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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的編輯人生
曾偉綾 「思想，重慶南路」、「出版不朽 - 商務印書館 120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 70 週年特展」策展人

程惠芳 交通大學出版社執行主編

汪瑜菁 臺北藝術大學出版中心編輯

2019 年 2 月的台北國際書

展，我與北藝大、交大出

版社兩位編輯一同製作了

「志不能窮」特展，這兩

位編輯對書有熱情，對書

展有靈活的想法，能欣賞

主題「點痣圖」惡搞的趣

味，每一次開會都使我打

出去的球有了回應，故而

更起勁的策劃著展覽。在書展籌備之外，她們主

要職務是「編輯」，因此在這篇文章的邀稿之下，

我們對大學出版的編輯面貌做了點整理。我們三

個人彷彿紙上傳接球一般，由我丟出 Q，惠芳、

瑜菁回擊 A。在來回傳球的文字接力裡，我更加

理解了大學編輯日常。在疲勞轟炸的行政工作過

後，如何一邊默默懷抱著對文字的敬意、偏執與

純愛，一邊與作者建立令人信賴的投捕關係，專

心一致的校稿，每日每日都勤快地為大學出版播

種與收割，這樣的專業總是令人心生敬意。

01. 兩位好，交大跟北藝大編輯，請自我

介紹一下。

惠芳：美其名是交大出版社執行主編，實則多功

能打雜工一枚。

瑜菁：六年級後段班水瓶座，高雄人。誤打誤撞

進入了大學出版業。

02. 兩位是怎麼進入編輯這一行的呢？

惠芳：曾在雜誌社當過七年多的採訪編輯，從家

具、家飾、生活精品的報導，到走進每個

人家裡談室內設計、談裝飾、談家庭情

感，到地方旅遊景點的探索與社區田野的

訪談，這一路從觀察到寫作的產出過程，

是很難得也多姿多采的工作經驗；後來有

機會到大學出版社，才開始學習如何作出

版編輯，從一個內容產出者成為作品的催

生者。

瑜菁：研究所畢業之後，天真地覺得只要能跟藝

術相關，任何工作我都願意嘗試。一打開

人力銀行網站，其實漫無頭緒，苦於自己

在學科上的訓練偏向歷史與理論，對於策

展實務不夠熟悉、沒有實作經驗也沒有把

握，能選擇的工作看來不多。一看到北藝

大出版組在徵專員，「藝術大學」這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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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出版社《鑑往知來》書封

設計頗新穎（國立交通大學出

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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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令（膚淺的）我眼睛一亮，想來自

己跟文字也挺有緣分的，便奮力一搏，很

幸運的就這樣開始接觸編輯及出版工作。

03. 我想，與主流出版市場不同，大學出

版品的選書，始終都應有著一種獨立的、

非主流意識吧？那是不以市場為導向，

而以知識性、前瞻性、或說近乎冒險的、

先驅者的，敢於拓荒最冷門的無人之地

的出版精神吧？

瑜菁：以北藝大來說，大部分的稿件來源是校內

教師們在各領域的研究及展演成果，我們

透過每年二次「學術出版委員會」討論哪

些書值得出版，如果是學術類書籍，還得

再加上通過二位校外學者專家的審查才能

決議出版，亦即，在選書方面，我們比較

仰賴專業推薦。至於與一般商業出版不同

的地方，我的觀察是，大學出版社衡量一

本書是否值得出版，首先考量的並不是這

本書的銷售潛力，而是它在學界裡的重要

性及不可或缺性。尤其是藝術領域的學術

專書，原就是可遇不可求，甚至可說千載

難逢，每一位研究者可能得花上五年以上

的時間，才有可能在其藝術領域撰就一本

研究專著。這寫作過程還不能專注一事呀，

通常是在教學和行政工作焦頭爛額之中一

點一滴累積而成的，因此捧到這樣的書稿，

簡直都想膜拜了。雖然行銷上可能無法在

短時間內聚焦達標，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大

學出版社都是秉持這樣的理念選書的。

中醫臨床病例

辨證彙編

應
用
科
學

許中華 主編

漢珍 /10707/2 冊 /21 公分 / 每冊 5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3538/413

臨床病例（醫案）學習一向是學習中醫最快、最直

接的學習方式。隨著醫學日益進步，中醫病例記載

內容，亦應融入新元素，並統一格式。本書是結合

歷年來本院指導年輕中醫師的病例優良範本，主要

由九十五篇臨床病例以及五篇整理成中醫論文期

刊格式所彙編，臨床病例為中醫內科、婦科、小兒

科、針灸科、傷科以及外科常見病例，期許為中醫

臨床一教學有所助益。（漢珍）

應
用
科
學

宣印 SHAUN 著

宇河文化 /10712/256 面 /23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563074 /413

脊椎是人體最重要的骨骼，不僅支撐人體重量，更

提供全方位扭轉的活動力，脊椎同時也是體內的中

樞地位，是身體感覺和動作等生物訊息的重要傳輸

通道。為了適應地心引力，人們的脊椎也就演化出

不同的弧度。當人們隨著年紀增長，長期久坐或是

看書、看 3C 產品導致的姿勢不良，容易傷害頸椎

或是造成脊椎側彎。本書傳授「矯正脊療」三式，

讓孩子從小就打下良好基礎，保護脊椎，維持健康

體態，家長們可帶著小朋友一起動起來！（宇河文

化）

矯正脊療
男女老少都適用的

全效脊椎保健操 !
方法簡單，

遠離病痛，效果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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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把關，看的不是這本書能為出版

社賺多少錢，而是其內容能否為這門學

科、這個學問，說出擲地有聲的見解、給

未來研究者帶來紮實的分析、深厚的研究

影響，這是大學出版社存在的重要價值。

也因此，我們的學術出版都會透過編輯委

員會及專業雙向匿名外審，做到內容品質

的評估與把關。然而，出版是一項必須投

入許多成本的文化工作，無論是作者的知

識與研究積累，到編輯、潤

校、排版、裝幀，乃至於將

書推展到讀者面前的通路與

行銷，都免不了有諸多必要

成本，商業出版社得面對，

也會是大學出版想要永續經

營所必須面對的壓力。因

此，儘管不能以商業考量來

決定一本書是否該被出版，

面對生存壓力，大學出版也得「接地氣」，

思考如何產出兼顧質量與收益的優質出版

品。以交大為例，我們出版如半導體及資

訊相關領域的考試用書，都頗受到學生支

持；近幾年規劃具主題性、系列性的企製

書，也開闢另一條出版路徑，與校內系所

及研究中心合作，將其研究成果集結出

版，也嘗試將原本艱澀的殿堂知識，企劃

及歸納成為有系統且符合大眾閱讀傾向的

出版物，甚或是貼近社會議題的出版系

列，如御宅文化、科技與社會、客家研究

等，提供大眾多些理解與反思。

大學出版品在過去是由文化部所委託的兩

家政府出版品統籌書店辦理展銷，每年例

行被帶到不同書展出、銷售，再回到倉

庫，等待下一次書展。很偶爾可能會有某

本書在書海之中被選上作為年度推薦書籍

的機會，為其量身打造幾場講座，但大部

分的書應該就是默默地躺在書店和倉庫中

等待伯樂，並且封塵。加上出版單位規模

和人員編制普遍迷你，精力和時間通常灌

注在出版上，不太能兼顧

行銷推廣，我想這也是大

學出版品以往較不為人所

知的原因吧。

惠芳：交大出版社的出版類型則

概略可分幾種方向，一是

學術書，二是教科書，三

是數位教材，四是企製

書，五是學校成果書。先

從數位教材說起，這是在幾年前數位學習

興起之時，交大將一些教學卓越的課程做

了實況錄影，經由適當編輯整理後，出版

成影音教材，像是《陳龍英的電子學》等

理工科系必修的「三電一工」，加上其他

備受學生喜歡（當然也是必修且重要的課

程）的專門考科，推出共十套數位教材，

至今仍很受學 ( 考 ) 生歡迎。再來說學術

書，這應該是大學出版最重要的核心，特

別是在「國立」大學出版社，這種使命感

是絕對必要的。在評量是否出版某本書

時，通常是以其「價值」而非「價格」為

北藝大出版中心的 CD《真情台灣》封面走版畫

套色風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出版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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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就工作職務上來說，大學出版的編

輯跟一般商業出版的編輯，有什麼不同

呢？可否說一下你一天的工作情況？

惠芳：這得看不同工作時期而異，若在書稿出版

期，校稿、與美編及封面設計師溝通稿

件，幾乎會占去一天的大半時間，也得

不時留意書籍上架及銷售情況，與經銷商

保持密切聯繫。此外，我會給自己一些期

許，像自製的企劃書及活動行銷等，從提

案的準備與尋找作、編者，以及中間無數

次的來回溝通與討論，則是穿插於每日的

工作中；還有跟同事討論書稿、版權洽

談、翻譯進度及行銷推展等非正式會議不

定時發生；年底也得面對銷售成績的自我

評量。這些似乎與一般商業出版的編輯工

作差不多吧！但我們較少遇到可直接跟通

路提報新書的機會，也希望有機會能嘗試

看看。而國立大學出版社最不同的是，所

有作業必須符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行政規

定，受學校財務制度的管理，也得定期繳

交預算及報告等。

瑜菁：我沒有從事過商業出版，不過我猜應該是

大同小異的。每天的生活大概就是在接電

話（溝通）、寫電子郵件（溝通）以及紙

堆（溝通）中度過。由於編制小，收稿、

召集會議、送審、校對、編輯、法務、授

權、行銷企劃、辦講座、申請出版補助都

要做，還有學校行政工作。每年的爆炸期

則落在 11 月起至農曆過年前後，在這段

時間裡，便利貼紙永遠不夠用，新書出版

常用中藥

應
用
科
學

徐鳳麟 , 邱泰惠 , 陳益昇 , 賴慧真 主編

知音 /10709/340 面 /27 公分 /6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4350100/414

中藥經數千年萃煉為醫療保健之寶藏。為提供準藥

師基本中藥科學知識，本書由全國各藥學系授課教

師，聯合編寫歷經兩年。共 162 個中藥品項，以效

能為分類準則。〈總論〉概述中醫藥基本理論；〈個

論〉自補虛藥至驅蟲藥，分十八章，簡述所含中藥

的效能與特色。書末收錄〈常用方劑120種〉及〈中

藥藥材彩色圖〉。（知音）

應
用
科
學

張君威 著

獨立作家 /10712/182 面 /21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591881/415

協助肩負保家衛國、救災助民重任的國軍官兵，

及早發現、輔導與治療精神疾病，是重要的課題。

本書援引亞洲與歐美等國重要的研究成果，以盡量

淺白的文字介紹各類攸關軍人停除役的精神疾病，

包括重度憂鬱症、精神官能症、躁鬱症、思覺失調

症、藥物濫用等，也加入兩性關係與性別議題，是

國軍基層軍官、輔導長、精神衛生教育所的進階教

材。（獨立作家）

認識軍人

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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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芳：首先說明，我不喝酒，哈。我們的作者群

絕大多數是學校教授，其學術專

業是絕對的，而能讓作者信任，

把他們的智慧結晶交到大學出版

社，一來是大學出版社本身的學

術審查把關，讓作者能產生信任

感。二來，則應該是真心把完美

呈現作者的作品當作最重要的事

（也就是比作者更龜毛），他們

自然會放心把作品交給你。曾經

有作者對於大學出版社編輯的想

像是，編輯＝行政，做的純是連

繫的工夫，就是只負責把書稿交給美編設

計，再交回作者校對，如此來回後再交由

印刷廠印製，中間並不會給予編輯協助。

但實際合作後，對方才發現我們能在文章

落版、文字流暢度拿捏及美術設計方面，

給予適切意見，也會為其規劃上架及行銷

活動，他才完全地放心，後來還介紹其他

作者投稿至本社呢。我很感謝這些作者的

信賴，是對自己的編輯人生最重要的肯

定。

 

06. 聽起來像是相當令人安心的後勤補

給，我想起有個比喻，日本雜誌編輯赤

田祐一曾經說「編輯雜誌跟編輯書籍不

一樣，雜誌採訪是『現場收音』，編輯

書則像是『錄音室作業』，感覺可以一

點一點花時間精雕細琢，彷彿動到腦的

部位也不一樣。」的確，好雜誌應該有

和行銷活動同時燃燒。每天一到辦公室，

總是先確認待辦事項，然後一項

項完成、畫刪除線，中間繼續接

到電話、email、新增待辦事項，

好像永遠畫不完。每天工作結束

後，走出辦公室看看夜色中的關

渡平原，並且數數自己上廁所的

次數，畫下工作的句點。像是儀

式般，看似重複，卻也總有不同

的感慨唏噓和心得。

05. 每每看到日本編輯需要拜訪作

者親自取稿，盡可能地跟作者聚會應酬

吃吃喝喝，既是維持良好關係，又可隨

時討論企劃、取得最新資訊，聚餐實是

深度會議（酒精濃度也是不得了），許

多企劃提案會因為編輯與作者間的信任

與討論而得以展開。那麼，大學出版的

編輯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呢？

瑜菁：剛開始這份工作的時候，覺得作者是偶像，

總是帶著敬畏的心與電話那頭應對，作者

說的話就是聖言，在編輯上我沒有太多自

己的想法，屬於純然擁抱作者型。經過了

幾年，覺得作者是人，我慢慢明白術業有

專攻，他們對於編輯或出版並不一定有經

驗，需要透過討論並提供建議，一同決定

最適合本書的樣子。大部分時間裡，我仍

然敬畏教授作者群，不過已學會試著從編

輯的角度去貼近他們的出版需求，從自己

的經驗給予適當的建議。    

交大出版社《農民工與新工

人》書封鮭魚色，相當有時尚

敏銳度（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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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此時此刻的生猛現場感，而好的書

籍則是精準調校後，才慎重的面世。那

麼，在兩位的慢工細活編輯職務中，你

最喜歡工作的哪一個部分？

瑜菁：我最喜歡校稿了，但這也是小編制的出版

機構中最奢侈的一項喜歡。說起來汗顏，

比起編輯部（想像我們編制很大很大好

了），我更願意是校閱部的一員。在逐字

校對、一筆筆參考文獻的確認中，畫上各

式標註記號，整齊地寫下建議修改文字，

透過這些直接且誠懇地面對作者以及讀

者，然後等待作者的回應，這份紙上溝通

令人感到踏實。

偉綾：真的？那我要不要把這篇文章的校稿留給

你好了。

惠芳：編輯的工作真是包山包海，我常常打開電

腦打算寫新的企劃案，才寫了第一句，就

被接連不斷的電話，與作者、美編或配合

單位溝通，偶爾是臨時交辦的學校內部報

告中斷，一天下來，那一句話還孤零零地

留在電腦螢幕上。所以，有時候還滿喜歡

校稿閉關期，那天早上只要告訴自己，今

天目標是校對完多少頁數，然後專注於稿

件內容便好。不過，前提是同事們此時能

幫忙先處理突發事件或代接電話啦（感謝

好同事們）！ 

07. 嘿，如果你們能做一點改變，最想改

變工作的哪一個部分？

瑜菁：如果想像可以不顧現實，那麼我最想改變

曹嘉琳

服裝畫手札

應
用
科
學

曹嘉琳 著

新銳文創 /10707/191 面 /23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924192/423

只要一枝鉛筆，初學者也能輕鬆上手！掌握基礎概

念，美學專業必備入門書！曾任教於王榕生服裝學

苑、紡拓會、製衣工會、文化大學、實踐大學、經

國管理學院、救國團等，執教超過 30 年的服裝畫

資深講師曹嘉琳，以淺顯易懂的說明、細膩清晰的

筆觸，帶領讀者進入時尚服裝畫的繽紛世界！全書

以七個篇章，從基本人體架構、臉部比例開始，結

合流行時尚的著裝變化，詳細介紹各種服裝材質、

服裝樣式的質感與色彩表現技巧。（新銳文創）

應
用
科
學

重金敦之 著；游韻馨 譯

柳橋小鹿 /10710/303 面 /19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560634 /487

本書前篇「編輯的工作」談論編輯與創作者該如何

拿捏彼此的距離，並在進退之間做好各自的工作，

還有編輯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各項講究，同時也

針對出版產業的方方面面，包括最前線的書店現

場以及近年來重新定義文學獎的「書店大獎」（本

屋大賞），提出獨特的見解。後篇「從書本中閱讀

編輯的世界」，作者挑出22本書籍進行深入評述，

讓人細細品味從編輯部、文壇到社會的多變樣貌，

並重新思考要把哪些重要的價值帶進下一個年號。

（柳橋小鹿）

昭和微醺
門外不傳的老派編輯術



臺灣出版與閱讀

048

出版演奏專輯，從選曲、取得詞曲版權、

邀編曲、取得編曲授權、邀演奏者、取得

演奏授權、借錄音室、找錄音師、錄音、

混音、專輯裝幀設計、光碟燒錄等等，所

有影音出版流程都是從零開始學習、碰

撞。錄音時坐在演奏廳裡聽大師使用奇美

名琴演奏臺灣早期歌謠，錄音師精準錄

音、開麥克風 call 再來一個，我甚至連

一個呼吸都不敢大聲、一個姿勢都不敢調

整。這是一個非常夢幻的出版經驗，跳

脫了紙本，透過樂聲讓出版迴盪在耳畔心

間。我感受到出版真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在於它能留在讀者／聽者心中，激發

豐沛的情緒，產生無形卻雋永的積累與影

響。可能在這世界上，只有這幾刷次的（順

利銷售的話）購買者，或從圖書館借閱者，

能夠親身感受到這件出版品的魅力，然而

傳承不朽，相信出版品會一直一直的流傳

下去。    

偉綾：有名的編輯大塚信一（任職岩波書店四十

年），他也曾回答過這個問題。他最滿意

的一本書，說起來並不是暢銷書，他認為

「書的功能中最重要的要素，就在於影響

讀者，進而使社會產生變革。」於是，「從

這一點看來，如果要舉出一本書，就是宇

澤弘文所著的《汽車的社會性費用》。」

雖然有點不禮貌，但這書名聽起來就一點

也不暢銷啊。但他「影響讀者，進而使社

會產生變革」的理想，好像也跟兩位有心

人默默埋在書中的小小寄望是一樣的。

的是，希望大學出版社可以具備編輯和行

銷部門。編輯懂得行銷、懂得介紹經手的

書籍，這是基本功沒錯，不過真正要執行

行銷企劃，還是需要專業夥伴一起推動，

否則只會削弱兩項專業上的戰鬥力。

惠芳：應該要先改變自己的工作桌吧！編輯台上

堆積如山的一校、二校及Ｎ校稿們，加上

一堆工作小紙條布滿桌面，心裡總想著，

晚點再處理吧！然後，我跟紙條就被書稿

埋住了。對了，我不會同意放工作桌照片

的，出來行走江湖，形象還是要顧一下。

偉綾：老實說這兩樣都有點難，但是很值得追

      尋，祝福兩位。

08. 你們經手過的書籍中，哪一本最令你

印象深刻或者滿意？為什麼？

惠芳：去年我受人社系連瑞枝老師邀請，合編

《傾聽獅潭：農村日常、生計與地方創

生》，那是編輯生涯裡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名字在書封上（大學畢製不算）。謝謝瑞

枝老師，讓我在那書的催生路上，實際參

與書籍規劃，文章的律動、內容的精簡與

方向調整，中間雖然有些看法不一（有必

要自己爆料嗎），但最終能在互相理解（磨

合）的狀況下，展現不錯的出版成果。

瑜菁：印象最深刻的出版品是一張臺灣早期歌謠

的小提琴演奏專輯。藝術大學的出版除了

圖書之外，影音的留存亦是出版重任，然

而由於表演版權歸屬的複雜性，我們的影

音出版量並不多。有一年，很難得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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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好，殘酷的問題來了。大學出版社的

書，為什麼封面、內文排版、裝幀用紙

總無法給予相應品質的設計呢？（我是

不是說得太直接了。）怎麼說呢，內容

好歸好，嚴肅歸嚴肅，就是設計令人提

不起勁。保守的紙質、平凡無奇的封面、

內頁是學術論文般的圖文編排。如果有

畫冊圖錄，就會搞得精裝又巨重。

瑜菁：我想如果真有這種印象，可能跟（迷你的）

大學出版社一人身兼多職，較難專注各項

出版專業，加上大部分大學出版社是從學

校印務單位或校刊發行單位慢慢演進到專

業專書出版有關。還需要一點時間去摸索

市場、去研究

書籍設計、找

尋美術編輯人

員。 

惠芳：交大出版社的

書的包裝很市

場導向啊！書

衣、書腰（雖

然有些雞肋）

及漂亮迷人

的設計風格，我們完全不遺餘力。誰說內

容實在的書，封面不能美美的？就是因為

文字讀來有些燒腦，才更值得用精美雋永

的設計，好家傳典藏啊 ( 哈 )。像是走動

漫風的御宅文化系列，甚至邀請曾為日本

動漫製作插畫的原畫師為書籍繪製專屬封

面。我們的開本設計也很多元，有的書適

選擇不做普通人
魯蛇翻身術，

運用十倍勝法則，

透過行動力讓自己擺脫平凡

應
用
科
學

葛蘭特．卡爾登 著；凌瑋 譯

久石文化 /10710/267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376464 /494

問題在自己，答案也在自己，跳脫普通的思維，啟

動成功的人生，不做普通人，從自己的選擇開始。

想在人生中取得成功，讓別人對自己刮眼相看，得

先脫離普通。就本質上而言，你不能像普通人一樣

的行動，擁有普通的思維，如此只會過著普通而平

庸的生活，一事無成，無法脫穎而出。成功的人生

需要努力爭取，你必須超越普通的行動力，這樣才

能比別人更成功。（久石文化）

應
用
科
學

御姊愛 著

平安文化 /10712/206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04663/494

從社會新鮮人到自己當老闆，御姊愛歷經職場百

鍊，既了解上班族的心聲，也能體會老闆的心情，

她不餵你喝雞湯，不幫你擦眼淚，不教你深呼吸，

而是透過 25 個切入骨髓的「辦公室生態」，傳授

你最受用的「職場文化人類學」。無論是令人切心

的主雇關係、笑裡藏刀的同事往來、爾虞我詐的商

戰交鋒，只要學會「換位思考」，不只各種問題迎

刃而解，還能洞燭先機，趨吉避凶！（平安文化）

你老闆

在你背後，

有點火
不想被主管整死、被屬下氣

死、被同業害死，不可不知

的職場文化人類學！

交大出版社《傾聽獅潭》封

面，插畫家以苗栗獅潭鄉的地

圖輪廓作為發想（國立交通大

學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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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直都在編寫雜誌、書，即使未來不

在出版社，應該也很難脫離編輯相關工

作。可能做個 SOHO 族，寫旅遊文章吧，

因為很愛在小鄉小鎮亂走亂逛，偶遇不在

旅遊書也不在網誌裡的隱世美食美景，有

機會的話，可以好好記錄下來，應該也是

不錯的事。

瑜菁：如果沒有當編輯，或許也可能是書店店

員。繼續摸書、上架、歸檔、聞嗅紙的氣味。

 

12.看來兩位都還是逃不了在字裡行間的

工作，只能說是真愛。那麼，有什麼是

你（作為一個大學出版的編輯）一直想

試著去做但是沒有做的事？為什麼？

惠芳：很想要編一本兼具內容品質也能暢銷的

書。這是我自己從原本只是一位偽編輯、

真行政，到關心自己究竟出了什麼書，再

到這兩年實際參與書的企製內容，真正成

為一位出版社編輯的最終目標。或許對許

多編輯來說，這是唾手可得的事，但愚頓

如我，得靠許多失敗的經驗累積與無數朋

友的幫助，才能繼續往這個夢想前進。幸

運的是，我已經開始做了。是什麼書？我

想，就等成功再說，說出來就不靈囉！對

了，其實也有好多行銷想法待實踐，但一

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加上有時也是會想偷

懶的，就慢慢做吧。

瑜菁：我最想做的事是從邀稿到編輯，主動策畫

一本書的出版。我們的稿源多數來自校內

教師的投稿，在有限的人力下，光要妥善

合以精裝、大開本展現其經典價值，也有

的書適合質輕小開本，方便隨身攜帶閱

讀，這些都會在書稿企劃之初先做好思考

與定案的。

偉綾：有圖有真相（伸）。

10.請問兩位最喜歡的國內外大學出版社

是哪一家呢？為什麼？

惠芳：可以任性投自己家出版社一票嗎？內舉不

避親啊！能得到長官信任、同事支持，還

有許多作者相挺，也能持續實踐自己的編

輯理想，不選交大出版社選誰。

瑜菁：對於國外大學出版社的認識尚淺，倒是可

以厚顏的從大學出版社目錄來說說，最有

印象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和臺

灣同樣使用正體中文，不過除了中文出版

之外，中文大學的出版品有一半以上都是

英語出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稿源

及探討議題的多元性，好像這些出版品並

不是設定只給中文閱讀者或僅限於某些領

域，而是一開始就鎖定要迎向世界。反思

藝術大學的出版品，如何能夠在藝術專業

領域之上，開拓面對各層面讀者以及更全

球性的出版視野呢？是我們極需努力的。

  

11.兩位的編輯年資分別是18年與5年，

妳覺得如果沒有做編輯，會做什麼工

作？

惠芳：沒有當編輯的話，我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可

以做什麼吔！因為從學生階段到進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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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書稿順利出版，已經是竭盡心力

了，因此這個夢想一直擱置著。我想等我

更有經驗一點（希望在三年之內），可以

更從容地處理稿件，到那時，應該就可以

開始規劃了。

13. 最後一題，編輯的工作聽起來相當

繁重啊，但每年年底還要準備台北國際

書展。今年（2019）是第一次參與策展，

有什麼感想呢？

瑜菁：第一年參加台北書展，非常的興奮，看到

自己親手把書透過書展送到讀者面前，並

且邀請作者來談書，那些炯炯的目光、專

注的講與聽、讀者細細挑書的神情還有結

帳機的開闔聲，令人動容不已。在此之

前，出版品之於我，就是在 1.5 公尺見方

的辦公座位和電腦之間的空間關係，我在

這小小的空間將書從文字稿電子檔工作到

印刷出版。首次看到書與讀者的連結，奠

定了我對出版的喜好與明白出版的價值，

從 2012 年起，一年年持續參展。今年第

R 軟體
應用統計方法

社
會
科
學

陳景祥 著

台灣東華 /10709/677 面 /26 公分 /7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839582/512

AI 到目前為止目前仍然沒有「智慧」可言。某些

程式語言雖然因為 AI 而竄紅，但多數人是用來作

為 AI 深層學習建模的工具，這樣的角色也可能因

為越來越普遍化的「AI 自動建模軟體」出現而逐

漸淡化。另一個逐漸浮出的疑慮是，這一波的 AI 

是否因為再次吹噓過度又將泡沫化？從資料分析、

數學公式與程式之間的直覺轉換、與演算法程式化

的角度來看，R 語言的特性很容易地將理論演算法

轉為程式，不需要自己辛苦從頭打造各類應用程

式。（台灣東華）

社
會
科
學

潘如玲 著

網路與書 /10709/241 面 /20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6843/520

教學經驗近 30 年的潘如玲老師，稱 2000 年後出生

的學生為「光速小孩」。愛玩、不斷摸索各種教

室經營法的如玲老師，2012 年後玩起了由古馬雅

曆法衍生而來的「馬雅星子印記」，放下「經營

管理」，以每個人獨特的圖騰印記為起點來談心，

協助光速小孩與大人尋回內在力量。《認出光速小

孩》記錄了如玲老師的第一線教育觀察，和她探

索師者角色的歷程。書末則附上星子印記的簡易玩

法。（網路與書）

認出光速小孩
擁抱教育現場的自己

各校編輯絞盡腦汁將自家出版品重新分類，用接地氣的主題詞介紹大

學出版品（曾偉綾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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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參與策展，「志不能窮」是一項全新

的挑戰，在這個項目上，我又從零開始，

菜鳥般地模仿著前人。幸好有優質的策展

夥伴引導，以及所有出版社夥伴的信任與

配合，互相鼓勵努力著重新認識自己的出

版品，尋找其與讀者的切身連結，幫它們

自我介紹。即使今年大學聯展的經費資源

和展位都較往年迷你，但我將之視為一

個轉機，能夠回到推廣大學出版品的初

衷——踏實地將大學出版品的內容透過編

輯力介紹給讀者。希望讀者能在這迷你精

巧的空間裡，發現一閃一閃微光螢火，重

新認識大學出版品。

惠芳：其實從第一年參展至今，每年我都想，明

年不來了，真是累人的活啊！但到了第二

年，又開始準備書展活動，與大學出版社

聯展的夥伴討論連繫，滿腔熱血就又一股

腦全衝上來，然後周而復始又一年。在書

展裡，我看到自己編的書被讀者捧在手裡

翻閱著，有時真的很想跟對方說，你知道

這書花了編輯多少心血嗎？你要好好愛他

啊。在講座活動中，主講及與談人用心地

向讀者朋友分享書籍可貴的價值，看著那

種「真人」互動與交流，是我覺得書展很

迷人的地方，而我很榮幸，讓這些在自己

的努力下發生。更感謝在這樣的聯展活動

裡，認識一群很棒的大學聯展夥伴，特別

是今年瑜菁扛下「志不能窮」策展重責，

身為姐姐的我協助參與，只能亂出鬼點子

與互相取暖，實在是貢獻不多。只是連

站七天，在展場內為貴賓們介紹我們的展

位特色，真的很考驗資深編輯的腰力及腿

力。但很開心這次與偉綾、瑜菁的合作，

讓大學出版社聯展成為 2019 台北國際書

展的亮點之一。寫到這兒忍不住開始想，

那，明年又要玩什麼了？

利用展場點痣圖、金筆與金色貼紙，邀請來到展場的作家貴賓們題上

點志成金佳句（劉柏廷攝影）

展場推出「限量簽名書」販售，事先邀請各校作家題簽（曾偉綾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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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標籤，

找回自己，

你是你自己最大

的勇氣
22 個從困境破繭而出

的青春故事

社
會
科
學

張淑媚 著

釀出版 /10710/280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452798/527

任教於大學校園的張淑媚（阿媚）老師，寫下 22

個遭遇人生困境的年輕故事：有墮胎、劈腿的感情

曲折，有翹課、退學的自我懷疑，有自我認同的不

安。透過薩提爾模式、敘事治療，與「狂野寫作」，

阿媚老師陪伴年輕學子們走過一段「孤單卻不無

助」的心靈探索之路。在每個獨特的故事裡，找回

屬於你自己的力量。（釀出版）

社
會
科
學

唐學芬 著

老樹創意出版中心 /10708/248 面 /21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297939/528

本書用 50 堂人生課程帶出最真實的勇氣，讓孩子

認識並了解自己，人生就是一堂挫折課，成長歷程

中每個人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失敗和困難，隨之而

來的焦慮和不安便會影響著人們。如果在孩子小

的時候就能教會他們如何面對挫折，跟挫折相處，

那麼挫折會是一個禮物，而非苦難而已。早點懂得

當困境和打擊迎面而來時，放寬心接納，用正確的

態度解決，挫折將會是養分，讓你更加強大。（老

樹創意出版中心）

在挫折的背後

遇見真正的自己

展場主視覺書牆，是愛書人拍照留念區，同時也是庫存書區。可惜後

來場內講座人潮過多，為了疏通人流忍痛將此面主視覺牆的書背轉

正，增加銷售面積以利販售（曾偉綾攝影）

愛書人喜蓋藏書章，展場設計總是為讀者設想周到（曾偉綾攝影）

從圖書館自學自救風格，衍生設計復古的「活版印刷圖書館卡」供愛

書人典藏（曾偉綾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