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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調查學生消費者以瞭解其結構特性，並歸納出對校園

電子商店的商品/服務需求，進而提出校園導入電子商店的參考建議。 根

據文獻，本研究提出之假說為假說一：不同學生消費者屬性對校園電子商



店提供的商品/服務需求會有不同；假說二：針對不同的學生消費者特

性，校園電子商店應有不同的經營策略；假說三：校園電子商店依其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不同，應有不同的經營策略。 本研究採問卷方式針對輔大

日間部大學生進行分層抽樣，並以敘述統計、同質性檢定、變異數分析

（ANOVA）與沙菲（Scheffe）檢定等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

上述假說均成立。 2.校園電子商店可販賣之商品種類：書籍類商品如教科

書、二手教科書與專業書籍，電腦及資訊服務類商品如電腦軟硬體及週邊

設備與電腦維修服務，在生活雜貨類如服裝飾品與化妝保養品，均適合於

校園電子商店販賣。 3.有關校園電子商店適合的經營方式，摘錄重點如

下： A.集合訂購、代訂購、校園內代送禮品服務及商品零售等銷售方式

均可考慮。 B.付款方式以貨到付款方式為較佳。 C.在促銷方式上，商品

折扣較能被接受且對商品種類無顯著差異。 D.女性或購物歷程較短者較

不喜歡會員制，而網路單筆購物金額高者較能接受加入會員制。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student consumers, and then summarizing the needs of campus e-store’s products 

or services, finally provide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operate e-store in 

campus. According to the past studies and related reference, we propose three 

hypotheses: Hypothesis 1.)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onsumer attribution has 

different need of e-store’s product and service; Hypothesis 2.) Campus e-store 

should employ different business strategies based on different student-consumer’s 

features; Hypothesis 3.) Campus e-store should have different business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products or services provided. The researching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s to conduct a campus survey by using layer sampling, and then conduct 

descr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the homogeneous test, the ANOVA, and the Scheffe 

test, etc. The results are : 1.The above three hypotheses are hold. 2.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recommended to cover in campus e-store’s 

business: book related products and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products/services. In which, book related products includes text book, second-hand 

text book, and professional books, while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services 

includ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computer, the computer related devices, and the 

computer repair service. As for groce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clothes and 

cosmetics are more appropriate to be covered in campus e-store’s business. 

3.Other important items about campus E-stores’ business operation: A.The 

collect-order、behalf-buy、delivery-present-in-compus and retail could be 

considered. B.The better type of payment is to pay on delivery. C.Goods’ discount 

is better in promotion. D.For female and for the buyers with less experience, they 

do not like the membership system. However, for people bough high price goods 

can accept the member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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