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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分成四個小節，第一節描述所採集之樣本的人口特徵。第二部分則分析

漫畫出租店、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三者所使用的閱聽人資源，可以分為那些面向，

第三節分析三者的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與區位優勢，並根據統計後的資料，對

三者之間的競爭狀況做探討，第二、三節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第四節則將了解

受訪者使用線上閱讀的狀況。

本研究於2005年10月23日架設網路問卷完成開始，到11月7日共進行16天的

問卷調查，回收問卷共372份，扣除填答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309份，有效問卷

比例為83.1％，此外，為確保所獲得資料足以對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進行分析，

研究者首先針對資料進行整體信度分析，根據吳統雄（1984）的研究結果，建議

之信度參考範圍如下表4-1。

表4-1 信度參考範圍

範圍 信度

信度≦0.3 不可信

0.3＜信度≦0.4 初探性研究，勉強可信

0.4＜信度≦0.5 稍微可信

0.5＜信度≦0.7 可信

0.7＜信度≦0.9 很可信

0.9＜信度 非常可信

資料來源：吳統雄（1984）。《電話調查理論與方法》。台北：聯經出版社。

而本研究在5%誤差水準之下，發現三種漫畫取得方式在滿足尋求與滿足獲

得的整體題項中都得到信度在0.9以上（見下表4-2），達到「非常可信」標準，

顯示問卷之題項可以有效分析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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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之整體信度分析

問卷內容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滿足尋求信度 .939 .941 .923
滿足獲得信度 .938 .945 .926

第一節 人口特徵描述

本研究先利用次數統計方式，歸納出受訪者的人口特徵資料，包括性別、年

齡、居住地、教育程度與職業等基本資料，列於下表 4-3。

根據蕃薯藤 2005 年初公佈的網路使用調查結果，15-30 歲的上網人口佔超過

一半的 52%，教育程度也以大專院校為最多佔 39%，職業則以學生居多佔四分

之一，而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問卷回收結果應會類似，但根據次數分配表所歸

納出受訪者人口特徵之資料，首先在性別上，男女比例接近一比一（男 47.2%、

女 52.8%），年齡集中在 21-25 歲（181 人，佔 58.6%），15-20 歲居次（87 人，

28.2%），教育程度則以大學／技術學院最多（224 人，72.5%），其次則是研究

所以上（53 人，佔 17.2%），職業則以學生居多（244 人，79.0%），居住地以

北部地區為主。

若從本研究的樣本資料來看，同時具有三種漫畫取得經驗以學生為最多，年

齡約在15-25歲之間，學歷涵蓋中高學歷，但仍以大專院校為大多數。本研究的

樣本資料較之更為集中於大專院校之學生，推論一方面應是因為台灣漫畫使用者

年齡層分佈集中於青少年，蕭湘文（2002）《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書中

便指出，台灣漫畫閱讀人口涵蓋十歲到六十歲，不過，主要仍以青少年為主；另

一方面，本研究因採非隨機抽樣，加上問卷鏈結網址多置於BBS討論版，而討論

版多半為大專院校學生瀏覽，造成受訪者較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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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問卷受訪者人口特徵

人口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46 47.2%性別

女 163 52.8%

14 歲以下 4 1.3%
15-20 歲 87 28.2%
21-25 歲 181 58.6%
26-30 歲 32 10.4%
31-35 歲 1 0.3%
36-40 歲 1 0.3%

年齡

41 歲以上 3 1.0%

北部地區 198 64.0%
中部地區 49 15.9%
南部地區 55 17.8%

居住地

東部地區 7 2.3%

國小以下 4 1.3%
國/初中 3 1.0%
高中/職 18 5.8%
專科 7 2.3%
大學/技術學院 224 72.5%

學歷

研究所以上 53 17.2%

學生 244 79.0%
工商服務業 7 2.35%
公務、公共行政 4 1.3%
個人、社會服務業 16 5.2%
資訊業 5 1.6%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2 0.6%
教師、研究人員 15 4.9%
家管 1 0.3%
軍人 4 1.3%
退休或待業 9 2.9%

職業

製造業（不含資訊電腦業） 2 0.6%

N=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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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閱聽人資源

問卷回收所獲得的閱聽人滿足資料，首先必須確認是否可以作為區位分析的

面向，再經由因素分析分為數種資源面向，第二部分則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將各資

源面向命名。

一、資源面向之確認

本研究必須先了解環境中有哪些資源面向供媒體族群使用，藉此了解三種漫

畫取得管道在資源使用上的差別。

本研究問卷中，第二部分屬於使用動機取向，藉此了解閱聽人尋求何種滿

足，而對應的是第三部分的問卷，了解閱聽人使用後的滿足獲得，而根據 Dimmick

（1993）的研究提到，當閱聽人尋求的滿足與媒體所提供的滿足一致時，便顯示

該媒體掌握住閱聽人，就可以得到閱聽人資源而維繫生存。

研究者針對問卷的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進行相關分析，一般相關分析有兩

種，Pearson 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與 Spearman 等級相

關，Pearson 積差相關適用於兩變數關係從一常態分配的母體中隨機抽樣出，並

且滿足常態性假設時，此外，變項應是等距或是比率量尺。Spearman 相關分析

主要應用於資料不滿足常態性假設之狀況，並用於順序變項關係之描述，本研究

是屬非隨機配額抽樣且採取 Likert 量表，因此使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蔡佳如，

1999，邱皓政，2002）。在誤差水準不超過 5%的情形下，共 63 題項中均呈現顯

著相關，顯示這些題項的確可以分析區位因素（見下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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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滿足尋求與滿足獲得之 Spearman 相關分析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1.花很少時間就取得漫畫

內容
.539** .495** .480**

2.通路地點（網址）容易接

觸
.519** .496** .461**

3.產品搜尋便利 .412** .432** .456**
4.環境氣氛（介面）讓我感

覺舒適
.535** .515** .522**

5.能提供個人化服務 .503** .485** .426**
6.能提供完善的售（租、閱）

後服務
.451** .467** .461**

7.服務是快速的 .506** .514** .438**
8.讓我取得的漫畫內容是

最新的
.586** .532** .608**

9.漫畫種類齊全 .465** .443** .528**
10.周邊商品齊全 .505** .522** .585**
11.漫畫是合法取得的 .607** .614** .502**
12.能讓我的閱讀是連貫的 .563** .543** .556**
13.提供的服務是可以重複

使用的
.563** .576** .519**

14.能讓我容易地找到我想

看的漫畫類型
.492** .498** .510**

15.能滿足我對漫畫的佔有

慾
.673** .611** .702**

16.能提供我所習慣的閱讀

方式（書面、電子）
.573** .519** .690**

17.能提供試看的服務 .329** .418** .501**
18.能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

外洩
.565** .652** .605**

19.能提供較低的價格 .496** .430** .561**
20.能常舉辦促銷活動 .435** .506** .448**
21.能提供優惠制度（如會

員）
.515** .569** .545**

*p<.05 顯著;**p<.01 很顯著;***p<.001 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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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分析，研究者將需求與滿足21題項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簡化成較少因素，使得這些因素足可代表原題項之變異量，而這些因素亦可代表

所有變項的變異量，並作為區位分析的面向。

在線上閱讀的因素分析中，首先以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及KMO抽樣

檢定衡量此變數是否值得進行因素分析，經檢定衡量後，KMO值為0.925，Bartlett

球型檢定之顯著水準為0.000，顯示此變數可以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取主成

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將問卷第三部分所有滿足獲得題項，以因

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簡化成較少的因素，但仍然可以代表所有變項的變異

量，並將其作為區位分析的面向。

至於因素個數的決定，主要依據的是特徵值（eigenvalue）的大小。特徵值

代表某一因素可解釋的總變異量，特徵值越大，代表該因素的解釋力越強（邱皓

政，2002）。因素分析中，通常依照Kaiser所倡議的方法以能解釋變異數達1.0

為分野，解釋變異數之能力小於1.0即不以選取，Kaiser認為特徵值小於1之因素

能解釋的總變異量過低，其效力不反而不如單一變項（黃俊英，1986）。

經過因素分析的結果，在漫畫專賣店的部分共萃取出 3 個因素，可解釋的變

異量達 60.63%，包含的因素見表 4-5，漫畫出租店則萃取出 2 個因素，可解釋變

異量 57.60%，包含的因素見表 4-6，線上閱讀的題項則可以萃取出 4 個因素，可

解釋的變異量為 63.45%（見表 4-7），均有超過 50%的解釋變異量。



54

表 4-5 漫畫專賣店滿足獲得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題項 包含題項

因素一 14.讓我容易地找到我想看的漫畫類型

9.漫畫種類齊全

4.環境氣氛讓我感覺舒適

10.周邊商品齊全

21.提供優惠制度（如會員）

11.漫畫是合法取得的

18.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外洩

13.提供的服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16.提供我所習慣的閱讀方式（書面、電子）

15.滿足我對漫畫的佔有慾

12.讓我的閱讀是連貫的

因素二 2.通路地點（網址）容易接觸

3.產品搜尋便利

1.花很少時間就取得漫畫內容

7.服務是快速的

8.讓我取得的漫畫內容是最新的

因素三 20.常舉辦促銷活動

6.能提供完善的售（租、閱）後服務

5.能提供個人化服務

19.提供較低的價格

17.提供試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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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漫畫出租店滿足獲得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題項 包含題項

因素一 2.通路地點（網址）容易接觸

3.產品搜尋便利

1.花很少時間就取得漫畫內容

7.服務是快速的

14.讓我容易地找到我想看的漫畫類型

9.漫畫種類齊全

4.環境氣氛讓我感覺舒適

21.提供優惠制度（如會員）

11.漫畫是合法取得的

19.提供較低的價格

17.提供試看的服務

8.讓我取得的漫畫內容是最新的

16.提供我所習慣的閱讀方式（書面、電子）

12.讓我的閱讀是連貫的

因素二 20.常舉辦促銷活動

6.能提供完善的售（租、閱）後服務

10.周邊商品齊全

5.能提供個人化服務

18.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外洩

13.提供的服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15.滿足我對漫畫的佔有慾

此外，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滿足獲得因素所萃取出的因素個數不同，且代表

之題項也有所差異，為了取得共同討論的基礎，本研究選擇以線上閱讀所萃取出

的 4 個因素作為衡量區位面向的基準，主要有幾個理由，第一，因為線上閱讀是

三種方式中晚近出現的一種，也是本研究的重點，此外，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

店分別只粹取出 3 個與 2 個因素，雖然因素分析企圖找出最少的因素來代表所有

的觀察變項，但是研究者仍需在因素個數與可解釋變異量之間找尋平衡點（邱皓

政，2002），而線上閱讀所粹取出的 4 個因素獲得三種方式中最高的解釋變異量，

加上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粹取出的某些因素題項過多，命名上較為不易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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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命名的準確性，因此，研究者決定選取線上閱讀的因素分析結果作為衡量基

準，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7。

表 4-7 線上閱讀滿足獲得之因素分析表

題項 因素負荷量

2.通路地點（網址）容易接觸 .830
3.產品搜尋便利 .792
1.花很少時間就取得漫畫內容 .743
7.服務是快速的 .638
14.讓我容易地找到我想看的漫畫類型 .582
9.漫畫種類齊全 .514
4.環境氣氛讓我感覺舒適 .500

因素一

特徵值 4.179
20.常舉辦促銷活動 .818
6.能提供完善的售（租、閱）後服務 .772
10.周邊商品齊全 .733
21.提供優惠制度（如會員） .681
11.漫畫是合法取得的 .667
5.能提供個人化服務 .567

因素二

特徵值 3.678
19.提供較低的價格 .818
17.提供試看的服務 .696
8.讓我取得的漫畫內容是最新的 .629
18.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外洩 .619
13.提供的服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614

因素三

特徵值 3.000
因素四 16.提供我所習慣的閱讀方式（書面、電子） .760

15.滿足我對漫畫的佔有慾 .739
12.讓我的閱讀是連貫的 .615
特徵值 2.467

不過，為確定線上閱讀之因素分析結果可用於漫畫專賣店及漫畫出租店的滿

足獲得部分，研究者以線上閱讀結果對另兩者進行信度分析，結果發現三者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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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超過 0.5，達到「可信」之標準（見下表 4-8），有些甚至達到「非常可信」

的標準，因此應可用此結果進行分析。

表 4-8 滿足獲得因素信度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因素一 .897 .920 .898
因素二 .831 .813 .838
因素三 .688 .772 .824
因素四 .843 .673 .774

二、區位面向描述

經過因素分析與信度檢定後，本研究將區位資源因素區分成四類，並根據所

包含之題項為因素命名，由於以往沒有關於漫畫取得方式的區位研究，而本研究

先前在進行問卷設計之時，曾參照過去文獻中的閱聽人滿意測量因素，整理出問

卷發展表，因此，在進行面向命名時，研究者回去參考問卷發展表上之面向，加

上因素分析結果對照，進行面向之命名，以下為本研究之閱聽人資源因素之分類

及敘述。

（一）因素一 便利／舒適面向

因素一當中包括通路地點（網址）容易接觸、產品搜尋便利、花很少時間就

取得漫畫內容、服務是快速的、讓我容易地找到我想看的漫畫類型、漫畫種類齊

全、環境氣氛讓我感覺舒適七個題項。這些題項顯示，閱聽人在取得漫畫的過程

中，希望不論在搜尋或是服務上，能感受到便利與快速，例如通路要能容易找到，

而產品種類是完整並且易找的，也有相關研究指出，購物便利是上網購物的最主

要因素（黃美文，1998），因此取得漫畫內容或許也有類似的狀況，再加上整個

取得的過程是感覺舒適沒有壓力，所以研究者將因素一命名為「便利／舒適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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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二 服務相關面向

因素二包括常舉辦促銷活動、能提供完善的售（租、閱）後服務、周邊商品

齊全、提供優惠制度（如會員）、漫畫是合法取得的、能提供個人化服務。這些

題項顯示閱聽人重視取得管道的服務，不只是取得前後，還希望能提供個人化、

會員或是漫畫產品之外的商品服務，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將因素二命名為「服

務面向」。

（三）因素三 產品／資訊面向

因素三則包括提供較低的價格、提供試看的服務、讓我取得的漫畫內容是最

新的、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外洩、提供的服務是可以重複使用的。這些題項顯示，

閱聽人針對產品（漫畫）本身資訊的要求，包括有較低的價格，可以試看內容，

內容是最新的並可重複閱讀，均屬於漫畫內容資訊的需求，因此研究者將因素三

命名為「產品／資訊面向」 。

（四）因素四 個人／情感面向

因素四包括提供我所習慣的閱讀方式（書面、電子）、滿足我對漫畫的佔有

慾、讓我的閱讀是連貫的等三個題項。這些題項顯示閱聽人重視取得方式能否滿

足個人情感上的要求，針對的是個人的觀感，例如個人習慣的閱讀方式、讓自己

閱讀連貫順利，並滿足情感上的佔有慾，因此研究者將因素四命名為「個人／情

感面向」。

第三節 以區位理論分析三種漫畫取得方式之競爭

根據 Dimmick（1993）提出的區位理論修正公式（詳細公式列於第三章），

可以分析媒體之間的競爭，本研究從閱聽人滿足效用的角度出發，探討漫畫取得

管道之間如何競爭閱聽人資源，本節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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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位寬度

在第二節中，本研究將閱聽人資源利用因素分析，分成四種資源面向，根據

Dimmick（1993）所修正後的區位寬度公式，研究者將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四種

資源面向之區位寬度算出，列於表 4-9。

表 4-9 三種漫畫取得管道之區位寬度值*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便利／舒適面向 0.671 0.687 0.642
服務相關面向 0.651 0.576 0.365
產品／資訊面向 0.570 0.644 0.736
個人／情感面向 0.800 0.655 0.578
整體平均值 0.673 0.640 0.580

*區位寬度值（B）會介於0到1之間，數值愈大表示該族群區位寬度愈寬

各族群的區位寬度值可比較出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朝專一化

的專才（specialist）發展或多元化的通才（generalist）發展，區位寬度值越高表

示區位寬度越寬，亦即該族群在此區位上所運用的資源越多元化，值越低則代表

該族群在此區位上所運用的資源越朝向單一化。

總結上面三種漫畫取得方式在四個資源面向的區位寬度分析，可以看出整體

而言，漫畫專賣店的區位寬度最高。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整體平均值介於漫畫

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之間。線上閱讀的區位寬度值相較之下比較極端，在便利／舒

適面向、服務相關面向與個人／情感面向都是最低的，而在產品／資訊面向則是

最高。

首先針對各個資源面向的區位寬度進行說明，分析形成此種結果的原因，之

後再作整體性的分析。

（一）便利／舒適面向

在這個資源面向中，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最寬（B=0.687），其次是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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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店（B=0.671），線上閱讀最低（B=0.642）。不過實際上三者之間差距並不

大，顯示在便利／舒適的概念上，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給予閱聽人的滿足是相近

的，相較線上閱讀的便利，或許是因為在台灣，漫畫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也不難

找到，因此網路在便利性上的優勢，在漫畫取得上較不明顯。此外，線上閱讀由

於合法管道稀少，但非法盜版的漫畫並不見得齊全，也影響了閱聽人在線上尋找

漫畫的便利程度。

（二）服務相關面向

在服務相關面向部分，漫畫專賣店的區位寬度最寬（B=0.657），表示該族

群愈能滿足閱聽人的多元需求，其次是漫畫出租店（B=0.576），相較來看，線

上閱讀與另外兩者的差距較大（B=0.365）。這也可以顯示出，由於漫畫專賣店

主要商品就是漫畫，因此對於漫畫族的要求比較重視，相關服務也比較完整，而

漫畫出租店雖然也是以漫畫為主力商品，不過在周邊商品或個人化的服務上相較

而言比較缺乏，至於線上閱讀，因為大部分是非法管道，所以在服務方面可說完

全沒有，甚至管道本身的穩定度都嫌不足，常有被抓關閉的狀況，當然更不用說

會員優惠制度或促銷活動。

（三）產品／資訊面向

在產品／資訊面向，線上閱讀的區位寬度值最高（B=0.736），第二是漫畫

出租店（B=0.644），最低的是漫畫專賣店（B=0.570）。對於漫畫閱聽人來說，

線上閱讀的易得加上免費且快速的特性，讓許多想要早點獲取漫畫內容或是相關

資訊的閱聽人，能夠最大的滿足程度，加上台灣多半是日本漫畫，網路上往往可

以找到較台灣代理商更快的翻譯，這是漫畫出租店與專賣店無法相比的，不過，

相較於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由於是以銷售漫畫為主，自然對漫畫內容較保護

（例如封套），所以對獲取漫畫資訊較為急切的閱聽人來說，感受到的滿意度也

就較低，但兩者之間差距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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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情感面向

在個人／情感面向上，漫畫專賣店獲得最高的區位寬度值（B=0.800），其

次是漫畫出租店（B=0.655），最低的是線上閱讀（B=0.578）。此面向包括提供

習慣的閱讀方式、滿足佔有慾及閱讀連貫，從這個結果可以看出，閱聽人認為即

使線上漫畫也可以下載收藏，出租店也有紙本，不過還是漫畫專賣店最能滿足個

人對於漫畫的情感需求，另外，相較起來漫畫出租店仍舊比線上閱讀獲得的滿意

度為高，可能是因為閱聽人還是習慣於紙本的閱讀，比起線上閱讀圖檔，翻頁時

以連線速度會有些許讀取時間，紙本的閱讀也比較連貫。

（五）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漫畫專賣店的區位寬度最高，除了在產品／資訊面向較另外兩者

為低外，服務相關面向與個人／情感面向都顯著比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要高，

而便利／舒適面向也與最高的漫畫出租店相去不遠，所以可以說，漫畫專賣店是

屬於通才，能運用的資源較多元化，因而比較能滿足各種閱聽人的不同需求，但

在產品／資訊面向也許是因為在專賣店接觸漫畫內容較為困難或是要付出較多

金錢，無法滿足閱聽人要求，屬於專才，朝專一化發展。

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則介於漫畫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之間，各面向的區位寬

度值波動也不大，因此可以解釋，漫畫出租店在四種區位下，都有機會朝向專才

或是通才的方向發展，由此可以顯示，漫畫出租店對於閱聽人來說，能夠滿足各

方面一定的需求。

線上閱讀的區位寬度值在便利／舒適面向、服務相關面向與個人／情感面向

都是最低的，而在產品／資訊面向則是最高，再次顯現了網路資訊的豐富度不是

實體店面可以比擬的，因此在獲取資訊表現上，閱聽人對線上閱讀的滿意度最

高，可朝向通才發展，可是，在其他方面線上閱讀比起其他兩種管道，區位寬度

值都較低，尤其在服務相關面向，也證明了線上閱讀在缺乏實體通路又以非法為

大宗的狀況下，無法廣泛地照顧到閱聽人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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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漫畫出租店只在便利／舒適面向的區位寬度上高於其他

兩種管道，但是差距只有0.014與0.044，所以若線上閱讀能加強最弱的服務，線

上閱讀在資源使用上很可能比漫畫出租店更為多元化。

二、區位重疊度

區位重疊度可以看出族群間資源使用的重疊情形，進而了解彼此間的競爭程

度，重疊度越高表示競爭越激烈，下表 4-10 是根據 Dimmick（1993）的修正公

式算出三種漫畫取得管道的區位重疊度，區位重疊度的數值從 0 到 8，越大表示

兩者間競爭越不激烈，反之則表示兩者資源重疊，競爭較強。整體看來，漫畫專

賣店的區位寬度最寬，漫畫出租店次之，但兩者之間差距不大，線上閱讀的區位

寬度最窄

表 4-10 三種漫畫取得管道區位重疊度*

漫畫專賣店／漫

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漫畫

出租店

線上閱讀／漫畫

專賣店

便利／舒適面向 1.787 2.672 2.946
服務相關面向 2.071 3.035 3.635
產品／資訊面向 2.827 2.539 3.566
個人／情感面向 2.544 3.003 3.210

*區位寬度值（O）介於 0 到 8 之間，數值愈小表示兩族群間重疊度大，競爭愈強

（一）便利／舒適面向

在便利／舒適面向部分，競爭最激烈的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

（O=1.787），其次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O=2.672），最後是線上閱讀與漫畫

專賣店（O=2.946），不過後面兩組競爭激烈程度差異不大。可以顯示由於漫畫專

賣店與漫畫出租店同樣以漫畫為銷售（出租）主要商品，對於閱聽人來說，都應

該提供便利的搜尋，也因此造成在此面向上重疊度相當高，相對的線上閱讀屬於

無店舖的取得管道，因此提供的便利程度本就與實體店舖有所差別，所以重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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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低，競爭並不激烈。若對照區位寬度，線上閱讀是寬度值最低的，顯示資源

使用較窄，因此資源使用上應該容易與其他管道重疊，可是事實上與其他兩者競

爭反不激烈，或許是因為閱聽人對於線上閱讀在便利／舒適面向上的要求並不

高，造成此種結果。

（二）服務相關面向

服務相關面向中，同樣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的競爭最為激烈

（O=2.071）其次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O=3.035），最不激烈的是線上閱讀

和漫畫專賣店（O=3.635）。這樣的結果顯示，實體店舖的取得管道所能提供的

服務類型，諸如舉辦促銷、會員制度等本就與無店舖管道有所差別，所以相較起

來，線上閱讀在此一面向上與另外兩者的重疊度較低。若與區位寬度的結果綜合

觀察，可以發現線上閱讀的區位寬度值比起另兩者都低，使用資源較窄化，但在

此面向上，與另外兩者的競爭同樣較不激烈。

（三）產品／資訊面向

在產品／資訊面向中，區位重疊度最大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

（O=2.539），第二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O=2.827），但前兩者差異不大，

區位重疊度最小的則是線上閱讀和漫畫專賣店（O=3.566）。由此可以看出，線

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在這裡出現競爭的態勢，應該是因為在內容的容易接觸度

上，兩者較為類似，加上同樣都能提供試看與較低的價格，而漫畫專賣店與線上

閱讀在這裡對資源的使用較為不同，區位重疊度較小。同樣結合區位寬度來看，

線上閱讀在此面向的區位寬度值最寬，因此資源使用的多元化程度較高，而漫畫

專賣店寬度值最低，顯示多元化程度較低，而兩者之間的區位重疊度又不高，並

無競爭態勢，因此顯示，兩者在產品／資訊面向資源使用的多元化與方向相當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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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情感面向

個人情感面向的區位重疊數值，是四大區位面向中數值較為接近的，競爭程

度上以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最激烈（O=2.544），其次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

店（O=3.003），最後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O=3.210）。從這裡可以看出漫

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同時競爭閱聽人的情感資源。對應區位寬度來看，漫畫專

賣店和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值雖都較線上閱讀高，在此面向適合往通才發展，

而線上閱讀最低，應往專才發展，但線上閱讀與其他兩者在此面向上的競爭並不

激烈，顯示資源使用較不相同。

（五）整體分析

根據蔡佳如（1999）針對電子報、電視新聞與報紙的區位研究，認為資源的

競爭程度應與資源使用的多元程度呈反向關係，也就是使用資源越多元，與其他

媒體（管道）的競爭應該較低，呈現出區位寬度越寬，與其他媒體（管道）的區

位重疊度多半較小，不過，從本研究的結果中發現，四大面向裡，便利／舒適面

向、服務相關面向、情感／個人面向都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的競爭最為激

烈，從這可以顯示，雖然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均寬，使用資源較

多元，不過，兩者似乎使用的是極為類似的資源，對閱聽人來說兩者互為替代品

（substitute goods），這也可以佐證漫畫業者對於漫畫出租店總是抱持非常憂心

的態度。

而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的區位重疊度值，更是在四大面向中都是最小的，

競爭最不激烈，漫畫專賣店的區位寬度最高，使用資源最多元，而線上閱讀區位

寬度值低，顯示資源使用較集中，而兩者之間顯示競爭較弱，表示，線上閱讀雖

是晚近才出現的漫畫取得管道，不過在閱聽人的觀感中，似乎是用以彌補漫畫專

賣店的不足，例如試看服務、費用較低、取得最新的漫畫內容等，兩者之間比較

類似互補品（complement goods）。

而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只在產品／資訊面向上區位重疊度最大，不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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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個面向看來，漫畫出租店和線上閱讀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線上

閱讀的環境更為成熟之後，雙方的競爭也許會更為激烈。

整體觀之，線上閱讀的出現對漫畫專賣店其實影響不大，反倒補足了漫畫專

賣店不能提供給閱聽人的部分，漫畫專賣店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漫畫出租店，漫畫

出租店一方面與漫畫專賣店競爭，另一方面則在各個面向上面臨了線上閱讀不定

程度的挑戰。

三、區位優勢

區位優勢可以判斷兩個族群在資源的使用上，何者較具優勢，研究者以

Dimmick（1993）的區位優勢公式，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4-11。

不過，為了判斷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線上閱

讀／漫畫專賣店彼此之間的區位優勢值是否具有分析意義，必須先針對各族群所

得的區位優勢分數進行配對T檢定（matched-pair t-test），如果達到顯著差異水

準，區位優勢的比較才有意義，詳細數值列於下表4-11。

根據區位分析的結果，漫畫專賣店面對的不管是漫畫出租店或是線上閱讀都

較具優勢的，而漫畫出租店對線上閱讀則在四個面向中的三個佔有優勢，產品／

資訊面向則由線上閱讀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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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三種漫畫取得管道之區位優勢

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漫畫專賣店

便利／

舒適面

向

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

(5.065) (4.210)

t=-1.445

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

(9.016) (6.531)

t=-2.675**

漫畫專賣店＞線上閱讀

(9.408) (7.777)

t=1.701

服務相

關面向

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

(6.052) (2.469)

t=7.630***

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

(12.058) (1.939)

t=-15.492***

漫畫專賣店＞線上閱讀

(15.698) (1.987)

t=18.148***

產品／

資訊面

向

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

(6.919) (3.958)

t=-6.970***

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

(6.845) (3.136)

t=6.389***

線上閱讀＞漫畫專賣店

(10.414) (3.744)

t=-11.195***

個人／

情感面

向

漫畫專賣店＞漫畫出租店

(4.660) (1.178)

t=10.839***

漫畫出租店＞線上閱讀

(4.657) (2.819)

t=-4.064***

漫畫專賣店＞線上閱讀

(6.851) (1.531)

t=11.060***

*p<.05;**p<.01 很顯著; ***p<.001 非常顯著

（一）便利／舒適面向

在便利／舒適面向上，漫畫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漫畫專賣店與線上閱讀之

間由於區位寬度差距不大，因此進行配對 T 檢定也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雖然漫

畫專賣店與另外兩者，無法判斷優劣。不過，漫畫出租店對線上閱讀佔有競爭優

勢。

（二）服務相關面向

在服務相關面向，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顯著優於線上閱讀，這種結果顯

示服務仍然是網路管道的一大劣勢，因為漫畫專賣店與出租店，若是閱聽人有問

題，終究有人可以當場服務並解決，但線上閱讀在此點本就有困難，加上非法管

道較多，也加深閱聽人對線上閱讀服務缺乏的觀感。

此外，漫畫專賣店對漫畫出租店同樣佔有優勢，或許如同前述，專賣店主要

商品即為漫畫，但出租店往往還有小說等商品，因此對漫畫的閱聽人來說，漫畫

專賣店所能提供的服務是較為完整且合於其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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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資訊面向

在區位寬度的分析中，產品／資訊面向便是線上閱讀表現最佳的一個部分，

而在區位優勢的分析裡，線上閱讀顯著優於漫畫出租店及漫畫專賣店，網路的快

速在這裡還是具有效用，閱聽人可以從線上獲得較快的漫畫內容與資訊，並且得

到試看的機會。至於漫畫出租店這部分則略優於漫畫專賣店，應該同樣是因為相

較漫畫專賣店，出租店的產品與資訊同樣是比較公開的。

（四）個人／情感面向

區位寬度分析中漫畫專賣店就是表現最好的，而在區位優勢上，個人／情感

面向中，漫畫專賣店表現也的確最為優異，可見若要滿足漫畫閱聽人對漫畫的情

感因素，終究還是要以購買的方式才能達到。

而漫畫出租店在個人／情感面向優於線上閱讀，主要原因可能是閱聽人還是

習慣於紙本閱讀的實在感，比較能感覺漫畫畫技的不同，而線上閱讀雖然方便，

不過在情感或習慣上可能無法滿足閱聽人。

（五）整體分析

現針對三種漫畫取得管道，兩兩比較，進行整體的區位優勢分析。

1.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

在區位重疊度的分析時發現，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

組，四大面向中包含便利／舒適面向、服務相關面向及個人／情感面向都是重疊

度最大的的組別，而在區位優勢上，除了便利／舒適面向沒有顯著差異外，服務

相關面向和個人／情感面向都是漫畫專賣店優於漫畫出租店，因此整體看來，兩

者之間的競爭是漫畫專賣店較佔優勢，而漫畫出租店只在產品／資訊面向優於專

賣店，不過這卻不是兩者重疊度最大的部分，所以漫畫出租店可能需要加強服務

以及和顧客的情感連結部分。

2.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

從區位重疊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之間有一定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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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但相較於其他組合，只有在產品／資訊面向競爭最為激烈，可是在區位優

勢的部分出現相當有趣的結果，兩者競爭最為激烈的產品／資訊面向中，線上閱

讀優於漫畫出租店，可是，其他三個面向都是由漫畫出租店取得優勢，因此線上

閱讀若能在服務與情感上加強，或是漫畫出租店在產品／資訊的易得性上提升，

雙方的競爭勢必更為複雜且激烈。

3.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

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在區位重疊度上，各項都是最低的，也顯示了兩者比

較像是互補品，而在區位優勢上，線上閱讀雖然只在產品／資訊面向上優於漫畫

專賣店，不過差距不小，可以證明產品／資訊面向的確是漫畫專賣店的弱點，也

是線上閱讀與其互補的主要部分，依此建議，線上閱讀似乎可以專朝此面向發

展，強化自身優勢。

四、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區位優勢之整體分析

在分析族群間的競爭時，只看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區位優勢其中之一是

無法看出族群間競爭的全貌，必須同時從這三個指標進行觀察，才能了解各族群

間競爭的整體關係。下表4-12即是整理自以上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區位優勢

的結果，以便能透過這三種區位分析之工具，了解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競爭情形。



69

表4-12 三種漫畫取得管道之區位比較表

區位寬度 區位重疊度 區位優勢

便利／舒適面向 漫畫出租店＞漫畫

專賣店＞線上閱讀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

（競爭最激烈）

線上閱讀／漫畫專

賣店

（競爭最和緩）

漫畫出租店＞線上

閱讀*

服務相關面向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線上閱讀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

（競爭最激烈）

線上閱讀／漫畫專

賣店

（競爭最和緩）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線上閱讀

產品／資訊面向 線上閱讀＞漫畫出

租店＞漫畫專賣店

線上閱讀／漫畫出

租店

（競爭最激烈）

線上閱讀／漫畫專

賣店

（競爭最和緩）

線上閱讀＞漫畫出

租店＞漫畫專賣店

個人／情感面向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線上閱讀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

（競爭最激烈）

線上閱讀／漫畫專

賣店

（競爭最和緩）

漫畫專賣店＞漫畫

出租店＞線上閱讀

*其他兩組結果並不顯著，因此無法判斷

（一）便利／舒適面向

在便利／舒適面向，區位寬度最寬的是漫畫出租店，其次是漫畫專賣店，線

上閱讀的寬度值最窄，因此漫畫出租店在此面向的資源使用是最多元化的，而線

上閱讀則是最單一化的。從區位重疊度來看，重疊度最高的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

出租店，最低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也就是說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之

間的競爭最激烈，而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競爭相較其他比較不激烈。而在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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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的比較上，漫畫出租店優於線上閱讀，但其他兩者未達顯著標準，無法判斷

優劣。

若同時將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與區位優勢三種分析工具來看三種漫畫取得

管道在便利／舒適面向的競爭狀況，可以發現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兩者之間

重疊度高，競爭非常激烈，而雖然漫畫出租店的區位寬度稍寬，但是與漫畫專賣

店的差距只有 0.014，因此可說兩者使用的資源都相當多元，但可惜的是，在區

位優勢的分析上並未達顯著，所以不能判定兩者的優劣。

至於線上閱讀，雖然區位寬度值最低，顯示其資源使用的單一化，不過，線

上閱讀與其他兩者之間在便利／舒適面向競爭比較和緩，屬於互補品，因此還是

可以朝向專才的方向發展，找尋市場上的空間。

（二）服務相關面向

在服務相關面向中，區位寬度最寬的是漫畫專賣店，其次是漫畫出租店，區

位寬度最窄的是線上閱讀，因此漫畫專賣店在此面向資源使用上相對其他兩者較

為多元化。從區位重疊度來看，競爭最激烈的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最和

緩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居中。在區位優勢上，漫

畫專賣店最具優勢地位，漫畫出租店次之，線上閱讀居於劣勢。

同時由三種分析工具可以看出，在服務相關面向，漫畫專賣店的表現最佳，

因為區位寬度最寬，屬於通才，也最具有優勢地位，雖然與漫畫出租店競爭最為

激烈，不過因為資源使用最多元化，因此即使漫畫出租店或是線上閱讀的出現，

在服務相關面向上，漫畫專賣店還是保有優勢。

反觀漫畫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出現高度競爭，但是，資源使用上不及漫畫專

賣店的多元，競爭上也未佔有優勢，所以應該無法威脅漫畫專賣店的生存，而線

上閱讀雖然與漫畫出租店相比較，區位寬度較窄，競爭優勢也尚不及漫畫出租

店，可是雙方卻有中度競爭，將來發展成熟，也許會成為漫畫出租店最大的競爭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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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資訊面向

在產品／資訊面向上，區位寬度最寬的是線上閱讀，第二是漫畫出租店，最

窄的則是漫畫專賣店，可見線上閱讀在此面向上的資源使用最多元，漫畫專賣店

最單一。若從區位重疊度來觀察，重疊度最大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其次

是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最小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也就是說線上閱

讀與漫畫出租店競爭最為激烈，而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競爭最和緩。在區位優

勢方面則是線上閱讀表現最佳，其次是漫畫出租店，漫畫專賣店居於劣勢。

在產品／資訊面向中可以看出線上閱讀的表現最佳，不但有最寬的區位寬

度，同時又具有區位的優勢地位，線上閱讀可以提供最快的產品資訊、產品價格

以及是試看內容的服務，網路的無遠弗屆也是店舖管道望其項背的，所以線上閱

讀在此面向表現最佳，是可以預見的情形。

而線上閱讀的出現，在產品／資訊面向上對於漫畫出租店最有可能產生威

脅，因為兩者之間存在極大的競爭，這或許是因為兩者都是較為快速的提供漫畫

內容，也同樣以較低廉的產品價格打動閱聽人，而線上閱讀在區位寬度與區位優

勢上表現又較漫畫出租店為優。此外，雖然在產品／資訊面向裡，漫畫專賣店與

其他兩管道之間的競爭關係較為和緩，不過不可否認漫畫專賣店不論在區位寬度

或是區位優勢上的表現都是三取得管道中表現最差的。

（四）個人／情感面向

最後是個人／情感面向，漫畫專賣店的區位寬度最寬，其次是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的區位寬度最窄，所以在此面向是漫畫專賣店的資源使用最為多元化，

漫畫出租店次之，線上閱讀依賴的資源種類最單一。至於在區位重疊度上，漫畫

出租店與漫畫專賣店的競爭最為激烈，其次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競爭最和

緩的是線上閱讀與漫畫專賣店。而在區位優勢的比較上，最具優勢地位的是漫畫

專賣店，漫畫出租店次之，居於劣勢地位的則是線上閱讀。

在個人／情感面向上，在區位寬度、區位優勢都是漫畫專賣店明顯較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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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因為漫畫專賣店可以讓閱聽人獲得佔有慾的滿足，並提供了最讓閱聽人習

慣的閱讀方式，所以此面向上自然表現比其他兩種管道優異。而漫畫出租店在區

位寬度與區位優勢上表現都是次佳，相較於表現最差的線上閱讀，漫畫出租店即

使無法滿足閱聽人的佔有慾，不過書面的閱讀方式應該還是較易被閱聽人所接

受。

若加上區位重疊度來看，漫畫專賣店與漫畫出租店的競爭最激烈，不過依照

區位寬度與區位優勢的情形來看，在個人／情感面向上，漫畫出租店應該尚不致

威脅漫畫專賣店，或許要等到多數閱聽人對於漫畫佔有感的需求減退，漫畫專賣

店才會真正受到威脅，至於競爭次激烈的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則取決於對電

腦螢幕觀看漫畫的習慣與否，而在現代人待在電腦前的時間越來越多，加上電子

書的普及化，也許電子化的漫畫將來更為閱聽人所接受，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

之間的競爭勢必越演越烈。

第四節 各種漫畫取得方式的使用狀況

本研究問卷的第一部分包含了受訪者對於不同漫畫取得方式的使用狀況，整

理於此節，屬於本研究之次要資料。

一、漫畫取得方式的使用頻率

根據下表可以發現，所有受訪者中將近一半（45.0%）認為自己最常使用的

是漫畫出租店的管道，而漫畫專賣店與線上閱讀則相去不遠。

表 4-13 最常使用何種管道之次數分配表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總計

次數 89 139 81 309
百分比 28.8% 45.0% 26.2% 100.0%

若從頻率來看，本研究問卷詢問受訪者使用三種漫畫取得方式的頻率為何，

將問卷結果整理如下，309 位受訪者的漫畫取得方式頻率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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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使用漫畫取得方式頻率之次數分配表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非常高 52（16.8%） 93（30.1%） 84（27.2%）

高 46（14.9%） 57（18.4%） 58（18.8%）

普通 79（25.6%） 58（18.8%） 60（19.4%）

低 47（15.2%） 40（12.9%） 41（16.5%）

非常低 85（27.5%） 61（19.7%） 56（18.1%）

從上表可以發現，從受訪者的主觀看法來看，大部分人認為自己去漫畫專賣

店的頻率較多的人只佔 31.7%（16.8%+14.9%），反觀認為自己常去漫畫出租店

的佔有 48.5%（30.1%+18.4%），常在線上閱讀漫畫的佔 46%（27.2%+18.8%），

顯示普遍來說，受訪者認為比起漫畫出租店與線上閱讀，自己是比較少去漫畫專

賣店的。

進一步分析，將使用三種管道頻率高低與最常使用的取得管道進行交叉分

析，從下表 4-15 可以發現，認為自己線上閱讀頻率高與非常高的 142 位受訪者

中，有 70 位（49.3%）覺得自己最常使用的取得管道卻是漫畫專賣店及漫畫出租

店。相較於認為自己使用漫畫專賣店頻率最高的 98 位受訪者，只有 35 位（35.7%）

覺得自己最常使用的是其他兩種管道，而認為自己使用漫畫出租店頻率最高的

150 位受訪者，只有 38 位（25.3%）覺得自己最常使用的管道是其他兩者，很顯

然線上閱讀頻率較高的受訪者中反倒認為自己最常使用另外兩種管道的人較

多，這是比較奇怪的現象，但使用漫畫專賣店與出租店頻率較高的受訪者，則只

有少部分認為自己最常使用的是其他兩種管道，從這裡可以看出，線上閱讀管道

似乎與其他兩種管道之間是不重疊的，或是互補的。

此外，另一個有趣的狀況是，不管使用漫畫專賣店或線上閱讀管道頻率較

高，都仍有近三成的人，認為自己最常使用的是漫畫出租店，可以顯示，漫畫出

租店在使用上頗受到閱聽人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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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使用管道頻率非常高及高者與最常使用之管道交叉分析表

使用漫畫專賣店頻

率高與非常高者

使用漫畫出租店頻

率高與非常高者

使用線上閱讀頻率

高與非常高者

最常使用漫

畫專賣店者

63（64.3%） 28（18.6%） 27（19.0%）

最常使用漫

畫出租店者

28（28.6%） 112（74.7%） 43（30.3%）

最常使用線

上閱讀者

7（7.1%） 10（6.7%） 72（50.7%）

總計 98（100%） 150（100%） 142（100%）

二、漫畫取得方式與人口變項

（一）性別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見下表4-16），男性在使用三種漫畫取得管道的比例

相去不遠，而女性則以漫畫出租店為主要取得管道，但若進一步分析，男性在線

上閱讀的比例明顯較女性為高（39.0%＞14.7%），這應該與男性上網人口比例

多於女性有關，若細看可以發現在漫畫專賣店上男女比例差距不大，顯見比起男

性在線上閱讀與漫畫出租店比例差距不多，女性取得漫畫的管道集中於漫畫出租

店。

表4-16 性別與最常使用的漫畫取得管道交叉分析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總計

男 39（26.7%） 50（34.2%） 57（39.0%） 146（100%）

女 50（30.7%） 89（54.6%） 24（14.7%） 163（100%）

X²=24.886，df=2，***p<.001

（二）年齡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見下表4-17），20歲以下的漫畫閱聽人最常使用的是漫

畫專賣店的取得管道，比例是41.8%，而21-25歲以及26歲以上的閱聽人，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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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出租店為主要取得管道，分別佔有50.8%、45.9%的比例，這顯示雖然漫畫

的讀者群包含十到六十歲，但各年齡層取得漫畫的方式上還是有所不同。至於線

上閱讀的部分，25歲以下的比例略高，這也符合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在2004年的公布「2004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調查顯示16-25歲者寬

頻使用比例最高，均超過七成八。

表4-17 年齡與最常使用的漫畫取得管道交叉分析

漫畫專賣店 漫畫出租店 線上閱讀 總計

20 歲以下 38（41.8%） 30（33.0%） 23（25.3%） 91（100%）

21-25 歲 39（21.5%） 92（50.8%） 50（27.6%） 181（100%）

26 歲以上 12（32.4%） 17（45.9%） 8（21.6%） 37（100%）

X²＝13.550，df=4，**p<.01

（三）居住地與學歷

至於在居住地部分，分成北中南三區與最常使用之漫畫取得管道進行交叉分

析（X²＝5.803，df=4，p=.214，未達顯著水準），北部地區使用漫畫出租店比例

最高，中部地區使用漫畫出租店的比例較南北為高，南部地區則最多人使用線上

閱讀。而學歷部分（X²＝6.268，df=4，p=.180，未達顯著水準），高中以下使用

漫畫專賣店比例明顯較高，大專院校與研究所以上的使用情形則差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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