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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台灣圖書出版業創新情形與影響其組織創新程度之決

定因素為何，以提供圖書出版業者創新上的建議，因此，本章將根據資料分析、

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結果，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進行整理與分析。本研究之研

究問題重述如下：

（一）台灣圖書出版產業之市場現況及其創新情形為何？

（二）對台灣圖書出版業而言，影響其組織創新程度之重要決定因素為何？

第一節 台灣圖書出版產業之市場現況與其創新發展

在本節中，將以資料分析的方式，根據現有文獻與官方資料，並輔以深度訪

談的結果，分析目前台灣圖書出版業之市場現況與創新情形。

一、台灣圖書出版業之市場現況

在圖書出版市場的概況方面，本小節將針對市場規模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出版社數量與圖書總數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 2004 年出版年鑑之統計資料顯示（圖 4-1），至民國九十

二年為止，台灣圖書出版業者家數已達 7,538 家，較民國九十一年又增加了 1,515

家，但圖書出版總量（圖 4-2）則略微下降至 39,138 種，顯示台灣圖書出版業競

爭仍然相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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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圖書出版業家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4）。

圖4-2 圖書出版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4）。

（二）資本額與營業額

1. 資本額

根據行政院委託中華徵信所所做的《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

（家數）

（申請 ISBN 編號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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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顯示，在 2002 年公司登記資本額的調查中發現，台灣圖書出版業者之

規模仍以中小型為主，公司登記資本額在五百萬元以下者，佔 62.27%，且三年

來整體產業經營規模結構並無太大變化（表 4-1）。

表 4-1 公司登記資本額

範圍 / 年度 2000 年 2002 年

100 萬（含）元及以下 135 家 37.29% 230 家 38.40%
100~500 萬（含）元 80 家 22.10% 143 家 23.87%
500~1,000 萬（含）元 23 家 6.35% 80 家 13.36%
1,000~5,000 萬（含）元 38 家 10.50% 62 家 10.35%
5,000 萬~1 億（含）元 7 家 1.93% 9 家 1.50%
1 億~10 億（含）元 13 家 3.59% 29 家 4.84%
10 億元及以上 1 家 0.28% 2 家 0.33%
停業或更名或合併 27 家 7.46% 0 家 0.00%
非營利組織、無資本額登記 5 家 1.38% 36 家 6.01%
拒答 / 不知道 33 家 9.12% 8 家 1.34%
合計 362 家 100.0% 599 家 1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03）。

2. 營業額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顯示，近四成九的書

籍出版業者的營收在 100 萬以上、未滿 500 萬元之間；而僅佔 4.1%的公司，其

創造之營收佔整體 65.5%（表 4-2）。

表 4-2 圖書出版公司營業額

規模別 年底企業單位數 全年營業收入

單位 家 % 百萬元 %
總計 1,247 100.0 31,049 100.0
按營業收入區分

未滿 100 萬元 104 8.3 101 0.3
100 萬元（含）~500 萬元 609 48.8 1,438 4.6
500 萬元（含）~1,000 萬元 193 15.5 1,425 4.6
1,000 萬元（含）~4,000 萬元 243 19.5 4,609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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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萬元（含）~10,000 萬元 47 3.8 3,147 10.1
10,000 萬元（含）以上 51 4.1 20,328 65.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普查局民國九十年工商普查初步統計（2003）。

整體而言，台灣圖書出版業之規模仍以中小型為主，公司資本額在五百萬元

以下者，佔了六成，而有近四成九的書籍出版業者，營收在 100 萬到 500 萬元

之間，但出版社的家數仍持續增加，目前已達 7,538 家，雖然圖書出版總量略微

下降，但市場上每年仍充斥著近四萬種新書與數十萬種舊書，市場被分割得極為

零碎與分散，顯示台灣圖書出版業競爭仍然相當激烈。

（三）市場特性分析

綜合文獻研究與上述的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台灣圖書出版市場具有以下特

性：

1. 出版社家數多且規模小

從行政院新聞局的調查統計數字來看，大多數的出版社，資本額都在一百萬

元到五百萬元左右，營業額少於五百萬元，屬於小型出版社。而台灣目前登記有

案的約有 7,538 家的出版社，確實具有營業活動者卻約不到四成，且僅有 13.92%

的出版社是屬於民間營利單位，出版超過四本書的出版社。如此微薄且極度分割

的市場，要由三、四萬種新書以及數十萬種舊書來分享，加上通路結構也無法消

化這麼多書種，造成了退書率的增加。而大部分的業者由於營業規模太小或是組

織制度上的缺乏變化，許多出版社無法做好出版企劃，仔細思索個別出版社的競

爭優勢與評估讀者的需求，往往隨著經營者的喜好出書，這也是造成台灣圖書退

書率高的另一個主因（行政院新聞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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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書養書」

由於新書的供過於求與居高不下的退書率，使許多出版社面臨嚴重的庫存壓

力，為了避免無帳可收，每月不得不固定出版新書，以填補日益虧損的財務坑洞，

造成台灣出版業「以書養書」的特色，然而這種缺乏專業市場評估，非以客戶需

求為導向的結果，使經銷商退書越來越多，財務坑洞越來越大，造成惡性循環，

以書養書（行政院新聞局，2003）。出版人郝明義就曾以「急性胃炎」比擬台灣

的出版現況，出書量太大，使讀者和書店都產生嚴重的消化不良（傅正芬，2003）。

3. 異業結盟

科技日新月異，使出版產業面臨來勢洶洶的挑戰，出版產業也積極與新技術

結合，進行出版產業的二次工業革命（行政院新聞局，2003），如今台灣出版業

正處於電子出版與傳統出版爭逐閱讀市場的過程，面對閱讀方式的改變及市場開

拓的壓力，產業結構也面臨到根本的變遷，企圖謀求與資訊科技產業結合的新契

機（郭家銘，1999）。出版業應加強發展全新通路的應變能力，與科技業者間進

行合作與互動，例如遠流所提出的圖文素材交易平台，或是城邦提出的數位內容

交易流通平台，便是公開由出版人與科技業者合作建構，創立符合出版市場經濟

的互動模型；既可以彌補科技業者過渡重視技術，又可以平衡出版人過渡重視文

字與版權管理的情況（薛良凱，2004）。

此外，在行銷方面，除了不斷尋求新的通路與促銷的方式之外，也有異業結

盟的趨勢，如 2004 年五月時，城邦出版集團便與東森媒體集團合作，在北美東

森美洲衛視五個頻道上，播放城邦套書購物訊息，試圖以電視為銷售平台，進攻

海外圖書市場（誠品好讀，200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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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圖書出版產業之創新發展

本小節主要將整理深度訪談的結果，瞭解各受訪之圖書出版業者對於創新的

認知及從事創新的動機，並綜合整理其對於台灣圖書出版業創新概況之觀察與看

法，藉以瞭解台灣圖書出版業界中重要的創新發展。

（一）圖書出版業者對創新之認知

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有少數業者認為創新如同高科技的研發，是屬於資源

充足的大型公司才能進行的作業，亦有業者認為，創新在出版業無所不在，每一

本書都是一個創意的表現。以下本研究整理各受訪者對於創新的看法，從成功業

者的觀點，來解讀創新對出版業的意義。

在創新的認知上，對城邦出版集團而言，創新，就是「大膽嘗試」，城邦集

團網路事業部經理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指出，有一群人或一個團體，願意

接受市場與產業的重重考驗，大膽嘗試新的出版品，便是一種創新。遠流出版公

司總經理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亦認為，創新其實並沒有固定的定義，在基

於滿足與創造讀者需求的基礎上，進行規劃與評估，將可能的創意轉變為可行的

創新，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不過，每個出版社對創新的認知都不太一樣，一般出書頻率不大的出版社，

它的認知可能是盡量將內容做到創新；但對於規模較大的公司而言，它的創新可

能就不只如此（城邦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表

示，對城邦而言，在行銷的 4P（Product, Promotion, Place, Price）當中，除了價

格的部分無法創新之外，城邦在產品、通路、經營模式上都有大膽的嘗試與突破；

同樣的，遠流出版公司亦試圖從經營模式、產品定位、行銷手法與異業結盟的概

念上從事嶄新的作法（遠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時報文化出版總編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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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琴（2005，深度訪談）亦表示，透過每個部門的創意思考，以及公司上下的配

合，在選題、編輯、行銷、甚至業務上，不斷的翻新，將每一本書做到最好，便

是一種創新的概念。

而一切創新行為背後的動機，都是基於生存的壓力：

……你要想到，生存環境會改變，你必須要創新，如果沒有跟著創新的話

，就可能被環境所併吞，……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分水嶺，沒有選擇創新或

迎接這種挑戰，而選擇了放棄，覺得原來這樣就好，就是沒有體認到生存

的壓力（城邦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

任何一個企業在面對業績壓力、市場環境的變遷時，都會試圖去瞭解企業面

臨的困境，並尋求突破，去尋找更好、更適合的產品以及新的行銷方式與通路；

因為創新是現代企業必要的行為，不創新便會失去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城邦薛良

凱，2005，深度訪談）。

（二）台灣圖書出版業之創新發展

一般而言，受訪業者皆認為在台灣圖書出版業中，很少有重大的創新事件（李

傳理、林馨琴、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不過，針對近幾年來的發展，可整

理出以下兩項創新的現象與事例：

1. 圖文書之興起

從報紙在圖片與文字比例上的調整，到市面上充斥的圖文繪本，薛良凱

（2005，深度訪談）認為，這是由於環境的衝擊在出版產業上引起的變化，這種

現象對於讀者而言究竟好不好，目前仍難以判定；林馨琴（2005，深度訪談）也

認為，習慣閱讀圖像而非文字，是年輕讀者群的特徵，因此在編輯的時候會考慮

多配合一些插圖、照片，來迎合他們的需求，這同時也使一本原本內容可能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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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書，因此被賦予了全新的生命。

2. 數位出版之發展

傳統印刷媒介的出版，由於受到新科技媒體極大的衝擊，加上資訊及網路科

技的快速發展，許多企業開始 e 化，圖書出版業結合電腦資訊，在許多作業的環

節，從編輯、排版到印刷，都已經開始數位化。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表示，

依據不同媒體的特性與屬性，會發展出不同的傳播模式，雖然完全從事電子出版

的公司並不多，但伴隨著網路的發達與成長，使「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

帶給出版業不同的選擇。

數位出版在部分文獻中，稱作「電子出版」，但 Richard & William（2002）

認為，必須將電子出版（e-publishing）稱為數位出版（d-publishing），簡言之，

數位出版是將文字、圖片、聲音等元素，經數位化整合在一個多媒體的編輯軟體

中，由於數位出版品是位元的型態，使得資料處理與傳播的過程，可利用網路進

行介面的轉換（郭家銘，1999；詹雅琪，2001），而無論是電子雜誌、電子書、

數位圖書館、線上資料庫等，都屬於數位出版的應用型態。若從圖書出版業者的

角度觀之，所謂的「數位出版」，指的是出版數位內容，並泛指各種藉由數位化

工具出版的方式（薛良凱，2004）。傳統圖書出版業將自己定位在平面出版上，

但隨著媒介的模糊化與多媒體整合的結果，加上消費者需求的變化，有些出版媒

體開始發展出隨書附加的多媒體光碟片等數位化輔助工具，出版內容的載體隨著

科技的進展逐漸改變其形貌，不但挑戰讀者習慣的閱讀模式，也同時考驗出版產

業對新科技發展的應變能力。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1999）便曾剖析科技對出版活動的影響力，他認為

出版亦同時存在三波風潮：第一波出版著重作者個人思想與創意，雖然原始，但

最為基本；第二波出版則強調出版事業的團體分工，看重圖書通路與促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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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波出版，則是指電子媒介與形式載體的數位化變革下的多媒體整合。但第

三波出版的出現，只是載體上的演進，並不表示第一波與第二波出版便必然遭到

淘汰。

城邦集團的負責人、也是資深的出版人詹宏志亦曾指出，網路本身就是一種

新的出版模式和經濟模式，是出版的擴大而非取代（詹宏志，2004）。數位出版

的發展進程中，電子書一度被傳統出版業視為勁敵，認為其對於傳統紙本帶來莫

大的威脅，從早期類似電子辭典的閱讀器，到多媒體光碟的開發，以及目前網誌

（blog）的盛行及手機小說的興起，科技的演進為數位出版的後續發展帶來無限

可能，但這僅是在出版內容的載體上必然的演進，不應因此與傳統出版呈現衝突

敵對的狀態。實體出版與數位出版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以遠流出版與

其子公司「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為例，智慧藏雖然是從事數位出版的全新事業，

但其內容仍結合了遠流實體出版的既有優勢，將原本便十分紮實的紙本內容，轉

由數位化的形式表現，互相支援的結果，也創造出新的讀者需求與市場價值（遠

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

城邦出版集團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也提到，越來越多的出版業者願意

從事數位出版，最重要的原因即在於，他們認知到這是這個時代的需求，是一種

產品的升級，要做出屬於下一代的出版品，應該現在就開始試驗，做一些針對新

世代的內容產物。

而近年來數位出版的發展走向「數位發行」（digital distribution），即出版內

容通過線上下載但離線閱讀，下載的內容形式則傾向於保留原出版形式（即紙本）

的外觀與相對位置（詹宏志，2004），這種僅發行管道不同但內容編排與實體完

全相同的發展，更顯示出數位出版在出版產業上的手段性。目前如遠流智慧藏發

展的線上百科全書，以及城邦集團發行的數位雜誌，都是以這樣的形式發行。



63

不過，數位出版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目前都仍在持續發展，不只在技術上尚

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電子書的規格與閱讀器的形式也尚未成熟，而營運模式

也仍處在一個十分模糊的階段（李傳理、林馨琴、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

且無論是電子書的定價，或者電子書與讀者、作者之間的關係，包括安全的交易

制度與版權管理，目前都尚未有完善的解決方式，整體產品的規模也未達到一定

的市場需求（遠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也因此在這個部分，實體出版的

表現上亦十分優秀的時報文化出版，便對數位出版的技術與環境仍維持觀察階

段，其總編輯林馨琴（2005，深度訪談）表示，直到技術比較穩定之後，他們才

會考慮投入數位出版的行列。

然而數位出版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認為，這個新

產業的發展尚需政府政策、軟硬體、內容、以及經營模式等各個環節的配合，才

能更快速的成長；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也表示，如何觀察並順應趨勢，不

至於在將來的產業浪潮中缺席，出版業者應該更盡心的去參與及接觸，才是面對

數位出版發展應有的態度。

第二節 影響台灣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程度之決定因素

本研究針對影響台灣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以問卷調查

的方式，進行分析與研究。因此本節將以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問卷調查的結果，同時輔以深度訪談的整理，以補充與呼應實證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與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

（一）樣本結構

本研究根據 2004 年出版年鑑所統計的圖書出版業者，篩檢出 2003 年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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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市、並至少申請 ISBN 編號 4 個號碼以上之出版社，扣除政府機關、學校、

基金會、個人及已停業（2004 年未出書者）的出版社數目後，共計有 494 家出

版社。由於本研究以組織為單位，因此於 2004 年 12 月 3 日針對研究範圍內的出

版社以郵寄的方式各發出一份問卷，要求業者於一週內回覆，此階段回收 21 份

問卷。為增加回收率及樣本數，自 2004 年 12 月 13 日起，針對未回覆之業者進

行電話催收，並於 2004 年 12 月 21 日再次補寄問卷，至 2005 年 1 月 10 日止，

另外再回收了 58 份問卷。

經過多次電話催收與補寄問卷後，共計回收 79 份。惟本研究問卷設定由中

高階主管層級填答，因此尚須排除非由主管填答之問卷，再扣除未完整填答的問

卷後，有效樣本為 61 份，回收率約為 12.3%。有效樣本結構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樣本結構描述

基本資料 分類 樣本數（n=61） 百分比

成立年數 1-5 年

6-10 年

11-20 年

20 年以上

未填答

12
14
16
15
4

19.7%
23.0%
26.2%
24.6%
6.6%

員工人數 1-10 人

11-20 人

21-50 人

51-100 人

100 人以上

未填答

34
13
6
3
3
2

55.7%
21.3%
9.8%
4.9%
4.9%
3.3%

資本額 未滿 100 萬元

100-500 萬元

500-1,000 萬元

1,000-5,000 萬元

5,000 萬-1 億元

1-10 億元

10 億元以上

未填答

5
22
12
13
0
2
0
7

8.2%
36.1%
19.7%
21.3%
0.00%
3.3%
0.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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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未滿 100 萬元

100-500 萬元

500-1,000 萬元

1,000-4,000 萬元

4,000 萬-1 億元

1 億元以上

未填答

4
8
7
26
4
4
8

6.6%
13.1%
11.5%
42.6%
6.6%
6.6%
1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

以下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針對組織特性（包括成立年數、員工人數、資本額

與營業額）、以及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兩大構面及其子構面，報告其實證的情況。

1. 組織特性

組織特性的部分，包含公司成立年數、員工數、資本額與營業額等基本資料。

有效的研究樣本共計有 61 份，但部分問卷在基本資料上有漏答的情形，因此在

排除遺漏值後，表 4-4 中各組織特性的個數並不相同。

由表 4-3 與 4-4 可以得知，研究樣本中，平均成立年數約為 15 年，逾半數

的公司員工人數在十人以下（55.7%），顯示圖書出版業在組織上仍以小型為主，

正職員工人數不多，可能的情況是為降低固定成本，採外包的方式進行公司業務。

研究樣本中，資本額部分平均值為 2.76，多在五百萬元以下（44.3%），與過

去研究相符（行政院新聞局，2003）；而營業額則多在 500 萬元到 4000 萬元之間，

其中又以 1000 到 4000 萬元為最多（42.6%）。過去研究結果中多顯示，圖書出版

業的營業額平均 500 萬元以下的業者比例較高，如 2002 年的研究中，營業額在

500 萬元以下者便佔了 42.94%（行政院新聞局，2003），但本研究結果卻以 1000

至 4000 萬元者為最多，可能的原因是 2003 年的出版總數略微減少，而出版業者

在行銷與經營層面亦有所改善，但也不排除因問卷係由主管自評，在填答時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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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認知所致。但就整體結果觀之，台灣圖書出版業在規模上仍以中小型為主。

表 4-4 組織特性之描述統計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眾數

成立年數 57 15.44 12.92 -
員工數 59 30.05 73.25 -
資本額 54 2.76 1.15 2
營業額 53 3.57 1.28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組織創新各構面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將組織創新分為「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兩大構面，並將其細分

為「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組織創新氣候」、「組織行銷環境策略創新」、以

及「組織結構與制度創新」五個次構面。從表 4-5 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各構面

的平均數皆在 4 以上，均高於 Likert 量表的中間值 4，其中，以「工作環境創造

力」、「集權化」、「專業化」、「正式化」的平均數較高，整體而言，「管理創新」

構面的平均數較「技術創新」構面高。

表 4-5 各構面之平均數

各構面 平均數

技術創新 4.674
產品創新（5 題） 4.872
製程創新（5 題） 4.475
管理創新 4.894

員工個人創造力（3 題） 4.765組織氣候

工作環境創造力（12 題） 5.108
集權化（2 題） 5.385
專業化（2 題） 5.041
正式化（2 題） 5.156

組織結構與制度

組織制度（4 題） 4.934
行銷創新（5 題） 4.233組織環境、行銷與

策略創新 環境與策略創新（5 題） 4.7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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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組織特性在組織創新上的差異比較

為釐清組織規模對於組織創新程度的影響，此部分就不同組織特性（員工人

數、資本額、營業額）在組織創新程度上的差異，以 t 檢定進行分析。

首先就員工人數觀之，由於大多數公司員工數在十人以下，因此本研究以

10 人為分組點，將員工人數分成兩組進行 t 檢定。研究結果顯示，兩組的 F 檢定

未達顯著（F=.155，p=.695>.05, n.s.），表示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而經由

t 檢定後發現，不同的員工人數在組織的創新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t=-.382,

p=.744>.05, n.s.）（表 4-6）。

表4-6 不同員工人數在組織創新上之差異分析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F檢定（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10人以下 25 218.12
11人以上 34 220.85

0.155(0.695) -0.382 57 0.7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的資本額在組織創新程度的差異比較上，由於多數公司資本額在 500

萬元以下，平均值為 2.76，因此以五百萬元為分組點，將資本額分為五百萬元以

下與大於五百萬元兩組進行 t 檢定。表 4-7 顯示，兩組的 F 檢定未達顯著（F=.816，

p=.370>.05, n.s.），表示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而經由 t 檢定後發現，不同

的資本額在組織創新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t=.741, p=.462>.05, n.s.）。

表4-7 不同資本額在組織創新上之差異分析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F檢定（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500萬以下 27 215.96
大於500萬 27 222.00

0.816(0.370) 0.741 52 0.4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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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營業額在組織創新程度的差異比較上，由於多數公司營業額在 1000

萬元至 4000 萬元之間，因此以 1000 萬元為分組點，將營業額分為兩組進行 t 檢

定。表 4-8 顯示，兩組的 F 檢定未達顯著（F=.189，p=.189>.05, n.s.），表示未違

反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而經由 t 檢定後發現，不同的資本額在組織創新程度上，

並無顯著差異（t=.864, p=.392>.05, n.s.）。

表4-8 不同營業額在組織創新上之差異分析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F檢定（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1000萬以下 19 212.00
大於1000萬 34 219.62

0.189(0.189) 0.864 51 0.3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過去學者研究中，對於組織規模與組織創新間的關係有不同看法，Freeman

（1973）針對影響創新的成功因素做研究，結果發現組織規模與創新的成功並無

正相關；Moch & Morse（1977）探討規模對創新採用的影響，結果發現組織的

規模會影響組織架構及專業化程度；Kimberly 等人（1981）以醫院組織為分析單

位探討影響醫院組織創新的個人、組織、及外在脈絡因素，發現組織大小在排除

其它因素之後，無論對於管理或技術創新的解釋力均可達 0.3 以上之顯著水準；

Dougherty 等人（1995）研究組織縮編對於產品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組織規模

大小與創新存在正向關係。然而，本研究經差異比較後發現，在圖書出版業中，

組織的人數、營業額與資本額，即公司的規模大小，整體而言，對於組織創新程

度高低並無顯著影響。

針對這個發現，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一步瞭解業者對於公司規模與

組織創新程度間關係的看法。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表示，公司規模的大小

與員工人數，對於創新來說都不是重要的條件，創新的價值來自於組織的自由

度，如果公司員工的工作壓力很大，組織也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源、鼓勵與自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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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很難有創新的行為出現；林馨琴（2005，深度訪談）亦認為，一個產業要

持續發展，與公司的規模無關，而是應隨時保持求新求變的態度；創新的關鍵不

在於公司規模或資金多寡，而是如何利用有限資源做出無限創意。

出版產業的創新，關鍵通常不在於資金。組織的鼓勵和創意的管理，應該

會比較重要。組織的氣氛越自由、越鼓勵創新，自然就會有許多的創意產

生；而創造一個新的模式，將許多創意變成可行的創新，才是創新的價值

所在（遠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

綜上所述，對於台灣圖書出版業而言，組織創新程度高低與否，其實與公司

規模大小並無顯著關聯，如何運用組織資源與制度，保持積極的態度，將創意轉

變為成功的創新，才是影響創新程度與企業價值的關鍵。

三、影響台灣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程度之決定因素分析

在此部分，本研究將就整體組織創新程度、各主要構面與各變項間，進行相

關分析，分別就各構面與各變項對組織創新程度之影響，分析彙整如下，同時輔

以深度訪談之整理，以補充說明問卷結果。

（一）技術創新層面之相關分析

整體而言，圖書出版業整體的創新程度與「技術創新」（Pearson’s r=.813）、

「管理創新」（Pearson’s r=.980）皆呈現高度的正相關，其中，在技術創新的層

面上，如表 4-9 所示，「產品創新」程度與「工作環境創造力」、「行銷、環境與

策略創新」間之相關程度最高，而「製程創新」的部分，則與「環境策略創新」、

「專業化」之相關程度最高。

由此可見，一本書的出版，除了產品在包裝設計上的新穎之外，尚須結合各

部門的創意與合作，才能成為成功獲利的創新；時報文化總編輯林馨琴（2005，

深度訪談）便認為，從選題、包裝設計、到行銷宣傳，透過公司上下的合作與溝



70

通，如何讓一本書與眾不同、充滿多樣性與豐富度，是出版業十分重要的層面。

表 4-9 技術創新與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技術創新構面

各構面

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

個人創造力 .460** .295*

工作環境創造力 .588** .396**

行銷創新 .536** .483**

環境策略創新 .567** .547**

專業化 .426** .569**

集權化 .190 .216
正式化 .115 .267*

組織制度 .480** .468**

註： * p < .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就技術創新各題項與管理創新各題項間進行相關分析，並擷取彼此間相關

係數較高者，結果發現（表 4-10），以「產品創新知名度」、「產品多樣化與豐富

度」、「添購提高生產的新設備」三者與其他管理創新的題項之相關程度較高，且

均與「員工的新意念作法」、「行銷活動較競爭者創新」兩項有高度正相關。

此結果顯示，員工個人的創造力以及組織在行銷活動上的掌握，與產品、製

程的創新程度關係密切，其中又以產品上的創新為最。在研究進行過程中，出版

業者曾表示，對出版業而言，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創新的產品，創意是表現在每一

本書的選材與編輯上；林馨琴（2005，深度訪談）亦強調，出版在產品技術上的

創新，便是從編輯部出發，從一本書的定位與選題開始，要求每個員工保有創意

的思考，並經由不同部門（編輯部、企畫部、業務部）之間的溝通聯繫，不斷翻

新編輯與行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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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技術創新與各題項之相關分析

管理創新題項

技術創新題項

員工的新意

念作法

行銷活動較

競爭者創新

其他題項

產品創新知名度 .598** .514** 工作具有挑戰性.614**

產品多樣化與豐富度 .640** .612** 員工變通性.502**

添購提高生產的新設備 .518** .516** 新績效評估方式.553**

註： * p < .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管理創新層面之相關分析

從管理創新之相關分析結果中顯示，管理創新各構面與其他各構面間，皆呈

現高度的正相關，其中，以「工作環境創造力」與「環境策略創新」二者，與各

構面間相關程度較高（表 4-11）。

如表 4-11 所示，「工作環境創造力」與「環境策略」、「組織制度」的創新皆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出環境的創造力不但對組織創新程度有所影響，組織對

創造力的鼓勵與支持、提供的資源與自主度，也直接反映了組織制度與結構上的

自由度與彈性，一個活潑且富有創造力的工作團隊，自然也能與整體環境保持聯

繫與關心，能夠因應環境、掌握市場趨勢，也較能發想出創新的行銷與策略，來

提升組織價值與創新程度。

針對影響組織創新程度的因素在管理創新構面上之分析結果，受訪者亦持相

同觀點。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便表示，要從事創新，首先必須要對生存環

境的壓力有所認知，且在組織的制度與架構上必須要擁有自由度，如果公司員工

的工作壓力很大，組織也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源、鼓勵與自主度，自然就很難有創

新的行為出現；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亦指出，一個組織的組織氣氛若能鼓

勵創新，自然便會產生許多創意，並透過有效的管理制度，將這些創意轉變成可

行的創新，才是創新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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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管理創新子構面之相關分析

管理創新重要構面

各子構面

工作環境創造力 環境與策略創新

產品創新 .588** .567**

製程創新 .396** .547**

個人創造力 .583** .326*

工作環境創造力 - .646**

行銷創新 .572** .604**

環境策略創新 .646** -
專業化 .545** .567**

集權化 .574** .435**

正式化 .404** .335**

組織制度 .669** .548**

註： * p < .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就管理創新各題項與其他題項之相關分析觀之，篩檢出彼此間相關程度較

高者，結果顯示（表 4-12），以「工作環境創造力」構面中，「組織的鼓勵」、「團

隊的支持」、「主管的鼓勵」與「公司資源充足度」的題項上，與其他題項彼此間

存在高度正相關。

這顯示影響創新程度高低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公司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

以利創新行為的進行，而除了提供實體的資源之外，也需要主管對創新的積極鼓

勵、以身作則，以及團隊間的合作支持；此外，一個組織若能開放良好的溝通管

道與環境，能夠以新的管理方式來領導員工，在創新的過程中，便能夠因此減少

衝突與阻礙，甚至激發員工的創意，勇於實踐其出版理想；這些因素都是影響組

織創新氣候甚至整體創新程度，極為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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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管理創新與各題項之相關分析

各題項

管理

創新題項

主管帶領

腦力激盪

得到工作

所需資源

公司提供充

足創新資源

開放良好的

溝通環境

其他題項

組織接納不

同意見
.582** .549** .535** .612**

部門中自由

開放的溝通

氣氛

.627** .584** .628** .575**

主管採用新

管理方式

.636**

主管帶領腦

力激盪
- .602** .629** .680**

行銷活動較

競爭者創新

.565**

得到工作所

需資源
.602** - .622** .586** 因應環境掌

握市場

.564**

註： * p < .05 , ** 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影響出版產業創新程度的主要因素上，受訪業者認為，影響創新程度最重

要的因素，就是「人」，亦即管理創新層面是影響創新程度的重要關鍵（李傳理、

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

抽象來說，影響創新程度最重要的因素，其實就是「人」。一方面，是指

組織成員，他們是否具有足夠的創意，組織是否鼓勵這樣的想法；另一方

面則是指讀者，你的創意是否建立在滿足或創造讀者的需求上。所以，組

織成員應該時刻想到讀者的需求，有什麼創新的想法可以去滿足或創造他

們的需求（遠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

薛良凱（2005，深度訪談）認為，組織的自由度是影響創新的重要因素，能

夠提供足夠的資源與自主度，加上主管的鼓勵與組織的支持，自然能夠形成一個

創新的團隊；其次，對環境策略的掌握，便是對生存壓力的認知，也是影響出版

業創新的重要因素。而遠流出版則認為，組織是否鼓勵創新，直接影響了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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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創意上的表現，而如何在組織架構上，運用適當的經營管理制度，使團隊在

自我管理與鼓勵下，隨時願意面對創新的挑戰，使組織成員所提出的創意，能夠

建立在滿足與創造讀者需求的基礎上，則是創意是否能夠轉變為成功創新的關鍵

（遠流李傳理，2005，深度訪談）。

（三）小結

無論是技術創新或管理創新，對台灣圖書出版業而言，都是從競爭激烈的出

版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重要關鍵，綜合上述相關分析與整理深度訪談的結果發現，

「管理創新」是影響組織創新程度最重要的構面，其中又以「工作環境創造力」

與其相關題項，對各構面的創新程度的影響最大。

許多台灣圖書出版業者在創新上的認知，多著重在產品內容層面，而事實

上，一本書的出版，尚須配合不同部門的溝通與合作，才能將作者與編輯投入書

籍中的心血與創意，透過對市場與行銷通路的掌握，轉變為能夠成功獲利的創

新。一個組織創新程度高的企業，會向員工發出從事創新的明確訊息，並且由主

管親自鼓勵創意的產生；管理階層能夠藉由組織提供充足的資源、良好的溝通與

完善的管理制度，使創新無後顧之憂。而一個具有多元化思考，並提供自主度與

支持的公司，才能夠激發出具有創意的員工，也才能夠基於無限的創意，發展出

可以獲利的創新。

因此，對不缺乏創意的台灣圖書出版業而言，應更積極的從管理制度層面上

進行創新，並隨時觀察環境變化、順應趨勢，才能夠提升創新程度與產業價值，

不陷入無差異的競爭中，也唯有如此，出版業才能在永續經營的基礎上，創造並

實踐出版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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