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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販賣對 Zine 之關係研究

指導教授：鄭元皓
研究學生：林正恩、楊子宜、顏筠融
關 鍵 詞：Zine、通信販賣、電子商務、獨立出版、通販

摘要
Zine 大多是由個人或少數人組成的團體進行創作，目前的銷售管道也是以 Zine 專賣
店、獨立書店、咖啡店、展覽藝廊或是參與市集活動等非傳統出版使用的商業通路為主。
然而在網路興起的現今，若能發展網路通信販售，不但能讓因受限於地理因素之 Zine 消
費者得以透過網路購買之外，也能讓 Zine 出版品在網路上可被搜尋並增加可見度。因此
網路販售再現今對 Zine 而言是可以發展的區域，但目前國內與 Zine 相關之研究還未對此
深入討論，本研究會針對對於 Zine 創作者較為簡易的網路販售模式 -- 通信販賣進行調查，
藉問卷及深度訪談之研究方法，以了解 Zine 出版者與消費者對於網路通信販售能否助於
Zine 的銷量、營收與能見度。

張凱傑、王藝蓁、陳品妧
從眾行為下體驗行銷於品牌忠誠度之影響 — 以流行運動品牌鞋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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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Zine 大多由個人或少數人組成的團體進行創作。在產出時是以創作及想傳達之理念
為主，而非商業考量，因此在製作的時候會依內容嘗試不同的印刷或裝訂方式，並考量
到其製作的獨特性以及讀者偏向小眾族群，大多會以小量或限量發行。這樣的出版方式
讓 Zine 的成本相對較高，在此前提之下若能使用更節省成本的銷售方式及通路更能提高
創作者的營收。而就目前 Zine 在臺灣的銷售通路中，除了向 Zine 專賣店、獨立書店、咖
啡店、展覽藝廊等實體空間委託販售或是參與市集活動之外，也有創作者會在網路上透
過通信販賣進行販售。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若能發展網路通信販賣讓因地理限制受限
不便到委託販售或活動現場的 Zine 消費者得以透過網路購買。另外也因 Zine 出版品的購
買者為小眾，網路通信販賣能讓 Zine 出版品在網路上可被搜尋並比起原先僅在實體販售
更增加可見度，讓屬於它的客群能透過通路購買。
網路販售對現今的 Zine 而言是可發展的區域，但目前國內與 Zine 相關之研究還未
對此深入討論，因此本研究會針對對於 Zine 創作者較為簡易的網路販售模式 -- 通信販賣
進行調查，了解 Zine 的出版者與消費者對於網路通信販售能否幫助 Zine 的銷量、營收與
能見度。並想讓 Zine 的出版者以及未來想創作 Zine 的人能透過此研究了解網路通販與
Zine 之關係。

二、研究目的
由於 Zine 的成本相對較高，若能使用更有效益的通路對於 Zine 的販售者也較有幫
助。透過此研究讓正在進行 Zine 創作的人或未來可能往此方向發展的創作者可以更了解
Zine 的發表管道以及網路通販的可能性。
（一）Zine 在通信販賣通路上的銷量與營收狀況
藉由深度訪談法向 Zine 的出版者了解透過通信販賣對於銷量及營收是否有增加的現象。
（二）通信販賣通路是否提升 Zine 的能見度
藉由問卷調查法對 Zine 的出版者及消費者進行調查，了解通信販賣是否能讓出版品的能
見度提高。
（三）比較實體商店或活動銷售與通信販賣
透過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了解這兩個通路的現況後比較兩者的差異。

三、研究重要性
（一）學者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
國內有關於 Zine 的研究大多是以 Zine 刊物本身及創作者為軸心來探討 Zine 的特性
及發展的歷史，而有學者對於後續的研究建議可以對於 Zine 獨立出版未來發展的發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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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模式、市場面向進行研究。（黃思慈，2013；黃莉潔，2015）

（二）Zine 的創作特性
相較其它出版品，Zine 獨有的特色如：形式上實驗性、內容上保有創作性與相對較
高的自由、不是以商業為考量而創作，相當具有文化價值。而 Zine 能有補足主流媒體所
缺少與遺漏的部份之作用。（黃思慈，2013）

四、研究流程
確立研究背景與動機

↓
確立研究問題與目的

↓
文獻探討與統整

↓
確立研究假設

↓

↓

訂定問卷內容

訂定訪談內容

↓

↓

發放問卷調查

進行專家訪談

↓

↓

問卷統計結果分析

訪談內容整理

↓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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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 ) 研究範圍：
1.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及深度訪談法，為使研究更加聚焦會將研究
對象鎖定在 Zine 之出版者與其購買者，調查其認為通信販售是否有助於 Zine 之銷
售。
2. 研究對象以臺灣的 Zine 出版者為研究主體
( 二 )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時可能會產生的限制有以下幾點 :
1. 相關文獻缺少
2. 因採取非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沒有辦法達成真正的隨機抽樣
3. 進行訪談的人員是研究者本身，非專業採訪人士
4. 訪談對象可能不方便接受訪談
5. Zine 的出版者因私人原因無法提供完整的營收數據

六、名詞解釋與定義
( 一 ) 通信販賣：
為日文用語「通信販売（つうしんはんばい）」。通販有別於一般在實體店舖販售
商品的銷售型態，指的是以廣告、型錄、網路媒介等方式向消費者宣傳商品，並在接受
到訂單後以郵寄方式配送商品。此定義與國內的無店面零售業定義相同。本研究所提及
的通信販賣是指透過網路媒介的「網路通信販賣」。
( 二 )Zine：
「Zine」是從「FANZINE」的簡稱而來。而「FANZINE」是「粉絲（FAN）」與「雜
誌（MAGAZINE）」的合成自創字，意思是由喜歡科幻、小說或音樂等等的粉絲們自主
獨立發行、冊數有限（通常是 500 本以內，且受完不一定會再版）的同人誌或小冊子。
在本研究中，只要是「自由創作的獨立出版品」都屬於 Zine 的範疇。Zine 是個人或小團
體依照各自的想法，自由、隨自己喜歡的方式所製作的印刷物――多數都是不以迎合消
費者市場、非商業取向而創作之少量出版品。這類手工製作的出版品並不透過一般書店
通路流通，有時甚至可能也不放在經手獨立出版品的專賣店裡販售。
( 三 ) 同人誌：
「同人誌」日語為どうじんし ，「同人」的意思原指「一群有共同喜好的人」，
而同人誌顧名思義便是一群同好共同創作並且出版的刊物。同人誌這個名詞原本沒有特
別限制刊物的創作方式和目標事物，但就一般而言，較常聽到這個名詞主要是指漫畫或
與漫畫相關的周邊創作。而 Zine 也是由同人誌發展出來的，在歐美地區，同人誌常以
「FANZINE」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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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同人誌販售會：
原先是以讓同人誌創作者與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但近年來的同人誌販售則越來
越有商業氣息（盧姿霈，2012）。

貳、文獻探討
一、關於 Zine
（一）Zine 的發展歷程
有人認為小冊子作者如馬丁 • 路德（1517 年在諸聖堂門前貼出了《關於贖罪券效
能的辯論》（即《九十五條論綱》），提出討論教會腐敗問題），以及工業化前的自由
抗爭者，是開拓全新出版世界的先驅，但雜誌和出版迷則普遍相信， Zine 的起源來自
七十年代的地下科幻小說圈子，當時狂迷次文化正開始興起。一般而言，Zine 起源於
1930 年代美國科幻小說書迷們自主製作的小型冊子，也就是 FANZINE。而第一本 Zine
可以追溯回 1930 年代的一本科幻小誌——「the Science Correspondence Club」所出版的
《The Comet》，自此之後便開啟一股與科幻相關的獨立出版品潮流。到了 70 年代後期，
英美興起龐克搖滾風潮，當時全錄（Xerox）影印機開始普及，人們流行使用這牌子的影
印機製作傳單或少量的 Zine。狹義的 Zine 多半是指由龐克 DIY 精神（Do It Yourself）所
發展出的一連串 Zine。
到了 1990 年後期，網路開始真正普及，網路上的網頁、網誌等，讓個人更方便地發
表展現自己的東西。現在的 Zine 也有點類似這些網路平台，可讓眾人看到各種類型、型
態的內容，包括私人的、或一般雜誌不會刊登的東西。
在台灣歷史中的 Zine，可以追溯回 1950 年代戒嚴時期的「黨外雜誌」、「地下刊物」，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的媒體與出版業受到嚴格控管，1931 年國民政府頒布規範出版
品的實行法，1952 年再將此法修正，執政者可對所有刊物進行直接控制，嚴重侵犯人民
言論自由，1958 年正式立法通過。此時期最具代表性之地下刊物為 1979 年創刊號的《美
麗島》雜誌。
（二）Zine 的類型
1. 收錄音樂、電影、文藝、漫畫、運動等主題評論、批評、訪談為內容的刊物。
2. 發表照片、手繪等的藝術創作，以及詩、小說、漫畫等個人創作的作品集。
3. 針對某地區或文化圈等特定社群的刊物。
4. 個人生活日記。
5. 介紹身邊商店、活動、生活風格等為內容的刊物。
（三）Zine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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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而言，有些是便利商店的影印機印製，充滿手工感；也有些是單色或雙色簡單
印刷的作品；還有些甚至是委託印刷公司全彩印刷、徹底展現視覺效果的作品。
裝訂而言，大部分的 Zine 多採用手工裝訂，除了最普遍的釘書機裝訂之外，也有用
線和縫紉機裝訂的 Zine，或是沒有裝訂成冊、直接以折疊方式完成的成品，還有採用將
印刷好的紙張用迴紋針固定的方式等，形式變化多端。
（四）Zine 的發表管道
Zine 是自由創作的東西，因此與一般書籍不同，必須自行開拓通路，否則完全無法
流通。因此，作者通常會拿到市集或是專門為 Zine 所設計之展售會上販售，既可以直接
販售自己創作的 Zine，也能直接與讀者交流。在同人誌這個分支則是經常會在專為販售
同人誌所舉辦之「同人誌展售會」上販售交流。
另外還有通信販賣，Zine 作者一般統稱「通販」之方式，此種販售方式的名稱是從
日本開始發展的，約從 1876 年開始，一般泛指透由媒體等無店面宣傳方式銷售的手法，
如郵購、電視購物等，最初郵購為大宗，後來逐漸轉為網路購物為主。Zine 的銷售通常
為作者自行設立網站獨立販賣或是利用一個人能使用之網路購物平台進行銷售。

二、網路時代的來臨與實體書店面臨的考驗
（一）越發成長的網路世界
個人曾經上網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的 2017 年台灣寬頻網
使用調查報告指出，雖然 2017 年的數值與 2016 年數值相較下，下滑了 6%，分析原因之
後發現 2017 年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較 2016 年數量增加許多，因 60 歲以上民眾上網率本
來就比較低，雖然此統計經過加權調整，仍使 2017 年曾經上網率下降，如若與 2015 年
相比較，也許曾上網率就在 83.4% 上下。
隨著網路的使用愈來愈廣泛，網路零售業也逐漸興起，近幾年網路購物更是在人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以網路拍賣為例，其特性有以下三點：網站本身僅提供平台、
消費者的身分可為買家或賣家、商品定價方式經過雙方協調。不同於實體商店面對面的
服務方式，販售者與購買者透過網路平台直接進行溝通交易，網路平台中更常見買家賣
家互相評價之功能，提供消費者一個商家選擇的保障，與實體商店往往只能靠口碑讓消
費者作為依據選擇的模式，顯得更直接明白。
由經濟部統計處提供的數值，可見其他無店面零售業的營業額自 2011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呈現向上成長的趨勢，其行業範圍包括了以郵件、廣播、電視、網路作為媒
介進行銷售的零售業，網路銷售即概括其中，雖每個月互相比較都有上下波動，但整體
而言呈現的是逐漸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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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無店面零售業營業額趨勢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二）數位時代與傳統出版業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 102 年到民國 106 年，台灣出版業的營業額大
致呈現下滑的趨勢，傳統出版業在現今的數位時代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除了出版業營
收下降外，如圖表所示，從 2013 到 2016 年間，僅僅四年就倒閉了 151 間實體書店，雖
然基隆市、新竹縣、宜蘭縣、嘉義市、屏東縣都呈現書店家數的正成長，仍無法挽救書
店間數下滑的頹勢。因此由這樣的統計資料看來，實體書店的生存勢必是這個數位時代，

商家要面臨的最大課題，不能再只是單純提供書籍文具的販售。
圖 2-2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台灣出版業銷售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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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網路書店的崛起與實體書店的生存之道
台灣的網路書店目前作為主流的有兩間，金石堂和博客來；金石堂是由實體店面衍
生出網路店家，並同時經營，除了傳統的郵寄送貨，更提供實體店面取貨及超商取貨的
服務，博客來則是無實體店面，同樣提供郵寄及超商取貨的服務。目前的情勢來看，台
灣網路書店的龍頭非博客來莫屬。博客來能在網路書店占不可動搖的一席之地有以下三
個原因：依託第三方實現高效物流、明確產業結構，引入外部資本、利用需求長尾擴大
利潤。第三方協助物流效率成長，所謂委託第三方指的就是與 711 超商合作線上訂貨、
超商取貨的服務。引入外部資本則是因為與 711 超商長期合作，建立兩個企業的互信關
係，711 上游的統一企業投資博客來，取得 50.025% 的股權。利用長尾理論則是博客來
利用克里斯 • 安德森 (Chris Anderson) 在《長尾理論》一書中提到的理論，非實體商店
沒有實體的貨架限制庫存，而能無限延伸庫存，拉長非熱門商品的尾巴。
實體書店在台灣如誠品書店，它不僅僅是銷售書籍，更多角化經營，如同百貨商場
一般也販售書籍以外的商品，其為人稱道之處更是將閱讀營造出一種高尚的質感，無論
是建築的設計、書籍相關活動的規劃都十分吸引大眾。

三、小眾出版與網路
（一）「小眾」之成因
小眾於大眾而言是相反的概念，小眾文化的誕生是源於人們產生的逆反心理，「是
人們有意識地脫離習慣的思維軌道而向相反的思維方向探索的一種行動」（劉亞奇，
2010） 。隨時代推移，人們愈來愈追求個性化，而會傾向選擇與大眾事物相反的事物，
小眾文化於焉誕生。
（二）小眾出版的優勢
小眾出版的優勢有以下兩點：針對性強、優質之讀者資源、任何 「小眾」都是「大
眾」。針對性強這點，打著小眾名義，本身就是針對特定族群，因此目標客群非常明確。
優質的讀者資源，一般而言當社會中的資訊大量擴張增長時，受過高度教育、有較高社
經地位的族群接收資訊的能力較佳，雖不能一概而論購買小眾出版品的族群皆在金字塔
頂端，但通常願意接觸小眾文化的人們，對小眾出版的購買意願較高。
（三）網路發展推動小眾文化
WEB2.0 之後，社群網站的發展讓網路的訊息流通由單向變化為雙向，網路的使用
者能共同參與彼此有共同興趣的議題。小眾文化的同好者因此更能快速的物以類聚，並
共同討論自己圈內的文化，沒接觸過相關議題的大眾可能也因為網路的發達從而接觸到
小眾文化，進而拓展這個圈子，由此可見網路的發展對於小眾文化的推動是十分有幫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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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Zine 是小眾的獨立出版刊物，概括許多風格、內容與形式，其歷史脈絡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的科幻迷地下文化，在台灣，戒嚴時有志人士發行的地下雜誌、刊物更是 Zine
的一種，再觀日本與動漫文化緊密相關的同人誌文化，Zine 的世界雖然小眾卻是多采多
姿，發展也比大眾所想還源遠流長。再加以觀察現今數位時代，網路蓬勃發展下，出版
業和實體書店逐漸沒落的趨勢，引發本研究之研究者好奇，若像 Zine 這樣，幾乎不被
算入一般產業的交易市場，如此小眾的獨立出版世界會不會也在網路普遍下，而對傳統
市集上、活動上的攤位實體販售有所影響呢？網路書店是一個大眾交易書籍的平台，而
Zine 則多是由作者個人建置網站或另尋平台自行販售，這樣的網路販售型態對獨立出版
作者銷售其作品是否有重大影響？綜覽文獻後，本研究希望探討網路通信販賣與 Zine 間
的關係，也想比較活動攤位及通販究竟透過哪個管道銷售，對創作者比較有利，對消費
者比較便利。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質化研究
（二）量化研究
在資料分析方面，我們採用的分析法為：
1. 描述性統計分析
2. 信度檢定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在設計問卷方面將針對 Zine 之出版者、及 Zine 之消費者，以非隨機抽樣方
式作調查，藉此了解其認為網路媒介是否有助於 Zine 之銷售，以達到本研究之目的。
（四）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針對研究目的作回應。本研究團隊依照文獻之整理擬定訪談問題及內容，
深度訪談 Zine 之出版業者，進而獲得目前 Zine 之市場狀況。

二、研究對象選擇
（一）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為 Zine 的出版者及消費者，本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出版過 Zine
或是購買過 Zine 的人。問卷調查方面採用非隨機抽樣，發放問卷場所為 2018 年於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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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菸廠舉辦之 Zine 市集活動「草率季」、誠品小誌市集：一本小誌的微觀世界、Paper
Round 紙膠帶 X 明信片 紙雜貨市集、COMIC NOVA 9 台灣原創嘉年華及同人誌販售會
CWT50，在現場主要填答問卷者為出版者；另外，網路問卷調查主要在噗浪 (Plurk) 此一
社交平台進行網路問卷的發放，採用網友轉發的方式進行滾雪球式的問卷調查。
（二）深度訪談之研究對象
在訪談方面，邀約了八名有 Zine 出版經驗的創作者進行訪談。大部分受訪者是在實
體活動上邀約受訪，同時也以接觸 Zine 年資較深及接觸年資較淺的對象作為挑選依據。
下表為研究對象列表。

1
2
3
4
5
6
7
8

接觸 Zine 的年資（年）
3.5
4
5
10
1
4
2
1

Zine 佔總收入之百分比
60%
2%
2%
10%
10%
8%
3%
10%

表 3-1 深度訪談之對象名單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四、訪談題目與問卷設計
（一）訪談題目
1. 請問您創作 Zine 的年資有多久？
2. 請問您為何會開始創作 Zine ？
3. 主要創作 Zine 的內容形式為何？ ( 插畫、小說、漫畫等 )
4. 請您簡述一下目前 Zine 創作圈的概況。
5. 請問您覺得台灣 Zine 的創作圈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呢？
6. 請問您創作 Zine 的目的是以商業目的或興趣哪個佔的比例較多呢？
7. 請問您創作 Zine 的收入約占您總收入百分之多少呢？
8. 請問您有宣傳您的作品嗎？若有，是如何宣傳的？
9. 請問您販售 Zine 的方式、通路各有那些優缺點？請問您認為網路通路與其他通路
的銷量有沒有差異？
10. 請問您認為網路通路對 Zine 的曝光度有沒有幫助？
11. 若訪談對象有在做除了 Zine 之外的週邊商品，則會有以下問題：
12. 請問週邊能否帶動 Zine 的銷售量？
13. Zine 和週邊的銷售量，哪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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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題目設計
本研究分為兩份問卷，一份針對 Zine 出版者，另一份針對 Zine 消費者，問卷架構如下：
1. 出版者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本部份向填答問卷者收集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等，並調查填答者總月收入和單靠
Zine 賺取之月收入，以及創作年資等。
第二部分：資料收集及五點量表
此部分調查創作者所使用之宣傳方式、銷售通路、作品曝光度和銷量狀況，五點量
表整體而言分為實體通路和網路通路兩個構面，讓創作者填答對題目敘述的同意程度以
取得其對網路通販對 Zine 影響之看法。
第三部分：單獨作品銷量調查
本部分請填答者就銷量最好的作品來回答問題，目的在於調查本作品銷量狀況受網
路通販之影響。

2. 消費者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本部份向填答問卷者收集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等，並調查填答者總月收入，以及
接觸 Zine 的年資等。
第二部分：資料收集及五點量表
此部分調查消費者取得販售資訊所使用之網路平台或實體活動，五點量表整體而言
分為實體通路和網路通路兩個構面，讓消費者填答對題目敘述的同意程度以取得其對網
路通販對 Zine 影響之看法。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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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e 的販售除了傳統的活動場次、實體店面外，網路的普及讓 Zine 能在網路通販中
多一個曝光與銷量的機會，然而 Zine 畢竟屬於小眾文化，網路通販對於 Zine 的推廣是否
成效，本研究對 Zine 的創作者進行訪談，藉由有同時使用實體活動與網路通販進行銷售
Zine 的八位創作者，探討網路通販對 Zine 的成長是否有明顯的幫助。
（一）銷量與營收
1. 創作 Zine 的目的
此部分在於分析創作者創作 Zine 時，究竟是以商業目的或是興趣為主而創作，而當
Zine 出版並開始販售後，其銷量與營收是否會隨著通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差異。
多數創作者都是以興趣為主做 Zine 的刊物，畢竟獨立出版是需要極大的興趣與毅力
才有辦法從無到有，然而有些創作者累積了一定的創作經驗後，便會開始朝向商業目的
來創作。
2. 銷售 Zine 的通路與其成果
此部分在於分析創作者使用過之販售 Zine 的通路，訪談創作者認為不同通路之優缺
點，並探討不同通路對於 Zine 的銷售是否有不同的差異。
從多位訪談者的銷售經驗中得知，擺攤、場次、實體店面等通路，創作者可以直接
與讀者交流，且許多讀者都是因活動主題本身而到現場，總覺得一定要帶走一些自己喜
歡的商品，此類銷售又可以當場以本換現金，是最快的銷售方式。
網路通販方面，有些消費者會覺得東西一直都有庫存，便不會即時買下自己喜歡的
作品。然而網路通販可以幫助不便前往實體活動的消費者方便購物，加上網路通販可以
大量訂購，創作者可以依據訂購數量去影印，不會有實體活動銷售一空而買不到的窘境，
也能方便管理庫存數量。
總結來說，多數創作者認為網路通販對於 Zine 的銷量與營收是有幫助的，只是 Zine
這種小眾文化的出版品主要的銷售通路還是透過實體活動為主。
( 二 ) 可見度
1. 網路通販的優缺點
網路通販也許要抽成，不同網路通販抽成的比例不一，有些創作者因為不想被抽成
而改用傳統 Google 表單的形式，有些創作者因便利性仍使用需被抽成的通販方式。
2. 網路通販是否有助於 Zine 的曝光
網路通販上五花八門的產品，Zine 如何從中被讀者回饋，都與創作者的苦心宣傳與
經營程度有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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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研究架構分別探討出版者對於通路的銷量與可見度調查，以及從消費者探
討 Zine 在不同通路的可見度。出版者問卷所回收之樣本數為 57 份，消費者問卷的樣本
數為 128 份。
1. 出版者問卷
(1) 出版者人口樣本之統計分析
填答者以 20~30 歲為主，而創作年資平均為 1~3 年。有 84% 的出版者單以 Zine 計
算的總收入則是 5000 元以下。
(2) 出版者對通路的使用習慣之統計分析
最常使用的通路依序為：個人網路通販、同人誌相關販售場次、Zine 相關販售場次。
(3) 單一種類作品之銷量分析
以出版者銷量成績最好的作品作為具代表性的調查對象，並由此分析該作品是透過
什麼通路進行販售。大多作品是選擇以同人誌相關販售場次、個人網路通販作為銷售通
路，而有 58% 的人認為同人誌相關販售場次是銷售量表現最佳之通路。

2. 消費者問卷
(1) 消費者人口樣本之統計分析
填答者以 15~30 歲為主，60% 的人接觸 Zine 已有三年以上的年資。其中有 50% 的
人一年會購買 1~5 本 Zine、20% 的人會購買 6~10 本 Zine。
(2) 消費者對通路的使用習慣之統計分析
對於購買訊息來源主要為同人誌相關販售場次、Plurk、Facebook。而購買通路則依
序為：同人誌相關販售場次、個人網路通販、網路平台寄售、Zine 相關販售場次、店面
寄售。
（二）信效度分析
1. 消費者問卷之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之驗證， 採用 Cronbach’s α 來考量信度，驗證內部為ㄧ致性。其 α 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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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711-0.796 間 ( 表 4.4)，總量表 α 值為 0.767，表示本研究問卷設計的問項內部是有一
致性的。
2. 因數分析
KMO 樣本檢定值 >0.7，顯示量表題項間具有共同因素存在，可進行因素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網路固然方便，但對於小眾文化的獨立出版而言，傳統的實體活動、店面銷售反而
銷量更好，然而網路的高使用率，卻可以提高作品的資訊及曝光度，通販與實體，若未
來能有更加完善的網路通販系統，便能使兩者相輔相成，讓創作者獲得最大收益。從消
費者的構成來看，Zine 在台灣有相當大的市場，也有許多接觸 Zine 許久的消費者存在。

二、研究建議
（一）通路
若臺灣將來有一個專門整合銷售獨立出版的網路通販出現，這個平台對 Zine 的銷售
是否有非常明顯的成長，進而對於創作者的收入而言，銷售 Zine 的收入是否能因此佔總
收入一半以上，不失為未來可研究的方向。另除了網路通路之外，現於臺灣的 Zine 相關
活動並沒有太多，使得出版者們缺乏舞臺，多數出版者皆期盼能有更多與 Zine 直接相關
的實體活動（如：Zine 販售市集）。
（二）消費者
Zine 的消費者擁有自己的圈子及獨特的相處模式，但目前學術界對於 Zine 消費者的
構成尚未清楚，建議其他學者能針對 Zine 的消費者做更深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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