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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分別是探究補習班有那些行銷策略，以及瞭解在

補習班使用行銷策略之後可以產生如何的績效，最後分析何種行銷策略運

用在補習班最有影響力。 根據本研究的具體結論如下： 一、補習班行銷

策略可歸納為「產品策略」、「人員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

略」和「推廣策略」。 二、依研究結果顯示各行銷策略可以產生的研究結

果為： （一）產品策略可以達成「學生成績進步」、「學生人數成長」、

「家長滿意」和「收入增加」績效。 （二）人員策略可以達成「家長滿

意」、「行政效率提昇」、「學生成績進步」、「學生學習態度改變」、

「人數成長」、「收入增加」。 （三）價格策略可以達成「家長滿意」、

「行政效率提高」、「學生人數成長」和「收入增加」。 （四）通路策略

可以達成「家長滿意」、「學生人數成長」和「收入增加」。 （五）推廣

策略可以達成「學生人數成長」和「收入增加」。 三、行銷策略中「產品

策略」、「人員策略」和「推廣策略」最具有影響力。 根據研究結論，對

補習班經營者及未來研究方向提出研究建議是： 一、對補習班經營者的建

議： （一）增加人員策略行銷資源。 （二）提昇產品策略的質和量。 

（三）推廣策略應與其他行銷策略密切配合。 （四）設立行銷專責單位。 

二、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一）研究訪談對象可擴大至學生，而非只

在家長及教師身上。 （二）討論補習班領導者特質對經營的影響。 

（三）擴大研究範圍至單一城鄉或縣市。  

摘

要

(英)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clarify the cram school’s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understand their effectivenes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ram schools, and to analyze 

finally which types of strategies leading to the most effective on cram schools. We 

interviewed four teachers and eight students’ dependents and analyze the response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five strategies, 

including product, people, pricing, channel,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can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cram school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the growth of 

students’ numbers resulted mainly from product, pricing, channel,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The rising of the students’ scores come from product and people 

strategies. The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dependents come from product, people, 

pricing, and channel strategie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come from people and 

pricing strategies. Also, the change of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resulted from 

people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responses, the top three for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ies are product, people, and promotion strateg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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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146162 2011.4.20 0:30 124.11.133.24 new 09 497146162 2011.4.20 0:30 

124.11.133.24 new 10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1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2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3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4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5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6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7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8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09 497146162 

2011.4.21 10:45 59.124.82.229 del 10 497146162 2011.4.21 10:46 59.124.82.229 

new 01 497146162 2011.4.21 10:47 59.124.82.229 new 02 497146162 2011.4.21 

10:48 59.124.82.229 new 03 497146162 2011.4.21 10:48 59.124.82.229 new 04 

497146162 2011.4.21 10:48 59.124.82.229 new 05 497146162 2011.4.21 10:49 

59.124.82.229 new 06 497146162 2011.4.21 10:49 59.124.82.229 new 07 

497146162 2011.4.21 10:49 59.124.82.229 new 08 497146162 2011.4.21 10:49 

59.124.82.229 new 09 497146162 2011.4.21 10:50 59.124.82.229 new 10 

異

動

記

錄 

C 497146162 Y2011.M4.D19 9:20 140.136.115.121 M 497146162 Y2011.M4.D19 

9:21 140.136.115.121 M 497146162 Y2011.M4.D19 9:43 140.136.115.121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39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3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3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3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4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4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0 0:46 124.11.133.24 M edle3387 Y2011.M4.D20 0:47 124.11.133.24 

M 497146162 Y2011.M4.D21 10:50 59.124.82.229 M Edle3387 Y2011.M4.D21 

10:54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11.M4.D21 10:54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11.M4.D21 10:54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11.M4.D21 

10:54 140.136.115.143 I 030540 Y2011.M4.D21 11:15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