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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就是產品的時代來臨

1929 年，電影製作的開創者 Dziga Vertov

曾寫述攝影機描繪新現實的威力：「我是機械眼

睛，我，這部機器，向你展現只有我能到的世

界。」著名的經典影片《持攝影機的人》使用創

新的攝影角度和技巧挑戰人類視覺的極限。利用

新科技來擴展人眼的能力，運用新科技創造觀看

的新方法，所有人類也藉此可以全新觀點，嶄新

的方式來豐富我們的五感。電腦品牌宏碁跨界開

發「VR 實驗場」虛擬應用課程協助數位時代的內

容生產，也有「VR 課程編輯器」讓不會寫程式的

E 出版讓我們以嶄新的方式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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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夠輕鬆將自己所拍攝的影片透過 VR 故事

編輯軟體生產出自己的作品。《注意力商人》一

書開宗明義就說，如果你沒有為產品付費，表示

你就是產品，大眾從不消費，大眾，就是產品。

換言之，現在已從消費市場的讀者時代轉向獨立

作者出版時代，內容生產比購書的需要還要來的

龐大，出版已是獨立作者自出版的時代了。

   

數位出版的形式與運作，

涵蓋範圍廣泛

每一個產業或領域逐一開始邁向生產可以傳

播自己專業作品前進，不懂新媒體的高齡族同樣



091

 E 出版

顯著的例子莫過於韓國 BTS 樂團，在 2019 年推

出專屬《花樣年華 PT.0 SAVE ME》在 WEB TOON

（app）連載，限定連載 16 話的方式，在韓、

美、日、中、臺、泰和印尼等全球七個地區零

時差發佈，短短剛上線六小時內就有上萬名粉絲

在線觀看，除了歌聲還要漫畫相關週邊商品來吸

引像參與演唱會需配合他們的 ARMY 棒，隨著歌

聲揮舞才算是真粉絲，透過一種儀式或形式使得

BTS 的粉絲更加凝聚向心力，這都是過去傳統出

版無法做的運用數位更多元的組合來激化粉絲迷

的運作方式。

我再進一步探詢小朋友為什麼會知道這些新

作品呢？原來在相關議題的主題下的推播廣告，

對滑世代的小朋友來說是非常有效的，只要關鍵

詞或標題吸引他們，他們確實會點擊下載來進一

步了解觀看，進而購買。

獨立作者的自出版時代

高科技無所不在的在吸引我們的關注，進一

步擴大我們的渴望，而最終都是要靠平臺的活動

促銷及廣告來使大眾黏附關注某商品，衍然大眾

就是這些平臺的商品，注意這個商品，討論這個

商品，進而成為你就是產品的延伸。

我就是產品的情況下，就有別於過去讀者

時代，現在是自出版時代，每個人每個產品都有

曝光的需求，如今越來越方便的自出版模式，甚

至臉書有個自助出版學院招生，報名費 100 元，

去聆聽為何要出版？如何出版？課程在說明亞

馬遜上架電子書的流程指導，當然還有再進階

的課程指導費用不菲，除了講解如何快速出版

也以他所認為的方式在做出版，有位退休醫師為

了他的不用吃藥的理念而寫了一本書交給出版社

出版，出書後，他提議賣書太慢了，可否同意他

免費送電子書做推廣，出版社編輯問，你要如何

送電子書，他很慷慨大方肯定的口吻說，在他的

臉書推播相關訊息免費贈電子書讓粉絲下載一個

檔案，這就是他所謂的電子書，數位內容檔案藉

由平臺傳送概念。

天天滑手機的這些社群媒體族群，對於直

播、網紅、募資網站就非常地熟悉，出版企劃和

相關內容要寫哪些體裁都能掌握的精準，面向廣

大的社群，為了作品可以生產，所以出版的形式

不斷地在演變，不論是數位化傳送還是電子化出

版，電子書概念，涵蓋範圍已非常廣泛，曾授課

的一門出版學裡，修課的學生們僅知道像 IG 這

樣內容聚集就可以集結成一本電子書的概念，

或線上連載的小說或漫畫等，請學生設計出版企

劃，多數人不超過五十頁，對於電子書或 EBOOK

他們沒有所謂頁數和版型的概念。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定義圖書必須在 49 頁以上的非期刊類印

刷品（注 1），在電子書或數位出版，似乎就不

足以解釋說明清楚。

隨著社群媒體的成熟，許多創作平臺皆可以

是數位出版的一種形式，《自出版 0 元創業》的

作者 Orange Fruit 在 Medium 平臺先創作單篇文

章，再結集成冊出版，這種先線上發表探試讀者

反應和雙方溝通後再集結出版電子書，是現今很

普遍的一種出版形式。

而在中小學生這個階段的滑世代族群，他們

猶如《注意力商人》所說的，他們就是產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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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介紹了委外發稿軟體，外包可分為二大類：

1. 虛擬助手（Virtual Assistant）；2. 寫手

（Ghostwriter），相關網站如：upwork.com、

guru.com、Freelancer.com 等。而坊間也有越來

越多的教導如何自出版，自助出版及如何寫作等

議題的部落格文章，及應用軟體如（Leanpub），

為什麼要出版？每個人的理由都有所不同，除了

好東西要分享的人性的本質外，首先可以提升知

名度：產品或個人，其次建立權威，樹立專家形

象，而且可以傳達想讓其他人知道的事，最重要

的是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又可以幫助別人還有版

稅或有流量可以有廣告費可拿。

自出版，有幾種形態，一是獨立作者自己出

版後，自行上架至通路發行商，亞馬遜及 Google 

Book，或像獨立書店這般，二是部落格作者先線

上發表後，再自行出版或委由出版社代理出版，

像白象文化即以自費出版為經營的主軸，其實

國內有數家出版社在其組織架構內另僻支線來服

務這些想要出版的人，尤其在自傳這領域甚多，

三是由出版社幫作者量身訂作一本書，或一篇專

欄，類似置入性行銷的操作方式，《世界上最有

力量的是夢想》已編至 30 集，由華藝創意策劃

從採訪、撰文、攝影、印刷到行銷通路，被收錄

者有六頁篇幅，由收錄者認購書本，這也是一種

自出版的行態，王乾任先生也為這趨勢年年開設

有關出書的課程，自出版的市場有多大，國內每

年都成長，根據國圖書號中心統計，2018 年，

個人出版 9,043 家（占 27.14%），這還未統計

到掛在出版社而實質上是自出版的情況。國外

情況，ProQuest 的 Bowker 統計自出版（self-

publishing） 在 2017 年 增 長 率 超 過 28%， 已

超過百萬選題是自出版的情況。Beat Barblan

（Bowker 總監）說：自出版沒有放緩的跡象，而

且還以持續穩定成長在增加中，許多自出版者也

接受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平臺發布電子

書作品。幾家提供電子書平臺的產品和服務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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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不斷地完善流程，幫助了那些選擇獨立出版

的作者。同時，有許多協會為獨立作者社區提供

服務，推廣最佳的作法和幫助解決出版行銷。

目前國內有幾家電子書平臺，幾乎都設有

自出版的上架機制，非常方便讓作者可以自行

上傳供貨到平臺銷售自己的書，而數位出版聯

盟也有針對數位出版所需要的專業做認證，如

《TQC+ 媒體匯流與應用認證指南 EPUB》等，但

其實技術上並不困難，只要多試做幾次就可以

熟練，並可在線上確認自己作品的 EPUB 是否無

誤，可透過 EPUBReader App 測試自己的書的呈

現情況。

v 最常見的電子書格式︰ ePub

所謂電子書就電子化的書籍―也就是所

有可以在桌上型或筆記型的電腦、平板電腦或智

慧型手機上來閱讀的書籍。從技術面來看，我

們談到的電子書，就是泛指所有不同格式的電

子化書籍，其中自然也包括 PDF 或 HTML 檔案在

內，而 ePub 是一種電子書專用的格式。ePub，

是由 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IDPF）所發展出來的一個開放式電子書標準。

於 2007 年正式問世，取代了原有的 Open eBook

標準。ePub 檔案的特徵，在於印刷的版面是屬於

固定不變的版面，而 ePub 可重新流排，在不同

裝置瀏覽能調整畫面，並且可以按使用者設定字

型系列和大小去重新流版，小說、散文或純文字

的內容，非常容易操作，若是圖文書帶有圖或表

的內容，則需稍加調整，基本上，自己操作沒多

大問題。

日系輕文學、POPO 華文創作大賞優選得主佐渡遼

歌，帶領讀者重拾純真韶華、懷抱美好時光的歌

頌青春之作。在有限的生命中綻放微小的奇蹟，

由妳我身邊一點又一點凡人的「日常」構築的療

癒物語！在一個小型論壇的討論串，因為一句

「聽說，明天地球會毀滅」的發言，使五個人以

各自選擇的方式，度過「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要有光）

要有光 /10802/200 面 /21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992070/857

佐渡遼歌 著

聽說，明天地球

會毀滅

語
言 ∖

 

文
學

這是一間不存在於地圖，只出現在白天與黑夜交

界的柑仔店，專營各類「故事」買賣。主要成員

都是一些社會的邊緣人，除了來歷神祕的老闆及

老闆娘，還有具暴力傾向的「店小二」，能夠幻

化貓形、遊走山頭水邊採集故事的「黑貓」，以

及一眼失明的故事竊賊「剪溜」。這裡主要販售

「人」、「神」、「鬼」、「妖」四類故事，上

達天庭，下潛地府，抵達過去，回到未來。將這

片土地上，你所熟悉卻即將消失的日常封存瓶

中，恭候每位愛聽故事的顧客光臨。（松鼠文

化）

松鼠文化 /10802/213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433235/857

語屋文創工作室 著

故事柑仔店

語
言 ∖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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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自出版的推廣與行銷︰提升讀者的黏著度

對於如何吸引讀者或鼓勵線上閱讀，各家都

有許多的行銷推廣方案，線上策展，主題或議題

搭配讓讀者關注某一議題，傳統的新書發表會，

講座仍是主要的推廣方式，值得一提是，讀墨電

子書平臺還舉辦數位閱讀比賽，前幾名還會以贈

送點數回饋讀者，也請名人代言，像 8 月就邀曾

寶儀做當月店長，設定店長選書，再加上促銷方

案等。對於廣告（尤其對新一代的年輕群族）來

說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你所提供的內容，只要

讓人們感興趣的時間越久，那麼他們會購買這個

產品的可能性就越高。在數位內容（包括廣告）

之中加入豐富的互動性與多媒體，將有助於吸引

讀者的注意。人們玩弄按鈕、觀看影片以及使用

頁面上元素的時間越長，他們對於內容或產品所

抱持的正確感受也會越來越強烈。

《美國讀寫教育改革教我們的六件事》說

明一篇好的文章作品，不再以過去的傳統文法結

構來評價，寫作應以讀者為中心，這篇文章給誰

看，讀者看了有什麼啟發和感動，這才是一則好

作品。

小結：紙本書與電子書共生的

創新營運模式

過去是購書、買書的市場，而現在人人都

有夢想，人人有話要說，自出版的需求更是話題

不斷，而且臺灣幾家代表性的電子書供應平臺商

的後臺也容許支援個人自己上傳電子書。實體書

店榮景不如過往，但仍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自出

版，少量紙本印量，更大量的電子書推廣，甚至

贈送電子書也無所謂，電子書的逆勢上揚，除了

開始有人覺得購買電子書超值外，也加入了許多

自資選題的作者群。

在日本，出版流通業開始出現提供紙本書與

電子書共存的服務。@Joel Fukuzawa 有篇文章介

紹，從今年 6 月開始日本的全家便利商店宣布，

只要在店裡購買紙本雜誌，就可以在日本凸版印

刷以及蔦屋書店共同經營的電子書平臺免費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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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相同的電子書雜誌。或者透過蔦屋書店的會

員卡購買的紙本書籍，都會附贈電子書的閱讀服

務。這項服務就是為了要解決消費者買了電子書

之後，卻無法真正擁有書籍的困境。我們其實對

電子書都有共同的體驗：「買了一堆的電子書，

雖然使用電子書閱讀真的很方便，但是在休閒

時，不想一直看著手機或平板，還是想翻翻紙本

書閱讀。」蔦屋書店從 2014 年用 53 本書啟動測

試這樣的服務，果然市場反應，現在書籍數目已

經增加到 560 本。尤其是旅遊書對這樣的虛實整

合的同步購買非常方便，「讀者若是買旅遊指南

方面的書，對他們來說可以在規劃旅遊行程的時

候使用紙本的旅遊指南，然而在旅途中時，電子

書對旅客來說就更輕便隨手可滑。」蔦屋書店精

確策劃行銷帶動書市銷售讓紙本與電子書的同步

服務增加新的運作方式。

除了蔦屋書店將電子書與紙本書綑綁在一起

的銷售方式之外，另外一家東京的實體連鎖書店

「未來屋書店」則是將每個月熱銷排行榜上前十

名的書籍內容，以書摘的方式做成電子書，讓消

費者可以透過掃描 QR Code 的方式連結到電子書

平臺閱讀，這樣的服務對於紙本書籍銷售帶來一

定的幫助。目前電子書和紙本書獨立銷售一直是

業者的盲點，當然也有幾家採取同時購買紙本書

時可以給予優惠價再購電子書，業界一直認為在

消費者心中電子書與紙本書的關係應該就是二選

一的模式。但是從內容使用的情況來看，不管是

電子書或是紙本書都有它不可取代的使用場景。

隨著自出版的作者群越來越多元，傳播是重點

時，E出版的無限可能，都是可以期待的。

這座馬戲團專門處理一些無法搬上檯面的神秘事

件。瘋狂裁縫師、教堂底下的墮落聖堂、身披白

袍的邪教團、拔牙鉗與拷問師、魔鬼橋、空無一

人的鬼城，還有糾纏在齒列上的牙仙……在這個

神祕學受到壓迫的年代，女巫被燒死、突變的動

物被埋了、畫滿幾何圖形和不明文字的書都成了

肥料，當王公貴族或秘密團體必須處理一些見不

得光的事件，這座馬戲團將是他們的不二選擇。

（布里居出版）  

布里居出版 /10803/270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52800/857

林纓 著

Happy Halloween 1
萬聖節馬戲團

語
言 ∖

 

文
學

《續玄怪錄》，因續牛僧孺《玄怪錄》而得名，

撰者為李復言，生卒年、籍貫均不詳。《玄怪

錄》和《續玄怪錄》曾合抄成一書。千餘年來，

分分合合，錯綜難解。本書比對自《太平廣

記》、4 卷本《續玄怪錄》、商務《舊小說》等

書，實得真正屬於《續玄怪錄》的 28 篇，依《太

平廣記》的卷數排列，詳加注釋難解詞句，為現

存市面上收錄最完整的《續玄怪錄》。（秀威經

典）  

秀威經典 /10803/119 面 /21 公分 /2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05332/857

劉瑛 著

教你讀唐代傳奇
續玄怪錄

語
言 ∖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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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有關自出版電子書的相關問答

Q1：臺灣電子書上架平臺有哪些？

  　 臺灣目前可以自行上架電子書的平臺有：

Readmoo、Pubu、Googleplay、Kobo、

Leanpub、TAAZE、HyRead、iRead eBook、

讀書吧等等，閱讀格式可以兼具 PDF、Epub

格式。

Q2： 電子書產業近年來在臺灣發展的趨勢和成長

規模？

  　 數位書籍出版銷售額從 2015 年 2 億，在

2016 年增為 3.2 億，雖然整體書市僅占

2%，但隨著市場和電子書平臺商的優化，及

epub 製作便利，這幾年越來越多作者和內容

提供者加入，運作方式也多元，電子書市場

比起過去活絡許多。

Q3： 內容創作者出版電子書的成功案例？為什麼

要出版？

  　 網路文學是最大的市場，隨著成功的

故 事 吸 引 人 外， 還 可 以 延 伸 IP， 讓 創

作端可以更有利潤，線上寫作便利如

publishingstudyintawain，Medium 等，讀墨

系統的 Moopub 自助上架，皆讓有志於創作

的人更加方便。網路文學小說等類，一直是

市場龐大的。成功作者，如時起雲、Orang 

Fruit等，當然並不限於小說類，如果你很有

料，也可以自出版。出版可以提升知名度、

產品或個人、建立權威、樹立專家形象、傳

達你想讓其他人知道的事、滿足自己，成就

感，幫助別人，還有版稅可以增加收入。

Q4： 建議部落格出版電子書應注意哪些事情？有

何成功秘訣？

  　 相較過去，出版一本書很簡單，自己就可以

做編輯排版，而且多數平臺皆有提供自行上

架和轉檔 ePub，出版門檻很低，可以不斷去

試。

Q5： 哪些內容類別的部落格適合出版電子書？

  　 文學小說類、社會科學、商管類、生活類型

等，以自己最擅長的事，就可以編寫出版，

豐富多元的數位時代。

Q6： 臉書上比較多美食旅遊類型的文章適合出版

電子書嗎？

  　 圖文整合，在電子書的整合上比較困難，不

過，現在的 ePub 系統很方便，電子書平臺

商也有很強的轉檔整合功能。

Q7： 哪個系統最適合線上寫作？

  　 Markdown 是一種輕量級標記式語言，它有純

文字標記的特性，讓編寫的可讀性提高，目

前很多網站都使用 Markdown 來撰寫說明文

件或是在論壇上發表文章與發送訊息。常見

網站例如：GitHub、wordpress、Slack、FB 

Messenger、IT 邦幫忙文章發表等等

Q8： Sigil超快轉碼 EPub電子書 Light QR Code版？

  　 出版的內容，若熟悉排版軟體，當然可以

採用排版軟體來編輯，若是用簡易的 Word

軟體來排版，電子書也可以很方便使用

Sigil 的 ePub 轉檔的動作來操作，可以用

ePubCheck 確認 ePub 是否沒問題。可下載

免費的 ePub 檢查軟體來確認製作的檔案

是 否 有 錯 誤：https://www.pagina.gmbh/

produkte/epub-ch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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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給有志於做獨立作者的一句話。

  　 這是個創作者最好的時代，最好的內容曝

光管道和製作的管道，全民皆創作的自媒

體時代。

注釋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圖書的定義是：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

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內 49 頁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書名和著者

名，編有國際標準書號，並有定價並取得版權保護的出版物稱為

圖書。圖書需要一個定義的原因是為了方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

行國際間的圖書發行統計比較，1964 年 11 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

會議上，提出並通過採用以下定義：圖書是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

內，至少含 49 頁的非期刊類印刷品，並且於該國家公開予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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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如果我們都能勇敢》又一苦澀甜蜜的青春物

語──翻轉童話故事，睡美人（♂）就由胡桃鉗

（♀）播放起床號般的月光奏鳴曲，定時喚醒

他！我曾經驕傲的想著，被愛就是永遠站上風，

卻在最後的最後體會，原來我們倆的愛情主架構

根本就建築在天秤的兩端。當愛情從漫天煙火的

熱情，凋零成枯枝殘葉的孤寂，你不明白我的心

碎成片片，儘管多努力拼湊，也永遠不會完整。

（要有光）  

要有光 /10803/270 面 /21 公分 /34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992100/857

申緣結 著

我愛，不愛你

語
言 ∖

 

文
學

這部書稿跟傳統解讀水滸傳的書不同，作者依人

物篇、綜合篇兩大部分切入，前者詳述梁山群雄

（按照出場順序），輔以方臘、牛二、李鬼等反

面角色；後者綜評原著精髓，從各個方面和角度

進行深度剖析：排名、星號、綽號、招安、詩

詞、戰爭、愛情、友誼等。此外，作為武俠小說

的開山鼻祖，書稿中還加入了部分武俠視覺元

素，願發前人之未有，告同好之所得！（崧燁文

化）

崧燁文化 /10803/230 面 /23 公分 /399 元 / 平裝 
ISBN 9789576817328/857

湯大友 著

秒懂水滸傳
帶你進入假公司真堂口的
梁山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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