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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一、出版中心在出版與行

銷上著力甚多，建議更

詳細依類別及通路整合

分析中心出版書籍之銷

售狀況 (整合回應意見

表 1與表 2-2)，希冀於

未來行銷時能更明確掌

握各類書籍之促銷對

象。 

謝謝委員的建議。 

    出版中心根據 103年銷售情況，

依通路及書籍類別(22種)製作銷售分

析報表(附件一)。 

(註：本表僅為通路銷售成果，不含各項權利

金收入。中心 103年度總銷售額為 15,714,844

元) 

    通路可依主要銷售讀者群分為專

精個人讀者銷售及以機構讀者（各地

公共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為經營重

心兩者。前者以獨立經營的實體書店

及網路書店為主，後者則包含三民、

五南及海外的聯合發行等。 

    將通路特性與銷售成績交叉分析

可看出以下趨勢 

1.重點行銷的新書在針對個人讀者銷

售的通路，有顯著亮眼的表現。 

    103年度臺灣研究類別出版《戰後

臺灣政治史》等行銷重點新書，從銷

售報表中可明顯看出，有超過 52.8%

的臺灣研究類別的書籍，是由網路書

店售出，網路書店是以個人讀者為主

要銷售對象。由此可知，書籍的行銷

活動，對於個人讀者的購書行為有顯

著影響力。 

2.高單價及較艱澀的學術書籍，主要銷

售對象為機構讀者(各圖書館)。 

    103年度如《淡新檔案》這一套高

單價清代臺灣的行政與司法檔案史

料，只有專門經營圖書館的通路，如

學生書局、聯合發行等才有銷售能力

與管道。(淡新檔案為臺大圖書館出版

品) 

3.各通路因其特色與定位的不同，在不

同的學科類別的書籍銷售成績也有強

弱之別。 

    如聯經書房以中國文史類別的書

籍經營見長，在相關領域的「史學」

和「哲學與思想」類別營收較其他類

別高。相較於專營學術書的通路，五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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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南文化廣場在非學術書的幾個類別有

突出的成績，如「醫學與健康」、「名

家講座」、「臺大系列」等系列，103

年有超過 25%以上的書籍都經由五南

售出。 

4.教科書出版計畫，與校內課程成功結

合，銷售成績斐然。 

    103年教科書所屬之「教學與通

識」類書籍的銷售金額為 2,496,595

元，占整體銷售金額的 19.8%，成績

斐然。而這類書籍銷售額的 74.3%，

集中在校總區書店，可看出教科書出

版與校內開設課程結合的趨勢。 

5.代訂教科書業務需求旺盛。 

    出版中心於每學期開學期間，提

供校內老師與同學團體代訂校外出版

社出版的教科書的服務， 103年一

年，團體代訂教科書的營業額約 220

萬，約占校總區書店年度營業額四

成。此服務主要讓學生在開學期間能

快速、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得課程所

需的教科書。 

6.校內對教育用品需求甚殷。 

    102年起，中心指派專人負責教育

用品開發設計業務，迄今已推出多項

獲好評商品。103年 10月校史館書店

開幕，該書店以臺大意象的文創商品

為經營重點，完整展售出版中心開發

設計的教育用品外，也代銷校內各單

位的紀念品。103年教育用品（含代銷

紀念品）的整體營業額為 1,439,313

元，其中 71%來自 10月才開幕的校史

館書店，營運三個多月，業績突破即

百萬元，除定位策略與執行成功外，

也反應校內對教育用品需求甚殷。 

    綜上所述，中心將針對通路個別

特質及優勢，在不同的通路強調、突

顯不同的產品。「產品差異化、讀者分

眾化」的經營策略是未來中心行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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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作重點。 

 

建議結案。 

二、建議中心於 1.制度、

2.網路書店、3電子書、4

國際議題及 5.空間作短中

長程之規劃。 

 

謝謝委員的建議 

    出版中心以學術出版為核心價

值，在此原則下，分別針對委員指出

的議題做短中長期之規劃。 

1.制度面： 

    出版中心為學校一級行政單位，

因應近年來業務快速發展，於 102年

提請校務會議同意組織重組，由原二

組改為三組：「編輯出版組」「銷售發

行組」及「行政組」。 

短程 

維持編制，權責劃分，完成各組業務

標準作業流程。 

中長程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修正，提升經費運用彈性，訂定

單位績效考核制度，爭取專業人員特

殊加給。建全編輯群編制，並將行銷

團隊現在同時擔負的產品開發、通路

經營、書店營運、行銷活動等工作，

依業務內容重新分組，落實工作專責

化。 

2.網路書店 

     中心合作的網路書店可分為，專

營網路書店者，如博客來網路書店及

實體書店兼營網路書店者，如誠品書

店網路書店。 

短程 

 (1)新書出版前發送新書書訊予網路

書店，確保新書訊息在網路書店建

立正確且詳盡之書籍頁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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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2)於重點新書上市期間舉辦新書特

惠活動，以優惠折扣吸引讀者購

書，爭取曝光機會。 

 (3)積極參與網路書店各項書展活動。 

 (4)強化出版中心網站與網路書店之

連結，出版中心之書籍簡介頁面可

直接連至網路書店購書頁面。 

中程 

 (1)根據各網路書店的屬性與閱讀趨

勢的變化，主動企劃不同主題的書

展；或與兼營實體通路的網路書店

舉辦實體與網路書店的聯合書展。 

 (2)安排作者專訪或編輯撰寫「編輯手

札」，由作者與編輯向讀者介紹書

籍。 

長程 

(1)由中心向網路書店主動提出資訊之

更新與進貨之建議，確保書籍頁面

的資料正確與完整，庫存數量完備，  

(2)留意各網路書店的長期經營情況以

及網路書店未來的發展趨勢，定期

評估合作對象的情況及是否增加新

合作。 

3.電子書 

    中心 103年 1月透過招商模式與

華藝數位、遠流智慧藏合作銷售電子

書，並於同年 12月完成首批 300種電

子書上架，往後每半年上架一批電子

書，合約有效期間為五年。 

短程 

 (1)與作者簽訂出版合約時，同時簽訂

紙本與數位出版權利。 

 (2)每半年先完成內容之檢核，確保書

籍內容的正確性與完整性，再行上

架。 

 (3)為避免影響紙本書銷售，電子書的

上市時間以設定在紙本書出版的半

年之後為原則。 

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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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1)行銷活動將同步針對紙本與電子。 

 (2)回溯徵集出版中心過去的出版品

電子出版權利。 

 (3)拓展中國大陸電子書市場，參與圖

書館學術電子書聯盟的採購案。 

長程 

 (1)針對合作經驗與市場趨勢，評估選

擇是否增加新的合作銷售廠商。 

 (2)視市場發展成熟情況，評估縮短電

子書與紙本書的上市時間，逐漸達

成「紙電同步」的目標。 

4.國際議題 

    中心針對國際議題的出版，現已

有 6種學術叢書，包括：日本學研究、

歐盟研究、東亞法院研究、亞太音樂

研究、East-West Cultural Encounters，

全球在地視野等，各叢書發展情況不

一。 

短程 

 (1)透過叢書主編以及邀稿，拓展這些

既有叢書的潛在稿源。 

 (2)已通過審查的書稿，皆依預定出版

計畫出版，以保持此議題出版品的

不間斷出版。 

 (3)進行與哈佛燕京學社合作出版計

劃。 

中、長程 

出版中心以學術出版為主要核心，對

於國際議題出版仍以「學者主導之學

術叢書」方式進行： 

(1)與不同學術領域中擅長國際議題學

者接觸洽談，建立不同學術領域國際

議題叢書。 

(2)優先執行與國際議題相關之個別投

稿，審查、編印等作業。 

5.空間面 

    中心自89年假圖書館左側地下室

成立以來，即積極向校方爭取長期辦

公使用空間，期間多次協商。於 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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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總務處提議本校 526地號興建案，若

能順利取得建照，一年工期可完成。

中心於95年元月依興建成本提出攤還

計劃，將使用全棟建物，並由總務處

後續處理相關建造程序。但至 98年建

照仍無法申請通過，98年 10月民間公

司申請辦理都更新開發案，審議通

過，本校依規定需配合參與都市更

新，至 104年 5月止，都市更新無任

何進度，526地號興建遙遙無期。 

自建照取得困難，進度延宕後，中心

即多次向總務處及校方反應，空間需

求迫切，應另行規劃其他長期使用空

間，均未獲總務處正面回應。中心無

論辦公空間或是書店營運、倉儲空

間，目前均面臨嚴重不足窘境。 

短期 

(1) 擬向校方爭取無償續用水源辦公

室至新辦公空間落成。水源辦公室

為向總務處所租用，租期至 104年

10月 31日，每年約需向總務處繳

交新臺幣百萬元以上租金。 

(2) 尋覓校區內倉儲空間為優先選

擇，若實無合適空間，將先以租借

商業倉儲空間為備案，以解決目前

書店日常營運需求。 

中長期 

爭取永久使用完整營運空間，需包含 

(1) 辦公空間：供中心行政運作、編輯

作業之空間。 

(2) 書店營運：為服務台大師生教科

書、教育用品需求及呈現臺大學術

出版能量，需於總區易達之處，設

立足夠店面展示銷售空間 

(3) 倉儲空間：學術出版品可銷售期

長，需有夠足夠且適當的存放及轉

圜空間，供通路書籍進出調度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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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建議結案。 

三、中心無論在策劃、行

銷或參與海外書展上，

近年均有所成，世界各

國的華語熱潮逐漸形

成，對中文出版品的需

求可期，但使用繁(正)

體中文的國家、地區約

限於臺灣與香港；東南

亞華人圈(如新加坡)及

歐美等國人士學習中文

字體者，約以簡體字為

主，建議中心酌量「識

繁書簡」當未能拓展下

的現實態勢，規劃部份

出版品以繁、簡雙版的

形式試行出版 (如在

臺、星、港等地)，並評

量執行效益。大陸地區

之外，建議規劃於其他

國家地區(如東南亞)發

行正體、簡體中文書刊 

謝謝委員的建議。 

    正、簡雙版同時出版，經中心討

論後，認為會面臨以下問題： 

(1)實務面：讀者範圍的大小、出版成

本的投入、簡體書通路的建立，以

及簡體編輯人才（正、簡體用語頗

為不同）洽尋等。簡體讀者範圍最

大者，在中國大陸，但限於大陸的

出版環境，出版中心無法直接在大

陸出版簡體版。如本中心部分書稿

直接出版正、簡體雙版，在臺灣印

刷並發行，勢必要為少數書籍另行

建立新通路，同時也將大幅提高單

本書的編輯、印刷成本。 

(2)讀者面：習慣或只能閱讀簡體書者

多為一般大眾，而依出版中心出版

品的屬性，其讀者群多為學者、研

究者，閱讀正體字書籍並無困難。 

    正體字相對於簡體字，為「弱勢

中文」，但近期大陸有些值得關注的出

版發展，因「國學熱」及經典、史料

等型的書有出版正體字的學術需求，

頗多大陸的出版社已開始出版正體字

書籍，例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

版社、商務印書館等；大學出版社（四

川大學）出版正體字《章太炎儒學論

集》；甚至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正體字的

《莫言經典收藏》系列。作為國立臺

灣大學一級單位的出版中心，更負有

發展、推廣、提升正體字的責任，其

出版品理應成為正體中文標桿才是。 

 

    綜合上述各因素，中心認為以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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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前出版中心有限的資源下，正、簡體

同時出版並非最佳選擇。為使簡體讀

者可閱讀到出版中心出版品，達到擴

展本中心出版品影響力的目標，出版

中心的執行方式為： 

(1)與大陸各方出版社建立合作關係，

並主動洽談版權授權，運用其既有

的通路，讓出版中心的出版品的簡

體版流通於華文簡體閱讀地區。 

(2)未來可挑選與地位相當之大陸大學

出版社，洽談雙方出版合作，某些

重要書籍兩岸分別推出正、簡體。 

 

建議結案。 

 

 

四、臺大出版中心係本校

一級單位，其所經營之深

度學術論述極為豐富。建

議將單位名稱改為「國立

臺灣大學 大學出版社」，

用以彰顯精緻而影響廣泛

之出版品的總體深度。甚

至，將來可由校長兼任社

長，中心主任改為執行長

或總編輯，以期提升大學

出版社之位階。 

 

謝謝委員的建議。 

    經中心內部討論後，認為只把單

位名稱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能帶來

實質的改變及影響有限。若欲達到委

員評鑑意見中所提的「校長兼任社

長」、「提升位階」及擴大「影響」，則

勢必是「名」、「實」同時改弦易轍，

從整體組織結構的變革著手，使中心

由現階段一級行政單位組織，改為由

學校監督之獨立法人，方能達成人事

及經費獨立的目標。  

    大學出版社邁向獨立法人之路，

必應有完整的中長期規則，以及一段

相當長的轉型期。法人化過程中，如

因經費來源不足或不穩定，會使出版

社朝著追求利潤方向傾斜，逐漸發生

優先出版「有賣相」的書籍、降低品

質以求快速上市、增加教科書及一般

書的數量，漸次地不出版或延遲出版

好品質、值得出版卻賣不動的學術著

作。這種情況持續數年，會使一家大

學出版社失掉當年以「學術出版為核

心目標」的成立初衷，其學術影響力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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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也逐漸萎縮，最後無以為繼而退出學

術界。 

    因而，出版中心如要更名，且在

組織結構有所變革，必須先解決兩個

重要問題：一是足夠的營運空間。中

心需要有長期、安全且足夠的辦公及

倉儲空間，供日常營運使用。二是長

期且穩定的經費來源。評估國內外學

術出版市場現況及中心近年來發展情

形，我們認為以現行經費金額不變的

條件之下，持續營運，約可在十年後

將校經費占營運全部經費的比例，降

到如同國外著名大學出版社的

20%-30%。空間與經費問題，皆需校

方的大力鼎助，非中心所能決定。 

    對中心而言，校方必先著手解決

空間及長期經費穩定問題，再行探討

組織結構層面的變革。若僅僅只限於

名稱的更改，無法在體質上有所改

變，則徒增行政困擾，過去這十數年

來經營與行銷「臺大出版中心」品牌

意象的努力亦會付諸流水，過程中，

所費之心力與成本，實無法回收相等

之效益。  

 

建議結案。 

 

 

五、中心為本校一級單

位，人員需專業熱忱與在

職穩定，成員付出的心力

與成果有目共睹，為避免

優秀人員之流失，校方宜

權予彈性聘僱合宜人才

(如由中心自籌或部分自

籌薪資)，以利本校建立出

版口碑。 

 

謝謝委員建議。 

1.為解決中心人力流失與無法提供就

職穩定等問題，中心依評鑑委員之

建議，業已於去(103)年年底提出人

事復議案，經 104年元月 6日審查

小組會議討論，同意中心進用碩士

級及學士級幹事各 1名。 

2.「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於今(104)年 2月 4日經立法院修正

通過施行。依修正條例，經校方同

意，中心可將銷售出版品及權利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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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建議改進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出版中心(104年5月) 

建議改進事項 
辦理情形及回覆說明 

(請註記建議是否列為結案) 

委員意見 

結案 繼續追蹤(說明) 

之收入，列於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項

目，做為薪資經費來源之一。再配

合訂定單位績效考核制度，將可爭

取專業人員支給特別加給，使聘僱

方式得以彈性化。期望以與業界相

近薪資與穩定的就職環境，吸引專

業優秀人才，使中心出版能持續穩

定保持優良品質。 

 

建議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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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受評之關鍵績效指標(KPI)報告                        單位：出版中心 

策略目標 評核指標 具體方案 年度內預定執行情況 

1致力學

術圖書

出版主

軸 

(1)學術圖

書的出

版量 

建立多種學術叢

書並聘請主編規

劃叢書方向，開

拓書稿來源，廣

邀學者投稿 

年度學術圖書出版量逐年增加，至 107年達每年 41本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學術圖書 

出版量 

（本） 

37 39 39 41 41 

 

(2) 自編

學術書

（含教

科書）於

總出版

量的占

比 

維持學術書出

版量，並開拓各

種學術叢書之

稿源，洽談教科

書潛在作者，並

確實執行審

查、編輯業務。 

年度學術書(含教科書)出版比，達到圖書總出版量的 85%以上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學術圖書

（含教科

書）占出版

量比例 

（%） 

85% 86% 86% 87% 87% 

 

2維持出

版品數

量與多

元化 

(1)出版品

總量 

執行各類出版品

的出版計畫並對

外廣泛徵稿，維

持圖書出版品的

總數量。 

每年圖書出版品總量逐年增加，至 107年達每年 55本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圖書出版 

總數量 

（本） 

51 52 53 54 55 

 

(2)教科書

洽談數  

定期追蹤洽談進

度，適時調整編

輯人力，以達成

預定之出版量。 

年度新接洽教科書潛在作者達 5件以上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教科書

洽談 

(件) 

5件 6件 6件 6件 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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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版多

元化 

103 年底已經完

成 300 種電子書

上線，未來將每

半年更新上線書

目，每年增加 25

種。希望透過電

子書之出版與發

行，將出版品擴

及更多讀者，提

供讀者更多不同

的閱讀選擇。 

 

每年預計增加 25種電子書上線，逐年累計上線目標數量列表

如下：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電子書累

計上線數

量（種） 

300 325 350 375 400 

 

3多面向

行銷推

廣以促

進出版

品的能

見度與

流通，

並建立

出版中

心品牌

與知名

度 

(1)銷售通

路與國

際大型

書展場

次 

積極參與並與實

體及網路銷售通

路合辦書展，以

及主動規劃參與

法蘭克福書展、

香港書展、臺北

書展等大型國際

書展，提高出版

品的市場能見度

並建立出版中心

的國際知名度。 

1. 銷售通路書展場次逐步增加，至 107年度達到每年 7次。 

2. 國際大型書展場次逐步增加，至 107年度達到每年 4次。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銷售通路書展

場次（次） 
5 5 6 6 7 

國際大型書展

場次（次） 
3 3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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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籍推

廣活動

舉辦場

次 

積極舉辦書籍推

廣活動含括書籍

講座、新書發表

會、座談會、簽

書會等形式，提

供讀者與作者交

流書籍內容的機

會，並擴大書籍

的感染力 

書籍推廣活動場次逐步增加，至 107年度達到每年 18次。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書籍推廣活動

場次（次） 
16 16 16 18 18 

 

(3)出版訊

息發布

數量 

準確發布出版訊

息，分為媒體宣

傳與文宣訊息兩

類，透過訊息之

發布讓讀者能掌

握最新之出版動

態。媒體宣傳含

括平面、電子與

網路媒體刊出書

評、書介訊息；

文宣訊息則含括

出版中心網站、

電子報、紙本文

宣等各式訊息。 

1. 媒體宣傳則數逐步增加，至 107年度達到每年 60則。 

2. 文宣訊息則數逐步增加，至 107年度達到每年 70則。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媒體宣傳則數 

（則） 
50 50 60 60 60 

文宣訊息則數 

（則） 
60 60 65 65 70 

 

 

(4)提升銷

售營業

額 

經營出版中心書

店與合作的經銷

代理商 

每年以 5%的成長率提高銷售營業額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銷售營業

額 

（萬元） 

1500 1575 1654 1737 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