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教育部對於高等教育管制的開放，我國大學院校數量於九十

一學年度時高達 178所，促使本土教育產業內競爭者眾多；然而在加
入WTO之後，開放國外教育機構進入我國教育市場，也成為必然的
過程，因此由於法令管制的解除，以及情勢之所需，潛在競爭者將轉

而成為產業內的競爭者。教育市場的競爭在未來勢必月趨激烈，也可

想見在進行招生入學的管理上，各大學院校必須審慎依據市場形貌的

特徵以及消費者偏好以研擬行銷策略，招募優秀學生進入各大學就

讀，獲取教育機構應得的利益，追求永續生存的目標。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大學院校招生之市場區隔與行銷策略的現

況。探討我國高三學生選擇大學校系的重要性評估準則、大學資訊來

源以及大學行銷作為知覺，藉以探索我國現行大學院校招生市場的現

況以及學生族群的特性與偏好，由此做為未來進行招生行銷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調查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問卷編製的理論依據市場區隔的觀念加以擬定，就本問卷

之設計以背景變項，如性別、就讀類組、就讀高中區位等以及分為生

活取向、課程取向、設備取向、聲望取向、經濟取向及就業取向等六

個向度作為區隔的參考，藉以瞭解學生選擇校系的相關因素。 
一、「生活取向」以「學校周邊交通方便性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得

分最高。 
二、「課程取向」以「我希望我未來主修的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得

分最高。 
三、「設備取向」以「我在意大學校園內的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得分

最高。 
四、「聲望取向」以「我想知道產業界是否會聘用該大學的畢業生」

得分最高。 



五、「經濟取向」以「我希望學校能夠有學費減免的優惠政策」得分

最高。 
六、「就業取向」以「我會選擇可以讓我找到較好的工作的學校」得

分最高。 

貳、學生對於大學資訊來源調查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問卷依據相關研究與文獻加以編製，包含有「我對於大學

的資訊來源主要是由媒體報導」、「高中輔導室會提供我大學的相關資

訊」、「我常常會利用高中輔導室（相關單位）所提供的大學資料」、「導

師會告訴我們關於大學的相關資訊」、「科任老師會告訴我們大學的相

關資訊」、「我會上大學的網站去瞭解相關資訊」、「我會參觀大學博覽

會以瞭解大學相關資訊」、「我曾參加大學為高中生所舉辦的某些營隊

活動」、「我和同學朋友會互相討論大學的資訊」、「報章雜誌的報導是

我對於瞭解大學的管道」、「我會在意親友對於大學的意見」等題項。

針對 12所高中調查 1355名高三學生對於大學之資訊的來源及行為，
以「我和同學朋友會互相討論大學的資訊」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高

中輔導室會提供我大學的相關資訊」、「我會上大學的網站去瞭解相關

資訊」、「科任老師會告訴我們大學的相關資訊」，而最低分者則為「我

曾參加大學為高中生所舉辦的某些營隊活動」。 
 

參、學生對於大學行銷作為知覺調查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問卷依據行銷相關理論與文獻的觀點加以編製，包含了

「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略」以及「促銷策略」等四個向

度。 
一、「產品策略」以「有特色的課程安排可以增進大學的形象」得分

最高。 
二、「價格策略」以「我希望大學可以有效的運用經費並回饋給學生」

得分最高。 
三、「通路策略」以「我希望大學能夠建立專門給高中生參考的網頁，

讓我很容易就知道大學的消息」得分最高。 
四、「促銷策略」以「大學舉辦「上課體驗」會幫助我對大學上課的

實務瞭解」得分最高。 
 



肆、不同性別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上的差異情形現況

分析 

一、女學生在「生活取向」上的得分情形優於男學生的得分情形。 
二、女學生在「設備取向」上的得分情形優於男學生的得分情形。 
三、男學生在「聲望取向」上的得分情形優於女學生的得分情形。 
四、女學生在「經濟取向」上的得分情形優於男學生的得分情形。 
五、男學生在「就業取向」上的得分情形優於女學生的得分情形。 
六、男女學生在「課程取向」上的得分情形沒有顯著差異。 

伍、不同類組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上的差異情形現況

分析 

一、「第三類組」的學生，在「課程取向」的得分情形，優於「第一

類組」及「第二類組」的學生。 
二、「第一類組」的學生在「經濟取向」的得分情形，優於「第三類

組」的學生。 
三、不同類組學生在「生活取向」、「設備取向」、「聲望取向」、「就業

取向」上沒有顯著差異。 
 

陸、不同高中區位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上的差異情形

現況分析 

一、生活取向上，「北區」學生的得分情形，優於「中區」與「東區」

的高三學生。 
二、在課程取向上，「北區」、「中區」、「東區」學生的得分情形，優

於「東區」的學生。 
三、在聲望取向上，「北區」學生的得分優於「南區」及「東區」的

學生，且「中區」學生的得分也優於「南區」及「東區」的學生。 
四、在經濟取向上，「南區」學生的得分優於「北區」、「中區」的學

生。 
五、在就業取向上，「北區」學生的得分優於「南區」及「東區」的



學生，且「中區」學生的得分也優於「南區」及「東區」的學生，而

「南區」學生的得分亦優於「東區」的學生。 
 

柒、不同性別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的差異情形現況分

析 

一、在「產品策略」上，男學生的得分情形高於女學生的得分情形。 

二、在「通路策略」上，女學生的得分情形高於男學生的得分情形。 

三、在「促銷策略」上，女學生的得分情形高於男學生的得分情形。 

四、在「價格策略」上，男女學生的得分情形沒有顯著差異。 
 

捌、不同類組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的差異情形現況分

析 

一、「第一類組」的學生，在「通路策略」的得分情形，優於「第二

類組」及「第三類組」的學生。 
二、「第一類組」的學生在「促銷策略」的得分情形，優於「「第二類

組」及「第三類組」的學生。 
三、不同類組學生在「產品策略」、「價格策略」上的得分情形沒有顯

著差異。 
 

玖、不同高中區位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的差異情形現

況分析 

一、在產品策略上，「北區」、「中區」、「南區」學生的得分情形，皆

高於「東區」的高三學生。 
二、在價格策略上，「北區」學生的得分情形，優於「東區」的學生。 
三、在促銷取向上，「南區」學生的得分情形優於「北區」的學生。 
四、不同高中區位學生在通路策略上的得分情形沒有顯著差異。 
 



拾、招生市場區隔分佈情形 

一、依據高三學生在問卷調查結果中的差異，進行因素分析取出共同

因素，萃取出六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職業機能」、「完善設備」、「節

省精算」、「地位形象」、「學習成就」、「實用生活」。 

二、依據六項因素將學生區隔為四個集群，而不同集群學生在「職業

機能」、「完善設備」、「節省精算」、「地位形象」、「學習成就」、「實用

生活」六項因素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集群學生在性別、選讀類組以及高中區位上皆有有顯著差異。 

 

拾壹、各集群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各向度上的差異 

依據各集群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各向度上的差異進行分析，顯

示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在評估準則六個向度向度的得分上均高於其

他三個集群。就生活取向而言，以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最為重

視，集群一（職業/經濟型）次之；就課程取向而言，以集群四（事

事在意型）得分最為重視，集群三（享受校園型）大於集群二（資訊

忽視型）；就設備取向而言，以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得分最為重視，

以集群二（資訊忽視型）最不重視；就聲望取向而言，集群四最為重

視，集群三（享受校園型）最不重視；就經濟取向而言，集群四（事

事在意型）最為重視，集群二（資訊忽視型）最不重視；以就業取向

而言，集群四（事事在意型）最為重視，集群三（享受校園型）最不

重視。 
 

拾貳、各集群學生在大學資訊來源上的差異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在全部大學資訊來源的得分上，第四集群學

生（事事在意型）顯著高於其他集群學生，在「1.我對於大學的資訊

來源主要是由媒體報導」中，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

集群二（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2. 高

中輔導室會提供我大學的相關資訊」中，集群三（享受校園型）學生

的得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

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與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

學生；在「3.我常常會利用高中輔導室（相關單位）所提供的大學資



料」中，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

型）與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在「4.導師會告訴我們關於大

學的相關資訊」中，集群三與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

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在「5.科任老師會告訴我們大學的相

關資訊」中，集群一（職業/經濟型）、三（享受校園型）、四（事事

在意型）學生的得分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在「6.

我會上大學的網站去瞭解相關資訊」中，集群三（享受校園型）學生

的得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

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與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

學生；在「7.我會參觀大學博覽會以瞭解大學相關資訊」中，集群四

（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集群二（資

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8.我曾參加大學為

高中生所舉辦的某些營隊活動」中，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

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的學生；在「9.我和同學朋友會互相

討論大學的資訊」中，集群一（職業/經濟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

二（資訊忽視型）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

群一（職業/經濟型）、集群二（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

的學生；在「10.報章雜誌的報導是我對於瞭解大學的管道」中，集

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集群二

（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11.我會在意

親友對於大學的意見」中，集群一（職業/經濟型）學生的得分高於

集群三（享受校園型）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

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集群二（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

園型）的學生。 

 

拾參、各集群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的差異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在「產品策略」上，集群一（職業/經濟型）

學生得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

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二（資訊忽視型）、

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價格策略」上，集群一（職業/經濟

型）學生得分高於集群二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且集群三

（享受校園型）的學生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

（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二（資訊忽



視型）、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通路策略」上，集群一（職

業/經濟型）學生得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

園型）的學生，且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高於集群二（資訊忽

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

業/經濟型）、二（資訊忽視型）、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促

銷策略」上，集群一（職業/經濟型）學生得分高於集群二（資訊忽

視型）的學生，且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高於集群二（資訊忽

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

業/經濟型）、二（資訊忽視型）、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在「行

銷知覺總和」上，集群一（職業/經濟型）學生得分高於集群二（資

訊忽視型）與集群三（享受校園型）的學生，且集群三（享受校園型）

的學生高於集群二（資訊忽視型）的學生，且集群四（事事在意型）

學生的得分高於集群一（職業/經濟型）、二（資訊忽視型）、三（享

受校園型）的學生。 
 
 
 



第二節  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針對大學院校的辦學品質提供標竿式的建議。 
    在大學評鑑的精神下，提供有如企業標竿式的大學標竿範例，讓
其他學校可以追隨抑或仿效，甚至藉以參考是否「採用」或「不採用」

的考量。減少掌控性的行政作為，進行鬆綁，以促使大學院校的發展

趨於多元與符合市場需求。 
二、考量資源分配的有效性與公平性。 

大學院校數量龐大的情形下，如何將資源有效分配以及顧及公平

性的前提下，促使大學院校進行良性競爭，提升總體教育品質，是教

育主管當局應審慎思考的一點，因此，藉由行政手段以促進大學辦學

品質，強化我國大學教育的競爭力，藉以在WTO開放之後，因應外
國學校來台招生的壓力下，具有來自於主管機關的支持性輔助資源的

優勢，也是國內大學院校的期望。 

貳、對於大學院系的建議 

一、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上 

由於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準則六個向度上最重視「設備向度」，因

此在「較新的系館、教室及座位」、「大學圖書館藏書多寡及更新速

度」、「先進的網路設備」、「無障礙的人性空間」、「校園人身安全保

障」、「良好的住宿設備」、「良好的行政支援」、「充裕的經費」、「各項

設備的維護與更新」、「完善的體育設備」等因素上，是全部樣本學生

較為重視的項目，也是用來評估選擇大學校系的重要評估準則。 

    在生活取向上，以「學校周邊交通方便性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得分最高，因此大學可以針對校園周邊的交通設施加以改善，甚至提

供相關的交通服務，以提高大學在學生評估準則上的優勢。其次，在

「我會選擇離家比較近的學校就讀」題項上得分最低，顯示學生在選

擇大學就讀時，未必考量距離家裡較近的學校。因此對於希望跨區就

讀的學生，大學仍有進行招生宣傳的廣大空間。 
    在課程取向上，以「我希望我未來主修的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
得分最高，因此大學在課程學習的安排上，必須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如此可以提升學生對於選擇該大學就讀的強度。至於在「我重視

師生比例，以便於我可以和教授多一點接觸機會」題項上得分最低，

顯示學生對於師生比例較不在乎，對於與教授接觸顯現保持距離的傾

向。 
    在設備取向上，以「我在意大學校園內的人身安全保護措施」得
分最高，因此大學可以對於保障學生人身安全的各項設施與作法，詳

盡落實並提供給予學生瞭解。而在「我重視大學體育設備的完備」題

項上得分最低，顯示此一設備因素較不受學生重視，然而學校卻不應

忽視此項設備的完善，因為就整體而言，設備因素是所有學生最為重

視的項目，故在改善各設因素的各題項上，大學都應慎重考量。 
    在聲望取向上，以「我想知道產業界是否會聘用該大學的畢業生」
得分最高，因此大學必須建立產業聲望，強化畢業生的就業能力，以

建立學生的未來就業基礎。而在「我認為有著優秀傳統的大學，就是

一所學術聲望高的學校」題項上得分最低，就此一題項而言，對於較

為新近的大學無非是一項佳音，學生相信傳統未必能為大學帶來較高

的學術聲望，因此新興大學在發展學術聲望上，有著極大的潛力與發

展空間。 
    在經濟取向上，以「我希望學校能夠有學費減免的優惠政策」得
分最高，因此如果大學能在學費減免的議題上，給予較為彈性的收費

措施，相信可以為學生減輕部分的經濟壓力。而在「我寧願選擇學費

便宜的公立學校，也不願選擇有知名科系的私立大學」題項上得分最

低，顯示學生不必然迷信公立學校，對於私立大學的知名科系亦有選

擇的考量，因此私立大學應盡力發展核心科系，建立自有品牌，獲取

更多學生的青睞。 
在就業取向上，以「我會選擇可以讓我找到較好的工作的學校」得分

最高，因此大學應妥善規劃畢業生的就業議題，在校時應積極培養學

生的就業能力，提升產業界聲望，以強化畢業生於求職時的競爭能

力。而在「我想知道校友對於母校的回饋情形」題項上得分最低，顯

示高三學生對於大學校友的知覺尚未開啟，因此校友的實力相對上較

無法做為吸引學生的工具。 

 
二、大學資訊來源調查上 

在大學資訊來源的調查結果中，以「我和同學朋友會互相討論大

學的資訊」題項得分最高，顯示高三學生對於大學資訊的來源有很大



的部分是來自於與同學朋友之間的討論，大學應考量學生之間的討論

是否能提供正確的資訊，因此主動提供相關文宣介紹給予高中生，是

必然的作法。其次以「高中輔導室會提供我大學的相關資訊」得分次

之，顯示高中輔導室在輔導升學作用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大學應提

供必要且足夠的資源給於高中輔導室，幫協助輔導室教師掌握更完整

的大學，才能給予學生第一手的升學資訊。而以「我曾參加大學為高

中生所舉辦的某些營隊活動」題項得分最低，顯示在參加某些大學舉

辦的營隊上，大部分學生的反應度較低，因此從中獲取大學資訊的機

會也較少，僅少數參加過營隊的學生有此經驗，因此其效用僅止於這

些學生及互相討論該營隊事宜的同學，建議學校可以擴大營隊的宣傳

機制，讓更多學生可以參與。 
 
三、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 
    依據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知覺上的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在行銷四
個向度上以「通路策略」最為重視，因此在「我希望能很容易的就知

道大學的最新相關資訊」、「我希望大學提供的文宣簡介，能在自己就

讀的高中就拿的到」、「我希望大學能夠建立專門給高中生參考的網

頁，讓我很容易就知道大學的消息」、「我在意大學網頁更新的速度」、

「我希望未來大學可以進行遠距教學，讓我不用到校也可以學習」、

「大學網頁所提供的學校資訊越完整，越有助於我對該校的瞭解」、

「我希望學校提供方便的交通工具以連結住家和市區」等題項上，可

以反映出學生對於通路方面的需求。大學應多考量這方面因素的提升

與改善，以加強在通路上的優勢。 
    在產品策略上，以「有特色的課程安排可以增進大學的形象」題
項上得分最高，其次為「大學應該因應潮流，彈性調整課程」，「承認

跨校選修的學分可以讓大學課程更多元化」，因此大學在課程上應強

調特色、實用、彈性化以及多元性的安排，可以幫助學生獲取更多產

品向度的利益。 
    在價格策略上，以「我希望大學可以有效的運用經費並回饋給學
生」題項上得分最高，其次為「我希望學校提供的各項服務，收費不

要太貴」、「彈性化的學費制度，讓我比較願意去就讀」，因此學生對

於價格議題上的關心，強調可以減輕經濟壓力的作為，大學或許可以

在收入與支出的平衡下，彈性規劃價格問題。 
    在通路策略上，以「我希望大學能夠建立專門給高中生參考的網



頁，讓我很容易就知道大學的消息」題項上得分最高，目前國內大學

建製有專門為高中生的網頁不多，此題項卻是高中生在通路策略上得

分最高，顯示此項需求的存在，因此大學應建立專屬網站，以提供最

新的相關資訊給高中生。其次為「我希望大學提供的文宣簡介，能在

自己就讀的高中就拿的到」、「我希望能很容易的就知道大學的最新相

關資訊」，因此結合網頁、文宣能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大學資訊。 
    在促銷策略上，以「大學舉辦『上課體驗』會幫助我對大學上課
的實務瞭解」題項上得分最高，因此舉辦與在校大學生一同上課的體

驗營，相信給予高中生最大的促銷效益。 
 
四、背景變項上 
    在「生活取向上」，相對於中區與東區的學生，北區學生較重視
關於生活方面的因素，因此大學應強化「學校周邊生活機能」、「美麗

校園」、「餐廳」、「住宿門禁」、「交通方便性」、「娛樂設施」等各因素

上的提升。 

    在「課程取向」上，以東區的得分最低，因此顯示出相對於其他

地區的學生，東區的學生較不重視課程方面的評估，因此對於東區學

生可以採用其他取向的誘因，以提升學生的就讀意願。 

    在「經濟取向」上，南區的學生較為重視，也就是南部地區的學

生比較在乎「獎助學金的提供」、「減輕經濟壓力」、「學費的優惠政

策」、「提供工讀機會」、上較重視學校的作法，因此大學可以在這些

價格議題上投入資源，以吸引南區的學生。 

    在「就業取向上」，北區與中區的學生較為重視，因此大學可以

在「就業輔導」、「找到好工作」、「產業評價較好的學校」、「與業界合

作的學校」、「校友的業界實力」等因素給予學生多一點協助與投入，

如此對於北區與中區學生的吸引程度較高。 

 
五、學生集群分析 

依據研究結果，可以將學生區隔為四個集群，分別是「職業經濟

型（Career/Economical-Care Type）」、「資訊忽視型

（Information-Neglect Type）」、「享受校園型（Campus-Enjoy 

Type）」、「事事在意型（Everything-Want Type）」。職業經濟型學生

重視產業評價、工作優勢、就業資訊、工讀機會、經濟壓力、獎助學

金等因素；資訊忽視型學生對於行銷知覺的程度偏低且對於選擇校系



評估的各項準則反應相對消極；享受校園型學生相對不重視「地位形

象」以及「職業機能」，但是在「學習成就」以及「實用生活」較為

偏重；最後事事在意型學生在大學選校系評估上反應積極，且對於行

銷作為的知覺程度也較高，是大學投入行銷的主要有效對象。 

大學應針對各區隔學生的特質，進行行銷作為，發展因應的產

品、價格、通路以及促銷策略，以符合學生的不同需求與特性，達成

招生行銷目的。。 

 
六、綜合建議 
（一）建立自我評估與績效提昇的機制。 

依據研究結果，學生對於大學設備、課程、聲望等各向度上均有

顯著差異，也顯示學生對於大學各項辦學服務具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因此，依據回應「消費者需求」的主張之下，身為提供服務的供應者，

大學院系應該重視學生在各個向度上的要求，以達到獲取質與量並重

的學生入學招生目標。 
（二）建立聯合行銷網路。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區位的高中生均有不同的重視因素以及

傾向，因此屬於同一地理區位的大學院校應可進行聯合式行銷作為，

求取綜效（synergy），促使招生行銷的資源投入，得以發揮最大效益。 
（三）發展彈性且具特色的多元化科系。 

就學生在選校評估準則上的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於具有特色的

課程與科系均抱持著正面的肯定態度，且在「我寧願選擇學費便宜的

公立學校，也不願選擇有知名科系的私立大學。」的反應上，有 51.1
％的學生選擇「不同意」，因此對於私立大學而言，此題項的調查，

顯示私立大學應該發展具有特色的科系，為該科系建立辦學知名度，

強化品牌思維，以利於建立與公立大學競爭的基礎。 
（四）善用行銷手段進行招生業務。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大學行銷作為之知覺上均有顯著差異，因

此進行行銷手段進行招生業務的作法，是未來欲吸引學生入學就讀的

重要考量。 
（五）建立完備之招生管理（enrollment management）制度。 
    大學院校在追求永續生存的前提下，每年都有招生的壓力，為了
吸引優秀且最大量的學生就讀，成立專責機構以負責招生事務的處

理，建立完善的招生管理制度，應為大學院校在辦學過程中必備的基



本要件， 
 

參、對於高中學生的建議 

一、多利用博覽會及網際網路對大學院系進行更完善的瞭解。 
大學院校每年大都會舉辦各項招生博覽會，藉此進行行銷宣傳，

提供相關簡報、文宣給予參觀學生關於大學各科系的詳細資訊。因此

在資訊越完整，選擇校系的考量將越詳細，對於未來求學生涯有益而

無害。 
二、綜合個人特質、校系研究方向以求獲致適切的學術訓練。 
在選擇大學院校之前，學生應對於自己性向、特質、未來規劃等相關

因素，進行審慎瞭解與判斷，可以藉由學校輔導室、高中任課教師、

學長、同學、家長等多方面的意見提供，確認未來的求學方向，因而

得以進入最適合自己的學校與科系。 
 

肆、對於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上 
本研究僅以國內北中南東 1355名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未來可

以加強非應屆學生、高二學生或意欲進入大學就讀者為研究對象，擴

大市場基礎，以發覺更完整的招生市場形貌。 
二、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對於質化的研究較為缺乏，因此加重

質性的資訊，對於學生區隔、選校資訊以及行銷認知的各項資訊，均

有較大的助益，以促使研究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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