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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趨勢還是出版去勢？
—臺灣出版產業的觀察與想望
趙政岷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英國大文豪查爾斯 ‧ 狄更斯，在世界名著

金石堂書店高峰時，全臺有約 120 家，但如今

《雙城記》一書開頭就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

也剩不到 40 家店。誠品生活作為股票公開發行

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期，那是愚昧的

的上櫃公司，去年在股東大會上明確告訴投資大

時期，那是信仰的世紀，那是懷疑的世紀，那是

眾，今年接下來會「用力關店」。去年一整年也

光明的時段，那是黑暗的時段，那是希望的春

的確如同其原先計畫，關了 9 家店。之後詢問金

天，那是絕望的冬天。」對臺灣出版人而言，正

石堂書店經營者，問他們會有甚麼動作嗎？對方

感受到這樣的心情。我們抱著一絲希望，但卻在

只笑笑地表示，我們早已「超前部署」了。如今

嚴酷的冬天裡，好像又不見得看的到春天。

疫情籠罩，恐怕將更雪上加霜。
書店生意不好要關門，是經營者天經地義該

出版危亡：臺灣出版生態瀕危

做的決策。去年雙十一購物節假期，還有一波網
路書店的 66 折大折扣風，吵得沸沸揚揚，讓許

臺灣出版業的產值年年下滑，過去 6 百億年

多獨立書店串聯抗議。但形勢比人強，好賺錢的

產值的時代早已逝去。這六、七年來，硬生生的

事一定會有人跳進來，賺不到錢的生意，自然愈

從 360 億元，直接掉到 180 億左右。儘管每年新

來愈難經營。各種火辣競爭接二連三瘋狂出籠就

書品項也在變少，但跌幅有限，從每年近 3 萬 8

並不意外。

千種，跌到 3 萬 5 千本多種。但出版產值的腰斬，
代表著每本書的實際銷量嚴重衰退，許多書只能
賣到 1 千本上下，這已經跌破單書的損益平衡
點，直接賠錢。而且這現象還持續年年下跌中，
好像見不到底。
讀者不愛看書、不習慣看書了。影響所及，
是書店首當其衝第一波關門。全臺誠品書店全盛
時期約有 70 家店，但如今海內外剩不到 4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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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出版核心，因應環境變化
也許有人會說，書店也是店，各式各樣的
店，都有人在開開關關，關個書店也沒甚麼了不
起的！但偏偏出版這個生態系，一旦崩解，影響
茲事體大，說是「國安問題」應也不為過。
書店不好做會關門，影響所及是書店對每本

點線
面
閱讀

點線面

書的採購量愈來愈小，新書愈來愈難露臉，新書

力是出版社的核心，要發展文本、了解影音技

與舊書的累計銷售也就愈來愈難，暢銷既不易、

術、面對不同的閱聽專業，既要跨專業整合或結

長銷更難。於是出版社開始自我懷疑：「那還要

合各產業都極難。

一直出書嗎？」出書既不再是一門好生意，「出

用一個例子比喻，出版社也許能在森林中為

版是不是在害人害己？」現實如此，出版社對選

王，在草木叢林中悠遊，但一旦轉到了海上，可

書勢必更加謹慎、甚至嚴苛，作家的出版機會當

能並沒有存活的能力。既不黯水性，也不懂海洋

然就愈來愈小。影響所及，創作無用，研究沒地

世界，也許就成了流落四處的漂流木。也有人說

方發表，思想就會被侷限。社會長久以往，缺乏

出版社像農夫，只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求

深度思考，會變成是一個封閉、死氣沉沉、缺乏

轉型與跨界發展？但能把稻米變成大餐，把農夫

交流、沒有創新的國度，這難道不是國安問題！

搖身一變為大廚的，真的少之又少。也許既不切

這樣的警訊已經好幾年了！這個危機正籠罩

實際，也不容易，主要還是因為專業與產業真的

著大家。因此也有人提出希望之道，認為別把閱

不同。

讀當做只有讀書，現代人閱讀可不比以前少，只

這不只是「要不要」的問題，還牽涉到「能

是也許大家讀手機網路去了，不再看書。但「閱

不能」。沒有人不去面對時代的改變去做因應，

讀圖書」與手機端「閱讀訊息」，完全不同。在

沒有人不跟著市場生態的巨變而做調整。但與其

內容正確性、品質、深度、與主動性、浸入式體

提供一個遙遠難即的《雙城記》希望想像，當你

驗兩者都不相同，儘管大家每天讀了很多字與影

一口氣呼不下去，現實可能就淹死了你，那要怎

片，但那並不是讀書。現在讀書的人真的變少了

麼辦？還是回歸出版的核心，先守住本業吧！守

啊！

住還能做的書，守住還在看書的讀者，守住出版

也有人說，當環境改變了，出版社可以不只

經營者能控、得控的出版經營世界吧。

是出書。只要閱讀仍在，出版社大可以做有聲、
影音、課程或辦讀書俱樂部，來因應市場的改

出版產業的深層自省

變。但是，出版社的核心營運能力，就真的只會
做書啊！同樣的也有人大力提倡，出版社要大大

為作者做書？為讀者做書？

發展 IP，朝內容再製發展。不過放眼全世界，
能由出版社主導的 IP 發展，少之又少。要面對

所有的出版社，是到了該全面做經營反省的

結合文本故事、發展影音專業，創造影視產業，

時刻了！當環境時不我與，最能改變的當然是自

與營銷國內國際市場，臺灣以小型為主的出版公

己。首先出版社要調整的是：「到底是為作者做

司型態，既資金不足，能力也不足。除了編輯能

書？還是為讀者做書？」過去環境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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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缺乏，出版是個賣方市場。出版社找到好作

銷售轉換率的問題，通常不知道怎麼上去的？也

家，自然是暢銷的保證，於是出書就有人買。大

怎知莫名其妙的就下來了！如今的出版社不只做

賣小賣、不太會賠。但如今出版已成買方市場！

B2B，也要同步 B2C，再加 C2C，三者加起來才差

讀者不缺閱讀內容，只嚴酷的取自己喜歡看的

不多回到以前的水準。

看。出版社如果不針對特定讀者的特定偏好出
書，只迎合作家，要是作家的魅力成為過去式

靠內容賣書？靠情緒賣書？

了？或是讀者與作家有了「世代代溝」？品味、

出版社還出現了另一個挑戰性的檢討議題

習性、文法不同，那一味的出書，只是出版社自

是：「到底要靠內容賣書？還是靠情緒賣書？」

討苦吃。

好書一定要有好內容，這不在話下。但好內容的

靠書店賣書？靠作者賣書？

書，就會好賣嗎？首先要問的是，甚麼叫做好？
過去的好，跟現在的好一樣嗎？我的好，跟你的

出版社另一個要檢討的是：「到底要靠書店

好相同嗎？在一個內容氾濫的時代裡，好的故事

賣書？還是靠作者賣書？」出版社是個 B2B（企

與文采，不一定深受喜愛。在一個求快求新的社

業對企業）的營運型態，出了書交給經銷商，交

會裡，除了要內容精彩，有時更需要靠情緒的感

到書店書，賣給了哪個讀者？出版社其實並不知

染力。見諸市場上充斥的「鋒芒」
、
「勒索」
、「可

道，也沒資料。在過去書好賣的時代，書店是出

愛」等等的書名，也許你覺得很煩！但讀者買

版社的衣食父母，自然要好好巴結（其實現在也

單，你就不得不調整你與讀者的距離，以及選書

是。通路永遠為王）
。但當讀者愈來愈不到書店，

做書的標準了！

出版社的當務之急，是要想辦法加強 B2C（企業
對個人），直接要跟讀者溝通。也許是透過網路

靠賣書？靠賣作家？

的互動，也許是直接開臉書、IG、YouTube 或部

當書愈賣愈少之際，出版社還要想一件事：

落客、播客，甚至是實體的簽書會、作家見面會，

「到底要靠賣書？還是靠賣作家？」出版社做書、

去補書店銷售的不足。但是如果是名人出書與網

賣書，天經地義。但作家不見得會有忠誠度，橫

紅出書 C2C（個人對個人），他們能帶動的銷售

跨幾家出版社出書，是常有的事。國內作家如

完全不亞於書店與出版社時，出版社的價值將被

此，國外作家大家也搶得兇。加上作家每一本書

大打折扣，於是除了在編輯上下功夫，設法經營

的銷量參差，好壞有時差很大。於是當書不好賣

作家與讀者的直接互動，成為出版社的新要務，

時，出版社紛紛把腦筋動到作家身上，除了要作

網紅出書也成為出版社迷人的選項。但偏偏甜蜜

者簽簽名書賣，要開發表會，要做視頻音頻，也

的糖果誘人，卻是充滿了陷阱。網紅的粉絲數有

有出版社要作家開課、做衍生商品來賣。已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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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誌
兒童

紀」。對作家而言，多一些收入並不壞，就只怕

青少年讀物
∖

書是孩子最好
的寵物

版社把原本的行銷企劃職缺名片，直接改成「經

是太辛苦，又賺不到錢。無論如何，動到作家身
上的「多元收益」模式，會是出版社新的經營燒

約翰．阿加德 文；阿部桃子 圖；黃婷涵 譯

腦挑戰。

網路與書 /11002/728 面 /23 公分 /8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899031/221

出版產業的重重考驗

是什麼樣的寵物，不用特別照顧、也不用餵飼料，
平常不吵不鬧不生病，只要你來找他，他永遠在
那裡等著你，告訴你有趣的傳說、帶給你看待世
界的新觀點、陪你飛天遁地探索未知的宇宙……
本書運用動物鮮明的特色與性格，將「書」比擬
為最好的寵物，透過充滿韻律節奏的敘事手法與
活靈活現的繽紛插圖，鼓勵孩子主動翻開書本，
自己體會閱讀的樂趣，和最棒的寵物朋友一起讓
想像力毫無拘束地盡情奔馳。（大穎文化）

將本求利很重要？浪漫追求有必要？

儘管經營上有這麼多待突破之處，對出版社
日常運作，還是存在著幾個實務上的課題要面
對：一是「將本求利很重要？浪漫追求也有是必

兒童

要？」任何人要骨氣之前，得要先有力氣。但偏

青少年讀物
∖

偏出版是個浪漫的行業！浪漫追求、理想色彩，

小可愛聖經

大有必要。這往往是出版文青賴以維生的依靠，
有時也就是這股色彩打動人，讓讀者買單。從過
去到現在，許許多多的例子證明，屢有因出版人
獨特的偏愛、執著，讓出版品大放異彩。誰說沒
有力氣，就不能沒有骨氣？但是做好市場、接好
「地氣」，總沒有錯。

曾端真 著
道聲 /10910/60 面 /14 公分 /25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4003129/241

新聞熱度是暢銷保證？
另一個出版的掙扎課題是：「跟著新聞熱度
出書，就是暢銷的保證？」在過去，書被賦予承
載著深度、大量內容的使命，通常寫作到出書，

本書專為 0-6 歲幼兒量身打造，以簡潔扼要的文
字，擷取創世記到啟示錄 30 篇著名的聖經故事，
搭配生動寫實的插圖，吸引孩子從小喜歡親近上
帝的話語。書側附有提把及扣環，讓寶寶將聖經
帶在身邊，也讓上帝的話語成為他們一生隨時的
幫助。（道聲）

時間達二三年跑不掉。但當書變的輕薄短小，要
與時效的結合，愈發可能。於是，快速的反應新
聞議題，或追逐政治與偶像明星出書，更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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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偏偏政治人物書、明星書，有時是春藥，有

當然也有人覺得：「書愈來愈難賣，就少出

時是毒藥！鋒芒不知可以持續多久？流行很快過

書吧！少做少賠？」這就好像打不到棒球，就少

眼雲煙？就像當年出版界的奇蹟，《祕密花園》

上壘打球，至少不會被三振。但是沒有揮棒機

著色本一書，半年內狂賣了 40 萬冊以上，但市

會，怎麼會有安打？打不到球，應該是去練打擊

場風雲萬千、說變就變、半年後跟進者卻人仰馬

率，調整揮棒角度，怎麼會是不上場？臺灣的出

翻，賣不掉的庫存塞滿各出版社倉庫的不知凡

版社都沒有大到市占率過高的問題，不至於是少

幾，令人扼腕。

出為盈的狀態，儘管書愈來愈難做，但千萬別把

書的銷售決定定價策略？

比薩做成餅乾的大小！重要的是，調整出書、做
書的方向，不要因為少出、怕出，而失去了書感。

出版社還有一個營運上解不開的課題：「當
書賣不多、起量低、折扣大，就來調高定價？」
經濟學的供需原理，其實並不是每每適用。牽涉

傳統與創新的合軌新出發

到消費心理，很多事情都很難說準。就出版社而

這是一個文字貶值、傳播沒有門檻的時代！

言，書的平均銷量降低，為維持不要虧損，當然

出版社得重新定義：書存在的必要？該是甚麼主

會以調高定價，來降低損益平衡點。但書要賣得

題？多少字？甚麼人？為了甚麼目的？要看甚麼

掉，定價才又意義。一味看不到市場趨向與內容

樣的內容？想清楚這些問題，再來出書。

價值，只以生產者導向的定價模式，到底讓書愈

在分眾的時代裡，當讀書不成為一般人的生

賣愈少？還是愈來愈不會賠？市場上的原理其實

活日常，出版人應該調整心態：「做書應該是只

很簡單，顧客說了算！價格沒辦法決定價值，讀

能做給要看書的人看，千萬不要以為人人都會看

者買單才算數。

書。」就像愛到海邊釣魚的人，太陽火辣曬了八

販賣商品幫助突破市場？

小時，只釣到兩尾魚，也自得其樂。就像愛打籃
球的人，猛烈撞擊、全場跑兩小時，簡直是暴力

擺盪在出版社困境的另一項考驗是：「既然

征戰，但只要進球，就開心無比。有一種人叫做

書不好賣，來賣商品會是突破之道？」許多商品

「愛看書的人」，他耗盡一周，啃了四百頁書，

書於是大行其道。但商品競爭與圖書競爭各有不

眼睛疲勞，毅力不凡，為讀到的內容開心滿足！

同，要找對通路，訂對價格，當你自認是文創商

內容爆炸、影音多元、數位社群林立的當下，出

品，定價高高在上時，市場上類似的文具商品，

版社要假設「大家原本就都是不看書的」，做書

可以低價打死你。當你覺得文創商品大有品味

是給少數獨特的愛書人，但這些愛讀書的人，各

時，控不好的庫存量，可能讓你掉進地獄。

自喜愛也不相同。世界永遠有個謎團，是英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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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讀物
∖

造時代，還是時代改造英雄？同樣的，是書能改

當我難過的
時候

變讀者的閱讀型態嗎？還是讀者終將改變書的形
式？
另外一項正在變化的是：
「當體驗經濟來臨，
做為紙書，除了靠內容趣味打動讀者，還需要創
造讀者與書的參與感。」從紙質、裝禎、設計、
印刷、加工，甚至是簽名、書封、贈品等，去製
造出紙書的「視覺感」與「觸覺感」，這通通會
反映到讀者對書的整體喜好，與對書的閱讀樂
趣。
「下一世代的書，還是不是書？」其實這正
是一個光明與黑暗並存，希望的春天與絕望的冬

黛博拉．塞拉尼 文；凱拉．泰斯 圖；賴潔林 譯
奧林文化 /10911/48 面 /23 公分 /3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882361/830

傷心難過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流淚、想要一個人
躲起來、甚至難過得什麼事都不做了……當曾經
讓我們感到快樂的事物也無法讓心情好轉的時
候，也許你可以為自己做的，是主動尋求幫助。
面對低潮的時刻，每個人都值得被溫柔對待。本
書由美國心理學權威黛博拉·塞拉尼博士執筆，
描述孩子悲傷時可能會有的反應，以及如何透過
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覺等五感，利用靜
觀、正念減壓的方式，幫助孩子脫離情緒風暴，
找回內心的平靜。（奧林文化）

天同在的時刻！書的形式，勢必更加多元、更變
兒童

形，也許更怪、更傳統、更薄、更厚、更豐富、

存的出版創意爆發的時代！
只是放眼未來一年，因為出版圖書暫時免繳

青少年讀物
∖

也更精采，這將會是一個守護傳統與變形金剛共

63 天

營業稅的關係，在國家圖書館登記的圖書申請書
號將會成長。尤其是電子書，過去業界多沿用紙
本書書號，未來將普遍提出 eISBN 的申請，就數
字比較，電子書號申請增加五倍甚至十倍都有可
能。但紙本書的銷售預期仍不看好，主要是圖書
的閱讀風氣仍在持續下滑。倒是有聲內容的需求
成長快速，在供不應求下，可以想見未來有聲書
的出版量，將在原本小小的基礎下大大爆發。
對於出版社而言，經營的挑戰無時不刻。可
以預見的趨勢是，臺灣圖書出版的品類將更多元
分散，市場銷售可能呈 L 型，只有少數暢銷書暴

許禎允 文；高貞順 圖；莫莉 譯
奧林文化 /11003/44 面 /26 公分 /33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990516/862

狗媽媽平均生產一隻小狗需要 63 天，然而對於
追求商業利益的人類來說，縮短時間並不困難，
甚至可以指定大小顏色、客製化水汪汪的大眼睛。
在利益導向的工廠裡，賣不出去的物品，就只能
丟棄……這個時代總是快還要再更快，有需求的
地方就有利益。以「快速方便」之名產生的浪費
消耗著地球，為了滿足人類的一己之私，甚至連
動物都可以快速製造。這是一則關於生命教育的
寓言故事，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凡事求「快」的當
代價值。（奧林文化）

衝很快，但八成以上的圖書躺平，銷量僅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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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本。書價預測會持續上揚，不因圖書免稅而

紙看等馬車。2016 同樣一條街上，一排人正滑

降價。倒是市場的折扣促銷戰爭將更加激烈，降

著手機在等汽車。也許世界的需求從未變，只是

價後讀者實際購書的價格並不太會變高。書店的

換了工具！如果我們回到金偉燦與莫伯尼所著

經營自然還是艱辛不易。

《藍海策略》一書，所提出的四個策略來找答案，

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創作出書的環境還是不

市場的開拓追尋與創造來自：消除（eliminate）
、

佳，出版經營還是辛苦。讓業界擔憂的是，編輯

降低（reduce）
、提高（raise）
、創造（create）
，

人才逐漸流失，年輕人涉入出版業的信心愈來愈

書該增加甚麼？該減少增甚麼？我們重新來構建

小。這代表著臺灣出版最輝煌的年代已過？！年

圖書與出版的價值。不要怪讀者不看書，要怪我

輕出版人的未來何在？！

們沒做對讀者要看的書？不要怪讀者不買書，是
怪我們沒把書的好讓讀者知道？
世界循環的進行改變，只是生產者的腦袋忘

出版為王：圖書免徵營業稅與藍海
思考

了更新設定！也許我們應該樂觀的相信：出版行

圖書免徵營業稅，對所有出版的上下游，都

於世。只是我們要守住內容、更新內容形式，而

是同霑其利的。但出版各環節的轉型，與收益模

不要守住打字機。因為那個工具已成古董！但願

式的挑戰，才剛開始。從讀者面看，圖書館借書

在出版的新時代裡，「出版為王」而不是「出版

的人口還在成長，每年全臺的總借書量幾乎超

危亡」！

越每年全臺圖書的總銷售量。但有人繼續看書，
總是好的。出版社除了內容與編輯出版的創新突
破外，能不能引領帶動民眾與家庭的閱讀活動體
驗，甚至帶動青年學生閱讀素養的提升？不論連
鎖書店或獨立書店，在圖書與文創百貨經營間獲
取平衡間，能不能螞蟻雄兵的開疆闢土出健康豐
饒的社區書店？已有不錯成績的台北國際書展，
能不能再造高峰？甚至引爆月月、處處各地令人
期待的閱讀嘉年華會？這一切都有待突破與挑
戰。
其實世界循環的不斷演變。網路上流傳一張
圖片，1916 年在一條街上，一排人都在翻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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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直都在循環地經歷各種變化，並且一直存活

新書誌
兒童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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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與阿金

小飛龍歷險
記1
：搶救小飛龍

張庭瑀 文∕圖

安石榴 文；徐建國 圖

也是文創 /10911/40 面 /26 公分 /35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880336/863

小兵 /11001/96 面 /22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616/863

阿福喜歡把他的位子打掃的整整齊齊、乾乾淨
淨，阿金的沙發旁，則時常有喝完沒洗的牛奶罐。
即使他們的生活習慣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的興
趣—跳舞。在舞蹈中，阿福與阿金展現了在友
情中的衝突與接納，最後不但接受彼此的差異，
也再次擁抱這段美好的關係，因為，沒有什麼比
陪伴彼此更重要。（也是文創）

這是一部充滿奇幻的冒險故事，峰迴路轉的文字
情節，一下子就把孩子帶進故事當中，跟著小飛
龍一起冒險犯難，在驚險萬分的緊要關頭，忍不
住的動腦想一想，該怎麼解決眼前碰上的難題，
進一步思考公平正義、人權真理。書中的夥伴即
便屬於不同族群，依然相持互助，度過難關，這
不分你我的友愛情誼，更是這場冒險當中，最棒
的禮物！（小兵）

兒童

兒童

不能說的祕密

李威使 文；施暖暖 圖

陳啟淦 文；徐建國 圖

小兵 /10912/96 面 /21 公分 /2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845/863

小兵 /11001/160 面 /22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883/863

在沒有便利商店的偏遠小漁村，孩子們最期待的，
就是固定每星期三來訪的麵包車。手藝純熟的老
爹總是不遠千里，從城市開車到這裡，為村民帶
來各種美味可口的麵包。每當問起原因時，面惡
心善的老爹會告訴你：「因為我喜歡啊！」老爹
究竟為什麼喜歡到小漁村賣麵包？村裡的孩子
們，又是如何打動老爹的心呢？一段穿梭在城市
麵包店與鄉間小漁村之間的溫馨故事，香甜氣息
躍然紙上，告訴了我們：「做好事不需要有什麼
原因！」（小兵）

致青春，是近年常看到的一句話。青春是人生最
美好的階段，然而要從兒童邁向青春的時期，日
子卻不怎麼好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有點尷
尬，煩惱很多。這本散文小說集沒有煽情的言詞，
沒有誇張的情節，就這麼真實的述說少年們面對
不同狀況時，心裡產生的想法，不全是善，也會
有恨，也會有妒，也會有私心，但當他們面對自
己的心時，最終都能找到一個出口，漸漸懂得如
何面對這個世界，與自己好好相處。（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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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破又舊的
麵包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