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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國內高爾夫球運動風氣方興未艾，國外知名品牌不斷的引進台灣市

場，加上國內第一家以高爾夫球通路為經營主體的公司上櫃。此外，國內

男性對球場禮儀，及個人形象的注重，對於高爾夫球運動穿著搭配也較以



往重視，有鑑於此，本研究就高爾夫球運動服飾與生活型態的消費行為做

研究。 根據研究，可將「高爾夫球運動服飾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區分為 

（一）「獨立自信族」 （二）「自我成就族」 （三）「養身固著族」 

（四）「完備社交族」等四個族群。 研究結果發現： 1. 消費族群在 30 歲

以下居多，這族群可視為未來高爾夫球運動的潛力市場。 2. 以「獨立自

信族」來說，高爾夫球運動不再是被認定為貴族運動。 3. 參與高爾夫球

運動除了學生族群之外，主管、經理人族群就高爾夫球運動與事業成就的

關係也有差異存在。 4. 就高爾夫球的通路中，「高爾夫球專賣店」與

「高爾夫球專業雜誌」訊息，具有不低的影響力，  

摘要

(英)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brand name sport 

products and domestic factories in Taiwan, the golf has become popular recently. 

Furthermore, golfers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gulations and even their own 

personal styl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dd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umer 

behavior of golf sports clothing and life styl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e divided 

four segmen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umer behavior of golf sports 

clothing and life style」(A)「Independenters and Confidencers」(B)「Personal 

motivation」(三)「Health preserver」(四)「Socialisers」。 The results： 1. The 

most of consumers are allocated on under 30 years , this groups could be defined as 

the major potential market of the golf sports in the future。 2. Regard to 

「Independenters and Confidencers」，the golf sports is not a noble’s sports 

anymore. 3. Excluding the group of student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olf sports and career achievement in the manager groups. 4. Regarding the channel 

of golf sports，there are obviously influence from the messages of「golf 

monopolized shop」and「specialized magazine of gol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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