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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之於出版物，是思想的結晶、是孕育

的孩子、是發酵醞釀後的酒。

每一次的創作產出，到創作發表的過程和

形式，管道和方式影響了閱聽受眾，進而產生交

流以及共鳴、反饋。這樣的過程傳承了思想和文

化，以及藝術恆流的展現。但即使相同的初始創

作，因為呈現和醞釀的過程不同，有可能導致迥

然不同的結果，和不同的銷售傳播方式。因此，

我想在這篇文章中聊聊出版的各種形式和面向，

以及不同創作人可能的傳播渠道選擇。

作為一位創作者，能夠集結創作品出版是夢

想，能讓自己的創作讓更多人看到。但一個創作

的產出，並不等同於出版。商業出版的前提，是

文化商品販售。一個商業出版產業，有許多細微

的不同，也影響出版週期、出版題材選擇和通路

行銷方式：

我眼中的出版趨勢
卡洛琳 H.　策展人、圖像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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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自有大宇宙（想方子設計工作室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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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本書講授者慈囊仁波切依循《中陰聞教救度法》

中的修持根本偈頌做詳細解說，更深入給予清晰

明白的口訣教授，引導讀者在面對生處中陰、臨

終中陰、法性中陰、投胎中陰、禪定中陰、睡夢

中陰等六種中陰的境相時，其觀修要領、實修口

訣以及注意事項等，幫助讀者掌握解脫關鍵，圓

滿今生功課。（全佛文化）

全佛文化 /10804/175 面 /22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3842/226

蓮花生大士 原著

西藏生死導引書

．下
六種中陰的實修教授依照「種類」區分

  ●　 教科書類書籍：需依照課綱，並因應學年需

求改版調整。雖然通常學校選書不太會有頻

繁的更迭替換，但販售和發圖繪製，週期較

短且依賴出版社業務舉辦活動交流，頻繁進

入校園，與選書單位維持良好的互動和需求

溝通。

  ●　 教學輔助類書籍：此類書籍與教科書類書籍

相輔相成互補不足。一方面產出此類書籍，

須了解升學趨勢以及社會文化脈絡，協助補

充教科書類書籍的不足，或是加深強化教

學。另一方面，也有以大量科普知識或是藝

術繪圖來補充，彌補學校教材的制式，給予

更加多元的資訊學習補充。

  ●　 商業管理類書籍：通常針對成人設計。出了

社會後，有許多商場管理和組織型態因時俱

移，經由數據統整歸納後，總有與新工具結

合的新方式和系統化的歸納整理資訊，幫助

遇到困惑和在以往傳統學習領域沒有遇過的

新難題，在商業管理的書上，找尋和學習解

決或是更有效率的合適方法。

  ●　 消費性文化類書籍：像是心靈雞湯類的書

種、報紙專欄、專題或是大眾會關心的大眾

文化，像是美食、旅遊、推理通俗小說、命

理、名人專書、藝人和部落客出書、時尚流

行趨勢，都是大眾會喜歡的議題類。

  ●　 藝術文化類書籍：以文化人和藝術家出版的

宗
教

本書收錄的是明末漢月法藏禪師早期撰述的六部

禪宗文獻，版本為當時三峰禪寺或北禪寺自行刊

印的寺院傳本，文獻史料價值極為珍貴。藉由點

校六部漢月珍稀文獻，除提供學界得以研究漢月

的禪、教、戒律、淨土思想，以及參禪的修行指

導等面向外，本書亦是探究明清僧人之間異論的

內容及漢月三峰派早期發展非常重要的史料。

（佛光文化）  

佛光文化 /10804/396 面 /21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575008/226

黃繹勳 編

漢月法藏禪師珍

稀文獻選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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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畫冊、建築、歷史、攝影。

依照「年齡」區分

  ●　 童書：學齡前的兒童，因為文字閱讀能力是

後天學習，所以多為色彩鮮艷的圖畫書為

主，或輔以聲音朗誦的有聲書、或是搭配互

動輔具使用的桌遊式、玩具共玩式的教具用

書。

  ●　 青少年：青少年追逐的偶像崇拜雜誌、寫

真、少年冒險漫畫、少女向言情小說、推理

小說、BL 和百合向出版物。

  ●　 成人：情色、暴力、毀滅向、政治性出版

物，依據法律上對於可以自主做決定的成年

人定義，而對心智尚未成年人加以限制規

範。

上述的分類，多為總結目前商業出版趨勢的

結論。因為一家出版社的結構組成多元，從出版

產業結構取向、編輯選材編撰、成本結構分析、

印務與印刷廠印製出版成書、行銷通路定價和促

銷折扣，做一本「符合成本利潤結構」而且「可

以賣掉的書」，「可以回收成本創造利潤」，如

此才能讓出版與創作者的生態循環不息，繼續在

生態圈生存。

對出版社來說，賣不掉的書就是堆在倉庫

中的廢紙，會有庫存管理的倉儲成本、人員人力

的管理成本和壓力、和新書折舊破損、蟲害潮濕

的損耗，除了紙質的不同可能會隨時間變黃之

外，內容也有可能會因為時間和時代潮流的推進

而過時。因此，在現今通路為王的時代，「能賣

掉書」，其實代表的背後意涵卻更為現實。要賣

掉書，但古早的傳統書局和小型連鎖書店式微，

現在的主力通路，像是博客來、金石堂，抽成之

高，和活動折扣的統一促銷，就會吃掉一本書大

部分的利潤，出版社再扣掉作者版稅、人力開銷

成本，也常有成本與利潤不符，甚至入不敷出的

憂思。也因此，間接和直接影響的層面有：

   ●　 書的成本：現今書甚少大量使用美術紙

質，印刷加工也多有限制。因為成本越

高，當有要上強勢通路的抽成考量時，搬

運損耗、庫存或是折扣出清時，成本控管

的風險越大。

  ●　 書的頁數：當一本書要上市銷售時，需要經

過層層把關、企劃、編撰、印刷製成。一本

高價昂貴高成本的書縱然會有冒風險投報槓

桿的考量，在行銷上也需要讓消費者有物超

所值的價值感。所以一本畫冊通常會希望出

版的頁數能有 90-100 頁的系列作品，一本

繪本因應裝訂方式會至少 32 頁，而一部成

熟的考究之作，也鮮少出現超過 500 頁、或

是上千頁的大作，因為單本書賣價可能會因

為過高，超過一般消費者的平衡和預算，導

致在通路上難以銷售或是折扣。因此在內容

上刪減精華的情況也是必須要的考量。

  ●　 書的銷售通路：每個出版社的品牌和走向決

定通路。由於書市的銷售量下滑，導致出版

業資方在投資作者時更趨於保守。即使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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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量萎縮了，大家都希望能跨足新產品

的同時，也會面臨風險槓桿的問題。當新產

業類別的書開始發展時，原先做的書線有可

能是公司賺錢的根源，而新書線的開發卻是

投資，是要花錢開銷的。每本書的產出和行

銷的經驗累積，也都是在新產品面向的成果

展現。如果跨足新書線，卻沒有做好整體通

路的評估、或是要打出好口碑的殊死戰的覺

悟，若仍然抱持著要和強勢舊書線一樣的利

潤，或是共用資源和行銷方法，雖然避掉了

可能的風險，但焉有不做投資和開發荊棘，

就能長出的新路呢？當書冊的累積和資源都

不足，也沒有好的品質和折扣、活動行銷，

通路選書時對於這樣的書，即使有興趣，也

會因應市場，傾向給予較高抽成和減少庫存

購買的方式來回應。自然各種書線的出版社

在跨足不同領域時，即使嗅到有潛力市場，

實際開發執行上，卻仍多有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之感。

也因此，當網路興起時，許多以往的分類和

銷售通路的作法，在近 20 年有了蠻大的變化。

著作權受重視，著作自主權也日益高漲。

Zine 小誌、自出版的通路，因為網路行銷的個

人化和品牌分眾化，而有成長發展的趨勢。在以

往，也有著作人窮盡一生，希望為自己出版著

作，從內容到完稿、裝幀都先完備做成樣書，付

費請出版社協助出版以及上架通路的出版模式，

但需付出大量行銷費用、通路上架費用、倉儲費

大手印，是減法而不是加法。本書來自第三世大

寶法王最衷心的祈願，由國師嘉察仁波切為它譜

寫上深切的跟隨之意，要引領你我，在祈願中走

上解脫之路，心無旁騖，不落入歧途的朝向大手

印前行。我們不只是為眾生祈求連苦痛之聲也不

曾聽聞，更祈願眾生契入大手印，讓無明的源頭

枯竭。在祈願中引導你找悲智雙運，與法王一同

如理成就。（眾生文化）

眾生文化 /10804/164 面 /22 公分 /36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6091964/226

第三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讓炯多傑 原典作；國師
嘉察仁波切 釋論；堪布羅卓丹傑 釋論譯

就是這樣
《了義大手印祈願文》釋論

宗
教

寂園居士康寄遙於 1950 年代親自勘察陝西各寺

的忠實記載，在書中逐一備述各寺的地理位置、

歷史沿革、宗派法門、國際關係、當時現狀及文

物特色，從陝西 26 座古寺，一睹中國佛教傳衍

風華！文革期間，各寺慘遭破壞，雖近年重新修

繕，亦難重現當年所見的原貌。本書於半世紀後

重新問世，特於各寺開篇附上今照，其後多係文

革前舊照，呈現今昔異同；各寺文末亦附上現址

及簡要地圖，以便讀者前往遊覽時按圖索驥。

（秀威資訊科技）

秀威資訊科技 /10803/296 面 /21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266570/227

康寄遙 編著；康正果 修訂

陝西佛寺紀略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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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常常因為數量和成本的關係，同樣透

過私下非官方的通路販售或是交流。同人和

應援的力量，更顯示在目前民間進行已久的

各種集會販物場所，雖然現在也有很多是以

販售原創商品為主的攤位，但對於喜愛的偶

像或是動漫的交流，仍然是這類型刊物販售

的主力，歷久不衰。陪伴許多讀者度過青澀

的青春歲月，也因此結交不少好友。

  ●　 針對「高端藝術」、「小眾」、「次文化」

出版品需求來看：商業出版因為成本考量，

對於紙質選擇和加工方式多有考量。但有許

多出版品的繪畫和呈現，會使用特殊的手工

製作方式。例如像是「絹印」，除了孔版印

刷製版少量手工製作以外，也常會使用特殊

螢光墨水或是顏色呈現，以少量製作但是不

同混色的手感質感，做為作品印刷刊物呈現

的一部份。

還有些刊物因為採用剪紙的圖像技法呈現，

或是有大量打凹打凸上金線的需求，才能呈

現出原先的價值感。像是特殊精品的藝術畫

冊，有可能因應少量製作需求或是技巧上的

特殊要求，而採用輸出加上專門加工師傅限

量製作。這些都是屬於「高端藝術」的刊物

會考量的作法。

另外，許多較為「小眾」、「次文化」的

刊物，像是「藝術漫畫」或是地方創生的「地方

誌」、「環境保育」和「古蹟建築物」、「獨立

書店地圖」等。因為經費預算有限，而且閱聽眾

用，以及一定的印刷量和分潤，而是否出版的取

決權仍掌握在出版社的手中。有可能因為品質或

是方向考量不同，而被閱聽守門人在初始即被篩

選淘汰，無法出現在大眾面前。

而現在大量小誌和自出版商品出現，主要可

以從「需求」、「通路」、「市場」三個面向的

改變來探討：

從閱聽者的「需求」來看

  ●　 針對學習型的讀者需求而言：網路學習的產

生，影音教學和品牌教師的補充講義，取代

大量的教學輔助類教材出版品。以往依賴學

校和補習班面授教課，函授課程需要有大量

的錄影帶和 VCD 輔助，但還是無法脫離實體

面授和筆記的做法。

 現在多種各領域的線上學習平臺林立，老師

們除了會擬定課綱教案、錄影教學以外，常

常會因應平臺集資和宣傳的需求，製作獨立

刊物或是課程講義，出版成為課程補充教

材，或是單獨的販售獨立出版物和補充教材

筆記、獨門心法。

  ●　 偶像應援刊物：在偶像圈中，因為喜好二次

元人物而 Cos 的相簿畫冊，或是因為喜歡偶

像藝人團體，因喜好而繪製成卡漫風格的公

仔或是擷取活動照片、圖片做成的應援刊

物。初衷是源自於對偶像的喜愛，而非官方

出品。但因為應援的交流和團結，會希望

對支持的偶像付出心意而製作的刊物或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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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培養很穩定的量，站在推廣和支持的立基點

上，常常使用一般少量輸出和簡單裝訂來做為自

出版刊物。或是以預購和數位印刷的形式，由購

買數分批少量印製販售。除了資訊流通快速，形

式和內容頁數也較為多元，沒有太多限制，對於

設計和創意的發展，因為聚焦小眾，所以更能針

對受眾有大膽的創新和言論，不需要顧慮太多大

多數人的觀點和看法。也可以用少量預購少量印

製的作業方式販售。

從閱聽者的「通路」來看

  ●　 中階書店的式微以及獨立書店的崛起：目前

跨國性的大型書店鋪天蓋地席捲而來，除了

有完善的客服和退換貨制度，也有較多的書

的分類選項和行銷資源，排行榜選書也常是

各個作者為爭取排行榜推薦名單的兵家必爭

之地。以至於不上不下或是定位不清的連鎖

中階書店式微，一家一家關閉減少。取而代

之的是以書店店長選書和辦講座活動為參考

依據的「獨立書店」興起。當各種各類的書

種多元且來源廣泛時，許多獨立書店的成

立，就是為了支持某個理念和活動思想，抑

或是空間複合式經營的概念—結合咖啡飲

品、藝廊、活動場地、共同空間的經營方

式，都因此襯出更多獨立書店本身的個性和

吸引力。有許多調性相同的獨立書店也會串

連活動和作者，製作系列性或是同質性高的

活動，增加閱聽受眾和讀者的品牌印象，進

宗
教

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教導讀者了解十四主星、

十二宮位、四化星（權、祿、科、忌）玄義等，

第三章節談觀念、禁忌與迷思，及如何補運，以

正確態度趨吉避凶制化法訣，用正面能量來改變

自己心性與行事準則，依科學及生活中的簡單作

為來改善命運，財運、人際關係、健康、居家風

水自然有善緣和善解。學習紫微斗數不困難，跟

著本書一定能打好基本功！（知青頻道）

知青頻道 /10806/461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882045/293

張立忠 著

學紫微斗數看一

次就學會

本書是作者與先生帶著三個孩子踏上異國文化宣

教的生活紀實。面對搬家、學習語言、文化適

應、親人離世等種種挑戰，作者夫婦仍然堅定信

仰，奮力不懈；同時也忠實記錄了異文化生活

中，一位母親如何以智慧化解危機、以創意教養

孩子的心路歷程。（道聲）

道聲 /10806/240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002634/245

金克宜 著

那些年，這樣過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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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眾獨立書店的特色營造：因為大型通路和

大型連鎖書店多是商業出版物的天下，小型

或是獨立書店很難有龐大的資金庫存或是

有空間可以擺書。如果不經營出特色，售價

和數量種類上又無法跟大型連鎖書店、平臺

匹敵，自然是需要另尋出路的。因此，有許

多獨立書店常會與地下樂團或是次文化商

品、出版品合作，結合表演和畫展，營造一

般通路沒有的氛圍，建立專屬於自己的讀者

群眾。也時常有挑戰社會禁忌的議題和創

作，帶動人類前端的藝術思考和獨特的口

味。

  ●　 國外自帶進口書種：有些特色店家的老闆愛

書，但開書店其實是一種兼職。原本自己的

工作或是生活圈是跨國際的，因此，也發展

出一些特色店家是專門從國外帶進來目前

出版通路沒有的特殊語言書籍或是特殊印

刷裝禎的設計品，當作商品或是收藏，或是

運用自己的語言能力，做導讀和分享，跟想

學習語言和認識不同國家文化的讀者交流，

少量單本販售，售完為止。比較像是隨緣挖

寶的品項，或是滿足因為各種考量不能進口

翻譯販售的書種，可以透過這樣的管道取

得。

  ●　 有些創作者，像是漫畫家或是藝術家要到各

國參展，也會製作符合作品調性的小誌或是

出版導讀刊物。除了少量印製帶出國方便以

外，這樣的印製刊物也能作為對於第一次接

而對於書店的選書產生信賴感。甚至許多獨

立書店的經營者本身是設計師、或是就有獨

立出版自己的刊物或是自出版書籍，或是接

受獨立作者們像藝術品般特殊印刷的 Zine

小誌寄售，結合畫展和講座行銷。

  ●　 作者自鋪通路以及自開網路通販接受訂單自

販售：許多創作者在網路上有獨立粉專或是

IG 帳號經營品牌，甚至自架站的自媒體站

長，在網路上擁有高人氣或是固定的小眾粉

絲群，會長期追蹤，所以能自開網路通販自

營自銷自出版刊物。

從閱聽者的「市場」來看

對於 Zine 小誌的出版內容而言，因應裝訂

方式，有些只要 8 頁或是 16 頁，即可用騎馬釘

裝訂成冊販售。跟傳統商業出版的標準而言大相

逕庭。原先需要集結一定的內容和數量，經過多

次修改潤飾後才能出版到大眾面前。而現在 Zine

小誌的盛行可以解決幾個問題：

  ●　 出版成本：如果只有針對小眾，少量頁數銷

售，一方面可以先測試作品是否可以賣出，

另一方面可以用賣出獲得的利潤再進行二次

出版的印刷投資。許多 Zine 小誌的買書人

多是國中和高中的學生，這樣少量拆賣的機

制，也可以讓平常手邊餘錢不多的學生族群

可以輕易入手多樣選擇，增加購物慾和滿足

感，這樣的銷售通路對作者來說也是一種被

支持和圈粉的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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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作者作品的異地受眾了解作者創作理念的

第一步。再者，出版刊物的販售也能為旅居

各國尋找靈感和累積經歷的作者賺取旅費，

補貼生活所需和創作津貼，不外乎是一種謀

生的方式。

總觀來看，因為文化的流動以及主流、非

主流市場的異動性。今日的小眾和自出版品，有

可能被出版社挖掘潛力，而出版出道，能投注更

多的行銷資源而成為主流。而一直因循舊有模式

的出版刊物，也可能隨著讀者們的凋零或是少子

化的衝擊，而從主流日漸式微。現今的創作者除

了埋頭撰寫書籍出版外，更多了許多自我經營和

積極尋求曝光的機會。在這樣勇於表達自我的年

代，不論採用何種形式，「行銷工具的使用」、

「成本計算」、「印刷裝禎加工的知識理解」都

是不可或缺的。未來的創作者、編輯和行銷人員

面對的是更加分散、分眾的市場，對於市場變動

的敏銳度不夠靈敏和太過獨斷的市場判斷，有可

能就會錯失下一個新星。過往累積的經驗只能當

作是參考，若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目前的文化傳

播模式，也許，就有可能離書本的讀者群越來越

遠。書的出版銷售量和未來，需要創作者和出版

專業從業人員、通路方多方學習和廣泛接觸不同

的傳播管道，找出最適合自己當下狀態的位置，

才是最好的定位。

罪惡將我推入幽暗洞穴，和好聖事帶領我走出深

淵，深刻體驗與主耶穌的美好相遇。教宗方濟各

曾說：「領受和好聖事不是去乾洗店，而是與耶

穌相遇，祂等待著我們，且接納我們真實的模

樣。」本書用最淺顯易懂、深入淺出的方式，將

許多天主教徒視為尷尬、沉悶的義務，轉化為渴

望與主耶穌相遇的寶貴契機；時常懷著熱忱、感

恩與愛主之心，領受和好聖事的豐沛恩寵，迎接

觸動身心靈的醫治，再次走上成聖的旅程。（上

智文化）

上智文化 /10804/201 面 /21 公分 /24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036521/242

溫尼．弗林 著；徐明慧 譯

教理原來如此
和好聖事的 7個祕密

宗
教

有時我們會遇上衝突，甚至自己的內心也多有衝

突。本書以〈箴言〉為本，透過所羅門王智慧的

結晶，幫助你我及未來的領袖在生活中，做出明

智的判斷。當中以公義、正直、正義、聰明行

事、悟性通達、智慧溝通、謹慎、明辨、忠告、

教誨、知識、學習等十二個關鍵詞，以實用的說

明，教導人如何按《聖經》智慧的原則建造美好

的人際關係。（道聲）

道聲 /10801/304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4002511/241

米契克魯斯，D.J. 威廉斯 著；孫秀蕙 譯

街頭智慧
所羅門王破解人生難題 12招

宗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