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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租書店由於獲利穩定、創業門檻低，因此競爭相當激烈，如何在此環境中

找到一正確的競爭策略，已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中港商圈

為例，利用配額抽樣方法，抽取 276 位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以受訪者認



知訂出市場定位與競爭策略，再根據各租書店定位來探討不同租書店之人

口特徵、生活型態及消費行為。所獲得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交通

方式大部分為步行，平均約為 6.5 分鐘，消費者移動的時間並不長，店家

進行較有效率的宣傳活動。 （二）租書店的主力顧客為外借消費者，租

書店可推出優惠方案以提高其客單價來增加業績。 （三）預放金額的動

機主要優惠折扣與便利性，業者應針對這兩點設計優惠方案與更便利的交

易方式，以促進消費者預放金額的動機。 （四）打發時間為到租書店消

費最重要的動機，因此在書籍的選擇上，以娛樂性最為重要。 （五）對

租書店訊息的來源多為朋友告知與惠顧書店，當客人至店內消費時，提供

適當的訊息，提高再次消費的機率。 （六）消費者到租書店消費時大多

沒有同行者，店家可鼓勵消費者帶朋友來消費，以提高業績。  

摘要

(英)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requires little capital to start and run a rental bookstore and 

that the business will bring constant profit, the number of rental bookstores in 

Taiwan has been growing. Consequently, a keen competition has developed among 

these bookstores. How to employ appropriate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outcompete their business rival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these 

bookstores. Zhong-Gang business area was drawn as an example in this study 

where a quota sampling method was implemented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given to 

test 276 customer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se interviewees, 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 for the rental bookstore business as well as competing 

strategies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rental 

bookst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ders, their lifestyles and consuming behaviors 

were discussed. Conclusions and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made as a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as shown below: 1. Customers usually arrived at the rental bookstore on 

foot. It took them 6.5 minutes on average to get there. Not much time was spent 

moving through the bookstore. Therefore, marketing strategies geared towards such 

activities could be developed. 2. Most customers who went to rental bookstores 

usually checked out books. Therefore, bookstores should work out a promotion plan 

to enhance the unit price of book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 business. 3. A prepaid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discounts to regulars as well as to enhance 

customers’ convenience in checking out books. Bookstores should develop a more 

complete prepaid system to stimulate customers’ consuming motives. 4. 

Customers’ primary motive of coming to a rental bookstore was to pass their 

time.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entertainment books on the shelves 5. 

Customers who went to certain bookstores usually learned about these bookstores 

from friends or had been there before. Therefore, when these people revisit these 

bookstores, proper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enhance their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6. Most customers who patronized the rental bookstores were not 

accompanied by anyone. Bookstores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bring friends or 

acquaintances on their next visit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 busines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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