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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介紹漫畫的定義與重要性，接著從漫畫本身的產業特性來了解為何

漫畫取得管道會包含了購買、出租；網際網路的發展也對漫畫造成影響，出現線

上閱讀的取得方式，而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之間的競爭也越演越

烈；第二節則詳述研究目的，為利於研究內容的理解，並附上名詞解釋，第三節

則是本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本節首先敘述何謂漫畫，並從漫畫的產業特性與傳播科技發展所造成的影

響，延伸出各種漫畫取得管道之間的競爭。

一、何謂漫畫

人的舉止大半以視覺作為理解基礎，圖像往往是表達情感的媒介，而以圖像

為主，文字為輔的漫畫則是人類圖像文化演進的重要傳播角色。根據史料，人類

從洞窟時代在壁上就有漫畫形式的傳播了（蕭湘文，2002）。漫畫是平面以圖像

為主的書類，與一般書籍有所不同，比較起來較易閱讀，因此在台灣受到兒童與

青少年喜愛，在日本甚至已成為全民讀物，各年齡層都有不同的漫畫，在歐洲，

漫畫甚至被視為繼電影後的的第九大藝術（范萬楠，1996）。

根據漫畫史學家李闡認為「漫畫是一種造型獨特誇張，隱含諷刺幽默，來表

達意見，傳遞資訊，抒發情感，以達到娛樂、教育、宣傳、評論效果的繪畫藝術」

（李闡，1998）。而《中文百科大辭典》中對漫畫的說明是：「漫畫筆法簡單，不

拘形式，題材自由變換，描繪人物時，抓住某些特點，以誇張或扭曲的手法表現。

早期以趣味、幽默為主，今有不少專門描述刺激生動的冒險故事，描繪眾生百態、

宗教故事、歷史小說。因其廣受歡迎也成為廣告利器。」（轉引自洪德麟，1994：

16）因此可以知道漫畫主要是以誇張手法表現幽默，供人娛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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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umor、comic、manga、bande dessine 四個名詞都被譯為漫畫，humor 指

的是單幅或四格的漫畫，多發表於報章雜誌；comic 則是一般漫畫的通稱，其實

這是美國超人漫畫的專屬用語，多為三十二頁的薄本漫畫，一回一故事；manga

是標準日本名詞，其取材多樣，多半在漫畫雜誌中連載，依受歡迎程度決定長短；

bande dessineg 是漫畫的法文，也是歐洲精緻漫畫的統稱，與其他類型不同的是

訴求年齡層較高（黃健和，1997）。

若是以出版品來區分，漫畫算是商業性格比較強的一種，有其廣大的流行

性，蕭湘文（2002）認為漫畫的有四種傳播特性：（一）娛樂效果（二）形成話

題（三）閱讀的想像性（四）市場導向的產製。

從上述四點可以看出，漫畫是一種傾向娛樂、具有話題性的媒體，如同流行

音樂一般，是一種市場導向的大眾媒體，與一般書籍出版品之間有相當大的差別

。而漫畫產業需要高度密集的勞力，不論在稿件的創作、生產製造乃至於發行銷

售上，都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古采豔，1998）。加上漫畫是屬於生命週期較短的

產品，跟一般出版品如報紙雜誌相比又缺少廣告收益，因此漫畫產業必須更為強

調工業化的產製過程及行銷手法以追求最大利潤。李衣雲在 1996 年發表的《撕

裂與再生－對台灣漫畫生產的初探》碩士論文，便討論了台灣漫畫出版社的運作

流程，並闡釋日本漫畫如何在台灣形成優勢地位，後繼古采豔（1998）《台灣漫

畫工業產製之研究－一個政治經濟觀點》、黃雅芳（1998）《台灣漫畫文化工業初

探》、李朝陽（2004）《台日漫畫產業發展比較研究～以流通制度與環境為考察中

心》等也都在檢視台灣漫畫產業的產製結構與市場。

根據 1996 年的調查顯示，台灣漫畫市場當時每月平均出版三百五十萬冊，

每年創造數十億元的市場（蕭湘文，2002）。而根據 GOGO TV《生活大前題-完

全漫畫通》的調查，台灣漫畫市場在當時（1998）營業額約 60 億元，但只有 10

億元不到是本土漫畫（黃雅芳，1998）。而到了 2004 年，雖然根據估計，漫畫市

場年營業額只剩下 14 億元（許敏溶、劉力仁，2005），但實際上這是閱讀習慣上

的變化，租閱漫畫增加而購買減少，漫畫還是具有一定的閱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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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特性與傳播科技的影響

McQuail（1994）將漫畫視為傳播媒體之一，而傳播產業具有固定成本高、

市場不確定、產品可重新使用與進入障礙高等經濟特性（轉引自古采豔，1998），

而古采豔（1998）又將漫畫產業的經濟特性分成以下六點：（一）成本高（二）

市場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三）漫畫商品的規模經濟特性（四）書籍價格穩定（五）

產品可多方面或重複使用（六）市場進入障礙高。

本研究則援引古采豔（1998）、蕭湘文（2002）的研究，將漫畫出版產業特

性歸納如下：

（一）市場競爭度與不確定性高

古采豔（1998）認為漫畫市場不確定性高，蕭湘文（2002）同樣覺得，因為

讀者口味難抓，所以漫畫市場較不確定，造成競爭程度大，更連帶影響行銷策略。

加上目前閱聽人有電玩等其他可供選擇的娛樂管道，所以任何有助漫畫銷售或是

爭取閱聽人注意的方式都可以嘗試，例如對作者本身的行銷或是周邊產品的推

出，也造就了漫畫價值的延伸。

（二）成本高，利潤低

漫畫由於與一般書籍不同，主要以圖像為主，因此價錢往往不能提高，而是

呈現穩定的價格，但是一本漫畫的完成卻需要漫畫家、編劇、編輯以及出版社等

多方配合，因此成本高昂。

（三）商品可多方及重複運用

蕭湘文（2002）則認為漫畫產業的經濟特性其中之一是市場需求決定創作導

向。而漫畫商品與目前流行的線上遊戲或電玩剛好可以相互配合，例如著名日本

漫畫家鳥山明便曾經為電玩遊戲執行人物設定的工作，蕭湘文（2002）也認為漫

畫書籍的價值不單是一種出版產品，在藉由不同形式的商品販售過程中，就是漫

畫生命的延續與其價值效應的發揮。綜觀以上，電玩等形式不再是競爭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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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漫畫生命的延伸。

而上述的產業特性，造成漫畫與一般的商品不同，除了一般的漫畫銷售外，

還產生了漫畫出租這種取得漫畫內容的方式。漫畫出租店的興起，多少是由於漫

畫出版產業的特性所造成，因為市場的不確定性高，因此對漫畫有興趣的投資者

不敢貿然行動，負擔培養漫畫家或庫存的成本，所以走向出租的方式，一方面減

低成本，另一方面也符合漫畫商品重複使用的特性。蔡宗陽（2001）《租書業關

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便針對漫畫出租店進行分析比較，找出了包含立地位置等六

種影響租書業成功的因素，李堃豪（2004）所發表的《連鎖漫畫出租店競爭態勢

之研究》則從消費者出發，找出漫畫出租店的市場定位，藉此擬定競爭策略，從

這些研究都可以看出，漫畫出租店的出現的確對漫畫銷售產業造成影響。此外，

漫畫向來被視為「非正統」的書籍，成人也不認為它會是知識來源，楊照（1996，

39）曾指出，「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把漫畫視為小孩無法進入『高等』文化領域

前的過渡讀物，在思想的傳遞上，漫畫是文字的粗拙代替品。」所以，台灣在早

期由成人主控的「圖書館」並不把漫畫納入其中，同時也不是書店所認可的「文

化商品」（黎勉旻，1998）。不過青少年對漫畫有需求，因此，漫畫出租店便應運

而生。

傳播科技的進步同樣影響漫畫銷售的環境，網際網路的出現使漫畫銷售有了

一個新興管道。自從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於 1991

年解除網路商業用途使用的禁令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全球資訊網（WWW）

之商業應用已漸漸被企業界所重視（鄭璁華，1999）。而網路的蓬勃發展，也造

就了新型態的購物模式，各種購物網站紛紛成立，網路購物已經成為不可抵擋的

趨勢，事實上，網路購物也的確以極快的速度成長。根據資策會的資料顯示，2003

年台灣 B2C（企業對消費者）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達到新台幣 204 億元，較 2001

年的 88 億 9000 萬元，成長達 130％；預估 2004 年將達到 266 億元，2005 年更

將有 500 億元的規模（陳致中，2004）。這些數據顯示，網路購物快速發展，因

此，漫畫出版業者也試圖開拓線上閱讀的新市場，甚至也有出租店業者在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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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預計推出電子書的租用模式（陳宛茜，2005）。加上網路讓漫畫出版的成本

降低，同時可以測試讀者的反應，也可減少市場不確定性高所造成的錯誤決策。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漫畫產業的特性造成出租店的興起，而網際網路的蓬勃

發展更造成線上閱讀這種非紙本的漫畫取得管道出現，不過，近年因為經濟型態

的變化造成漫畫消費市場的改變，同樣也影響了漫畫的出租與銷售市場。時至今

日，漫畫出租店雖從以往又小又髒的形象中跳脫出來，成為看漫畫的好去處，但

新型態漫畫專賣店的出現，也造成出租店面臨的對手不再是以往個體經營的書報

攤，而是專門以銷售漫畫存活的專賣店。相較於書報攤，專賣店在人力的素質上

較為優秀，漫畫種類也更加齊全。加上漫畫複合休閒店此種出租店新型態的出

現，因此，漫畫出租與販賣之間的競爭關係，產生了全新的狀況。黎勉旻（1998）

便以漫畫消費空間為研究主題，針對台北市的漫畫出租店與專賣店進行研究，結

果發現其彼此間對因為對漫畫商品定位的不同，因此對消費者有不同的區隔。如

今，線上閱讀的加入戰局，更打破原本以紙本閱讀為主的漫畫市場。

三、漫畫取得管道間的競爭

前節提到，漫畫產業本身的特性造成漫畫出租形式的出現，而產業環境的改

變，又使得出租店產生了以書本計價或以時間計價的形式，加上網際網路的發

展，線上閱讀的興起，讓消費者有了更多種取得漫畫內容的管道，以下約略介紹

上述三種漫畫內容取得的方式：

（一）漫畫專賣店

自從1989年大然出版社成立第一家「漫畫便利屋」，漫畫專賣店從此時開始

不再與路邊的書報攤畫上等號，也開啟了漫畫專賣的全盛時期（黎勉旻，1998），

之後更出現捷比漫畫便利屋等連鎖專賣店。

漫畫專賣店販售的商品主要是漫畫，但大多也有販售漫畫周邊商品例如動畫

或是漫畫家畫冊等，此外，根據研究者訪談東立出版社企劃專員李峰名（2004）

的資料顯示，東立、青文、長鴻、尖端、台灣東販等台灣主要漫畫出版社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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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出版300本漫畫，東立佔據約一半，也就是150本，但其中只有5本左右的本土

漫畫，由此可知國內市場多半是日本漫畫，因此有些店家亦會販售一些日本唱片

等。

（二）漫畫出租店

而漫畫與一般書籍不同，多了出租的通路，在2002年，全國出漫畫出租店大

約有4500-5000家，正常進貨的家數約1600-2000家左右（破曉，2002）。這些漫

畫出租店由於會大量向出版社購買漫畫，因此是出版社固定的經濟來源，但另一

方面，因為漫畫出租店的存在，造成漫畫專賣店銷售的下降20%－30%（黎勉旻，

1998）。所以出版社對漫畫出租店可說是又愛又恨。

漫畫出租店早期多半只是老舊的小房間改裝而成，後來，也出現了新型態的

漫畫出租店如十大書坊、漫畫王等。根據捷比漫畫便利屋總經理曾慶松表示，1997

年全省漫畫店，有三百多家是採取販賣的方式，但卻有近十倍約三千多家是以出

租的方式經營（桂世平，1997）；到了 2002 年更增加到了四千家以上（破曉，

2002）。而漫畫出租店的計價方式又包含了以閱讀本數為計價單位的如十大書

坊，或是以時間為準的例如漫畫王。

一般來說，以閱讀本數為計價單位的漫畫出租店主要有內閱與外借兩種方

式，外借的價格通常是書價的十分之一，而內閱則會減一到兩元，外借的時間長

短則以借書量為準，不過若是剛出版的新書通常會有一段時間不能外借。另外，

目前多半的漫畫出租店採取會員制，也就是只要加入會員才可租書，此外亦可以

用預付的方式先行存入一筆金額，將來租書時再從中扣除，而此種預付方式，漫

畫出租店多半會給予一點折扣，也就是實際可看的書比預付的多。

至於以時間計價的漫畫出租店是以「漫畫王」作為代表，消費方式為一分鐘

一元，店內的漫畫小說等均可閱讀但不可外借，也有免費的飲料，每個座位並配

有電話可打室內電話，此外，依不同業者還有唱片試聽或不同的餐點提供。不過

實際上，目前此種漫畫出租店和所謂的「網咖」常合而為一，同時提供電腦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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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漫畫閱讀的服務，消費者在店家中可以選擇上網或是索取漫畫閱讀，價錢也從

早期的一分鐘一元變成 0.8元或是更低的價錢，一次購買長期時間更有優惠價格。

根據漫畫可重複使用的特性，使得出租店可以在漫畫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也無法完全取代以銷售為主的漫畫專賣店，因為漫畫本身除了書本的價值外，

往往漫畫家或是人物角色都有可能創造周邊價值，也讓讀者產生收藏意願，此時

出租店便無法滿足需求。所以，這些以出租為主的漫畫店與以銷售為主的漫畫屋

之間，一直不是用「取代」而是用「共存」的模式生存著（黎勉旻，1998）。

（三）線上閱讀

網際網路席捲群眾的速度驚人，從推出到累積一千萬個用戶的時間，電話花

了三十年，而錄影機只花了九年，全球資訊網（WWW）更只用三年的時間（經

濟部商業司，1997）。而漫畫是以圖像為主的讀物，比一般書籍更適合在多媒體

的網路上展現，因此像東立出版社在2002年成立線上付費閱讀的「東立漫遊網」，

讀者只要加入會員就可以線上收看漫畫，對出版商來說，也等於是將漫畫出租店

的生意拿回來做。

漫畫是以圖像為主的讀物，比一般書籍更適合在多媒體的網路上展現，而網

路下載速度的加快更使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閱讀漫畫，「數位e化」更是圖書出版

業面對的未來主題之一（蘇拾平，2004）。不過，除去出版社自己建立的線上閱

讀網站，其他線上漫畫來源多半為網友自行的非法上傳，但由於可以下載保存，

因此還是讓許多人趨之若鶩，出版社也察覺了這股線上閱讀的趨勢，因此東立出

版社2002年成立「東立漫遊網」，提供付費的線上閱讀機制，希望藉此打擊非法

的線上下載，同時也試圖找回被漫畫出租店所吸納的漫畫消費者，讓想看漫畫卻

不打算買漫畫的讀者除了漫畫出租店也有另一個選擇，不過，出租店也同樣搭上

這波線上閱讀的風潮，推出電子書租閱的服務（陳宛茜，2005）。

下表 1-1 為三種取得管道之間的比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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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三種漫畫取得管道之異同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提供資訊內容 漫畫 漫畫 漫畫

數量 約300家（1997） 約4000家（2002） 不定

漫畫種類 最齊全 次之 最少

介面 紙本 紙本 電子（螢幕）

保存 可 否 可（下載）

價錢 單行本一本約80元 租閱一本約5-10元 合法的需要付費，

非法則免費

週邊商品 較多 較少 幾乎沒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下圖則是台灣漫畫出版銷售的過程，從中可以看到大型出版社如東立、尖端

等因為出書量較多，會直接透過各種中盤商將書送到傳統或是漫畫出租店，不過

較小的出版社由於出書量較少，多半由總經銷共同收書，再從總經銷轉到中盤商

手上而由中盤商出書給出租店或專賣店。至於線上閱讀的部分，圖中顯示的是屬

於出版社直接架設網站運作例如「東立漫遊網」，但不含網友自行掃描。

叢書中盤商 傳統書店（漫畫專賣店）

小出版社 總經銷

出租中盤商 漫畫出租店

叢書中盤商 傳統書店（漫畫專賣店）

大出版社 出租中盤商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圖 1-1 漫畫配銷流程

資料來源：改繪自〈小說、漫畫的行銷通路剖析〉，破曉，2002，《出版流通》，

85: 20。
*此部分的線上閱讀是指經由出版社合法成立的線上閱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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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目前除了一般的漫畫專賣店之外，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也成為

消費者獲取漫畫內容的管道，其中漫畫出租店的數量竟比專賣店高出十倍有於

（桂世平，1997），網路的普及也讓線上閱讀漫畫成為一種趨勢，也有漫畫家將

其作品架設成漫畫網站，並發行網路電子報（蕭湘文，2002）。漫畫出租店和線

上閱讀造就了新的市場經營模式，讀者不再只能以購買的方式獲得內容，因此，

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三種管道之間的競爭關係，應是研究漫畫此

媒介的人該去注意的面向之一。而三種漫畫取得管道，皆是以提供漫畫內容作為

吸引閱聽人的主要方式，不過，在價錢或是環境等各種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如

果要了解三種漫畫取得管道的競爭，應該要了解取得管道間的差異是否對閱聽人

的選擇造成影響。

中外對於媒體之間競爭的研究很多，其中有許多是利用 Dimmick &

Rothenbuhler（1983） 提出的區位理論，區位理論的媒體研究針對不同族群對同

一資源的競爭來判斷兩者間區位的重疊程度，也藉此了解競爭的強度，主要針對

的是媒體的閱聽人、廣告及內容三種資源。

閱聽人資源角度的研究，是較多研究的取向，也是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向，

彭玉賢（1999）《從區位理論探討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對台灣店鋪購物的影響-

由消費者角度分析之》，。另外，吳丞欣（2000）《由消費者角度探討網路購買

CD、網路下載音樂對店鋪購買 CD 之影響—以「區位理論」分析之》將閱聽人

當做消費者，來討論不同音樂取得方式的競爭關係。郭貞、黃振家（2002）則以

區位理論分析網路、型錄與商店作為消費者購物管道的競爭優勢分析，亦屬於閱

聽人資源的研究取向。綜上所述，閱聽人資源面向的研究多半是討論不同媒體對

閱聽人的滿足之效果，再以此分析不同媒體之間的競爭程度與關係。

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研究從 1935-1980 以來的報紙、廣播、電

視與戶外廣告產業之廣告資源競爭。其次則有針對內容資源的區位研究，不過因

為內容資源不容易量化，此類研究較少，多半集中於電視節目、音樂類型的集中

度或多樣性的研究上（蔡佳如，1999），李秀珠（1998）分析台灣無線電視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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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節目競爭區位時採取節目表的分析，研究發現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節目

之區位重疊度相當高。李秀珠等人（2002）更進一步進行新聞內容的區位分析，

採取建構類目進行內容分析的方式討論電視新聞、電子報與報紙三者之間的競爭

關係，研究發現電視新聞與報紙競爭激烈，但報紙居於較佳的競爭地位。

從上所述可以了解閱聽人、廣告與內容是三個被媒體競爭的資源，而漫畫取

得管道之間爭取的正是閱聽人的青睞，因此本研究利用「區位理論」（Niche

Theory）作為分析漫畫出租店、專賣店與線上閱讀競爭的理論基礎，根據 Dimmick

（1983）的論點，不同群落中的各族群，會去競爭資源，而媒體產業中，主要競

爭的便是廣告，內容以及閱聽人三種資源，若從上面對於漫畫專賣店、出租店與

線上閱讀的討論來看，很明顯地此三種管道並沒有明顯的廣告收入，內容也是類

似的，而「閱聽人」才是三者主要競爭的資源，而根據上述研究，閱聽人的區位

研究是以閱聽人對不同族群的滿意程度為基礎，研究何種族群能夠得到較高的閱

聽人滿足，並根據不同族群在問卷各題項的得分，了解其在「閱聽人」此項資源

上的相互競爭程度與強度為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大部分以漫畫產業為主題的研究，漫畫取得管道並非研究的主體，或是缺乏

完整的市場競爭分析，只針對於漫畫出租店做討論，因此本研究試圖結合漫畫產

業研究與讀者研究，將漫畫取得管道作為研究主體，收集讀者資料，嘗試以讀者

對漫畫取得管道的使用動機與滿足理出各取得管道之間的競爭情況。利用對漫畫

讀者的資料收集，分析其選擇某管道的原因，並藉此結合了漫畫產製研究，從讀

者的使用不同管道之滿足獲得情形，了解產製過程中漫畫出租店、專賣店等通路

之間的競爭關係。

因此，本研究希望利用區位理論套入漫畫產業觀察，以閱聽人的角度出發，

探討其滿意度與購買行為，了解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與傳統漫畫購買三者的區

位寬度、相互的區位重疊程度以及各自的區位優勢何在，希望能藉此了解漫畫出



11

租店或線上閱讀對於專賣店究竟有無影響、影響又有多大，釐清漫畫出租與線上

閱讀對銷售的影響程度與層面。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首先，本研究希望透過「區位理論」的架構，試圖探討盛行的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兩種獲取漫畫內容的方式對傳統購買漫畫方式在閱聽人資源上相互影

響的程度與層面。

其次，本研究期望在了解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與專賣店在閱聽人資源的競

爭優勢後，能成為業者規劃三者將來經營方向的基礎。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將以 Dimmick 在 1983 年所發展出的「區位理論」（Niche Theory）作

為分析漫畫出租店、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三者競爭的理論基礎，為容易了解，茲將

重要名詞解釋如下（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

一、個體（individual）：

生態體系中的單一生物體稱為「個體」，本研究中指涉的是同樣一個產業中

的廠商，例如漫畫出租業中的十大書坊或皇冠租書城，或是報業中的聯合報、中

國時報等均為一個個體。

二、族群（population）：

生活於同一區域內，同種生物的集合體稱做「族群」，本研究中指由多個個

體聚集而成，例如漫畫出租店為一個族群。

三、群落（community）：

生活在某一地區各種生物族群，使用類似但是卻不完全相同的資源，則被稱

為「群落」，如漫畫出租店，專賣店與線上閱讀都爭取「閱聽人」這個資源，便

屬於同一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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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位（niche）：

原義是適當的位置，而區位理論是以生態學的觀點來研究群落（community）

之中的族群（population），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相互競爭與共存。

五、區位寬度（niche breadth）：

區位寬度可以測量出某一族群所使用資源的數量，並顯示出該族群對於所在

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及對抗競爭的能力之強弱。

六、區位重疊度（niche overlap）：

區位重疊度主要是用以看出兩個族群對於同一種資源的依賴情形，進而比較

出兩族群間的競爭情況。

七、區位優勢（niche superiority）：

區位優勢可用來判斷兩個族群之間，在某種資源的競爭上何者較具優勢，何

者處於劣勢。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程序，第一階段先收集國內外區位理論研究文獻，同時針對漫

畫產業資料作整理，並探討以往相關主題之文獻，確立研究方向和可行性。第二

階段建立研究架構，並根據研究架構設計研究方法。第三階段進行實證研究，根

據研究問題設計問卷，以以往類似研究之問卷為主體，再利用訪談修改問卷並進

行前測，針對網路漫畫相關討論區成員進行問卷調查。最後將研究所得資料整理

後並以統計軟體分析，得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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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產業資料收集

漫畫出版業

漫畫銷售業
租書業

初始問卷設計

理論與文獻探討

組織生態學

區位理論
漫畫產業研究

問卷修正與前測

問卷寄發與回收

資料分析整理

結論與建議

研究背景與目的

研究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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