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依研究主題進行論文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分析，探討主題將

以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探討說明之。其中在市場區隔部分將包含理論

的探討、市場區隔後的目標市場確定以及市場定位；在行銷策略部

分，將探討行銷策略的意涵以及行銷組合相關理論。 

 

第一節  招生市場區隔之相關理論 

 依據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的意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民85），不論從社會整體的需要或個人的需要觀察，國內高等教

育的數量都有繼續擴充的必要。但在擴充的過程中，必須考量高等教

育的多樣化，教育資源分配的合理化，以及社會上文憑主義的匡正等

相關問題。至於高等教育數量的擴增原則上，應該是讓市場機能發揮

數量調節的作用。而在高等教育的多樣化方面，隨著高等教育數量的

擴增，高等教育應提供各種不同類型功能的學府，讓學生有更多的選

擇。各類型的高等教育學府，宜有不同的發展型態，各自發展其不同

的功能。藉此，發展迄今的高等教育機構以臻飽和，多元化的學校形

成了多元化的市場機制，同時也促使招生市場的區隔成為一種必要的

考量層面。本節將包含理論的探討、市場區隔後的目標市場確定以及

市場定位等部分加以說明之。 

壹、市場區隔相關理論 

教育機構在區隔招生市場時，必須考量到招生對象的性別、年

紀、收入、家庭狀況、偏好興趣、學術能力、地理區位以及其他因素

等等。其中大學在區隔學生族群時，通常依據學生對於主修領域的學

術興趣而加以區隔。  

確認市場是從事行銷工作的必要條件。蕭鏡堂（民88）指出，

對於企業而言，市場只不過是代表一種希望，若要進一步地實現希

望，則需將市場內之不同屬性，藉著特定基準，分別加以歸類，使之

成為若干同質化市場，並從中選擇一個，或若干個「夠大」的市場，



在配合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爭出一片自己的生存空間，此種界定市

場的工具稱為市場區隔。 

市場乃是由消費者所形成，而市場可依據消費者的各項差異進行

區隔，而招生市場是由學生所形成，在進行行銷工作之前，必須依照

學生的各項特性進行區隔。本節將探討市場區隔的意義、市場區隔化

的層次、市場區隔的功用、區隔消費者市場的變數、市場區隔化的程

序等。 

 

一、市場區隔的意義 

首先將對市場區隔的意義說明如下： 

（一）Stanton；Etzel；Walker等教授：（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1994 P.123） 

    將特定產品或是服務的總體市場，區隔為幾個較小群體的過程；

而每一個群體中的個人，都具有影響需求的相類似因素。 

（二）William M. Pride, O.C. Ferrell：（Marketing : Concepts And 

Strategy，2000） 

    指將總體市場區隔為具有相類似需求的人群或組織群的市場團

體之過程。其目的是在幫助行銷人員設計出更加符合所選定的市場區

隔（Market Segments）需求的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 

（三）E. Jerome McCarthy And William D. Perreault, Jr.：（Basic 

Marketing : A Managerial Approach，1990） 

    市場區隔為一種兩步驟的過程（a two-step process）；第一階

段：定名大範圍的產品市場（broad product-market）；第二階段：

區隔大範圍的產品市場，以達到選定目標市場、擬定適當行銷組合的

目的。 

（四）Eric N. Berkowitz, Roger A. Kerin, William Rudelius：

（Marketing，1989） 

    市場區隔的兩項主要工作是將欲聚集的預期購買者

（Aggregating Prospective Buyers）區隔出具有共同需求的小群

體，以及對於行銷運作會產生相似反應。 

（五）Philip Kotler, Gary Armstrong：（Principles Of Marketing，

1999） 

    市場區隔是將市場區分對於不同產品或行銷組合有相類似需

求、特性或行為的不同購買群體。 



（六）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10ed，2000） 

    市場區隔是依據購買者對於產品或行銷組合的不同需求，將市場

劃分為數個可以加以確認的的區隔，並描述各市場區隔的形貌。  

 

由上述各學者對於市場區隔的定義，歸納出本研究的市場區隔定

義為：「依據招生市場中學生選擇學校的不同特性與需求，將市場劃

分為數個具不同特質的區隔，而屬於區隔中的學生成員則具有相似或

共同的因素。」 

 

二、市場區隔化的層次 

 市場區隔化的層次可以劃分為四個層次：（Philip Kotler，2000）

區隔行銷、利基行銷、區域行銷以及個人行銷等。 

（一）區隔行銷（Segment Marketing） 

區隔行銷是指市場中較大且容易確認出來的區隔層次。採用區隔

行銷（segment marketing）的企業，必須能界定出購買者在慾望、

購買力、地理區域、購買態度以及習慣等各方面的差異。即便如此，

企業也不可能願意針對每個個別的顧客提供個別化的產品、勞務或溝

通組合，相反地企業可能試圖將某些較大的區隔加以區別，並由此組

成市場。其次，區隔行銷在滿足需求上不像「個人行銷」較為精準，

但優於大眾行銷。 

 

（二）利基行銷（Niche Marketing） 

利基，是指相對於市場區隔中較大且可確認的區隔而言，是一種

相對性的概念，通常是由較小的市場中一些需要尚未被滿足的一群消

費者所組成。 

    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利基其應有的特徵如下：1.在利基市場中的顧

客皆具有其獨特且完整的一組需要的集合；2.願意支付溢價給企業，

以追求其需要能獲得最佳的滿足；3.利基者（Nicher）必須專精於該

領域的運作，如此才能成功；4.利基者可以藉由專業化來獲取經濟性

的利益；5.此利基不太可能吸引其他競爭者；6.此利基有足夠的規

模、利潤及成長潛力。 

 

（三）區域行銷（Local Marketing） 

    越來越多的目標行銷將對象層次鎖定在區域或地區進行，並且依



據特定的地區性顧客群設計滿足其需要與慾望的行銷方案。 

 

（四）個別行銷（Individual Marketing） 

    區隔化的終端層次是單一行銷（Segments of One）、顧客化行銷

（Customized Marketing）或稱一對一行銷（One-to-One 

Marketing）。由於顧客會期望所購買的產品能夠展現他自己的個性

化，因此個別行銷在市場區隔的層次上屬於最小型的市場，一如訂做

西裝、皮鞋甚至現在企業的B2B行銷都屬於個別行銷的一環。 

     

    綜上所述，大學進行市場區隔的手法可應用在各項層次上。在區

隔行銷上，亦即大學院校可針對整個招生市場進行大範圍且具明顯特

質的區隔，確認出學生在需求、知覺、地理區位、態度等的差異，以

利進行區隔行銷；在利基行銷上，則是大學院校針對招生市場上被忽

視需求且範圍相對較小的區隔加以提供服務或產品，例如EMBA招

生、在職專班、回流教育等等。但是國內招生市場的利基區隔是否具

有足夠規模、利潤及成長潛力，則必須有賴進行探索性的招生相關研

究，以評估利益；在區域行銷上，各大學可依據校區所處地點、區位

的市場區域特性與需求，進行區域行銷，此層次可以反映在大學博覽

會各校進行行銷宣傳的表現上，尤其是以中南部以及東部學校較為明

顯，強調重點多以強調在地人文關懷、自然資源的優美、結合當地特

色產業的學習、校區廣大；在最後一個層次上，大學院校必須花費最

大的成本與資源的投入，進行「個別行銷」，為單一顧客量身訂做適

合的學習環境與課程安排，例如針對肢體殘障學生，提供適合的聽

障、視障等配套學習環境。在本研究中，將以大學院校進行區隔行銷

層次與區域行銷層次作為探討的對象。 

     

三、市場區隔的功用 

市場區隔的功能有助於決策者因應目標市場的特性，規劃出足以

滿足目標市場中消費者的需求之行銷策略。如下分述： 

    依據學者Weinstein, Art（1987）在「Market segmentation : 

using demographics, psychographics, and other segmentation and 

techniques to uncover and exploit new markets」一書中所述，

市場區隔的主要功能有： 

    （一）藉由市場區隔，可以瞭解顧客的偏好，進而設計迎合市場



需求的產品。 

    （二）評估市場競爭態勢，確認所處之地位。 

    （三）知覺機會並迴避劣勢，以提供行銷策略規劃的參考。 

    （四）規劃出兼具效率與成本效益的促銷策略（Promotion 

Strategies） 

 

學者E. Jerome McCarthy, William D. Perreault（1990）等

人在「Basic Marketing : A Managerial Approach」中提出市場區

隔的功用： 

    （一）促使目標市場中的顧客獲得較多的滿足。 

    （二）有助於提高商品銷貨量、市場佔有率以及利潤。 

    （三）在目標市場上取得獨佔地位，避免激烈的市場競爭。 

  

    國內學者蕭鏡堂認為（民88），對企業而言，市場區隔的運用，

有助於達到下列之目的： 

    （一）有效的運用企業資源 

市場區隔的主要原則並非藉著大量生產、大量分配、及大量推銷

的方式來達到銷售量的極大化，而是針對最有利可圖的區隔化市場作

為投資對象，將有限的經營資源集中投入，使之較之其他競爭對象夠

能滿足顧客需求，達到維持競爭優勢，獲取最大利潤之目的。因此，

引導企業如何將企業資源花在刀口上是市場區隔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強化企業競爭能力 

    市場是由各種不同需求之人群所組成，故當有兩家或兩家以上之

廠商投入於同一競爭市場競爭，廠商則應利用市場區隔，配合廠商本

身的競爭優勢，選擇最有利的區隔化市場作為目標市場，並將企業的

行銷資源悉數投入，取得局部獨佔優勢。 

（三）避免價格競爭 

市場區隔策略之運用，有助於管理價格（Administrative Price）

的形成。所謂管理價格是指於短期間內，企業本身可以控制的價格，

本質上，它是屬於不完全競爭下之獨佔價格。企業可以利用市場區

隔，依消費者的不同需求，設計不同於競爭對象之產品，並對消費者

強調優於競爭對象產品之特徵，使之在區隔化市場內形成獨佔，達到

非價格競爭之目的。 

（四）協助企業擬定策略 



市場區隔是市場規劃之必要工具之一。就行銷部門而言，選擇目

標市場，及擬定行銷組合策略是行銷規劃主要任務。經由市場區隔過

程，可以使行銷人員根據目標市場的特性、規模、及競爭狀況等從事

產品定位，進而設計滿足市場需求，及達成企業目標之行銷組合策略。 

 

    綜合以上文獻的說明，本研究認為大學院校進行招生行銷的市場

區隔可以幫助大學依據所處地位優劣勢，瞭解學生的偏好因而設計出

足以滿足學生需求的課程或服務、強化大學在招生市場上的競爭力、

有效運用各項資源、幫助學校進行行銷策略的擬定等功能。 

 

四、區隔消費者市場的變數 

以下將討論消費者市場的區隔變數，依據Philip Kotler（2000）

的分類，將消費者市場的主要區隔變數分為四個主要面向： 

（一）地理性區隔（Geographic Segmentation） 

包含區域（Region）、城市或都會規模（City or metro size）、

密度（Density）、氣候（Climate）。 

（二）人口統計區隔（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包含年齡（Age）、家庭人數（Family size）、家庭生命週期（Family 

life cycle）、性別（Gender）、所得（Income）、職業（Occupation）、

教育（Education）、宗教（Religion）、種族（Race）、世代

（Generation）、國籍（Nationality）、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三）心理區隔（Psychographic Segmentation） 

    包含生活形態（Lifestyle）、人格（Personality）。 

（四）行為區隔（Behavioral Segmentation） 

包含使用時機（Occasions）、利益尋求（Benefits）、使用者狀

況（User Status）、使用率（Usage rate）、忠誠度（Loyalty stage）、

購買準備階段（Readiness stage）、對產品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product）。如表2-1所示： 

表2-1消費者市場主要的區隔化變數  

面向與變數 例 

地理性區隔（Geographic Segmentation） 

區域（Region） 太平洋地區、山區、西北部中央區、西南部中央區、東北

部中央區、東南部中央區、南大西洋地區、中大西洋地區、



新英格蘭地區 

城市或都會規模 

（City or metro 

size） 

4,999以下；5,000-19,999；20,000-49,999；

50,000-99,999；100,000-249,999；250,000-499,999；

500,000-999,999；1,000,000-3,999,999；4,000,000以

上。 

密度（Density） 都市、市郊、鄉村 

氣候（Climate） 北部氣候、南部氣候 

人口統計區隔（Demographic Segmentation） 

年齡（Age） 6歲以下；6-11；12-19；20-34；35-49；50-64；65歲以

上 

家庭人數 

（Family size） 

1-2人；3-4人；5人以上 

家庭生命週期 

（Family life cycle） 

年輕、單身；年輕、已婚、無小孩；年輕、已婚、最小的

孩子小於6歲；年輕、已婚、最小的孩子大於6歲；年紀

大、已婚有小孩：年紀大、已婚、小孩年齡在18歲以下；

年紀大、單身；其他 

性別（Gender） 男、女 

所得（Income） ＄9,999以下；＄10,000-＄14,999；＄15,000-＄19,999；

＄20,000-＄29,999；＄30,000-＄49,999；＄

50,000-99,999＄；＄100,000以上 

職業（Occupation） 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經理人員、公務員及老闆；職員、

銷售人員；工匠；監工；操作員；農人；已退休者；學生；

家庭主婦；無業 

教育（Education） 小學或小學以下；中學肄業；中學畢業；大學肄業；大學

畢業 

宗教（Religion） 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回教、印度教、其他 

種族（Race） 白人、黑人、東方人 

世代（Generation） 嬰兒潮世代、X世代 

國籍（Nationality） 北美洲人、南美洲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義大利

人、日本人 

社會階級 

（Social class） 

下下層、下上層、工作階層、中等階層、中上層、上下層、

上上層 

心理區隔（Psychographic Segmentation） 



生活形態（Lifestyle） 平淡無奇、追求流行、古典愛好者 

人格（Personality） 壓迫者、合群者、權威者、野心者 

行為區隔（Behavioral Segmentation） 

使用時機（Occasions） 一般的時機、特殊的時機 

利益尋求（Benefits） 品質、服務、經濟、速度 

使用者狀況 

（User Status） 

未使用者、過去使用者、潛在使用者、第一次使用者、經

常使用者 

使用率（Usage rate） 輕度使用者、中度使用者、高度使用者 

忠誠度（Loyalty 

stage） 

無、中等、強烈、絕對 

購買準備階段

（Readiness stage） 

不知道、知曉、注意、有興趣、有慾望、企圖購買 

對產品的態度

（Attitude toward 

product） 

熱中、正面態度、無差異、負面態度、懷有敵意 

資料來源：方世榮譯（2000），行銷管理學，台北，五南 

五、市場區隔化的程序 

在針對市場區隔的意義、市場區隔化的層次、市場區隔的功用的

探討後，依據學者意見就「市場區隔化的程序」加以分述如下： 

    學者Blattberg和Sen（1974）認為，市場區隔的程序如下： 

    （一）區隔定義（segment definition）：依據研究目標、經營

者要求、資源限制等等，選出可能適合的區隔基礎，來定義各個區隔。 

    （二）消費者分類（consumer classification）：將消費者依據

選用的區隔基礎，分類歸入所屬的適當區隔中，以決定各區隔的規模

及市場潛力。 

（三）區隔確認（segment identification）：找出足以區分各

個區隔差異的描述變數，並據以描述各區隔特性作為發展行銷組合的

參考。 

學者ally Dibb 和 Lyndon Simkin（1996）在「The Market 

Segmentation Workbook : Target Marketing For Marketing 

Managers」書中提出，市場區隔的STP步驟如下： 

    （一）進行區隔（S，segmentation）： 

          1、使用不同的區隔變數以區隔市場。 



          2、檢視市場區隔的形貌。 

          3、檢視使市場區隔中的有效性。 

（二）確認目標（T，targeting） 

          1、決定適合的目標策略。 

          2、確認目標市場的多寡。 

          3、確認目標市場之先後順序。 

（三）定位（P，positioning） 

          1、瞭解每一市場區隔消費者對於主要品牌的知覺。 

          2、在目標市場區隔中將產品定位於消費者心中。 

          3、設計適當的行銷組合以執行公司所渴望的定位。 

 

學者Louis E. Boone, David L. Kurtz（1997）認為市場區隔

的程序為： 

    （一）辨識市場區隔基礎 

區隔始於決定識別市場基礎時。為達此目的，要對潛在顧客的特

性做分類，再以所蒐集的資訊進一步做市場分析。 

    （二）發展有關市場區隔的輪廓 

    在這個階段的工作，在於針對每一種區隔開發一個典型的顧客簡

介。這種簡介必須包含生活方式資訊、對產品屬性及品牌的態度、品

牌喜好、產品使用習慣、地理上的位置及人口學上的特性。 

    （三）預測市場潛力 

    同時使用市場區隔及市場機會分析以預測每一種市場潛力。 

（四）預測可能的市場佔有率 

    要分析鎖定區隔中競爭者的地位，並應制定一套針對這些區隔的

特殊行銷策略。可同時預測市場潛力與預估可能的市場佔有率。 

    （五）選定一特別的市場區隔 

    透過整體市場區隔所獲得之資訊分析及預估，評估組織目標達成

之可能性，並對一種區隔或多種區隔之發展做判斷。 

     

學者Philip Kotler在「Marketing Management」（2000）提出，

市場區隔一般包括三個步驟： 

    （一）調查階段（Survey Stage） 

    研究人員藉由對消費者的非正式訪談與深度訪談，期能發覺消費

者的動機、態度與行為。再根據這些調查資料，擬定正式的問卷。以



蒐集有關的資訊： 

    1、屬性及屬性的重要性評等 

    2、品牌知名度及品牌評等 

    3、產品使用型態 

    4、對各產品類別的態度 

    5、受訪者在人口統計、地理、心理統計及媒體選擇等特性 

（二）分析階段（Analysis Stage） 

    研究人員將所蒐集到的資料應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的統計方法，剔除相關性高的變數，再以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確立最大的不同區隔數目。 

（三）剖劃階段（Profiling Stage） 

    每個集群以其特有的態度、行為、人口統計、心理統計、媒體消

費習慣等，一一加以描述，並可將各集群（區隔）依其特徵來命名。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學者Kotler的規劃步驟作為進行大學

院校招生市場區隔的參考。 

 

其次，針對教育機構區隔特定學生的方法，學者Philip Kotler

（1995）提出了核心市場（Core Market）、期望市場（Wish Market）、

安全市場（Safety Market）以及特定考試市場（Special Test Market）

的學生族群區隔建議： 

表2-2  區隔特定學生的方法 

核心市場（Core Market）：指學校目前所吸引的學生。 

1、主要核心市場（Primary Core Market）：指學校現行最能取悅的學生族群。

2、次級核心市場（Secondary Core Market）：指學校能接受的學生族群。 

3、第三級核心市場（Tertiary Core Market）：學校較少接受的學生族群。 

期望市場（Wish Market）：指學校想要吸引的學生族群。 

1、主要期望市場（Primary Wish Market）：指學校最想吸引，然而卻對學校的

其他課程較有偏好的學生族群（該族群有高度學術和財務能力）。 

2、次級期望市場（Secondary Wish Market）：指學校最想吸引，然而卻對學校

的其他課程較有偏好的學生族群（該族群有高度學術能力但財務狀況較差）。 

安全市場（Safety Market）：指一旦學校的核心和期望市場難以招到學生時，學

校應加以拒絕但能必須接受的學生族群。 



1、主要安全市場（Primary Safety Market）：指學術能力差但財務狀況較好的

學生族群。 

2、次級安全市場（Secondary Safety Market）：指學術能力差且財務狀況不佳

的學生族群。 

特定考試市場（Special Test Market）：指學校經由某修特定課程所可能接觸和

服務到的學生族群。 

1、繼續教育市場（Continuing Education Market） 

2、夏季學校市場（Summer School Market） 

資料來源：Kotler,P.& Fox,K.F.（1995），Strategic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貳、目標市場確定 

以下將探討在瞭解市場區隔的內涵之後，如何進行市場區隔的評

估以及選擇目標市場的型態分述之。 

一、評估市場區隔（Philip Kotler，2000） 

    在評估不同的市場區隔時，企業必須先檢視兩個因子：區隔的整

體吸引力（the segment’s overall attractiveness）以及企業的

目標與資源（the company’s objectives and resources）。首先公

司必須探討一個潛在的市場區隔是否具有一般水準吸引力的特徵，如

規模大小、成長、獲利力、規模經濟、低風險性等等。 

    其次，公司在決定投資某區隔時，必須考量此一決策與企業的目

標和資源是否能相符合。 

二、選擇目標市場的型態（Philip Kotler，2000） 

在評估不同的市場區隔之後，企業便可以考量五種目標市場選擇

的型態，分別是： 

    （一）單一區隔集中化（Single-Segment Concentration） 

    是指公司在最簡單的情形下，只選擇一個區隔之意。透過集中行

銷（Concentrated Marketing），公司對此區隔的需要有更深入的瞭

解，而且可以在區隔內取得更強、更有力的市場地位。然而，集中行

銷所擔負的風險則較其他型態為高，尤其是特定的市場區隔可能轉趨

惡劣。 

    （二）選擇性專業化（Selective Specialization） 

    是指公司選擇多個市場區隔，而每一個區隔皆相當具有吸引力，



並且都能配符合公司的目標與資源。雖然這些區隔間可能只有些許或

沒有綜效（Synergy）存在，但卻呢以遇見其為公司賺取利潤。此種

多重區隔涵蓋（Multi-Segment Coverage）的策略具有分散公司風險

的好處，因為即使某個單一區隔不具吸引力，公司仍可在其他區隔上

獲取利潤。 

（三）產品專業化（Product Specialization） 

是指公司專注於製造一種產品並提供給不同的區隔之意。此種策

略可為公司在特殊產品領域上創造了專業化的商譽。 

    （四）市場專業化（Market Specialization） 

    是指公司專注於在服務某特定顧客群體的各種需要之意。這種專

業化策略的好處是公司可以在該市場區各上建立專業服務的形象，並

成為其他產品要打入該市場時的總代理。 

    （五）全市場涵蓋（Full Market Coverage） 

    指公司想要以所有的產品來服務所有顧客群體的需要。這種策略

僅有大公司才有能力辦得到。通常大公司採行全市場涵蓋的策略時，

可運用無差異行銷與差異化行銷兩種方式進行之。 

     

    在瞭解進行招生市場區隔的意義、層次、功用變數、以及程序之

後，大學院校必須進行目標市場確定，以進行招生市場區隔的評估，

考量投入招生行銷的成本是否得以回收相當的利得。由於目前國內大

學院校眾多，競爭激烈，同時在學生進入大學就讀的需求強，招生市

場規模龐大，且成長率高的情形下。因此慎選市場區隔，將是未來大

學院校進行目標市場的選擇首先應考量的重點。 

參、定位理論 

一、定位的意義 

定位（Position）概念，最早出現於Trout（1969）在「Industrial 

Marketing」所發表的一篇文章「Positioning is a game people play 

in today’s me-too marketplace」。不過此文章在當時並未受到多

大的注意。而後，其與另一位紐約資深廣告人Ries，陸續發表有關

「定位」的文章才漸漸受到重視。尤其以1972年在「Advertising Age」

中連載三期的閎文「定位的時代」（Positioning Era），更是經典之

作。（王冠翔，民88） 

定位是指設計公司產品的行為，使產品在目標顧客的心目中佔有



獨特而具價值感的地位。（Philip Kotler，2000）。 

    在本研究中，定位的意義是指大學院校設計出具特色的課程、服

務等產品，以建立大學在學生的心目中獨特且具價值感的地位。 

 

二、定位的程序與原則 

    從商品、服務、公司、機構甚至個人，全都可以定位（萊斯(Al. 

Ries), 陶特(Jack Trout)合著 李定健譯）。但定位並非是商品本身

有所改變，而是指對所要影響的人們心理有無造成改變，亦即是將所

要行銷的商品在這些人們心中佔據有利的地位。是故「定位」在這個

傳播氾濫的社會中，可以說是引人注意，同中求異之不二法門。范陽

松（民77）認為，就學理上，定位至少應該經過三個重要的步驟： 

    （一）找出在消費者心中，哪些特徵是重要的 

    （二）根據這些特徵組合成為一個商品的空間，在這個空間當

中，可以將各個商品、品牌標示出適當的位置。 

    （三）在這個既有的商品空間與各個商品品牌的位置圖當中，找

出我們的商品，在哪個位置最有利，而形成我們的商品觀念。 

    Urban和Star（1991）認為良好的定位決策必須精準的掌握四個

要點： 

（一）消費者使用哪些績效屬性來評估競爭的商品。 

（二）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每個屬性的相對重要程度為何。 

    （三）比較自己與競爭者，在各項屬性的表現為何。 

（四）消費者如何透過資訊選擇商品。 

     

    Aaker和Shansby（1982）認為，發展定位策略有六項重要步驟： 

    （一）確認競爭者 

    （二）決定競爭者如何被認知和評價：此步驟是要找出相對競爭

者的位置。，一組或數組產品相關因素，這些因素包含產品的屬性、

產品使用者群體和使用範圍。 

    （三）決定競爭者的位置：依據相關產品因素來決定競爭者。 

    （四）分析顧客：某一產品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他們足以滿足

消費者的部分需求和慾望，因而在進行市場區隔後，應深入分析目標

市場的消費者，才能制訂出正確無誤的定位策略，如此也才能為其產

品中建立穩固的地位。 

    （五）選擇位置：實際的定位決策，可能以主觀的方式進行，但



是仍有一些原則要注意： 

    1、定位通常是針對特並的區隔以制訂決策。 

2、以經濟的分析引導決策。成功的定位策略通常取決於兩個因

素，一位潛在市場規模，一為滲透的可能性。 

3、成功的定位策略必須持之以恆，不應輕易改變。 

4、不要嘗試在產品沒有的特性上做定位策略，因為這是一種欺

騙行為，對市場行銷而言，是一種很危險的作法。 

（六）監控位置：隨著時間的演進，產品位置隨時能改變，因而

必須監控產品在市場上的位置，以評估定位策略。 

 

為了建立大學在學生心中的有利地位，大學必須進行定位，瞭解

學生評估學校的績效屬性，比較自己與競爭對手在各項屬性上的差

異，藉此選擇出大學的實際定位。 



第二節  招生行銷策略之相關理論 

    行銷是現代組織的核心活動之一。為了追求生存與成功，組織必

須要先瞭解其所處的市場，吸引足夠的資源並轉換這些資源成為合適

組織所需的方案、服務甚至想法，以提供給市場中各種的顧客或大眾。 

教育機構的行銷活動並不是一項新的概念，在19世紀中，美國

的公私立大學或學院早已投入廣告、公共關係維持、募款、招生管理

等活動。（Kotler，1995） 

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教育機構行銷的概念已漸漸為大眾所接受

同時成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核心活動。吸引學生入學是行銷概念的基本

應用，而現今大學院校甚至將行銷概念應用於吸引財務性資源、強化

教育機構的形象和公共知覺等等。     

以下將針對教育機構行銷觀念的演進加以說明：（Kotler，1995） 

一、行銷是不必要的：許多教育機構自認教育的價值是十分明顯

的，因此學校只要開著大門自然會有學生上門「消費」。在這個階段

中，教育機構所安排的課程十分僵化，變化少。學校認為行銷手段是

不必要的，甚至連招生活動都不必進行，學校只是等待學生自行到校

註冊。同時熱門學校的態度是設立入學手續，以選出最符合「資格」

的學生。 

二、行銷就是促銷：在此階段中，學校發現難以招到足夠學生，

或是難以吸引到他們所要的學生。學校認為學生只是不瞭解學校的資

訊，又可能只是缺乏主動獲取學校資訊的動機，因此學校主動尋找學

生並建立招生活動的各項步驟、設立招生專責單位以負責行銷事務，

此時招生人員有如業務員，從事電訪、發送學校簡介目錄等等。 

三、行銷是區隔和行銷研究：此時學校開始明瞭專責招生單位的

資源必須有效的運用。如果招生單位可以更明確的瞭解現有學生的特

性、選校決策等，他們便可以據此吸引到相似的學生，並能夠在正確

時機提供出正確的資訊。招生專責單位在此時漸漸發展出研究的能

力，將學校相關人員的意見加以整合、分析以投入行銷的作為。 

四、行銷是定位：隨著愈來愈多學校重視招生與行銷活動，部分

學校已經開始尋求新的競爭基礎，有些學校試著去強化學生心目中的

學校印象，他們瞭解學校是不可能提供所有的課程以滿足所有學生的

需求。因此學校會檢視自己的歷史、發展出獨特風格、開拓新機會以



定位學校的角色。 

五、行銷是策略規劃：在這個階段，學校不只面臨其他學校的競

爭壓力同時也必須承受整體經濟環境、人口變項、價值觀等等各種領

域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卻往往是教育單位，也就是學校所不能控制

的。因此，學校開始瞭解介於外在環境變化和學校形象、定位、以及

課程等之間的關係，包含任何足以影響學校吸引或妨礙學生到校就讀

的能力和因素。此時，學校會延伸其行銷規劃以確認主要趨勢和評估

出學校將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六、行銷是招生管理：只有少部分學校會進行到這一個階段。在

此，學校除了將招生行銷活動、安排入學事宜等視為最重要的事務之

外，學校還會自行檢視學生的學習經驗，以追求在校生在學校中學習

經驗的最適化。在此階段中，學生一旦註冊入學開始，自學生畢業，

以致成為校友的過程，都是學校投入心力的對象。 

    由以上教育機構行銷概念的演進來看，現存各家大學並非都能達

到第六個階段，而是互有差距。同時在各個階段中，學校所達成的效

果也不一，有可能僅達到某一程度，甚至連行銷的概念都缺乏。檢視

現今我國大學院校所面臨的招生競爭市場，行銷的運用，將是未來必

須投入學校資源的重要領域。 

本研究在透過市場區隔、目標市場選擇以及定位理論的探討，將

提出相對應的行銷策略，其中包含行銷策略的意涵以及行銷組合組合

理論，以下就相關理論部分說明之： 

壹、行銷策略的意涵 

一、策略的定義 

依據牛津袖珍字典的定義，策略是指戰爭的手段，特別是指軍隊

和船隻移動到合適地點的行動計畫；同時也可以是指商業或政治上的

行動。 

策略觀念在五０年代以後才逐漸為企業界所重視，最早注意到策

略問題的學者是Peter Drucker（1954），但他並未對策略作明確的

定義，僅概略的說出企業的策略在決定：我們的經營事業為何？」以

及「如何來經營這項事業？」（黃營杉等，民79） 

    六０年代開始，以下學者對於「策略」有較為明確的定義，茲由

年代近遠分述如下： 

 



 

表2-3 中外學者對於策略的定義 

年代 學者 定義 

1996 吳思華 策略是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 

1、策略是建立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 

2、策略是達成企業目標的一系列重大活動； 

3、策略是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1994 Mintzberg1、策略是一種計畫，是對未來行動的方向或指引； 

2、策略是一種型態，強調在行為上的長久一致性； 

3、策略是一種定位，為了決定一特定市場的測定產品； 

4、策略是一種展望，是組織的做事方式。 

1985 大前研一 企業策略是指以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嘗試改變公司的力量，

並藉由此一力量能夠勝於競爭者。 

1984 William F. 

Glueck 

策略是為了達成組織基本目標而設計的一套具統一性、全面

性以及整合性的計畫。 

1982 Pearce & 

Robinson 

凡是需要企業高層參與、引動大量資源配置，對各項事業和

功能部門產生重大影響且具有未來導向，需要考量外在環

境，以及影響企業長期績效者，皆可視為「策略」。 

1980 Michael E. 

Poter 

企業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是企業為了取得

在產業中較佳的地位所採取攻擊性或防禦性的行動。 

1980 James B. 

Quinn 

策略是將組織的主要目標、政策及行動，有順序地整合成一

個整體性的型態或計畫。 

1978 Charles W. 

Hofer & Dan 

Schendel 

策略是企業為達成目標，對目前及未來在資源配置及環境互

動上所採取的型態。 

1965 Igor 

Ansoff 

認為策略是企業與環境間共有的引線（common thread），而

且這項共有的引線包括： 

1、產品/市場範圍（product/market scope）、 

2、成長向量（growth vector）、 

3、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4、綜效（synergy）。 

1965 Kenneth 

Andrew 

將策略視為為達成目標（goals）所發展出的標的

（objectives）、主要政策（policy）與計畫的組合，並藉此



以描述企業目前及未來的商務。 

1962 Alfred 

Candler 

將策略定義為企業最基本的長期目標，以及為達成這項目標

所採行的行動方案以配置所需之資源的決策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學者所述，可知策略的定義為大學所欲追求的目標以及

達成目標的手段而言之。 

 

二、行銷策略的定義 

過去學者對於行銷策略並沒有提出明確的定義和界定，有些是屬

於行銷組合的範圍（Pitt, Leyland F. and Rushieda Kannemeyer，

2000），也有以競爭策略作為行銷策略，唯對於行銷策略較少專門且

明確定義。以下就國內外學者對於行銷策略的定義分析整理如下： 

表2-4 中外學者對於行銷策略的定義 

年代 學者 定義 

1997 劉常勇 行銷策略是指能使事業單位在目標市場中，達到行銷目

標的重大原則，其中包括所有的行銷費用、行銷組合及行銷

資源分配的決策。行銷策略可細分為目標市場、行銷組合及

行銷支出水準三種策略。 

1、目標市場：乃公司所欲專注的市場區隔。 

2、行銷組合：乃一套公司可靈活運用的行銷變數。 

3、行銷水準：乃執行各種行銷策略所需的行銷預算。 

1996 方世榮 行銷策略的本質乃在指引企業如何善用自己本身的資

源，期能比競爭者更有效地滿足目標市場顧客的需求，進而

達成企業的行銷目標。 

行銷策略的內容包含四大要素：目標市場策略、定位策

略、行銷組合策略以及競爭策略。 

1994 Kolter  行銷策略是依據企業的目標、資源與環境，研擬出一系

列的行銷活動，藉由提供比競爭者更具價值性、效率性的服

務和產品，擴大市場銷售規模，進而實現計畫的營運目標。

 

其次，學者Philip Kotler（1995）認為，行銷策略應由以下的

系統性決策所組成： 

（一）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主管人員應一連串的評估準



則以確認出最具吸引力的潛力學生市場。這些準則可能包含年齡、收

入、居住地、或其他等等。 

（二）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主管人員應規劃出策略行銷

組合（Strategic Marketing Mix）以因應一些基本行銷問題的解決。

為了要增加學生的入學申請人數，主管人員也必須許則具有差異性的

行銷組合。其中行銷組合將包含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

路(Place)和促銷（Promotion） 

（三）行銷支出層次（Marketing Expenditure Level） 

行銷策略必須決定出行銷支出的層次也就是必須考量預算的多

寡與配置問題。 

本研究在大學招生行銷策略的探討將以行銷組合為方案設計的

參考，以產品策略（即大學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和產品，如科系名稱、

教授研究成果、課程安排、行政服務等）、價格策略（指就讀大學所

必須接觸到各項關於收費的作為、制度，如獎學金、學費減免、服務

收費、學分費等）、通路策略（指學校所能讓學生接觸到學校的設施、

產品、制度的易及程度）以及促銷策略（即大學在進行招生作為的各

項促銷工具、因素、效用）為主要的探討層面。 

 

 

貳、行銷組合理論 

    一、教育行銷的內涵 

行銷是一種管理的過程，牽涉到分析、規劃、與控制。這是指行

銷的角色在於幫助教育人員面對於實務上的行銷問題。再者，行銷表

現在有計畫的方案中，並非一些隨機的活動（ Kotler，1995）。行銷

藉由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以吸引顧客，因此學校必須提供強有力的學術

課程、財務資助、職業顧問等利益來促使學生選擇該校。 

教育機構必須要在複雜的大眾和消費者環境運作，以做出有效的

目標定位讓行銷計畫得以成功。行銷策略可以幫助教育機構生存，同

時藉由妥善設計教育機構的「產品」提供給目標市場以滿足其需求。

為了落實行銷計畫，必須採用一連串有系統的行銷組合 

 

二、行銷組合的定義 

學者McCarthy（1981）將各種行銷變數加以分類，提出了四P



理論，其中包含：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

以及促銷（Promotion）。 

Philip Kotler（1994）將行銷組合定義為一組可以加以控制的

行銷工具，廠商可以混合利用這些工具以達到預期的行銷目標。他認

為，在行銷活動組合方面，利潤最適化理論可以讓我們得到最有力的

行銷支出水準，探討如何把行銷預算細分到各行銷組合的工具，一企

業可以藉由降低價格、增加銷售點、提高廣告預算來達到增加銷售量

的目的。 

依據Philip Kotler(2000)行銷策略的方案設計以產品、價格、

通路和促銷四大構面進行探討： 

（一）產品（Product）：產品是指可以提供於市場上，足以滿足慾望

或需要的任何東西。產品包括實體貨品（physical goods）、服務、

人物、地點、組織機構、以及理念等等。 

（二）定價（Price）：價格是行銷組合中唯一能創造收益的要素，而

其他要素只會產生成本，此外價格也是行銷組合中最具彈性的要素，

因為它可以快速地進行變動。 

（三）通路（Place）：此購面以行銷通路管道（channel）為主要的

探討重點。行銷通路可視為由一群相互關連的組織所組成，而這些組

織將促進產品或服務能順利地被使用或消費。這也就是說，行銷通路

在執行將產品由生產者轉移至消費者的工作。 

（四）促銷（Promotion）：包含廣告、銷售促進、公共關係與公共報

導、人員推銷、直接行銷等，上述各種促銷工具可稱之為「行銷溝通

組合」（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ix），亦可稱為「促銷組合」

（Promotion Mix）。 

表2-5  行銷組合的變數 

四P 產品（Product） 定價（Price）通路（Place） 促銷（Promotion）

行 

銷 

變 

數 

多樣性（variety） 

品質（quality） 

設計（design） 

特徵（feature） 

品牌名稱（brand 

name） 

包裝（packaging） 

標價（list 

price） 

折扣

（discounts）

付款期限

（payment 

period） 

通路（channel）

涵蓋度

（coverage） 

分類

（assortments）

地點（locations）

存貨（inventory）

廣告

（advertising） 

銷售促進（sales 

promotion） 

公共關係與公共報

導（public 

relations and 



大小（sizes） 

服務（service） 

保證

（warranties） 

退換服務

（return） 

交貨（delivery） 

信用項目

（credit 

term） 

配送（transport）publicity） 

人員銷售

（personal 

selling） 

直接行銷（direct 

marketing） 

識別（identity）

形象（image） 

資料來源：Philip Kotler(2000，1994)、本研究整理 

三、行銷組合策略 

行銷組合策略包含產品、價格、通路和促銷四大子策略。以下就

國內外學者對於行銷組合策略的意見分述如下： 

（一）產品策略 

黃憲仁（民81）認為，製造產品是手段，藉銷售產品來滿足消

費者慾望，以增進企業利潤才是目的，故瞭解產品意義為第一要務。 

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等人認為

（1998），產品策略強調的特點在於藉由提供不同產品，來滿足顧客

追求新穎的心理，例如產品創新、小幅變更設計等等。同一產品附帶

多種功能最能吸引顧客，而單一品牌不同類型的產品，也可以具有吸

引效果。 

在本研究中，產品策略包含大學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和產品，例如

學校或科系名稱（品牌）、在校生素質、教授研究成果、課程安排、

學分制度、行政單位效率、彈性制度、教學品質等等。 

（二）價格策略 

Philip Kotler（1994）將價格策略分為定價、價格修訂以及價

格反應等三個考量點。 

1、 定價：訂定價格時必須考量定價的目標以及需求價格的彈
性，定價方式包還有成本加成定價法、目標報酬定價法、認知

價值定價法、價值定價法、現行價格定價法、投標定價法以及

心理定價法等等。 

2、 價格修訂：在發展完成定價策略之後，公司通常會面臨數種
必須調整或改變價格的情境，例如工廠產能過剩、市場佔有率

下降、經濟不景氣等情境，以致於公司必須採用預期性定價、

延遲配額定價、階升條款、拆解成組的商品或服務、減少或取



消折扣等以因應之。此外也有幾項提高價格的方案，例如減少

或取消某些產品特色、縮減產品的成分、以較便宜的材料或成

分替代之等。 

3、 價格反應：包含維持原價格、提升認知品質、發動價格戰、
調高價格、變相調價以及價格反制等等。 

在本研究中，價格策略包含獎學金制度、學費的優惠政策、服務

收費、學分費問題、經費運用等。 

 

（三）通路策略 

Cox,R., & Schutte, T. F.（1969）兩位學者認為，通路是由一

組織機構所形成的組織化網絡，其共同執行並連結生產者與使用者所

必須的所又活動，以完成行銷任務。 

J.Barry Mason,Hazel F.Zell（1993）認為，決定通路長度對於

多管道銷售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必須小心選擇並決定多寡，因為

這是引發消費者購買動機的主要因素。 

在本研究中，通路策略指的是學生所能接觸到大學各項資訊、課

程、設施、區位的容易程度，也就是越容易接觸到該所大學，通路也

就越順暢，因此大學必須讓通路擴大，讓更多的學生或是意欲進入該

校就讀的人士更加容易接觸到該校，例如，網頁設計、遠距教學、交

通方便、地理區位的便利等。 

（四）促銷策略 

E. Jerome McCarthy, William D. Perreault, Jr（1993）兩位

學者認為廣告目的在於建立品牌偏好。廣告重點在於不應雇用太多

人，花費過多的人力於廣告成本，廣告訴求必須具有特殊性。 

Philip Kotler（2000）認為促銷策略可以分為廣告、銷售促進、

公共關係與公共報導、人員推銷、直接行銷等。其中的各種促銷組合

工具如下表所示： 

表2-6  促銷組合工具 

 廣告 銷售促進 公共關係 人員銷售 直接行銷 

 

促 

 

銷 

印刷與平面廣告 

產品外部包裝 

產品內部包裝 

電影 

競賽、遊戲、獎金

獎品禮物 

贈送樣品 

商展 

報社發稿 

演講 

研討會 

年報 

銷售發表會 

銷售人員會

議 

激勵方案 

型錄 

郵寄信函 

電話行銷 

電子購物 



 

工 

 

具 

宣傳冊 

海報傳單 

工商名錄 

廣告重印本 

廣告看板 

展示招牌 

店頭展示 

影視題材 

符號與標誌 

錄影帶 

操作示範折價券 

回扣 

低利融資 

招待活動 

搭配銷售 

 

資助慈善單

位 

捐獻 

公共報導 

遊說 

媒體 

公司雜誌 

事件 

商展 電視行銷 

傳真信箱 

電子郵件 

有聲郵件 

資料來源：Philip Kotler（2000） 

就促銷策略而言，目前我國大學院校所採行的促銷工具有，大學

博覽會的展示、校園參觀、招生說明會、廣播廣告、報章雜誌廣告、

展示招牌與看板、宣傳VCD或錄影帶、公共報導、文宣簡介等等 

 

 

 

 



第三節  大學招生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相關研究 

本節將說明有關大學招生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之相關研究。以下

將針對招生市場區隔以及招生行銷策略兩部分進行相關研究的整理

與說明： 

壹、招生市場區隔相關研究 

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整理出Robert E. Steve等人（1993）、

Robert G. Sines, Jr.& Eric A. Druckworth（1994）、Arthur L. 

Dolinsky&Hesan A. Quazi（1994）、Ravi Parameswaran等人（1995）、

Marion S. Webb等人（1997）、胡其忠（民75）、嚴玉華（民91）、

林靜珊（民91）等所做的研究，主要內容如表2-7所示。 

表2-7   招生市場區隔相關研究 

題目 年代 研究者 

科系/研究方法 

內容 

University image：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1995 Ravi Parameswaran 

Aleksandra E. Glowacka 

調查研究法 

以資訊處理模式的取向調查了影響大學形象的

各種因素：整體、領導、動機、自信、道德、

專業性、工作態度、符合商業需求、產品能力、

學術表現、整體滿意度、課程、團對、職業教

育、科技訓練等。 

Selection Criteria Used 

by Graduate Students in 

Considering Doctoral 

Business Programs 

Offered Private vs. 

Public Institutions 

1997 Marion S. Webb 

Ronald L. Coccari  

Augustine Lado 

Lida C. Allen 

Alan K. Rechert 

調查研究法 

以計量經濟學模型探究主修商業博士課程的私

立和公立大學學生對於教育機構的認知差異，

並調查大學的吸引力歸因為何。 

Ut＝β1At+β2It+β3Qt＋β4Ct 

（其中A:學術態度；I:家庭收入；Q:來自高中

的壓力；C:學費成本與財務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較具吸引力的大學對於學術聲望

有較強的知覺、會採行有效的行銷策略、課程

面向上較具競爭力。 



企研所認知、偏好、選擇

過程之研究 

民75 胡其忠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論文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大四學生及企研所

研究生，對國內九所企研所的認知、偏好與選

擇的資料，以非計量多元尺度法進行認知與偏

好定位分析，再以相關分析檢定各購買決策階

段間的關係，並獲致三項結論： 

一、 區分企研所的準則有二：一是「企研所的

聲譽及企管碩士的市場價值」，另一則是

「課程設計偏重計量方法」。此二區別準

則，告訴吾人企研所可努力的方向。 

二、 二、學生對各企研所的認知與偏好均已固

定，且相當一致。一般言，公立學校較受

歡迎。 

三、 三、投考企研所的決策階段間相關程度很

高。可知如何塑造「品牌形象」，是最基本

的要務。 

民91 嚴玉華 我國技職校院研究所招生

策略之研究 

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國技職校院研究所招生策略

之現況。主要發現如下： 

一、 學生在市場區隔量表得分高低依序為「學

習取向」、「生活取向」、「就業取向」、「聲

望取向」。 

二、 學生在招生經營規劃量表得分高低依序為

「形象定位策略」、「目標市場選擇」不同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住址或戶籍地」、「未來希望就業地」的

市場區隔策略上，學生並無顯著差異 

三、 不同「學校所在地」的市場區隔策略上，

學生確有顯著差異。 

四、 不同「住址或戶籍地」、「未來希望就業地」

在學生的招生經營規劃上無顯著差異 

五、 不同「學校所在地」的招生經營規劃上，

學生確有顯著差異。除了「職業取向」集

群外，「生活取向」和「願景取向」二集群

在目標市場選擇的宣導策略上有共同的偏

好。除了「願景取向」集群外，「生活取向」

和「職業取向」二集群在形象特性上有相

同的偏愛。 

大學甄試生選校決策因素

之探討 

民91 林靜珊 

大葉大學工業關係研究所

碩士論文 

研究希望藉由『大學甄試生』瞭解學生的選校

決策因素，研究主要發現：影響學生選校之因

素有五：（一）學校因素（二）人際因素（三）

策略因素（四）經濟因素（五）青少年價值觀。

資料來源：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http://datas.ncl.edu.tw/）；本研究整理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招生市場區隔的相關研究，發現招生市場可以視

為一般經濟市場，學生與學校形成一個供給與需求互動的經濟情形，

因此學校可以依據市場區隔的程序與步驟加以區分學生市場為數個

具有獨特特質的小型市場，並藉此進行市場定位、競爭者分析、行銷

策略規劃等，以提高招生目標市場佔有率、強化學生對於大學品牌的

忠誠度，促使學校永續生存，達成教育目標。 

 

貳、大學招生行銷策略相關研究 

  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整理出Raymond E.等人（1996）、Michael Yost, 

Jr.＆Stephen L. Tucker（1995）、黃再德（民74）、王俊如（民82）、

陳瑞萍（民89）等人所做的研究，主要內容如表2-8所示。 

表2-8 招生行銷策略相關研究 

題目 年代 研究者 

科系、研究方法 

內容 



 

Data Based Recruiting 

Strategies. 

 

1993 Robert E. 

Steve 

C.William 

McConkey 

David L. 

Loudon 

William E. 

Warren 

調查研究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如何運用行銷概念做為大學

進行定位和提升地位的工具。其次調查影響學

生選擇主修的因素來源：有自己選擇、先前經

驗、父母、高中時期教師、朋友、親戚、大學

學長、高中同學、大學校友等。最後根據影響

因素發展出相對應的行銷策略。 

A Diagnostic Technique for 

Formulat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Relative Competitive 

Position 

1994 Arthur L. 

Dolinsky 

Hesan A. 

Quazi 

調查研究法 

本研究探討高教機構如何運用「重要—表現分

析法」來發展有效行銷策略。本研究對象為中

亞特蘭大大學（mid-Atlantic Univ.）的大學

部學生。研究指出：如果在「重要—表現分析」

上的競爭因素未被考量，將容易導致不合適的

行銷策略出現。 

Situational Marketing：

Applic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1995 Raymond E. 

Taylor 

Rosetta R. 

Reed  文獻分析法 

行銷概念中的消費者取向在高等教育機構被視

為學生取向。本研究提出了「情境行銷取向」

的概念以提供給高教機構作為行銷的參考。 

Tangible Evidence in Marketing a 

Service：The Value of a Campus 

Visit in Choosing College 

1995 Michael 

Yost, Jr. 

Stephen L. 

Tucker 
調查研究法 

私立大學必須發現出一些有效的工具以促使學

校的服務可以讓消費者明確知覺。本研究主要

探究藉著校園參觀來瞭解學生對於學生是否藉

以強化入學的可能性。研究結果顯示校園參觀

在提供校園服務的實務證據上扮演了一個重要

的角色，因此校園參觀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的促

銷工具。 

民74 黃再德 行銷觀念應用於大學科系招生之研

究 

從國立大學商學院科系的觀點，進行問卷抽樣

調查，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 高中學生上大學最主要的動機，依次為求

取高深學問、父母親的期望、對大學生活

的嚮往和大學畢業可獲得較佳工作機會。

二、 因素分析高中學生選填志願時評估校系的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

文 

準則（evaluative criteria ），主要為學

習環境、大學生活、明星校系、就業機會、

和學校地點等因素。 

三、 市場利益區隔，以非層次集群方法得出學

習與就業取向者、學習與生活取向者就業

取向者、地點與明星校系取向者、無偏好

者等五個區隔。 

四、 同時使用多個區隔變數，可較有效區隔市

場，如選填類別和就讀意願、性別和地理

區域。 

高等教育行銷之研究 民82 王俊如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

文 

本研究從高等教育行銷的特質出發， 依文獻中

指出大學行銷具有的特質再就各領域的相關文

獻探討，並找出相對應於各項特質，大學應能

採取的行銷作為，經實證結果顯示各項特質大

多得到證實。 

一、 因素分析的結果，可將大學行銷的特性歸

納為社會使命／專業人士因素、顧客成熟

度因素、不可分離性因素、功能品質因素、

信任品質因素、無形性因素等六項。 除了

在信任品質因素未得到證實外，實證顯示

大學行銷具有本研究所提出的特性。 

二、 將受訪樣本依學校別計算績效得分與行銷

作為得分，發現行銷作為得分較高者， 該

校的學生之品牌忠誠度得分愈高，口碑溝

通頻率高，口碑愈佳。 

三、 再將樣本依行銷作為得分的高低分成兩

群，比較其在績效上的得分，也得到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水準。 

民89 陳瑞萍 師範校院招生行銷策略規劃之研究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從行銷導向的觀點，研擬

師範校院招生策略的規劃，著重師範校院如何

借用企業行銷的技術，將學生的觀點納入招生

策略的考量之中，作為相關單位招生規劃的參

考。主要結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 

一、 整體招生市場中的學生，大致可區分為生

活取向、就業取向、理想取向三種不同的

類型； 

二、 藉由不同類型學生選填志願行為各項特性

的比較，師範校院既有的招生目標較傾向

為就業取向的學生。 

三、 招生活動可著重傳播媒體的報導、大學校

園的參觀、學院科系說明會，依據學生背

景資料的調查分析，選擇中南部高中作為

招生活動舉辦地點的參考。 

資料來源：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http://datas.ncl.edu.tw/）；本研究整理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招生市場行銷策略的相關研究，發現多以調查研

究法為主，依據調查結果提供相關的行銷策略建議，同時在招生行銷

策略相關研究上，同時也涉及市場區隔的探討，藉此進行因素分析與

集群分析，確認出明顯的市場區隔，以規劃各項行銷策略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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