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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的目的在了解電視購物族群的人口變項分布、消費者行為狀況。並

進一步了解電視購物族群與非電視購物族群在人口統計變項及消費者行

為的差異。研究對象為(1)一般消費者及(2)電視購物資料庫消費者，本研

究發現： 一、 電視購物族群與非電視購物族群在人口統計變項是有差

異。 二、 透過因素分析後，將電視購物族群消費行為分為 4 個構面，分

別為斤斤計較取向、品質取向、喜歡電視購物取向、品牌取向。並將各

構面透過集群分析後，將電視購物族群分為 2 族：「品質品牌族」、

「喜愛電視購物族」。 三、透過 RFM 分析法，可以將電視購物族群正

確的分群，以達到目標行銷的目的。 四、透過一般消費者的調查可以知



道，台灣地區 20-59 歲最近一年內電視購物的普及率為 15.1%。 五、透

過 CHAID 的分析可以看出，電視購物族群主要以家庭主婦且年齡 30-39

歲以下為主。 由研究的結果及結論，對於業界及學術機構，提出具體建

議，以作為未來後續研究的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alize the profile and the behavior of TV home 

shopping custom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of profile and consumer 

behavior between TV home shopping user and the non-user. The research target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General consumer (2) Data base of TV Home shopping 

customer.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as below: 1.There is difference of 

demographics between TV home shopping user and non-user. 2.By factor analysis, 

the TV home shopping consume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egments as “Price 

driven consumer”, “Quality driven consumer”, “TV home shopping liker”, 

and “Branding driven consumer”. And then by applying cluster analysis, the 

TV home shopping consumer be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s: “Quality/brand 

driven consumer” and “TV home shopping liker”. 3.Through RFM analysis, 

the TV home shopping consumer can be currently segment in order to do the 

target marketing. 4.By conducting the general consumer survey,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15.1% of age 20-59 in Taiwan who purchase through TV home shopping 

channel within latest one year. 5.Through CHAID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ain consumer of TV home shopping are housewives and age among 30-39 or 

below. The result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will be given to academic 

community and related profession. The suggestion will also be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follow-up study’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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