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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第一台筆記型電腦於 1986 年開始銷售後，由於筆記型電腦在行動應用

上所提供的便利性，相當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是以筆記型電腦市場即

呈現不斷成長的態勢。資訊產業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成為 1990

年代以後最重要的產業之一。邁入 21 世紀後，資訊產業仍為主力產業，

因此對於資訊產業的研究相當重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筆記型電腦的市



場區隔。以消費者行為與市場區隔理論探討，研究性質屬於描述性研

究。以問卷調查作為資料蒐集之方法，利用次數分配瞭解受訪者基本特

性之分布狀況、以及問卷中其他問項之回答情況。利用卡方檢定檢驗樣

本代表性，並瞭解人口統計變數與筆記型電腦消費狀況、認知偏好間之

關聯情形。利用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瞭解各產品屬性項目之滿意度以及

透過聯合分析了解消費者對於筆記型電腦的產品屬性偏好。利用因素分

析方法找出一般生活型態與特殊生活型態之因素構面，並依照其構面之

差異，進行集群分析，以達成市場區隔之目的。 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消費

者都有使用過筆記型電腦的經驗，且於不同的消費者族群在消費行為有

明顯的差異。故在筆記型電腦的產品設計、行銷方式以及產品規劃，都

可以因應不同的消費行為而規劃不同的產品設計主軸、行銷策略，以利

在現今筆記型電腦的微利時代，多樣的消費行為化繁為簡，準確地針對

消費者較偏好的產品，做出較佳的產品設計規劃以及行銷策略。  

摘要

(英) 

Since the first Notebook PC began to sell in 1986, because the convenience that 

the Notebook PC offers in the action is used, quite accord with the basic demand 

for the human nature, present the situation of growing up constantly promptly with 

the computer market.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be closely link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after 1990 

times. After marching toward 21st century,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still a main 

industry, so the research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quite important. The mainly 

research is the market segment of Notebook PC. This focus on theory discussed 

with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 segment. The study character is belonging to 

descriptive study. The method is us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s the data 

collecting. Utilize distributions understand interviewees that basic distribution state 

of characteristic, and other answer situations of asking one in the questionnaire. 

Utilize chi-square test inspected the sample representative. Moreover, understand 

among situation that rela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o condition of consumption 

and cognitive preference of the Notebook PC. Utilize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understand every Satisfaction of product attributes, understand the 

consumers product attributes preference to Notebook PC through conjoint analysis. 

Utilize factor analysis to find out factor dimension of generally life style and 

particular life style, and carry on cluster analysi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of 

dimension, in order to the purpose to reach market segment. Discover that most 

consumers have experience of using Notebook PC, and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consumer behavior in different consumer’s ethnicity. So the product design in 

Notebook PC, marketing method and product planning, can plan different mainly 

direction of product design,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conformity with different 

consumer behaviors. In Era of the meager profit of Notebook PC of now with the 

profit, let the various consumer behavior abbreviated, accurately makes better 

product design planning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consumers preference’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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