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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為了解國內牙醫師對於治療台主要品牌的知覺和偏好情形，以及選購時各

決策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和各品牌的受歡迎程度，本研究以各牙醫診療單位

的醫師為抽樣母體，依專業判斷進行立意抽樣，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44



份。回收的資料經次數分配、集群分析，配對比較、語意差異分析、多元

尺度分析、層級程序分析及相關分析後發現：過去的使用經驗確實影響受

訪者對品牌的認知；顧客心目中的理想品牌應具備品質與價位相對合理以

及優良的售後服務之特性；牙科治療台購買決策因素中的品質與服務相對

重視程度在價格、交情及品牌偏好之上；品牌形象與購買決策的整體方案

偏好有顯著相關。 

摘要

(英)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investigating the preference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dentists in Taiwan about the major dental unit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determinants on the purchase strategy and the 

popularity among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e population of our study was the 

dentists from either dental clinics or medical centers. The inclusion criterion of our 

study was based on the researcher discre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dentists. 4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otal. The collected data had been 

analyzed with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luster analysis, paired comparison 

semantic differential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the level of 

program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ed: (1) the experience of 

past purchase has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dentists towards the 

manufacturers. (2)The comparative of after-service and quality against the cost is 

the major factor of the customer perception of an ideal manufacturer. (3)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after-service outweigh the cost, 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brand in the decision of purchasing a dental unit. (4)There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purchasing strategy of the customers 

and preference towards the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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