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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以南湖高中運動中心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消費者在消費行為、消

費滿意度及人口統計變數之差異情形。首先分析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消費

者對消費行為、消費滿意度之差異；其次分析消費行為對消費滿意度之差

異。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南湖高中活動中心

之 500 位消費者。根據實際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事後比較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得以下結論： 

一、南湖高中運動中心男性消費者與女性消費者比例約為 1：1，年齡以

「21-30 歲」最多，學歷以「大專/大學」最多，職業以「商業」最多，消

費者大多為「未婚」，平均月收入以「未滿二萬元」最多。消費者大多由

「親友同事(學)」中得到南湖高中運動中心資訊，消費者主要的參與動機

為「健身及運動」，最常消費的時段為「晚上 5:00-10:00」，「假日」為

最常來的日期，平均使用的時間為「1.5-2.0 小時」，大部分消費者與 「朋

友」前來，最喜歡的促銷方式為「折價」。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對「消

費者使用的交通工具」、「消費者花費的交通時間」、「消費者的消費時

間」、「消費者的消費時段」、「消費者平均停留時間」、「消費者一起

到運動中心的消費夥伴」及「消費者最喜歡的促銷方式」呈顯著差異。 

三、消費者「年齡」、「職業」、「學歷」及「平均月所得」等人口統計

變項對對消費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四、「消費者消費時段」、「停留時

間」、「消費夥伴」、「促銷活動」對消費過後之滿意度呈顯著差異。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consumer behavior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from demographic viewpoint. In the case study on Nanhu High School Sports 

Center、first、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Second、discuss how consumer behavior affects 

consumer satisfaction.In this case study、questionnaires are used to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500 consumers of Nanhu High School Sports Center. And then、

use descriptive statistics、chi-square test、One-way ANOVA and Sheffe method 

and Square statistics of card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ase study are as follows: 

1.Demographically、the ratio of male customer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the age of most of the consumers is between 21 and 30; the average 

education degree is bachelor; most of the consumers』 occupations are business or 

financial related; most consumers are single. Most of the consumers make less than 

NT$20,000 per month. Most of the customers get the information about Nanhu High 

School Sports Center from their relatives、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 main reason 

they go to the sport center is 「to keep fit and exercise」、most of them go to the 

center at 5:00-10:00 PM on weekdays and any time on weekend and holidays; the 

average time of stay is about 「1.5-2 hours」; most of the consumers go to the 

center with friends、and 「discount」 is their favorite promotion program. 2.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consumers mak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on the 

customers』 behavior、such as preferred way of transportation、commute time、

weekly frequency、preferred time to go to the sport center、time of stay、and 

preferred promotion program. 3.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consumers、such as 

age、occupation、education background、and average monthly income、mak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on the consumers』 satisfaction. 4.The level of consumers』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onsumer behavior、such as the time they 

went to the sport center、time of stay、their exercise partners、and preferred 

promo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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