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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的過去與未來
吳秋霞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經理

大學出版中心的特質
世界一流大學中多半都有自己的出版中心或

出版社，例如：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美

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等，

其出版品以具學術價值的內容傳播為使命。

在臺灣，自教育部在 2013 年補助 7 所國立

大學參與第 21 屆台北國際書展（TIB E）後，大

學出版社（中心），才漸受到大家的關注。然而

除了教育部每年提供國立大學出版聯盟補助外，

其實早在 1960 年代起，就有一些私立大學的出

版社辦得有聲有色。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私立大學的出版社

除了不受法源限制外，還擁有特有的定位與編審

制度，發展出具一定質量的出版品，對大學與學

術發展助益甚大。然而，大學出版社除了發揮出

版功能外，在運作上又遇到哪些問題與挑戰呢？

從一個小故事開始說起：

從前鳥獸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起先獸類佔

上風，蝙蝠便加入了獸類，獸群對牠說：「你是

鳥啊。」蝙蝠辯說：「我不是鳥，我嘴裏有尖銳

的牙齒！」過了片刻，戰局發生急遽變化。

鳥類好像已經得勝，蝙蝠又加入鳥類，鳥群

說：「你是獸呀，為什麼來這邊呢？」蝙蝠說：「我

不是獸，我是鳥，看看我的翅膀！」但是鳥和獸

都不願讓牠加入了。

所以直到今日，蝙蝠仍然棲息在樹洞裡，生

怕被發現。白天藏起來，入夜鳥兒歸巢之後，才

敢在黑暗中活動。（湯世鑄）

大學出版中心就如同蝙蝠一般，其特質既是

「大學」又是「出版社」，那麼大學出版中心到

底肩負學術功能追求價值？還是維持出版營運追

求利潤？

目前大致上可以分為二種經營模式，如牛津

與劍橋大學，是採出版與利潤並重的經營模式，

運作方式與商業出版社相同；而哈佛大學，是以

出版內容為主的經營模式，利潤次之，而目前臺

灣的大學出版中心皆較偏向這類型的經營模式。

蝙蝠是否能突破自己的限制，進行跨物種

的交流，以達共生、共享的美好願景，而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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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是否能創造共享價值並兼顧利潤呢？讓我們

回顧與展望私立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 以下簡稱中

心 )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中思考其存在的必

要性與優勢。

淡江大學出版中心歸零重新出發
淡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在七○年代初期

即設立「出版中心」，在過去四十多年裡，見證

過臺灣出版產業的輝煌時期，也經歷過暫時結束

中心業務（1990 年 8 月至 2002 年 7 月）。全盛

時期工作人員超過 40 餘人。當時由顏元叔教授

所主編的《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至今仍有許

多的讀者收藏；另外以探討未來學為主的《明日

世界》雜誌（1975 年 1 月至 1988 年 7 月），採

月刊的形式發行共出版了 163 期，對於當時臺灣

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科技及學術教育領域，

提供了前瞻性的觀念引領作用，深受社會大眾所

喜愛。

2012 年 7月黃輝南主任退休，中心再次面臨

存續與結束的局面，當時在邱炯友院長的建議下

得以保留，並從出版界延攬專業人才重建出版中

心業務。邱炯友教授發揮學術專長，並結合吳秋

霞經理在出版業界及創立致遠管理學院出版中心

的豐富經驗，共同制定中心的出版理念及五大工

作目標，再針對營運方針擬定中心營運時程表，

分成「量、質、躍、穩」四個階段性執行目標，

創造出版與利潤並重的新經營模式。

營運目標
專業經理人將商業出版社經營模式導入，從

品牌重建與創新及組織改造著手，積極開發與結

合教學研究需求，掌握教科書和學術專書市場脈

動與時俱進的經營方向，並提供專業諮詢與出版

服務。

同時配合校內學術專書與期刊獎補助規則，

並善用校內得天獨厚的豐富作者資源，加上創意

構思，輔以嚴慎審查機制，營造出大學出版社的

藍海策略。

一、卓越教學之特色教材徵選與出版

由於學術出版品市場較小，商業出版社在銷

售的考量下，通常是不願投入學術專書的出版。

因此，淡江大學在擁有豐沛的教學與學術資源，

應肩負領頭羊角色，投入具有新興領域的教科書

或學術專書出版（如：神經經濟學、未來學、戰

略研究叢書、村上春樹叢書、劇本創作）等主題

之出版。

二、教科書與學生社團書系開發合作出版

配合人力配置，第一階段的重心著重在規劃

的前置作業，企劃具有市場性的叢書及尋找適合

的作者，同時以提案方式與商業出版社合作。初

期採自行出版與發行以及與商業出版社合作出版

的模式雙軌進行，以擴展營運版圖。如《未來學》

一書即與華立出版社合作，透過商業出版社的行

銷網絡，增加書籍的能見度與銷售量。

另外，藉由辦理書系開發說明會，以及舉辦

編輯出版工作坊，來協助系所、教師、學生之出

版。鼓勵績優社團出版相關書籍叢書，活化學生

社團成果，並創造具潛在市場價值之出版品。

三、經紀媒合服務

有感於出版市場資訊不對稱，導致創作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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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資訊上有認知差異，或溝通過程產生期待

與落差，教師出版教科書或學術著作，時常需歷

經重重關卡與簽約程序，而商業出版社常以市場

經營成本評量為依據，因而造成教師之創作出版

過程受挫。因此，中心擔任經紀媒合角色，提供

教師之出版專業評估，協助出版企劃案，並向商

業出版社爭取合理之出版條件與合約，擴大內部

顧客服務績效，讓本校教師可專注於教學研究與

創作，免除奔波以及金錢上的負擔，將可提昇本

校的學術競爭力。

四、專業期刊之整合與輔導 

淡江大學發行十多種中英文學術期刊，其

中不乏國際期刊與科技部引文資料庫所收錄之期

刊數種。為加強學術資源整合、提升期刊專業

品質以及促進資訊化與國際化之訴求，中心肩

負期刊出版輔導與管理重責，藉由強化各期刊

之數位化編務出版諮詢講習，推動本校八大學

術期刊「線上投稿暨評閱管理系統——Scholar 

One、iPress」，推廣及使用 DOI 數位物件識別

碼（Digital O bject Identifier，簡稱 DOI）（注

1），不定期的舉辦期刊講座，如：優質期刊對

研究人員的重要性——Thomson Reuters 選刊

機制座談會、授權合作出版發行等活動，使得淡

江期刊更具國際能見度與權威性。

五、圖書館典藏書系與相關推廣活動

結合本校覺生圖書館機構典藏，不定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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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教師新書發表會與出版品展示推廣活動。並

積極參與國內外專業組織、舉辦新書發表與策展

活動。

出版理念與各期程目標
專業經理人根據在出版業界豐富經驗及過去

創立出版中心的經歷，採取出版與利潤並重的經

營模式，並擬定短、中、長期的營運時程表，分

成「量、質、躍、穩」四個階段性執行目標（圖1），

並獲得林信成及歐陽崇榮兩位主任的支持，按此

目標穩定的往前邁進。

短期：積極開發與結合教學研究需求，掌握教科

書和學術專業叢書市場脈動與時俱進的經

營方向，提供專業諮詢與出版服務。著重

於品牌重建及出版品的質量，讓校內師生

重新認識出版中心，並積極爭取校內老師

將個人著作留在校內出版，先將曾經紅極

一時的《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由吳錫

德院長擔任叢書總企劃，找尋當年的譯者

陳玉秀重譯《日暮途遠》，許邏灣新譯《玩

偶之家》、同時積極參與國內出版活動，  2016 年臺灣閱讀節讓民眾體驗做小書的樂趣，同時介紹淡水人文地理。

2017 年第三屆金門書展「文化行銷．閱讀金門」（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重建品牌形象。

中期：以內容、品牌為主，並建立行銷通路、

創造營收，參與國內外各項書市活動，

2015 年浙江杭州書展、天津書展、廣州

南國書香節、黃山書市臺灣館、2016 年

國家圖書館舉辦臺灣閱讀節活動。2016

年向國稅局申請設籍課稅後，正式開立

統一發票，讓出版中心在銷售的金流上

       更加順暢；同時建立整個中心出版運行的

       標準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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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積極主動參與出版活動，如 2017 年金門

縣第 3 屆《文化行銷 • 閱讀金門》書展活

動、馬來西亞海外華文書市、新加坡書

展、第 27 屆大陸全國書博會。

此外，參與兩岸合作出版，與福建師範

大學合作，由吳經理在「創新出版產業

概論」課程中帶領福師大文化產業學系

學生集體創作，於 2017 年出版《大三那

年，我在台灣》、2018 年《梧葉食單》

以臺灣大學農化系陳玉麟教授位於臺北

市同安街舊居做為故事的場景，以故事

換美食的概念創作，只要提供一故事，

主廚就會依照故事的內容設計一道吻合

故事的料理。

揮大學出版社的學術影響力，讓知識

的傳播與教育功能更普及。善加運用

大學得天獨厚的豐富作者資源，持續

擴展兩岸合作出版的機會，增加版權

交易將中心推向國際舞臺，創造出大

學出版社的藍海策略。

結論
出版具學術價值與學術所需之著作，目的是

使優良的學術與知識能廣泛的共享予大眾，並將

學術成就普及於社會。然而，為減低教師創作者

出版過程奔波以及金錢上的負擔，進而提升全校

的學術能量，出版中心採價值與利潤並重的經營

模式，對內不但鼓勵學術發表、開拓稿源、創立

書系；對外尋求資源的整合，積極參與校際及兩

岸交流與合作。

放眼各大學出版社面臨困境，以至於出版質

量不均，在前二階段的鋪陳下，已達出版內容之

質與量並重之狀態，現邁入長期發展目標。除了

透過著作提升作者的學術聲望、期能創立特色書

系，多元進行校際交流及兩岸合作出版，期盼未

來持續耕耘，進行跨國、跨校、跨領域之學術叢

書，作為本校學術價值保存及傳播的溫床，其成

果除可供社會大眾所共享，並提供創作者良好的

創作環境。

注釋

1. DOI 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 er，簡稱 DOI），如同

身分證字號一般，是一個具有永久性（persistent）且唯一的（unique）
辨識號碼。

《梧葉食單》

講故事，換美食：
來自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大學

三年級學生集體創作，每個學生

用一個故事和一道料理，描述他

們心中的《梧葉食單》，記憶中

總有一個久違的味道，一個相似

的聲音溫暖你的心；61 個人，61
個故事，61道菜，讓你感同身受，

打動你的心。

    而2019年《遇見》一書正在執行中，

預計在 2019 年 4 月出版。

2019 年 1 月協助徐浤馨老師，申請教育

部「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

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並以《一九五

○年代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獲得學術專

書出版補助。

成熟期：以穩定發展為願景，秉持著「傳達教

育精神、宣揚學術價值」的理念，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