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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萎縮不一定是持續下墜：

2018 年臺灣出版產業回顧

若要總結 2018 年的臺灣出版產業，「慘」

可能還不足以形容，而是非常慘烈，看不見深淵

盡頭的持續下墜中的無助感，讓許多出版先進與

愛書人感到不安與困惑。

首先是產值衰退，原本不少人以為，2016 年

是谷底，因為2017年的產值有回升，來到186億。

沒想到，2017年僅只是反彈，2018年不但下跌，

而且跌破2016年的數字，僅剩170億，也就是說，

谷底仍然未到，我們仍在下墜途中。因為有同業

先進預言，2019 年的產值僅剩 160 億。

產值跌得更深的原因，筆者認為，跟線上閱

讀的崛起以及背後的整個生態系統的變革有關。

先說一個其他同業先進認為是希望，但筆者認為

短期內會造成產值加速崩落的一個因素：電子書

銷售金額的成長。據說 2018 年電子書產值比前

一年上升了 1.8 億，來到了 3.8 億。 3.8 億看似

不多，但是，以前一年的銷售總額是 2 億作為基

準來看，等於一年內成長了 90%，難怪會讓許多

人感到振奮，認為臺灣的電子書銷售也許即將迎

來春天。

問題是，這個產值的賺取，付出的代價卻比

較少人去談？

明顯可從末端售價看出的是，電子書的平均

售價要比紙本書至少便宜 10%-30% 不等，以進一

步降價來打開市場固然是一種推廣方法，但短期

內勢必形成電子書銷售金額越高，反向壓縮紙本

書的銷售金額也越大的矛盾現象。

舉個例子，一本定價三百元的書，紙本的平

均售價約落在八折，電子書則是五到七折，兩者

相差 30-90 元。假使我們取一個折衷數字 15%，

那麼也就可以這樣推估，電子書成長的 1.8 億

產值，得從紙本書中折讓出 2,700 萬（1.8 億的

15%）。

如果單看這個數據，影響可能不大，遺憾的

是，電子書銷售的崛起，不能單從出版領域來解

讀，必須放入更大的線上數位學習市場來檢視，

才能看出端倪。也就是說，購買電子書的族群，

相當程度也是會購買線上課程或線上影音節目的

族群。電子書銷售的崛起，更有可能是因為人們

逐漸習慣付費購買線上課程與線上影音節目，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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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的選購了電子書。

但筆者認為，應該有更多人只選購線上影

音產品而不買書，畢竟，如今的出版生態跟過去

不同，越來越多作者是先出了線上課程或線上節

目，而後才被出版界挖角，進而邀請推出圖書。

會買這些作者出版的作品的，只有極少數的狂熱

鐵粉，多數粉絲是不購買或只購買數位產品，畢

竟這是個 Line 貼圖或虛寶的銷售金額不亞於圖

書出版全年產值的時代。也就是說，新世代對於

購買看不見的商品是毫無障礙，完全能夠接受的

時代。

這也就是說，除了少子化、租書店倒閉潮

（租書店結束營業連帶造成基本的圖書採購金額

蒸發）等因素造成圖書銷售金額的衰退，線上付

費課程與節目的崛起也分食了圖書產業的產值，

畢竟從目的上來說，這些都是提供知識內容的服

務，只是乘載的載體不同。

回頭檢視，2018 年是線上付費服務大噴發

的時代，越來越多百萬訂閱的網紅誕生，付費節

目市場中出現許多月入百萬的 A 咖，和過往提供

的內容偏向服務不同，這一波有許多人提供的是

知識型內容，好比說 PressPlay 上的財經類型節

目，就有不少人月訂閱收入破百萬，更別說破十

萬的。

如果把線上課程平台也視為出版社（教育類

出版品），也把其產值納入出版領域來計算，也

許就能看出臺灣圖書出版產值衰退後到底轉移到

了哪邊？ 圖書部門的情況如此，雜誌部門的情

況應該更加明顯才是？

網路上的許多大型粉絲團或網站，其功能就

好比過去的雜誌，當有更便利且流通更快的文章

可以免費取得，購買紙本雜誌的消費者數量必然

大幅減少。當閱讀載體已經不可逆轉的跨出原本

的紙本雜誌與紙本書的邊界，另起爐灶且發展得

風生水起。出版界若依然堅持某些出版品才能計

入出版產值，然後繼續感嘆臺灣讀者不買書不讀

書雖然也可以，可是，更可能的情況是與現實脫

節，市場早已擁抱新載體，做出新選擇，出版人

卻仍然停留在過往的觀念，試圖以老方法來「提

振」出版產值，最後只怕換來滿滿的挫折。

讓我們客觀的思考一下，中國大陸的得到、

喜瑪拉雅等，美國的 Podcast Go，或是臺灣的

PressPlay、Hahow 到底要不要被視為出版商？

當大眾文學閱讀已經全面上網，或是轉向

觀賞新時代的影音網紅推出的節目，放下了紙本

書，卻非要說不讀紙本書的就是不讀書，只怕會

讓新一代的數位原住民感到愕然？

說個未必不相干的議題，據說出版業近年來

招募新進人員頗有難度，除了薪資無法有效提升

之外，年輕世代早已不讀紙本書而跨入更靈活的

數位閱讀時，又怎麼會選擇投身紙本書為主的出

版產業？

出版的定義，並非永遠不能修正或擴充，某

種程度上來說，想要提振出版產值，遏止無盡墜

落深淵最快且直接的方法，就是修改出版產業的

定義，將所有提供付費知識內容服務的媒體（別

忘了出版其實也是媒體）都納入出版界，則產值

非但不會繼續萎縮而且會一下子狂飆成長。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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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資策會2016年做的《數位學習產值調查報告》

中就提到，臺灣的數位學習產值高達一千億，且

仍有成長空間。

修改定義表面上看起來很取巧，其實不然，

這是一種框架的重設定，幫助我們看清楚時代的

變化，看清楚系統的變革，當大局勢看得更清楚

時，也才能看清身處其中的既有圖書產業的未來

該怎麼調整與發展？

如果繼續用舊框架看出版產業與產值，那

麼，未來還會繼續萎縮，因為服務人們閱讀需求

的新載體新廠商都不再歸屬出版業，而有閱讀需

求的新人類才不會管定義問題，只會用腳投票，

選擇對他們來說最方便的閱讀載體，進行閱讀，

無論是免費還是付費。

可喜的是，其實已經有一些先進陸續投資未

來需要的出版品服務，好比說在產值一片衰退的

時代，卻陸續有出版人推出超級大部頭作品，甚

至是大部頭系列作品（如八旗出版社的《興亡的

世界史》，每一本都很厚，價格也不低），就是

一例。

就筆者自己長年觀察圖書出版與閱讀市場的

發展趨勢，發現一個情況，數位閱讀崛起之後，

休閒娛樂類出版品萎縮的最快，因為網路能夠取

代的高品質作品不少，而且免費，單純只是休閒

娛樂打發時間的考量下，一邊是要花錢且資訊量

少，一邊是免費且資訊量大，市場選擇幾乎不言

可喻。

也就是說，這一塊的市場需求將是不會回頭

的永遠蒸發了，生活風格或是大眾文學閱讀就是

影響最大的兩個領域，而這兩個領域過去在紙本

書市場的銷售佔比都不低。

大眾文學閱讀中，未來只剩超級暢銷作家或

是與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後推出紙本書做紀念販售

等情況，還能維持某種程度的暢銷，過去幾年的

文學類暢銷榜單上，一無例外的幾乎都是有被改

編成影視作品的原著登上暢銷榜，其他的作品銷

售情況都是差強人意，和過往閱讀市場以文學為

主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在學或成人教育等教育類的出版品，

這兩三年來也逐漸因為數位付費學習頻道的成熟

而取代了紙本書，過往商管書、工具書或教科書

還能維持某種市占率，未來也可能逐漸萎縮。過

去的企業團購圖書市場，也開始有數位影音公司

以數位課程團購的方式切入，加上出版業原本對

於開發企業團購領域就不夠積極，也等於是將市

場拱手讓人。

如果仔細觀察過去一年的出版品清單，會發

現有不少教育訓練界的講師出書（如知名講師謝

文憲、王永福等等），出版數量與頻率都遠超過

往，且銷售狀況不差，這些講師之所以能在低迷

的出版市場殺出一條血路，是因為這些人原本做

的就是付費知識的銷售服務，只是過去以課程形

式介入市場，如今越來越多人選擇加入出版圖書

的方式來輔助。

出版界應該積極抓住這波教育訓練講師的出

版熱潮，多推出一些有基本銷售保障的講師的出

版品。商務人士與企業採購是出版大衰退時代還

願意掏錢買書的重點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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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還會閱讀紙本書的族群，除了學校使用

紙本教科書外，大概就屬（廣義）人文素養閱讀

領域，這類型的作品多半厚重，且知識量厚重，

消化理解需要時間，無法靠懶人包協力，且數位

產品目前仍然無法取代其存在的獨特性，因此，

是少數能夠逆勢發展甚至創出好成績的出版領

域。

共和國集團為何能在一片衰退中異軍突起，

關鍵就在於深耕人文閱讀領域，以大部頭作品來

抵抗數位風潮的侵襲。

反而是資訊氾濫，碎片化訊息蓬勃海量開展

的時代，出版界更應該回歸圖書的根本，將出版

品知識內容呈現的不可取代性的主題或是大部頭

作品，因為這些都是目前其他媒介還無法攻佔的

領域，也是傳統出版產業的強項。

專精做好自己擅長的工作，將重點放在拉高

毛利，而非產值的起伏，斷然捨棄在大趨勢下不

會再有可能回歸圖書出版領域的出版品類型，好

好思考，認真整理整頓，該補強的補強，該割捨

的割捨，或許幾年之後，出版產業可以走出新時

代的新形態，找到自己的市場定位以及獲利與成

本之間的均衡點，不用再為無止境的衰退的產值

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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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船上的花 著

要有光 /10707/248 面 /21 公分 /31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32140/857

新聞裡陳屍廢棄場的死者，竟然是五年前「膠帶滅

童案」的殺人通緝犯？死前居然還盜走診所的逃漏

稅資料？段仕鴻不得已開始著手調查該名病患，然

而隨著調查越來越深入，他接觸的人一個接一個死

去，而他自己也難逃這一場大獵殺。真實筆觸下一

連串驚心動魄的社會情節，環環相扣的燒腦推理，

穿插微冷、荒誕的嘲諷對話，一本猶如《大佛普拉

斯》般的黑色推理喜劇！特殊推理手法──以牙醫

專業進行偵查，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謎手法！（要有

光）

牙醫偵探
釐米殺機

李時雍 主編；何敬堯等 作

聯經 /10710/397 面 /23 公分 /4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851649/863

二十世紀的臺灣文學，是一場漫長的降生，徘徊著

文學者們思考與困惑的身影。這些文字紀錄照亮了

歷史的空缺，留了微光。1900 年到 2000 年，臺灣

文學從萌芽到正式誕生、爍爍火花迅速綻放，直至

晝夜間動亂的希望明滅，一百年，一百零一個故

事。編者李時雍邀請 12 位「80 世代」作家，用學

術、文學、戲劇、跨域專業，串連起 101 篇像史，

像詩更像傳承的傳家故事，篇篇動人。是為上一個

文學百年備忘，更期許島嶼後浪之不息。（聯經）

百年降生
1900-2000 臺灣文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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