨時隨地處理與運用資訊的特性，因此漸為消費者

所接受，甚至有取代桌上型電腦的趨勢，市場極具發展潛力，但相關的

行銷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特針對筆記型電腦進行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

分析，以瞭解其市場結構。 本研究以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資訊展的參觀者

為研究對象。採親自面訪方式蒐集資料，以 SPSS、Excel 與 SAS 等套裝



軟體為工具，利用敘述統計、列聯表、因子分析、聯合分析、集群分

析、一般線性模型、多元尺度法與對數線性模型等統計手法來探討消費

者特性、市場區隔、產品定位與競爭優勢等行銷問題，並獲致下列各項

結果。 在消費者特性方面，消費者以從事服務業、資訊業與學生為最

多；月平均收入以 2 至 6 萬元者為最多，6 萬元以上者次之；年齡以 23

至 30 歲者為最多，30 歲以上者次之；教育程度以大學為最多，專科以下

次之；性別以男性較多；居住地以台北市較多，台北縣次之。而在屬性

知覺方面，消費者重視的因素是售後服務，其次是可攜性。在屬性偏好

方面，消費者最在意的是價位，其次依序為升級能力與重量。消費者最

偏好的產品是低價位、重量輕並具有升級功能的機種。 在市場區隔方

面，不論是以知覺或偏好做為區隔變數，消費者皆屬於同一群體，因此

品牌之間競爭激烈。 在產品定位方面，有 3 個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知

覺相當接近，彼此互為競爭對手。 在競爭優勢方面，合作廠商的主要消

費者為學生及高收入者，對一般收入的消費群體則較不具競爭優勢。  

摘要

(英)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processing and using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and any 

place, notebook computers are getting acceptable by consumers and even tend to 

take the place of desktop computers. They possess the developing potentiality in 

the market but the relevant marketing researches are seldom found.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product positioning of notebook computer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ir market structure. This study takes those who attend the 

information exhibition at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By 

doing personal interviews to gather information, by taking the SPSS, Excel and 

SAS packages as its tools an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ntingency table, 

factor analysis, conjoi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general linear model,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d loglinear model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s,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product positioning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called marketing problems,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achieved.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s, most consumers are those who engage themselves in 

the enterprise of service or information and students. Those who have an average 

income from 20 to 60 thousand take the first place and those who get more than 60 

thousand take the second. Those with an age from 23 to 30 take the first and those 

over 30 take the second. As f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university takes the first 

and under senior college the second. In sex, the males are the more. In habitation, 

Taipei takes the first and Taipei county the second. As for perception, consumers 

think highly of post-sale service, and then portability. In preference, consumers 

care about the price most and then the ability to update and the weight of computer. 

The consumers favor most the product model with a low price, lightweight and 

updating function. In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no matter if the perception or the 

preference is taken as the segmentation variable, the consumers belong to the same 

group, so the competition among brands is violent. In product positioning, three 

brands are similar in the consumers* perception and they are competitive 

adversaries to each other. 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main consumers of 

cooperative firms are students and those with a high income. As for the consumer 

group with a general income, there is l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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