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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各個大學均將體育課列為必修課程，因此運動鞋對於大學生而言是
必備的用品，特別是體育系的學生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運動鞋除
了基本的舒適性外，更針對不同的運動項目或運動型式，設計不同功能
的運動鞋，消費者也開始在各種不同運動項目時穿著不一樣的運動鞋。
摘要
由於體育系學生對於運動鞋了解程度較多，因此本研究以輔仁大學大學
(中)
部體育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方式收集資料，就基本特性而
言，輔仁大學學生個人每月可支配零用金集中在 3000 元至 9000 元之間
為最多，平均 7200 元，標準差 3713。學生願意以平均 2027 元的價格購
買一雙運動鞋，能接受的平均最高單價為 2425 元。男生比女生喜歡有銷

售員做解說介紹，低年級比高年及學生喜歡有銷售員做解說介紹。男性
的購買時機以購買新式樣球鞋比例比女性來的多。 以集群分析所區隔出
的三群受訪者，分別命名為「勇於嘗試群」、「理智判斷群」及「經濟
時尚群」。就偏好特性而言，一雙三千元以上或一千五百元以下、單一
功能或多功能且具有避震性的銳跑運動鞋是第一群受訪者最在意的組
合；一千五百元以下、單一功能具舒適性的耐吉運動鞋是第二、三群受
訪者最在意的組合。
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all university, so sports shoes
are essential applian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especially f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tudents. Sports shoes design not only to basic comfortable, but also for
different kinds of sports, to course consumer wear different kinds of shoes in
different sports. Thes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e stud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because they know sports shoes more
than others do and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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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verage
摘要
value is NT$7200, standard deviation is 3713. The average price for buying single
(英)
shoes is NT $ 2027 and the highest that they can accept is NT$ 2425, Male and
senior students are more like a store clerk to comment. Three types of
interviewees who are distinct in living styles are called “have courage to try”,
“intellect to determine” and “the economical vogue”. In terms of preferabl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interviewee group concern most is brand, and the favorite
combination prices is between NT$1500 and NT$3000, like Reebok’s and have
a shock absorber shoes. The second and third interviewee groups concern most is
brand, and the favorite combination prices are below NT$1500, like Nike’s,
single function and comfortable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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