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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將從漫畫產業的歷史發展談起，進而帶出研究主題的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三者的現況，其次，介紹從組織生態學中的族群競爭概念

延伸出的區位理論，最後連結區位理論與漫畫取得管道，以閱聽眾的滿足程度作

為衡量研究主題間的競爭強弱與否。

第一節 漫畫產業

以下首先略述台灣漫畫產業的歷史發展，共可分為台灣漫畫興起期等四個階

段，其中也包含漫畫取得方式在各階段的變化，第二部分則是三種漫畫取得方式

在現階段的市場狀況。

一、台灣漫畫產業的歷史發展

台灣漫畫產業的發展從四零年代開始，因受到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當時台

灣從事漫畫工作的本土漫畫家均受日本現代漫畫的洗禮，如葉宏甲、陳定國、洪

晁民等人（洪德麟，1994）。光復之後這群本土漫畫家成為當時漫畫產業盛行的

主要推手，不過後來因為政府法令的反覆，造成本土漫畫產業的萎縮，日本漫畫

以盜版之姿趁勢進入市場，雖後有著作權法的發布，但本土漫畫已無力回天，授

權之日本漫畫便持續掌控市場。

依照台灣漫畫產業的興衰，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台灣漫畫興起期、日本

盜版漫畫進入期、本土漫畫復甦期、日本漫畫授權期，以下針對這四個時期並輔

以租書業各時期的變化做簡略的介紹。

（一）台灣漫畫興起期（光復後－1970 年代初）

光復後的台灣，當時漫畫多半發表在報紙上，像是《中央日報》的〈漫畫半

周刊〉與《新生報》的〈新生漫畫兩日刊〉等（賴怡伶、2000），除此之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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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陸漫畫家包括梁又銘、牛哥、張英超、青禾等人以諷刺或是趣味幽默漫畫為

主，而台灣本土漫畫家如林玉山、陳光熙、陳光國等人則以兒童漫畫及插畫的連

載為主（洪德麟，1994：41-45；台灣網際網路動畫漫畫資源清單，1997，轉引

自黃雅芳，1998），這兩派人馬為台灣戰後的漫畫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1953 年《學友》雜誌創刊，一時間出現數種漫畫雜誌，雖然初期這些雜誌

都大量採用日本稿，但仍然提供了本土漫畫家更多的發表機會，如葉宏甲、陳海

虹、劉興欽等人甚至橫跨多種雜誌，但 1960 年後台灣漫畫產業卻逐漸沒落，原

因包括成名漫畫家稿量過多雜誌不堪負荷，新人作品品質不一，漫畫出版的品質

漸差（黃雅芳、1998）等等。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政府法規的限制。

1962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頒佈，但法令直到 1966 年才由教育部正

式實行，1967 年起移交國立編譯館負責，之後又頒佈「國立編譯館連環漫畫編

印及送審注意事項」、「國立編譯館審查連環圖畫補充注意事項」，1969 年又訂定

「審查執照發給辦法」、「國立編譯館連環漫畫送審程序」、「編印及審查連環圖畫

參考資料」及「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審查標準」（洪德麟，1994）。過於複雜的管

理辦法，加上限制過多，例如漫畫家山巴畫了一隻會說話的狗卻被認為是怪力亂

神而禁，因此，1967 年前未送審的的漫畫均被銷毀，傑出漫畫家也停止創作，

有人甚至開始以出版商之姿大量翻譯日本漫畫（黃雅芳，1998）。整個六零年代

混亂的法令造成七零年代開始，日本盜版漫畫大舉進入。

而在漫畫取得方式上，五零年代當時已有出租店，但與現在完全不同，大部

分是小資本開設，空間也不大，經營者多是退伍老兵或歐巴桑（黎勉旻，1998）。

當時對漫畫出租店的印象便是狹小昏暗，布滿灰塵的書架。

（二）日本盜版漫畫盛行期（1970 年代初－1980 年代初）

自從 1962 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頒佈後，因為管理辦法的複雜，使

得「老手不畫，新手不佳」，出現了台灣本土漫畫的斷層，漫畫品質低落。雖然

從量的部份來看，1967 年送審的有 2844 冊，1969 年 5114 冊，發行量並未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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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是不成熟的新手作品，1971 年後送審量逐漸減少，1976 年只剩下 400 冊（洪

德麟，1994）。

1976 年週刊《漫畫大王》出刊，內容除一篇台灣漫畫外，全部是日本翻譯

漫畫，但卻大受好評，之後《冠軍》、《漫畫半月刊》等也開始刊出日本翻譯漫畫，

就此開始二十餘年的日本漫畫盜版史（李衣雲，1996）。但弔詭的是，行政院新

聞局以行政命令不准進口的日本漫畫卻能在國立編譯館審核通過，而本土漫畫卻

因漫畫家出現斷層，漫畫品質不佳而通不過審查。

一直到 1980 年代初，漫畫家牛哥檢舉日本漫畫誨淫誨盜，發起多次「漫畫

清潔運動」，也造成各出版社送審漫畫銳減（洪德麟，1994）。日本盜版漫畫也才

逐漸減少。

這段時間盜版漫畫數量大增，雖然漫畫出租店的店容還是如同以往，昏暗狹

小，但是在當時的人們生活圈中卻有很重要的地位，不過也由於日本漫畫先前的

進入，導致漫畫出租店開始逐漸產生變化，出租書種也從以往擺國內本土創作或

是武俠小說，變成以日本盜版漫畫為大宗。

（三）本土漫畫復甦期（1980 年代初－1990 年代初）

1980 年代初牛哥所發起的「漫畫清潔運動」，雖造成市場上漫畫銳減，但卻

沒想到反讓本土漫畫再次出現生機，原本市場上大宗的日本漫畫減少讓本土漫畫

有更多的機會，敖幼祥的〈超級狗皮皮〉、〈烏龍院〉大受歡迎，其後隨之而來的

有朱德庸的〈雙響炮〉，蕭言中的〈童話短路〉等，1985 年時報發行《歡樂漫畫

半月刊》走本土創作路線，包括敖幼祥、阿推、麥仁傑、鄭問及蔡志忠等人都在

上面發表作品，1988 年《歡樂漫畫半月刊》因虧損停刊，但崛起的漫畫菁英為

本土漫畫帶來了新的活力（黃雅芳，1998）。

1987 年解嚴後漫畫送審條例無效，1988 年開始日本漫畫盜版再興，「東立出

版社」1989 年出版《少年快報》，內容包含日本翻譯漫畫如「七龍珠」、「聖鬥士

星矢」等，紅極一時，為了出版社的利潤，因此出現了「協議抽稿」的默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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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家出版社的市場佔有率決定日本漫畫稿的分配，但同一時間，東立、大然等

較大的出版商也察覺到必須有自己的創作群，東立便在 1991 年開辦「第一屆東

立漫畫新人獎」（黃雅芳，1998）。

同時，本土漫畫周刊如《漢堡》、《周末》、《小咪》等也在這時出現，培養了

游素蘭、高永、林政德等畫家，不過，此時的漫畫仍以雜誌為主，單行本並不多

見，主要是因為漫畫家知名度及銷售量的問題。

而漫畫出租店在這段時期也出現了變化，由於漫畫的出書量增加，漫畫出租

店開始增加書架，營業面積也因此增加（蔡宗陽，2001）。此外，消費者開始對

閱讀空間有所要求，店內空間在照明與空間上都有改善。

（四）日本漫畫授權期（1990 年代初迄今）

台灣在 1992 年通過新的著作權法東立及大然等出版商立刻與日本出版社簽

約取得授權，日方在勘查台灣市場後同意授權，但是，盜版漫畫還是無法杜絕，

於是東立等取得合法授權的出版社在 1993 年成立「漫畫出版協會」，除約束自己

的批發商外，也抵制大盤及中盤商批發盜版漫畫（李衣雲，1996）。

而日方在此時則以「分散授權」的方式，讓台灣的出版社不致有過大的情況，

而台灣出版社大量出版日方授權漫畫也忽略了本土漫畫家的養成，其次，因為每

年大量作品出現在市面，因此出版社必須持續維持數量才能保住佔有率，也造成

本土漫畫出版商對日本更深的依賴。在此同時，各家出版社仍然嘗試本土漫畫雜

誌的發行，東立 1992 年曾發行《龍少年》《星少女》，其中《龍少年》1997 年雖

因虧損而停刊，所幸在 2003 年又再度復刊，《星少女》也在 2000 年五月畫上休

止符，雖然這些本土月刊的壽命相當短暫，但還是培育了不少本土漫畫家與作

品，例如賴有賢的（小和尚）、鄭又青的（俠王傳）、林政德的（Young Guns）等，

漫畫家鄭問更在到日本的第一年就獲得「日本漫畫家協會漫畫賞」的優等賞（洪

德麟，2003）。

此時漫畫銷售與出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主要有三個重要的改變，第一是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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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專賣店的興起，第二是連鎖化的經營，最後是複合式休閒店的出現（蔡宗陽，

2001）。以往的漫畫出了出租外，一般來說都是在雜貨店中販售，並沒有固定或

純粹銷售漫畫的商店，但從九零年代開始，由於台灣出版社獲得日本授權，開始

代理正式日本漫畫，加上改編漫畫的卡通在電視上撥放，專門出售漫畫及周邊商

品的漫畫專賣店（便利屋）出現。其次，在 1995 年開放加盟的「十大書坊」開

啟了漫畫出租連鎖經營的方式，加上之後皇冠租書城等的跟進，使得此種連鎖加

盟的漫畫出租店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漫畫出租店的主流。最後 1996 年初「漫畫王」

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漫畫消費型態，其類似漫畫出租店，但卻以時間計算，

也有提供餐點飲料，不過，此類型的店有一個地域上的特點，就是只在都會區存

在（黎勉旻，1998）。

二、漫畫銷售、出租產業與線上閱讀之發展現況

台灣漫畫產業由於早期政府管制與日本漫畫的入侵，加上國人對於漫畫的觀

念使然，造成漫畫在發展過程中一直無法跳脫出「小孩讀物」的框架，同時本土

漫畫也缺乏發揮空間。

至於本研究所討論的漫畫產業，主要是針對消費者閱讀漫畫的管道，例如漫

畫銷售業，漫畫出租業或是線上閱讀的服務提供者，本研究將這三類管道的主要

業者發展現況製表如下：

台灣目前主要的漫畫專賣店，早期台灣尚有捷比，抓狂等連鎖漫畫屋，不過

由於經營不易，目前多數已取消連鎖加盟制度，各自獨立成單一的漫畫專賣店。

目前尚有實際連鎖加盟制度的只有「漫畫小子漫畫便利屋」，成立於 2004 年，大

台北地區有三家分店，銷售商品除漫畫外也包括周邊商品如畫冊、轉蛋等（漫畫

小子便利屋網站，2005）。

表 2-1 是台灣主要的漫畫出租業，十大書坊，皇冠租書城兩者是屬於一般的

連鎖租書店，以本計價，也可以外借，並具有會員制度，而漫畫王則是以時間計

價的漫畫連鎖店，三者都是以漫畫為主要出租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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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漫畫出租業

公司名 成立時間 經營概況 備註

十大書坊（網

錄科技）

1990（1995 開

放加盟）

全球七百多家加盟店，會

員人數累積 200 萬以上

2002 年成立女性主題花

蝶館。

首創會員制度，之

後並創立網際共

和國。

預計 2005 年底推

出電子漫畫的租

閱服務。

皇冠租書城

（皇宇科技）
1993 累計至 2004 年 1 月止，

全球總加盟店數也已突

破 8 百家，創立全新複合

式漫畫出租店「So-Q 數

位租售館」。導入咖啡吧

的形式。

漫畫王 1996 24 小時出租店，以分鐘

計價，並有提供飲料與食

物，之後還導入上網服

務。

2000 年創立戰略

高手。

本研究製表

資料來源：十大書坊網站；皇冠租書城網站；黎勉旻（1998）；陳宛茜（2005）

而在線上閱讀的部分，台灣目前只有東立出版社的「東立漫遊網」有提供線

上閱讀漫畫的服務。根據東立漫遊網（2005）上的資料顯示，主要以天或月的方

式計費，若是包日則採取扣儲值點數的方式，包月則一次付清，一個月內無限次

使用。除東立出版社外，國內只有尖端出版社有發展線上閱讀漫畫機制的準備（尖

端出版社網站，2004），不過目前此種具有合法版權的線上閱讀並不普遍，反而

有很大一部分是網友自行架設的 FTP 下載或是非官方的論壇下載，這部分並沒

有具體的組織，但卻是台灣線上閱讀漫畫的主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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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漫畫相關研究

不論中外，漫畫在傳播學界中向來被忽略，認為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文化產物

（蕭湘文，2002）。主要的探討多持批判性的角度，或是歷史資料的整理，較無

理論或是實證的研究文獻，但累積至今，大約發展出五個研究取向；漫畫產製研

究，漫畫訊息分析研究，漫畫媒介研究，漫畫讀者研究及漫畫效果研究五方面（蕭

湘文，2002）。本研究應屬於當中「漫畫產製研究」與「漫畫讀者研究」的一部

份。

至於台灣對漫畫的研究，若是專注於漫畫產製觀點的研究，討論主軸大抵是

價值鏈上的漫畫家與漫畫出版社、漫畫出租店或專賣店等，蕭湘文（1993）利用

深度訪談訪問漫畫出版社及總編輯，了解漫畫出版流程。此外，李衣雲（1996）

《撕裂與再生－對台灣漫畫生產的初探》討論台灣漫畫出版社的運作，並深入探

究了台灣漫畫新人選取及編輯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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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在檢視台

灣漫畫產業結構及市場，並都強調日本漫畫進入台灣造成的影響，台灣早期漫畫

家目前是東立出版社社長的范萬楠也於 1996 年的中華民國出版年鑑中以《漫畫

市場分析》為題提出對漫畫產業的各項觀點。

若以漫畫的出版與流通為題，黎勉旻（1998）《漫畫消費空間初探－以台北

市為例》以地理空間的角度分析台北市的漫畫出租店、專賣店及複合式漫畫店。

蔡宗陽（2001）《租書業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則針對 53 家漫畫出租店進行分析

比較，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找出六項租書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李堃豪（2004）

《連鎖漫畫出租店競爭態勢之研究》則進行消費者的問卷調查，以受訪者認知訂

出市場定位與競爭策略，再根據各漫畫出租店定位找出不同漫畫出租店之人口特

徵、生活型態及消費行為。而李朝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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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將台日漫畫產業作一比較，藉著收集兩國漫畫

產業的資料來找出重振台灣本土漫畫產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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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漫畫讀者研究主要是針對閱讀漫畫對讀者的影響，在漫畫傳播中，讀者研

究可分成觀察讀者特質與閱讀習慣的調查（蕭湘文，2002）。蘇蘅（1994）便討

論過青少年看漫畫的使用行為與動機，黃秋碧（1998）則從漫畫讀者閱讀之方式

與經驗來了解讀者使用行為。

不過，就傳播領域而言，漫畫出版與流通研究算是少有著墨的一塊地方，根

據上述的文獻也可以發現，雖然有如同李堃豪（2004）或蔡宗陽（2001）等人關

於漫畫出租店的研究，也有像是古采豔（1998），黃雅芳（1998）等人對漫畫市

場結構的探討論述，可是前者只針對漫畫出租店做討論，無法了解其與專賣店或

像線上閱讀等新興管道之間的關係，後者的論述又傾向鉅觀的政治經濟觀點，缺

乏實際的市場調查，因此，本研究將試圖藉由讀者資料的收集，了解漫畫產業內

漫畫取得管道間的競爭關係。

台灣目前尚無以漫畫為主體的區位研究，不過在台灣漫畫已佔出版市場總出

版量的40%情況下，已然成為一種新興的閱讀刊物，2000年時國立歷史博物館甚

至提供場地舉行台灣漫畫歷史回顧展（蕭湘文，2002），政府更設立了漫畫圖書

館，也象徵了漫畫地位的提高（李朝陽，2004）。而長期以來，作為漫畫主要流

通管道的漫畫出租店，總是被漫畫業者認為是降低銷售的元兇之一，但由於漫畫

出租店也是出版社的銷售對象，所以從銷售數字上來看不見得能看出漫畫出租店

對銷售的影響全貌。另外，因為網際網路而新興而起的線上閱讀，對於漫畫專賣

店的影響也逐漸被重視，不過也缺乏統計上的數字來證明目前多為非法的線上閱

讀究竟對專賣店的銷售額有多大影響。而區位理論運用在媒體上，可以了解同一

族群中的資源種類及利用，進而發現族群之間的競爭關係，本研究即嘗試以閱聽

人資源的角度探討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對漫畫專賣店的影響，以及三者如何利

用閱聽人資源生存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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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生態學

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是從生態學衍伸出來的理論，研究的

是社會、政治等次系統如何影響組織，而區位理論便是從組織生態學中的「區位

概念」產生，Dimmick 和 Rothenbuhler（1984）則將其用於媒體研究上，形成目

前常見的區位研究。

一、生態學源起

本研究主要是比較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與傳統販售漫畫店各自擁有的區位

寬度、區位重疊度，以及區位優勢，檢視這三種漫畫內容獲取方式之間的競爭情

形，本研究引用組織生態學中的區位理論，而要了解何謂組織生態學，要先從生

態學說起。

生態學（ecology）這個名詞，一般認為是德國生物學家Ernst Haeckel 於1869

年首創的。而Ecology這個字是從希臘字根oikos轉變而來，其原義是房子或是「住

的科學」。生態學原來是指研究環境所加於動物與植物的影響，後來生態學的觀

念被廣泛應用，若用在動物研究就成了動物生態學，用於環境研究就是環境生態

學，更發展出如政治生態學、組織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等（彭文賢，1988﹔丘佩

華，1975﹔蔡佳如，1999）。

二、生態學特徵

生態學主要是研究生物族群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會產生交互作用，

形成複雜的生態系統（朱錦忠，1999）。生態系統中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稱為生物性關係，而因為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族群間的關係主要在於對於環境資

源的爭取。從傳播環境來看，McCombs認為人們消費媒體的支出佔國民生產毛

額的比例基本上是維持一定的，因此新媒介產品的出現會瓜分舊有媒介的消費額

度，依照族群之間的依存關係，可以分成競爭、合作、寄生、共生關係等模式，

以下分別介紹（朱錦忠，1999﹔蔡佳如，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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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

不管是同種或異種生物之間，都會因為爭取食物、空間、水源等生活資源而

互相競爭。同種生物的競爭像公鹿為了繁衍下一代，在繁殖季節會從淚線流出分

泌物，利用其氣味來劃分領土，兩隻公鹿因為爭取同一配偶，會互相攻擊對方，

獲勝者才能得到交配繁衍下一代的機會。而在大草原上，兔子與鹿、羚羊等草食

性動物會互相競爭食物、空間、水源等，這都是異種生物之間的競爭（朱錦忠，

1999）。

此外，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同種產品、替代品之間也都相互競爭。若從漫畫

產業來看，卡通和線上遊戲出現便與漫畫產生了競爭，而在漫畫取得管道上，租

書店興起造就了不同的取得漫畫管道，不過，租書店進入門檻不高，因此在租書

店大量出現後便缺乏自己的特色，喪失區隔消費者的能力。

（二）合作

合作關係是指兩種生物生活在一起互相幫助，雙方都可以獲得好處，但分開

也沒壞處。因此，這種合作關係對雙方而言，並不一定必要，但合作可讓雙方更

容易存活，更容易獲得所需的資源。而在一般的產業之中，合作例子也很多，例

如企業之間的策略聯盟，使雙方能夠較順利地進入對方的市場，這種合作關係對

於雙方都有好處，就算合作關係終止，雙方業者也都能獨自運作（朱錦忠，1999）。

從媒體的例子來看，報紙將新聞放上入口網站，打開網路閱讀市場，而網站也可

豐富自身內容，但若終止合作，雙方也可以獨立運作。

（三）寄生

寄生關係是指一個族群必須將自己寄託於另一個生物上，並從宿主的內部或

外部吸收資源，供自己生活所需，而寄主會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也就是說有一

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吳丞欣，2000）。如果從組織的觀點來看，便是一組織的

生存必須依賴另一組織的資源來運作或生存。

多數新媒體在發展的初期常會丞現此種寄生關係，因為新媒體草創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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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金往往必須依賴舊有媒體（蔡佳如，1999）。例如電子報早期發展時，

內容多半是原有報紙所有，但之後逐漸出現原生的電子報，擁有自己的記者與編

輯。或如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之一，線上閱讀的漫畫內容也是紙本的掃描檔，所以

無法與漫畫出版社脫鉤，不過也有同人誌１作家沒有發行紙本，以網路作為自我

創作管道，擺脫了此種寄生關係。

（四）共生

共生關係是指兩族群出於本能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當雙方因共同生活互蒙其

利時，便能發展出互惠模式。而依照雙方的關係又可分成「片利共生」

（commensalism）與「互利共生」（mutualism）。「片利共生」指的是族群間

只有一方能夠獲利，如容易獲得食物、棲息地等，但對另一方沒有利害關係，「互

利共生」（mutualism）則是雙方都能同時受益，進而形成依附關係（吳丞欣，

2000，蔡佳如，1999）。

三、族群與環境的關係

生態學主要是研究生物族群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而生物族群的組成可分成個

體（individual）、族群（population）、群落（community）三種層次（吳丞欣，

2000）。「個體」代表的是同樣一個產業中的廠商，而多個廠商聚集起來就成為

一個「族群」，若幾個族群使用類似但是卻不完全相同的資源，則被稱為「群落」，

以本研究來看，各家漫畫出租店或是專賣店就是個體，整體的出租店與專賣店兩

者便是不同族群，而整個漫畫銷售與租書產業便是一個群落。而在組織生態學

中，一個族群是指內部具有同質性的一群組織，不過在仔細比較之下，族群內的

組織彼此之間還是有些許不同（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

而生態學的另一個重點便是環境，環境代表的是族群所賴以生存的空間，族

１「同人誌」一詞產生於日本文學界，「同人」（どうじん）在日漢辭典中的解釋，是指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而「誌」則是這群人將其思想以文字或圖像等媒介使之呈現的刊物。因此同人誌可以解釋為「這群志同道

合之人出版的刊物」，原則上是非商業性質考量的出版方式（蘇微希，1998，林依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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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會互相爭奪環境中的有限資源，族群之間的關係則可分為（一）同一族群內個

體的關係；（二）不同族群間的關係；（三）個體、族群與環境間的關係（蔡佳如，

1999）；分述如下：

（一）同一族群內個體之關係

在同一族群內個體之關係方面，以消費者為例，資源包括消費時間、金額等。

至於像媒體的消費時間為例，因為每個人能用時間都是二十四小時，因此其時

間資源相同固定。因此，在同一個族群裡的個體，便需要去爭奪這些有限的時間

或是金錢，以維持自身的生存。

（二）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

經濟學中將資源視為生產要素，而資源是一個族群維持所需要的條件，由於

資源具有稀少性，而且只能轉移但無法增加，因此族群間會有嚴重的資源重疊，

因此消費者或生產者都希望能將資源做最有效率的使用。例如漫畫出租店與專賣

店之間，必須競爭消費者的金錢，才能維繫生存。

（三）個體、族群與環境間的關係

在個體、族群與環境間的關係方面，上兩項關係之外，我們必須考慮到環境

的變動的問題。如行銷手法的刺激可以在短期內刺激消費者的需求，提昇整體的

消費量，如同漫畫銷售的優惠活動可能讓消費者捨出租店而購買漫畫。

就上述這三個方面來看，族群使用的環境資源在大部份的時候都是有限的，

而有限的資源就會造成族群間的競爭，並產生不同的策略，進而影響環境資源的

變化。

四、組織生態學中的媒體研究

從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來看，研究的是社會、政治等次系

統如何影響組織，Dimmick 與 Rothenbuhler（1984）將組織生態學中的區位理論

套用到媒體研究上，分析新媒介如有線電視及網際網路等對舊媒體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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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不同媒體族群間所競爭的資源包括廣告，內容以及閱聽人。

廣告商投資在媒體的金額並非無限，而廣告資源又必須由各種媒體分食，因

此在「媒體」這個群落當中，「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等族群便要爭奪「廣告」

這個資源，也因此新媒體出現時會對舊媒體的生存產生影響。另外，媒體與一般

企業的差別在於他的雙元市場，第一個市場在所生產的財貨，例如報紙，是從訂

戶或銷售數來看收益。另一個市場就是廣告市場，這部分學者 Dallas Smyth 則認

為，閱聽人被當作商品販賣給廣告主，媒體則從廣告主獲得金錢（Picard，1987）。

但閱聽人觀看媒體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對於各家媒體而言，必須極力爭奪有

限的閱聽人。因此，Dimmick（1993）便認為，閱聽人不但是媒介產業的資源，

媒介產業也是閱聽人滿足的來源。

第四節 區位理論（Niche Theory）

Niche（譯成區位或利基） 這一名詞最早是1904年美國自然學家J. Grinnel

所提出，他認為在同一地區依賴食物種類十分類似的兩個族群，在數量上不可能

長期維持平衡，一定會有一個族群數量多於另一個族群，因為這兩個族群必須為

相同的資源相互競爭（Odum，1983；Colinvaux，1993）。

區位（niche）的原義是適當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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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也就是如何在環境中，找到適合

自己的角色地位，進而獲得生存。在同一群落的族群，每個族群都會相互影響，

而區位（niche）就是族群在群落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功能（Colinvaux，1993﹔

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每一個族群都有不同的區位，因為只有當

族群的生存條件存在時，這個族群才能生存下去，否則族群數目就會減少，甚至

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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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位寬度

區位寬度是測量區位的一種方法，可以測量出族群所使用資源之數量，並顯

示出族群對於所在環境變化的容忍程度、對抗競爭的能力，以及族群數量成長的

可能性（Dimmick，1997﹔Freeman ＆ Hannan，1983），也可以說是滿足閱聽

人的程度。若以媒體產業觀之，所使用的資源就分成三種，包括資金、內容，以

及閱聽人因素（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

區位寬度較大的族群，稱為通才（generalists）﹔相對的區位寬度較窄的族

群，稱為專才（specialist），通才比專才族群更容易適應環境的變化，在同一產

業中常可見通才與專才並存，例如蔡佳如（1999）從閱聽人資源使用的角度，研

究電子報對台灣新聞媒體產業的影響。研究發現整體而言三種新聞媒體都是朝通

才發展，不過，電子報的區位寬度值最高，其次為報紙，電視新聞的區位寬度最

低。或是專才主打小眾市場，例如音樂工業，大型音樂公司生產同質性高的產品，

但也有空間讓專才小公司發展（江靜之，1998）。

在計算區位寬度的方法上，區位寬度公式首先由Levins在1968年提出，但原

公式只適合於數值形式的數據來運算，例如資金、收入等，而抽象因素，如顧客

滿意度、便利性等就只能以等距尺度（ interval scale）來測量，因此無法使用原

公式計算，而媒體資源又多半為抽象因素，因此為解決這個問題，Dimmick（1993）

以消費者滿足效用角度，提出修正公式如下：

圖2-1 Dimmick的區位寬度公式

假定環境中有1到K種區位因素。其中B代表區位寬度，N代表每一族群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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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人數，GOkn代表1到N個受訪者中第n個受訪者在某一區位因素（k）量表中所

得之的消費者滿足分數，u代表量表中的最高分，l表量表中的最低分。當B愈接

近1，表示該族群愈接近通才（generalist）形式，若分數愈接近0，表示該族群屬

於專才（specialist）形式。

二、區位重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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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mick ＆ Rothenbuhler，1984），區位重疊度可以

看出族群間的競爭，當族群之間使用的資源類似時，代表重疊較高，不過，這種

競爭建立在資源是有限的前提之下，因為只有當資源是有限時，族群間才會出現

相互競爭的情況。

在資源是有限的狀況之下，競爭會出現兩種結果，其一便是較弱的族群數量

減少，漸漸退出市場，第二種則是，競爭中的某一族群改變自己的資源使用，使

兩者之間的重疊度變小，讓競爭情形趨緩。

區位重疊度公式也由Levins首先提出，但同樣具有無法計算抽象資源因素的

問題，最後由Dimmick（1993）修正如下：

圖2-2 區位重疊度公式

假定環境中有A、B兩族群，OAB表示A，B兩族群間的區位重疊度，且這兩

族群可使用環境中1至K種區位因素資源維持生存。其中GOkA代表第n個受訪者在

A族群之某一區位因素（k）上的滿足效用尺度分數，代表n主觀認為此族群A在

此區位因素k上能帶給其的滿足程度。同樣的，GOkB代表第n個受訪者在B族群之

某一區位因素（k）上的滿足效用尺度分數，代表n主觀認為此族群B在此區位因

素k上能帶給其的滿足程度。當區位重疊度數值愈小，表示族群A與族群B資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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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異不大，因此競爭較強，對消費者來說兩者比較像是替代品（substitute

goods）；而區位重疊度數值愈大，表示族群A與族群B資源使用差異大，競爭低

且兩者比較像是互補品（complement goods）。

三、區位優勢

區位寬度與區位重疊度的公式，只能看出族群適應環境能力與所提供消費者

滿足的相似程度，但是卻不能比較出兩個族群之間優劣的差別，區位優勢可以彌

補這個缺點，用來判斷兩個族群之間，何者較具優勢，何者處於劣勢。

區位優勢可以用來判斷兩個族群之間何者較具優勢，何者處於劣勢。兩族群

間之競爭態勢除了觀察區位重疊度的高低外，必須搭配區位優勢數值的觀察，當

兩者皆高的情況下，族群競爭才有可能產生取代或淘汰的局面。

Schoener（1974）提出區位優勢的公式，這個公式稱為Schoener a（Dimmick，

Patterson ＆ Albarran，1992﹔蔡佳如，1999）。而Dimmick（1993）也針對閱聽

人滿足效用提出區位優勢的修正公式，來判斷哪個族群可以提供較高的滿足效

用。

圖2-3 區位優勢公式

A、B代表族群A與族群B，SA>B與SA>B分別代表A、B族群的區位優勢，MA>B

代表量表中族群A滿足分數大於族群B分數的差距總和，MB>A代表量表中族群B

滿足分數大於族群A分數的差距總和，K代表族群可使用的資源種類，N代表同

時使用族群A與族群B的受訪者，n代表第n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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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閱聽人的滿足與區位理論之關係

閱聽人是媒體產業的競爭面向之一，就閱聽人本身來看，其必須選擇節目內

容滿足自己的需求，而媒體則以提供吸引閱聽人的節目換取收視率，再以此作為

招攬廣告收入的資源，因此媒體必須提供足以滿足消費者之產品，否則難以生存

（蔡佳如，1999）。不過，閱聽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閱聽人花費在媒體上的

時間只有一定的比例，Hollins 在 1984 年就指出，美國觀眾收看電視的時間與人

口增加速度無法趕上三大電視網因為有線電視的出現而下滑的觀眾佔有率，主要

便是因為閱聽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江靜之，1998）。

「使用與滿足」理論主要是以心理動機的滿足來討論媒體使用行為，不過，

在本研究中，閱聽人的滿足是從生態學的「資源分配」的概念出發，因此，閱聽

人本身的收入、時間等資源都是有限的，也影響了他選擇何種媒體產品（節目）

的決定，也就是從「效用」的觀點上來探討閱聽人的使用與滿足，簡而言之，便

是以閱聽人的使用與滿足概念為基礎，但是以資源分配的思考方向作為區位理論

的分析面向，以探討媒體在「閱聽人」這項資源上的競爭情形。Dimmick（1993）

認為，閱聽人的滿足區位可被下列三者界定：（一）媒體提供閱聽人滿足的寬度。

（二）與其他媒體在提供閱聽人滿足上重疊的程度。（三）與其他媒體比較，在

提供給閱聽人滿足上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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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mick（1993）以閱聽人滿足效用的區位重疊度、區位寬度及區位優勢分

析錄放影機、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競爭狀況，結果發現，有線電視在區位框度

與區位優勢上都高於無線電視，兩者的區位重疊度也很高，代表有線電視的出現

會影響無線電視的生存。

表 2-2 有線電視、無線電視與錄放影機在閱聽人滿足面向上的資源競爭

滿足面向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認知 Cable>VCR>TV TV/Cable 最高

TV/VCR 最低
Cable>VCR>TV

情感 Cable>VCR>TV TV/Cable 最高

TV/VCR 最低
Cable>VCR>TV

滿足機會 VCR>Cable>TV TV/Cable 最高

TV/VCR 最低
VCR>Cable>TV

資料來源：Dimmick, J（1993）.Ecology, economics, and gratification utility. In A.

Alexander, et al.(Eds.). Media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p.135-136).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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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賢（1999）使用區位理論研究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對台灣店鋪購物的影

響，從消費者購物行為的滿意度因素分析得出，消費零售產業所使用的消費者／

閱聽人資源，分別為「服務相關面向」、「產品／資訊相關面向」、「方便／隱

私相關面向」、「內容／取貨相關面向」、「情感相關面向」等五個資源面向。

整體而言，店鋪購物只有在方便／隱私相關面向表現較差，其他四個資源面向

上，在區位寬度、區位優勢都有優勢地位，區位重疊度分析上，三者間的競爭較

低，所以說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的出現，對於店鋪購物並未產生被取代或淘汰情

形。此外，店鋪購物可使用的資源面向較多樣化，所以環境就算發生劇烈的變動，

店鋪購物最有可能不受影響。而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之間的競爭狀況激烈，網路

購物在產品／資訊、方便／隱私、情感等相關取向，區位寬度、區位優勢都優於

電視購物，所以網路購物的出現有可能取代電視購物。

表2-3 網路購物、電視購物、店舖購物之區位分析

滿足面向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服務相關取向 店舖>電視>網路 網路/電視最大

網路/店舖最低

店舖>電視

店舖>網路

產品/資訊取向 店舖>網路>電視 網路/電視最大

網路/店舖最低

店舖>網路>電視

方便/隱私取向 網路>電視>店舖 網路/電視最大

網路/店舖最低

網路>電視>店舖

內容/取貨取向 店舖>電視>網路 網路/電視最大

網路/店舖最低

店舖>電視>網路

情感取向 店舖>網路>電視 網路/電視最大

電視/店舖最低

店舖>網路>電視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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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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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貞、黃振家（2002）以型錄、網路及實體商店作為研究對象，以區位理論

進行兩年的研究，比較三者作為消費者購物管道的優勢，並將管道效益的面向分

成溝通、通路與便利性三項，結果顯示，在區位寬度方面，商店的平均數值最大，

表示其區位寬度最寬，對環境改變或競爭的適應度最高，在區位重疊度上，網路

與型錄之間重疊度較大，顯示兩者具有替代性，競爭較強，最後在區位優勢的分

析上，該研究進行兩兩相比，比較兩者間的相對優勢為何？結果網路在溝通與便

利兩面向上較為突出，但商店在通路面向上遠超過其他兩通路。

表 2-4 網路、型錄與商店作為購物管道的區位分析
滿足面向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溝通 （第一年）網路＞型錄＞

商店

（第二年）網路＞型錄＞

商店

（第一年）商店/型錄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二年）商店/型錄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一年）網路>型錄

>商店

（第二年）網路>型錄

>商店

通路 （第一年）商店＞型錄＞

網路

（第二年）商店＞型錄＞

網路

（第一年）網路/型錄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二年）網路/型錄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一年）商店>型錄

>網路

（第二年）商店>型錄

>網路

便利 （第一年）網路＞商店＞

型錄

（第二年）網路＞商店＞

型錄

（第一年）型錄/商店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二年）型錄/商店最大

網路/商店最低

（第一年）網路>商店

>型錄

（第二年）網路>商店

>型錄

資料來源：郭貞、黃振家（2002），以區位分析比較網路、型錄與商店作為購物

管道之競爭優勢：一個跨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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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如（1999）則針對電子報、報紙與電視新聞三者進行研究，發現電子報

的區位寬度大於報紙和電視新聞，區位重疊度上則以報紙與電視新聞競爭最激

烈，電子報與電視新聞競爭最弱，區位優勢上則以電子報在四取向上優於報紙與

電視新聞，電視新聞在情感取向上表現較佳，報紙則是在反應真實上佔優勢。整

體而言報紙優於電視新聞，但重疊度不大，所以並非直接競爭，而電子報與其他

兩者資源使用並不相同，因此尚未影響其他兩者的生存。

表 2-5 電子報、報紙與電視新聞之區位分析
滿足面向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認知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報紙／電視新聞

最大

電子報／電視新聞

最小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情感 電視新聞＞報紙＞電

子報

同上 電視新聞＞報紙＞電

子報

方便／互動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同上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成本效益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同上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反應真實 報紙＞電子報＝電視

新聞

同上 報紙＞電視新聞＞電

子報

共享性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同上 電子報＞報紙＞電視

新聞

資料來源：蔡佳如（1999），從「區位理論」探討網路電子報對台灣新聞媒體產

業之影響－由閱聽人資源角度分析之。

從上面的研究觀之，與傳統大眾傳播研究的使用與滿足研究略有不同，本研

究主要針對閱聽眾的效用（utility）概念，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消費者會在有

限的時間與經濟能力內追求最大之效用，因此，能滿足消費者效用的產品才能獲

得青睞，不過，使用與滿足理論所強調的閱聽人的心理與社會文化因素，也正是

影響消費者選取管道來滿足其效用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上不可能將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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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的概念剔除，反而必須將其融入問卷中，以對閱聽人心理與社會因素的測

量，來了解滿足的獲得來源，對閱聽人來說，滿足的獲得即是效用的產生。

本研究以漫畫取得之管道為研究對象，但是由於漫畫本身具有內容，因此使

用的消費者也具有閱聽眾的身分，所以本研究套用區位理論進行之閱聽人滿足的

測量可以用來探討媒體之間的競爭情況，試圖藉由問卷調查閱聽人對於漫畫取得

方式的滿足效用情況，再以此測出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與區位優勢等數值，了

解各種漫畫取得方式在閱聽人面向上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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