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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章第一節將介紹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即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

讀，第二節則針對研究問題，從文獻中整理符合研究對象之各項成本效益，並提

出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Dimmick（1983）所發展的三個區位指標-區位寬度（niche

breadth）、區位重疊度（niche overlap）及區位優勢（niche superiority）來分析使

用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與專賣店三者之閱聽眾滿足程度的差異，藉此判斷各族

群之發展方向及族群間的競爭態勢。

所謂漫畫出租店，便是以「租借漫畫」為主要營業項目的商家，以往可能包

括個人經營的小書攤，如今則包含以時間為計價單位的漫畫複合休閒店２或是以

本計價的漫畫出租店，其中十大書坊與皇冠租書城合計約有 1600 家以上的店

面，佔全部漫畫出租店約三分之一，其他則還有個別經營的漫畫出租店，而漫畫

王則是目前唯一以時間為計價單位的連鎖漫畫複合休閒店。

線上閱讀的解釋各家莫衷一是，也尚未有明確的定義出現，比較類似且有清

楚解釋的名詞為「電子書」，周正賢（2000）認為所謂的電子書不一定具有「書」

的形式，而是以各種附有屏幕的設備（device），取代過去的紙張閱讀。但是由

於線上閱讀包含了上網的內涵，與電子書又有些許不同，如果將這樣的概念套用

至漫畫的線上閱讀，應可以解釋成消費者利用網際網路，在網路上或以下載的方

式閱讀漫畫。不過依照來源的不同有些需要付費，有些則是網友以盜版掃描的方

式上傳提供給其他網友欣賞，但因為本研究是針對「線上閱讀」此種「漫畫取得

２黎勉旻（1998）認為漫畫王等以時間計價的店家商品應是時間與空間，但由於其主要是以漫畫作為吸引消

費者之手段，書種也頗為齊全，因此本研究仍將其視為漫畫出租店的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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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研究對象，所以付費或合法與否不在研究範圍內，因此本研究將兩種閱

讀方式一併納入，以求研究的完整與適地性。

最後，漫畫專賣店則是以漫畫作為主要販賣商品的店家，並不提供租書服

務，並多半會販售漫畫周邊商品如畫冊等。不過與一般書店不同，漫畫專賣店中

的漫畫多會密封，因此專賣店的顧客多半是對漫畫有所了解或對漫畫家有忠誠度

的讀者（黎勉旻，1998）。

區位理論的研究中，媒體所競爭的資源包含內容、廣告及閱聽人，本研究針

對的是閱聽人資源的部分，在以往的區位理論研究中，若是探討購物管道多半將

消費者與閱聽人的概念等同視之，例如彭玉賢（1999），郭貞、黃振家（2002）

都將消費者當做購物管道所競爭的資源。若討論的是媒體，由於媒體提供內容資

訊，因此閱聽人的概念才是被競爭的資源，例如蔡佳如（1999）便以閱聽人而非

消費者為名。在本研究中，由於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三種漫畫取

得方式的付費機制不同，並不能完全視為購買行為，非法線上閱讀更無須付費，

因此本研究將其定義為「漫畫取得方式」而非「漫畫購買方式」，加上讀者從漫

畫中獲取的是內容，從此觀之，「漫畫取得管道」的概念似乎更加接近「媒體」

或是「獲取內容之通路」的概念，各個取得管道的差異較近似於電視新聞、電子

報或報紙之間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選擇以「閱聽人」的概念作為各管道的競爭資

源，非「消費者」的概念，而付費的概念則成為閱聽人選擇管道時的影響因素之

一。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了解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及漫畫專賣店如何相互競逐閱聽人的青

睞。生態學中之區位理論（Niche Theory）便是一套能夠解釋不同族群在環境中

相互競爭資源的理論，經由閱聽人資料的收集，可用於了解各種漫畫取得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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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閱聽人的過程中，分別在哪些面向競爭較強或較具優勢。但由於目前並沒有

以消費者或閱聽人角度，探討漫畫閱讀方式的文獻資料，也沒有可以直接使用的

問卷，因此在執行問卷前，必須建構出適合用於漫畫取得管道研究的測量指標。

Dimmick（1993）認為在研究消費者區位資源時，必須測量閱聽人或消費者

的滿足效用，在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一致的情況下，媒體才能獲得閱聽人或消費

者資源。本研究將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與線上閱讀都視為漫畫內容的取得管

道之一，而由於之前沒有關於漫畫取得方式的研究，因此，根據前述彭玉賢（1999）

對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對台灣店鋪購物的影響之研究，他將消費者購物行為的滿

意度因素分析整理出五個消費者／閱聽人資源效用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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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郭貞、黃振家（2002）之研究則把購物管道的閱

聽人效益面向分成溝通、通路與便利性三項。歸納上述兩項對於購物管道之研

究，可以大致分成通路取向（通路、方便隱私面向），服務取向（服務相關面向、

便利性），產品取向（產品資訊面向、內容取貨面向）及情感取向（情感相關面

向、溝通）。

此外，若從「內容取得管道」的概念來思考，蔡佳如（1999）對報紙、電視

新聞與電子報三種新聞內容取得方式的研究，分成認知、情感、方便互動、成本

效益、反映真實與共享性六大面向，去除認知、反映真實與本研究較無關係，大

致可分為通路（方便互動）、產品（共享性、成本效益）與情感（情感）三取向。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通路、產品與情感屬於「購物管道」及「取得管道」研

究中共有的面向，而服務面向則出現於購物管道研究，內容取得管道之研究則無

明顯與服務有關之面向，可能是因為內容取得管道多半是單向傳輸資訊，因此內

容提供者與閱聽人之間互動機會不多，不過，本研究中的漫畫出租店便是提供漫

畫內容閱讀服務，與服務人員互動機會多，因此本研究將服務面向加入，此外，

相較於前述關於購物管道的研究，本研究中包括出租店與專賣店兩種不同的購物

方式，因此將成本效益獨立出來，希望能適用於漫畫取得方式的閱聽人滿足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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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因素，依此測量閱聽人使用不同漫畫取得管道的動機與滿足。

Dimmick（1993）也認為要收集消費者或閱聽人滿足效用的相關資料，可先

採用深度訪談方式，以深入了解受訪者的使用動機、滿意情況。但由於目前只有

關於音樂或是網路書店與傳統購物的區位研究，因此，本研究試圖先以深度訪談

的方式，了解受訪者對於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的使用動機與滿足，

配合研究者對文獻的整理，修正舊有問卷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消費者資料。

本研究即針對消費者資源的區位因素，進行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區位優

勢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不同漫畫取得方式在不同資源因素的區位寬度差異情況為何？

（二）不同漫畫取得方式在不同資源因素的區位重疊程度如何？

（三）不同漫畫取得方式在不同資源因素的區位優勢高低情況如何？

（四）漫畫專賣店、出租店與線上閱讀三者間的競爭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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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依照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前述文獻的整理，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

競爭關係

競 競

爭 爭

關 關

係 係

圖 3-1 本研究架構

第三節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藉由訪談漫畫閱聽人以了解其使用動機、滿意度，收集閱聽人滿足效

用的相關資料。了解受訪者對於線上閱讀漫畫、漫畫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的使用

動機與滿意度，之後再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閱聽人滿足效用的資料

收集。

由於目前並沒有以閱聽人滿足效用討論漫畫閱讀方式的相關文獻，在建構量

表時，僅能參考舊有購物管道或方式之文獻找出數個可能因素（如前述通路／便

利等五因素）作為本研究問卷設計的初步架構，因此本研究在建構問卷之前，必

須先以訪談的方式，收集初步的閱聽人資料，藉以修正問卷的內容。

研究者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十日，發信詢問台大 PTT 實業坊 BBS 漫畫群組

漫畫銷售業

閱聽人滿足獲得之因素

線上閱讀服務提供者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漫畫出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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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版版主與常見版友，共訪談了 10 名受訪者，由於本研究的問卷將會針對具

有線上閱讀、出租店租閱與購買經驗的漫畫讀者發放，因此，所有選取的受訪者

均有線上閱讀漫畫、在漫畫出租店閱讀與在專賣店購買漫畫的經驗，下表 3-1 為

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 3-1 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取得漫畫經驗（近一年）

1 女 24 學生 線上：兩次左右

漫畫出租店：五十次左右

專賣店：二十本

2 男 25 軍人 線上：三十次以上

漫畫出租店：十次左右

專賣店：數十本

3 男 30 上班族 線上：十次左右

漫畫出租店：十次左右

專賣店：兩三本

4 男 25 學生 線上：十次左右

漫畫出租店：三十次左右

專賣店：兩三本

5 男 24 軍人 線上：十幾次

漫畫出租店：數不清

專賣店：二十本

6 女 20 學生 線上：兩次左右

漫畫出租店：上百次

專賣店：兩三本

7 女 25 學生 線上：二十次以上

漫畫出租店：四五十次

專賣店：兩本

8 男 24 學生 線上：上百次

漫畫出租店：五十次

專賣店：七本

9 女 30 上班族 線上：兩三次

漫畫出租店：五十次

專賣店：一本

10 女 24 上班族 線上：一次

漫畫出租店：三四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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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店：一本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必須是兼具有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這三種

漫畫閱讀經驗者。其中男女比例各半，年齡介於20-30歲之間，背景中包含學生

五人、軍人兩人及上班族三人，訪談中並請訪談對象提供近一年的取得漫畫之經

驗，線上閱讀的部分，低於十次的有四位，而最高者一年有超過上百次線上閱讀

的經驗；漫畫出租店租閱則普遍超過五十次；不過，在專賣店購買則只有三位超

過二十本，其餘均不到兩位數，且以兩三本為多。研究者訪談問題如下：

（一）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基本背景資料。

（二）漫畫閱讀經驗：瞭解受訪者過去一年內在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專賣店

的取得漫畫情形。

（三）漫畫閱讀方式使用動機：就通路／便利、服務、產品、心理情感、成本效

益等五大因素進行細部訪談，以瞭解受訪者使用某種方式的動機。

（四）滿足獲得情形：瞭解受訪者在不同方式的滿意程度，包括通路／便利、服

務、產品特質、心理情感、成本效益等五大因素，比較其優劣。

（五）以開放式作答，由受訪者自行陳述動機與滿意情況。

一、問卷設計

綜合上節所獲得之閱聽人使用資料，本研究試圖結合過往類似研究，發展出

適合於漫畫取得管道的問卷。

（一）問卷設計參考資料

根據上節提到，本研究參照彭玉賢（1999）、蔡佳如（1999）與郭貞、黃振

家（2002）等研究中的閱聽人滿意測量因素，整理出通路／便利等五個構面。另

外，Dimmick（1993）、彭玉賢（1999）等人研究的問卷架構都採用Likert量表，

來測量受訪者的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因此本研究採用九點Likert量表測量。

而國內並沒有關於漫畫購買或取得方式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問卷內容主要



43

參考鄭璁華（1999）針對網路購物消費者滿意度之研究與彭玉賢（1999）針對網

路購物的題目以及吳丞欣（2000）針對國內音樂購買與下載之問項，並輔以本研

究在訪談所搜集整理的資料，進行問卷設計。

吳丞欣（2000）的研究中分成選擇不同方式獲得音樂產品的動機、滿足獲得

及使用行為三部分，依此，本研究也將問卷分成四個部分：

1.閱讀經驗：這部分主要是了解受訪者在近一年內，線上閱讀漫畫、在出租

店閱讀漫畫與在專賣店購買的情形。

2.閱讀方式使用動機：此部分採取九點Likert量表，測量受訪者對線上閱讀

漫畫、出租店租書與專賣店購買的使用動機，此處將根據文獻整理共分成五大部

分的題項（見下表3-2），就通路／便利、服務、產品、心理情感、成本效益等

五大因素分成細項進行調查。

3.滿足獲得：這部分的題目與第二部分的題目相同，也都屬於封閉式問卷設

計，採用九點Likert量表，主要是測量受訪者對於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租書與

專賣店購買的使用動機滿意程度。

4.基本資料：收集受訪者的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居住地區、學

歷、職業、收入等基本資料。

鄭璁華（1999）的研究將產品知覺、購物經驗、消費者服務與消費者風險等

四個面向各分為數個衡量項目，再由各衡量項目下分各種評估準則，並以評估準

則作為問卷題項，因此本研究也試圖在前述整理的通路／便利、服務、產品、心

理情感、成本效益五大因素下分出不同的衡量項目與準則。

研究者先將參考之問卷中意義相近者合併，不過，由於參考之問卷針對的是

不同媒體所設計，所以研究者在設計問卷時會將其轉化成適合於本研究之題項，

並配合深度訪談所得之資料，製作問卷發展表（見下表3-2），研究問卷將依此

發展。

根據本研究所作的深度訪談，在通路／便利面向，受訪者主要認為通路點多

寡、種類多，氣氛輕鬆等都是考量的準則；而在服務面向，則有售後服務好壞，



44

速度等標準；產品面向中，受訪者比較重視產品（漫畫）本身的品質、漫畫是否

值得收藏與故事架構都是影響選擇取得管道的原因；在心理情感面向，閱讀習慣

或是經濟風險也會影響選擇的管道；最後是成本效益，價格優惠則是最重要的影

響因素。總結以上，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資料為基礎，將通路／便利等五個構面

下分數個衡量類目，並以受訪者的回覆意見作為評估準則之選項，作為問卷的參

考架構。

表3-2 問卷發展表

構面 衡量類目 評估準則

通路普遍性 通路接觸難度

通路穩定程度

使用簡易度 找書便利與否

通路／便利

環境 閱讀氣氛

閱讀方式

租售服務 提供個人化服務

租售後服務

服務速度

服務

服務多樣性 漫畫種類齊全

周邊商品租售

產品品質 漫畫新舊程度

盜版

產品

產品特質 閱讀是否需要連貫

重複使用程度

題材

閱聽眾心理觀感 滿足佔有慾與否

閱讀習慣

心理特質

消費者風險 過濾內容優劣

個人資料外洩

產品價格 取得價格較低成本效益

促銷／優惠 常舉辦促銷活動

提供優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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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前測

問卷初步設計完成後，選取深度訪談名單的前五位受訪者，加上五位BBS

站上漫畫版常見版友，但並未參與深訪者，共十位進行前測，歸納出問卷題目過

長，部分題義不清楚等問題，研究者針對缺點進行修正，完成本研究最後使用的

正式問卷。

二、抽樣設計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了解閱聽眾對不同取得漫畫管道的滿意程度，進而分析出

不同取得管道的區位優劣，因此研究對象必須同時具有線上閱讀、出租店租閱與

專賣店購買的經驗，由於漫畫題材多樣，閱讀年齡層相當廣，因此本研究並未再

年齡層上進行限制，只要填答者具有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經驗即可，在衡量人力

與成本後，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在網路上進行便利抽樣的問卷調查。因為網路

使用者過於複雜，不一定符合本研究所需樣本，因此本研究將問卷的網址放置北

中南各大BBS（電子佈告欄）的漫畫版３，引導有閱讀漫畫習慣者填答問卷，加

上BBS具有轉信功能，也能提高問卷的回收速度。

四、網路問卷調查

電腦網路科技的發展，使得透過電腦網路進行問卷調查成為一種新興的調

查方式，以目前的網路技術與應用來看，網路調查的形式基本上可分為四種：電

子郵件（E-mail）、網路論壇（Newsgroup）、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

全球資訊網（World-Wide Web）（張一帆，1997）。

（一）電子郵件（E-mail）：問卷的形式是以簡單的文字檔呈現，儲存在電子郵

件中，寄到目標受訪者的電子信箱內。受訪者填答問卷完畢後，選擇回覆的功能，

３根據張幼芳（2005）的報導中指出台大PTT實業坊為全國最大的BBS站，而經研究者一週內比較中部與南

部各BBS上站人數統計，東海大度山之戀與成大夢之大地則分別是中部與南部最大BBS站、此外為加快問

卷回收，研究者也將問卷網址放置政大貓空行館、師大精靈之城BBS站的漫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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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將問卷回覆到研究者或發信者的E-mail信箱，完成問卷回收。

（二）網路論壇（Newsgroup）：將文字檔的問卷貼在論壇或討論區，並邀請網

路論壇的使用者上網填寫問卷。當使用者填寫完畢後，將問卷寄回研究者或發信

者的電子郵件信箱即可。

（三）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與上述類似，受訪者在回答問卷

之後，將問卷寄回研究者或發信者的電子郵件信箱。

（四）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全球資訊網利用超連結的方式散佈資

訊。因此在問卷設計上，必須以一種超文件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HTML）的格式作成網頁（Webpage）或首頁（Homepage）。研究者

將設計好的問卷存入一台全球資訊網伺服器內，使用者利用瀏覽軟體連結到問卷

作答。

由於網路問卷透過電腦製作與發送，因此較為節省人力與物力，回收的問卷

也可利用電腦直接進行編碼與分析的工作，Strauss & Frost（1999）也認為網頁

問卷調查同時可透過網路將問卷傳送到各地，且不需郵資及雇用調查人員的薪

資、郵寄時間等，是既快速又便宜的收集資料方式（轉引自吳丞欣，2000）。網

頁問卷也可透過程式的撰寫，讓受訪者回答正確題項的問題，減少紙本問卷中跳

答所造成的錯誤；此外，由於沒有訪員監視的壓力，受訪者應較願意誠實填答問

題。不過，網頁問卷也有一些無法避免的限制，首先，由於無法確知網路使用者

的名單，所以無法進行隨機抽樣；另外，網頁問卷一旦刊登上全球資訊網，就無

法控制填寫者的身分，容易發生選樣偏差的問題，造成上網能力成為問卷填寫的

先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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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會透過SPSS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此外，先以

次數分配（Frequency Analysis）了解各變數的分配，並整理出閱聽人實際使用經

驗的資料，在進行閱聽人資源面向分類前先以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確定問卷題項可以分析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區位競爭，最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可以將各題項簡化成數個因素，但是仍然可以代表所有的變異量，所

以本研究將採取因素分析來粹取出閱聽人滿足構面，藉此得知各族群所競爭的閱

聽人資源共有那些。得出閱聽人資源種類之後，利用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與區

位優勢的公式進行計算，明確分析出各族群在閱聽人資源上的競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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