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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透過不一樣的價格、內裝配備和不同車種，所搭配而成

的 6 種行銷組合，以轎車、升級配備、80 萬以下的偏好組合是最符合消

費者心目中的理想需求，另外不同工作年資之受訪者對「內裝配備」及

「價格」屬性的偏好是有所不同的。藉由層級分析法(AHP)，構面因素部

份可以看出以「安全性」為最高，其次為「空間」、「舒適性」，「油



耗」是最低的。就各個類別指標而言，以「安全性休旅車」為最高，其

次為「空間休旅車」，而整體權重最低者則分別為「油耗休旅車」、

「空間小型房車」。顯示出消費者在選擇休旅車時最重視「安全性」及

「空間」等因素。 

摘要

(英)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ix combinations of marketing mix, which are 

composed of different prices, interior accessories, and types of automobile,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sedan, upgraded interior accessories, 

and a price of under 800 thousand Taiwan dollars” is a perfect match for 

customers’ ideal demand. Also, it is discovered that survey respondent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ie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 for “interior accessories” and 

“price.” And,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ory (AHP),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oncern of “safety” comes first in customers’ choice making, 

while that of “space” and “comfort” come secondly, and the interest in 

“fuel consumption” serves as the least important element in factor dimension. 

In addition, SUVs which emphasize their predominance in “safety” score the 

highest in the weight among indexes, when spacious SUVs are ranked as the 

second, and SUVs with more fuel consumption and smaller space score the lowest. 

All the above investigations demonstrate that customers concern most about 

“safety” and “space” in the choosing between SU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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