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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懇與「品」質–論誠品書店的經營模式之轉型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誠懇的心意、執著的關懷、專業的素養、嚴謹的選擇，在這繁華的城市街道上，一家
看似書店卻又販售許多時尚精品的商場，激發了我的好奇心，這究竟是怎樣的商場，能有
著書店人文藝術的樣貌，同時又販賣種類繁多的百貨精品呢？更令人好奇的是，能在不同
的分店營造不一樣的氣息，使消費者在其他分店享受不同的感受。我們除了想更深入了解
其經營和行銷方式外，還想透過誠品所使用的行銷策略來探討對消費者的影響程度。
二、研究目的
我們想藉由誠品的經營模式轉型，更加了解誠品是如何由虧轉盈，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是我們所探討的軸心。
（一）了解誠品書店的經營理念及經營模式的改變與創新
（二）網路書店對於實體書店的衝擊、與一般網路商店比較
（三）誠品書店創新行銷策略與經營績效之關係及消費者滿意度與品牌忠誠度之影響
三、研究方法
藉由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讓我們更加了解誠品書店的經營模式之轉型和創新行銷策略
的消費者滿意度調查。
（一）文獻研究法：透過媒體資訊、報章雜誌及相關書籍蒐集資料，經由整理將問題
的提出，以瞭解事物的全貌。
（二）問卷調查法：利用 Google 表單收集問卷資料，加以統計並研究分析，以獲取結
論與建議。
（二）資料蒐集法：藉由搜尋引擎蒐集網路資料，鑑定資料、建立 假設、解釋和研究
報告的發現。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誠品書店的成立原因與經營理念─五敢成功學
“誠品”的英文名是 Eslite，為古希臘文“精英”之意。誠品在成立之初，專賣藝
術與建築類書籍，書籍來源偏向進口和外文雜誌，購書環境精緻而講求品味。1989
年，吳清友在臺北敦化南路創立了第一家誠品書店旗艦店，自 1989 至 2004 年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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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誠品連續虧損，其原因在於吳清友只做自己想做的東西。2004 年後才逐漸由虧轉盈
。真正改變的原因，就是從單純書籍銷售轉為『百貨公司』模式開始。
誠品計畫在 2014 年走進蘇州，開設大陸地區的第一家分店，除了販賣書籍外，
還成立了第一間居所提供消費者可以歇息的地方，誠品首度在人文住宅空間的跨界創
作，在空間上也有著自然美感。目前，誠品書店面臨的最大挑戰，大概是走出臺灣後
，其“連鎖而不複製”的文化及經營模式之轉型能否適應當地的文化，並在不同地區
穩健的姿態經營下去。
誠品能穩健的經營理念為以下五點：
1、敢賭－選最貴、最精華地段開店：在大型連鎖書店及小型獨立特色書店兩者
間，發展出第三種既包含獨立書店的文化氣質、藝術特色，先以傢俱精品、建
築攝影等進口書籍為主，作為經營誠品書店的特色，在當時以冷門書為販售方
式，顛覆了傳統書店的作法。
2、敢貴－優質服務、不打價格戰：當一般書店多採用低價促銷，誠品書店卻不
打「價格戰」；以優質服務、舒適且具有設計感的實體環境，回饋給消費者。
3、敢賠－堅持理想、連賠十五年：自 1999 年開始，誠品更大膽在敦南店首創「
誠品不打烊」經營模式。一般書店最晚營業到晚上十點，但誠品卻提供消費者
「二十四小時閱讀」的管道，提供零時差的閱讀空間。
4、敢低頭－汰弱留強、勇敢關店：誠品書店快速展店期，最高紀錄全台有超過
六十家店。在 2001 年之後經濟景氣一路下滑，又先後遇上大環境外部威脅，
使得誠品書店面臨經營困境，以「關小店開大店」的模式展開關店計畫，透過
不斷統整合併、收掉體質較差的書店。
5、敢混血－創新經營、複合式商場：正式投入複合式的商品開發；自此以後，
以書店為核心的百貨商場經營形態就此確立，即使轉型為百貨商場，仍堅持與
市場走不一樣的路，融入文化事業的美學風格、設計生活。
（二）誠品書店各階段經營模式的改變與創新
誠品書店自 2004 年轉虧為盈的創新經營模式分為三階段：
1、初期結合不同區域特色
初期在經營的策略上，誠品翻新了「書店」的經營概念，將書店提升為新
文化的休閒場所，誠品分店依當地的人文色彩與生活風格，結合區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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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各異其趣的風格。
表一：各店面結合不同區域特色
敦南店

藝術、建築書籍為主

世貿店

企業人文相關書籍

科博店

自然生態書籍為主

天母店

生活休閒為主

漢神店

大眾綜合路線
圖一：敦南店藝術、建築書籍為主

淡水捷運店 誠品文具館
台大店

(圖片來源：http://news.sina.com.cn/o/

誠品唱片行

2017-07-20/doc-ifyihmmm7743621.shtml)

(圖表來源：http://slidesplayer.com/slide/11426758/)
2、中期加入複合式商場
誠品營收來自三部分由表三圖三可知，誠品的營收部分圖書雜誌文具銷售
不是最大賣點，已經被餐飲、商場頂替了。在 2010 年正式加入複合式商場，這
也使誠品的銷售額大增，甚至比原本的圖書雜誌還要多。
3、後期最後階段滿足消費者
誠品重於品質與消費者的感受，透過創新行銷的策略拉近誠品與消費者的
距離，在後期最後的階段以優良的品質滿足消費者，誠品認為舒適的閱讀環境、
優質的無形服務，反而更能使增加消費者滿意度。
（三）誠品的創新行銷策略：體驗行銷
誠品每個月會推出「誠品選書」
，由工作人員判斷來做書
的採購和推薦；除此之外，誠品也辦一些不同書展和活動。
「誠
品講堂」誠品會找幾個專家學者來做顧問，參考他們的意見。
加上舉辦展覽、電影放映或是表演藝術、畫廊等；在戶外也
辦「夏日遊戲」的活動，使空間有效的運用。

圖二：誠品講堂
(圖片來源：https://www.y
ourart.asia/news/show/5935)

（四）誠品的創新行銷策略

1、品牌創造策略：誠，是誠懇的心意、執著的關懷。品，是專業的素養、
嚴謹的選擇。誠品的英文名為 eslite，有菁英之意，意指努力活出自己生命
中精采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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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運用與延伸策略：引進大眾書籍、轉型為大型綜合書店，為了維持
初衷，將冷門書籍和一般民眾偏重的暢銷書做為區隔，以增加周轉率。提
供更全面、更多元的選擇，創造差異性。
3、複合行銷策略：以豐富的藝文活動增加集客力，將書店和畫廊結合，不
定期舉辦各類表演活動，在商場內開闢獨立表演空間等。
（五）當地化差異化行銷策略
1、不同主題風格：採用「連鎖不複製」的經營策略，根據所在地的地理位
置及商圈分析，再依定位進行空間設計裝修、業種組合規劃及服務設計，
展現出不同書籍的特色及陳列的風格。
2、24 小時不打烊：誠品首創『24 小時不打烊』的經營模式大幅提昇了消費
者的利益；提供消費者還能在深夜購書或看書的管道，開啟了民眾零時差
的城市閱讀生活。
3、不降價策略：誠品以舒適的閱讀環境、優質的無形服務，反映在品質上
，影響到了消費者購買慾的選擇優先條件，反而價格已不是優先條件。
二、 網路書店對於實體書店的衝擊、與一般網路書店比較
（一）網路的興起與便利
隨著硬體設備及網路科技的成熟，消費者的購物型態，上網購物成為消費者購
物選擇的新興通路，它不受時空限制、不必出門、有個人化服務等優點，然而，現
代的書店正走向這個趨勢。
（二）網路的無限制與實體書店的空間限制
網路書店的商品不僅只有「書」更包含了其他各式各樣的精品等，甚至不分國
界都能夠在網路上買的到，至於實體書店，在店面上的經營需付出不少成本，更有
空間上的限制。
（三）網路書店以及實體書店的優缺
許多消費者為了享受書香與氣氛到現場選購，也有許多實體書店有提供座位、
冷氣。最讓實體書店受歡迎的地方是可以在現場看書，不喜歡可以換貨、若是喜歡
也可以現場拿不需等待。這些都是相較網路書店下無法取代。目前雖然實體商店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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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府才可以選購，卻還是有不少消費者上前購買。
表二：網路書店 V.S 傳統書店
網路書店

傳統書店

成本

省去實體店面的成本

租金、人事成本與水電裝潢等費用

藏書量

可容納許多各式各樣的書籍

店面大小限制，藏書量較少

找書方式

可打入關鍵字迅速找到自己需
可依照書店的書籍分類方式找
要的書，但可能書籍會有重複性 書，但可能花費時間較多

商品

多樣化的商品種類

通常限於書本

購書方式

能夠寄送到家以及便利商店

需親自到店面選購

付款方式

可利用各種方式交貨付款

需現場以現金或信用卡付款

營業時間

全年全天無休

通常有營業時間的限制

營業方式

能夠透過網路直接選購商品

開設店面並由店員顧店

由表二可知，網路書店以及傳統書店的優缺都是以個人的喜好來去判別的，網
路的興起也使得網路書店的便利，尤其節省了成本、找書的時間、購書方式也變得
多樣化，雖然在家就能夠購物不必外出耗費能源，但對於習慣享受於氣氛的消費者
來說，還是會以實體書店為主。
根據表三圖四可知，「誠品」具有品牌規模、環境舒適等特質吸引民眾前往；「
金石堂」對消費者來說，有離家近、便利性高，和具有分店據點較多的品牌印象，
消費者認為此兩書局品牌，具有較強烈的「價格、折扣」競爭。
接著分析網路書店的部份，結果如表三圖五所示，網路書店購買率最高為博客
來，特色除了在於「方便快速」、「沒有空間的限制」的特點外，博客來的價位也較
低廉，因此帶動消費者前往網站購買。
表三
圖三：誠品主要營收
60%

30%

圖四：實體商店購買率

圖五：網路書店購買率

60%
71.4
%

69.7
%

22.2
%

71.8
%

49.0
%

(圖二和圖三都選自 survey 趨勢解析小組(2014) 飄「書香」，就要有新方法!)
四、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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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設計討論的目的想知道消費者對於誠品創新行銷是否滿意度，實際發
放為二百份、實際收回為一百八十四份、有效發放為一百七十一份、無效發放為
十三份，經討論可知誠品的創新行銷策略也獲得消費者的熱愛，尤其是複合式的
行銷策略，傳統書店販賣書籍外，最多也只會增加文具類的用品。但是誠品除了
書籍外，商場還包含了精品文具店、風味文具店、音樂黑膠店、兒童書店、設計
館、咖啡店、知味館等其他複合式的商場。
圖六：顧客最滿意的複合式行銷
設計館
Blackpage Café閱讀
知味館
音樂(黑膠)館
精品文具店
風味文具館
兒童書店
其他

根據圖六可知，消費者多偏好於風

6.6%
12.2%
3.3%
16.6%
26.5%
26%
7.2%

味文具館及精品文具店，相對 3%
的知味館就沒有那麼受消費者熱愛
，我們可以知道消費者對於精品文
具店和風味文具館較滿意且具有吸
引力。

1.7%

同樣致力於書店產業的企業化經營，金石堂、誠品卻選擇不同的競爭策
略，金石堂以促銷為主，時常有打折的優惠，除此之外金石堂以量取勝，十
四年來，以每年平均成立四家分店的速度擴大通路。而誠品以不降價策略維
持，利用不同風格的連鎖不複製模式創作通路，還加上了複合式的百貨商場
，也吸引了不少消費者的前往。不同的行銷策略對於消費者的滿意度來說，
究竟哪個較消費者喜愛呢？
圖七：消費者大多在哪個書店消費?
誠品書店

4.2%

金石堂書店

4.5%

博客來網路書店

4.8%

亞馬遜網路書店
其他

根據圖七可知，誠品書店在所有書
店當中還是相當受消費者喜愛的，
博客來的網路優勢也可由此得知。

2.5%
0.2%

圖八 如何得知誠品的書店(可複選)
親友推薦

46.7%

裝潢設計

23.1%

透過網路

51.6%

報章雜誌

30.2%

新聞報導
其他

2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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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八可知，根據科技的進步，
現代人得知的方法大多以網際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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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每個月去誠品書店消費的頻率
1~2次
3~4次

74.7%

4.4%

5~6次

2.7%

7~8次

1.1%

8次以上

1.1%

其他

根據圖九可知，現在人們每個月去
的次數大約 1~2 次，可能因為時間
繁忙的關係，大多會選擇到誠品網
路書店去做選購。

15.9%

圖十 消費者至誠品書店的消費金額比例
200元以下

35.4%

201~400元

42%

401~600元

14.4%

601~800元

1.7%

801~1000元

2.8%

1000元以上

3.9%

根據圖十可知，填寫問卷者去誠品
購買時，消費金額多在於 201~400
元約占 42%，但 601~800 元以上的
人只約占 9%，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
高價位產品沒有高的消費意願。

圖十一 消費者對於各分區的評價
根據圖十一可知，去誠品的消費者
空間.建築
網路.便利
餐旅.飲食
音樂.氣氛
藝術.畫廊
書籍.文具
其他

31.5%
14.4%
16.6%
45.9%
23.2%
75.7%
3.3%

消費項目為書籍與文具類約占
36%，相對和網路便利及餐旅飲食
約占 15%，比較起來消費者去誠品
大多購買書籍與文具，或享受音樂
與氣氛體驗不一樣的感受。

圖十二 消費者對於誠品分店的滿意度
台中勤美旅綠園道
台北美麗華店
台北西門店
台北松菸店
台北站前店
台北敦南店
台北信義店
其他

3.3%
1.7%
10%
11.7%
8.3%
10%

由圖十二可知，北區的誠品信義店
的滿意度大於其他北區的分店，是

48.3%
6.7%

7

因為在市政府旁的原因且還有信義
商圈的加持，因此台北信義店最受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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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消費者主要消費產品
其他

1.7%

服飾用品類

1.1%

生活餐飲類
家具用品類

由圖十三可知，消費者對於文具
書、書籍類比例佔 79%相對的比其
他高出許多，可知誠品藏書量也能
滿足許多消費者的需求。

6.6%
3.3%

音樂.藝術類

8.3%

79%

文具.書籍類

圖十四 促進消費者購買的促銷活動比例
其他

5.5%

集點兌換

7.2%

免費寄送
信用卡紅利

由圖十四可知，消費者對於誠品書
店促銷活動的會員折扣比例大於其
他促銷，因此誠品書店能在推廣會
員折扣，或者能推薦滿額贈禮或者
免費寄送服務滿足消費者。

16%
3.3%

滿額送禮

17.7%

會員折扣

50.3%

圖十五消費者對有網路書店後會消費類別
其他

3.9%

服飾用品類

3.3%

由圖十五可知，已有網路書店後消
費者多偏好於文具書籍類 52%，除

生活餐飲類

13.3%

家具用品類

13.8%

音樂藝術類

13.8%

此之外還可以拓展其他音樂藝術類
家具用品類、生活餐飲類滿足各類
消費者。

文具書籍類

51.9%

圖十六消費者對誠品書店需改善的方面
產品價個太高
空間設計不良
服務品質不佳
產品選項不足
店面交通不足
促銷活動太少
其他

35.4%
2.2%
1.1%
11%
18.2%

由圖十六可知，消費者多認為促銷
活動太少，所以誠品可以多推出一
些促銷活動。
60.8%

2.8%

參、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現今的社會中有辦法脫穎而出的書店已經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網路發達的情況下，更
是困難。我相信誠品不單單是販賣書籍，除了加入了複合式的商場外，以不同的分店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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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特色。面對連續虧損十五年，以五敢成功學的經營理念逃脫虧損的陰影。
從以上的問卷調查之結果可以得知大多數之消費者認為誠品書店缺乏促銷活動，在價
格偏高的情況下又缺少優惠活動，很難讓消費者買單，不是大多的消費者都在意高品質，
大多消費者都希望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所需的產品，這便是誠品目前最大的障礙。
二、建議：
1、增加促銷活動：
特定節日與時期進行促銷、特賣等活動，吸引消費者購買。
2、增加品牌宣傳：
有效的宣傳能增加誠品的知名度。
3、擴展中南東部通路：
可以在中東南部人口聚集處、市中心設立分店，以增加人們對其熟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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