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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圖書館界十分重視期刊漲價議題，對於期刊出版問題在學術傳播上造
成的威脅亦十分關心，Open Access 等新的期刊出版模式也常被討論。但是，對於
學術出版的另一重要板塊─專書（學術圖書）則缺乏同等的重視，多數文獻僅提
及期刊漲價已對圖書館購買專書的預算造成排擠，至於專書本身的出版問題及其
對學術傳播的影響，則鮮少有人探討。本文由學術傳播概念出發，以倚賴專書最
深的人文學領域為例，探討專書出版問題的成因，並討論專書出版問題對學術傳
播系統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

【Abstract】
During recent years, libraries have paid extra attention to the increased price of
periodicals and the serious implications it might hav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New
modes of periodical publication such as Open Access have also been widely discussed.
However, much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another important sector of scholarly
publishing—monographs (scholarly books). Most literatures only mention th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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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for monographs in libraries rather than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ublishing
of monographs and its influence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akes as its example the field of humanism which
greatly relies on monographs, to discuss the cause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monograph
publishing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problem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systems.
關 鍵 字：學術出版；學術傳播；專書；人文學；圖書
Keywords：Scholarly publishing;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Humanities;
Books

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術傳播運作也有同
樣的重要性。如果學術圖書館同仁對於
專書出版問題缺少深入的認識，那麼勢
必將無法對向來倚賴專書的人文學、社
會科學等領域的學術傳播運作有透徹的
了解，自然也無法經由圖書館的服務來
真正滿足倚賴專書的人文學、社會科學
領域讀者。除此之外，在學術圖書館所
處的大環境上，近年來學術評量日益受
到重視，而我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界卻
苦於缺少適當的專書出版管道、專書寫
作不受重視等問題而頗受困擾；加上圖
書館界近年來雖然對於電子書、電子出
版等議題有所接觸，但卻鮮少將專書出
版問題放置在學術傳播的需求和架構下
來探索。凡此種種，均顯示出專書出版
問題的探討實有進一步加強、深入的必
要。畢竟，無論圖書的出版科技或出版
方式如何騰挪變化，如果沒有將專書出
版的問題放置在學術傳播運作的脈絡下
來審視，任何的出版科技或政策仍將無
補於目前專書出版問題；而圖書館身為
學術傳播體系的一員，不能只了解期刊

壹、前言
近年來，學術期刊，尤其是 STM
領 域（Science, Technology, Medicine）
的期刊，漲價之勢十分驚人，嚴重侵蝕
了圖書館的期刊購買力，甚至排擠了原
本用於採購圖書的預算。此一問題引起
了各界對於期刊出版問題的重視，許多
圖書館界的專家學者都擔心如此的期刊
出版生態，終將對學術傳播系統的運
作造成危害。因此，國際間開始出現
諸如 Open Access 之類新的期刊出版型
態，國內外對期刊出版與學術傳播議題
的討論也日漸增多。但是，目前大多數
的研究，都將焦點放在期刊出版身上，
對於學術出版的另一重要板塊─專書
（Monographs） 則 缺 乏 同 等 的 重 視，
許多文獻只約略提及圖書館用於購買專
書的預算被期刊排擠，但卻對於專書出
版本身的出版問題及其對學術傳播的影
響則少有進一步的專門討論。
正如同期刊對於科學、生醫領域的
學術傳播極為重要一樣，專書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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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重複研究、刺激新的研究方向，
而後發展出新的研究成果。如此不斷循
環累積，人類的知識才能不斷創新。此
一傳播過程，Borgman 曾予以定義，她
認為學術傳播，就是所有各學科領域
的學者經由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來利
用與傳播資訊的過程。Borgman 認為學
術傳播系統有三大組成要件：創作者
（producers）、 學 術 作 品（aircrafts）
以及學術概念（concepts）。（Borgman,
1990；王梅玲，2003）所謂創作者，可
以用較廣泛的角度定義，泛指所有對學
術傳佈資訊的產出有貢獻的人，包括了
學者、專家、出版者、資料庫代理商、
書商、甚至是一個國家；學術作品包括
圖書、期刊、學位論文、研究報告等；
學術概念則是指各個學科領域的知識。
（Borgman, 1990；王梅玲，2003）
至於學術傳播的管道，可分為正式
與非正式的管道。正式管道主要指學術
文獻的傳播，包括了一次文獻（圖書、
期刊、研究報告等）、二次文獻（索
引、摘要、百科、評論等）、三次文獻
（書目解題、指南的指南）；非正式的
學術傳播管道指學者間的交流，包括書
信往返、參加研討會、討論群等所形成
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王
梅玲，2003）也有人將學術出版品區分
為白色文獻（指一般正式出版品）、黑
色文獻（機密或無法取得的文獻）及灰
色文獻（學位論文、研究報告、專利、
研討會論文集、政府出版品等）。（王
梅玲，2003）

的出版問題而對於專書沒有深入理解。
因此，為探討專書出版問題對學術
傳播有何影響，本文採取文獻分析及歸
納為主要方法，經由爬梳各種相關的重
要文獻，並對各種觀念和現象進行歸納
分析，以深入探討專書出版問題對人文
學學術傳播的影響。本文首先由學術傳
播的概念出發，先探討學術傳播的內涵
及重要觀念；其次則以倚賴專書最深的
人文學領域為例，探討人文學專書出版
的特性；接下來則分析目前國內外人文
學專書出版遭遇的問題和困境；最後則
綜合分析專書出版問題對於學術傳播的
運作可能會造成哪些問題。期望經由此
一概念性的初步探索，能拋磚引玉，吸
引更多人重視專書出版與學術傳播的議
題，並進而對此一議題作更特定和更為
多樣的討論，使圖書館界不僅對期刊問
題有深入了解，也能對專書此一學術出
版型態背後的意義和影響有所認識。

貳、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
型態
一、學術傳播
學術傳播一詞所指涉的意義和科學
傳 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有 許
多相似之處，主要的差異僅在於學術傳
播可泛指各個學科，而科學傳播的意義
僅包含了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傅雅
秀，1999）學術傳播主要是指學術成果
的傳播過程。學者將自身的研究成果透
過各種管道加以傳播，供其他學者分
享、參考，其他學者加以吸收之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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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術傳播的四種功能，與上述所提
及的學術傳播系統之功能，有部份是相
通的。Paisley 提出的學術傳播功能包
括：揭示，為了學術社群的利益，將研
究上的新發現予以發表；刺激，由觀念
上的分享促進新的想法產生；回饋，研
究成果可以在系統中被同儕接受、批評
或檢驗；獎酬，作者經由學術出版得到
各 種 形 式 的 報 酬。（ 王 梅 玲，2003）
將 Paisley 的看法和上述觀點相比較，
可以發現二者對學術傳播系統功能的看
法，有相當的部份是重疊的，例如對
刺激、獎酬功能的認定二者相同，而
Paisley 所提出的揭示功能，和登錄、
認證功能也多所關聯。

二、學術傳播系統之功能
既然學術傳播活動主要是由創作
者、學術作品以及學術概念所構成，
學術傳播系統組成的功能又為何 ? 對
此，各專家學者對學術傳播的功能看法
雖略有不同，但仍有很大部份的看法
是一致的。一般認為，理想中的學術
傳播系統應具備以下五種功能：（Van
de Sompel, Payette, Erickson, Lagoze, &
Warner, 2004 ）

（一）登錄（registration）
允許研究者可以公開宣告某個研究
成果是他所率先發現的。通常登錄的先
後視乎研究者投稿收件的日期而定。

三、學術出版

（二）認證（certification）

學術出版雖然只是學術傳播系統中
的正式傳播管道而已，但對學術傳播
系統的運作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
的原因在於學術出版是學術傳播系統中
的具體產物（蔡明月，1999），沒有具
體的出版品，學術傳播系統便很難被有
效觀察、研究。此外，由於學術出版品
是可以被公開檢視、評量、流通的學術
研究成果，因此學術傳播系統中的各種
功能如登錄、認證、庋藏、獎酬等均需
依賴學術出版品方能有效運作，尤其是
學術傳播系統中的獎酬功能如升等或評
鑑，更會直接左右學者出版的意願與動
機。
由於各個學門領域學術傳播運作的
方式不同，學術出版品的出版型態也自
然不同。因此學術傳播系統如欲成功運

經由同儕審核制度，使得研究者所
宣告的研究成果能被認定是有效的、合
格的。

（三）宣告（awareness）
使學術體系內的其他成員能查覺到
新的研究成果。

（四）庋藏（archiving）
使學術資料相關的記錄能被長久保
留下來。

（五）獎酬（rewarding）
使研究者在學術傳播系統內，能因
研究的表現並基於系統內成員的認定而
得到獎勵。
除此之外，William Paisley 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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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運作和設計上也需要能配合各學
門領域的各種不同出版習性，方不致於
有削足適履的問題發生。大致上來說，
學術傳播與學術出版的型態可以依照學
科領域的不同分為如下四種：（Budd
& Harloe, 1997；Jordan, 1998）

（四）藝術與設計（Art and Design）
重視想像力、創造力，並要求獨立
作業的技巧，對於資訊的要求並不強求
最近最新的事物，而是重視經由和同儕
的交流來獲得靈感，經由人際互動和想
法來發展出原創性。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傳播與學術出
版雖然關係密切，但在意義上絕對有其
差異，因為「傳播」是有體系、有互動
性的，而「出版」卻是單向的、無特定
對象的（邱炯友，2006），二者雖然功
能相近，卻實有不同之處。但是，也正
由於學術出版對於學術傳播系統的運作
至為關鍵，因此目前有關學術傳播的問
題探討，幾乎都不免和學術出版有所關
聯，國外甚至有人將學術出版系統與學
術傳播系統畫上等號。（蘇諼，2002）
尤其在現今學術出版模式變遷快速、網
際網路普及等環境條件下，各種與學術
傳播有關的議題如著作權問題、取用權
（access）的保障、價格問題等，雖然
均屬於學術傳播範疇的議題，但卻是以
學術出版為真正的爭論焦點（邱炯友，
2006），使得學術出版研究的重要性更
為顯著。

（一）自然科學（Physical Science）
該領域內用的研究方法、溝通的辭
彙都有高度的一致性。有很標準化的方
法、過程和研究目標，並且能用精確的
字句去描述。傳播的過程很重視研究過
程各階段的最新研究報告，其學術出版
型態以期刊為主。

（二）人文學（Humanities）
人文學並不像自然科學那樣重視
驗證和觀察，研究的過程和目標也並
不常有很精確的描述，反而比較延伸
和詮釋、深入研究目標背後的脈絡。
傳播的過程比較倚賴回溯性的資料。
其 學 術 出 版 型 態 除 期 刊 之 外， 專 書
（monograph）的重要性有時還會超過
期刊。

（三）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介於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
之間，它不像人文學那樣重視詮釋和脈
絡，但又不如自然科學精確；同時它又
和自然科學一樣引入了不少量化和精密
的研究方法，但是它的研究對象有時又
很難被具體化、被精密測量，可說是兼
具了上述二個領域特色的學科。其學術
出版型態對期刊和專書均相當重視，但
有時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書重要性也很高。

參、人文學之學術出版特性
誠如前一節中對於學術出版與學術
傳播系統的介紹，每一個學科領域都
有其學術傳播系統運作特性和學術出版
需求。在人文學領域也有其獨有的學術
出版型態，其與自然科學領域最大的不
同，就是在於自然科學對於期刊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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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更古老的人文學議題甚至是以評
斷人的行為為研究目的，其研究過程
就是一種論述和推敲的過程（elaborate
process）。（Chodorow, 1997）這或許
是為何許多人文學出版品會讓讀者覺得
連篇累牘、段落長、文字比圖表多的原
因。但部份人文學研究題材亦會以追求
特定事實為研究目的，例如歷史學界有
些論述方式也是以追求史實為主，未必
完全是敘事的。

視，而人文學則相當倚賴專書。從九十
年代以來，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
術出版問題雖然已經引起不少的討論，
但正如 Colin Stelle 所指出的，人文及
社會科學專書的出版問題和科學期刊的
價格問題相比，所得到的重視實在遠為
不足。（Steele, 2005）因此，若欲解決
人文學專書的出版問題，就必需先了解
人文學領域的出版需求和出版特性為
何。
人文學的主要學術領域，包括了文
學、史學、哲學、宗教、美學、神話、
文化人文類學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學
科由於其題材及研究工作的過程和科學
領域有極大的差異，因此其學術出版也
有和科學界的學術出版不同之處。綜合
目前各方的研究及各種相關探討所見，
人文學學術出版的特性可以歸納為以下
數方面：

二、人文學領域特別重視專書的
出版
期刊文章一向是科學研究傳播的主
要途徑，相反的，在人文學領域或其它
較為「軟性」（softer）社會科學的學
科領域，研究成果的發表方式則較為多
樣。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仍然很重要，
但學者以專書形式發表研究成果也相當
普遍，專書的內容編排形式則可能是高
度專業性的學術專著，也可能是搜集特
定主題文章以供較廣大讀者閱讀的著
作。簡言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學
者，在著作的發表上較不固定於期刊
的形式，專書也是另一重要且受到肯
定的出版形式。（Thompson, 2005）而
由 Garfield 以降的許多書目計量的實證
研究也證實，專書出版對於人文學者的
重要性仍然遠高於其它類型的資料。
（Thompson, 2002）專書的形式可以讓
作者有足夠的篇幅可以說明研究議題的
背景、脈絡、例證，經典的學術專書更
可能改變政府的政策、扭轉大眾對歷史
事件的看法，對人文學的研究有極高的

一、人文學的學術出版品有其獨
特的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
人文學由於其所探討的議題多半不
是事實性的（facts），因此發掘明確的
事實通常不是最重要的，在人文學研究
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影響性的敘述和對問
題的詮釋。（Hopkin, 1990）因此人文
學的學術出版品所需要的，是一種延展
性的文本（extended context），讓作者
可以用敘述性的文字和註釋由多個角度
探討某一研究議題，呈現問題的來龍去
脈、原因或影響。其研究較為偏向以歸
納性的方法（inductive method）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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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Collier, 1999）

Burrows 也曾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過
長達 1,416 頁的專書；而另一個著名的
例子是維吉尼亞大學的 Holt，他的專著
長達 1,296 頁，也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Heller, 1999a）這些神學和史
學的專著之所以篇幅如此之長，主要原
因多是出於需要對研究議題進行廣泛、
多層面的論述和考察之故。

三、人文學的學術寫作有較強的
地域性
人文學由於研究的對象和議題往往
是和研究者所處的文化體系和社會環境
密切相關的，因此人文學者所使用的語
言、文獻、發表的方式，往往也有較強
的地域性。在國外自 1950 年代以來的
研究已經證明，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有
大量使用本國語言的現象。我國人文類
科碩博士生之學位論文，經研究其引用
文獻亦以中文文獻主要語言（吳明德，
1987），而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教
師在發表及出版上，經研究顯示亦以中
文為主要的發表語言、以本土出版的期
刊和專書為主要發表管道。（陳明莉，
2003）

五、人文學學術出版所需時間不
定，有時較長
人文學研究由於其研究議題的特殊
性，加上研究進程不若科學界有明確
的指標可以參考，因此學術成果的發表
有時會拖延較久的時間。有許多重大的
人文學專書往往需要花費十年、甚至
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寫成。（Heller,
1999）在許多人文學學科領域中，出版
時間長甚至被認為是必要的，例如歷史
學的探討需要以仔細和長時間的型態進
行；（Freitag,1997） 而 哲 學 家 則 更 自
認為哲學研究的發表和傳播本來就應該
是緩慢的，因為哲學家致力於探討人世
間的真理（truth）和良好的人生（good
life），這些哲學議題的思考必需要經
由互動、授課、討論而產生，研究成果
的發表自然快不得。許多偉大的哲學家
如維根斯坦、海德格、斯賓諾莎、黑格
爾、休謨、尼采，都曾因為各種理由推
遲了作品的出版，有些甚至在身故之後
才集結出版。（Hopkin, 1990）

四、人文學學術出版的篇幅通常
較長
由於人文學研究在敘述、詮釋的過
程上相當重要，加上引用的文獻類型
有時又相當多樣（如可能會引用報紙、
檔案、手稿）（Hopkin, 1990），因此
有些人文學作品篇幅會顯得相當的長。
雖然長篇幅的作品在人文學的論述有時
確有其必要，但往往也造成出版社極大
的負擔，例如哈佛大學的希伯來文教授
Kugel 便曾出版長達 1,055 頁的專著，
以致於哈佛大學出版社一度希望他能縮
小篇幅，後來則是先出節縮版，一年後
才能出版完整的版本；而牛津大學的
45

吳紹群、陳雪華

譯注研究計劃作業要點」等辦法，以提
升、改善國內人文學專書的出版和撰述
環境；國立編譯館、國史館也提供部份
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此外，
部份大學也開始認知到大學出版社的重
要性，開始提升大學出版社的營運水
準，例如臺大自 85 年起設置臺大出版
中心，組織編輯委員會、完善專書的審
查制度、致力於出版高水準之學術書
籍；國立政治大學亦於 96 年起成立政
大出版社，建立出版團隊，並與民間業
者合作擴展經銷通路、出版學術專書。
（臺大出版中心，2010；政大出版社，
2010）

六、歐美人文學學術出版倚賴大
學出版社甚殷
專書對於人文學的研究發表有極高
的重要性，而學術性專書由於市場小、
讀者對象有限，因此大學出版社成為少
數可以支持人文學專書出版的重要出版
單位。因此有人以人文學者的避難所
（refuge）來形容大學出版社，在 50 年
代美國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中，人文學
的比重就高達 50%，社會科學占 1/3，
科 學 類 只 占 了 1/6 左 右。（Reynolds,
1955）在 80 年代末期的研究也指出，
大部份美國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仍以人
文及社會科學類為主，尤其以歷史和
語文為大宗，自然科學所占比重雖較
過去為高但也只占不到 1/3。（Parsons,
1987）正由於大學出版社對於人文學研
究的出版太過重要，因此當大學出版社
的營運不受重視或陷入困境時，人文學
的學術出版便會遭遇很大的問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學的研究
和發展具有地域性，學術出版亦然。我
國的人文學出版與歐美最大的不同，在
於我國的大學出版社發展遠不若歐美，
大多數的大學都沒有設置大學出版社，
因此大學教師的專書應有相當數量是經
由商業出版社出版（萬麗慧，2004），
此為國內外的不同之處。但近年來，我
國的人文學或社會科學專書出版問題也
開始受到政府學術主管機關的注意，例
如國科會陸續規劃了「補助出版人文學
及社會科學專書作業要點」、「補助人
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劃作
業要點」、「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

肆、人文學專書出版危機與
發生原因
一、人文學專書出版之困境
人文學的學術出版具有注重專書、
出版時間長、具地域性、倚賴大學出
版社甚殷等特性，因此當大學出版社或
少數的商業出版社不願再為學者出版專
書時，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便缺
少了重要的發表管道，尤其自 1970 年
代以後，專書的銷量開始呈現鬆動的
現象，到了 90 年代專書的發行和銷售
更是雪上加霜，有人甚至用「自由落
體」來形容專書出版的慘狀，專書危機
（monograph crisis）一詞更開始在各種
學術出版文獻上出現，美國研究圖書館
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還 為 了 專 書 危 機 的 問 題 舉 辦
過 研 討 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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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發生的原因涉及各個層面，根據目
前各家說法，可以彙整為學術環境因
素、專書市場環境因素、讀者閱讀專書
行為的變化以及專書出版條件劣化等四
方面的原因，以下分別略述之。

Libraries, 1997）傳統上將專書視作學
術傳播與學術成就認可重要元素的各學
科領域，都已經開始受到專書出版下滑
的影響，但有些學科受到的影響肯定會
特別大，例如人文領域中的文學研究、
歷史等學科，更是容易受傷。尤其這些
學科長久以來依賴大學出版社出版著
作，特別容易受到專書銷售量下滑的影
響。（Thompson, 2005）如果反映在實
際的銷售狀況上，此一問題便顯得更為
嚴峻，Dalton 便曾指出，學術專書的銷
售量，目前普遍預期一本專書在出版後
的四到五年之間只能售出 300 到 1,500
本，而大多數的情況只能在 300 本左右
徘 徊。（Dalton, 2006） 如 此 低 迷 的 銷
售成果，是否能支持人文學的學術傳播
體系有效運作，實有相當的疑問。如今
學術專書的困境已經開始困擾人文學界
和學術出版界，許多人文學者擔心專書
不易出版、出版界則擔心專書銷售不易
影響經營、圖書館則憂心期刊價格的排
擠會造成用於購買專書的經費不足。
（Dalton, 2006；Thompson, 2005）顯然
專書出版的困境已經對整體學術傳播系
統的運作開始發生影響。

（一）學術環境的因素
1. 升等的壓力
有部份專家學者認為，造成專書
出版問題的深層原因，在於目前部份
大學對於教師的升等要求不合理，不
僅要求至少要出版一本專書，有的大
學甚至要求教師出版二本專書才能升
等。（Waters, 2001）過去尚有部份大
學以教學型大學自居，目前則幾乎每一
個大學都以研究型大學為目標（Dalton,
2006），甚至二年制、四年制的文理學
院也越來越標榜研究，不僅年輕教師的
升等壓力直線上升，已取得終身職的
教師升等壓力也大大增加。（Schuster,
1990）教師必須加快升等的腳步，將原
本只能發表在期刊上的少量文章，擴充
內容成為 200 多頁的專書，造成出版品
數量雖有成長，但市場卻並未隨之擴
大；升等壓力也使出版的需求變多，但
出版的機會卻仍然不變。（Humphreys,
1997）但是學術專書的增加並不能保證
學術品質的提升，因此許多出版家、
學者都認為專書危機其實根本就是學
術專業和學術領導危機。（Humphreys,
1997；Waters, 2001）
2. 學術勞動市場失衡
另一個造成專書出版不易的重要
原因，在於博士的數量過多，使得學
術勞動市場由 1950、60 年代的賣方市

二、人文學專書出版困境之成因
人文學學術出版深受專書出版問題
所苦，自 90 年代以來已經引起不少的
討論。若欲解決人文學的學術出版問
題，就必需先了解人文學學術出版困境
發生的各種原因，以便在提出解決和改
善的方案時能確實針對問題發生的原因
提出有效的因應措施。人文學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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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在摧毀文學院同事的出版機會。
（Thatcher, 1997）
2. 專書通路消失
專書除了以圖書館為主要市場之
外，另有兩個重要的銷售管道，一是獨
立書店，另一則是書評，但這兩個專書
銷售管道在 90 年代開始都呈現萎縮的
現象，對專書的銷售殊為不利。過去獨
立書店是許多對學術議題和大學出版品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造訪的地方，但在連
鎖書店興起的衝擊之下，許多獨立書店
紛 紛 退 出 書 市（Wissoker, 2002）， 目
前大部份的書店販書都以利潤為最大考
量，鮮少有書店願意讓專書在架上閒置
許 久 等 待 讀 者 檢 閱。（Dalton, 2006）
而 許 多 重 要 的 書 評 媒 體， 包 括 “New

場，演變成今日的買方市場。大學可以
從容挑選訓練精良、研究導向的教員，
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教師增加研究生
產。（Schuster, 1990）這使得潛在的出
版需求大大的增加了。根據研究，在美
國部份人文學領域，每年的教職職缺數
量只有應屆博士畢業生的 1/3，而總體
來看僅有 2/3 的博士有機會取得終身職
（D’Arms, 1997），激烈的競爭增加了
將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以應徵教職的需
求，也增加了助理教授、兼任教師出版
專書的壓力。

（二）專書市場環境變化
1. 圖書館的預算危機
自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的專書出版問
題受到重視以來，圖書館的專書購買
能力下降一直被認為是專書危機發生的
最直接原因。由於學術圖書館一直是專
書的最主要市場，當圖書館用於購買專
書的預算減少，專書的銷售就會發生問
題。圖書館專書購買力下降的原因有很
多，一般多認為電子資料庫排擠了專書
的預算、科學期刊的價格上漲迫使圖書
館將更多預算投入期刊採購、經濟不景
氣以及保守主義抬頭使政府削減對大
學的補助等等，都可能是圖書館專書
購買力下降的原因。（Prosser, 2005；
Dalton, 2006；Gorman, 2002）圖書館專
書 購 買 力 從 80 年 代 中 期 到 2001 年 已
急遽下降了 26%，長此以往對人文學
和部份社會科學的威脅將更形嚴重。
（Steele, 2005）大學中的科學領域教師
可能沒有警覺到，當他們一再要求圖書
館續訂部份高價的科學期刊時，可能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 內， 也 開
始 刪 減 專 書 評 介 的 篇 幅。（Wissoker,
2002）
3. 專書銷售形成惡性循環
由於學術專書的銷售量日漸下滑，
造成出版商不得不縮短專書的發行週
期，或是提高專書的價格，才能支應專
書的出版成本。但是如此一來，能購買
的讀者就會更少，而作者就會更難找到
出版商出版，造成專書出版的惡性循
環。（Houghton, 2005）

（三）讀者閱讀專書行為的變化
1. 研究者不參考同行的作品
學術傳播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便是
讓同儕得以得知他人的研究成果，但
目前在人文學領域，許多大學教師卻根
本不讀同儕出版的專書。造成此一問題
的原因有三：一是成本因素，由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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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通常是非常細瑣、專精的，其性質
並不符合人文學領域的知識啟發和課堂
教學的需要。（D’Arms, 1997）此外，
人文學專著如果太貴太重，也容易引起
學生閱讀上的抗拒，而且學生翻閱專書
通常是為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或是為
了取得專書作者在書中所引用的其他
文獻，而不是對作者的研究內容有興
趣。（Heller, 1999b）在這些因素的影
響下，自然很難期待大學生或研究生願
意購買專書。

收入有限，大多數的人文學者只會選擇
購買經典性的專書；二是時間因素，隨
著資訊爆炸，大多數的學者根本沒空閱
讀完所有同儕的著作；三是品質因素，
由於有些專書是出於升等壓力之下的急
就章產物，其內容可能過了幾年便失去
參考價值，或是被更新的專書吸收詮
釋，自然很難引起同儕的閱讀動機。
（Humphreys, 1997） 這 些 因 素 都 使 得
許多學者在參考他人著作時，大多只使
用索引找尋特定的內容、或是只閱讀特
定 的 章 節（Henon, 1990）， 不 會 閱 讀
全書，更不會因此而購買。
2. 專書的文字書寫無法吸引人
人文學專書的銷售不佳，有人認為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許多人文學專
書，其文字書寫實在無法吸引讀者，也
不 能 激 起 讀 者 的 興 趣。（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3）部份的人文學
專書，其撰寫時所考量的讀者對象，原
本便只針對口試或升等委員會的三、五
位委員作設想，根本沒有在敘述和行文
上為其他讀者考量。（Joshi, 2004）按
理來說敘事能力對人文學寫作是極為重
要的，人文學著作應當流暢、雄健，散
發人文精神並具說服力，但目前許多人
文學專書都充滿拗口的專業語言，無法
吸引讀者閱讀、購買。（Waters, 2001）
3. 學生不買學術性的專書
大學生或研究生理應是學術專書銷
售的重要市場之一，但在目前學生族群
之中，購買專書的現象卻並不普及，使
得專書銷售無法有突破性的成長。造成
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許多專書－
尤其是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專書－其

（四）專書出版條件的劣化
1. 大學出版社經營不易
在歐美地區，大學出版社是人文及
社會科學專書的主要出版者，但由於
大學出版社已經越來越難經由出版活動
在市場上獲利以維持營運、保持新書的
出版機會，因此許多大學開始削減對大
學出版社的經費挹注。大學出版社為了
生存，開始出版一些地方性或指引性的
書籍，如導遊書、社區史、民俗或音
樂、政治人物報導、甚至食譜和養鳥
（Givler, 2002），使得內容嚴肅的專書
少了很多出版機會。有的大學出版社則
試圖以發行期刊的利潤來彌補出版專書
的損失，但缺點是一旦期刊被停訂，
專書的出版經費就沒有著落，甚至期
刊本身的發行也會有問題。（Wissoker,
2002）
2. 人文學出版補助的刪減
過去政府部門和學術基金會鑑於人
文學專書銷售不易，因此均有針對人文
學的學術出版進行補助，但隨著補助經
費被刪減，許多人文學專書的出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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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隨之消失。例如美國政府在 1996
年 將 國 家 人 文 研 究 基 金 會（National
Endowments of the Humanities, NEH）
的經費大刪 37%，使得 NEH 的出版補
助工作無法維持下去，相當長的時間都
沒有恢復。（Walker, 1996）而當美國
政府刪減了對歷史學學術出版的補助經
費時，甚至引起了 100 位歷史學家聯名
向柯林頓政府發出公開信表示抗議。
（Strosnider, 1997）私人基金會對人文
學學術出版的補助也不保證可以成為學
術出版的長久支柱，因為基金會的補助
重點和興趣也有可能會隨時間而發生改
變，影響部份人文學主題的學術出版申
請，例如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的拉丁美洲歷史出版補助便曾發生類似
的狀況。（Thatcher, 1997）
3. 專書出版固定成本難以下降
過去學術界對於學術出版成本問題
的討論，焦點多半集中在期刊，尤其
是科學領域的期刊，但其實專書的成本
問題也是造成其出版困境的原因之一。
人文學領域的專書，其出版成本有時不
亞於需要精密圖表的生醫期刊，例如藝
術史領域專書中的圖像授權費用和插
圖印製，其開銷便十分驚人。（Thorp,
2006）此外，專書出版中的某些成本如
紙張，固然會隨著銷量下降，但有些成
本卻不會隨著銷售量增加而下降，例如
廣告、編輯的成本始終是固定不變的。
人文學專書的成本難以下降，如果銷量
不佳，出版社勢必要提高價格，而且依
據目前的市場狀況和成本考量，一本人
文學專書要同時出版精裝本和平裝本已
經頗為不易。（Wasserman, 1997）

綜合上述對人文學學術出版困境各
種可能成因的探討，我們可以知道，人
文學的學術出版問題是多面向的，其原
因與所造成的影響與出版環境、學術傳
播環境都有密切關聯。

伍、專書出版困境對學術傳
播系統運作之影響
人文學專書出版發生困難，對學術
傳播系統運作造成的第一波衝擊，便是
專書的出版量下滑，造成出版社無利可
圖甚至賠錢，自然少有人願意替人文學
者出版專書，長此以往，學者不僅出版
機會將大為減少，也將沒有好的專書可
以閱讀，人文學界也將失去一種表達其
學術內容的最佳出版形式。更有甚者，
專書出版困難，也將使以非營利為主的
大學出版社更不易生存，使得學者平白
失去大學出版社此一學術傳播管道；而
且專書出版困難也將造成學術傳播效果
下降、學術傳播運作成本上升、人文學
教師難有成果受評、升等不易等後果。
以下便分別略述專書出版困難對學術傳
播系統可能造成的影響，並特別說明國
內的情況。

一、專書出版困難對學術傳播之
影響
（一）專書銷售下滑，出版意願低落
專書的出版系統過去曾是平衡而健
康的，舉例來說，在 1969 年時普林斯
頓大學出版社的專書平均都還有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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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cher, 1997）

本 的 銷 量， 但 在 1984 年 時 已 經 下 跌
到 1,003 本，到了 1999 年只剩下不到
500 本 的 銷 量。（Dalton, 2006） 加 州
大學出版的專書，其銷量在 90 年代時
便已下探到 300 多本，而且這還是全
球銷量合計的結果，每出一本專書要
虧 本 25,000 美 元。（Henon, 1990） 而
且這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的現象，根
據統計，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專
書銷售量，有將近一半少於 500 冊，
大約有 85％的專書銷售量少於 750 冊
（Thompson, 2005），自然科學領域的
專書銷量雖然也同樣下滑，但顯然人文
學領域受到的影響更大，對於傳統人文
學、藝術、社會科學、區域研究等學科
的影響尤其明顯。（Steele, 2005）
專書銷售量的急遽下降，影響了出
版商為學者出版專書的意願，人文學
領域的專書出版便更加缺少管道，根據
哈佛大學出版社編輯的經驗指出，目前
人文學的研究性專書平均銷量大約介
於 275 本到 600 本之間，如果一本專書
只賣出 500 冊的話，出版社便必需背負
10,000 美 元 的 虧 損。（Waters, 2001）
出版社如果無法在專書的出版上達到損
益平衡，那即便這本專書的品質再好，
恐怕也少有出版社願意出版。現在的專
書市場，即使是內容品質一流、獲得無
數肯定的專書，往往在銷售上也難有起
色，甚至是得獎書也不再是銷售上的保
證，賓州大學曾有 2 年內出版十本人文
及社會科學獲獎專書的佳績，其領域包
括歷史、政治哲學、浪漫主義等，但這
些書的銷量還是只有 500 本左右，並
沒有因為品質深受肯定而提升銷量。

（二）造成大學出版社營運不易
在歐美地區，人文學專書的學術
出版對於大學出版社相當倚賴，因此
專 書 的 銷 售 量 下 滑， 直 接 受 衝 擊 的
便是大學出版社。雖然大學出版社的
設立目的原本就是為了替那些商業出
版社不願出版的學術專書提供出版服
務而成立，但是當大學出版社長久無
法經由出版品達到營運的上平衡，便
很難在目前講究績效的校園中得到支
持。由於目前大學出版社在專書市場
上無法獲利，加上許多大學開始刪減
對大學出版社的直接補助，使得大學
出版社被迫要在經營方式上想辦法維
持 營 運。（Givler, 2002） 主 要 的 變 通
方 法 有 二，一 是 爭 取 母 機 構 以 外 的
出 版 補 助， 二 是 在 出 版 策 略 上 作 改
變。許多大學出版社將其出版的主題
範圍加以擴大，期望經由出版教科書
和其它題材的圖書來擴張市場、彌補
專書出版的損失，或是只出版在題材
上可能賣得比較好的專書，至於冷門
題材的專書則敬謝不敏。（Hitchcock,
1997）
大學出版社的這些因應策略雖然可
以使其營運壓力下降，但並不代表專
書的出版問題可以改善，更不代表人文
學的專書出版也可以獲益。主要原因出
在人文學學術領域不像專利或應用科學
研究一樣容易獲利或得到大筆補助，出
版補助的機會也少；其次，大學出版社
擴大出版的主題範圍期望能增加收益，
但人文學的出版品本來就很難有大量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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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機會，也很少有機會成為大班授
課時的教科書。根據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 所 贊 助 的 一 項 名 為 BYTES
的調查研究指出，在受調查的哈佛、耶
魯等九所大學的人文學系所的 972 門課
程裏，教授們一共採用了多達 13,000
本書作為學生閱讀的指定參考用書。
（Thompson, 2005）相信在這麼多的指
定教材裡，大多數的學生都不會為了
一、兩週的閱讀需要而特別去購買。人
文學者如果期望人文學的專書可以成為
大學部課堂上人手一冊的教科書、並說
服大學出版社可以因出版人文學教科書
獲利，成功的機會可能不高。

2003）尤其對於尚未升等取得終身職
（Untenured）的年輕教員、或是需要
將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以應聘教職的人都
非常不利。（Dalton, 2006）

（五）造成人文學科的主題發展不
均衡
由於人文學的專書不易使出版社獲
利，因此出版社在選擇要出版哪些主
題的專書時，勢必會以銷售為考量，
而 不 再 以 學 術 價 值 為 考 量。（Dalton,
2006）事實上這種問題已經在人文學的
某些領域出現，像歷史學或語文研究的
專書還算有市場，但是某些地區的區域
研究、某些外國史及特定時期的歷史研
究便少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造成了人文
學學術出版主題上的不平衡問題。目前
最極端的情況是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已
成為歐美人文學學術出版最熱門的主
題，但古典文學研究卻少有出版者願意
出版。（Hitchcock, 1997）如此長期發
展下去，對於人文學學術傳播系統的運
作將極為不利。

（三）人文學學術傳播效果下降
由於人文學專書的出版困難，而
且解決的方式在短期內仍無明朗的走
向，因此許多出版家、人文學者不僅用
危機（crisis）一詞形容人文學的專書
出版問題，有的還用「痼疾」（chronic
illness） 來 形 容 人 文 學 的 專 書 出 版，
甚至有人質疑人文學的專書在印量越
來越少的情形下，是否會走向死亡。
（Waters, 2001）而且由於印量少，再
版不易，很容易絕版，所以即使學者有
機會出版，在學術傳播的效果上也會大
打折扣。（Proseer, 2004）

（六）提高學術傳播系統成員的工
作成本
學術出版是學術傳播系統中的一
環，學術出版如果出現困難，會升高學
術傳播系統中各個成員工作的成本。如
果大學因為成本理由而不願支持學術出
版，學術出版的成本並不會就此被節
省，成本只會被轉移，因為大學教師的
出版需求並沒有消失。例如，教師沒有
機會出版，就必須將出版的需求轉移到
系所或是規模較不完善的小出版社，教

（四）造成人文學者升等或接受評
量的困擾
人文學專書銷量不佳，出版市場有
限，會使得出版社不願出版人文學專
書，造成人文學領域的年輕學者找不
到出版社出書。（邱炯友、林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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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要協助分擔出版上各種煩雜的工作，
反而壓縮了原本用於教學和研究的時
間。（Day, 1997）

（二）專書出版社特色多樣性不足
早期我國人文學的學術出版，受限
於學術發展環境和資源有限的影響，
多半以史學、漢學、古籍、方志等的
出版為主，較具代表性的出版社為成
文、商務、學生等。（吳栢青，2005、
2006a、2006b） 這 些 出 版 社 的 規 模 不
大、其創業者又具有強烈的文人特性，
出版的題材集中，較難為多種不同人文
學領域提供足夠的學術出版機會。

二、國內人文學專書的出版問題
及其影響
國內的出版市場原本便較歐美要來
得小，以內需為主，不像國外出版商可
以擁有全球性的市場，而且近年來出版
業大環境不景氣，出版業呈現負成長的
狀況（經濟部工業局，2007），加上大
學出版社不發達、學術出版營利不易、
人文學研究又不受重視等諸多不利條件
的影響，我國的人文學者要出版專書已
頗為不易。綜合目前文獻所見，我國的
人文學學術出版問題及其對國內學術傳
播的影響，和外國的環境較為不同者主
要有以下數方面：

（三）國內大學普遍缺少大學出版社
我國的大學，設有大學出版社者少
之又少，即便有設立出版社或出版中
心，往往也缺少完整的行銷通路。（王
翠華，2003）我國的人文學者無法像國
外的人文學者一樣有大學出版社可以提
供一個出版的管道。而專書出版環境如
果沒有改善，未來將更難誘使我國的大
學重視大學出版社設立的必要。

（一）人文學出版社數量少，影響
學者出版機會

（四）自費出版盛行，造成專書的
學術品質公信力不足

由於學術出版，尤其是專書的出
版，原本獲利就相當不易，因此一向少
有商業出版社願意投入。國內的大學教
師，尤其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上，出版專
書的需求往往仰賴商業出版社出版，例
如麥田、新文豐、五南、巨流、聯經、
三民等等。（丁希如，2003）但學術專
書受限於市場特性，商業出版社將本求
利，在出版上不可能完全以學術發展為
考量，市場考量甚至公關書的出版都
可能會影響出版商的決策（王翠華，
2003），學者出版的機會勢必會受到限
制。

由於我國的人文學者出版專書的管
道有限，但出版和升等的壓力仍然存
在，因此部份大學教師為求能順利出
書，會自行出資印刷，然後再以折價的
方式委託書局銷售（黃輝南，2003），
有的甚至只是「借用」出版商的名號聊
表確有出書而已，此即國外出版界稱之
為「自費出版」（vanity publish）的一
種出版型態。對學術出版而言，自費出
版的品質通常是受人質疑的，出版商也
多半不願成為自費出版商，但這種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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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自費出版嚴重、缺少審查機制等獨
有之問題衝擊我國之人文學學術傳播運
作。綜合而言，對專書倚賴極深的人文
學領域，其專書出版問題的發生，其原
因可能來自於學術環境、讀者的專書閱
讀行為、專書市場變化等多個層面，且
已對學術傳播的運作造成了多方面的影
響。以下便以圖一顯示人文學學術出版
困境、所造成的問題以及主要的形成原
因。
而為了解決專書出版的困境，國內
外許多學者專家、大學院校，乃至於政
府單位目前均已紛紛提出了各種解決或
補助的方案，這些方案包括有呼籲教師
的升等應與專書出版脫勾、應用資訊科
技進行電子出版、書籍內容的搜尋或電
子商務販賣、以多元角度評量教師的學
術成就、加強出版經營的彈性與效率、
提供教師專書出版補助（如我國的國科
會專書出版補助）、建立專書出版審
查制度以提升專書的內容公信力等等。
（Cronin & La Barre, 2004；Thompson,
2005；Givler, 2002；魏念怡，2003）雖
然這些方案的成效如何仍有待時間檢
驗，但仍值得各界持續嘗試和進一步研
究、討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專書出
版問題目前各界已經提出了一些補助或
解決的方案，但這些方案的擬定，仍必
需根植於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學術傳播運
作需求，如果各種解決方案的制定脫離
了學術傳播運作的需求，那麼無論出版
科技或政策如何翻新變化，長久下來仍
將無助於專書出版問題的解決。個人在
此針對我國的人文學專書出版問題提出

出版的現象在國內卻非罕見。目前國內
已有部份大學要求教師出版專書必須要
有正式的審核機制和出版機制，未來雖
然可能仍有人能以自費出版方式取得升
等資格，但出版管道不足的壓力也勢必
會更加升高。

（五）我國人文社會專書出版缺少
審查機制
由於我國的大學普遍缺少大學出版
社的設置，即便有設置，在通路和經營
上也多半難以和商業性的學術出版社相
比。因此學者如果要出版專書，就必需
仰賴數量不多的商業學術出版社，出版
管道相當有限。而在商業學術出版社之
中，除少數大型或專業性極高的學術出
版社之外，大多缺乏公開且可信任的評
審制度，致使專書的學術價值往往受到
相當的質疑，被認為可靠性不如期刊。

陸、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人文學學術
出版問題的發生，其原因是多面向的，
其發生的根源不僅僅是來自出版經營，
也來自學術傳播系統中的各種制度和各
個成員。而專書出版環境的日趨艱困，
也已對深為倚賴專書的人文學領域造
成衝擊，這些衝擊包括了專書出版量下
降致使出版意願低落、大學出版社經營
不易、人文學學術傳播效果降低、升等
或接受評鑑不易、主題發展不均衡、學
術傳播系統成員工作成本上升等等；而
我國的人文學專書出版又有出版社少、
出版社多樣性特色不足、缺乏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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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市場環境變化：
1. 圖書館的預算危機
2. 專書通路消失
3. 專書出版形成惡性循環

學術環境因素：
1. 學者升等的壓力
2. 學術勞動市場的失衡

人文學學術出版問題：
銷量下跌、出版不易
讀者閱讀專書行為變化：
1. 學者不參考同儕的作品
2. 專書的文字無法吸引人
3. 學生不買學術專書

專書出版條件劣化：
1. 大學出版社經營不易
2. 專書出版補助被刪減
3. 固定成本難以下降

造成問題：
1. 出書機會變少，年輕學者升等不易
2. 易絕版，學術傳播效果減小
3. 冷門書不易出版，影響學術知識均衡發展
4. 學術傳播運作成本提高，影響教學研究

圖一

人文學專書出版困境、所造成問題以及主要形成原因（作者整理）

能有效針對人文學的學術出版特性作考
量，評量標準反而會產生削足適履的現
象，不但對促進人文學學術出版的發展
沒有獎勵效果，對整體人文學門的學術
傳播運作也沒有太多的幫助。因此，對
人文學教師的升等或評鑑，不應採用單
一的量化標準去評量（如計算引用），
也應該注重在地的語言及題材、並勿以
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於人文學領域，如
此始能引導專書出版朝向健康的方向發
展。

若干建議，期望拋磚引玉，作為未來討
論如何改進專書出版問題時的參考。

一、學術傳播運作的獎酬功能，
應引導專書出版朝向健康方
向發展
學術傳播運作獎酬功能，主要展現
在教師的升等、評量、接受評鑑等各
方面。由前述的探討可知，人文學領域
有重視專書、所需篇幅長、在地化及本
土化特質高、寫作時間長、引用資料多
元、呈現方式多樣、研究異質性高等特
性。因此，如果對於人文學門的評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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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出版社的設立或營運，
應受重視甚至受補助

四、圖書館應發揮學術傳播的積
極角色，注重專書的庋藏、
使用、採購等議題

我國的大學院校極多，但設立有大
學出版社或出版中心的比例極低；即使
設置有大學出版社，也缺乏一般出版社
應有的完整出版能力和行銷通路。但大
學出版社和大學圖書館一樣，都是大學
的心臟和學術傳播的管道。（邱炯友，
2006）且聲譽卓著的大學出版社，更是
大學學術聲望的象徵和重要資產。因
此，我國的大學應當更加重視大學出版
社，而政府或可考慮在補助大學的項目
中加強對大學出版社的補助。如此，不
僅可使我國的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可以
增加出版專書的管道，對於提升大學之
學術聲望、追求卓越亦有所助益。

圖書館員長久以來對於期刊漲價或
期刊危機等議題均已耳熟能詳，但對
於專書的出版問題卻相對的較少有人注
意。未來學術圖書館宜發揮學術傳播的
積極角色，可能的作法包括注意專書採
購預算是否均衡適當，或是研究電子書
的服務模式、永久典藏、保存維護等問
題，或是與系所合作協助教師進行專書
出版等等，均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五、加強專書出版的審查機制
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審查
機制的專書出版管道十分缺乏。雖然許
多學者都承認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
專書的重要性可能比期刊要來得高，但
是臺灣的出版界在出版學術專書上，有
審查制度的卻不多，連出版的機會都很
少，使得許多未經審查或自費出版的專
書在評審上的公信力都不高。目前，國
科會已注意到此一問題，以補助方式，
鼓勵專書中的篇章可以由期刊的編委會
代審，企圖提升專書的審查品質；而國
科會在補助專書出版的辦法中，亦對出
版者在編委會、審查機制等條件上加強
要求。建議未來上述兩項補助措施除可
以持續推動之外，我國的大學還可以和
民間出版社合作，進行策略分工，由民
間出版社負責出版行銷，而大學則擔負
起推動審查的工作；或是由教育部等學
術主管單位，加強補助各大學教師著作

三、電子出版或科技應用於專書
出版，應考量人文學領域的
學術傳播運作特性
無論是引進電子書、POD、書籍內
容搜尋、圖書資料庫、電子商務，專書
的出版問題解決不能完全只倚賴資訊科
技的導入，而是應當進一步考量人文學
領域的各種學術傳播特性，例如人文學
知識的搜尋特性、人文學者接受資訊科
技的程度和需求、人文學知識的呈現和
使用方式、人文學學術內容的傳遞和使
用特質等等。如此始能確保科技或電子
出版的導入能確實符合人文學領域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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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送審的審查作業費用，以免大學
教師因審查費用不足或是需要自費負擔
審查費用而致使審查工作無法推動。
總之，目前許多出版家和人文學
者，都十分憂心人文學的學術出版前
景，尤其在目前的大學校園中，人文系
所的地位日益低落，大學校園受商業價
值的影響太深，技術轉移、研發授權、
專利創收等議題糢糊了大學的發展方
向，人文學學術出版的困頓可以被視作
是人文學學術地位低落的最明顯病徵。
（Waters, 2001）如何經由人文學學術
出版展現人文學的研究成果、顯示人文

學的重要性、並彰顯人文學與科學的不
同之處，相信將是未來人文學學術界、
學術圖書館、學術出版界都會極為關注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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