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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都市的密集化，及經濟的快速發展，今日的消費市場競爭激烈，同

一個商圈中常常會有許多屬性相同的商店，為了爭奪市場，企業開始重

視針對不同商圈的消費者特性，訂定不同的行銷策略及戰術，以攫獲消

費者注意並達到市場極大化的目的。 另一方面，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

臨，知識成為個人最有價值的資產，因此知識的攝取愈為重要。「書」



由於其多樣化及便利的特性，成為最佳的知識來源，帶動了書店產業在

近幾年內迅速擴張，其中又以大型連鎖書店為消費者最主要的消費場

所。 因此，本研究針對大型連鎖書局，探討在不同商圈中的書店消費者

是否具有不同屬性；不同屬性的消費者是否具有不同的書局偏好；不同

商圈中連鎖書局間的競爭關係又如何。希望研究結果能提供書局業者作

為經營時的參考。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忠孝及永和商圈中誠品、金石

堂、新學友三家書局的消費者。研究發現，忠孝商圈的消費者已婚者比

例較多，年齡層較高，較多非本地居民，行業以服務業為主，所得水準

較高；而永和商圈則以本地居民，年齡層較低的學生為主。在生活型態

方面，忠孝商圈的消費者重視生活品質，不重視價格；而永和商圈的消

費者則精打細算，重視品質同時也注意價格。在書店屬性的重視情況方

面，忠孝商圈的消費者較重視書店的基本屬性；而永和商圈的消費者除

了價格因素外，對其他屬性較不重視。 另外，發現年齡層較低的學生及

教育程度較低的消費者較傾向偏好誠品之外的金石堂或新學友；而偏好

誠品的消費者較常光顧書店，每次停留時間較久，在書局的花費亦較

多。 根據以上重點，本研究發展連鎖書店在不同商圈經營模式之建議，

及三家競爭的連鎖書店在不同商圈中的行銷組合策略。  

摘要

(英) 

Due to the high density of metropolita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sumer market of today is intensely competitive. You often find similar 

types of stores in a business district. In order to gain customers, the enterprises 

begin to be aware of making differ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tactics based on the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business districts, so they will catch the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reach market maximization. On the other side, as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comes, intelligence becomes the most precious assets 

of every individual. Therefore constantly getting knowledge is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and convenience of book, it becomes the best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results in fast expansion of bookstore industry. And 

consumers did most of their shopping in large chain-bookstores among the rest. 

Therefore, our study focused on large chain-bookstores to discover if consumers in 

different consumptive place obtai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preference 

of bookstores, and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in-bookstores in 

different business districts. Hope the finding could be reference for bookstore 

owners on running business. Our research surveyed on the customers of Eslite 

Bookstores, Kingstone Bookstores, and Senseio Bookstores in Chung-Hsiao and 

Yung-Ho district. The finding shows that the consumers in Chung-Hsiao district 

are mostly married compared to Yung-Ho district, higher age group, non-

immigrants, work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with higher incomes. Consumers in 

Yung-Ho are rather local immigrants and younger age group. The consumers of 

Chung-Hsiao district appreciated their living quality in spite of price. In compared 

to that, consumers from Yung-Ho are more considered in finding high-qualities 

with good price. In addition, we discovered that students from younger age group 

and consumers who are less educated preferred chained-bookstores like Kingstone 

or Sanseio instead of Eslite. Yet people who preferred Eslite are mostly regulars to 

bookstores, stay longer on each visit, and spend more time and money there.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s above, our research made some recommendations of 

business models in different business districts for chain-bookstores, and the 

marketing mix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business districts of the three competing 

chain-book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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