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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對於直排輪鞋之消費行為研究，由於目前玩直排輪

的消費者年齡層從 4、5 歲的幼童遍佈至 60 多歲的老年人，但主要消費群

以青少年為主，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台北地區 15-24 歲之青少年，利



用立樣抽樣法進行研究。整個研究主要是針對曾有購買直排輪鞋經驗者利

用人口統計變數進行市場區隔，進而依據各消費群進行消費行為分析，包

括消費者特質分析、消費者選購行為分析、消費者選購時考慮因素分析、

消費者認知描述、消費者生活型態描述，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直排輪鞋

行銷組合策略，以供相關業者參考，期望能打開市場，帶入更大的商機，

各市場分析結果如下： 「市場一」該消費群之年齡層為 15-17 歲，主要職

業為學生，平均可支配零用金為 2,700.50 元，購買的輪鞋品牌主要為

NIKE、Roces、K2，平均價位為 3 仟多元，這年齡層的消費者大都為國、

高中生的新新人類，因此在造型上應多元化，價格可採高低二極差別化策

略，因為他們消費的平均價位雖然不高，但該消費群在選購時常由父母陪

同，故在高價位的接受度較其他市場高；在通路上以專賣店及體育用品店

為主，但有許多人會直接向教練拿貨，因此想加入此市場的廠商可以朝向

教練促銷這一管道；此購買群在參考資訊會朝雜誌或店家海報去蒐集資

訊，故店家對於新貨的訊息應多加利用海報宣傳。 「市場二」該消費群

之年齡層為 18-20 歲，主要職業為學生，平均可支配零用金為 6,434.43

元，購買的輪鞋品牌主要為 Roces 、NIKE，平均價位為 2 仟多元，該市場

消費群較重視品牌知名度，且有許多人是為了追求流行才參與此活動，故

在造型較重視炫、多元化；在消費的平均價位上雖屬低價位，但也有一些

人會特別想買高價位的產品，故在價格上亦可採高低差別定價；在促銷方

面，由於親朋好友及店頭老板的影響很大，故業者傳播力量影響很大，且

平時應和消費者保持互動關係，讓他們產生信任感，另外由於消費者在參

考資訊時以雜誌週刊較多，因此資訊傳達亦可採以雜誌週刊做為傳播管

道。 「市場三」該消費群之年齡層為 21-24 歲，主要職業為學生及民營企

業受雇人員，平圴可支配零用金為 10,636.72 元，購買的輪鞋品牌主要為

Roces、K2、California Pro，在價格接受度方面主要以 4 仟多元居多，其次

為 2 仟多元，高價位產品較少人購買；在通路上以專賣店及體育用品店為

主，但相較於其他市場之消費群，去量販店買的人也較多，故亦可考慮此

通路；在促銷方面，該消費群在購買時較會注意贈品的訊息，故可多舉辦

促銷活動吸引他們的注意，另外，該市場使用網路蒐集資訊的人較其他市

場消費群多，故可多利用網際網路做為廣告媒介。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consumer behavior of the Skating market. 

Roller-blading is very popular and consumers are of all ages, from kids as young as 

4, 5 years old to old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However, the main consumer group is 

young peopl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young people age 

between 15 to 24 in greater Taipei area using Judgement Sampling. The market 

research is based on customers who have experience in buying roller blades and 

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is applied here to segment the market and to analyze 

consumer behavior includ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nsumers, analysis of their buying 

behavior, their motives, conception and life styl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roller-blading study, the best marketing mix is presented as a reference for 

relevant companies. Companies can use this as a guide and open up their markets 

and bring in more opportunities. Result of the market analysis: Segment/Market 1: 

Consumer group from the age of 15 to 17. Most of them are students and their 

average spending money is NT 2,700.50. Most purchased brands are NIKE, Roces, 



K2 and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se brands is around NT 3000. Consumers of this age 

group are normally the so-called ‘New Age’ junior 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fore, the variety of style is very important. The prices of roller blades 

can be high or low because young people often shop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y can 

accept higher prices compare with other 2 segments. Channels for selling roller 

blades are mainly from the sports shops and some independent stores. However, 

many people choose to buy roller blades through their sports coaches and therefore, 

if companies wishes to promote their products, they can do so via the coaches. Also, 

this consumer group tends to obtain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from magazines and 

posters from the stores. Stores should always hav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bout new 

products and advertise using posters. Segment/Market 2: Consumer group from the 

age of 18 to 20. Most of them are students as well and their average spending 

money is NT 6,434.43. The brands that they often buy are Roces and NIKE, and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se brands is around NT 2000. This consumer group tends to 

value more about the brands and they often buy the products because of the fashion. 

Therefore, the style of the roller blades has to be fashionable and with varieties. 

Although the average prices are not high, some customers would like to buy 

products at higher prices. Therefore, the prices setting can be high or low. In terms 

of promotion,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owners of the stores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and thus the company promotions also have important impact. Companies should 

always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ustomers and build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Consumers of this group often obtain their product information from 

magazines and thus advertise through magazines can be a very effective promotional 

channel. Segment/Market 3: Consumer group from the age of 21 to 24. Their main 

occupations are students and employees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eir 

average spending is NT 10,636.72 and they often purchase brands like Roces, K2, 

California Pro. They are more flexible and many of them can accept prices as high 

as NT 4000 and some NT 2000. However, not many people buy at high prices. 

Channels for selling roller blades are mainly from sports shops or independent 

stores. There are also more customers buying from superstores compare to other 2 

segments. Thus companies can also consider this as a selling channel. In terms of 

promotion, this group of customers cares mo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of free gifts 

and thus companies can hold more promotional events to attract their attention. On 

top of that, compare to other segments, customers of this segment often use Internet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this means Internet can also be a very effective media for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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