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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筆記型電腦的銷售持續飆新高，筆記型電腦廠商開始以外型吸引消

費者目光，更加貼近消費者需求，讓消費者有更彈性的選擇空間。 本研

究探討哪些筆記型電腦外觀元素較受消費者的青睞，並研究不同特性的消



費族群對筆記型電腦外觀之喜好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以台灣北部地區

之消費者為研究樣本，資料蒐集以問卷形式進行，以「生活型態」、「人

口統計變?」為自變項，進而探討消費者對於筆記型電腦造型（顏色、造

型、材質）的喜好差異。調查時間為 2007 年 4 月份，歷時一個月時間，

有效樣本 647 份。 本研究結果有四點： 1.整體結果為『白色系』筆記型電

腦最受青睞，而造型以「薄型電腦」造型最受歡迎，『鏡面烤漆』則為消

費者最喜愛的外殼材質。2.在人口統計變數及不同生活型態消費者對於筆

記型電腦外觀確實會對產生不同程度的喜好感受，達到顯著差異。3.生活

型態各分群在顏色與材質上的喜好大致相同，在造型方面『理性保守』族

對喜好的前三名順序，和其他二群有所差異。4.『製造業』對顏色、造型

喜好和其他職業有所不同。『軍公教』、『商業』類別族群的對材質喜

好，皆以『皮革』的喜好為第一名，與其他職業類別不同。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ntinually of the notebook computer market, the 

manufactures start to provide notebooks with various external designs to attract the 

potential consumers and to fill up their demands for choice. The main them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find out which design is preferred by consumers and if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of choice among various consumer groups.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North Taiwan by questionnaire with 647 effective samples. “Life styl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are taken as the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consumers’ 

preference on the external designs such as colors, outlooks, and materials. The 

period of inquisition is one month, from April/1/2007 to April/30/2007. This 

research is going to four conclusions: 1. To most consumers, their favorites on 

notebook design are “white” color, “Sony VAIO L Series” outlook, and 

“piano finish” surface. 2. According to “life styl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there ar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n external design among consumer 

groups. 3. Among consumers in various lifestyles, there are conformities in their 

preferences to color and material of notebooks. But to outlook, the “rational and 

conservative” group’s preference is different to the other two groups. 4. By 

vocations, people who serve in the manufacture have different choices on 

notebook’s color and outlook from others. And the favorite surface material to 

civil service workers and businessmen is l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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