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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版與閱讀 2616-5074 

擴大電子書市場不能靠降價，
應該做大整體市場產值
莊杰雲    

前言：從何飛鵬社長呼籲降價談起

城邦社長何飛鵬日前在受訪中認為，電子書

的價格應該再降低，來擴大整體電子書市場。何

社長表示，由於紙書定價過高，目前電子書定價

平均起來約是紙書七折左右，「如果大家願意來

努力推廣數位閱讀，把電子書的價格打到五折，

我想電子書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樣貌跟發展。」

如果價格能再降低到紙本書一半，將預期

能擴大這個市占。這段話引起出版單位的熱烈討

論，但問題真的出在「價格」嗎？當然，根據「供

需法則」，價格越低，越能觸發購買數量，但這

不會無上限地一直產生，否則最熱門的書籍全為

「免費」的結緣書。

降價是把市場擴大，還是瓜分既有

市場？

臺灣圖書市場的產值大約是 300 億，近年

來新聞屢屢報導的標題均是：「出版業營收雪崩

百億  寒冬裡找尋春天」、「四年產值蒸發一半！

獨立書店雪崩式倒閉」等。電子書降價以求更高

的銷售，會讓整體圖書市場擴大嗎？

2019 年聯合報願景工程的調查提到：

若進一步限縮在書籍閱讀，更有高達近四成

一的人，去年一本書都沒看過，形同五個人

中就有兩個人整年都不讀。

這次民調也詢問民眾圖書消費情況，如果不

包括教科書和漫畫等，有三成五的受訪者去

年曾購買紙本或電子書籍；換句話說，等於

高達六成五的人整年沒買書。

很明顯，超過 40% 的人一整年不讀書以及

65% 的人整年不買書，這才是出版產業所面臨的

問題。如果「願意買書」的人就這麼多，那麼

電子書價降所吸引到的顧客，很有可能是從實體

書挖過去的，這樣的結果很可能是「挖東牆補西

牆」，雖然擴大了電子書的產值，卻讓整體圖書

市場進一步縮小。降價的結果很可能不是把餅做

大，而是在既有的餅上切更多刀來瓜分市場。

降價是電子書平台的思維，但不論是書店、

出版社、實體及電子書平台，共同要想的是「如

何把餅做大？」

凱匯金融科技行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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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電子書市場不能靠降價，
應該做大整體市場產值

如何共同做大市場？經營會員與鼓

勵閱讀

出版社的問題就在於很多人不看書及不買

書。這個問題我們在《臺灣出版與閱讀》109 年

第 3期〈面對萎縮的圖書市場，出版社應該如何

面對？〉中提出觀點，認為出版社應該從電子書、

市場導向、會員數據等三方面來加強，主要提出

的解法都是從市場與顧客喜好來看。

更進一步，出版產業應該著眼於「如何提升

閱讀量」來著手。優惠折扣人人會做，但如果優

惠折扣有效的話，就不會有庫存書了。事實上，

我們有機會在價格之外做出其他的作法，例如我

們上期內容所說的加強會員與社群的經營。然而

應該如何加強？

臺灣電子書平台 Readmoo 做了一件其他平台

沒有做過的事情——舉辦「閱讀馬拉松」。透過

將平台會員分組競賽，來提高雙方閱讀的意願。

儘管成效尚不得而知，但可說是一次重要的嘗

試。

我們應該進一步想，「閱讀」帶給人們什麼

價值？過去，閱讀很大程度的功能在於傳遞知識

（如商管財經書）與娛樂（文學漫畫小說），而

這兩個特性正日漸被其他平台所競爭取代，例如

線上課程、Podcast、Youtube。

出版產業應該共同思考，如何能賦予閱讀更

多的價值？ Readmoo 所舉辦的「閱讀馬拉松」競

賽，就是讓閱讀活動具有娛樂性、競賽的價值。

此外還可以有什麼呢？這邊簡單拋磚引玉：

奶奶真誠的碎念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大穎 /10908/40 面 /23 公分 /31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9125857/815

奶奶說，不把碗裡的飯粒吃乾淨，犯下的罪過有

七斤半重呢！農夫將稻種浸水發芽時流下的汗

水，是一斤；播種時滴落的汗水，是一斤；插秧

時揮灑的汗水，是一斤；拔除雜草流下的汗水，

是一斤；收割稻米滴落的汗水，是一斤；在磨坊

碾米時揮灑的汗水，是一斤；忍受風吹雨淋賣米

時的汗水，是一斤。最後的半斤，是媽媽辛苦煮

飯所流下的汗水。（大穎）

被欺負了怎麼
辦？

蘇菲・弗爾羅文，朵樂蒂・德蒙弗里、索萊達・布拉沃圖，
許若雲、賈翊君翻譯

孔光奎 文；娟秀 圖；陳怡妡 譯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上誼 /10911/48 面 /25 公分 /28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7626950/825

豬比去沙坑玩，卻被別的小朋友欺負了！欺負別

人，真的會覺得開心嗎？被別人欺負了，只能忍

耐不敢說嗎？向霸凌說不，保護自己不受傷……

哈狼和大家踢足球，玩到一半卻生氣了！愛生氣，

是不是身體裡住了噴火龍？當生氣鬧彆扭，怎麼

發洩心情、找回快樂？哈狼覺得，生氣不是壞事，

偶爾發脾氣，可以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感覺……孩

子每天都有問不完的問題，這是一套風靡法國，

以輕鬆對話發表想法，引發孩子熱烈討論的圖文

對話書！（上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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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可以改採純電子書呢？因為實體書出

版有最小起印量的問題，少於千本，即使完售也

仍然賠錢。相較下，電子書的前期製作成本較低，

沒有經濟規模的限制，所以如果編輯判斷一本著

作不適合出實體書，可以考慮改從電子書來切

入。

畢竟，對出版社而言，出一本失敗的書意味

著賠錢，因此出一本書需要眼光，需要市調，甚

至需要「賭」。電子書則讓「賭」的成本便很低，

出版社大可以先出電子書，觀察銷量後再決定是

否要出版實體書。

例如，許多人有「當講師」、「經營部落格」，

也許他們的粉絲不足以支撐紙本書的銷量，出版

社難以與之合作。但實體書不行沒關係，他們可

以透過出版電子書讓自己的知識多一個管道去銷

售。

從這個方面來思考，電子書出版可以讓很多

預期銷量未滿千本的著作問世，讓文字作品有更

多銷售的機會，有機會從這邊來擴大整體市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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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調／逾 4成受訪者  去年一整年沒看過書〉，網址：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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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可以有社交性。很多上班族透過讀書會

的活動，來拓展人脈圈，透過閱讀來結交不同的

朋友。

閱讀可以有光榮感。當人們在社群打卡秀出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債危機」，馬上就

會在網路社群平台給人一種「有深度」的形象。

我們家中都有一本很厚但是沒看完的書，對嗎？

閱讀可以有解決力。很多人閱讀都是著眼於

要「解決問題」，看減肥書為了減肥、看股票書

為了投資、看行銷書為了要賣商品，這些都是大

眾閱讀所希望解決的問題。那麼，是否有機會結

合其他產業，給出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例如電

子書平台可以著眼於購買健康書籍的會員，向他

們推送健康講座資訊或者健康雜誌的文章內容，

透過讀者的需求來挖掘出跨業合作的機會。

如同一杯咖啡，它可以是「解決提神的需求」

（超商咖啡），也可以是「提供社交的場所」（星

巴克），甚至是「襯托自身品味的工具」（冠軍

手沖咖啡），從這個思路去思考，也將有更多面

向來拓展閱讀及書本的市場。

透過電子書開創新市場機會

一般來說，實體書出版都會有最低印刷量的

限制，否則就不划算，通常在一千到兩千不等，

因此編輯們會判斷：「這本書有沒有這個銷量？」

但電子書的出現，讓這些印刷未滿千本的書有新

的機會，出版社也可以考慮出版「純電子書」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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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鳥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信誼 /10910/32 面 /20 公分 /25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1616285/861

寂靜的灰白世界裡，一隻白鳥伴著白雲，在灰色

的空中飛呀飛，吃下各種顏色的果子後，身上如

同穿上七彩羽衣，成了變色鳥！隨著果子越吃越

多，美麗羽色變得黯淡、轉黑，當牠張嘴歌唱，

彩虹曲中流淌出的顏色音符，為灰白大地染上了

美妙色彩……「為什麼吃太多顏色果子，羽毛會

變黑色呢？」不妨藉由色彩變化對孩子提問並準

備畫材，循著變色鳥吃果子、羽毛變色的歷程，

將不同顏料相互疊層、混色，展開顏色變變變的

色彩探索之旅！（信誼）

有鴿子的夏天

劉海棲 著；王祖民 圖

趙天儀 文；矢崎芳則 故事 / 圖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信誼 /10909/279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1616247/863

那年夏天，在山水溝街，孩子們有的是時間玩。

他們製作鴿哨、玩杏核、等發大水撈菜、做煤餅

子、削木頭做陀螺……男孩海子的夢想是像好友

二米一樣，擁有屬於自己的鴿子。有一天，宿願

終於實現，他還給鴿子起了名字，一隻叫黑小白，

一隻叫白小黑。海子因養了鴿子，體會到前所未

有的喜悅，卻也因意外丟失鴿子倍感煩惱和悲傷。

當解救鴿子的所有路徑被一一堵死，海子將怎樣

面對困境，找回心愛的鴿子？（信誼）

DNA
：基因和遺傳的祕密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上誼 /10911/40 面 /29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7626905/873

人體裡也有 DNA，這些 DNA 上帶著遺傳密碼

和基因，告訴你的身體該怎麼長。比如鼻子的形

狀由 4 個基因來決定、髮色和髮質受到 100 個

以上基因的控制、眼珠的顏色由超過 16 個基因

來決定！科學家根據遺傳密碼，就能知道誰和誰

有血緣關係，還可以發現原來黑猩猩是人類的動

物近親，甚至連玫瑰花也和人類有相同的遺傳密

碼……這本書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逐一為孩子解

開遺傳密碼和基因的祕密。（上誼）

小噗系列 1
──小噗，你怎麼了？（套）

珊卓．波伊頓 文 / 圖；李紫蓉 譯

尼古拉．戴維斯 文；艾蜜莉 ‧ 薩頓 圖；陳宏淑 譯

兒
童∖

青
少
年
讀
物

上誼 /10910/3 冊 /15 公分 /60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7626936/874

小噗最喜歡和媽媽玩猜一猜的遊戲──媽媽猜得

到小噗的 10 個小祕密嗎？她知道為什麼小噗的

心情不好嗎？小噗萬聖節時到底想穿什麼啊？圓

嘟嘟的可愛小噗，跟著風趣的豬媽媽一搭一唱，

感受滿滿的親情溫暖和幽默。這是一套充滿聲韻

趣味與想像力的寶寶書，貼切道出孩子跟父母在

生活中會心一笑的小時刻。「小噗系列1」含《小

噗的十個小祕密》、《小噗的萬聖節》、《小噗，

你怎麼了？》3 本書，快來認識這隻可愛的小搗

蛋吧！（上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