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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手書店區的存在是一種都市經濟活動方式的展現，更是一種人和書互動的

文化空間關係。台灣的二手書業至今約有一甲子的歷史，近年來台北市的溫羅汀

地區所形成的二手書店區，不僅顯現了二手書業在台北發展的脈絡，也與都市居

民的記憶緊密結合，成為台北的文化地景之一。相隔不遠的鄰近國家也有相似的

文化／商業區域，日本東京都內的神保町是一個具有百年歷史，聞名於東亞國家

文化圈及西方世界的二手書店區，當然更是日本東京都內重要的文化地景，承載

著許多歷史記憶。誠然，二手書店各國皆有，而書店風景各有不同，台日文化同

中有異，各有特點，台灣台北的溫羅汀地區與日本東京的神田神保町二手書店區，

地理位置相隔不遠，過去雖有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事實，但在時間的演進下，兩

地的二手書店區呈現出各自的文化內涵、歷久彌新，也展現了現今的場所精神。 

 過去二手書業的研究比較關注在二手書店的家族歷史、藏書家與二手書店之

間的互動，以及二手書店的經濟價值和符號意義等，本研究除了以前人研究為背

景理解，也藉由人本主義地理學的相關理論，詮釋兩地的歷史與文化，考察其異

同，思辨其文化義涵。本研究聚焦於當代，網路興起後，二手書業和整個出版業

以及實體／網路書店的生態更加緊密，所帶來的書物意義的轉變。結合文獻梳理

與田野調查，並透過兩地經營者的深度訪談，了解其文化地景轉變、店內空間的

陳設和場所精神的凸顯，提出屬於現在的二手書店定位及想像，並將跨文化的比

較研究作為一反省和創新的進路。 

 

關鍵詞：二手書、溫羅汀、神保町、書店、文化地景、場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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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used book zone represents not only urban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also a cultural space in which people and book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used book 

business in Taiwan has developed for approximately sixty years and gradually gathered 

in Wen-Luo-Ting in Taipei. This used book zone becomes one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recording the history of used book business and carrying the memories of residents. 

Close to Taipei, there is another similar cultural/business zone in Japan. Like 

Wen-Luo-Ting, Jimbocho has been a used book zone for a century. This used book zone 

which locates in Tokyo has good reputation in East Asia cultural areas and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also a well-known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preserves many historical 

memories. 

 Used bookstores exist in many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each on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aiwan and Japan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to some extent, yet,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uniqueness among their similarities. The used book zones in Wen-Luo-Ting 

and Jimbocho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in term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In spite of the 

history of colony and colonist, both of them demonstrate their own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sustain through time respectively. They also reveal the spirit of space in modern 

days.   

 In the past, the studies of used book business focused mo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ownership and the bookstore, economic values, 

symbolic meanings and so on. Apar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also based 

on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humanistic geography to interpre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Japan; to exam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both countries; to 

ponder on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s.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he 

connections among used book business, publishers, and the ecosystems of 

physical/on-line bookstores become closer than ever. All of which have introdu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ding materials’ meanings, hence, this study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modern era. This study will also integrate literature review,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used bookstore owners in Taiwan and Japan,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cultural landscape, displays within the bookstore, and the emphasis on spirit 

of space. Finally, it will raise the awareness of location and images of used bookstore 

belong to modern days, and appl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to reflection and 

innovations. 

 

Key words: Used Book, Wen-Luo-Ting, Jimbocho, Bookstore, Cultural Landscape, 

Spirit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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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以「二手書業文化地景的變遷與場所精神的建構─當代臺北溫羅汀與

東京神保町地區的比較」為題，以台北的溫羅汀地區和日本的神保町兩者的二手

書業為對象，就近年來的網路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其中蘊含的文化地景的變遷

和新一代的場所精神建構等進行現況比較。 

 筆者作為一位曾經在台北從事二手書業五年的工作者，亦身為一位時常購買

書籍、流連各書店的顧客，具有這樣「跨界」的身分和經驗，對於身處二手書店

空間中人與人的互動以及其空間的流動性深有所感，期望將其與事實結合，並以

經營者和顧客的視角進行思考與參照，以脈絡性的論述和見解為二手書業的文字

紀錄盡一份心力。 

 鍾芳玲（2013）說「世上處處皆有好風景，然而最最吸引人的，還是書店風

景。」（封底），現今，大部分人對「實體書店」的並不陌生。書店是一個由店家

打造的消費空間（consumption spaces），顧客選擇的行為即受這個空間的規範和約

束。無論是連鎖書店或是獨立書店，人們為了求知、相約、打發時間等動機，選

擇前往該場所，反映出那是人們心靈的一個棲身之處。 

 二手書店也是一個世界的普遍現象，凡是閱讀風氣較盛的國家，就有書店的

需求。賣者將不再閱讀的書籍出售給需要的人，買者購買並非從出版社經銷至新

書店，而是由上述非新書市場的賣家所販售的書，這樣的循環利用，形成「二手

書」的概念。除了個人的買賣行為，有心經營二手書買賣者成立店面，販售收購

而來的二手書，即成為二手書店。 

 二手書店運作方式和新書店不同，在這個場所裡，直接與顧客交涉、買賣的

情形更多，這意味著二手書店與人的聯繫更為密切。由進貨到整理、上架、商品

售出，整個過程中業者都可能直接面臨到一般的普羅大眾，處理各種反應和需求。

和一般書店大多面對既定的廠商不同，二手書業的參與者為經營者、賣書者與買

書者，其行業的一連串活動之展示平台通常以書店這個空間為主──人文地理學

所關注的，正是人如何與空間互動並賦予其意義。 選擇台灣台北的溫羅汀地

區與日本東京的神田神保町兩地，以二手書店區這個共同的現象作現況比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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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的意義作為前提。文化研究是人文與社會眾

多學科參與的學術場域，近年來比較文化的研究也凸顯出各地、各國的多元文化

的互相衝擊和影響。跨文化研究在現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是一值得關注的趨勢，全

球化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逐漸相互交融為一個網絡體系，在網路的高

度發展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已不若往昔遙遠，藉由跨文化的研究，更可清楚看

見「自我」的文化 （個人／集體／國家） 與「他者／他文化」的主客界線已慢

慢模糊，更可學習他文化的長處。在這樣的時代產生文化的互動、尊重、並存，

培養多元化的視野，因此，跨文化的研究有其必要。 

 台北和東京，是東亞文化區內相近國家的兩個城市，也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擁有相似的文化／商業區域；1溫羅汀和神保町，是城市中顯著的二手書業集散地，

並且在二手書業的影響力超越了地方，具有全國的指標性，在二手書業史和經營

策略上皆被廣為參考。二手書店區作為一個還在活動的，結合歷史、文化與經濟

的多元文化實體，在不同的政經發展和歷史變遷下，如何使這兩個地方產生跨文

化對話的可能、反映這種特殊的文化內涵以及彰顯其發展脈絡的相似性和差異，

作為產業技術的參考和創新的可能。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分為二，一是探討在當代網路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對兩地二

手書業的經營產生之影響和轉型；二是探討將上述由「空間」轉變為以人為主體

的「場所」之發生過程。為此，本研究將先從各種文獻記載作先行探討，對目前

現有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梳理兩地的二手書業簡史，找出二手書業於當地文化

的發展進程中的定位。並且探討二手書業在網路時代中如何因應趨勢而改變和調

整，最後，從改變過後的現況，分析其中的場所精神，以及屬於現在和未來的場

所可能。運用田野調查和與業者的訪談，呈現兩地的「文化地景」變遷以及現在

的「場所精神」建構。 

  

 為達到上述目的，將在下列議題進行回溯跟比較： 

1.台北溫羅汀與東京神保町地區二手書業的歷史回顧和文化地景變遷 

2.探討網路時代影響兩地的二手書業版圖及其因應改變而產生的轉型 

3.回溯兩地二手書業的場所精神，並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了解現況 

4.反思兩地二手書店過往和現在的場所精神，提出未來想像和結論 

 

                                                      
1
 詹宏志（1989）認為，台北和東京一樣是多核心城市的生活型態，不是按生活機能分區，在多重

鬧區的背後就是住家，是住商混雜的。多核心城市的生活複雜性和交通複雜度比單核心城市來得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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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就台灣與日本二手書業的現況之文化發展與轉型而論，兩者在發展歷史與規

模上不盡相同，前者尚在發展中，後者歷史悠久。本研究之時間主要聚焦在當代，

2000 年前後網路興起，並開始普及，廣被利用，對二手書店的經營策略和方式產

生影響。二手書業者在經營策略上，必須考慮客層的轉換和網路販售不同的優勢；

在經營方式上，開始產生轉型，有了傳統和現代化較明顯的區分。故以近十年網

路興起後的現況觀之，亦不失為一種觀看的角度。 

 本研究之地域範圍為台灣台北的溫羅汀地區與日本東京的神田神保町兩地，

雖然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因素皆會影響二手書業的發展和聚集的情形，但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文化變遷的部分論之。研究的對象為兩地的二手書業，主要以

文獻分析和訪談部分業者的方式進行。 

 台北的「溫羅汀」地區意指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路交錯的區域（見【圖

1-1】、【圖 1-2】），在行政區上跨越了大安區到中正區，這個區域因為鄰近大學，介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連接國立臺灣大學的中介，漸漸成為一學區。 

 溫羅汀區域在食、衣、住、行上具有便利性，又帶有人文氣息，許多有特色

主題書店、二手書店、出版社、咖啡店、餐廳與各類非政府組織分布於此區巷弄

間，本地區開始呈現二手書店聚集的時間約在 2000 年前後至今，經過十餘年，此

地區的二手書店已逾二十間（不包括新書店和出版社）。2
 

                                                      
2
 廣義將師大周邊也納入的話，目前有古今書廊 2 館、茉莉二手書店 4 間、小高的店、永樂座、 

雅舍書店 2 店面、胡思二手書店公館店、博思維二手書、青康藏書房（目前歇業中）、總書記 

二手書店、公館舊書城、書寶二手書店、愛閱二手書坊、雅博客二手書店、華欣書店 2 店面、 

舊香居師大店、竹軒二手書店、公共冊所、蠹行古書店，部分店面新舊書比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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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北市地圖（範圍於實線內）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圖 1-2】溫羅汀地區（約略於圓圈處）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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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神田神保町為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北部的一個町（見圖【圖 1-3】、【圖

1-4】），3屬神田地域。神保町的歷史悠久，在 1880 年代由於陸續興建學校，開始

出現販賣各種種類書籍的書店。該町以書店、出版社、學校、咖啡店多而聞名，

帶有「學生街」的色彩，位於該町的神田古書店街是世界最大的舊書店街，4目前

有 156 間二手書店。5東京都內約有三分之一的二手書店聚集在此。 

 神保町以販售古書聞名全國，神保町的古書店街多為專業經營的書店，有國

文學、歷史、建築、文學、西文書、醫學、教育、法律等各種細類，大部分的尋

書客都是先有目標或固定尋找某一類的書籍，才會到神保町購書。 

 

 

【圖 1-3】東京都區部6地圖 

資料來源: 維基共享資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okyoSpecialWardsMap_with_Kanji.svg。(2014/4/12 瀏覽) 

 

                                                      
3
 「町」為日本行政區劃名稱，地位在「市」與「村」中間。 

4
 「神保町古書街」據 NHK 報導，有世界第一之美稱；其二為巴黎的塞納河畔與戰前的中國北 

 京琉璃廠周遭。 
5
 根據神田古書店聯盟 2013 年發行的《神保町公式ガイド vol.4 2013-2014》公布的官方數字。 

6
 日本東京都東部一個由 23 個「特別區」所構成的地域，一般習稱東京 23 區。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okyoSpecialWardsMap_with_Kanji.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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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神保町地區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有文本回溯的侷限、田野調查的缺漏等問題。文化調查結

合了歷史和人文社科的領域，故其文本記載會因著作人及著作的用途產生偏頗，

本研究望能取其客觀中介的部分作整理。因文本涉及跨領域，本研究主要著重於

文化史及人文地理的觀察方法。田野調查方面，因人力跟時間的侷限，對地方的

觀察及訪談或許未能盡善盡美，但盡量如實呈現，由於研究的場所為店面，也可

能適逢天候不佳或營運狀況等因素限制，影響其觀察，會適度整合文本或報導以

求其客觀。在研究方法上，因採質性研究方式，可能會有較不容易形成普遍性的

解釋或通則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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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文化研究需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回顧二手書業的歷史鑑往知來，檢

視過去的書寫是否有誤，以及過去的推斷是否成真，方能在書寫上展現其脈絡以

及時間上論述的更新。 

 本研究中採用的二手書產業的研究著作，在台灣方面的主要研究文本主要承

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一書之時間

軸，與其著作的內容要點作一承接。在其他相關的文化的記述上，和傅月庵（2003）

《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一書互相參照。 

 日本方面的主要研究文本，以脇村義太郎（1979）《東西書肆街考》為神保町

地區簡史的歷史背景理解，和神田古書店連盟（2012）《JIMBOCHO 神保町公式

ガイド vol.3 2012-2013》特集「神田神保町タイムトラベル」（time travel）互作參

照。2000 年後之觀點主要承池谷伊佐夫（2006）《神保町書蟲 愛書狂的東京古書

街朝聖之旅》（以下稱為《神保町書蟲》）以及（2012）《日本古書店的手繪旅行：

個性書店 x 經典老書 x 重度書迷的癡狂記事》二書為主，並以其他相關期刊作為

參照。 

  

一、台灣的二手書業研究 

 

 在台灣，自 80 年代連鎖書店新學友7、金石堂8等興起後，書店開始被作為一

研究議題。如廖繼弘（1988）《書店消費者區隔與對書店偏好之研究》、陳倩婷（1992）

《連鎖書店經營策略之研究》、陳民勳（1995）《策略邏輯與策略作為關連之研究：

以書店產業為例》等，初期研究者多是以企業管理的角度操作分析，以經濟導向

的研究方法分析連鎖書店大量複製的經營模式。9
  

 在 90 年代末期網路開始興起、網路書店出現的情況下，學術界與時俱進地出

現不少有關網路書店的研究，有胡敏怡（1997）《網際網路事業經營之成功因素研

究---以網路書店為例》、蔡明哲（1997）《國內網路書店惠顧行為與行銷策略之研

                                                      
7
 1960 年從台北重慶北路開設第一家書店，1982 年在台北仁愛路圓環成立第二家新書店。 

 見姜幸君（2002）《飛行台北逛書店》。台北：正中書局。頁 119-120。 
8
 1983 年創立。 

 見 http://www.kingstone.com.tw/about/about_103.asp。(2014/6/30 瀏覽) 
9
 李志銘（2004）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將買書和逛書店的活動化約為一種去除主觀價值的理性消

費行為。 

http://www.kingstone.com.tw/about/about_10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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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韓明中（1997）《網路書店之市場機會與經營策略》、黃耀輝（1997）《電子

商務之資訊不對稱與因應機制---以網路書店為例》等，初期研究者多為科技相關

背景。 

 1989 年，誠品書店創立，初期以販售藝術人文方面的書籍為主，1995 年遷至

目前的誠品敦南店現址，並在 1999 年開始 24 小時的營業服務及開始展店，並與

商場結合，其場所的空間設計和經營策略備受矚目。90 年代關於誠品現象的研究

於焉展開，如劉立業（1997）《書店研究初探：新竹誠品書店設計》、歐峻宏（1998）

《誠品書店空間的形成因素與形式分析之研究》、謝坤學（1998）《複合式連鎖書

店之空間規劃研究－以金石堂與誠品書店為例－》、蔡奇睿（2000）《文化消費的

空間研究:書店文化工業產品消費現象觀察---以誠品書店為例》、蔣文德（2000）《閱

讀誠品：全球化中的誠品書店之空間文化形式》等，這些研究者多具備建築、城

鄉研究等背景，開始對書店的文化空間、形式進行探討，從經濟面向轉向文化消

費、消費符號等理論，為書店研究開啟了多元性。 

 新型連鎖書店以及網路時代以降的二手書店崛起，也使得以顧客觀點的論述

得以在紙本及網路上流傳。愛書人對於此產業的研究，亦是一種視角，當藏書成

了嗜好，遂將此場所列進了書寫，成為散文、小說、旅遊文學的題材，在這些作

品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愛書人對書店場所的記憶與描述。 

 以往以隨筆性質或在城市文學裡出現的購書經驗，到了傅月庵（本名林皎宏）

的著作有了更聚焦的面貌。曾任遠流總編輯、遠流博識網網站主編及顧問的傅月

庵，因為愛書而有「買書第一、讀書第二、編書第三、寫書第四」的原則，以「蠹

魚頭」為筆名，在其著作《生涯一蠹魚》（2002）、《天上大風：生涯餓蠹魚筆記》

（2006）及記錄其愛書買書二三事。特別是《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2003）一書

記載以台北為主的台北舊書店，從五、六零年代的牯嶺街舊書攤盛況，到七、八

零年代的光華商場，乃至於八零年代後，前二者逐漸凋零，新生南路、台大附近

的「溫羅汀」開始出現二手書店聚集的現象。《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針對台北舊

書店與舊書選薦，留下珍貴紀錄，至今仍是出版界、愛書圈中的一本重要著作。

在篇章結構方面，《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主要分為「舊書之夢」、「舊書地圖」、「舊

書家族」、「舊書哀樂」四個篇章，「舊書之夢」為入門問答，「舊書地圖」則談台

北舊書業演變，傅月庵以個人的造訪經驗結合書店的歷史，並和繪者陳昭儀所繪

的店內素描搭配，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這些店家。「舊書家族」談的是戰後台灣

出版潮，並以幾間出版社為例，談當時的書人書事，最後「舊書哀樂」則是一些

書籍二三事的隨筆。由以上篇章結構，我們可以看出，在敘述模式方面，傅月庵

結合歷史與個人經驗，是採比較感性的、隨筆式的書寫方式。這本書比較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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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入門寶典，隨筆性質居多，結合二手書二三事和店家內部的素描，頗有台灣版

的《神保町書蟲》之感。由於成書早於李志銘，成為許多人的舊書入門必備讀物，

筆者認為不妨將兩本著作互相參照，更能一窺 2000 年初的二手書店情懷。近來，

傅月庵亦在自己的網路日誌「天上大風」以及 Facebook 中，對閱讀、對此產業多

有記述。 

 在學術方面的研究領域，目前碩博士論文研究中以「二手書」一詞作為學術

論文部分篇名及關鍵字且和台灣有關的篇目有 8 筆資料，10以「舊書」一詞作為學

術論文部分篇名及關鍵字且和台灣有關的篇目有 2 筆資料，11不難看出從舊書到二

手書的稱呼變化，也能看出研究二手書的消費行為和與網路發展的關係。 

 其中將二手書業作為學術研究，且具有規模的，在近十年當以李志銘（2004）

〈追憶那黃金年代-----戰後台北舊書業變遷之研究〉為學術界上首部跨越長時間的

研究，相較於其他談舊書業的書籍或文章，這個研究建立起一個重要的組織性以

及結構性的敘述，著重在人和書之間互動的社會空間關係，回歸「書物本質」，對

於舊書業的運作、早期舊書店的發展有相當的系統性及脈絡的研究。此論文後來

集結為《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2005)一書出版。作

者在結構上首先談何謂舊書和藏書，接下來則論述二手書業的變遷，將之分為「黃

金歲月三十年─戰後牯嶺街的崛起與沒落(1945-1973)」、「舊書重鎮轉移與變質─遷

至光華商場後的巨變(1973-)」、「80 年代晚期以後─台北舊書業空間再結構(1981-)」

三個階段論述，「尾聲」的部分則就幾個現象淺談分析。在敘述模式方面，作家辜

振豐在本書序言即指出「作者最大的優點，就是善於援用小故事來貫串整部書。」

12畢恆達13也指出本書「從個人私密的逛書店經驗，到結構性的市場變遷」的全面

                                                      
10

 目前以「二手書」一詞作為學術論文部分篇名及關鍵字且和台灣有關的研究論文：李志銘：《追

憶那黃金年代-----戰後台北舊書業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朱珊玉：《臺灣二手書籍市場消費者購買行為之研究-以臺北市和高雄市為例》（南華大學出版事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蔡秉羲：《拍賣網站二手書籍購買者之消費行為研究》（南華大學出

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楊忠憲：《臺灣網路二手書店消費者購買行為之研究》（南華

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朱薏芷：《二手書消費行為研究：價值創造的過程》（世

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黃思諭：《海峽兩岸校園網路二手書店消費者購

買決策行為研究》（美和技術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張至中：《台灣二手書交易平

台創新模式與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以A公司為例》（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鄭增豐：《網路書店二手書之交易服務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2012）。 
11

 以「舊書」一詞作為學術論文部分篇名及關鍵字且和台灣有關的研究論文：李志銘：《追憶那黃

金年代-----戰後台北舊書業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蔣建

基：《如何衡量價值：舊書商建構舊書價值機制的個案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8）。 
12

 見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臺北：群學。辜振豐序。 
13

 為李志銘該篇論文的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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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4李志銘透過文獻的蒐集、田野調查和訪談，對於台北二手書業從牯嶺街到光

華商場的變遷過程，提出了詳盡的整理以及觀察見解，使得該書成為此研究領域

中必讀之經典。 

 這部作品對台灣二手書業歷史的貢獻是斐然的，李志銘以組織性及結構性的

語言，佐以故事和訪談的文獻，使得二手書業的脈絡和系統得以有一長篇幅的文

字化的記載。不同於過往研究以企業管理的角度將書店業視為可以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操作的經濟個體，李志銘的研究方法不以「去社會」和「去歷

史」的立場，而是選擇了文化史觀的方式撰寫，當然，各種研究方法必有其缺失，

李志銘在此書的「80 年代晚期以後─台北舊書業空間再結構(1981-)」篇章以後，

較有集中於幾間書店的發展及幾件奇聞軼事記述的情形，這是一種深化的記載，

但可能會稍有遺漏同時期整體的一種視野，筆者所關注的網路時代影響以及文化

地景改變之現象，在李志銘著作的研究時期亦尚在發展中，故較無法作一全面性

的論述。 

 筆者與李志銘之研究的相異處，在於時間的劃分以及著眼的定位不同，首先

是在台北舊書業的發展上，筆者較以形成聚集的現象探討，因此筆者是將台北的

舊書業時間和空間的轉移可簡單分為三階段：1950 到 1970 年代的牯嶺街舊書攤、

1973 年到 2006 年的光華商場，最後是 2000 年後逐漸聚集的溫羅汀地區。 

 牯嶺街舊書攤之聚集成因是二戰結束後在台的日人因無法攜帶太多行囊，故

有先形成一股地攤拋售潮，在日人漸漸歸國後，1949 年間又漸漸開始有人在牯嶺

街擺地攤，販賣的商品為日文書刊、藝品、舊貨等。1954 年間舊衣、舊貨商開始

往萬華搬移，剩下舊書商在牯嶺街聚集起來，遂成為台北有名的舊書街。大部分

討論牯嶺街開始形成具有舊書街規模的確切時間並不一，但其共識為 1950 年代，

故筆者在第一階段是以年代區分，第二階段的光華商場，除了因產業結構造成的

衰減外，光華橋拆遷後店家更是大幅流失，目前剩下的店家主要以販售和該區域

文化較流行的漫畫、小說為主，聚集程度大不如前，故將此階段以 2006 年作為一

個階段性的結束。 

 李志銘書中的「80 年代晚期以後─台北舊書業空間再結構(1981-)」篇章內的

主題「眾家鳴放的改革創新階段─80 年代晚期以後台北書肆記」和筆者於本研究

想談的溫羅汀二手書店區的發展有了連結，筆者欲承李志銘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脈

絡，將溫羅汀的二手書業現況做一近況的更新，在文化層面上與日本神保町的舊

書文化作更進一步的考究。 

                                                      
14

 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畢恆達介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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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較常見的方式以專題、採訪、參訪記錄二手書業，此類文章於地方報

導以及期刊短文等形式，透過網路容易搜尋此類短文，像是網路媒體欣傳媒就曾

在 2011、2012 年間製作過「因為對書有情 我們存在」專題，訪問獨立書店和二

手書店的書人書事。近年的介紹性書籍中，鄭絜心、pepe、編輯部採訪小組（2011）

《二手書店的旅行》採取了圖文並茂的方式，以照片以及簡明扼要的篇幅介紹目

前台灣較知名的幾間二手書店，15水瓶子（2014）《我的書店時光：尋找人與書的

靈魂交會》16以自身的探訪跟經驗為主，這類的介紹性書籍在內容上易有重複，因

著重介紹地區內的各店，故每店篇幅有限，在簡單的書店史以及短篇訪談之外，

偏重在作者的感受經驗跟主觀論述，較缺少現象的批判性思考和反思。2014 年由

於夢田文創推出新型態的偶像劇《巷弄裡的那家書店》，更進一步延伸出《書店本

事：在地圖上閃耀的閱讀星空》一書以及侯季然導演的《書店裡的影像詩》短片，

在取材和訪談的深度上較為全面，頗受好評。 

 

二、日本的二手書業研究 

 

 日本因為地域廣闊，書店研究多為以業界整體而論或以地方區分詳加介紹。

筆者將日本二手書業的相關研究分為四種論述，一是介紹性，二是歷史性，三是

談經營、談書店人特質，四是個人經驗和雜談。 

 介紹性論述舉凡世界各地至日本國內，全國性或地區性，常以「ガイド」（guide）

的導覽式書寫介紹或以地圖冊方式發行；歷史性的論述多以特定時期或地區史的

方式陳述；談經營策略和書店人的書籍，則是二手書業者可參考入門或使顧客得

以一窺業界的博大精深的一條路徑；個人經驗和雜談則是作家而定，通常是具有

「古本病」的「古本マニア」（古書狂熱分子）17分享個人在購書、藏書中的趣事

及隨筆。 

 脇村義太郎（1979）《東西書肆街考》18一書詳加介紹了神保町的書店史，全

書分為兩個部分，分別是「京洛書肆街考」和「神田書肆街百年」。主要談的是江

戶時代以來日本出版業的出發點京都和近代以來規模逐漸累積到世界規模的巨大

書物同業地區的神保町，作者作為一愛書者，蒐集了眾多文獻，做了許多實地考

                                                      
15

 內有店面照片、創業緣起、經營理念、店內書籍特色與客人的互動和故事等。 
16

 在他之前的作品《臺北小散步》（2011）中的「第二章 主題書店之路」即介紹了許多位於溫羅

汀一帶的書店，在 2014 年的這本書的相關章節為「PART 3 一次購足的溫羅汀書店」，可視為他在

著作上的更新和補足。 
17

 這些嗜藏書者常以「古本病」形容自己求書若渴的症狀，亦有「古本マニア」（古書狂熱分子）

這種自稱的使用，雖然有誇張化的形容，但常見於報導與書名。 
18

 日文的「書肆」之意思為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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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才描繪出這本東西二都到昭和 54 年（1979）的書肆街經營史。在篇章結構方

面，「神田書肆街百年」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明治前期（明治十年－十九年）」、

「明治後期（明治二十年－四十五年）」、「大正期（大正元年－十五年）」、「昭和

前期（昭和元年－二十年）」、「昭和後期（昭和二十年－五十四年）」，作者一路撰

寫至本書出版的 1979 年，是考證神保町舊書街歷史不可錯過的一本綜觀性的論述

作品。19
  

 2000 年初期，辜振豐（2000）《東京讀書筆記本》在網路資訊尚不便利的這個

時期，以導覽及大量相片的方式，將神保町文化簡單大方地介紹給台灣的愛書人。

書中首先談的就是日本的讀書文化，下一章即是餘 40 頁的神保町導遊，介紹了當

時神保町各類型的名店以及他個人走訪的經驗。 

 池谷伊佐夫（2006）《神保町書蟲》一書是目前台灣少數翻譯出版的神保町相

關著作，許多人透過這本書的出版，得以管窺日本首屈一指的古書街面目。池谷

伊佐夫是一插畫家，更是一個舊書迷，1996 即出版了第一部關於古書的書《東京

古書店グラフィティ》，1998 年延續古書店的主題出版了《三都古書店グラフィテ

ィ》，2000 年出版談書人的《書物の達人》，2004 出版的《神保町の虫―新東京古

書店グラフィティ》即是《神保町書蟲》了。 

 《神保町書蟲》的篇章結構分為「隨筆」、「專論」、「古書店蟲瞰圖」和「附

錄」，其中「隨筆」和「古書店蟲瞰圖」篇數約占各半，可看出本書的雜談性質，

這本書並沒有建立一個明確的文化史觀點，因此篇章間的連接性顯得較為不足。

主要以隨筆和書店場景的塗鴉為主，隨筆篇目之間並無明確的時間關聯，但就是

這樣隨筆的性質，可讓有著嚴謹風氣的日本舊書文化中，多些顧客角度的真實性。

以書店塗鴉的方式代替精準的相片標記等，也是文化著作的一種面向，將這本書

與期刊雜誌等相對應，也不失為一種參照的方法。2008 年出版的《古本蟲がゆく

―神保町からチャリング・クロス街まで》（台灣翻譯為：《日本古書店的手繪旅

行: 個性書店 x 經典老書 x 重度書迷的癡狂記事》），神保町的篇章則較少了，作為

一個業餘的愛書者，其切入的觀點常以顧客視野為主，詳述自身的蒐書體驗。 

 近年來，販售「新古書」、「新古本」的綜合型書店以連鎖店的方式日益壯大，

大量和低價地販售近十年出版的讀物，瞬間成為舊書商的大宗，獨占舊書市場的

一半，BOOK OFF
20為該類的二手書店代表。BOOK OFF更嘗試跨足其他二手市場，

                                                      
19

 神保町五萬堂書店店主明石健於訪談時推薦。 
20

 「BOOKOFF 成立於經濟泡沫爆破不久的 1990 年，瞄準大眾化舊書市場，以廉價推銷舊漫畫及

一般向書籍為經營方針。它從 1990 年神奈川縣相模原市開設一號店起，至今在日本全國共開分店

1087 間(至 2011 年 5 月為止)，在美、加、法、韓四國亦有店鋪。BOOKOFF 成為日本最大舊書商，

是一所一年營業額高達 400 億円的上市公司(2004 年上市)，獨佔舊書市場的一半。」詳見吳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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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甚至擴至海外，22雖然與神保町的專業古舊書市場有所區隔，但為了因應二手書

市場的改變以及部分市場的重疊，神保町的店面也漸漸有新型態的二手書店。 

 新型態的店家如音樂周邊相關、偶像藝能相關、建築設計、外文等類型書店，

亦有不少店家在門口陳設了「百元均一」的文庫本販售書車，將原本放置高樓層

的文庫本往低層移動，兼賣古舊書和新古本以吸引年輕族群或嗜撿便宜的淘書客。

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書蟲》也提到這波新古書店的興起，以及進駐神保町的情

形，這樣的情況在 2000 年前後，發展更劇烈，本研究將對此提出見解和補充。 

 現今，對於書店的研究，在日本的職人文化中更加明顯，書店有明星店員，

透過精準的眼光和獨特的評語，吸引讀者注意，23二手書業更是如此。神保町的店

主皆有其專業，更有許多淘書客買書成癡，遂為其文化記憶而進一步書寫，像是

岡崎武志、紀田順一郎、角田光代等評論者，都有不少相關記述。 

 在雜誌方面的相關著作上，1986 年創刊的雜誌《東京人》，關注東京的各種文

化，在 2000 年之後以神保町為主題的有 5 本，以「古本道」為主題的有 1 本，24具

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每日新聞社每年出版的《神田神保町古書街》則是固定將店

家資料更新，挑選重點推薦店家，並在卷末附上完整列表，邀請店家或名人撰文

專題，有時附帶神保町的其他消費文化專題介紹（如喫茶店、咖哩店等）。神田古

書店聯盟出版的《神保町公式ガイド》於 2010 年發行第 1 期，一樣於卷末附上完

整列表，但在內文上則以重點式的專題為主。 

 

 

 

 

 

 

 

 

 

 

                                                                                                                                                            
（2012）〈我與舊書在日本有個約會：從神保町到 BOOKOFF〉，收錄於蘇靜（主編）《知日•書之國》。

江蘇：鳳凰出版社。頁 129。 
21

 如二手遊戲市場、二手衣市場等。 
22

 BOOK OFF 的海外分店目前有美國、法國和韓國。 
23

 參見石橋毅史（2013）《書店不死》（楊明綺譯）。臺北：時報。 
24

 http://www.toshishuppan.co.jp/backview.php。(2014/10/27 瀏覽) 

http://www.toshishuppan.co.jp/backview.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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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概念與方法 

 

一、研究理論與概念 

 

（一）研究理論：在消費與文化理論之間 

 消費可理解為「社會關係與論述的複雜領域，其焦點為商品的銷售、購買與

使用」（Mansvelt，2008：89）。社會關係包括人類與地方的互動，因此，消費地理

學可說是人們進行消費行為的地方探討。在消費市場裡，商品可以是財貨或是勞

務，也是文化象徵性交換的客體。Throsby 認為（2003：77）文化會影響我們的經

濟，即文化會影響經濟效益、文化會影響公平、文化會影響甚至決定群體欲追求

的經濟或社會目標。就經營層面而言，為求店面生存，需要評估展店和營運的效

益，運用消費理論進行產業分析，是必要的。 

 從文化理論來看，藉由二手書店的平台，可以意識到出版、資源回收、文化

相關的概念。二手書店影響當地文化，滲入生活的脈絡裡，成為文化地景的一部

分，當更多的二手書店開業，會促進彼此的創新，也會帶給顧客不一樣的的感受。

這會促進人們去維護並造訪這樣的地方，若二手書業的文化價值受到普遍認同，

這樣的地方就不會消失，人們也得以永續利用。 

 文化相關產業的研究在理論上時常二分為經濟趨勢和符號意涵的消費理論或

人文地理學的觀察。二手書產業在前人研究中，不乏將「書店」、「二手書」的研

究以「量化」和「質性」來操作，但由於二手書本身的意涵帶有「人」和「時間」

的歷史，其背後的意涵和行為無法全然以「量化」的數據或消費金額的多寡來論

定，理性的經濟人（Economic person）概念在此即不完全適用，會使得書店的消

費被視為一種文化符號或符碼的完成，簡化了人的「能動性」和「主體性」。 

 為此，筆者認為，唯有在商業演進的大環境中取其消費理論的路徑和歷史事

實相互參照驗證，在細部的文化史觀及書店的個別發展中，以文化觀點檢視並試

圖產生自己的論述，由宏觀而微觀，二手書業的特殊性方能以一個較全面的姿態

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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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概念 

1.二手書 

 「二手書」(Used Book)、「舊書」等詞彙都是形容書的一種狀態。「二手」或

「舊」是一種非第一手、非全新的形容詞彙，但並不必然表示書況不佳或有所缺

損，「新」與「舊」同時也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相互定義的語彙（李志銘，

2005：13）。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主要聚焦於當代，故筆者在本文採用的是目前店家較常使

用且所指範圍較廣的「二手」一詞。但在文獻資料的引用上，若引用的文獻採用

「舊書」、「舊書業」、「古書」、「古本」等詞彙，為求引用的精確，該段論述前後

文會統一使用「舊書」、「舊書業」、「古書」、「古本」等詞彙。 

 台灣的二手書定義根據傅月庵所提，舊書入門有「傳統版刻古書的世界」，也

有「現代二手書的世界」（傅月庵，2003：14），一般而言，「古書」、「舊書」、「二

手書」、「珍本」等詞彙的定義指的都是舊書，25在二手書店販賣的或在網路上個人

販售的，近來傾向以「二手書」稱之，「珍本」則可用來稱呼上述書籍中，因裝幀、

印量、內容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珍稀罕見的書籍，可能是古代印刻、作者自費印製

的少量書籍、早期版本（尤以初版本為貴）或出版社因故不再印的「絕版書」（傅

月庵，2003：15-16）。 

 日本的二手書一般稱之為「古書」（こしょ）或「古本」（ふるほん），26狹義

的定義則是還能買到新書的書稱之為古本，無法買到新書的絕版書稱之為古書，

也有認為古書是指久遠、孤存的書，古本是三、五十年的舊書的說法（李長聲，

2007：236），普遍定義為書籍出版後曾被消費者購入後再出售的書，廣義的定義

有時會包括雜誌等出版物。古本的相對詞為「新本」（しんぽん）、「新刊」（しん

かん），「新古書」、「新古本」，指比較近年出版的二手書。日本的舊書店稱之為「古

書店」（こしょてん）或「古本屋」（ふるほんや），販售「新古本」、「新古書」的

書店為「新古書店」（しんこしょてん）。古書店被歸類於古物商的一個範疇，日

本對於這類二手物品的管制較嚴，須通過「古物營業法」，取得許可字號者方能營

業。27
 

                                                      
25

 亦有依照年代區分的說法，「古書」指的是 1949 年前的出版品，「舊書」則用以稱呼 1949 年後

到距今十年前的出版品，十年之內的出版品近年傾向以「二手書」稱之。 
26

 亦有分為「古典籍」、「古書」、「古本」的三分法說法，見紀田順一郎（2004）《私の神保町》。

東京：晶文社。頁 218。 
27

 早在明治二十八（1895）年，日本即有所謂的「古物商取締法」，將「古物商」作一明確的界定， 

主要是指將一度使用過之物品，或將該物品做少許整修，以之做買賣交換的營業者。在昭和 24

年（1949），古物営業法（こぶつえいぎょうほう）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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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情況下，二手書的價格相較於新書是比較便宜的，特殊的狀況如禁

書、初版本、絕版本、珍本、簽名等為例外，是以珍稀性和市場價格而定。二手

書的價格使得購書人能夠以較低廉的價格獲取知識資訊，接受知識所需花費的成

本降低，有助於促進知識的提升。另外，低價的誘因和求知欲會使得人們反覆進

行這個購買過程，促進店內商品的流動，店家可藉此營利以賺取資金進貨，商品

的新增又會再反覆吸引顧客上門，維持店家的長久經營。 

 

2.文化地景 

 文化地理學在 1980 年代的研究主要還是在探討經濟發展的層面，1990 年代以

後，在文化研究蓬勃發展的影響之下，「新文化地理學」於焉展開，主要討論空間、

認同、再現等研究課題。 

 地景（landscape）是 land 和-scape 組合而成的複合字。指的是局部陸地的有

形局勢（可觀看的）和視野觀念（觀看的方式），在大部分的地景定義中，觀看者

位於地景之外，而談到地方的時候，往往是觀者位於其中（Creswell，2006：20）。

早年亦有將「landscape」翻譯為「景觀」一詞，但景觀一詞主要用於形容地表上

的視覺影像，「地景」則著重於自然和人互動所呈現的土地意象。 

 「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又稱「文化景觀」，即相對於「自然地景」

的不同，是透過環境的社會與文化而產生。1992 年的世界遺產公約（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正式認定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是屬於文化資產的一類，使得

其成為都市規劃和建築中重要的一個主題，在認知上分為「歷史保存論述中的文

化地景」和「文化地理學論述中的文化地景」，筆者在本研究所探討的為後者，將

文化地景作為討論二手書區的社會、經濟現象，以及其在城市中的象徵意義。 

 都市景觀的意涵根據薛益忠（2006）的劃分，分為：展現人與地互動的關係、

展現都市發展的歷史、表達某些意識形態、反映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水準、反映時

代之觀念、流行與需求（薛益忠，2006：77-83）。 

 本研究與其相關的部分為地方感、文化地景，從結構和資訊、媒體的部分重

新思考「文化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和二手書店的相互關係

（王志弘，1998：59-61）。書店林立的書店圈，是城市充滿特色的一個現象，開業

歷史越久，在長久經營之下累積了人與物之間的流動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樣

的過程已將「空間」這個三維卻無指涉的概念轉變為人們心中特別的「地方」。 

 二手書的性質更將時間維度拉長，物的新舊增添了其故事性，在二手書店這

個場所裡，人與人是故事，人與書是故事，人們反覆造訪書店，使得書店成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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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空間的一部分，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連接社會關係並且取得文化意義。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在城市裡的這些二手書店，已成為構築「集體記憶」

之場所。 

 以王志弘（1998）的文化概念進行空間中的文化分析（見【表 1-1】）： 

 

文化概念 空間之文化分析 分析事例 

文化作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人類社

會整體生活方式的空間再現 

（社會與空間的互相建構） 

資本主義的空間文化形式 vs.

前資本主義的空間文化形式 

文化作為意識形態支配機制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意識形

態支配機制的空間再現；是權

力幾何學的展現 

國家的空間意識形態（國土神

話）；環境保育的自然意識形

態 

文化作為乘載意義的正文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乘載意

義之正文；亦即，空間形式是

空間書寫與閱讀的文本 

城市街景作為書寫與閱讀的

正文；文化地景 

→互文正文性 空間形式的互為正文性 不同歷史時期與地區之街景

的交互指涉 

文化做為生產意義的表意實

踐之系統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生產意

義之表意實踐的系統；空間形

式是空間書寫之實踐的憑藉

與展現 

可容受意義之表陳的空間形

式；劇場與廣場等；電影裡的

城市再現與真實城市之構築

間的關係 

文化作為快感經驗的表達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快感經

驗的表達；此時的空間是作為

表徵（想像、慾望、身體和嘉

年華）之空間而存在 

 

各種表陳與刺激快感的空間

形式，遊樂園作為一種城市隱

喻和真實城市之模型 

文化作為再現之政治策略 空間之文化形式牽涉的是空

間再現的政治策略；亦即牽涉

了地方、再現與認同的問題叢

結 

紀念碑、街頭塗鴉、社會運動

的空間運用策略、地方認同與

地域政治 

【表 1-1】空間之文化分析諸面向 

資料來源:王志弘，〈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架構〉， 

《流動、空間與社會》（臺北：田園，1998），頁 76。 

 

於此研究概念上，提出本研究的分析事例（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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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 空間之文化分析 本研究分析事例 

文化作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人類社

會整體生活方式的空間再現 

（社會與空間的互相建構） 

兩地二手書店區在歷史發展

和社會脈絡中扮演的文化角

色 

文化作為意識形態支配機制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意識形

態支配機制的空間再現；是權

力幾何學的展現 

兩地二手書業經營者在書店

空間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 

文化作為乘載意義的正文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乘載意

義之正文；亦即，空間形式是

空間書寫與閱讀的文本 

二手書業作為書寫與閱讀的

文本 

→互文正文性 空間形式的互為正文性 不同歷史時期與地區之街景

的交互指涉 

文化做為生產意義的表意實

踐之系統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生產意

義之表意實踐的系統；空間形

式是空間書寫之實踐的憑藉

與展現 

地圖、影像和二手書業風潮中

的再現和真實 

文化作為快感經驗的表達 空間之文化形式乃是快感經

驗的表達；此時的空間是作為

表徵（想像、慾望、身體和嘉

年華）之空間而存在 

對二手書業的想像和市集文

化的經驗 

文化作為再現之政治策略 空間之文化形式牽涉的是空

間再現的政治策略；亦即牽涉

了地方、再現與認同的問題叢

結 

對於二手書店的空間認同 

【表 1-2】本研究空間之文化分析諸面向 

資料來源: 改自王志弘，〈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架構〉，《流動、空間與社會》，

頁 76。 

 

3.Place 

 「空間」（space）和「地方」（place）這兩個詞彙根據 Giddens 的理論是以「不

在場與在場」（absence-presence）的特性區分，空間透過我們與不在場的他人間的

互動關係而定義，地方則是人與人面對面接觸的場域（Barker，2004：360-361）。 

 因為中文翻譯之差異，「place」也常被譯為「地方」、「場所」和「所在」等。

「place」一詞因地理學發展時期的不同，在學者之間定義稍有歧異，例如人本主

義地理學家 Yi-Fu Tuan 和 Edward Relph 皆受到現象學的影響，Relph 在其著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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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非場所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一書中也指出「地方」一詞更聚焦於人

類經驗、記憶、欲求和認同，會使人在感情上產生認同或投入情感。人本主義學

者強調的是人在演進中的主動性，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則是強調「地方」是社會建

構的產物、資本的空間展現。筆者在本研究主要承人本主義的思想，關注人和該

空間的能動性以及其經驗、感受。 

 政治地理學家 John Agnew 勾勒出「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

向，分別是「區位」（location）、「場所」（locale）和「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

由單純的區位到有指涉的場所，最後成為人們心中的一個「地方」，而有了地方感。

Agnew 指的「地方感」即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地方」不僅是

地理位置的劃定，而是涵蓋某種社會關係的樣態（Creswell，2006：14-15）。                              

 Yi-Fu Tuan 運用了現象學的方法，強調個人與心理的的重要性，他曾經如此連

接空間與移動，地方與暫停： 

 

隨著我們越來越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渾沌不分的空間

就變成了地方……。「空間」與「地方」的觀念在定義時需要彼此。

我們可以由地方的安全和穩定得知空間的開放、自由和威脅，反之

亦然。此外，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允許移動，那麼地方就是暫停；

移動中的每個暫停，使得區位有可能轉變成地方。 

（Creswell，2006：16） 

 

Yi-Fu Tuan 以認識空間和賦予價值作為空間和地方的區別，當區位變成有意義的，

區位就轉變為地方。 

 雖然「place」一詞擁有這些意義上的歧異和詮釋的可能性，本研究著重在人

在「place」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形成自己心中的「place」，故在論及書店此一有限的

空間內的活動時，採用「場所」一詞，而「地方」一詞，較易與「在地」和相對

中央的層級「地方」混淆，故唯有在描述地方感以及個人認同感時，使用「地方」

一詞。28
 

                                                      
28

 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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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是一個消費空間（consumption space），我們對書籍的購買是一種文化消

費，展現了製造文化的創造自由，同時也體現了對文化工業的依賴。29透過反覆的

造訪甚至可能會產生一種認同感，對於此消費空間的商品、氛圍、服務等感到舒

適，對這個場所的觀感由空間而地方，形成自己的「地方」。「地方」是意義與

社會建構的首要因素，也是我們的經驗事實（Creswell，2006：55）。其中的文化

即是文化消費過程本身的一個結果（Storey，2005：220）。參與者在此空間文本中

的活動與紀錄，以及由其延伸而出的文化記憶和場所精神，為筆者所欲關注的。 

 

4.場所精神 

 Norberg-Schulz（1971）提出了「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的觀念，是包

含介於人與其環境間的基本關係。「空間」和「特性」與精神上的「方向感」、「認

同感」產生互補，Norberg-Schulz 受 Martin Heidegger 的影響，認為人須體認空間

是充滿意義的。30於《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一書提出的觀點為『建築是賦

予人一個「存在的立足點」的方式』，並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意謂著建築的目

的超越了早期機能主義所給予的定義」，「場所」一詞，在書中作者定義為『是具

有物質的本質、型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總和

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Norberg-Schulz，1986：6） 

 因每處所感受到的場所感不同，所展現出的環境特性也就有所不同，這就是

場所本質。在一個地方待久的店家是否能讓顧客產生地方的認同感，是顧客對此

店家產生場所記憶，進而閱讀這個空間。 

 Norberg-Schulz 對「場所精神」一詞，提出了三個要件：場所現象（The 

phenomenon of place）、場所結構（The structure of place）、場所的精神（The spirit of 

place）。場所現象即是地景上具體的人、事、物，場所結構是地景上具有邊界的一

處裡頭的「空間」和「特性」，特性即場所內的氣氛，這兩種概念是互動的，

Norberg-Schulz 不忘強調，所有場所都是具有特性的。 

 書店的經營者如何塑造一個使人適得其所的場所，除了在有限的空間裡，安

排工作動線和客人的動線，維持住店內商品的品質跟存量，還需要塑造自己的風

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現在的書店漸漸有了「社會意識」，有反映公民意識的書

店，也有旨在與社區做連結的在地書店，除了想帶給愛書人的感受外，自我的定

位也逐漸浮現。和傳統型的二手書店相比，現今的二手書店更需要文化意涵以及

                                                      
29

 Storey, J.（2005）《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張君玫譯）。臺北：巨流。作者序。 
30

 Norberg-Schulz, C.（1986）《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施植明譯）。台北：尚林。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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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舊時狹窄且相對陰暗的店面形象，已逐漸轉型為明亮整齊且具有彈性空間

的場所。 

 目前有不少店家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講座、讀書會、朗讀會、不插電音樂會

等活動，除吸引人潮外，亦帶有將場所精神與人的精神產生直接連接，筆者欲以

此觀念與二手書店此一實體場所產生關連。 

 根據以上研究概念以及本研究架構，繪製研究概念圖如下： 

 

 

【圖 1-5】研究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中的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研究為主，內文撰寫方式採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質

性研究是一種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常使用的一種整體性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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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而言，不是經由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而是對人的

生活、人們的故事以及行為等組織運作或人際關係的研究。 

 質的研究不在操弄操作變項，或證驗假設，回答問題，而是探討問題在脈絡

中的複雜性，從研究對象本身的架構來了解行為（歐用生，1995），研究者多透過

觀察和深度訪談進行了解，投入其研究情境，其研究情境是一自然情境，而非人

工控制的實驗環境，而研究者本身為資料蒐集的重要工具，具有過程導向的特徵，

參與者須透過個人性的接觸與洞察，且具備一定程度的主動與積極，嘗試將質性

的資料加以歸納和分析，以建立其獨特的觀點及意義，和量化研究不同的是，研

究的設計和樣本上較具有彈性，以建構取向為知識論基礎，強調獨特性的覺察和

反思。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為大方向，主要藉由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三

種方式進行。 

 

（一）文獻分析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重視資料收集與分析，首先確定其選題，再從現有的

研究成果中選擇相關的文獻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來獲取資訊。二手書店是由店家用

心打造的空間，除了店家所欲呈現的樣貌外，也深植於愛書人心中，因此，經營

者和消費者兩個方面的書寫，都有利於經驗分析，這樣的文字書寫和量化的數據

相較，更帶有歷史和人文的色彩。 

 本研究除了相關文化著作外，在文件方面會援引地圖、相片和訪談等資料，

從有組織的紀錄或文獻資料中，將與本研究相關的歷史紀錄和文化敘述摘錄或引

述，梳理其發展脈絡，進行整理並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以文獻綜述的方法呈

現。 

 

（二）參與觀察 

 對空間的描述與其地方的意義，常需藉由身歷其境觀察而得。參與觀察是在

自然情境中對人的行為進行直接觀察，記錄而後分析解釋其情形，其研究內容注

重人與人之間的意義理解、交互影響帶來的文化意涵。 

 在研究過程中，或許受限於受訪者意願或時地因素，不見得能訪問到每個空

間的相關人士，這時即可運用實地觀察其經營者的情況和消費族群的類別和消費

行為等，用以彌補研究上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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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造訪兩地二手書店區，與文本上的經驗互相參照，更有以人為主體的

實際的經驗感受，置身於店面空間內的身體經驗，雖然是一種主觀的認知，但往

往也是透過自身，直接於店主所塑造的空間產生互動，建構空間意涵的一種方式。 

 

（三）深度訪談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 structured）的方式，半結構性訪談會先研擬

大綱，再進行訪談，但訪談過程中，可針對部分話題深入探究，因為深度訪談可

以更了解到研究對象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受，有別於量化研究，在訪談的過程亦

可依照各店情形延伸話題，建立特色的論述。 

 店主是二手書店主動建構空間的核心人物，透過空間擺設、與顧客的互動，

以及對外的文字、圖像宣傳和記錄，展現其空間的場所精神。本研究實際參訪兩

地的店家，觀察並感受當地情形，對經營者進行訪談。在溫羅汀方面訪談了 3 位

對此行業熟悉的從業者，在神保町方面則以 2013 年年底參訪古本祭時的訪談見聞

為主，並與其中 2 位店主保持聯繫交流，以郵件訪談的方式對文獻提出疑問，對

現況提出問題。（受訪者名單見【附錄一】）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論述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以文獻回顧方式，簡述兩地二手書業之發展歷史，以及文化地景變

遷的情形，藉由文獻歸納整理，理清此文化脈絡之生成因素及轉變；第二部分探

討當代網路興起，對兩地二手書業所面臨的影響和衝擊，以及因應改變的轉型；

第三部分以兩地的店面空間身體經驗和場所精神的延續，結合深度訪談和實地造

訪，瞭解現階段以二手書店為中心的經驗情形，以對此行業熟悉的從業者為受訪

對象，反思未來二手書業的發展方向以及場所精神的未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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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兩地二手書業簡史和文化地景變遷 

 

 閱讀是一私人經驗，一個人生命之中所讀的書籍，包括其閱讀、購書、藏書

等行為，或許可稱之為個人的閱讀史。當藏書因各種原因釋出或散佚，又在他處

尋得，這個所在，往往是二手書店。二手書店販售的書籍，帶有舊的意涵，卻也

是賦予書籍流向新的主人的機會，置身於城市之中的二手書店，隨著時間和地景

的變遷，擁有各自的興衰。 

 曾光宗（2005：162）認為「整個都市隨著時間，由一層一層的歷史面塊，在

自然的地理位置、在這塊土地上重疊累積起來。這樣的都市形成並非靜態的，而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延伸到現在。」透過二手書業解析城市，也可以得到另一個觀

看城市的觀點以及背後的象徵意義。 

 台北二手書業和東京神保町的二手書業，經過幾個階段的轉換，有所異同，

台北二手書業聚集地的轉移較為明顯，是城市內的轉移；東京神保町的二手書業

聚集地由南側轉向東側，是町內的轉移。兩地的舊書業在思想箝制和查緝禁書的

時代，都曾是知識流通和啟蒙的地方。隨著城市發展和地景變遷，台北的二手書

業在往昔多是小坪數的書攤形式，現多為獨立的中坪數店面，東京神保町則仍有

許多維持小坪數經營的專業書店。 

 詹宏志（1989：77）曾言「消失的商店，寫著社會變遷的歷史；新興的商店，

則預說生活方式的未來。」二手書業的歷史和發展，正涵蓋了集體社會和私人生

活的轉變，透過一間店面、一條街道或一個街區，店面的出現和替換，我們得以

回溯過往，並試圖預測未來發展。 

 

 第一節 閱讀、購書、藏書行為 

 

一、閱讀：主動獲取知識並建構意義的過程 

  

 閱讀是一種從文字中汲取資訊，促成了解世界的方式。其中可能是以文字構

成的事實、符號的辨認以及內容的理解和分析，使人得以接收文字所組成的資訊。

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伴隨著朗讀、賞析和記憶等行為。 

 讀者和作者在這其中的關係密不可分，先有著作，才有可能被閱讀。對於作

者而言，這是他人對自己的書寫所進行的意義解讀，無論這樣的解讀與作者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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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契合或大相逕庭，這些解讀甚至可能是另一種意義再創造。對於讀者而言，作

家的文字也是一種他人的文字，這些文字經過自我知識經驗和基礎和邏輯理解分

析後，也會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個人的解讀。讀者主動接觸書籍，而非被動的瀏

覽或將作者觀點照單全收。在閱讀文本的時候作者通常是不在場的，但在文本之

中，作者無所不在。閱讀可視為作者、讀者和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 

 使讀者產生閱讀動機有很大一部分是源於對知識的欠缺或好奇，意即是出於

讀者在條件上的需要（學業、專業、工作等）以及興趣。「閱讀的樂趣，來自於好

奇的滿足。」（傅月庵，2006：259），求知欲的滿足的確可以視為不斷進行閱讀的

動力之一，對於事物更加了解、更新資訊、建構自我等原因，成為閱讀的目的和

樂趣。 

 文字的紀錄方式和閱讀的方法隨著時代也有所改變。論及文字的紀錄方式，

古人閱讀的多是記於紙上的字、畫、符號等紙本。閱讀的方法以眉批或註解的方

式記錄，作筆記抒發其心得。現代人除了實體的書籍，還有儲存在如行動電話或

平板電腦這些電子產品裡的電子書及各類文章。現代人的閱讀的方法除了傳統的

方法外，更可以使用影印複製或擷取電子產品上的文字來作筆記和圈點，在閱讀

的方法上更加多元。 

 近年來，由於出版品的種類和數量增加，再加上網路的出現，現代人接收到

的資訊閱讀量相當龐大。隨著閱讀的目的不同會採取不同的閱讀方式，出於知識

的需求和思想的提升的書籍，會鉅細靡遺地思考內涵。出於蒐集資料的需求和即

時的目的，在閱讀參考書則透過搜尋和篩選，選擇自己需要的部分閱讀。特別是

在電子資料上搜尋變得更加便利，在古代需要人工檢索的逐冊翻找和統計，現在

只需要透過關鍵字檢索資料庫，就能在數秒之中得到檢索的結果。 

 出版品的種類增加，使得閱讀的種類有多元化的傾向。休閒類的書籍尤其明

顯，美容塑身的書籍不斷地翻陳出新，漫畫和小說不再被視為次文化，更加蓬勃

的發展，各式興趣相關的書籍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能促成與獲取

知識為目的的閱讀行為不同的樂趣。 

 閱讀除了建構自我之外，同時也是一件彰顯自我品味的行為。在公共場所和

私領域所進行的閱讀行為可能會有所差異，置身於公共場所中，無論是在行進的

交通工具上還是在咖啡館中，每個人都在觀看（watching）周遭，閱讀者選擇進行

閱讀這個行為，在看書的同時也是一種「被觀看」（being watched）。因為「閱讀有

時候是一種身分的象徵」（傅月庵，2006：262），是一種自我品味的展現，一般而

言，除非能夠心無旁騖，不受他人評價影響，比較不會在公共場所閱讀引人發噱

的作品或是書名特異的書籍，以避免在陌生人前過度展現自己的情緒，使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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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被觀看」的身分相較於其他人顯得特殊。相對的，若是所讀的書能使你看

起來品味不凡，哪怕是他人投以眼神的肯定，甚至進而攀談，在公共場合的閱讀

即是一種自我的展現；在私領域中的閱讀，如置身於家中或熟識親近的場所裡，

閱讀的展現行為則較為放鬆，降低對他人觀感的戒心和算計。 

 

二、購書：書，先為物，而後佔有 

 

 「我們每日的生活都離不開物，而且物品絕不僅僅滿足功能而已，我們往往

會賦予它非常多而深刻的意涵，……甚至它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畢恆達，2001：

23），書是物（thing），但它不僅僅是這個形體本身，也包含它的內容和意義，甚

至是個人或文化價值的具體展現。舒國治曾言「書，永遠買不完。買來的書，也

永遠不夠地方放，書架或腦海裡。」（舒國治，2002，181）買書是一種文化消費

行為，誠然，購書的誘因會被書籍封面裝幀設計、編排方式、名人推薦甚至有無

書腰等影響，若是翻譯的書籍，其翻譯的水準及正確也受到重視，亦即書這個消

費品由外至內的每個環節都受到消費者的審視。 

 在實體書店購書，會受到店面環境和書籍陳列等因素，影響購書的意願。近

年來，隨著「暢銷排行榜」模式的盛行，現在各大實體的連鎖書店，都有這種依

據銷售和分類的排行榜。經過觀察可得知，新書區和暢銷排行榜區多半都設置在

剛進入店面的區塊或是收銀台的附近（見【圖 2-1】）。 

 

【圖 2-1】台北敦南誠品書店 2 樓入口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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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區和暢銷排行榜區的位置安排，對讀者而言，是一種由市場銷售量提供

選擇的陳列方式；對店家而言，是一種行銷策略，透過大量的重複曝光，達到促

銷的作用。 

 二手書業存在一個循環的過程，作家 Annie Francois 在談及她自己的藏書過程

是這麼說的：「這些舊書四處遊蕩，不甘隱退，形似瀕死，又獲新生。它們在我的

書架上稍事休憩，或許某一天又被送走和賣掉。」（Francois，2014：24）私人的

藏書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遊蕩，或許有一天被送出或賣掉，甚至輾轉流入二手書

店。 

 二手書店的擺設通常依據店家特色所長，從進貨的書種到是否擺在店內適當

的位置都是一門學問，會直接影響到客人的選購行為。對於常客而言，二手書店

的購書像是一種連續性的「巡店」過程，將習慣消費的店家逐一逛過，特別會在

自己有興趣的區域停留，檢查有無新上架的書籍。在這個過程中，若在不同店家

看到同樣的書籍，也能暗自記下書況和價錢，逛完一輪再決定是否購買；而對於

散客或是新的客人來說，常見的情況是為了找尋急需購買的某本書籍，滿足了這

個需求，才有可能以遊逛的心情重新檢視店家內其他書籍。 

 買書這一行為有很大部分的誘因是為了知識的延展。若能將擁有的書籍逐一

看完，知識的累積如同橋樑，可以彼此連結到更深更廣的領域，當知識累積越多，

逐漸熟悉專業的語彙和知識，挫敗感就不會太深，也較容易進入下一階段的閱讀。

透過反思和解構，學會從各個角度切入思考，則可以看到事物不同的面貌，得以

突破思考的窠臼和框架。 

 買書，即是一種納為己有的概念。理性購買的欲望可以透過納為己有暫時解

除，非理性的購買往往是出自於衝動，受到場所的氣氛、評價（排行榜、書評）

使然等原因，買書原因百百種，其共通點即是欲望： 

 

買書的行為其實是一種占有欲，它會暫時的消解心中的孤獨感，同

時也滿足了購物的欲望。其實，多讀一些書，內心就不會空虛，說

起來容易，做起來可沒那麼簡單，心靜不下來，就算翻開書，字也

難以入眼，明知道讀一點點也好，卻總是抗拒著不想去讀它，久而

久之，累積了為數可觀的「未讀之書」。 

（銀色快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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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永遠買不完，買了，也往往讀不完，人將書納入自己的生活空間裡，也時常

被書籍瓜分了生活空間，尤其在都市，因為高地價和高房租的限制，「與物共存」、

「與書共存」永遠是愛書人的難題。 

 

三、藏書：蒐集書籍乃是一項了不起的競賽31 

 

 關於藏書，李志銘（2005：21）認為是一種「收藏」的主體欲望和累積物品

的「系列動機」，購買是欲望的完成，蒐集則是更高一層的欲望。被視為藏書必有

其特別之處，透過買書行為納為己有之後，通常就不會輕易出售。收藏的行為多

出自於該書之於購買者的「收藏意義」──初版、簽名本、特殊裝禎、數量限定、

流水號、私人記憶等原因。 

 藏書者的收藏通常分為三種：「單本收藏」、「系列收藏」和「類型收藏」。整

題而言，隨著時間的累積，書籍很有可能絕版，使得購入的管道和可能性會大幅

降低。這種唯恐其不可得的心態，伴隨成功蒐得的成就感，使藏書者難以忘懷。「單

本收藏」者，有各種出於藏書者的收藏意義；「系列收藏」者，在早期出版社發行

「系列作品」時，常有驚人的高定價，經濟上負擔不起，也可能未逢其時，錯失

購買的機會，若出版社因各種原因不再版，甚至於倒閉，要購入完整的冊數更為

困難，只能勤逛二手書店，逐一買齊，或等待其他收藏者整套脫手出售。絕版佳

作的二手價通常不便宜，更可能高於定價。由於這種種可能面臨的困難，對喜歡

藏書的人來說，蒐藏所得到的成就感也越大；「類型收藏」者，常在閱讀大量同類

型的書籍後，依照自己的喜好或是作品的流派篩選，所花費的金錢、心力更難計

算，在對這個類型厭倦之前，沒有一個終點。 

 藏書者的蒐集行為通常是多頭進行，並不只限於一個系列集滿才進行另一系

列的蒐集。為避免重複購買或買錯版本，許多藏書者在蒐集的過程中，常會詳列

清單，記下已買的書和待買的書。屬於藏書家的難處不止於此，苦茶（2014）在

〈藏書家的虧心事〉一文中提到「藏書家在地老天荒的藏書生涯裡，眼中所見不

只有書，難免還要見自己（的老婆）、見天地（書店老闆）、見眾生（來借書）」，

書籍在生命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更影響與他人的互動，Annie Francois 就認

為「書有兩個生命，它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也見證了我的生活。」（Francois，2014：

14） 

                                                      
31

 出自藏書家 Alfred Edward Newton 所言「我孜孜不倦地昭告世人：蒐集書籍乃是一項了不起的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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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書由於具有這樣的獨特性跟系列性，常是二手書店或圖書館接收的對象，

會將藏書轉手，多半是因為藏書者身故或是其他原因，正如宋朝周煇於《清波雜

誌》中所言：「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惟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

腐爛篋笥，旋致蠹魚之變。」32身故者的藏書因為不一定能被親人所理解或懂得保

存的方法而出售；其他原因可能是藏書者遷徙或是整理空間而釋出。 

 藏書常因為市場需求使得價格隨之水漲船高。藏書如果是來自作家或藏書家，

往往如寶庫，除了可以反映藏書者的閱讀品味外，作家的藏書中常有和他人禮尚

往來的簽贈書以及出版社的贈書，若是名人的藏書且在蝴蝶頁有簽字或藏書票，

該批藏書的市場價值會更高，該作家的愛好者，也會對作家所讀之書產生興趣，

有想收藏的動機，這種收藏具有雙重意義。 

 另外，在台灣，近年來因為「台灣研究」和鄉土教學之故，相關出版物增加，

研究者也變多了，史料變得搶手，相關舊書變得奇貨可居，放上網路拍賣，動輒

上千、上萬元，研究者和研究單位的藏書變成一種風氣（劉峯松，2014）。在日本，

1980 年代泡沫經濟後，舊書價也隨之高漲，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大學和研究機構如

雨後春筍出現，需要相關的文獻及資料充實圖書館，彼時舊書店抓住商機之故（李

長聲，2013）。 

 畢恆達說：「喜歡書的人總是有說不完的關於書、書店與獵書的故事。」33提

起書的話題如數家珍，關於藏書，對愛書人而言已是一場不言自明且沒完沒了的

競賽，幾無終點。 

 

 

 

 

 

 

 

 

 

 

 

                                                      
32

 參見（宋）周煇，《清波雜誌》，卷四。 
33

 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畢恆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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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台北溫羅汀地區二手書業簡史  

 

 作家 Italo Calvino（1993：20）說「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

一樣包容著過去……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城

市內的地景的變遷多是建物跟用地的改變，可能是都市計畫帶來的改變，也可能

是人群的聚散帶來店家的汰換。每個人都有自己記憶中的建築面貌和特殊場所，

無論是居住過、工作過或是旅行中造訪過的，這些體驗會為我們如何體驗新事物

下了基調（Goldberger，2012：173）。 

 空間是一個具有固定型態和大小的物理狀態，但空間內的組織和事物的意義，

則是經過時間的轉變，反映出歷史。亦即，對這些空間的記憶反映出城市的文化

素養。正如美國都市史學家 Lewis Mumford 所言「在城市裡，時間變得清楚可見。」

地景的變遷成為心理、經驗的一種產物，具有流動的向度。 

 

 以台北做為分析二手書業發展之對象，台北的二手書業時間和空間的轉移可

簡單分為三階段：1950 到 1970 年代的牯嶺街舊書攤、1973 年到 2006 年的光華商

場， 2000 年後逐漸聚集的溫羅汀地區。34
 

 溫羅汀地區並非在一朝一夕間所形成的，這個地區吸收了台北一直以來的書

業養分和經驗，並在政府的種種政策以及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流轉而生，要探討

溫羅汀二手書業的聚集，需回顧台北的二手書業變遷，方能為這個發展軌跡有一

清楚的理解。 

 雖然台灣並沒有二手書業的直接相關法令，亦沒有公開現在二手書業和新書

業的所占的營業額，但隨著二手書店數量的增加，可以看出這個產業未來發展的

潛力。 

 

一、1950到 1970年代的牯嶺街舊書攤 

  

 「牯嶺街」一名自 1947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北市新舊路名對照表」

正式定名，沿用至今。二戰結束後，在台的日人陸續被遣返回日本，因為無法攜

帶太多行囊，故先形成一股地攤拋售潮，主要販售書籍、字畫等，「舊書攤」開始

                                                      
34

 其詳細演變過程參見傅月庵《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

華商場 1945-2005》、鄭絜心、pepe、編輯部採訪小組《二手書店的旅行》、水瓶子《我的書店時光：

尋找人與書的靈魂交會》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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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聚集。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軍公教人員隨之湧入，街道兩旁的住宅多成

為公家眷舍，使得這裡的舊書來源更加充分，這些當時的移民也成為了消費者，

舊書書源從日人轉變為遷台者，這個時期，漸漸開始有人在牯嶺街擺地攤，當時

販賣的商品為日文書刊、藝品、舊貨等。1954 年間舊衣、舊貨商開始往萬華搬移，

剩下舊書商在牯嶺街聚集起來，遂成為台北有名的舊書街。 

 

 

【圖 2-2】牯嶺街地區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50 年代台北地區的舊書攤主要有衡陽街集市（衡陽路、中華路與重慶南路一

帶）、牯嶺街、信義路國際學舍旁。牯嶺街的攤位原先多呈現平面擺攤的狀況，向

外擴張，因而擠壓到道路的空間影響交通，使得警察開始取締，攤商才轉而開始

將書架往上發展，架到牆上，部分店家也開始以店面的型態經營。1968 年，為整

治市容，政府公佈「台北市攤販管理規則」，對舊書攤販的限制更加嚴格，牯嶺街

的書攤在此時期漸漸秩序化，劃定位置後，當時有 80 家左右的書商在此，往後十

年，是牯嶺街的鼎盛時期（李志銘，2005：51）。 

 李清志在回憶這段時期時的文章中提到他的童年經驗： 

 

走在牯嶺街上，不免勾起了我的童年回憶，小時候家住浦城街，周

末時光擔任教職的父親，總是騎腳踏車，載著我前往牯嶺街看書，

那時候的牯嶺街兩旁多為低矮房舍，道路也不寬敞，倒是柏油路與

房舍間有一段距離，成了舊書攤擺書曬書的最佳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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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稀記得當年的牯嶺街，成排的舊書攤，滿街的書籍雜誌，似乎

一整天也逛不完，形成一種獨特的書香街道特色；這種一整條街都

是舊書店的景象，如今再也看不見了，我只有到巴黎塞納河畔，才

又發現那種整排都市舊書攤的景象。 

（李清志，2010） 

 

牯嶺街販售的書刊種類繁多，如過期雜誌、漫畫、教科書、線裝本等，因為書價

便宜，當時逛書攤幾乎成為台北居民的休閒生活之一，學者、作家、古物商、學

生等，老老少少樂在淘書。 

 牯嶺街另一重要的貢獻是在解嚴時期前扮演一個啟蒙的場所，不僅有日人留

下的書籍，亦有許多文史學家、收藏家的書籍輾轉到此，幸運時可能收到一整批

藏書。在當時的因為國共關係緊張，又實施戒嚴令，時代氛圍下，不管是意識形

態或是制度、生活方面的社會科學書籍，都是受當局查緝的書籍，特別是政治思

想、哲學的書籍特別敏感，不得公開販售、流通，買者、賣者皆有被告發的危險。

這些禁書在牯嶺街私下流通，對這些書籍有興趣者，往往需有門道或與店家熟稔

才能購買，這些禁書的來源通常是少數的熟客私下交易以及一些封存而被書商輾

轉發現的藏書。 

 地緣關係上，因為鄰近建國中學，建中學子可以說是早期牯嶺街一重要的客

源之一，對許多人而言，中學是開始多元閱讀的時候，無論是教科書還是其他的

知識，許多學生在當時因此和啟蒙自身的書籍相遇，更成為記憶中難忘的片段（見

【圖 2-3】）。 

 1973 年市政府利用光華陸橋下的公共空間設立光華商場，因牯嶺街人行道及

排水工程定案，牯嶺街的舊書攤和舊書店大多數都選擇遷入八德路的光華商場繼

續營業，僅剩幾家留在原址。 

 牯嶺街人文書舍的創辦人張銀昌認為，牯嶺街沒落的原因有三，一是光華商

場的落成；二是大陸 1977 年文革結束後，大陸逐漸開放，海外學者不再需要透過

台灣研究大陸；三是第二代沒興趣經營（夢田文創策畫製作，2014：30）。僅剩三、

四家尚在經營。 

 現今，昔日牯嶺街盛況已不再，平日看來，就如一個尋常的社區一般，但作

為一個曾經承載著歷史重量、影響過無數台灣中堅知識份子的所在，牯嶺街或許

不再被新一代的年輕人銘記，但不會消失在昔日文青的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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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昔日牯嶺街風采 

資料來源:中央社 陳漢中（1973/08/28）〈台北市牯嶺街舊書攤〉。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2014/7/10 瀏覽) 

 

二、1973年到 2006 年的光華商場 

 

 光華陸橋是為疏運交通所建造，連結松江路和新生南路（見【圖 2-4】），在 1971

年完工。1973 年成立的光華商場，利用橋下的樑柱系統作為空間架構，每個攤位

只有兩坪左右的空間，攤位之間以書架相隔，為狹長型（見【圖 2-5】），這樣的結

構傅月庵（2003：53）稱之為「口廾構造」。 

 

 
【圖 2-4】光華商場今昔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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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光華商場攤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 傅月庵（2003）。頁 53。 

 

 早期的光華商場生意並不特別好，主要是因為環境的缺陷。由於初創立時設

備很簡陋，燈光照明不足，通風不佳，位於地下室的書攤因為溼氣重，書籍較容

易發霉，空間的限制也容易將書籍排排疊放，維護書籍的書況並不容易。因為沒

有空調，在地下室的攤位空間顯得悶熱，夏日更如同一個大熔爐，從地下室逛一

圈出來，往往汗流浹背。除了霉味、汗味和灰塵的味道，廁所的失修也使得周圍

帶有尿騷味，整個環境的味道十分複雜，使得一些人因此卻步，女性顧客較少。

這些缺點一直到 80 年代之後才慢慢改善。傅瑞德回憶這段時光是這麼說的： 

 

雖然那時候光華商場開沒幾年，不過裡頭早已充斥著舊書的香味（或

者說霉味）；有趣的是，許多日後令人懷念的地方，除了餐廳和龍山

寺以外，能靠氣味維持記憶的地方還真不多，不過光華商場正是其

中一個。 

（傅瑞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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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身為這樣一個「氣味的場所」，還是有愛書人尋書之切，面對這等惡劣的環境

依然不辭辛勞，在昏暗的環境以及狹小的走道中穿梭翻找。早期還是能挖到些較

少見的絕版藏書。 

 光華商場的攤位是環狀的樓層，除了外圍一圈外，中間亦有店面，內部空間

是封閉型態的圓形動線，下了樓梯，不論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最終都會回到初訪

的出發點（李志銘，2005：107）。 

 受訪者傅月庵曾就讀台北工專（現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幾乎每天都到光華商

場看書、買書，提及光華商場早期的消費情形，他說： 

 

光華商場中間有一段時間基本上環境不好，只有開學的時候學生會

去找書，因為那邊教科書跟一般書是沒有分開的，現在的舊書店跟

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舊書店一般不賣教科書，可是以往在光

華商場，教科書是舊書店一個很重要的經營項目，因為學生群都會

去那邊買教科書，所以一開學的時候，哇，是人擠人喔，平常的話

是以常客多，因為要在那種環境下找書，沒有過人的毅力是很難的，

是很晚才有冷氣的，冬天裡面很悶。 

（傅月庵） 

 

光華商場的早期的環境並不好，主要客群平日以常客為主，逢新學期開學時，學

生的買書需求較大，會有許多人前往。在上述環境情況逐漸改善之後，進入了光

華商場時代舊書業的鼎盛期，李志銘談及鼎盛時期的光華商場，他說： 

 

鼎盛時期的光華商場除了地下層清一色全是舊書攤（約 80多家）外，

同時還有 4、5 家書店進駐二樓攤位，其中包括李伯均的「二間堂」

古書店，以及曾大福的「水準書局」。這段期間的舊書攤數量雖多，

消費人口卻遠沒有現在的壅塞。大部分顧客集中在中午休息時間以

及傍晚下班時段，還有不少台北工專學生以及附近新聞局的公務員

會抽空過來逛。一般從早上到中午以及中午到下午時刻則多半沒人。

即便如此，這段期間舊書的買賣營收狀況仍然不差。 

（李志銘，2005：99） 

 

鼎盛時期的光華商場除了舊書攤，還有幾間新書店，大部分的消費時間是在中午

的休息時間和下班後，會有台北工專的學生和附近公家單位的人員來遊逛，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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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常客的消費習慣，以及書攤仰賴常客的情形，雖然其他的時段冷清，但整體

的營收狀況不差，可見得當時的舊書攤規模以及存書量吸引愛書人不斷造訪。 

 但在光華商場時代後期，部分產業的成長如新書、唱片、光碟、電子產品、

電腦配備等已擠壓到舊書業的空間，店面數減少。在產業結構變遷之外，政府政

策的不明確，拆遷的傳聞也甚囂塵上，此時漸漸有店面歇業或選擇遷出。 

  

 

【圖 2-6】昔日光華商場 

資料來源: 林錫銘（1984/07/24）。中央日報。 

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2014/7/10 瀏覽)  

 

最後，光華橋於 2006 年拆除，光華商場的舊書王朝於此結束。張夢瑞（2006）留

下這樣的報導性質文字： 

 

位於台北市八德路一段的光華橋及其下的光華商場，因為年久失修，

已訂於今年農曆春節大年初一拆除。196戶攤商搶在一月底前，搬遷

至金山南路拖吊場臨時安置一年，預計年底再搬回位在光華商場附

近、空軍總部新生社土地興建的「資訊產業大樓」。 

 

經過拆除和臨時攤位的時期，現在的光華商場已搬至「光華新天地」35大樓內，與

周邊店家形成一個電子科技產品的商圈，外牆還留有「光華商場」字樣，但和過

去已截然不同。 

                                                      
35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 8 號。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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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樓整體明亮，店面空間和走道的設計也大幅改善，但舊書攤已減少至個

位數。目前在裡面的幾間二手書店多是販售漫畫、小說、輕小說等類型的書籍，

與光華商場周邊的流行文化相關結合。 

 

三、2000年後的溫羅汀地區 

 

 在光華商場後期選擇遷出另覓店面的有「古今書廊」、「台原書店」，「茉莉二

手書店」選擇留在攤位經營，但也選擇另外拓展新店面。 

 台原書店即現在位於台北市立圖書館旁的古原軒書店，古今書廊的搬遷則可

反映出台北舊書店的軌跡（水瓶子，2014）。古今書廊 1960 年於牯嶺街創立，開

始擺攤，1973 年開始了光華商場的經營時期，1981 年遷至汀州路（見【圖 2-7】），

2010 年又搬到現址，現址位於羅斯福路三段的巷弄間，有「博雅館」和「人文館」

兩家分店。古今書廊已經營了半個世紀，見證了台北的舊書業變遷，累積了豐富

的經營經驗以及書籍，以專業的知識繼續傳播舊書文化，對自己的店面擁有「文

史寶庫」的自信，深受愛書人的信任。 

 

 

【圖 2-7】位於汀州路時期的古今書廊 

資料來源: 古今書廊 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pnpbook。(2014/7/13瀏覽) 

 

 茉莉二手書店在早期經營的理念，與其他書商無特別大的區別，將二手書當

成一般舊物販售，鄭絜心、pepe、編輯部採訪小組（2011：11）的訪談中紀錄了這

段時期的轉變： 

 

https://www.facebook.com/pnp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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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去許多二手書商一樣，從早期在光華商場地下室開始，蔡家經

營者將二手書當成一般舊物販售，而人們前往二手書店的目標，也

是購買需要且便宜的書籍而已。在那個時期，書籍對於經營者和客

人來說，只是單純銀貨兩訖的商品買賣，沒有更深刻的經營。 

 

和其他店家較為不同的是，蔡老闆對於店面的整潔和書架的整齊十分講究，在光

華商場時期店面的空間就顯得清爽。茉莉二手書店隨著光華商場的拆遷，具備超

商經驗的蔡老闆趁此將茉莉轉型為整齊、明亮具有設計感的書店，初在溫羅汀開

業時被譽為「二手書店的誠品」，搭配與其他店不同之行銷手法，像是消費一定金

額可申辦會員卡享折扣、特價書有固定本數的組合價，頗受好評，這樣的現象也

影響了之後許多二手書店開店的型態。 

 除了光華商場時代這些的店家搬遷，2000 年後台北二手書業有漸漸集中於台

北的「溫羅汀」地區開業的趨勢。 

 往溫羅汀地區開業的因素，主要分為溫羅汀地區具有的獨特人文精神、地價

與房租的相對低價以及漸漸形成規模後聚集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的地區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 

 《海岸線詩刊─第七期》中的〈溫羅汀人文散步〉一文，提到了溫羅汀區域的

獨特性： 

 

「溫羅汀」就是指由溫州街、羅斯福路、汀州街所圈出的區域。這

裡人文薈萃，是師大、台大的腹地。「溫羅汀」是華文世界少見高密

度書店、小眾精神蓬勃的大學城。溫羅汀裡書香與咖啡香滿溢，沒

有資本主義的強勢消費氛圍，卻有絕對獨立自由的人文精神。「溫羅

汀」街弄開展的精神，正是城市外緣位置與一處處反叛地景所顯影

出的去中心意識，在喧囂嘈雜的聲音裡汲取能量、異議聲音，或放

肆一個個孤孽形骸、青春殘片的城市出口。 

（無名氏，2008） 

 

溫羅汀一帶有著得天獨厚的文化土壤，介於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兩學區之間，昔

日即有許多新書店和出版社進駐。回溯其地緣關係，一方面，在 80 年代二手書店

蓬勃開業前，這一帶的唐山書店
36
、南天書局、明目書社等，為莘莘學子開啟了另

                                                      
36

 唐山書店成立於 1982 年，是以販售人文、社會學術類書籍為主的主題書店。主力為文學、歷史、

哲學、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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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門，販售帶有批判性的、甚至當時是禁書的簡體書籍；二方面，作為城市的

區位以及人口考量，位在西南區的溫羅汀不僅有大量人口，亦是台北市通往中永

和、木柵、景美、新店等地的交通要道，在各種考量之下，二手書業的版圖跨足

至此，十分合理。 

 相對於牯嶺街、光華商場這兩個時期，已沒有如「查緝禁書法令」思想上的

箝制，溫羅汀的二手書店在店面的風格跟陳設也更加自由、多變，每間店各有特

色所長。「是華文世界少見高密度書店、小眾精神蓬勃的大學城。」指出此地具備

的能量，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中，反映出一種強調獨立和自由的人文精神。 

 傅月庵（2003：51）對於 2000 年初溫羅汀二手書店的發展觀察如下： 

 

如今以師大、台大為雙中心，由捷運淡水線連結，又無形匯聚形成

了將近三十家包括舊書店、中西文新書店、大陸簡體字書店的書店

區，這些書店，講究行銷包裝，注重專業形象，結合網路社群，「舊

書商量加邃密，新書培養轉深沉」，或許，台北舊書街的源頭活水，

才正要由此汩汩湧現吧！ 

 

這席話如今看來雖不中亦不遠矣，此地方的二手書店逐漸聚集，已然形成一幅文

化地景。 

 隨著近十年的發展，溫羅汀的消費客群明顯比舊時光華商場和牯嶺街來得年

輕，但昔日淘書客也並未消逝，而是顯得相對沉靜少數，學區和商圈的人潮促使

商店販售商品也顯得年輕化。受訪者謝之馨談到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到溫羅汀，

購書的客層的轉變，她說： 

 

書籍流通速度加快，許多新書出版不久，就會到二手書店來，到二

手書店買書成為一個更划算的選擇。再者，因為休閒型態轉變，二

手書店的服務與空間漸漸提昇到更好的水準，逛二手書店也慢慢變

成是年輕人、學生好友、情侶或一個家庭周末或假日的休閒活動。 

（謝之馨） 

 

由於新書流向二手市場的速度加快，顧客在價格的誘因下，更能接受到二手書店

買書，加上服務提升和空間塑造，使得空間也成為逛書店的誘因，「因為空間作為

一種商品，空間也就能作為一種『流行』」（詹宏志，1989：9），如受訪者所言，「逛

二手書店」慢慢變成一種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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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種新型態的二手書店，以販售較新的二手書為主，也有少部分偏重經

營舊書、字畫者的專業書店家，如舊香居37、古今書廊等。受訪者傅月庵對於溫羅

汀的新舊書店增加的看法為： 

 

現在的二手書店的經營是用新書店的方式，所以它的散客多，常客

當然也有，不過散客也相對多，所以整個客群是增加的，現在也有

所謂的掮客，主要分兩種，一是透過在舊書店走動挖寶上網拍賣，

二是幫大陸人買書，這是以前沒有的。另外像是香港也很喜歡逛這

邊的舊書店，大陸的自由行也多了，整個客層跟社會的發展還有開

放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以前舊書逛光華商場，新書逛重慶南路，

現在都相對沒落了，所以新舊也聚集到這邊（公館、溫羅汀一帶）

來，更好逛，另外因為台灣的出版量大，所以新書變成舊書也變快

了，在舊書店裡有新舊不分的趨勢，書店混在一起了，舊書店裡的

書也混在一起了。 

（傅月庵） 

 

現在的二手書店和新書書店的經營方式相似，除了常客，散客也增加了，另外，

由於網路資訊發達和消費方式的改變，在客群方面也多了「掮客」，以書籍的知識

在各店間走動，賺取價差。新書書店和舊書店漸漸聚集在溫羅汀地區，新書流向

舊書市場的速度加快，不管是書店還是書籍，都呈現一種「新舊不分」的狀態了。 

 從光華商場到集中往溫羅汀開業的因素還有地價與房租的相對低價，訪者傅

月庵將溫羅汀地區與重慶南路做一比較，他認為： 

 

大學旁邊往往有舊書店，世界各地都是一樣，像是東京早稻田旁邊

的書市也是自成一格，自成一個舊書市，東京大學旁邊舊書店也不

少，這個都是有脈絡可循的，台北的話，因為台北相對小，但跟溫

羅汀相比，城中還是貴，跟地價有關係。公館是一個樞紐，台北跟

新北的連接，有交通上的轉移，捷運也方便，又是一個文教區，學

生多，又有很多巷弄可以發展，當然現在價格也慢慢變高了。 

 

                                                      
37

 舊香居自己的定位為舊書店而非二手書店，詳見鄭絜心、pepe、編輯部 採訪小組（2011）《二手

書店的旅行》（頁 75）。臺北：PCuSER 電腦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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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南路的沒落，是指對書市而言，書店這個行業付不起店租的價

格，可是對其他行業而言付得起，賣書是撐不起的。 

（傅月庵） 

 

重慶南路書街昔日以新書店為主，加上鄰近台北車站這樣具備跨縣市功能的交通

樞紐以及補習班林立等原因，人潮一直都相當多，租金也相對昂貴，以書業現在

的利潤，是無法長期經營發展的。溫羅汀雖然也具交通樞紐功能，但因為位於台

北市和新北市的交界，租金相對低價，隨著商圈的發展，租金有逐漸提高的現象。 

 在台灣，目前大部分的二手書店販售綜合型圖書，這應該分為兩個層面來看，

一是經營者方面，一是消費者方面。就經營而言，台北的二手書市場於近年多家

開展而注入活水，店數增加，但經過了近十年的發展，規模已漸漸定形。台北的

二手書店漸漸往溫羅汀地區集中開業，促成了聚集的地區化經濟，雖然多是綜合

性書籍，但同中有異，各店擁有不同的風格和經營方式，不僅有淘書客、藏書者，

還有因各種原因前來的散客，常有一次連著逛好幾家的情形。透過聚集經濟吸引

人潮，可穩定或擴大市場規模，帶動其他文化產業或零售，除非有價格上的惡性

競爭，一般來說，是便於同業間彼此良性的交流和學習的。 

 溫羅汀地區具有便捷的交通系統可到達，溫羅汀可利用捷運到達台電大樓站

或公館站，公館商圈又有一定的人潮，具備商圈的條件，有著大量的學生的學區

優勢，有大量的教科書及大眾讀物的需求，有教授或專業研究者，就需要專業性

的研究書籍。充斥著各種書店、特色主題書店、二手書店、咖啡店以及 NGO 組職

的精神，具有人文氣息的文化生活圈的優勢，這些地緣關係的累積，維持住聚集

經濟的型態和發展空間。 

 但也因為商圈的因素導致店租持續上漲，一樓店面的租金對於薄利多銷的二

手書業者多是負擔，非一樓的店面（如二樓以上或地下室）對於初次造訪的顧客

會設下一個門檻，來客數就容易減少了。當店家的營運成本增加，有的店家選擇

將成本轉嫁在商品上，亦有堅持薄利多銷者，在商業化和文化精神間，此消彼長

的拉鋸持續進行著。 

 溫羅汀做為一個現在進行式，尚有許多空間可發揮，康旻杰（2006）是這樣

形容溫羅汀的：「溫羅汀浮現的獨立場所如微光閃爍的星圖分布，無顯明中心，不

趨從主流，卻低調為台北城市的精神向度定錨。」，相對於台北市東區的喧囂、西

區的熱鬧，靠近邊界的溫羅汀在學區跟商圈的包圍下，自有其獨特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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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更有許多漫步溫羅汀的導覽活動，38希望大家能夠更關注且了解這個

地區的獨特，並且「溫羅汀沒有取代任何公館或大學里的企圖，反而像是一種空

間的地下意識，可任由其他異議聲音駁斥、抗拒、辯論、接受、拆解或重構。」（康

旻杰，2012），這個地區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以地方個性建立其獨立基調，這是城

市化到一定階段後才可能有的多元容納，反映出人對於城市的想像，而溫羅汀的

街巷正是這些枝微末節的神經，使得民間的文化版圖如此精彩，書店在這個區域

的角色，宛如畫龍點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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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2008 年由南村落舉行的「溫羅汀生活圈漫步」、2011 年南村落韓良露帶領的「百年回顧華

文新趨勢：溫羅汀文學漫步」、2013 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辦的「文化街區導覽：漫步詩藝溫羅

汀」研習活動、2013 年由青田七六文化長水瓶子和永楽座書店主人石芳瑜帶路的溫羅汀「創意店

家導覽」等，近年來都有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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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京神保町地區二手書業簡史  

 

日本人把散佈大街小巷的書店叫做「文化的街燈」，賣新書的書店是，

賣舊書的當然也是，只是昏暗些。舊書店多，不正是東京乃至日本

的一好麼？ 

（李長聲，2007：234） 

 

日本有許多書店，舊書店亦如是，書店散佈在大街小巷，被稱為「文化的街燈」。

日本的舊書業繁盛，具有相當的規模以及模式，尤其是神田一帶，密度為世界之

最。吳偉明（2012：127）談及日本舊書業是這麼說的： 

 

日本舊書市場發展十分蓬勃，近數年出版業平均每年以-3%的步伐收

縮，唯一逆流而上的部門是舊書。近十年新書的營業額減少 15.4%，

舊書的營業額卻增加 33%。現在新刊書籍在日本全年的營業額約 8000

億円，舊書則約 800億円。換言之，舊書的營業額為新書的 1/10，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在世界各地恐怕難找到如此規模的舊書市

場。……日本出版市場一年的營業額差不多達兩兆円，平均每人每年

花費約 6250円購買新刊書籍及 625円購買舊書。現時日本人口為

1.28億，因此新刊書籍及舊書的全年營業額分別為 8000億円及 800

億円。 

 

從營業額看，舊書的成長相當可觀，這現象大致可分為三點解讀，一是日本書籍

的定價較高，近年來經濟發展趨緩，許多人選擇等待新書進入二手市場內再購入；

二是日本人循環利用的精神較早開始付諸實行，因此在二手市場的制度相對完善，

39二手書業也是如此，大部分的書籍的書況保存良好；三是日本閱讀風氣盛，願意

購書的人也多。 

 「整個東京就像是一個層積的都市」（曾光宗，2005：162）回溯日本的二手

書業，神保町古書街的歷史大約有 130 年，具有相當的規模，神保町之於東京，

之於全日本的二手書業發展也相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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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物品、精品、古著等行業都有二手流通的市場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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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治時期（1868～1911） 

 

 神田地區和日本橋地區自江戶時代就是工商業發達的地方，神保町屬神田地

區，「神保町」一名源於在明治 5 年（1872），因為江戶時代屬於神保氏一族的旗

本40神保長治而名，在江戶時期多是大名41和武家42的聚集之地。 

 在行政區的調整上，明治 11 年（1878）廢止「大區小區制」（大区小区制）43，

設立神田區（神田区）。行政區神田區一直到昭和 22 年（1947）年才廢止，與麹

町區（麹町区）合併，新設現在的千代田區（千代田区）。現在已不存在的南神保

町、北神保町、裏神保町、今川小路一丁目、今川小路二丁目併入神田神保町，

表神保町併入神田神保町、神田小川町，猿楽町、中猿楽町、今川小路三丁目併

入神田神保町、西神田，麹町區飯田町二丁目、飯田町四丁目的部分併入神田神

保町（見【圖 2-8】）。 

 明治 10 年（1877）年東京大學的法學、理學、文學部在此誕生，44雖然日後

轉移，但這個契機使得神保町的周邊開始林立學校，像是明治 13 年（1880）在駿

河台的東京法學社（現法政大學）、神保町三丁目的專修學校（現專修大學）、明

治 18 年（1885）年在神田錦町二丁目的東京法學校（現中央大學）、明治 19 年（1886）

遷入的明治法律學校（現明治大學）等。在這段期間，神保町的周邊開始成為廣

大的「學校町」（学校町）45，作家野田宇太郎在其著作《東京文学散歩》裡說「神

                                                      
40

 旗本是江戶幕府時期石高未滿 1 萬石的武士，在將軍出場的儀式上出現的家格在御目見以上的

家臣。見《デジタル大辞泉》： 

旗本【はたもと】 

江戸時代、将軍家直参(じきさん)で、1 万石未満、御目見(おめみえ)以上の武士。 
41

 大名是日本封建時代對一個較大地域領主的稱呼，由「名主」一詞轉變而來。見《大辞林 第三

版》： 

大名【だいみょう】 

江戸時代，将軍直臣で知行一万石以上の武士。単に大名という場合はこれをさす。ほぼ二六〇～

二七〇家あり，その経歴により親藩・譜代・外様に，また所領の規模により国主（国持ち）・準

国主・城主・城主格・無城などに区分された。国大名。 
42

 武家在江戸時代是指大名及幕府的員外官（律令定員以外）「從五位下」以上的旗本，其住宅稱

武家屋敷。見《大辞林 第三版》： 

武家【ぶけ】 

①武士の家柄。武門。 

②鎌倉時代以降，公家（くげ）に対して幕府・将軍およびその配下の御家人などの称。 

③将軍に仕える人。転じて，一般に武士。 
43

 地方制度的一種，府縣下設置大區，大區下設置小區。例如「第 9 大區第 6 小區」，以數字做為

行政區域的表達方式。 
44

 東京大學於明治 18 年轉移至本鄉。 
45

 加上 1889 年創立的日本法律學校在 1895 年遷至神田，在 1903 年改稱為日本大學，和明治大學、

法政大學、中央大學、專修大學並稱為「神田 5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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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古書街是和明治時代的學校一起出現的。」46，這些新的年輕學生群也使得這個

町慢慢轉向近代町的樣貌。 

 

 
【圖 2-8】昭和初期‧震災復興期町區域變更對照圖（舊神田區部份截圖） 

資料來源: 改自維基共享資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3/Kanda_ward_map_1935.png。(2014/10/13瀏覽) 

 

 由於有許多學生和教師這些新住民，產生教科書類的需求，書店、古書店和

出版社開始出現，例如三省堂書店47即是在明治 14 年（1881）開業，明治 19 年（1886）

富山房開業，明治 23 年（1890）東京堂書店開業，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名店，在明

治 10 年之後嶄露頭角，主要的書店在鄰近的淡路町和小川町的道路上，當時的神

                                                      
46

 原文為「神田の古書街は明治時代の学校の出現と共に始まった。」轉引自（2012）《JIMBOCHO 

神保町公式ガイド vol.3 2012-2013》（頁 16）。日本：神田古書店連盟。 
47

 三省堂當時以古書業開業，在 1883 年開始轉換為新書店，其後 1884 年開始發展出版。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3/Kanda_ward_map_1935.png


47 
 

保町還不具有古書店街的規模。另外，也有以學生為主要對象的「貸本屋」48，提

供與學生相關的書籍的付費有期限租閱，代表店家為「いろは」（脇村義太郎，1979：

95），這時活字印刷也開始普及，出版事業更加容易，書業規模漸漸擴大（脇村義

太郎，1979：80-84）。 

 明治 25 年（1892）4 月 9 日神田區曾遭逢祝融之災，在《東京古書店組合五

十年史》中提到火源從猿樂町和神保町開始向錦町蔓延，富山房、東京堂等店付

之一炬，49但同時也因為整個町的重建，使得許多新的古書店多了進駐的機會。明

治大火也使得當時的貴族、上流階級開始往駿河台一帶聚集（脇村義太郎，1979：

101）。 

 神保町同時也是當時許多中國學生的留學之地，1901 年間，留學日本的中國

留學生已逾千人，留學生中遂醞釀組建中國留學生會館，於次年獲得贊助，在東

京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町十八番地開館，從此，中國留日學生有了自治的團結核心，

該組織對內具有約束中國留學生紀律的責任，對外有代表留學生爭取合法權利的

功能。在 1904 年到 1917 年間，許多中國後來的核心人物都曾經來日留學過，例

如汪兆銘、何應欽、蔣介石、周恩來等人。 

 在 1900 年初期，為了東京的發展，開始發展所謂的東京都電車（とうきょう

とでんしゃ，簡稱都電）的軌道路面電車（見【圖 2-10】），50路面電車因為列車長

發信號時會有「ちんちん」（Chin Chin）的聲音，也被一般民眾暱稱為「チンチン

電車」，當時神保町也處於發展中，加入了這個路面電車網系統，在 1904 年路面

電車即可到達神保町，神保町在水道橋線和九段線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一直到

1968 年和 1970 年才廢止，路面電車網對於書店街的發展有著很大的貢獻。 

 

                                                      
48

 提供有期限租閱圖書、雜誌的服務，從江戶時代娛樂讀物興起後，慢慢出現這個行業，在江湖

中期遍及全國，類似現代的租書店。 
49

 原文為「火元は猿楽町で、神保町から錦町にまで燃え拡がって、冨山房、東京堂などか燒失

した」。 
50

 東京都電車在全盛時期有 41 個系統，總長達到 213 公里，但隨著都市發展和汽車的增加，路面

上的運行變得困難，後期經營惡化，從 1967 年開始到 1972 年，逐漸區間廢止，東京的大眾運輸型

態轉換為都營巴士（都営バス）跟都營地下鐵（都営地下鉄）、營團地下鐵（営団地下鉄），營團地

下鐵為現在的東京地下鐵（東京メト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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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靖國通上的路面電車 

資料來源: 神保町へ行こう 

http://go-jimbou.info/machi/。(2014/7/19 瀏覽) 

 

 明治 35 年（1902），改名、改組的「東京書籍商組合」基於同業的共同利益，

對於同業的組織訂立準則，對於日後的出版和販售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脇村義太

郎，1979：105）。 

 

二、大正時期到二戰昭和時期（1912～1944） 

 

 大正 2 年（1913）2 月 20 日夜半，神田再次發生大火，這次的受災程度更大

於明治大火。從三崎町開始竄燒至猿樂町、裏神保町、表神保町一直到錦町，大

約有五千戶被燒毀，在一夜之中，古書店街變成一片燎原火。 

 書店街的復原動作進行得很快，店面聚集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路面電

車的鋪設，改變交通方式，書店區從原本較繁榮的南神保町轉移到東側，逐漸向

現在的神保町一丁目聚集。整個神保町的繁榮中心與位在東側的駿河台周邊結合，

古書店紛紛聚集在駿河台下和神保町交叉點的靖國通沿路集中開店，這次的神田

大火佔了決定性的原因。 

 在這個時期開業的代表是 1913 年的岩波書店，岩波書店因為出版了夏目漱石

的書籍以及哲學叢書，獲得了很大的迴響，確立了在出版界的地位。大正 3 年（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的出版業十分興隆。國際情勢方面，隨著清朝滅

亡和一次大戰的爆發，中日之間的情勢趨向複雜，在大正 7 年（1918），曾發生

於神保町的中華料理店維新號從事抗日集會的中國留學生 46 人被逮捕至西神田警

察署的事件。 

http://go-jimbou.info/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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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 10 年（1921）神田駿河台的的文化學院設校，使得神保町在音樂、美術、

舞蹈等藝術相關的書籍和學術書大為增加（見【圖 2-11】）。 

  

 
【圖 2-10】神田古書店配置圖 1921 年／大正 10 年（局部） 

資料來源: 神保町へ行こう 

http://go-jimbou.info/hon/special/071020_p03.html。(2014/3/31 瀏覽) 

 

 大正 12 年（1923）9 月 1 日正午發生了關東大地震，造成人口密集的關東地

方51重大的傷害。52位於東京都內的神保町也受災嚴重，不只建物倒塌，更多是被

火災所損，遍地瓦礫，宛如一片廢墟（見【圖 2-12】）。這次的震災幾乎毀壞了神

保町的所有，也中斷了出版社和印刷所的運作，一時之間，有許多新書的發行因

此中斷，造成民眾對古本的需求量增加。隨著政府的復興計畫和居民的努力，大

概花了一年才慢慢重建，恢復古書街的樣貌。 

 

                                                      
51

 日本本州中部臨太平洋的一個地區，由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

神奈川縣所構成。 
52

 因這次震災的死亡人數估計有 10 萬至 14 萬人，其中約有 4 萬人失蹤，傷者估計達 10 萬人。 

 

http://go-jimbou.info/hon/special/071020_p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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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關東大地震後的神保町 

資料來源: 神保町へ行こう 

http://go-jimbou.info/machi/。(2014/7/19 瀏覽) 

 

 進入昭和時期的 1926 年，由於日本出版業有「円本ブーム」復興出版53，在

中國開設內山書店的內山完造迅速把這類「1 日元書」向在上海的日本人推銷，十

分受到歡迎。 

 昭和 5 年（1930）開始，由於國際情勢的動盪不安，加上日本和中國的逐漸

進入全面戰爭，經濟不景氣也影響了神田古書店街，雖然中間也有景氣復甦的時

候，但隨著昭和 16 年（1941）的太平洋戰爭開始，生活變得更加艱難，書籍的需

求也大幅下降。 

 

三、二戰後的昭和時期（1945~1988） 

 

 在昭和 20 年（1945）好幾次的空襲中，神保町的周圍都受到攻擊，空襲有時

會引起火災，但書店街的主要場所都奇蹟似的沒有遭到波及。神保町在太平洋戰

爭未受到空襲的原因有一廣為流傳的說法，作家司馬遼太郎在他的文集《街道漫

步》（街道をゆく）一書中提到的，太平洋戰爭時美軍以「神保町舊書的燒毀是文

化上極大損失」54而避開這一帶的轟炸，此一說法在日本普遍被接受。1945 年 8

月 15 日，戰爭結束。 

                                                      
53

 當時有所謂的「円本ブーム」（1 日元書熱潮）現象，1923 年關東大地震重創日本出版業，1926

年末由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開先例，各出版社相繼跟進，以一冊一元的方式，全卷預約，

每月寄送一本的薄利多銷策略，大受歡迎，復興了出版業。 
54

 原文為「神保町の古書が焼失することは、文化的に極めて大きな損失である」。 

http://go-jimbou.info/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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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神保町對部分毀損的店家和場所進行修復，這些震災後的復興建築，有

部分到今日都還保存得十分完好，而書籍的需求也因為終戰而再次復甦。戰後還

有另一現象是新制大學所帶來的學生人數急增，這使得素有學生街色彩的神保町

持續繁榮，同時也有微妙的變化，除了書店外，也有撥放爵士音樂和古典音樂的

音樂喫茶店開始興起，這種「純喫茶」55文化現在依然還在神保町的喫茶店存在著，

另外當時也流行打麻將的「雀莊」。 

 在此時期還有一相當重要的制度改變──1949 年「檢閱制度」的廢止。由日

本政府認定的的禁書也曾影響出版商和書店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禁書的歷史可回

溯到江戶時代，在江戶時代就曾有因為基督教傳入有過禁書令，56隨著科學和技術

的發展，雖然有所放寬，但為了治安的維持和政治的鞏固，禁止談論政府的言論

出版，另外也嚴禁風俗相關的成人書物，這些作品在江戶時代都是以私下流通的

方式交易。到了近代，從明治時期的 1893 年開始實施具有「檢閱制度」（検閲制

度）的出版法，依照政府檢閱認定，才得以出版。 

 到了大正時期的 1925 年，隨著「治安維持法」的實行，審核標準更為嚴格，

由警視廳進行書物的檢閱（見【圖 2-13】），被認為是不適當的政治議論、不適當

的思想、洩漏機密、違反社會秩序、敗壞風俗等出版物，不符合檢閱者，即成為

禁書，稱為「發禁本」（発禁本），不得出版發售。當時，由於上述各種因素而成

為「發禁本」（発禁本）的書籍非常多。戰後，隨著日本國憲法的 21 條「表現自

由」的規定，人民得以集會、結社，「檢閱制度」的規定變得有名無實，在 1949

年廢止。但還是有相關法令約束書籍的出版，最有名的事件是 1957 年的「查泰萊

事件」（チャタレー事件），英國作家 David Herbert Lawrence 的作品《查泰萊夫人

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由於具有情慾和官能方面的描寫，在日本發行

譯作時出版社被以「猥褻物頒布罪」（わいせつ物頒布罪）起訴，後來發行時也曾

被大量刪減過，一直到幾餘年後被認定為無罪，才重新出版完全（城市郎，1998：

82-83）。 

 在古書店可以找到以往被禁止發行的「風俗本」、「發禁本」（発禁本）等，由

於每一本數量不多，通常都十分稀有，專門收集這類書籍的藏書家也慢慢形成，

這些「發禁本」（発禁本）也成為理解當時社會文化的重要史料。 

 

                                                      
55

 「純喫茶」（じゅんきっさ）指的是不提供酒精飲料的咖啡店，是和提供酒類、小吃以及有女性

接客相陪飲酒的「特殊喫茶」相對應的稱呼。 
56

 1639 年江戶幕府禁止信仰基督教，自 1630 年開始傳入的基督教書物隨著禁書令和鎖國令頒布，

一度停止，直到 1720 才放寬，允許科學和技術類的外文書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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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1938 年在警視廳檢閱課進行檢閱的樣子 

資料來源: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6031060900、写真週報 14 号（国立公文書館）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ensorship_TMPD.png。(2014/11/30 瀏覽) 

 

 在 1960 年代後半，正值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階段，同時社會問題也慢慢浮現，

加上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

約）和美軍駐日問題引發許多不滿，學生發起了第二次反安保鬥爭、抵制大學上

漲的高學費，以及要求校園民主化等抗爭，57史稱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或簡稱東京

大學事件），這波學潮自然也延伸到駿河台一帶，在學生眾多的神保町，學生運動

亦呈現高度成長。 

 經歷了明治時期、大正時期的大火，也經過了關東大地震，雖然許多建築因

此損壞，也有部分留存下來，這些留存的建築物與各時期重建的建築，構成現在

的街景，成為神保町的歷史文化財產。 

 

火災があり、甚大な自然災害もあり、そして戦争があり、バブル

期にあっては、地上げによる急激な地価高騰のあおりを受けた神

保町。しかし、さまざまな艱難辛苦をも乗り越えて、この町は依

然として“本の街”であり続けているのです。58 

 

                                                      
57

 當時學園紛爭的範圍遍及日本，最盛期間，東京都內有 55 所大學遭到封鎖，包含高中全國共有

120 所的學校受到學潮影響，浮現當時的社會問題，以 1969 年 1 月 18 日、19 日的「東大安田講堂

事件」最具代表性。 
58

 《JIMBOCHO 神保町公式ガイド vol.3 2012-2013》。頁 41。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ensorship_TMPD.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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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有火災以及重大的天然災害，亦經歷過戰爭和泡沫時代，

隨後還有不動產買賣造成的地價急遽增高的影響，受到這些影響的

神保町，克服了種種困難，至今依然以「書街」的姿態繼續下去。 

 

 其實，不僅是書街，神保町同時也是出版社聚集之地，像是以出版法學、經

濟學和人文科學書籍著名的「有斐閣」、以學術研究和佛學研究著名的「岩波書店」、

以生活實用書和小說、漫畫、雜誌等著名的「日本文藝社」（日本文芸社），還有

以社會科學專門圖書為主的「中央經濟社」（中央経済社），都是日本出版界的中

流砥柱。另外，以漫畫跟雜誌聞名的「小學館」（小学館）、「白泉社」、「集英社」

和「祥傳社」（祥伝社）等都位於千代田區，更組成了「一橋出版集團」（一ツ橋

グループ），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出版集團，這其中的地緣關係自是深厚的。 

 神保町的書店因為聚集的程度達到一定的規模，有一定的人潮，即使店面位

於高樓層相對較不受影響，除了一般常見的一樓的店面外，亦有許多位居二樓以

上的高樓層二手書店，高樓層二手書店除了零星分布在神保町的各大樓樓層中，

也有整棟大樓皆為二手書店的例子，如 1978 年開幕的神田古書中心（神田古書セ

ンター）59。 

 

四、平成時期（1989～） 

 

 在 1980 年代以前，神保町從 1972 年開始的「都營地下鐵 6 號線」到 1978 年

的「三田線」，都是比較小的站，直到 1980 年「都營地下鐵新宿線」開始，成為轉

乘站，在 1989 年半藏門線也經過此地，逐漸形成現在的樣貌。 

 目前神保町的二手書店店面營業時間分主要為兩種，一種是店面固定時間營

業，另一種則偏向事務所形式。事務所形式的二手書店，較多在靖國通以外的非

主要通道巷弄間，較不定時對外營業，亦有完全以網路訂購不開放的店面。 

 神田神保町自明治維新以來至今百餘年，成為出版、印刷、製本、流通、零

售這些書物生產和關係企業的聚集地，也是具規模的古書業者的所在，脇村義太

郎稱之為「日本最大的書物中心」（book center），也是一個巨大的「同業者町」（脇

村義太郎，1979：71）。 

 

 

                                                      
59 「センター」為英文「center」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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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網路興起對兩地書業和二手書業的影響 

 

 網際網路（Internet，以下簡稱網路）促成出版業、通路等革新，無疑是推波

助瀾改變二手書業版圖的一個重要因素。 

 網路興起並被廣泛利用，使得資訊、知識的淘汰率相對地提高，出版業者不

得不加速出書率，以求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朱珊玉，2004：1）出版業和二

手書業因此而革新。美國的傑弗里‧貝索斯（Jeff Bezos）於 1994 年創立了「Cadabra」

公司，1995 年 7 月上線後更名為「Amazon.com」，為全球第一家網路書店，目前

更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路線上零售商之一。1995 年的 9 月皮埃爾‧歐米迪亞（Pierre 

Omidyar）創立了 ebay 拍賣網站，開啟了二手物品販售的新風潮。 

 有別於刻板印象的舊式書攤，網路創造出一個新的空間，透過各種搜尋以及

連結，人們接受資訊的量與速度大幅提升，公共和私人的邊界逐漸產生模糊。 

 網路創造出一個消費空間，這樣的空間是「可遊逛」的（Mansvelt，2008：89），

吸引群眾或特定族群透過這個方式進行消費。同時，網路也提供了一種方式，從

買家成為賣家，變得容易許多。在網路拍賣平台60販售自己不再需要的書籍，由原

本需要店面的經營，變成隨時隨地可管理商品、掌握市場的訊息。 

 網路使得接收書籍資訊和對書籍市場的掌握變得容易，高於市場價平均值之

上，則難賣出，低於平均值之下，則有助銷售。除了價格之外，也能夠掌握一本

書籍在二手市場裡的量的多寡，網路平台在關鍵字搜尋之下，很容易能得到搜尋

結果的筆數，進而知道其數量。一本近三年內的暢銷書可能因為在新書市場時銷

售量較高，使得在二手市場裡較易取得。在二手市場中若同一本書數量較多，也

會有削價競爭的情形，上述情況的暢銷書在二手市場的價格，可能比一本在新書

市場銷量普通的專業的文史哲類書籍低，這也是常見的情形。 

 隨著網路購物的風行，二手書的交易也有部分由實體買賣有逐漸流向虛擬交

易平台，面對網路時代的來臨，還有社會文化發展逐漸成熟，在傳統的經營作法

和複合經營行銷上，二手書店的經營勢必面臨衝擊和轉型。網路時代之後，轉型

過後與新成立的這波風潮，已與過往傳統模式不同，我們可以看到突破傳統需實

體空間的經營方式變為網路的無實體店面經營，其中也不乏先由網路無實體店面

起家，進而轉向實體書店發展的例子。 

                                                      
60

 目前台灣最大的私人二手書籍拍賣，大多在 YAHOO 奇摩拍賣（https://tw.bid.yahoo.com）與露

天拍賣（http://www.ruten.com.tw/）兩個平台，露天拍賣是由是由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及 eBay

合資成立的。日本的私人二手書籍也常運用 YAHOO 日本拍賣網站（http://auctions.yahoo.co.jp/）。 

https://tw.bid.yahoo.com/
http://www.ruten.com.tw/
http://auctions.yaho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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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網路興起之後，購物的方式和商店的經營型態大為改變，書店能

以虛擬的形式存在，所面臨的考驗也和以往不同，開拓了市場新的可能性，改變

了搜尋和訂購的方式，使得年輕人及一般讀者更能有效利用。因此，將網路因素

放置於書店發展脈絡內討論是必要的，本章就近年來的發展脈絡，檢視台灣和日

本在實體書店和網路書店這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第一節 從實體書店到網路書店 

 

一、台灣實體書店到網路書店的發展脈絡 

 

 實體的新書書店在台灣，從早期的地方書店、書局、書攤，經過連鎖書店的

洗牌，漸漸剩下大型書店，傳統的地方書店和書局式微。近年來的獨立新書書店

和地方書店多具有地方意識和公共意識或結合文化創意產業、餐飲產業，不以大

空間、多庫存、折扣戰的方式和大型連鎖書店競爭。 

 實體二手書店在台灣，亦從書攤到店面，再由傳統的店面到現在的新型態店

面，有部分的店家新舊書兼賣，也具由地方意識和公共意識，近年來也開始有連

鎖的店面出現。 

 台灣的第一家網路書店是博客來網路書店（www.books.com.tw，以下簡稱博

客來），成立於 1995 年，當時網路還多採取撥接的方式連線，讀取網頁資料的速

度不快，對於有著大量圖片的網路書店平台，實屬不利，當時也正值實體的連鎖

書店興起，一時之間，看不出網路書店的優勢（王乾任，2011）。 

 以文化消費的層面來講，自 2000 年以來，博客來幾乎每年都成立新的館別，

61提供書籍到影音的消費，在 2000 年與 7-11 統一便利商店合作，開創了「博客來

購買，7-11 取貨付款」機制，在 2001 年因納莉風災的危機引入統一的資金，擴充

了資本，2003 年推出「即時庫存顯示」機制，2009 年更以會員分級制度，深耕差

異化經營，各項條件兼備之下，博客來的每年獲利皆有可觀的成長，乃至於百貨

的形式，在平台上供消費者多元購物，現今已不僅僅是書店，2013 年會員數突破

500 萬人，現在台灣的網路書店走向多元經營的趨勢，很多是受到博客來的經營模

式影響。 

                                                      
61

 2000 年成立 CD 音樂館，2001 年成立電子雜誌、中英日文雜誌館，2002 年成立 MOOK 館，2003

年成立 DVD 館、2004 年成立簡體字館，2005 年成立美妝、親子、精品、玩藝、百貨、軟體 3C 館，

2006 年成立博客來售票網、美食館、外文館與相機館，2010 年將百貨商品整併為美妝保健、服飾

配件、美食飲品、創意生活、玩藝玩具、3C、家電等 7 館。 

http://www.boo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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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博客來成立之後，在 2000 年前後出現的網路書店還有 1996 年成立的三

民網路書店（www.m.sanmin.com.tw）、1999 年成立的新絲路網路書店

（www.silkbook.com）、2000 年成立的金石堂網路書店（www.kingstone.com.tw）、

2000 年成立的搜主義網路複合式書店62、2000 年成立的誠品全球網路股份有限公

司（www.eslite.com）63等。 

 由實體書店成立的網路書店在一開始資金多比博客來雄厚，但在經營策略上

沒有博客來那麼靈活，在書種上也沒有博客來那樣捷足先登，使得博客來慢慢壯

大，造成現在的影響力。博客來能勝出的原因，在於他的創新方式和引入資金的

時機，博客來創辦人張天立以專業的團隊建構了一個「虛實整合數位化」的資訊

平台滿足了許多想掌握最新資訊的消費者，以顧客的角度調整網站的運作，並且

開啟消費者在金流上多元的付費選擇（謝詠涵，2007：66）。 

 隨著網路書店的擴大發展，漸漸影響到實體書店。楊千慧（2005）提到網路

書店與實體書店此消彼長的現象： 

 

一項兩岸三地「地標書店」的評比調查中，台北的書店龍頭，誠品

當之無愧，緊追在後的則是來台不到兩年的新加坡國際連鎖書店

Page One。值得注意的是，存在於虛擬網路中的博客來也躋身第三

名。能在眾多大型連鎖店中異軍突起，博客來著實為台灣網路書店

的未來，描繪了動人願景。 

 

在 2005 年左右，博客來已躋身「地標書店」的排名之內，這個現象說明了網路商

業的快速發展，也說明了一般大眾使用網路書店購書與前往實體書店購書的比重

產生轉變。 

 網路造成個人的書籍拋售潮以及二手書店虛擬化的現象，但在台灣以獨立平

台經營的網路二手書店並不多，現今的二手書店若具有網路的販售服務或純粹以

網路經營的業者，往往是使用現有的拍賣網站居多，部分店家亦跨足不同的平台，

獨立架構自己的平台的經營者非常稀少，除了早在 2004 成立的臻品齋二手書店

（www.2books.com.tw/2hbs/index.php）、2006 年主要經營學生用書的二手書之戀

（www.usedbook.tw/default.asp）和 2007 年成立的雅博客二手書店

（www.yabook.com.tw）較具規模外，目前最具有代表的例子是由博客來創辦人張

                                                      
62

 新學友書局在 2001 年因納莉風災損失慘重，2003 年宣告破產，由搜主義數位科技接手，但因營

運不佳，2008 年 11 月底，新學友書局關閉搜主義網路複合式書店。 
63

 2008 年 8 月誠品網路書店全新改版上線。 

file:///D:/K/東亞碩/論文/學位論文/www.m.sanmin.com.tw
file:///D:/K/東亞碩/論文/學位論文/www.silkbook.com
http://www.kingstone.com.tw/
http://www.eslite.com/
http://www.2books.com.tw/2hbs/index.php
http://www.usedbook.tw/default.asp
http://www.yaboo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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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轉戰平台而開設的 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taaze.tw，以下簡稱 TAAZE）。

 TAAZE 於 2010 年 9 月正式上線，一開始的狀況為「TAAZE站上可販售的紙本

書籍有 20萬冊，另外結合全球電子書供應商 OverDrive與台灣電子書供應商 koobe

提供 20萬冊電子書」（羅之盈，2010），到現在已是「目前網路書店的品項已經達

100 萬件，有 2000 多家供應商」（胡瑋佳，2014），再加上個人的賣家，其成長相

當可觀。張天立再次突破了網路書店跟二手書店既有的模式，提供包含新書、電

子書、回頭書與二手書等商品，以更創新的「Web 2.0」64概念經營 TAAZE（陳佳

慧，2011：23）。 

 一進入 TAAZE 的網站，使用介面相當一目了然，結合了分類、排行榜、活動

視窗、會員服務列、注目新品、電子書新品、最新上架二手書、新品、主題書展

等，以美觀的編排和大量的圖像化，使網頁分明不紊亂（見【圖 3-1】）。 

 

 
【圖 3-1】TAZZE 讀冊生活網站以大量的圖像化編排吸引使用者 

資料來源: TAAZE 讀冊生活網站 

http://www.taaze.tw/sell_used_books.html。(2014/8/25 瀏覽) 

 

 TAAZE 的成功在於他採取的買賣雙贏策略，對二手書的賣家來說，傳統二手

書店的收書方式是秤斤賣，新一代的二手書店多是依照書籍的市場性，從原價的

0.5 折到 2 折不等，若自己拿去拍賣網站賣，或許還要面臨討價還價、寄送、面交

等後續處理。TAAZE 採取寄售方式，將訂價的權利交給售書者，並將售價的 65%

歸予售書者，TAAZE 收取 35%，這對於售書者來說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賣書的金

額除了可以提領到自己帳戶外，也可以直接在網站上消費抵扣。 

                                                      
64

 是相對 Web 1.0（2003 年以前的互聯網模式）的新的一類互聯網應用的統稱，Web1.0 是單純購

過網路瀏覽器瀏覽網頁，互動關係較為單向，web2.0 模式傾向以內容更豐富、聯繫性更強的互聯

網模式運作。以人為本，專業人員透過信息技術的革新，將用戶和互聯網的互動結合得更為密切， 

如 Youtube、Google 服務等平台，不斷在創造新的網路體驗。 

http://taaze.tw/
http://www.taaze.tw/sell_used_boo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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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二手書的買家來說，可以在一個網站新舊書一併購買，是相當便利的，

不僅節省時間和運費，一本二手書若同時有多位賣家，還可以一目了然的進行比

價、檢視書況等功能。種種人性化的設計，使得 TAAZE 在短短幾年間迅速闖出一

片市場，書籍的庫存量也迅速擴充。 

 除了提供這樣的二手書交易平台以外，TAAZE 還有舉辦許多豐富的講座，會

員大多可以免費報名參加。另外還有以企業的社會關懷的角度，在網站上不時規

劃具有公民意識的主題書展等。簡而言之，TAAZE 在往後的發展，值得觀察。 

 

 綜合以上所述，繪製台灣實體和網路書店 2000 年前後發展對照圖如下（見【圖

3-2】）： 

 

 

【圖 3-2】台灣實體和網路書店 2000 年前後發展對照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日本實體書店到網路書店的發展脈絡 

 

 實體書店在日本，由於閱讀風氣盛，地方小書店比起其他國家相對較易生存，

早期經營成功者甚至可以發展為地區性的連鎖書店，進而擴至全國。全國性的大

型的連連鎖書店如 1869 年創立的丸善書店（Maruzen）、1881 年創立的三省堂書店

65和 1927 年創立的紀伊國屋書店66等，都是具有悠久歷史的現代化書店，深入日本

                                                      
65

 目前全國有 35 間店鋪，曾一度擴展至海外開設紐澤西店，於 2013 年關閉。 

http://www.books-sanseido.co.jp/shop/index.html。(2014/8/9 瀏覽) 
66

 目前全國加起來共 94 間店鋪（包含文具專門店），海外方面，淳久堂在台灣台北有 2 間店。 

http://www.junkudo.co.jp/mj/store/store_search.php。(2014/8/9 瀏覽) 

http://www.books-sanseido.co.jp/shop/index.html
http://www.junkudo.co.jp/mj/store/store_sear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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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書人的生命與歷史記憶，丸善書店由於經營不善，已於 2011 年和創立於 1963

年的淳久堂（ジュンク堂）書店合併，更名為「丸善&ジュンク堂」。  

 實體二手書店在日本，一開始也多是地方性的二手書店，直到 1990 年坂本孝

在神奈川縣相模原市創立了「BOOK OFF」的第一間店面，次年成立了株式會社，

從此開始急速擴張，除了展店以外，亦開放加盟，分店很快的就遍及全國，突破

了傳統的「古本屋」的經營方式，開啟了「新古書店」的確立模式以及連鎖的規

模二手書店。BOOK OFF 從外觀來看，簡單明瞭的的大型看板以及賣場配置圖降

低了客人的戒心，提供如便利商店般明亮的照明、大面積的坪數、整潔的書籍。（見

【圖 3-3】） 

 在當時將新書書店和古書店約定俗成的禁忌「立讀」（立ち読み）67打破，讓

客人可以自由的取閱店內的書籍。快速的擴張以及新型的經營型態在當時大大衝

擊了古本業界，其影響力跟規模至今依然。「立讀」行為的禁止是以保護書籍不被

損害以及不造成其他客人的困擾為出發點，減少店家的損失。在古書店也是如此，

特別害怕破壞一些珍稀的古書，因此店家往往不歡迎顧客進行「立讀」，也有將古

書用保護紙、透明袋封起的作法，據受訪者藤下真潮表示，BOOK OFF 是以販售

大量且低價的二手書為主，因此較不害怕受到「立讀」的破壞，進而允許此行為，

但近年來也漸漸有店鋪開始張貼禁止標語（見【圖 3-4）。68
 

 

                                                      
67

 在日本，「立讀」是一個不受店家歡迎的行為，廣義來說指的是將書店裡還在販售狀態、陳列著

的書籍取下，站著閱讀的行為，狹義來說，指的是不知道是否有購入意圖的閱覽行為。從店家的角

度來看，這樣的行為可能造成新書在外觀上的損害，雖然書店的書籍可以退書給出版社，實體店家

並不會受到直接的損害，但對出版社來說會有龐大的損害。和書店的空間也有關係，在狹小的走道

上看書的話，會造成其他客人取書的不便，可能是包包或雨傘勾到，在一來一往間，書籍就傷到了。

因此，新書店的客人多是稍作翻閱便選購想要的書籍，古書店因為通常在店面空間上更有侷限，且

沒有防盜的磁條等措施，通常會直接以標語委婉禁止「立讀」的行為。對於「立讀」的爭議在網路

上有許多討論，少有例外的是在深夜的便利商店翻閱雜誌或漫畫的行為比較被默許，因為被認為有

遏止犯罪的功用。 
68

 2014/11/5 書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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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BOOKOFF 姫路網干店 

資料來源: 維基共享資源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ook-off_Himeji-Aboshi.jpg。(2014/8/14 瀏覽) 

 

 

【圖 3-4】BOOKOFF 秋葉原店婉轉禁止「立讀」的標語 

資料來源:2014/11/5 由神保町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所提供 

 

 網路平台的佼佼者、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 Amazon 在日本的地區性網站

「Amazo.jp」（www.amazon.co.jp）於 2000 年設立，以百貨經營的方式，除了書籍

之外，兼賣 CD、家電等各式各樣的產品，除了由 Amazon 新品通常具有免運的優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ook-off_Himeji-Aboshi.jpg
http://www.amazon.co.jp/


62 
 

惠外，Amazon 也有許多回饋的點數，並提供一個平台販售二手書，店家可以自行

刊登在 Amazon 的平台，客人訂購再支付運費，由店家自行出貨，消費者在介面使

用上檢索的結果惠同時顯示新書和二手書的價格，可自行選擇購買新書或二手書。

 網路書店在日本，專門販售新書的平台較常見的有由丸善書店、淳久堂和文

教堂組成的「honto」（honto.jp）網路書店平台，販售新書和電子書，提供專門的

點數優惠以及店鋪情報等，還可以看到由各家店員手寫的「店頭 POP」69線上圖像

版。另有「e-hon」（www.e-hon.ne.jp/bec/EB/Top）網路書店平台，該網站提供可以

將訂購的書籍、雜誌、CD、DVD 送至會員附近的加盟書店的服務。 

 BOOK OFF 不僅在實體的販售營業額傲視群雄，在線上購物方面也推出了

「BOOK‧OFF Online」（www.bookoffonline.co.jp），是日本目前最大的連鎖二手書

店面線上購物網站，主要販售的是新古書、漫畫、CD 等，有部分市場和一般的古

書店重疊。「スーパー源氏」（sgenji.jp/index.html）是由河野真創立的株式会社紫

式部架設的網站，特別是「棚！見れるジャン! 本買えるジャン！」的服務，可以

看到個性古書店的書架照片，也可以透過網站聯絡購買書籍。 

 為了讓一般大眾容易利用網路搜尋店家的特色書籍，日本的古書店大多擁有

自己的網站，神保町的店家亦如是，大多提供庫存的查詢和訂購，可以直接在自

己的網站進行訂購。另外，為了和網路書店和 BOOK OFF 等擁有的大型通路競爭

以及能使專業的古書也能透過網路訂購，透過聯合的加盟，製作出可以整合搜尋

的平台，同時可以增加自己店鋪的曝光度。由「全國古書籍商組合連合會」的購

書網站「日本の古本屋」（www.kosho.or.jp/servlet/top），是一個聯合加盟古書店的

古書搜尋平台，於 1996 年建立，到 2010 年書籍資料已超過 600 萬件，70隨著各店

的庫存不斷更新中，其網站影響力為日本古書業網路販售的大宗，另外還提供全

國即賣展等資訊（見【圖 3-5】）。類似功能的有神保町神田古書店連盟的官方公開

網站「BOOK TOWN じんぼう」（jimbou.info），利用「本を探す」即可進行關鍵

字或書名、作者等相關檢索。 

 

                                                      
69

 由書店店員所繪製的宣傳小卡，常用於宣傳新書，或是想促銷某類書籍時使用，有的會使用圖

像和文字，有的只有文字，會放置在賣場內的書堆上，在沒有網路宣傳的時代，店頭 POP 是非常

重要的促銷方式，是日本書店店員必須學會的技能之一，好的 POP 甚至可以造成暢銷，由明星店

員所寫的 POP 也會備受信賴。 

例如網站「honto」的店頭 POP 線上版：http://honto.jp/store/pop.html。(2014/8/26 瀏覽) 
70

 「日本の古本屋とは」： 

http://www.kosho.ne.jp/furuhon.html。(2014/8/1 瀏覽) 

http://honto.jp/
http://www.e-hon.ne.jp/bec/EB/Top
http://www.bookoffonline.co.jp/
http://sgenji.jp/index.html
http://www.kosho.or.jp/servlet/top
http://jimbou.info/
http://honto.jp/store/pop.html
http://www.kosho.ne.jp/furuh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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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日本の古本屋」網站 

資料來源: 日本の古本屋 

http://www.kosho.or.jp/servlet/top。(2014/8/28 瀏覽) 

 

 綜合以上所述，繪製日本實體和網路書店 2000 年前後發展對照圖如下（見【圖

3-6】）： 

 

 

【圖 3-6】日本實體和網路書店 2000 年前後發展對照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http://www.kosho.or.jp/servlet/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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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網路時代對書業的影響和衝擊  

 

一、實體書和實體書店的影響和衝擊 

 

（一）台灣實體書和實體書店的趨勢 

 網路帶來的知識革命讓資訊傳播的速度加快，使得出版業和二手書業的流動

加快和精緻化。知識的更新使得文化產業首當其衝，反映在以販售知識的出版業

上，更多元的題材讓出版的速度加快，店內陳設書籍的汰換率加快，部分不合時

宜的書籍則很快就滯銷。當時有些書籍在乏人問津的情況下很快的成為回頭書。

這些書籍或是由出版社採取低價促銷或是輾轉流入二手市場，同樣是全新的狀態，

以二手書的價格低價出售，例如早期的茉莉二手書店即有回頭書的販售。另外在

2001 年的納莉風災後，69 元書店興起，出售一些品相不佳的商品，一時之間蔚為

潮流。 

 現今，大通路進貨價格往往較為低廉，出版社為了獲得利潤，在成本的計算

需評估得很準確，在初期的印刷量、宣傳等成本即有公式可循。出版技術的進步

讓書籍出版得越來越精美，由書籍的封面設計和裝禎即可看出出版業的精緻化，

更帶有設計感的美學。 

 實體書店的發展上，連鎖的大書店有轉向多種商場的趨勢，誠品書店是一個

很明顯的例子，將書店和生活商場設置在一起，佐以文創商品、咖啡店、餐廳、

電影院等，使得人潮得以維持，互相提昇來客數。相對的，單純販售書籍的連鎖

書店則在店面數和坪數上開始減少，如金石堂的店面大多都有這個趨勢。 

 實體書店另外一個特別的現象，是獨立書店的人文風景。如台北的唐山書店、

新北的小小書房、淡水的有河 book、台中的東海書苑等，都是致力於開創不同於

連鎖書店、大通路的風格，具有店主意志的場所。近年來由於文化部自 101 年開

始將獨立書店納入政策關懷中，在 102 年推動實體書店發展補助，希望能推動閱

讀風氣和在地特色，成為社區微型文化中心，將文化種子在地繁衍，71在部分的營

運成本上補助青年第一桶金，促使這兩三年台灣的獨立書店漸漸遍地開花，但在

長久營運的角度看，出版商的進貨成本和大通路的折扣夾擊依然使得小書店生存

十分困難，在政策上若沒有相關配套措施，恐怕也不是長久之道。關於這些困境，

                                                      
71

 見「文化部推動實體書店發展補助作業要點」。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440。(2014/9/13 瀏覽)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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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書店本身也慢慢在尋求突破的方式，像是 2013 年所組成的「台灣獨立書店文

化協會」就透過獨立書店的結盟嘗試去面對和思考現在書店的生存困境，尋求平

衡之道。 

  

（二）日本實體書和實體書店的趨勢 

 日本的出版業衰退，從 2000 年前後趨於明顯，下村昭夫（2007：179）提到

「2001年 300家知名出版社的正常項目收益率為 4.5%，遠低於 1980年代的兩位

數收益水平。」出版社的利潤逐年下降，使得出版社的數目不斷減少，1997 年間

日本的出版社數量為 4612 家，2005 年間減為 4260 家，2012 年為 3676 家。72另一

方面，每年的新書的發行量增加，但是總發行量和 1980 年代相比，並無明顯的增

長，這意味著新書的銷量和過去相比也是下降中。 

 在《出版指標年報 2013 年版》提出現在的出版趨勢如下述： 

 

出版物の長期的な需要低下は、景気の低迷に加え、若年人口の減

少の影響と中心読者層の年齢上昇という要因がある。また、書籍

については低価格志向が強く、単行本から文庫本に需要がシフト

している傾向がみてとれる。雑誌はパソコンやスマートフォンに

よるネットの活用などで情報源や娯楽としての媒体価値が低下 

する一方だ。若者が雑誌読者として育っていないため、需要は加

速度的に減退している。73 

 

﹝譯文﹞出版的長期消退是因為景氣低迷、年輕人口的減少（少子

化）和中心讀者層的年齡上升等原因。再者，想以低價購入書籍的

趨勢增強，這種需求可以從單行本轉移到文庫本看出這樣的傾向。

雜誌的媒體價值也因為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可活用網路蒐集情報跟娛

樂而變得低下，年輕人無法培養成雜誌讀者，使得雜誌的需求加速

消退。 

 

日本的新書通常是先以精裝單行本發行，定價通常落於 2000 日幣到 3000 日幣之

間，較晚發行的文庫本的定價則少了一半以上，通常是 400 日幣到 800 日幣之間。

                                                      
72

 參見《出版年鑑 2005》（日本：出版年鑑編集部，2005）、《出版年鑑 2013》（日本：出版年鑑

編集部，2013）中的「出版概況」。 
73

 《出版指標年報 2013 年版》。日本：全國出版協會出版科學研究所。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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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不景氣使得傳統的高價精裝本的需求下降，轉而尋求平價小冊的平裝文庫本，

另外，年輕人的閱讀方式已經改變，對於情報類的需求從書籍轉向網路。 

 日本出版業的主要流通方式是由出版社到經銷商，再到各書店。經銷機構負

責訂貨、進貨、銷售、分送、調度、倉儲、信息收集傳遞、收款等，以統一的差

價（一般來說是 8%）分送到銷售點，是在大量的雜誌配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這樣的分銷方式也是世界首創（下村昭夫，2007：179）。換言之，經銷商和書店

的配合相當重要，也能決定地方小書店的進貨量，由於經銷商無法直接回應讀者

的需求，有時會因為判斷錯誤導致店家補書不及，近年來也有希望經銷體系調整

作法的聲浪出現。 

 根據日本帝國資料庫（帝国データバンク）在 2013 年所做的「出版業界 2012

年度決算調査」，提及了實體書店的近況，2012 年書店銷售額最高的是紀伊國屋書

店，以 1081 億 9000 萬日幣居於第一位，小規模的書店則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

在整體銷售的狀況上，有 40%~50%的書店呈現連續 2 期衰退的現象。74
 

 下村昭夫認為造成實體書店的困境有以下原因：「再販制度」（再販売価格維

持）75的動搖、購書集點卡的普及導致實際分銷利潤降低、「新古書店」跟「漫畫

咖啡店」的衝擊、公共圖書館外界冊數上限的提高、店內偷書導致書店損失等（下

村昭夫，2007：180），特別是在實體書店營業額逐年下降的情況下，網路書店的

營業額相對地不斷上升。 

 雖然有「再販制度」在銷售價格上的保障，但大型店鋪比起小型店舖相對容

易進書，因為地方經銷商會依據過往的銷售狀況，分配給各書店不同的數量，如

果遇到話題新書暢銷的情況，會有供貨不及的現象發生，有時小店面還需要先去

附近的大型店面買書來賣，以撐過一至兩個禮拜的進書期。同樣的，消費者如果

跑了多間店面遍尋不著想買的書籍，也很容易放棄在實體書店購買，轉而利用網

路書店訂購。 

 

 

 

 

                                                      
74

 原文為「書店経営の 2012 年度売上高トップは、（株）紀伊國屋書店の約 1081 億 9000 万円。

売上 31 位以下では「2 期連続減収」の構成比が 46.5％にのぼるなど、小規模業者ほど売上減が

顕著。損益面でも、小規模業者は大手・中堅クラスに比べて厳しい状況」。 

http://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131004.html。（2014/8/25 瀏覽） 
75

 日本在著作物上所採取的一種保護措施，針對書籍、雜誌、新聞、音樂等產品，由著作擁有者

的公司制定價格，下游的書店依照其價格販售，以避免大打價格戰侵害到著作者的權益。 

http://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131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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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書和網路書店的影響和衝擊 

  

 在全球市場方面，2007 年 Amazon.com 推出了一系列的電子書閱讀器 Kindle，

以及提供一連串電子書相關的配套下載，當時許多暢銷書以電子書版本進行低價

促銷。Kindle 也能訂購報紙、雜誌、電子媒體的版本，除了上網即可輕鬆購買的

便利性外，Kindle 以灰階的電子紙顯示技術和低耗電的高續航力受到消費者青睞，

在歐美蓬勃發展。 

 近年來，Amazon 也積極和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和電子書平台合作，在 2013 年

Kindle 的一系列服務也進入了中國市場，價位低，目前以簡體中文書為主，Amazon

是否也會發展繁體中文書籍，未來中文書的電子書市場走向值得觀察。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由 Google 推出的「Google Play 圖書」服務，使用者能在其

網站上預覽和購買。 

 

（一）台灣的電子書和網路書店的走向 

 

 台灣的電子書市場目前的發展程度還是不高，一方面是台灣人依然保有紙本

書的閱讀習慣，二方面是電子書的選擇不多，價格也不在消費者的期望落點。 

 目前較大的發展是 Google 在 2013 年積極投入亞洲的電子書市場，如台灣、

香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都可以使用「Google Play

圖書」服務，也能在對應的手機或平板上瀏覽，主要合作的出版社有遠流、城邦、

時報文化、秀威資訊、華雲數位、尖端出版、台大出版中心、三采等。 

 台灣的網路書店在設計上有越精緻化的趨向，早期網路還是撥接上網，大量

的圖片會導致讀取耗時，但現在高速上網的時代已經沒有這個問題，電腦內嵌軟

體的升級，也使得網站的設計在視覺呈現上更加豐富。近年來，除了提供目錄式

的搜尋，網路書店的首頁往往也會增加屬於該書店的主題活動，舉凡選書、折扣、

主題推薦等，運用橫幅的大圖，可使得使用者在一進入頁面就注意到，這種網站

橫幅（banner）還可以自動切換，如同傳統的跑馬燈循環撥放，增加對應到使用者

興趣的機率（見【圖 3-7】、【圖 3-8】）。 

 和實體店面一樣，網路書店的經營走向多元化，運用本來就進行配送的通路，

與各式廠商合作，販售各種影音商品、文具、百貨等，已經成為趨勢，在台灣網

路書店盛行的滿額免運活動下，消費者的購物動機也隨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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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博客來網路書店首頁的視覺設計 

資料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2014/9/30 瀏覽) 

 

 

【圖 3-8】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首頁的視覺設計常結合公民議題 

資料來源: 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 

http://taaze.tw。(2014/9/30 瀏覽) 

 

（二）日本的電子書和網路書店的走向 

 在日本因為閱讀人口多，電子書進入市場的時間也較早。石橋毅史曾提及電

子書在日本的發展情形，他說： 

 

包括利用電腦與手機閱讀等相關電子媒體，興起於 2000 年前半段，

但主張「紙本書還是書市主力」的「守舊派」勢力依舊強大。因此

2010年為「電子書時代」的說法，絲毫沒有落伍的疑慮，反而促使

http://www.books.com.tw/
http://taaz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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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更積極地面對這種新閱讀型態，思考如何改變經營方針以因應

這股潮流。 

（石橋毅史，2013：67-68） 

 

特別是在手機閱讀方面，日本在手機上網普及後，曾一度大為風行，產生「手機

小說」的類型創作。意即，日本人使用電子設備進行閱讀的習慣也較早開始，由

上述文字可看出紙本書和電子書在日本的發展潮流。 

 現在不僅 Amazon 上面可以直接訂購電子書，各大書店也紛紛耕耘電子書的市

場，甚至在一般的實體書店，也有類似點數卡的電子書銷售，只要將這紙卡拿去

結帳，就能在對應的平台下載電子書，銷售上強調即使是暢銷書也不會有缺貨的

問題（見【圖 3-9】）。 

 

 

【圖 3-9】三省堂書店內放置的電子書籍點數卡  

資料來源:「本が好きだから。by 三省堂書店」Facebook 粉絲團，2014/1/9 

https://www.facebook.com/sanseido.ebook/photos/a.444698472242535.100459.444305488948500/65325

6041386776/?type=1&relevant_count=1。(2014/9/30 瀏覽) 

 

 日本不管是新書店的網站還是二手書的網站，都設計得簡約易讀，比較沒有

運用大量的圖片行銷或主題書展，近年來著重服務升級，如與實體書店結合會員、

電子書銷售、放上二手書實品照片等。 

 另一方面，日本的國立國會圖書館（国立国会図書館）76除了紙本書外，在網

路興起以及關西分館開放的影響下，在 2000 年初檢索的系統「NDL-OPAC」大幅

                                                      
76

 於 1948 年開館，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一丁目 10-1。 

https://www.facebook.com/sanseido.ebook/photos/a.444698472242535.100459.444305488948500/653256041386776/?type=1&relevant_count=1
https://www.facebook.com/sanseido.ebook/photos/a.444698472242535.100459.444305488948500/653256041386776/?type=1&relevant_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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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資料庫開始可利用網路搜尋，使得資料運用的便利性大幅提升。近年來國

立國會圖書館的古書數位化也持續進行中，2014 年 4 月，日本的インプレス R&D

公司（impress R&D）開始販售、印製由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古書印刷事業，嚴

選一部分的書物，是由圖書館所提供古籍電子檔透過 POD（Print on Demand）77的

印刷方式，強調可以提供「即使只有一冊也能在需要時印刷」（欲しい時に一冊か

ら印刷可能）的復刻本印刷，在 Amazon.co.jp、三省堂書店オンデマンド、大日本

印刷「ウェブの書斎」三個網站販售（日沼諭史，2014），在三省堂的神保町本店

也有設置機台可運用。不需要親自前往國會圖書館調閱，也不需要花大量的時間

和金錢去蒐羅古籍、珍本，名家原稿或插圖內容也能閱覽，對於不是志在收藏，

而是希望能運用這些材料的研究者來說，是一項很好的服務。 

 

 

 

 

 

 

 

 

 

 

 

 

 

 

 

 

 

 

 

 

                                                      
77

 一般稱之為「隨需印刷」，是將具有高階列印的品質的電子檔，依照隨需求決定印量的一種方式，

一般用於少量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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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時代對二手書業的影響 

 

一、網路時代對溫羅汀二手書業的影響和經營型態轉型 

 

（一）網路時代對溫羅汀二手書業的影響 

 在光華商場開始因為改建等政策、囿於空間大小限制以及產業變遷而呈現沒

落的情形，部分書店選擇遷出，部分則開始以新模式展開營運，最關鍵也最值得

注意的一點即是網路的興起。 

 2000 年前後，網路的普及造就了另一波二手書店革命，誠如傅月庵於〈二手

書之戀〉一文所云： 

 

事實上，這股二手書店熱，新世紀之初，便已開始在醞釀。原因很

多，先是網路出現，讓原本以「資訊不對稱」為獲利根源的舊書行

業，很弔詭地由於資訊迅速交流，擴大了參與族群，一下子起死回

生了。這些人談版本，找「古本」，交換心得，甚至串連訪書，構成

了這一波二手書熱的中堅支柱，許多人甚至親自下海經營起網路或

實體二手書店了。 

（傅月庵，2009） 

 

網路大幅降低了人們對二手書認知的門檻，以前不方便向店家詢問的問題，還有

關於書籍的版本，使得許多愛書人能在網路上交換訊息、提供情報，甚至交起朋

友了。在當時「遠流博識網」中的「聊齋」、「珍品交流道」等討論區78有許多愛書

人談新舊書，無所不聊，這些討論串也大大啟蒙了一些後來的投入者，受訪者石

芳瑜說： 

 

比較大的變化在茉莉進駐地下室那間79，那時候我就有去了，也認識

了魚頭[傅月庵]，那時他們有做一個遠流博識網，很多人在那邊討

論舊書和書的版本等等，我會看看他們的討論。也因為認識一些懂

                                                      
78

 傅月庵 2004 年任職於遠流時，曾主持「遠流博識網」〈聊齋〉、〈珍品交流道〉等討論區，談新

舊書。http://www.ylib.com/class/topic/default.asp?object=gossip、

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default.asp?object=bid。(2014/3/31 瀏覽) 
79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24 巷 13 號 B1，原為台大店，後改為影音館，影音館於 2014 年 12

月再次搬遷。 

http://www.ylib.com/class/topic/default.asp?object=gossip
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default.asp?object=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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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朋友，像是陳建銘等等，聽他們談起一些書店，使我開始會想

去逛逛那些書店。 

（石芳瑜） 

 

 當時許多業餘賣家先從網路拍賣開始經營自己的二手書店，經營出口碑以及

成功累積資本後，部分店家選擇進一步以實體書店的方式拓展規模經營。以溫羅

汀地區來說，「布拉格書店」、「雅博客」和「書寶二手書店」都是這樣的例子。 

 趙佳誼（筆名：銀色快手）曾在 2006 年間先於網路拍賣經營二手書拍賣「銀

碗盛雪書房」，販售自己的一些藏書，於 2010 年進一步於台北師大商圈的泰順街

開起實體書店「布拉格書店」，經營一年後歇業，2013 年至今在桃園經營「荒野夢

二」二手書店。「書寶二手書店」的創辦人王懷蜀於 2007 先是自己在網路上販售

自己的書籍，發現了其中的商機，意外轉行，一開始專業知識的經驗不足，他想

到可以利用市場制定價格，以一元起標的方式，讓書客淘寶，也讓有市場價值的

書能夠透過下標次數衝高價錢，到達市場價。書寶每月於網路拍賣平台上架一萬

至兩萬冊書籍，在成功累積評價跟資本之後，2010 年成立於現址的實體書店。 

 對經營者而言，實體二手書店的經營也受到網路的影響，透過網路檢索，二

手書店的資訊變得公開透明。特別是收書、賣書的作業方式都面臨改變，「收書」

在二手書店的經營裡是重要的一個環節，經過傳統經營邁向網路時代的階段，收

書體系有了明顯的轉變。80 

 從早期透過舊貨商和資源回收中心為主，店家多以發傳單或在店門口掛布條

的方式廣告收書，網路讓許多賣書的個體戶透過網路資訊，在網路上留言詢問或

是因此打電話詢問，慢慢演變成由出清書籍的個人或單位向店家直接接洽為主，

舊貨商和資源回收中心為輔。這個狀況反映出傳播方式的改變，傳統的口耳相傳、

名片、電話聯繫等方式擴散成網路宣傳，也可以透過網路向店家詢問收書事宜或

登記收書資料等。近年來店家利用電腦建檔，在登記資料或記帳方面有邁向無紙

化的趨勢，透過網路的銷售、拍賣，使得書籍的檔案管理變得更容易了，各個環

節的效率得以提升。二手書業的經營也漸漸脫離以往昏暗雜亂的刻板印象，往明

亮整齊的模式去。 

 對顧客而言，網路讓二手書販售不再只限於實體店面，可以先透過搜尋，再

決定是否要出門去二手書店找尋需要的書籍，這對於具備網路查詢能力的新生代

跟中生代，提供了另一個方式，進而改變了他們的消費習慣。 

                                                      
80

 見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頁 183-185 所提的「分

散再結構的舊書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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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灣大部分的二手書店並無全數公布其庫存於網路上，因為若需要全數

上網，會面臨到全部書籍的建檔、價格制定和庫存管理等問題，故許多書店會選

擇部分放在網路拍賣，部分在實體店面販售。受訪者謝之馨現任職茉莉二手書店

高雄的店長，對於現在二手書店的銷售觀察，她認為： 

 

二手書店可以實體店面為主，虛擬網路銷售為輔；但現今也有不少

二手書店是以相反的模式來經營。網路對於二手書店的幫助就是可

以增加銷售的管道，除了實體書店本身所在的位置，還可以透過網

路進行無遠弗屆的銷售。侷限就是[就我個人的觀察]，幾乎沒有任

何二手書店可以兩者兼顧地很好，比如說以實體店面為主的二手書

店，大都只能挑一部份[而非全面]的產品到網路上販售。而網路銷

售做得好的，通常店面經營就較差。因為店面和網路是兩種銷售管

道，兩邊都需要投入人力，往往無法兼顧。 

（謝之馨） 

 

 網路改變了二手書業的經營方式，也產生了一些衝擊，例如個人網路拍賣書

籍使二手書業書源一時減少、客群分散、書價脫序等。 

 雖然網路的確能使二手書店的曝光度提高，但另一方面，網路拍賣平台的興

起，也使得個人網路拍賣的風潮出現。網路使得自行販售變得簡單容易，當時的

拍賣網站蔚為潮流，幾乎無所不賣，不管是為了搬家還是個人出清的理由，只需

要填妥基本的資料、訂好起標價、上傳照片、描述物品狀態，很容易就能學會操

作，這讓二手書店的書源一時之間受到衝擊，受訪者謝之馨說： 

 

二手書的主要來源大多是向一般民眾收購，而網路拍賣的盛行以及

簡單的辦理手續，讓不少有意願賣書的人選擇在網路拍賣的網站直

接出售，不用再像早期必須經由二手書店出售書，在不透過中介方

的情況下，書賣出的價位相對的又比以往的高價，因此造就願意把

書賣給二手書商的人也相對的減少。 

（謝之馨） 

 

這樣的個人拍賣二手書現象在近年來網路拍賣調整平台機制，開始收取刊登上架

費用和成交後產生的交易手續費用之後才逐漸下降，加上自己拍賣需要負責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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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如回答書況、對帳、包裝寄出等繁瑣過程，才陸續又回歸到將書籍販售

給二手書店或是使用像是 TAAZE 網路書店的二手書代售服務等。 

 網路販售也改變了部分顧客對實體二手書店的消費習慣，對於部分顧客來說，

網路的搜尋功能讓購物成為一種直覺性的過程，當滿足購買某本書的需求，這一

需求就已經完成，至於是在哪間二手書店買的，則不那麼在乎，造成了一種「客

群分散」的現象，受訪者謝之馨說： 

 

因為網路購書省時省力，只要讀者有明確的目標，不需再浪費時間

在二手書店中尋找所需要購買的書。再來是網路上的價格透明，購

書者議價空間大，可以選擇最便宜的價格來購買，不像傳統實體二

手書店比價困難，因而造成客群的流失。 

（謝之馨） 

 

 消費型態的改變較不受衝擊的是珍本的市場，面對消費型態的改變，古今書

廊的賴進義認為「未來舊書店的趨勢是有收藏價值的珍本、古董書，這一類型的

書不會被網路取代。」（夢田文創策畫製作，2014：26） 

 網路所帶來的便捷也不全然是好的影響，特別是出現書價脫序的情形。傅月

庵在其著作《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裡寫了舊書入門二十問，這本 2003 年出版的

書籍適逢台灣網路迅速發展時期，其中的第十九問為「網路出現，對於舊書店跟

讀者，到底是好是壞？」，如今看來倒像是預言了現在的發展，他說： 

 

舊書店若有網站，服務範圍無形擴大，增加客源即增加出售機會，

對其營收生存，自然有幫助；就顧客而言，透過網路討論、資訊交

流，凝聚社群共識，交換購書經驗、書店訊息、收藏樂趣，回饋實

體世界，自然增加「舊書市場」多元發展的可能。……網路拍賣機

制，自然有助於提高蒐藏舊書的機會與樂趣，最終卻也可能造成以

「決標價錢」論書籍好壞的偏頗結果，或藉由炒作、哄抬，討至市

場紊亂，書價脫序，到頭來，反而不美了。 

（傅月庵，20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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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言，的確是目前台灣的二手書市場型態，網路使得各家書店的曝光率大大

提高，在拍賣市場也屢創傳奇，81甚至有部分珍本及早期絕版 CD 吸引海外人士競

標，文學書如董橋、黃碧雲、夏宇的書籍，字畫如渡海三家82等，都非常熱門，CD

以早期無 IFPI 碼83的版本，還有知名歌手早期在寶麗金唱片、波麗佳音、點將唱

片、飛碟唱片、滾石唱片等發行的專輯最為熱門。84
 

 其中以中國、香港的收藏者為多，市場更加流通後，價高者得，這股蒐藏熱

讓許多人趨之若騖，也有見其價而望之興嘆者。部分愛書人對於書籍市場價加以

追蹤，如府城舊冊店所出版的《藏書之愛》季刊中有將部分高價網拍書加以記錄

的「文學書『網路交易』現況」的紀錄。85書價脫序的情況，反映出該品項的熱門

程度，但隨之也傳出有部分店家有惡意炒作、哄抬價格之嫌的行為，已非對書籍

和知識的尊重，對愛書人來說並不樂見此情形。 

 部分書價的高漲，是一體兩面的，在書市平均黯淡的現在，能有珍本的市場

撐起二手書店營業額的部分，對店家而言是值得經營的，對愛書人而言，若是能

接受這樣的價錢，購得自己珍愛的書籍，也是雙贏的，唯不希望在競標的過程中，

遭受哄抬蒙騙而已。但不可否認，網路開拓的市場尚在發展中，受訪者傅月庵對

於網路市場的發展看法如下： 

 

網路對於舊書的訊息交換跟對於舊書這個物件的傳播是更加地擴大，

像是我們去孔夫子網86拍一本書，馬上就寄過來啦，或是辦舊書義賣，

透過微博87宣傳，馬上就很多大陸的朋友來看，孔夫子網大概 2007、

2008年時就蠻熱門了，現在香港和台灣文史方面的書和一些特殊的

畫冊在網路上都很受大陸人的歡迎。 

（傅月庵） 

 

                                                      
81

 如周夢蝶早期的詩集和夏宇詩集《備忘錄》等。 
82

 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 
83

 IFPI 碼，又稱為 SID 碼（Source Identification Code，來源識別碼），是 IFPI 組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國際唱片業協會）代表全球唱片業的國際組織所制定的一

種辨識正版 CD 的方式，會標示在內圈的地方，台灣大概 1980 年代末期才開始使用，早期尚未壓

字的版本就成為珍稀的版本了。 
84

 根據筆者過去從業經驗。 
85

 此處使用雙引號符合原出處。 
86

 孔夫子舊書網(www.kongfz.com)創立於 2002 年，是近年來具有很大規模的中文舊書網。 
87

 新浪微博（Weibo／Sina Weibo），是一個由新浪網推出，提供微博客的服務網站，於 2009 年問

世。新浪微博類似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混合體，用戶可以通過網頁、WAP 頁面、外部程序和手

機簡訊、彩信等發布 140 漢字（280 字元）以內的信息，並可上傳圖片和連結影片，即時分享。 

http://www.kongf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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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運用更廣大的市場，將衝擊化為轉機，尚值得觀察。當時有部分傳統模式的

店面受到考驗，鍾芳玲曾這樣形容一些外國的特色個性書店：「但是一些有特色的

個性書店卻因科技與經濟結構的轉變而逐漸凋零，我們若不想與它們失之交臂，

應該得及早行動。」（鍾芳玲，2013：12），用來形容當時的一些選擇關門的店家，

似乎也可適用。 

 

（二）溫羅汀二手書業經營型態的改變 

 「城市裡人潮洶湧，流動的卻是萬千寂寞的人。……城市人，全部都是消費

人，他們在消費生活中找到新生的救贖。」（詹宏志，1989：161），透過消費書

籍，人們除了物質上的獲得，也有心靈上的滿足感，這個行為具有建立自我價值

和認同的成分在，呈現消費者的品味和文化。 

 由朱薏芷的研究，可以看出二手書的市場變動，業者調整經營的方式如下： 

 

二手書店的型態變得更加多元，進而吸引不同特質的消費者進入二

手書消費領域。台北舊書攤從牯嶺街、光華商場時期的集市型態，

到現在發展成以大學為中心的聚落型分佈；書店經營方式則從過去

毫無風格的經營模式，到現在許多經營者加入創意、美學化的概念，

塑造二手書店獨特的風格，使得二手書店風格朝向「多元化」發展，

也各自吸引不同需求的消費者進入二手書消費領域。 

（朱薏芷，2008：2） 

 

 根據觀察，現在店家的經營主要走向低價多銷與高價精緻化這兩種路線。因

應台灣普遍工時較長，溫羅汀介於師大商圈與公館商圈一帶，師大和公館同時具

有夜市的形式，使得主要消費群的消費時間勢必往後延。以學區而論，位於師大

和台大兩個校園間，學生族群的消費時間也易延至下課後，因此，位於溫羅汀的

二手書店多是從中午開始營業到晚上九點或十點。根據受訪者謝之馨的觀察，消

費族群的主要改變為： 

 

主要是年輕客層、家庭族群增加了，以前主要逛舊書店的人除了一

些教授、老先生等蒐書的愛書人外，大多是非常功能性的，就是專

門去找教科書、參考書或有特定書籍需求的人。 

（謝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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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消費族群不僅只有學生和研究者，販售綜合類的書籍有助於分散經營者

的經營風險。就消費者而言，也讓消費者在購買原本預定尋找的特定商品之餘，

也能挑選其他不在購物計畫內的書籍。本研究就以下幾點探討溫羅汀二手書業在

經營型態的改變：網路拍賣的網站陳設和競價方式、社群網路的宣傳方式、「標籤」

和「訂價」的改變等。 

 

1. 網路拍賣的網站陳設和競價方式 

 目前台灣二手書業者主要集中使用 Yahoo 奇摩拍賣與露天拍賣兩個拍賣平台

販售書籍，少部分另有販售管道，但大多不離前述二者。以溫羅汀地區為例，茉

莉二手書店在早期原先使用的是 ebay 拍賣網站（原網址為 tw.ebay.com，拍賣平台

已於 2006 年結束）和遠流的珍品搜查網─跳蚤書市（目前已結束服務）為主，後

期也曾使用過露天拍賣、PChome Online 商店街（www.pcstore.com.tw），目前以

YAHOO 奇摩拍賣販售較為少見的商品。雅博客二手書店（www.yabook.com.tw）

為自行架設的網站，可直接於網站下單，另以 Yahoo 奇摩拍賣拍賣珍本書籍。書

寶二手書店除了 YAHOO 奇摩拍賣和露天拍賣兩平台之外，還有使用 PChome 

Online 商店街、Yahoo!奇摩超級商城（tw.mall.yahoo.com）、樂天市場

（www.rakuten.com.tw）等網路平台。 

 目前台灣與日本在網路拍賣的方式通常採取兩種方式，一是「直購價販售」，

二是「英式拍賣」（English Auction）方式。直購價販售意即店家定價，出其價者

得，下標即結標。英式拍賣為拍賣物件以競價方式出價，依次遞增，當到達拍賣

截止時間時，出價最高者即為得標者，賣家可選擇是否設下底標，若設有底標的

商品未達底標，物件則不出售。 

 

2. 社群網路的宣傳方式 

 社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s）的宣傳方式和國情文化差異有關，台

灣初期除了官方網站外，有的業者會陳設部落格、新聞台等以供追蹤，讀者可以

瀏覽頁面，以留言的方式交流，噗浪（Plurk）於 2008 年創設，是一個微網誌社群

網站，呈現在時間軸上張貼記事的方式，也是以版主和追蹤者留言交流。社群網

站 Facebook（台灣多稱臉書或簡稱 FB）於 2004 年創立，之後陸續推廣至全球，

台灣因為使用者眾，使得店家多採取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方式，為自己的店創造

一個專頁，有興趣的使用者即可以透過「讚」（like）粉絲專頁的方式，成為其粉

絲，進而追蹤店家張貼的各種貼文訊息。目前台灣的二手書業者多有自己的官方

http://www.pcstore.com.tw/
http://www.yabook.com.tw/main/modules/MySpace/Home.php
https://tw.mall.yahoo.com/
https://www.rakut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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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可利用如留言板方式的貼文、舉辦活動、上傳相片、私下訊息等方式

和粉絲進行互動，宣傳即時的消息。 

 受訪者謝之馨認為社群網站對於二手書店的經營三點助益： 

 

一是行銷對象明確，行銷活動可以針對各種族群發布行銷訊息，現

在的社群網站有各種工具讓企業主使用，可以明定自己的行銷活動

要針對甚麼族群，也可透過系統分析立即得知行銷訊息所得到的效

用。二是可建立風格，另外可以經由一些跟商品行銷沒有直接關係

的周邊文章(例如藝文訊息、書店工作甘苦談...等)經營書店風格，

建立書店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三是能與顧客直接互動：透過社群

網站可直接跟顧客互動，得到最直接的意見與反饋，縮短了經營者

與顧客之間的距離。 

（謝之馨） 

 

3.從「標籤」和「訂價」的改變看二手書店的經營轉型 

 從「標籤」來看二手書店經營的轉變也是一種角度，最早期的舊書店，書籍

幾乎沒有分類，也沒有標籤，往往是拿了書籍向老闆詢價，依老闆說了算，拿多

了，或許還有議價的空間。之後開始有以鉛筆或原子筆在書的蝴蝶頁、版權頁、

封底等易辨識的空白處註記價錢的方式，省去了客人逐一詢問價錢的工夫，但以

書來講，有的紙薄，日後擦去鉛筆的痕跡有不慎擦破的疑慮，筆勁用力，則難以

擦乾淨，更不用說原子筆，寫下的同時就如古代皇帝鑑藏寶時蓋下的私章一樣，

對那本書是永遠留下紀錄了，有時也會有因此撕去那頁或以立可白掩飾等再次破

壞的行為。對店家而言，這樣的標價方式有時也會被有心人士利用，竄改、塗抹

價錢造成虧損，也有為了防範這種行為而產生的方法，例如在標價上的註記動點

手腳，像是加上進位的逗點，或是自創的密碼等方式。 

 標籤現在主要採兩種方式，一是運用零售業的常用的打標機的傳統標籤，二

是結合了電腦系統，列印條碼標籤。打標機通常分為單排或雙排，依據店家的需

求，有「價」、「售」、「$」、「品」、「元」等常用國字和制定價錢的數字，標籤紙可

以是空白或是客製的，客製的標籤紙一般會打上自己的店名或簡寫等等，數字方

面，除了價錢以外，多是方便於店家自我註記、管理之用，例如標價的日期、書

籍的分類、書籍共幾本等等，客人看久了，也往往心領神會（見【圖 3-10】、【圖

3-11】）。打標機成本便宜，貴在打印的墨球、標籤紙等消耗品，二手書店內的書來

來去去，遇到滯銷的書也常會定期改價，用量頗大。條碼標籤紙則需搭配電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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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才能產生編碼，整體的運作需要包含系統、標籤機、標籤紙還有讀取的條碼

掃描器等，成本相較昂貴許多，通常是發展到一定程度，有心管理庫存、查詢庫

存的業者才會使用（見【圖 3-12】、【圖 3-13】）。 

 

 

【圖 3-10】使用打標機的店家常見的傳統標籤範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1】溫羅汀使用打標機的店家的傳統標籤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圖 3-12】使用標籤機的店家常見的條碼標籤範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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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溫羅汀使用標籤機的店家的條碼標籤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二手書店的「訂價」雖和書籍原本的定價也有關，但在二手書店裡，則是由

經營者訂──「舊書店標價舊書是一種技能，憑的是經驗和感覺，所標價格也就

帶上店家的個性。」（李長聲，2013）顧客可由訂價間接窺探此書店的書店主人之

功力深淺，換言之，店家的經驗累積相當重要。 

 另一方面，舊書店的標價也反映出書籍的文化意義： 

 

舊書店除了回應眾多藏書人的戀物情節，另一方面，還有著還原出

版書籍其價值本然的場域特性。綜觀目前新書店架上，動輒兩百五

十元以上的亮麗新書，在幾十年後來到舊書店時，從設計、內容乃

至於文化意義，都成為衡量價格的指標。 

（陳韋臻，2010） 

 

舊書的標價會影響書客對書店的觀感。對懂書的顧客而言，店家標價太便宜，容

易被認為是門外漢而文人相輕，但揀到這種漏網之魚卻又是書客心中一大樂事，

遇到標價過低時，多半買下，不太聲張；店家標價太貴時，容易被視為哄抬價錢，

總多了點銅臭味。近年來，一般的二手書在二手書店裡最安全的訂價即落在 4 折

到 5 折間，被稱為「五折定律」88了。 

 

 

 

 

 

                                                      
88

 有關「五折定律」的交易定律，可參考見李志銘（2005）《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

場 1945-2005》。頁 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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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改變，整理溫羅汀之二手書店經營型態現況如下： 

 

                                                      
89

 2002 年於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24 巷 13 號地下一樓，成立在溫羅汀的第一間店面，2006 年於台

北羅斯福 3 段 244 巷 10 弄 17 號成立茉莉台大店，24 巷原店面改為影音館。2014 年 4 月台大店遷

至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40 巷 2 號一樓，2014 年 11 月影音館遷至 244 巷原台大店舊址。 

店名 成立時間 書籍特色 店面型態 網路販售 

公館舊書城 1960 綜合 傳統 無 

古今書廊 

(博雅館、人文館) 

1960 開業 

1981 後於溫

羅汀 

綜合，文史哲 偏傳統 有 

華欣書店 1991 年左右 

師大一店 

師大二店 

綜合 新型態 有 

小高的店 1995 年左右 二手書、二手 CD

黑膠 

偏傳統 有 

雅舍二手書店 1995 年左右 綜合 偏傳統 有 

茉莉二手書店 2002 第一間

店面於溫羅

汀89
 

師大店 2004 

台大店 2006 

影音館 

思源店 2010 

綜合 新型態 

大坪數 

有 

舊香居師大店 1972「日聖

書店」開業 

2003 年左右

於溫羅汀 

文史哲、珍本 偏傳統 

多講座 

有 

竹軒二手書店 2005 年左右 綜合 偏傳統 有 

蠹行古書店 2008 珍本 偏傳統 

含古董家具 

單店無， 

隸屬「再

生.com」 

雅博客二手書店 2008 綜合 新型態 有 

愛閱二手書坊 2010 綜合 身心障礙者 

協力工作 

有 

書寶二手書店 2010 綜合 新型態 有 

胡思二手書店 

公館店 

2010 綜合 新型態 

多講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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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溫羅汀之二手書店經營型態現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體而言，溫羅汀的二手書店以販售綜合類書籍居多，店面型態多已轉型，後期

成立的店面多為新型態，並常結合講座活動，發揮店面空間和影響力，大部分的

店家都有利用網路進行販售。 

 

二、網路時代對神保町二手書業的影響和經營型態轉型 

 

（一）網路時代對神保町二手書業的影響 

 日本在網路時代同樣也經歷過個人書籍拋售的風潮，90其餘像是書籍消息的來

源以及透過網路的方式購入書籍形成主流的情形也是有的（紀田順一郎，2004：

231）。這使得當時一些舊書店面臨轉型的問題。 

 永江朗（2001：66）指出，回收型（リサイクル-recycle）的二手書店的出現，

連鎖的新古書店對原有的古本屋造成衝擊，瓜分了新古書的市場。另外，他也認

為「網路的普及也進一步的促成二手書店的開業，現在開業將不再是夢。」91，在

1980 年代曾有一股為了自我實現開業的風潮，可能是曾在老字號店面修習過，也

有為了自己興趣的，無論如何都想自己開業，當時形成所謂的「一坪店面」風潮，

網路讓開業門檻大幅降低，更加劇這樣的現象，成為舊書店跟新古書店以及新的

舊書店的戰國時代。 

 關於網路的開業，永江朗（2001：67）是這麼說的： 

 

この自己実現としての古本屋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によって

さらに敷居が低くなった。オンライン古本屋だ。店舗はインター

ネットのなかのホームページ。在庫目録を Webで公開して、メー

                                                      
90

 透過口頭採訪位於神保町的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和五萬堂書店店主明石健求證。 
91

 原文為「さらに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によって、古本屋を開業するのも今や夢ではない。」 

永樂座 2011 新書、二手書 新型態 

多講座 

有 

博思維二手書 2012 綜合 新型態 有 

公共冊所 2013 新書、二手書 新型態 

多講座 

有 

總書記二手書店 2013 文史哲、珍本 偏傳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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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で注文を受ける。基本的には従来もあった目録専門の無店舗古

本屋と同じだが、紙の目録を発行して郵送するより、はるかにコ

ストは安くすむ。Webは毎日でも目録内容を更新できるし、検索機

能を持たせることもできる。メールマガジンを配信すれば、客が

来るのを待つだけでなく、客に向けて情報発信することもできる。 

 

﹝譯文﹞這種為了自我實現的二手書店，因為網路的普及使得門檻

降低，成了網路二手書店。店鋪在網路中的網頁，將庫存公開，使

用郵件接受訂購，基本上和傳統的無店鋪二手書店一樣，只是比起

紙本目錄的寄送，成本更加便宜。網頁每天都可以更新，也可以使

用檢索功能。也可以及時使用發送電子報等通訊，不只被動的等客

人上門，而是向客戶發送情報的事也成為可能。 

 

網路降低了開業的多重門檻，使得書店經營的部分的環節變得更迅速，由傳統的

紙本目錄轉為網路公開資訊。 

 Amazon 和 BOOK OFF 等大型通路使得地方性的書店受到巨大衝擊，最顯著

的例子為凡是由 Amazon 進行販售、配送的商品，註記「一般配送免費」（通常配

送無料）者全國一律免運費，Amazon 還提供「點數折扣」等方式，擄獲許多消費

者的心，幾乎使得 Amazon 成為購物網站首選，擴張市占率的野心相當明顯，但日

本原先「再販制度」（再販売価格維持）所保護的一般書店，受到這個方式所帶來

的相當的衝擊，紛紛提出抗議，實體書本閱讀率下降加上 Amazon 的意圖壟斷，全

國的實體書店數比起十年前，已減少 5000 餘間（王鼎棫，2014）。 

 網路資訊太過透明也造成一些現象，河野真的訪談〈世界一の古書店街・神

保町にも変化の兆し！ネット時代に進化する古本ビジネス〉中提到了這些現

象： 

 

皆さんご存知の通り、本の売上げは全体として減少しています。

その余波は古本業界にも来ており、大手の通販サイトが販売する

古本は、物によっては 1円より購入できるため、価格競争ばかり

に目が向けられています。そうした現象を解消する方法はないか

と数年前から考え始めていたのです。 

（無名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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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誠如大家所知，書的整體銷售正在逐漸減少，這餘波也來

到了古本業界，在大型的銷售網站上販售的古本，甚至只需花 1 元

就可以購入，顯示出這已不僅僅是價格競爭的問題，我從好幾年前

就覺得沒有辦法解決這種現象了。 

 

這指的即是在日本 Amazon 的二手書販售現象，賠本生意依然有人做，有許多是店

家為了清庫存或是太多人販售，直接以 1 元賤價出售，因為可以輕易的利用網路

搜尋、比價，消費者往往只需要負擔運費跟轉帳手續費即可。地方書店除了負擔

庫存而產生的成本外，這樣的售價也無法回收當時購入的成本，只能期望在別的

書籍銷售上可以分攤。 

 在當時的神保町，部分無法轉型的老店也面臨經營危機，選擇歇業，但在此

時期，新型態的店面也不斷出現，促成店面的更新。 

 

（二）神保町二手書業經營型態的改變 

 在地方宣傳上，近年來為了有效地向全國宣傳，像是神田古書聯盟這些原本

是由傳統通信、宣傳單發布訊息的組織，也轉向成立官方導覽網站92、官方服務中

心93。官方導覽網站「BOOK TOWN じんぼう」為神保町神田古書店連盟的官方

公開網站，旨在建立「世界第一書街以神田神保町為舞台的網路上的綜合服務中

心」（世界一の本の街、神田神保町を舞台にした「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総合書籍

案内所」です），94提供活動的情報、店家的資訊、書籍的檢索等，也有相關訪談

和史料的照片，不僅有利國人查詢，也有助於外國人在前往之前，得以先行準備。

官方服務中心「本と街の案内所」則是設立於神保町的實體服務中心，也提供綜

合的相關情報、地圖索取、觸控式的液晶螢幕和電腦可使用（見【圖 3-14】，在這

個場所內也會不定期舉辦展覽、演奏會、落語會等表演。95 

 

                                                      
92

 「BOOK TOWN じんぼう」：http://jimbou.info/。(2014/3/31 瀏覽) 
93

 於 2009 年在神保町成立實體的服務處，可見《神田神保町古書街 2009》（東京：每日新聞社，

2008 年 12 月），內有詳細的介紹。神田神保町古本街の『本と街の案内所』官方網站： 

http://go-jimbou.info/annaijo/。(2014/3/31 瀏覽) 
94

 「BOOK TOWN じんぼう」中的〈このサイトについて〉： 

http://jimbou.info/about/index.html。(2014/10/1 瀏覽) 
95

 「本と街の案内所」中的〈「本と街の案内所」とは〉： 

http://go-jimbou.info/annaijo/?page_id=63。(2014/10/1 瀏覽) 

http://jimbou.info/
http://go-jimbou.info/annaijo/
http://jimbou.info/about/index.html
http://go-jimbou.info/annaijo/?page_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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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官方服務中心「本と街の案内所」內的景象  

資料來源:「本と街の案内所」中的「案内所の写真」，2008/8/28。 

http://go-jimbou.info/annaijo/?page_id=2。(2014/9/30 瀏覽) 

 

 日本的二手書市場，也因為網路而改變了銷售方式和市場價格。受訪者藤下

真潮認為網路對古書業的影響如下： 

  

インターネットによって書店間の情報共有は促進された。とくに

古書の相場情報が簡単に入手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まで地域に

よってかなり差のあった相場の平準化が進んだ。 

（藤下真潮） 

 

﹝譯文﹞網路促進了書店間共同情報的交換流通，特別是關於古書

的市場訊息，變得可以容易得知。讓一直以來有所差異的市場價格

漸漸趨於平均。  

 

書店之間的情報流通變得快速，特別是以往較為封閉的古書市場，往往依店家自

行決定價格，但因為網路的出現，使得市場的價格逐漸趨於平均。 

 這些現象促成了店家在經營型態的改變，池谷伊佐夫（2006：195）曾提到 2000

年初的店家經營型態： 

 

大多古書店老闆都認為，要百分之百仰靠店面維持生計肯定是困難

的。由店面發展出來的網路售書、兼具宣傳效果的自印目錄，以及

加入公會進而參加即賣會，都是不錯的方法。店頭販售、自印目錄、

http://go-jimbou.info/annaijo/?page_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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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賣會、網路售書等，都是舊書店可以自由選擇的經營型態，許多

舊書店都是同時並行的。 

 

說明在成書的 2004 年，在「自印目錄」、「即賣會」的銷售方式以外，「網路售書」

已成為店家發展的一個項目，多重經營的型態已經很普遍。本研究就以下幾點探

討神保町二手書業在經營型態的轉變：網路販售情形和目錄的轉變、社群網路的

宣傳方式、「標籤」和「訂價」的改變等。 

 

1. 網路販售情形和目錄的轉變 

 根據受訪者神保町的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表示，日本的二手書業目前使

用網路販售的方式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ネット販売は大きく分けて 

１：自社ＨＰ 

２：Amazon 

３：ヤフーオークション 

４：日本の古本屋（http://www.kosho.or.jp/servlet/top） 

の４つの方式を使い分けております。 

お店によってどれを使っているかはそれぞれ違います96 

 

﹝譯文﹞網路販售方式大致上分為 

1.店面自行架設的網站 

2.日本 Amazon 

3.日本 Yahoo 拍賣 

4.日本的古本屋網站 

依照各店使用情形不同。 

 

日本業者大多在自己的網站上有較多的商品販售，再以其他平台作為輔助，會選

擇較易販售的商品上網販售。97網路拍賣則用於較有增值價值的書籍，但神保町的

店家通常還是以其專業，直接定價者較多。 

                                                      
96

 於 2013/10/21 求證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 
97

 透過信件採訪位於神保町的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和五萬堂書店店主明石健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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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興起的這段時期，透過紙本目錄或網路目錄可預先瀏覽的的方式，吸

引更多人加入這塊市場。神保町的店面收益比例逐漸產生改變，依各店的專業以

及坪數大小，店的實體販售、網路販售、自印目錄、「即賣會」等比例漸漸產生改

變（2006：196）。神保町除了店面販售外，因為每間店家的定位明確、專業程度

高，深受全國大部分的愛書人信任，因此郵購的方式很常見，早期主要透過紙本

目錄的方式，現在依然有部分店家使用（見【圖 3-15】、【圖 3-16】），但通常和網

路的目錄並用（見【圖 3-17】）。 

 

 
【圖 3-15】神保町店家的紙本目錄 

資料來源:2013/10/25 由神保町けやき書店店主佐古田亮介所提供 

 

【圖 3-16】神保町店家的紙本目錄內所附的訂購用明信片 

資料來源:2013/10/25 由神保町けやき書店店主佐古田亮介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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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神保町店家的網路版本目錄 

資料來源:神保町けやき書店 2014 神田古本祭特選古書即賣展目錄， 

http://keyaki.jimbou.net/catalog/images/products/2014tokusetu.pdf。(2014/10/20 瀏覽) 

 

 池谷伊佐夫（2006）曾訪談了當時進駐神保町不久、風格較為創新的 12 家舊

書店，根據調查顯示的結果（見【圖 3-18】），可以看出若有以店面販售的店家，

網路售書的比例已在成長，甚至其中的 A、E、H、L 四例，網路銷售的比例已成

為該店的營業重點。 

 筆者在 2013 年實地訪談神保町的店家，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和五萬堂書

店店主明石健即表示網路銷售的情況有急遽增加的趨勢，例如くだん書房的販售

比例為「店面佔 30%，網路佔 70%」，五萬堂書店的販售比例為「店面佔 10%，即

賣會佔 25%，古本祭佔 5%，網路佔 60%」，98網路銷售的比例呈現過半的現象，對

於以實體店面起家的他們來說，感受相當深。 

 

                                                      
98

 於 2013/10/25 口頭訪談有表明此現象，實際比例在 2014/8/19 書信訪談中確定所占比重。 

http://keyaki.jimbou.net/catalog/images/products/2014tokuset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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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書蟲》分析實例 

資料來源: 池谷伊佐夫（2006），頁 196。 

 

 對於網路普及後的來客變化，受訪者藤下真潮以自身的經驗表示： 

 

顧客の量の変化に関しては、インターネット普及後に商売を始め

たため当店では不明ですが、他の古書店に聞く限りでは、減少し

たようです。 

当店の顧客の注文方法は電子メールが６割、電話が１割、直接来

店が３割程度です。 

（藤下真潮） 

 

﹝譯文﹞關於網路普及後顧客的變化量，因為本店是在網路普及開

始營業的，99所以不太清楚，但就所耳聞的其他古書店的情形，似乎

是在下降的樣子。本店的顧客有六成透過電子郵件訂購，電話一成，

直接來店大約是三成。 

                                                      
99

 くだん書房於 2002 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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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的神保町的人潮並不多，除了「即賣會」和古本祭，目前販售比例中，網路

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 

 

2. 社群網路的宣傳方式 

 日本人因為較注重其隱私和社交，對於採取實名制且易散布照片的 Facebook

較為排斥，加上本地原有的 SNS 服務行之有年（如 Mixi，Gree，モバゲー等），

使用 Facebook 的人口相對來說不密集，100目前還是以公司或店家較常使用。 

 Twitter（官方中文譯名推特）於 2006 年創辦，使用者的更新不超過 140 個字

元的訊息，這些訊息被稱作推文（Tweet），言簡意賅易閱讀，2008 年於日本廣為

使用，Twitter 可採取匿名、少圖片、簡短文字的隱密方式較受日本人的喜愛，日

本 Twitter 使用者數量為全球第三名，日文是僅次於英文，推文數最多的語言。根

據上述原因，目前日本的二手書業者，主要也採取一個創辦一個店面官方的 Twitter

帳號，用以發布訊息和追蹤者交流（見【圖 3-19】）。 

 

 

【圖 3-19】日本有許多二手書業者運用 Twitter 和顧客交流 

資料來源: 「スーパー源氏神保町店」官方 Twitter  

https://twitter.com/Super_Murasaki。(2014/8/30 瀏覽) 

 

 

                                                      
100

 這個狀況直到 2010 年描述 Facebook 創辦人的電影《社群網戰》（Social Network）上映以及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海嘯後，普遍依賴網路且需要實名搜尋進行聯絡時，Facebook 在日本的使用率才

逐漸上升。 

https://twitter.com/Super_Mur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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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標籤」和「訂價」的改變看二手書店的經營轉型 

 神保町古書店的標籤方式和過往沒有太大區別，除了打標機的標籤外（見【圖

3-20】），多是將標價的短籤放置於包裝好的書中（見【圖 3-21】），或是黏貼在書籍

末頁。還有一幅常見的場景，是將書籍的名稱和冊數寫在字條，有時也會將價錢

寫上，貼在書堆或書綑外，以顯目的方式展現（見【圖 3-22】）。 

 

 

【圖 3-20】神保町店家所使用的傳統標籤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圖 3-21】神保町店家所使用的標籤 

資料來源: 2014/10/24 由神保町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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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神保町店家所使用的外標示字條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3/10/27 

 

 雖然 Amazon 和 BOOK OFF 等新古書店瓜分了很大部分的新古書市場，但神保

町專業取向的古書依然是該地屹立不搖的價值，開過舊書店的日本作家出久根達

郎曾表示「文學書的舊書價格表示作家被需要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瞭解

某時代讀者狀況的線索。」（轉引自李長聲，2013） 

 

 各店的店主依照自己的專業還有書籍的珍貴性訂價──「給舊書標價是店主

的本事，他懂書，也懂市場需求，根據資料性、文化性，稀少性什麼的決定「舊」

的價值。」（李長聲，2007：236）和台灣不同的是，早期的舊書店反而較有議價

的空間，雖然 1940 年代一度採取「公定價格」的政策，但這種依照公式的算法顯

然不符合舊書市場實際的運作方式。李長聲（2013）提到日本舊書店的標價方式： 

 

早年賣舊書，標的是謊價，給顧客留一點討價的餘地。岩波書店不

叫「出版社」叫「書店」，它起初確實是書店，且是舊書店。1913 年

岩波茂雄創業伊始就打破行規，明碼實價，標多少錢賣多少錢，一

開始總得跟顧客吵，哪裡有不許砍價的遊戲規則呢。日本搞戰爭，

推行低物價政策，1940年出檯「公定價格」，按出版年代指定舊書價

格與定價的比率，舊書店不得任意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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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是日本經濟的「泡沫時代」，是日本戰後僅次於 1960

年代後期的經濟高速發展的第二次大發展時期，當時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匯率市場

的波動和大量的投機熱潮等因素，在日本的股票和土地交易都達到高峰，在各項

經濟指標達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也反映在舊書業的標價上： 

 

1980年代後半經濟像泡沫一樣景氣，舊書價高漲，鹿島茂覺得日本

的舊書比外國貴多了，例如芥川龍之介《羅生門》初版本標價 60 萬

日圓，而同時代出版的法國瓦萊里《年輕的命運女神》初版限定本

才 6萬多日圓。究其原因，其一是大學、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填

充圖書館，舊書店抓住商機亂標價。 

（李長聲，2013） 

 

隨著 90 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各行各業的不景氣，舊書業也蒙受影響，市場價格

也逐漸調整到相對應的程度上。 

 

 由上述改變，整理神保町之古書店經營型態現況（見【附錄二】），將 1995 年

以後創業或搬遷至神保町的店面列舉如下： 

 

店名 店面成立時間 書籍特色 網路販售 

＠ワンダー 2001 SF、電影、推理等 有 

愛書館 中川書房 2012 神保町店 綜合 有 

いにしえ文庫 2008 戰前大眾文化  

石田書房 2004 創業 

2006 現址 

電影  

うたたね文庫 2001 心靈學、醫學 有 

恵比寿堂ギャラリー 1999 美術 有 

かげろう文庫 2002 美術 有 

カスミ書房 1996 創業 

2004 現址 

音樂、動畫  

臥遊堂 2006 和本、書道 有 

がらんどう神田神保町店 1985 創業 

2005 現址 

綜合，戰前雜誌等 有 

かわほり堂 2004 近代文學、和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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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んけ書房 2007 絕版漫畫 有 

ギャラリーかわまつ 1976 創業 

2005 現址 

外國版畫、插畫 有 

きゅう睛 2003 近代文學、美術 事務所形式 

不定 

魚山堂書店 1991 創業 

2002 現址 

攝影 有 

キントト文庫 1997 創業 

2005 現址 

風俗、東京、昭和  

くだん書房 2002 漫畫、江戶和本 有 

KEIZO 2004 美術 有 

虔十書林 1990 板橋區蓮

根創業 

2001 神保町 

美術  

古書かんたんむ 1985 創業 

2005 現址 

絕版書、趣味、地

方誌等 

有 

古書すからべ 2003 文學 無店面販售 

有網路販售 

古書たなごころ 2010 SF、偵探小說 有 

五萬堂書店 1997 歷史 有 

軍学堂 2002 近代軍事 有 

澤口書店 小川町本店 2000 創業 

2003 神田店 

綜合 有 

澤口書店 神保町店 2009 絕版漫畫 有 

澤口書店 巖松堂ビル店 2011 綜合、文庫本 有 

書肆ひぐらし 1995 以後 近代文學  

新日本書籍 小売部 SNS 神

保町 

1987 創業 

2005 重新開幕 

綜合 有 

神保町古書モール 2005 綜合(多店共同)  

菅村書店 2003 汽車、鐵道、飛機 有 

通志堂書店 2000 中國關聯書 有 

DiO カルチャービレッジ 2001 開業 

2003 現址 

偶像  

手塚書房 2009 傳統藝能 有 

とかち書房 2002 現址 歷史 有 

鳥海書房 姉妹店 2000 自然科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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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995 年後神保町之古書店經營型態現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神保町近 160 間的古書店中，1995 年後創業或搬遷至神保町的店面大約佔了四

成，實為不小的改變，雖然店面型態幾乎都維持偏傳統的經營方式，也有很多是

長島書店 神保町店 1902 創業 

2003 

歷史 有 

永森書店 2002 古地圖、鄉土史 有 

パージナ 2000 美術設計 有 

BIBLIO ビブリオ 1998 網路創業 

2005 神保町 

運動 有 

ファンタジー 1998 偶像  

風光書房 1990 年代創業 

2000 現址 

文學 有 

富士鷹屋 2001 現址 奇幻、偵探小說 有 

BOOK DASH 2000 創業 

2004 更名 

藝能寫真集等 有 

ブックパワーRBS 2007 運動、格鬥  

文省堂書店 1965 以後 

2007 現址 

偶像、演員寫真 有 

ポスターコレクション 1996 創業 

1999 現址 

偶像海報等  

ボヘミアンズ・ギルド 1920 池袋 

2004 神保町 

美術 有 

magnify 2009 時尚、美術、文化 有 

萬羽軒 2002 藝術、古筆  

みはる書房 2000 傳統藝能  

山猫屋 2003 近代文學、和歌、

漢詩等 

 

遊星堂 1996 漫畫、雜誌 有 

羊頭書房 2000 科幻、偵探 有 

楽水書房 2010 書道 有 

喇嘛舎 1976 創業 

2002 現址 

文學、電影  

ロックオンキング 2004 音樂資料專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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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坪數、合租、事務所等形式營業，但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店家都架設了基本

的網站，並且利用網路進行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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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以場所精神反思二手書店 

  

 作為場所的書店隨著兩地的歷史和文化地景的變遷，也產生了改變。不過，

正如 Norberg-Schulz（1986：17）所言：「場所結構並不是一種固定而永久的狀態。

一般而言場所是會變遷的，有時甚至非常劇烈。不過這並不意味場所精神一定會

改變或喪失。」即使地景因時間流轉而變遷，書店的精神還是有可能會留存下來，

或透過歷史文化的底蘊，激盪出新的精神。 

 城市中的書店往往有許多遊逛者，20 世紀德國思想家 Walter Benjamin（1973）

稱街頭閒晃的人為漫遊者（flâneur），被認為是現代都市人的原型。台北和東京作

為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其中自然有許多外來者在都市空間內穿梭，大都會具有

的高度社會分化讓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101成為常態，使得人在

都市的各場所中感到疏離或親密。 

 Norberg-Schulz（1986：17）認為「場所產生的前提是必須在一段時間裡保存

其認同。」，初在城市生活的人，經過移動和親身的確認，認識越來越多的地標

（landmarks），建構出自己的生活圈。人們以親身經驗，將空間轉換為地方。 

 人和場所的關係，有很大一部分先取決於進入內部時的感受，會受到店面空

間和身體經驗等知覺影響，進一步才會體驗到場所內的文化內涵、象徵意義、社

會價值等概念，經過檢視跟累積做出評價，此為人與空間互動形成的場所感。若

是人透過反覆的造訪，對於此消費空間的商品、氛圍、服務等感到舒適，是一種

「安得其所」的現象。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感跟歸屬感，對這個場所的觀感已形

成自己內心的「地方」。 

 場所是時間和空間交互融合一種展現，店家做為場所，是否順利發揮其應有

的作用、讓顧客感到舒適，隨著時光牽引著記憶。書店若能讓人感受餘裕，成為

讓各式愛書者可以放心遊逛、選購商品的場所，這必然與其塑造的空間有關，這

個空間是店家選擇成為的樣子，書店的風格即是店主的風格，好的空間具有引導

作用，甚至也可以塑造一種聚焦感，結合空間的設計跟能反映出書店精神的，更

能發揮實體書店獨特的精神。轉型或新型態的書店尤其需要吸引顧客上門，並且

不讓顧客覺得「不得其所」，在空間上也帶給顧客不同以往的新感受。 

                                                      
101

 「社會距離」指的是人際關係的接近程度，社會距離相對於區位距離，表示不同的社會群體之

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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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網路購書雖然方便，但是書店不只賣書，它還是一個場所，可能是一個

沙龍，可能是一個可以放鬆的地方，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友善空間」，如何兼顧

書店的特色與維持一定的收益，是每個店主必經的課題。 

 

 第一節 場所精神的建構：建構風格和認同  

  

一、溫羅汀之場所精神建構 

    

（一）店面空間和身體經驗 

 台北二手書業在牯嶺街和光華商場時期，因為多為攤位性質，非獨立的店面，

多是小坪數，因此，在擺設書籍的數量受到空間侷促的限制，也較無法呈現店主

的個人意志。受訪者謝之馨談及 2000 年後台北的二手書業的趨勢時，曾說： 

 

2000年後台北的二手書業有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是多元化、二是精

緻化。多元化是指市場的分眾或特色取向，有些書店集中力量在文

史哲、學術書，有些標榜絕版或古籍、珍本，有些則以外文書、低

價作特色。精緻化則是茉莉、胡思的出現，二手書店開始擺脫一般

傳統舊書店給人陰暗窄仄、燈光昏暗又灰塵多的印象，店面窗明几

淨、舊書經過整理，有結合咖啡輕食等餐飲等。 

（謝之馨） 

 

溫羅汀大部分的二手書店在裝潢和書籍的擺設方式上都不同以往。以胡思二手書

店為例，在 2010 年將天母店搬遷至公館，開起了二樓書店，面向羅斯福路是一大

片玻璃櫥窗，對外頭的行人來說是一面書店風景，對在內的顧客來說，除了天然

的採光外，還可遠眺台大校園和一○一大樓。李志銘（2012：10）曾如此描寫店中

布置： 

 

玻璃展示櫃裡則擺放著幾部歐洲十九世紀摩洛哥皮裝幀珍品書，以

及店主合夥人收藏的百年古董留聲機，三樓則是各國語言書區與童

書繪本，有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等書，搭配柔和暈黃的燈光映

襯下不僅增添了幾許溫馨氣息，更讓整個書店空間備感溫煦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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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裝潢方面，使用木質的地板或書架、整體視覺的呈現上使用暖色調、裝設空調

和廁所、擺設特色燈具或展示小物、擺放供客人使用的桌椅或沙發等，都是店家

希望能帶給顧客親切的一種表現和服務（見【圖 4-1】）。對於胡思二手書店從天

母到公館的轉變，李志銘（2012:14）認為「『胡思』不僅在空間設計上留有較多餘

裕、能讓讀者感到舒適自在，進而營造出一種貼近『書房』的感覺。」 

 

 

【圖 4-1】胡思二手書店公館店的店內空間和燈具 

資料來源: 胡思二手書店 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whosebook/。(2014/10/20 瀏覽) 

 

 在書籍的擺放方式上，也建立起像新書書店一樣的模式，空間經過規劃分區，

再將書籍加以分類上架，使得顧客更容易瀏覽，找到需要的書籍。受訪者謝之馨

認為書籍的上架也和空間的改善有關，她說： 

 

以前舊書店的書櫃是能塞盡量塞，能堆多高就堆多高，也不注重分

類與整理，完全是「書堆當道」。現在是以讓書友、客人找書方便，

逛起來舒服舒適為主，最好能靜下心、坐下來慢慢閱讀、再享用咖

啡或餐點。空間有分區、書籍有分類，空間、走道寬敞，甚至有設

計感、有氛圍，所以現在可說是讓書友、客人有 FU才是王道。 

（謝之馨） 

 

以往舊書店會將書櫃的每一處塞滿，直排放完或許還會橫放，一層書櫃可能放了

兩排書，由於放得太滿，有時顧客抽出一本書，還會掉下幾本來。由於書櫃空間

不足，上不了架的書籍也可能疊在書櫃前，顧客不方便看到擋住的書，要看那書

https://www.facebook.com/whosebook/photos/a.10150656719753952.402865.188673108951/10152548160188952/?type=1&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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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還得歪著頭看，對於銷售多少有影響。102現在由於空間增大，以一般大眾習慣

的新書書店擺放方式加以分類，書籍上架維持在書櫃剛好滿的狀態，櫃位空了再

補書，讓客人方便拿取，甚至在空間上開始注重設計美感，這樣設計感以及店家

所塑造的氛圍，使得「二手書店」一詞在普羅大眾心中的形象慢慢轉變，不再是

狹小、陰暗又布滿灰塵。 

 這樣的改變有一些人認為是由茉莉二手書店所興起的方式，103初在溫羅汀開

業時的台大店因為整齊、明亮又具有設計感，加上採取複合式的經營，兼賣咖啡，

一時之間頗受好評，曾被譽為「二手書店的誠品」，這樣的現象也影響了之後許多

二手書店開店的型態。對於茉莉延伸出的空間模式，受訪者石芳瑜的看法為： 

 

我覺得茉莉它確實是有引領了一個讓書店感覺比較乾淨，而且用會

員制的方式，有一個「二手書店誠品化」的趨勢，以普羅來講是這

樣。這個趨勢不一定是誰先開創，當然也可能是誠品去影響茉莉，

很多事情的因果是互相關聯的，因為誠品其實也創造了一個很重要

的書店文化，影響了書店的經營方式。 

（石芳瑜） 

 

這是實體書店彼此之間的互相影響，書店的經營者綜合了別間書店在空間上的典

範，在身體經驗上由顧客的感受為出發點思考，加以改良實體的空間。書店內的

空間改變是會不斷持續的，例如，2004 年成立的茉莉二手書店師大店，經過 8 年，

在 2012 年重新裝修，以新的工作動線和硬體設備的升級為顧客帶來不同的感受（見

【圖 4-2】）。 

 

                                                      
102

 根據筆者過去從業經驗。 
103

 根據筆者過去從業經驗，有一些客人或同業有如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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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現茉莉二手書店師大店店內空間 

資料來源: 茉莉二手書店官方網站 

http://www.mollie.com.tw/Store_3.asp。(2014/9/30 瀏覽) 

 

 在台灣，因為氣候的因素，地下室往往較為潮濕，也容易產生霉味，書籍的

維護較不容易。但根據筆者觀察，近年來因為店租的成本上漲，許多書店開始往

二樓和地下室遷移。溫羅汀地區的二樓書店有雅舍二手書店、胡思二手書店、博

思維二手書店、愛閱二手書坊、總書記二手書店；往地下室發展的二手書店也不

少，例如溫羅汀地區的茉莉二手書店師大店、華欣二手書店、公共冊所、已歇業

的布拉格書店和永樂座師大店等，都是在地下室發展。為擺脫地下室給人陰暗且

潮濕的意象，經營者透過裝潢和店內空間的規劃，採取明亮的燈光照明並加強書

籍的維護，也能讓顧客不因為地下室而卻步，願意循階梯而下，走入書店（見【圖

4-3】）。 

 

【圖 4-3】重新裝潢的華欣二手書店師大一店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4/10/22 

http://www.mollie.com.tw/Store_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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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格和認同 

 書店的風格包含了店主的個性，而此風格會影響客人初次造訪的第一印象和

整體感受，也是客人是否能融入這個場所，產生認同感的重要因素。 

 受訪者傅月庵表示：「書店的風格就是老闆的性格，個性決定風格。」對單一

店面的非連鎖店家來說，確實如此，無論是店內的裝潢、書籍的特色、待客之道

等，都反映出店主的性格。 

 另一方面，連鎖的二手書店由於各司其職，決定權主要在經營者，各店在風

格上會顯得較為同一。待客服務方面，因為具有一定規模，所以通常處理客人的

各種需求會有既定的模式，較不會以個人喜好應對客人；空間的安排方面，各店

或許因為位置和坪數稍有差異，但除了店內佈置較為不同外，整體給人的感覺會

是相似的。受訪者謝之馨由於身為連鎖二手書店的店長，對其觀察和省思甚深，

她對於書店的風格的看法如下： 

 

維持所謂的「風格」，只要這個風格不是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風格，

那就只能吸引相對少數的人，這些人願意掏出的錢要能維持一間店

長久的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弔詭的是，通常能被普羅大眾接

受的，都不會被稱為是「風格」。由此就可看出維持一間書店的風格

有多困難。 

(謝之馨) 

 

意即，「風格」代表的是一種較為獨特的、與普羅大眾所習慣的模式有所區別的模

式。書店的風格若要符合客人的喜好的話，和多數買書人原先預想的不能相差太

大，因此連鎖二手書店會採取較為成功的範例作參考，以符合大眾喜好的整齊、

明亮和暖色調作為書店裝潢。 

 對於單一店面的非連鎖書店來說，風格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需要長時間的醞

釀和摸索，以及不斷修正而來。永樂座的老闆石芳瑜在 2011 年於溫羅汀開業，幾

經搬遷，談到自己書店的風格變遷，她的看法如下： 

 

我的（永樂座）空間環境一直有在修正，是一直到去年才開始確立

這個風格，像我也有看過草祭（二手書店），草祭的那個風格實在是

無人能敵，因為蔡老闆的空間設計就是他自己弄的，沒有假手他人，

我也去看過時光（二手書店），時光那種老房子的風格也可能很多人

喜歡，創造了一種氣味。……我覺得我們書店也算是一種典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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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以前在咖啡廳樓下，或者是在那邊二樓，它都還是陽春版，我

其實還不太清楚自己要一家怎樣的書店感覺，我通常是照著既有的

空間去擺設，再慢慢調整。那我現在的創造的一種空間感覺比較像

家，就是很溫馨，我一直喜歡淺色調，可能跟別家的色調比較偏深

色不一樣，因為我希望可以營造的不是一種華麗感或是古典感，我

希望是明亮跟舒適，它不會讓人覺得二手書是舊的，店內的感覺其

實就跟我自己的書架一樣。 

（石芳瑜） 

 

上述所提的草祭二手書店位於台南，店主蔡漢忠在老房子開起書店，店內設計由

店主一手包辦，挑高的天井以及竹梯保留了老房子的情懷，整店的光影散發出古

味，也令受訪者石芳瑜造訪之後印象深刻。這種所謂「老房子的氣味」在台北相

當少見，溫羅汀的書店群大多位於現代公寓式的大樓，受訪者石芳瑜開業時也是

一邊摸索，隨著既有的空間調整，她認為除了以大型連鎖方式經營的書店以外，

每間店的風格都是經過店主仔細推敲，才呈現出來的。對受訪者石芳瑜而言，創

造出舒適的空間，以及經過整理的書籍，是店主想帶給客人的感覺，因為本身也

支持一些藝文創作者，在店內空間上，也會有一些櫃位陳列這些合作的商品（見

【圖 4-4】）。 

 

 
【圖 4-4】給人溫馨感受的永樂座二手書店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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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書店漸漸有了「社會意識」，除了想帶給愛書人的感受外，自我的定位

也逐漸浮現，有有反映公民意識的，也有旨在與社區做連結的在地書店。受訪者

石芳瑜在開了書店以後慢慢意識到以書店觀察社會的方式，並重新意識到這種社

會感，她說： 

 

我不是一個對書會非常癡迷，有物戀性格的人，本來覺得自己會朝

著一些懂書的人的那個方向邁進，比較意外的地方是說，突然意識

到自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的時候，開始會注意一些社會議題、時事，

對我來說是頗有意思的。我的社會感一直比較強，但有段時間比較

沒有，可能是在家帶孩子吧，那我從家裡出來工作，讓我重新意識

到這種社會感，你跟社會有一些連結，就有這些權利跟義務，有一

些看法。因為剛好有一個書店這個位子，我覺得可以去關心或表達

一些立場，我們沒有很主動，但也沒有被動過。我想保持這樣關心

的態度，不要那麼淡然，我覺得我的立場不是一個激進的運動者，

但是一個支持者的角度，這是我做書店意外的收穫。 

（石芳瑜） 

 

經過店主的反思，書店的空間可以變成一個反映思想和表達立場的場所，形成書

店風格的的一種。同時，這樣的風格也成為店主本身自我成長的呈現。 

 由上述溫羅汀店家在店面空間上的改變，可以看出店家想帶給顧客「新」的

觀感，不僅是將書籍盡量整理如新，也讓書店整體的觀感像是新書書店一樣。 

 

二、神保町之場所精神建構 

 

（一）店面空間和身體經驗 

 神保町的店面空間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四種形式：一是一樓店面，二是神田

古書中心的大樓攤位店面，三是二樓以上店面，四是事務所型的店面。 

 第一種形式是一樓店面，多聚集於靖國通和白山通兩條主要道路周邊，以一

誠堂書店為例。「一誠堂書店」，被譽為「古書店的名門」，創業於 1903 年，原位

於新瀉長岡市，3 年後移轉至神田，1913 年遷到現在的位置，現在的大樓是在 1931

年完成的，104是二手書業界大樓店鋪的第一家（池谷伊佐夫，2006：107），至今

仍然帶有一種恢宏的器度。 

                                                      
104

 參見「BOOK TOWN じんぼう」的「一誠堂書店」： 

http://jimbou.info/town/ab/ab0016.html。(2014/10/1 瀏覽) 

http://jimbou.info/town/ab/ab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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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誠堂書店的門口兩側擺著一些文庫本（見【圖 4-5】），從店外可看出店內的空間

頗為寬敞，走進店門，可聽見店員輕聲而溫文地對你說「歡迎光臨」。105
 

 

 
【圖 4-5】神保町一誠堂書店的門口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3/10/24 

 

 一誠堂書店分為兩層樓，一樓有國史、國文、民俗、考古、鄉土誌和一些電

影相關的和書，是一般綜合性的書和學術書，書架高聳，但店內相當整齊，容易

瀏覽書目，走動之間不會受到空間的阻礙。一樓鋪設大理石的地板，店面前半靠

近外側的書籍依照分類，後半內側則是工作區，有幾名工作人員，放置於工作區

後的是叢書和全集類書（見【圖 4-6】）。 

 

                                                      
105

 根據筆者的造訪經驗。但也有一說是神保町店家多不主動與客人招呼，多點頭示意，怕打擾客

人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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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神保町一誠堂書店的一樓區域分配圖 

資料來源:改自池谷伊佐夫（2006），頁 107。 

 

 沿著大扶手的階梯走向二樓，彷彿就走進了十八世紀的歐洲書房，往右側一

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西式的古老大掛鐘，而在平台之上有著美術書、畫冊、攝

影集和各種開本的精裝西文古書。二樓另外還有古寫本、古寫經、古地圖和一些

浮世繪等（見【圖 4-7】），西文古董書和日文古書，在這個空間裡，和諧並存，展

現了歷史。 

 對於一誠堂選擇以這樣的空間展示書籍，或許可參考 Norberg-Schulz（1986:17）

所言： 

 

一個場所很顯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 事實上保護和保

存場所精神意謂以新的歷史涵構，將場所本質具體化。 我們也可以

說場所的歷史應該是其「自我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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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誠堂自創業以來維持的基調，以帶有歷史的豐富古書文明，在這個場所內將值

得保存傳承的和書和西文書展示並販售，在這之中，涵構了人與書的歷史，亦是

一種場所精神的自我實現。 

 

 

【圖 4-7】一誠堂書店的二樓店內空間 

資料來源:「BOOK TOWN じんぼう」的「一誠堂書店」 

http://jimbou.info/town/ab/ab0016.html。(2014/10/1 瀏覽) 

 

 第二種形式是神田古書中心的大樓式攤位店面。神田古書中心是一高至 8 樓

的舊書店群，當時其機能性和意義備受矚目（紀田順一郎，2004：131）。地理位

置上從神保町地鐵站 A6 出口出來，在街角左轉直行即可看到一排長長的招牌（見

【圖4-8】）。古書中心的格局大多是一個樓層分成一至二個店面，小而長方的格局，

與台灣昔日光華商場的景象頗為相似。店面多是一至二人兼顧店面，每間各有專

業。 

 在身體經驗上，由於空間頗為狹小，店家除了書架上擺設書籍外，也常在地

上擺放書堆，另外也會運用書架和天花板之間的空間儲放書籍，在結帳櫃檯周遭

疊放尚未處理的書籍或庫存，需要靈活運用各個空間，且能使自己的工作區達到

效益。 

 顧客在瀏覽書籍時需要留意書堆，若店面同時有其他顧客，容易因為走道狹

小而稍有身體上的碰觸（見【圖 4-9】）。因此，這類小型的店面通常不歡迎顧客在

http://jimbou.info/town/ab/ab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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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中進行「立讀」（立ち読み）而佔據走道，106除了在空間上的侷限外，也因為

古書業似乎沒有防盜的相關措施。 

 

\  

【圖 4-8】神田古書中心招牌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3/10/24 

 

 
【圖 4-9】神田古書中心內的中野書店漫畫部 

資料來源: 神保町へ行こう 

http://go-jimbou.info/jimbou_map/spots/show/394。(2014/10/1 瀏覽) 

 

                                                      
106

 見註腳 67。 

http://go-jimbou.info/jimbou_map/spots/show/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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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形式是二樓以上店面，多零星分布於商業大樓內，以けやき書店為例。

二樓以上的店面空間與一樓書店的店面空間沒有很大的差別，會選擇往高樓層發

展，多為了減少店租之故，但因為幾乎每一家都是專業書店，所以還是可以吸引

喜愛該類別的愛書人前往，這類型的書店主要散佈在神保町主要道路的商業大樓

之中。 

 けやき書店位於 6 樓，有電梯可以直接到達該樓層，主要販售近代文學的初

版本和限定本等，具有豐富的「無頼派」107作家的作品。 

 在顧客的身體經驗上，けやき書店也是屬於走道較為狹窄的類型，書架與書

架之間大約只能讓一個人通過。店內書籍很多，書架和平台上都擺滿了書籍（見

【圖 4-10】）。 

 

 

【圖 4-10】けやき書店的店內空間 

資料來源: 改自神保町へ行こう 

http://go-jimbou.info/jimbou_sampo/literature.html。(2014/10/1 瀏覽) 

 

 第四種形式是事務所型的店面，以くだん書房為例。事務所型的店面較不以

店面販售為主，以往多是用目錄郵購，現在多是接受網路訂購。因此店面位置會

距離神保町主要道路靖國通和白山通較遠，坐落於一般大樓和巷弄之間，大樓也

不像主要道路的大樓那麼高，大概都是 5 層樓左右的建築（見【圖 4-11】）。 

                                                      
107

 無賴派（ぶらいは）又稱新戲作派（しんげさくは），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反俗、

反權威、反道德的作家之總稱，並沒有指特定範圍、具體的集團，多指坂口安吾、太宰治、織田作

之助、石川淳、伊藤整、高見順、田中英光、檀一雄等人。坂口安吾反對漢文學與和歌等正統文學，

強調以江戶時期的「洒落本」（しゃれぼん）和「滑稽本」（こっけいぼん）等俗文學為基調，並作

為作品精神的作品。 

http://go-jimbou.info/jimbou_sampo/literature.html


110 
 

  因為並非位於密集區，二樓以上的店面會在店門口擺放宣傳立牌（見【圖

4-12】），以表明此處有店面。くだん書房位於高瀨大樓的 3 樓，是公寓式的大樓，

並沒有電梯，沿著樓梯而上，也有一些同樣是事務所類型的店面位於其中。 

 

 

 

【圖 4-11】事務所型的店面多坐落於一般大樓和巷弄之間 

資料來源: 2014/10/24 由神保町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所提供 

 

 

【圖 4-12】事務所型的店面在店門口擺放宣傳立牌 

資料來源: 2014/10/24 由神保町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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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型的店面通常比第一種和第三種形式的一般店面小，視各店情況和第

二種形式的神田古書中心大小差不多，是一種偏四方型一般公寓的格局。由於空

間大小，會將書籍擺放在各處，除了書架之外，也有疊放在平台和地面上的情形

（見【圖 4-13】）。 

 事務所型店面多是一人經營，這樣的空間方便經營者維護。對於前來店面取

書的顧客，雖然稍微狹小，還是比只有在網路上經營的店面具有便利性，可以節

省書籍寄送的郵資，也可以順道逛逛店內。 

 

 

【圖 4-13】事務所型的店面空間 

資料來源: 2014/10/24 由神保町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所提供 

 

（二）風格和認同 

 由上述神保町的店面空間的回顧，經過網路的變遷，神保町的店家多是在網

頁的更新和販售方式上有所轉變，但在店面空間上，並不特別講究，依然維持著

偏向傳統的形式。這與日本店家的職人（しょくにん）108意識和專業取向有關，他

們普遍認為店家的風格反映在他們所選的書籍上，書籍才是店家的重點。 

                                                      
108

 一般而言，指的是運用自身熟練的技術，以手工方式製作出作品的各種職業的專家，例如陶藝、

木工等，現在泛指具有職人氣質（職人気質），會不斷精進自身的技術和能力，不因金錢和時間等

因素妥協自身意志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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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堂書店的店主明石健認為，能展現古書和古書店的魅力在於「商品的種

類」（品揃え），維持書店困難的地方也是「商品的種類」（品揃え）。109くだん書房

的店主藤下真潮進一步表示對於書店風格維持的困難之處： 

 

店にとって必要な本（専門としての品揃えとして必要なもの）を

常に在庫として維持するにはコストが結構掛かります。 

通常仕入れる際には自分の必要な本だけを仕入れるわけにはいか

ないので、仕入れにも余計な経費がかかります。 

売る際はあまり簡単に売れてしまうと店の在庫が薄くなるので、

多少高めの値段設定しなければならず。 

商品の回転率が下がります。 

（藤下真潮） 

 

﹝譯文﹞對於店家來說，維持必要的書(需要專業的種類) 作為庫存

會需要相當的成本。但是在進貨的時候，不可能只進對自己而言必

要的書，所以在進貨的時候，會有多餘的經費支出。在販售的時候，

如果太簡單就賣掉的話，店內的庫存量就會減少，所以不得不把售

價稍微提高一點。 

（商品的價錢提高的話），商品的流通率就會下降。 

 

這是以書籍為重點並將之作為風格的二手書店經營者的兩難。在《神保町書蟲》

一書作者與業者的訪談中也明確指出「能在神保町生存的關鍵是獨特性、明確的

專業領域、具有特色的專業古書店。」（池谷伊佐夫，2006：200）在這 10 年的變

化過程中，這依然是神保町店家的主要思維。 

 李長聲在著作《居酒屋閒話》中提到，神田一帶的舊書店，雖然每年都有店

面歇業，但也有不少新的店面開業，整體的舊書業的數字幾乎沒有改變，他認為

「逛舊書店，魅力首先並不是便宜，而是想邂逅已從新書店消失了的，彷彿走進

上一個時代。」（李長聲，2007：235）以絕版本、初版本等珍本取向為主的神保町，

其魅力就是來自於各店對於專業的類別的書籍庫存，這些特定的書籍受到愛書人

的喜愛，而產生對店家的信任和認同。 

                                                      
109

 2014/08/19 書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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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書店的專業所產生的認同，使得神保町在街景和店面空間上並沒有相

當大的改變，保有傳統的「古」感。神保町的魅力，說之不盡，更多的是穿梭於

街道巷弄間，那迎面而來的時間感，看著一間又一間的店面以自己的方式，將這

些古書陳列，等待著需要的人，這百餘年的生存之道對於愛書人，就是一道最美

的書店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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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場所精神的反思：以書店圈為中心的人文觀察  

 

 以兩地的書店圈為中心，藉由相同角度，觀察其背後的人文意義，反思其場

所精神的生成及激盪。從「書店與人」到「文化記憶的呈現方式」可以看出人與

私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生成緊密的關係，進而出現在文本之中；「聯盟和地方盛典的

可能」凸顯兩地的文化差異，造成組織活動的方式不同，也可藉此思考互相參考

學習，突破既定模式的窠臼，產生新的可能；「音樂和咖啡環繞的書店圈」是兩地

的共同現象，顯示這三個產業之間相輔相成的效果，也是這兩個城市中特別的文

化地景。 

 

一、溫羅汀書店圈 

 

（一）書店與人 

1.經營者在書店空間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 

 書店是人與書互動的場所，二手書與人的緣分，既難得，又不可思議。一間

書店是否能產生其意義，天時地利之外，人也是關鍵。 

 經營者需要注重空間設計、商品品質和專業知識、與客人的互動以及人才的

培養。 

 由於現在台灣的書店顧客有注重空間設計的趨勢，店主需要塑造一個使人適

得其所的場所，在有限的空間裡，安排工作動線和客人的動線。一般而言，店面

空間在開業時就有基本的裝潢和設計，隨著工作的時間和經驗增加，必須適時修

改調整，以利人員作業。一方面需要維持店內商品的品質，二方面需要注重書籍

的庫存管理。二手書店的庫存管理非常重要，只銷出不進書，會沒書可賣，只進

書但銷不出，會導致庫存成本隨著時間不斷增加。收回來的書籍常常書況不一，

在店中需不斷的整理和清潔，是一耗時耗工的程序。 

 在台灣，不少二手書店是以家族經營的方式起家，溫羅汀一帶的古今書廊、

舊香居、茉莉二手書店、胡思二手書店等，都是受家族影響而繼承或展業。古今

書廊的賴進義表示：「舊書店不是簡單就可以繼承的行業，書的種類太多、年代太

廣，接班人必須要是體力好、學識淵博、對書執著的人，願意每天在店裡待上十

個小時，連被書砸到都還很快樂。」（夢田文創策畫製作，2014：25）家族經營的

繼承者雖然從小就耳濡目染，可是相對的，對於這個行業的辛苦和辛酸也感觸更

深，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和體力，也無法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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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繼承而延續的店家，基本上在經營者方面是不會更動的，但隨著店的規

模增加以及每日的營業時間平均為十個小時，勢必需要另外聘請工作人員。在兩

人以上的空間裡，店主具有支配空間及人的權力，因為台灣的薪資現象和服務業

的上班時數普遍偏長，也比較沒有升遷機會，如果對這個行業沒有相當的興趣和

熱忱，通常無法長期工作，導致流動率偏高。一旦流動率增加，花在培訓新進人

員的心力也會增加，造成資深員工的負擔。 

 曾任職茉莉二手書店的傅月庵對於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對於這個行業的觀察給

了這樣的建議：「書店是勞動密集的，工時較長，薪水也不高，真正要學會的是舊

書鑑定這一塊，比較有發展性。」110經營者若有心培養人才，除了應有的保障和

福利外，在知識的傳承也相當重要。 

 書店主人應該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才能和愛書人有良性的互動，書客中臥虎

藏龍，比起新書販售，能對客人提出的問題和找書的需求作出回應，才能得到客

人的信任，建立認同感。現在，由於網路資訊流通快速，每間店的服務都會被公

開檢視和評價。鍾芳玲在《書店風景》中提到店主和客人之間由於對書的共同愛

好，而產生的互動： 

 

若是在古書店就更不得了了，店主如果覺得來者是行家，有時會得

意洋洋地把珍藏書搬出來炫耀，或是誇稱他們曾經經手過的寶貝。

書店的靈魂其實是這些活生生的人，是他們賦予一本本書生命，是

他們創造出書店的風格與歷史，即使愛書成癡的牛頓也不得不說：

「世界上最有趣的是人，其次才是書。」當然，這樣美好的經驗通

常在老闆兼夥計的小型獨立書店才容易體會得到。 

（鍾芳玲，2013：12） 

 

店主跟客人之間以「書」作為考驗彼此、拉近彼此距離的共通點，進一步展示或

交流，彼此激盪，是故鍾芳玲認為「書店的靈魂其實是這些活生生的人，是他們

賦予一本本書生命」是一種美好的經驗。 

 較小型的書店，和客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相當重要，Annie Francois 在《閱讀：

回憶錄》中提到客人對於自己和書店老闆的關係也有眾多猜想，： 

 

我的購書癖和書店老闆不無關係：他們和我是一丘之貉。我們身上

都同時具有（或者交替顯現出）讀書人的共通性：嘮嘮叨叨，身閒

心勞，面帶微笑但脾氣暴躁，心無旁騖卻又感覺遲鈍，具有派系意

                                                      
110

 2014/07/26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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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卻又不拘一格。總之，不管是態度友好還是不理不睬，書店老闆

的情緒已經影響不了我了。我適應了他們，他們也習慣了我。書讓

我們心有靈犀。 

（Francois，2014：41） 

 

透過重複的造訪而熟悉，具有認同感或是不相理睬，都是店主和客人之間的一種

往來。與所有的銷售業相似，透過多次的銷售，逐漸記下常客的消費習慣，遇到

有同類別的書籍時，可適時先通知老顧客挑選，使得顧客的信賴感增加。 

 

2.文化記憶的呈現方式 

(1)文化記憶的著作和地圖 

 我們不時可見一些溫羅汀地區的特色愛書人於報章雜誌或書評、書腰上，如

出版工作者且曾於茉莉二手書店服務的傅月庵、舊香居的少東家吳雅慧、永樂座

的店主石芳瑜等，除了自己的著作外，對此圈文化的耕耘及傳播具有其影響力。

近年來，與書店相關的介紹性書籍以及旅遊著作中，溫羅汀的店家特色與魅力也

逐漸備受關注。 

 畢恆達（2001：53）說：「每張地圖都牽涉某中觀點、符合某種特定用途」，

地圖是反映現實和人文記憶的一種方式，文化地圖常偏重特色產業，繪製產業地

圖。這些印刷的地圖多是地區性的，會因為選取的店家類別不同，而有不同的命

名，例如「二手書店地圖」、「獨立書店地圖」、「地區人文地圖」等；也會因為目

的不同刊載不一樣的內容，選擇置入店名、地址、營業時間和簡介等資訊。 

 

 鍾芳玲在〈書店地圖之必要〉推薦了幾分獨特的書店地圖，也提到了昔日找

書店的方法： 

 

找書店的方法很多，網路興盛前，我往往會去當地圖書館，問問圖

書館員，他們幾乎都會指點一些值得拜訪的書店。若看到街頭有家

書店，進去買本書，然後再詢問附近是否有其他書店，幾乎都會得

到店主或店員的善意回應。書店業固然有競爭，但大家多半還是保

持君子風度，特別是一些古舊書店或特色書店，更是樂於推介同業。 

（鍾芳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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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興起前，藉由詢問圖書館館員或是書店，往往可以得到一些推薦，電話簿

的黃頁廣告會有許多資訊；在網路興起後，專冊的書店地圖漸漸少了，多演變成

網路上的名冊，或是由地方所印製的地圖、名錄與指南。 

 台北舊書店地圖早期常以簡圖和表格表示，例如傅月庵《蠹魚頭的舊書店地

圖》和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的著作皆於卷

末附上台灣舊書店一覽，李志銘書內更審慎地標示每張小地圖（見【圖 4-14】）。 

 

 

【圖 4-14】《半世紀舊書回味：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 1945-2005》中的地圖 

資料來源: 李志銘（2005），頁 182。 

 

 由二手書店自行製作的例子有茉莉二手書店，茉莉二手書店曾在 2008 跟 2012

年製作過紙本的舊書店地圖（地圖以台北為主，外縣市為營業資訊），由 NGO 團

體所製作的地圖有 2008、2010 年的溫羅汀南區人文地圖、2012 年由溫羅汀獨立書

店聯盟製作的溫羅汀讀書地圖（見【圖 4-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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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2012 年溫羅汀讀書地圖 

資料來源: 溫羅汀獨立書店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出現的手繪地圖使得文化地圖更有更多面向。手繪地

圖慢慢跳脫標準的地圖，以手繪等風格呈現，例如由插畫家「喵 9」所繪製的「台

北二手書店地圖」色彩豐富，圖案可愛（見【圖 4-16】））。這種較不顯得制式的地

圖也常運用在人文活動以及導覽活動的表現上，例如由台北市文化局所主辦的

「2013 臺北人情 WAY 創意街區展」的溫羅汀地圖（見【圖 4-17】）還有溫羅汀的

古蹟餐廳「青田七六」的溫羅汀書店地圖（見【圖 4-18】）。 

 另外也有運用網路的技術，以 Google map 提供線上版地圖查詢的作法。111鍾

芳玲（2012）認為「透過紙本印刷與網路訊息的雙向引導，至少能使現存書店迎

來更多讀者、讀者拜訪更多書店。」 

                                                      
111

 茉莉二手書店的《台灣舊書店地圖》Google map 版，記載店名、電話和地址資訊，不定期更新

資訊。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ms?msid=208088026816056728483.0004c3da143d1a046d1b5&msa=0

&dg=feature。(2014/10/1 瀏覽)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ms?msid=208088026816056728483.0004c3da143d1a046d1b5&msa=0&dg=feature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ms?msid=208088026816056728483.0004c3da143d1a046d1b5&msa=0&dg=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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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由插畫家繪製的台北二手書店地圖 

資料來源:喵 9，插画师，2014/7/30 

http://chuansongme.com/n/575316。(2014/11/1 瀏覽) 

 

 

【圖 4-17】手繪風的溫羅汀地圖 

資料來源: 2013 臺北人情 WAY 創意街區展的溫羅汀地圖

http://creativeshow.culture.gov.tw/main/modules/MySpace/index.php?sn=cs&pg=ZC8511。(2014/11/1 瀏覽) 

http://chuansongme.com/n/575316
http://creativeshow.culture.gov.tw/main/modules/MySpace/index.php?sn=cs&pg=ZC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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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手繪風的溫羅汀書店地圖 

資料來源:青田七六，2013/12/6。 

http://www.geo76.tw/2013/12/201312.html。(2014/11/1 瀏覽) 

 

(2)影像文本 

 除了老地圖、老相片外，2014 年有一部由華視與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夢田文創）合作深入全台巷弄裡的特色書店拍攝，並由作家楊照擔任製作顧問

的另類偶像劇《巷弄裡的那家書店》（見【圖 4-19】）。112
 

  

 

【圖 4-19】《巷弄裡的那家書店》劇照 

                                                      
112

 本劇獲得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1年度高畫質（HD）電視節目旗艦型連續劇類的補助，

同時也授權中國的「樂視網」播映。本劇播出日期為 2014 年 4 月 18 日－2014 年 10 月 10 日，共

計 25 集。 

http://www.geo76.tw/2013/12/201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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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LoveStoreAtTheConer。(2014/9/30 瀏覽) 

集合了人、書店、二手書等元素，雖然劇情以角色之間的情感為主要發展，但也

有對二手書業的知識有所著墨，亦有到二手書店取景。偶像劇除了掀起話題，也

吸引較為年輕的觀眾對閱讀和二手書業的產生興趣。 

 夢田文創製作此劇的同時，也邀請了導演候季然走訪台灣 40 家具有特色的或

是獨立的書店，以紀錄短片的方式，拍成《書店裡的影像詩》（見【圖 4-20】）。《書

店裡的影像詩》以「四十家書店，四十種人生」為主要概念，每部片長在 5 分鐘

之內，以不同的敘事方式記錄每間書店的特色風格，留下珍貴的人文片段。侯季

然（2014）在談起拍攝這些書店時的感觸，特別是在書店業務方面，小書店的困

境深有所感： 

 

在資本與科技夾擊的洪流下，我所見到的書店老闆們，除了要作每

日開店必須的從算帳到打掃的各種事務，還要兼顧辦活動、煮咖啡、

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投入社會運動、照顧鄰近的小動物、種田等等

各式各樣看似「非書店業務的工作」。而在選書、進書、擺書、點書……

這些看似「書店基本業務」的工作上，現代的小書店老闆們也因為

大書店和網路書店的競爭而愈來愈辛苦。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因為

忙碌，看書的時間反而比開書店之前更少了。113 

 

 

【圖 4-20】侯季然導演《書店裡的影像詩》影片截圖 

資料來源: 夢田 Channel，〈閱讀力是我的超能力！秘方是：《書店裡的影像詩》〉 

http://bookstore.fanily.com.tw/detail.do?id=20140327175533575046。(2014/9/30 瀏覽) 

                                                      
113

 侯季然（2014）〈開書店確實是浪漫的事〉。《書店本事：在地圖上閃耀的閱讀星空》（楊照 製

作顧問，郭怡青採訪撰稿，欣蒂小姐 Miss Cyndi 插畫）。台北：遠流。序。 

https://www.facebook.com/LoveStoreAtTheConer
http://bookstore.fanily.com.tw/detail.do?id=2014032717553357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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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資本與科技的夾擊，支撐書店經營下去的動力，是店主的信念，這些影像的

紀錄有別於一般大眾對開書店的浪漫想像，除了可以看到各家書店的理念外，更

多了一分真實。《書店裡的影像詩》透過了訪談片段以及書店影像的光與影，從影

片的片頭設計的巧思作解讀，也可以說這些影，像詩一般。 

 

(3)文化地景的完成 

 溫羅汀地區的高度人文氣息造就了各式不同的二手書店和舊書店，教科書、

大眾讀物、珍本古舊書等，在此區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溫羅汀新舊混雜的書店區

也慢慢成為外國愛書人喜愛的觀光地點，列為旅遊行程之一，內行人看門道，外

行人看熱鬧，也甚歡喜。 

 偶像劇《巷弄裡的那家書店》同步在中國的樂視網播映，到目前為止，線上

收看的點擊次數約 780 萬次，114獲得廣大迴響，吸引自由行的遊客來台旅遊時造

訪，夢田文創也和旅遊產業以及新浪微博社群合作，推出「台灣書店文化體驗之

旅」，帶領大陸民眾體驗台灣 21 個縣市的獨立書店和在地人文風情，掀起兩岸文

化旅行商機。115 

 

（二）溫羅汀獨立聯盟和地方盛典的可能 

 台灣的二手書業從創始至今依舊大多採取各自獨立經營的路線，各店雖不時

舉辦講座、讀書會等活動，但無串連舉辦公開的販售活動。拍賣會方面，台灣首

屆的古書拍賣會創始於 1992 年誠品書店敦南店所分設的「古書區」，沸騰一時，

但在書源和書種方面無法解決，加上中國的拍賣市場日漸蓬勃，於 1997 年收場（李

志銘，2005：176-177）。近年來雖然誠品書店重新舉辦「舊書拍賣會」，但其性質

多半是中文暢銷書、外文書和一些設計的文具用品等，並非二手書業界認知的「舊

書」，116目前二手書業的業者多傾向以拍賣平台的方式成立自己的店鋪拍賣價值較

高的書籍。 

                                                      
114

 於撥出期間 5 月底的新聞為近 470 萬，已播映完畢的 10 月底約 780 萬次。 

參見楊起鳳（2014/5/30）〈巷弄裡的那家書店 樂視網點擊近 470 萬〉。聯合報。 

http://udn.com/NEWS/ENTERTAINMENT/ENT7/8708920.shtml。（2014/10/20 瀏覽） 

點閱次數參見《巷弄裡的那家書店》第一集。樂視網。 

http://www.letv.com/ptv/vplay/20065134.html。（2014/10/27 瀏覽） 
115

 參何秀玲（2014/06/30）《巷弄裡的文化劇 帶著陸客小旅行》。經濟日報。 

http://mag.udn.com/mag/reading/storypage.jsp?f_ART_ID=521962。（2014/10/27 瀏覽） 
116

 參彭夢竺（2014/10/9）〈錯過這次會後悔！誠品舊書拍賣 20 萬種商品全面 3 折起〉。NOWnews

今日新聞。http://www.nownews.com/n/2014/10/09/1448766。（2014/10/20 瀏覽） 

http://udn.com/NEWS/ENTERTAINMENT/ENT7/8708920.shtml
http://www.letv.com/ptv/vplay/20065134.html
http://mag.udn.com/mag/reading/storypage.jsp?f_ART_ID=521962
http://www.nownews.com/n/2014/10/09/1448766


123 
 

 台北市文化局與龍福里社區於 2000 年舉辦第一屆「牯嶺街舊書市」活動，以

「台灣第一舊書街」為號召，活動反應頗為熱烈，但有書源和舉辦地點問題（李

志銘，2005：222-224），後逐漸轉型為 2005 年由北教大南海藝廊協辦的牯嶺街書

香創意市集，將書與文創商品結合在牯嶺街社區舉行。這個活動除了緬懷舊時美

好時光外，由歷屆海報、地圖等文宣品也可以看出，此市集的活動性質和參與者

已較偏向文化創意產業取向。 

 2005 年「溫羅汀獨立聯盟」結成，該聯盟強調在公館周邊的人文活動： 

 

溫羅汀獨立聯盟」是一個集結公館地區獨立書店、人文咖啡館、地

下音樂表演場所、NGO(非營利組織)的非正式民間組織，訴求由大學

城發散出來的一種崇尚獨立自由與批判自主的人文精神。希望透過

各種文化活動將公館地區象徵獨立自由的文化地景介紹給市民，並

邀請具獨立精神的創作者、學者、文化工作者、大學社 團等以文字、

詩歌、音樂、影像、劇場等跨界形式舉行各主題之講堂或創作發表

會，藉此活化公館週邊的人文活動。117 

 

溫羅汀獨立聯盟並非由業者集結而成，而是多採取組織向各書店提出活動邀約和

講座串連等活動，雖在經營、營收層面較無直接的幫助，但對於媒體曝光和行銷

上，依然有其作用在（林欣靜，2007）。 

 台灣的二手書業一直未能形成業者自組的聯盟或公會，故舉辦地方的聯合活

動時多是由政府部門或是 NGO 團體所主辦，業者再選擇是否加入，會造成地方業

者在參與度上的不足。台北的溫羅汀地區雖已擁有聯盟，並且將地區以「溫羅汀」

作為一地區推廣，在曝光的程度上有所增加，但營收依然需靠各店自行努力。李

志銘於其著作裡提出關於舊書市地點的看法「舊書市應擇一規模夠大、具有號召

力、真正能舉辦大型書展活動的公共場地」（李志銘，2005：223），另外，也希望

由持續推動「定期古舊書活動」，進而成立「台北古舊書商協會」這樣的組織，但

此期望至今仍尚未達成（李志銘，2005：225）。 

                                                                                                                                                            
「所謂的舊書拍賣，並不是指二手書，而是指出版日期較悠久的優質好書，甚至有許多 2014 年上

半年才出版的書，書況與新書幾無差異，中文圖書 3 折起，英文書籍 5 折，日文書籍 7 折，部分中

文圖書 6 本 500 元」 
117

 摘自溫羅汀獨立書店聯盟介紹，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BA%AB%E7%BE%85%E6%B1%80%E7%8D%A8%E7%AB

%8B%E6%9B%B8%E5%BA%97%E8%81%AF%E7%9B%9F/147294865298032?id=14729486529803

2&sk=info。(2014/4/18 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BA%AB%E7%BE%85%E6%B1%80%E7%8D%A8%E7%AB%8B%E6%9B%B8%E5%BA%97%E8%81%AF%E7%9B%9F/147294865298032?id=147294865298032&sk=inf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BA%AB%E7%BE%85%E6%B1%80%E7%8D%A8%E7%AB%8B%E6%9B%B8%E5%BA%97%E8%81%AF%E7%9B%9F/147294865298032?id=147294865298032&sk=inf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BA%AB%E7%BE%85%E6%B1%80%E7%8D%A8%E7%AB%8B%E6%9B%B8%E5%BA%97%E8%81%AF%E7%9B%9F/147294865298032?id=147294865298032&sk=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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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溫羅汀來說，若是能於公共地標舉行經過審慎規畫及宣傳的活動，店家經

過挑選足以代表自家店面的商品，在人力的安排上可提供調度以及至少能收支打

平的狀態，拓展本地的商店區影響力，或許能再開啟新的展業局面。 

 

（三）音樂和咖啡環繞的書店圈 

 溫羅汀一帶除了書店，還有許多咖啡店以及特色的音樂展演場所。根據陳玟

璇（2013）的研究，溫羅汀一帶的個性咖啡館多達近 80 家118，音樂相關的展演場

所在師大一帶有 15 年歷史，但在 2012 年已歇業的「地下社會」119，在公館一帶，

有同時為咖啡店，不定時舉辦音樂表演的「海邊的卡夫卡」120，「海邊的卡夫卡」

樓下的「河岸留言公館店」121、「女巫店」122以及「THE WALL 公館店」123等，都

是知名的音樂相關的展演場所。 

 早在 1987 年，「玫瑰唱片」的第一間門市在公館開幕，1998 年成立的「大眾

唱片」之後也進駐此區，還同時有兩間分店的盛況，1999 年「誠品音樂館和折扣

書店」也曾進駐，另外還有「宇宙城唱片」、「派地唱片」、「沙鷗唱片」等，這些

唱片行成為公館文化地景的一部分。但隨著網路興起改變聽音樂的方式，唱片業

逐年衰退，上述唱片行現在皆已歇業。如今公館一帶的唱片行僅剩同時販售文具

用品的「光南大批發公館店」，124師大一帶僅剩代理發行兼實體店面的「小白兔唱

片」。125
 

 實體唱片行雖然衰退，但二手唱片目前依然還保有市場，甚至在絕版 CD 的市

場上還有增值的空間，溫羅汀有部分的二手書店現在依然兼賣二手 CD 及 DVD，

例如茉莉二手書店和雅博客二手書店等，其中茉莉二手書店還成立了分店影音館，

以販售 CD 和 DVD 為主。另外，創立於 1996 年的「個體戶唱片」，中間雖經轉手，

現在依然營業中，有大量且種類豐富的二手唱片庫存，在 1998 年創立的「再生工

場二手雜貨舖」有鑑於當時二手 CD 的市場興起，在同年於公館開設分店，也是樂

迷挖寶的一個去處。 

                                                      
118

 該研究的地域範圍為「溫師康」一帶，與本研究之研究地域相似，連鎖咖啡店不列入計算，個

性咖啡店為 76 家。參見陳玟璇（2013）〈找尋所在‧逃避角落？──論溫師康個性咖啡館〉（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之附錄。 
119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45 號 B1。 
120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44 巷 2 號 2 樓。 
12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244 巷 2 號 B1。 
122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56 巷 7 號。 
123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四段 200 號 B1。 
124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16 號。 
125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 21 巷 1-1 號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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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咖啡和書，這幾個產業之間相輔相成，可以提高彼此的效益，也使得

這個書店圈多了一份悠哉和自適，受訪者傅月庵談及溫羅汀近十年來的變化，特

別以溫州街為例，他說： 

 

溫州街附近這幾年多了非常多咖啡店，還有學生可以消費的各國平

價料理，墨西哥、韓國、日本料理等，主要的變化是在這。這邊主

要是因為學生多，所以相對來講有一種悠閒，坐咖啡店、騎腳踏車

的人多，這種悠哉是慢慢形成的。 

（傅月庵） 

 

受訪者石芳瑜的書店曾經過搬遷，由汀州路轉移到溫州街，她同樣也感受到溫州

街一帶的悠閒，她表示： 

 

我從搬到汀州路那邊到現在這邊（溫州公園附近），我覺得人真的有

地緣，因為學生比較多，這邊的步調比較悠閒、舒服，巷弄有一些

樹，沒那麼有壓迫感，整個環境比較好，我自己很喜歡現在的地方。 

（石芳瑜） 

 

學生多和悠閒的步調使得溫羅汀在人文精神上呈現多元性，雖然是商圈的一部分，

但書店圈中充滿了音樂和咖啡環繞，也是能不斷激盪場所精神的原因之一。 

 

二、神保町書店圈 

 

（一）書店與人 

1.經營者與店員在書店空間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 

 由於神保町的書店以書籍為重點，在空間設計上並不特別講求，顧客也習慣

於這樣的場所。在空間設計上，大致可分為二部份，一是書籍陳列區，二是工作

人員作業區，店主或工作人員需要考量的是約略記住每本書所在的位置，並且有

一定空間的大小進行作業。 

 神保町的店家非常注重書籍的品質，由於整體以專業為取向，每間店的店主

都是在該領域學習已久具有豐富專業知識的人。神保町因為歷史悠久，有許多店

家已經傳承了三、四代，這是日本文化中在特別的職業有「繼承家業」的責任感

之故。「家業」對日本人來說除了指家的財產，也有家的職業、家名等等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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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家名」指的是只要某人繼承或屬於某個「家」，那麼他就與他的家名有關126，

努力於家業是對祖先的「孝」，也是對家的「忠」，這樣的道德感可以理解為「家

業道德」。127現在的日本憲法因為重視基本人權，明文表示每個人擁有選擇職業的

自由，128但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並未完全消退，還是有許多人選擇繼承家業，繼

續經營。 

 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經驗與知識，使得店家的專業度得以延續，在強調專

業的神保町，也有許多人，是先進入具有傳統的店家工作，學習知識，經過一段

時間的學習之後再獨立開業。例如けやき書店的店主佐古田亮介在受訪的時候表

示，自己在一誠堂書店工作了十餘年，才選擇出來開店。129 

 神保町的書店大多十分安靜，不像台灣的書店會有一些背景音樂塑造氛圍，

與客人之間的言談大多也輕聲細語。有些古書店的老闆是非常有個性的，對於閒

逛而不買的客人會有不客氣的對待，與一般商業場所的主客對應方式很不相同。

池谷伊佐夫在《神保町書蟲》裡還特地寫了一篇〈如何面對書店老闆的待客之道〉

探討這個現象，並提出「將自己打扮成與各種書店相襯的書客模樣」作為解決之

道（池谷伊佐夫，2006：23-25），也就是顧客必須表現出與店家相容的樣貌與行為。 

 受訪者藤下真潮在 2002 年轉行創業，對於創業時的想法，他表示： 

 

当初は通販のみを考えていたが、店頭販売してみたら意外と楽し

かった。古本屋の前はエンジニアをしておりましたので接客業の

経験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お客様と直接対話して販売するという行為が自分に向いていて、

しかも楽しむことが出来たのが、自分にとって意外なことでし

た。 

（藤下真潮） 

 

                                                      
126

 樊和平（1995）《儒學與日本模式》（頁 98-99）。台北：五南。 
127

 張寶三、徐興慶（2004）《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頁 35）。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28

 日本憲法第 22 條為「每個人在不影響公共福利的前提下，擁有居住、遷移以及選擇職業的自由」

（何人も、公共の福祉に反しない限り、居住、移転及び職業選択の自由を有する。） 

《日本国憲法》，「e-gov」中的「法令檢索」：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8c%9b%96%40&H_NAME_YO

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

=S21KE000&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2014/10/27 瀏覽） 
129

 根據 2013/10/25 參訪，店主佐古田亮介於 1973 年進入一誠堂工作，1987 年けやき書店開業。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8c%9b%96%40&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S21KE000&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8c%9b%96%40&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S21KE000&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8c%9b%96%40&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S21KE000&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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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當初原本考慮以通販的方式(開業)，以店面形式販售帶來

意外的樂趣。在開古書店之前我是做工程師（Engineer），沒有服務

業的經驗。(入行後)才發現我適合與客人直接對話並進行販售，也

享受這樣的過程，這也是令我感到意外的。 

 

藤下真潮原本只打算以郵購的方式開業，但採取店面販售後，才發現與客人面對

面互動的樂趣，也改變了他與人來往的型態樣，逐漸體會書店這個場所乃是人與

人相遇的地方。 

 

2. 文化記憶的呈現方式 

(1)文化記憶的著作和地圖 

 以二手書業為文化記憶的相關著作，在日本的職人文化中更加明顯，書店有

明星店員，透過精準的眼光和獨特的評語，吸引讀者注意，130二手書業更是如此。

神保町的店主皆有其專業，更有許多淘書客買書成癡，遂為買書而撰寫著作，成

為一種文化記憶，如《神保町書蟲》一書的作者池谷伊佐夫。另外，還有岡崎武

志、紀田順一郎、角田光代等評論者，也為古書店留下不少著作，其中岡崎武志

的產量極多，有不少可供參考的研究著作；紀田順一郎則除了評論、隨筆外，還

有以古書店為背景的所創作的偵探小說。 

 神保町為訪客提供地圖與導覽書籍行之有年，各式導覽和散步地圖不斷推陳

出新（見【圖 4-21】、【圖 4-22】），神保町更是東京旅遊推薦書上不缺席的地標。

例如每日新聞社每年出版的《神田神保町古書街》固定將這個區域內的古書店家

資料更新，挑選重點推薦店家，並在卷末附上完整列表，邀請店家或名人撰寫專

題，有時還附上神保町的其他消費文化介紹（如喫茶店、咖哩店等），由神田古書

店聯盟出版的《神保町公式ガイド》於 2010 年發行第 1 期，一樣於卷末附上完整

的店家列表，較不同的是，不著重在店家的介紹上，而是規劃專題，以帶有歷史、

文化特色的地方與古書店的關係為主。 

 平日在神保町的官方服務中心「本と街の案内所」有提供地圖索取的服務，

在每年的神田古本祭也會提供活動的地圖索取（見【圖 4-23】）。 

 

                                                      
130

 其現象可參考石橋毅史（2013）《書店不死》（楊明綺譯）。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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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較為標準的格線式地圖  

資料來源: 筆者翻攝自《神田神保町古本屋散步》（日本：毎日新聞社，2004）。 

 

 
【圖 4-22】隨冊附送的摺頁手繪風地圖  

資料來源: 筆者翻攝自《東京人 no.129》(東京：財團法人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19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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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神田古本祭提供活動的地圖索取 

資料來源: 筆者翻攝 

(2)影像文本 

 影像文本對於古書店記憶的建構、傳遞與保存，更具有效用。神保町的矢口

書店位於街道轉角，是很多電影和照片取景的著名景點（見【圖 4-24】）。矢口書

店專營電影、演劇、演藝、落語等專門書和資料，1918 年創業，現在已經是第三

代經營。創業之初以哲學、經濟書見長，1975 年後的前代老闆開始轉型成現在的

型態，這街角書店的風景，不斷在影像中出現，是許多人記憶深刻的地方。 

 

 

【圖 4-24】矢口書店知名的一隅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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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台灣導演侯孝賢受日本之邀，為紀念已故的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百年

誕辰，拍攝電影《珈琲時光》，這是侯孝賢首部用外語拍攝的電影，飾演男主角的

淺野忠信在電影中是一名繼承古書店的第二代店主，劇中出現的古書店就是神保

町的「誠心堂書店」（見【圖 4-25】），喫茶店為「珈琲エリカ」。131誠心堂書店在

1935 年開業，在 1945 年曾因為空襲導致火災而燒毀，1955 年在同一地點重建，

現在的建築約有一甲子的歷史（見【圖 4-26】）。132
2003 年被指定為東京都千代田

區的「景觀城市規劃的重要財產」（景観まちづくり重要物件）。133
 

 近年來，為了吸引較為年輕的族群造訪神保町，地方政府及神保町的業者在

雜誌的專訪和相關的廣告中，會邀請年輕的明星對談或演出，例如：2014 的東京

地鐵的秋天形象廣告（見【圖 4-27】），就以女演員堀北真希漫步神保町書店之中

的景象作為宣傳，取景除了店內的景象，也有矢口書店，並將女演員與書店店主

的互動，以親切而溫暖的方式呈現。 

 

 

【圖 4-25】電影《珈琲時光》劇照 

資料來源:豆瓣電影劇照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10166/all_photos。(2014/10/20 瀏覽) 

 

                                                      
131

 《神田神保町古本屋散步》（日本：毎日新聞社，2004），頁 12。 
132

 「誠心堂書店沿革」：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enkaku.html。(2014/10/20 瀏覽) 
133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photo.html。(2014/10/20 瀏覽)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10166/all_photos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enkaku.html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pho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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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誠心堂書店 

資料來源:誠心堂書店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photo.html。(2014/10/20 瀏覽) 

 

 

【圖 4-27】東京地鐵 2014 年宣傳短片《Color your days. 「東京の秋」篇(60 秒)》 

資料來源:東京メトロ公式チャンネル 

http://youtu.be/jLJIRXZga5Y。(2014/10/3 瀏覽) 

 

 神保町歷史悠久，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具有懷舊色彩的獨特的風格，這些名店

屢屢出現在各式影像中，成為愛書人心中的集體記憶。 

 

 

http://www.mmjp.or.jp/seishindo/seis_photo.html
http://youtu.be/jLJIRXZga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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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地景的完成 

 日本將二手書和古舊書文化深植於生活，不僅成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生活樣

態，更進而反映在出版物上，除了各種工具性質的著作，日本的二手書店也成為

推理小說的創作題材，如：1991 年紀田順一郎的《古書店偵探事件簿》（古本屋探

偵の事件簿）、1997 年宮部美幸的《寂寞獵人》（淋しい狩人），2000 年紀田順一

郎的《古書街殺人》（古本街の殺人）和《神保町怪人》（神保町の怪人）等，近

年來較知名的作品則有 2006 年小路幸也的系列作品《東京下町古書店》（東京バ

ンドワゴン〜下町大家族物語）、2011 年三上延的系列作品《古書堂事件手帖》（ビ

ブリア古書堂の事件手帖）等，都是以古舊書店為描述對象或背景的作品，作品

中生動如實的掌握了人與二手書的記憶和情感關聯。 

 《古書堂事件手帖》的作者三上延曾在二手唱片行和古書店打工，在古書店

工作的時期，曾負責古書文庫和漫畫等職務，對這個行業有一定的了解。134《古

書堂事件手帖》中，除了古書業的相關知識，也運用了許多世界名著和日本文學

的典故，使之與主角群的故事產生關連和共鳴，帶有懸疑和解謎的成分，書中的

主角以解決與古書有關的各種事件來推展劇情。這本書得到全國許多書店店員的

大力推薦，在 2012 年拿下日本書店大獎（本屋大賞）第八名，之後陸續改編成漫

畫和電視劇的形式，當時形成一股強力的古書風潮，原作系列目前發售至第 5 集，

已銷售超過 550 萬部。135在 2012 年出版的《神田神保町古書街 2013》以及 2013

年出版的雜誌《BRUTUS 古本屋好き》（就是喜歡二手書店）特刊裡，都報導了

這股古書堂熱以及作者三上延的專訪。 

 

（二）神保町二手書業組織和地方盛典的運作 

 日本的古書業是採聯盟策略，各有專業的書店加入當地或是全國性的古舊書

公會組織，對於進貨、經營跟資訊的流通，都有很大的助益，只要符合公會的條

件就可以申請加入，可以獲得相關的資源，參加各種販售會（池谷伊佐夫，2006：

203-206）。東京都古書籍商業協同組合（通稱東京古書組合）成立於 1947 年，136目

前主要活動為推廣古書市場以及提供業界內的營運、古書交易等情報以及對外販

售的各種會展，包括全國最大的「日本の古本屋」網站，也是由此組職於 1996 年

建立，目前有 630 名成員加盟。 

                                                      
134

 http://biblia.jp/author/index.html。（2014/10/27 瀏覽） 
135

 銷售數字出自系列作品官方網站：http://biblia.jp/。（2014/10/27 瀏覽） 
136

 1947 年以前的籌備過程詳見「東京古書組合の概要と歴史」，東京の古本屋 東京古書組合網

站：http://www.kosho.ne.jp/index.html。(2014/4/17 瀏覽) 

http://biblia.jp/author/index.html
http://biblia.jp/
http://www.kosho.ne.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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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神保町的東京古書會館是由東京古書組合協力構成、營運的機構，於 1948

年落成，1967 年曾進行翻修，但因為經常存放大量的書籍以及書客的寄放物品，

建築結構不堪負荷，出現變形、扭曲，於是在 2003 年於現址建起新的東京古書會

館，重新考量了各樓層的承重係數（池谷伊佐夫，2006：129-130）。 

 東京古書會館每天都有不同的販售會，像是「中央市會」（一般古舊書）、「東

京古典會」、「東京洋書會」（古籍、西書）、「明治古典會」（日本明治年以後的近

代文學）等。販售會分為同業之間的轉售投標會以及開放一般大眾的販售會，若

為同業之間的投標會，可能是因為店家收到的書與其店的專門較不相符，或是認

為有別間書店更適合販售這類的書，遂將符合拍賣會主旨的庫存書拿到賣場，讓

同業競標，一方面可以降低庫存壓力，二方面有助於書市的流通。這些販售會有

其各自的出價的方式，通常是採用紙筆寫下願意投標的金額，然後放在商品所附

的紙袋裡，待會場時間結束，即開票亮出，價高者得。137
 

 古書會館的地下一樓是經常舉辦「即賣會」的地方（見【圖 4-28】），「即賣會」

意指可以直接購買在現場展示的商品。「即賣會」由多家書店聯合舉行，不同的是，

參與即賣會的書店是以直購價販售，若能奪得先機，可能以合理的價格購入珍藏。

「即賣會」通常也對一般大眾開放，常態性的「即賣會」，多會先行公布目錄（見

【圖 4-29】），但若是較臨時性的書展、「即賣會」，那就得靠機緣了。 

 古書會館對於古書業的維繫和整合非常重要，面對現代社會中大型連鎖的新

型二手書店，凸顯古書業的專業和特色，是他們不斷努力的重點。對於古書會館

的重要性，受訪者藤下真朝表示：「店主においては古書の売り買いの場所、古書

店同士の交流場所。お客様については即売展が行われる場所」（是店主可以買賣

舊書的場所，是古書同業互相交流的場所，也是客人可以前來參與「即賣會」的

場所）138由於具備十足的機能，已經是神保町的書店同業和愛書人時常出入的場

所。神保町的書店雖平日店內人流不多，但依靠網路店面、聯盟交流以及定期的

「即賣會」、古本祭等活動，創造出不少收益。日本的業界能如此嚴謹，如此協力

地經營一個地方，讓書和人不斷地交流，將書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中，頗有成為古

書的航站之貌。 

 

                                                      
137

 於 2013/10/21 與くだん書房店主藤下真潮參訪東京古書會館。 
138

 2014/11/11 書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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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古書會館所舉行的特選古書即賣會 

資料來源:神保町｢ビブリオ｣店主小野祥之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05298336166642/。(2014/10/27 瀏覽) 

 

 

【圖 4-29】特選古書即賣會的目錄 

資料來源:筆者翻攝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0529833616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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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神保町地區因具有東京古書組合這樣的組織以及機構，再加上當地的店

家配合，各種特賣會以及古本祭行之有年，特賣會有一週內每日不同的主題，亦

有特定日期的特賣會，古本祭則以每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神田古本祭」（神田

古本まつり）最為盛大，第一屆的神田青空書市（神田青空古本まつり）於 1960

年開辦，古本祭通常分為在靖國通和白山通兩條重要大路上各店露天舉行的青空

書市（青空掘り出し市）、在東京古書會館中舉行的特選古書即賣會（特選古書即

売展）以及在會場舉行的神保町慈善拍賣（じんぼうチャリティー・オークショ

ン）三個主要場地，為神保町的年度大事，每年都吸引大批民眾以及海外人士前

去共襄盛舉。在戶外場地舉辦的古本祭參與的人潮多，連較少見的年輕人和女性

參與度也比較高。這些活動不僅製造古書業銷售的高潮，也具有地方性節慶的性

質，成為保存文化記憶的載體。 

 神保町一直以來都是以專業書籍聞名全國，確立了這樣的專業取向，平時在

這裡買書的人，通常以研究者居多，且多為較年長的男性。139古書組合為了突破

這種侷限，使古書業更貼近人群，也採取一些新潮的策略。例如，大阪古書組合

推出吉祥物「メ～探偵コショタン」，以親切的形象吸引女性和小孩，平日在大

阪古書會館，在古書的相關活動場合則會出現，例如，神田古本祭（見【圖 4-30】）。 

 在 2014 年的神田古本祭，第一次嘗試舉辦了「Bibliobattle」（ビブリオバトル 

in 神田古本まつり）活動，「Bibliobattle」是一種書評比賽，起源於 2007 年，首

先經過預選，選出幾位參賽人，在 5 分鐘以內面對大家介紹一本自己認為有趣的

書，介紹不能過短或過長，再經過 3 分鐘的提問，最後透過投票選出「冠軍本」（チ

ャンプ本），也就是在場的人最想讀的一本書。140
 

 由此可以看出為了吸引新的族群，神保町透過不同的宣傳方式，以各種定期

與不定期的銷售活動以提升當地收益，在增加古書業活力的同時，也顯現出與新

世代結合，傳承文化記憶的作用。 

 

                                                      
139

 筆者於 2013 年實際參訪幾天所見。 
140

 參見「ビブリオバトル公式ウェブサイト」：http://www.bibliobattle.jp/。(2014/11/10 瀏覽) 

http://www.bibliobattl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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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大阪古書組合的吉祥物「メ～探偵コショタン」出現在神保町的神田古本祭 

資料來源: 「神田古本まつり」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A5%9E%E7%94%B0%E5%8F%A4%E6%9C%AC%E3%81%

BE%E3%81%A4%E3%82%8A/170510333135387。(2014/11/9 瀏覽) 

  

 

【圖 4-31】神田古本祭的青空書市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3/10/27 

 

（三）音樂和咖啡環繞的書店圈 

 神保町有若干與音樂相關的專門書店，例如，擁有全國性音樂書珍本的古賀

書店。也有比較大眾化的音樂性專門店，例如，「BUNKEN ROCK SIDE」（ブンケ

ン・ロック・サイド）。古賀書店創業於大正初期，原本以古典音樂為主，隨著時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A5%9E%E7%94%B0%E5%8F%A4%E6%9C%AC%E3%81%BE%E3%81%A4%E3%82%8A/170510333135387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7%A5%9E%E7%94%B0%E5%8F%A4%E6%9C%AC%E3%81%BE%E3%81%A4%E3%82%8A/17051033313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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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潮流，逐漸擴展至爵士、搖滾、流行、歌謠曲等音樂出版品。音樂性專門店

通常有許多音樂雜誌、Fan club 的會報、演唱會場刊、照片等相關周邊販售。 

 「disk union」是日本著名的二手唱片行，日本的二手 CD 市場行之有年，日

本人重視細節的特質也可反映在二手 CD 上，片況都相當好，如有缺陷都會標示得

清清楚楚，CD、單曲、黑膠應有盡有。雖然本館位在新宿，但在神保町也有分店。 

 鄰近神保町的御茶水（御茶ノ水）地區，是著名的樂器街，同時有一些音樂

展演的場所和二手唱片行，音樂展演的場所以「JAZZ LIVE HOUSE NARU」為代

表，1967 年於代代木（代々木）開業，當時是爵士喫茶店（ジャズ喫茶），1970

年在御茶水地區開啟了爵士 LIVE HOUSE，即將邁向第 45 周年，至今依然是許多

爵士歌手和樂手表演的場所。二手唱片行「disk union」在御茶水地區也有 5 間店

面，除了綜合性的店面，也有重金屬、古典、爵士等專門店。141
 

 神保町一帶除了書店唱片行，二戰後興起的喫茶文化也還延續著。「喫茶」

雖然主要是指西式的茶，若強調為西式的咖啡店，則使用「カフェ」（café）或「コ

ーヒー」（coffee）一詞。喫茶店主要提供咖啡和紅茶等飲料，提供一些點心和輕

食，許多人逛書店逛累了，就會到喫茶店裡點杯咖啡，看看書，休息一下。 

 池谷伊佐夫在《神保町書蟲》提到神保町書店圈是這麼說的： 

 

除了書物外，還有昔日風情的咖啡館、文人所愛的餐館、旅店等，

雖然現在面臨靖國通的書店大樓林立，但是因為還是跟書以及周邊

相關的傳統產業如出版、文具等居多，這是東京這個大都會裡古典

的一個城中城，也是日本人精神文明最高層次的展現，許多名作品、

名人是從這裡誕生，然後又回到這裡。142 

 

神保町以書滋養了許多愛書人和文人的靈魂，使他們能夠發想，寫出許多作品，

也以這些場所為愛書人的休憩之處，加上歷史悠久的文化傳承，使得這裡的場所

精神除了專業外，保有昔日風情，更帶有薪火相傳的延續感。池谷伊佐夫認為這

個地方是一種「日本人精神文明最高層次的展現」，孕育人、孕育作品，這些作品

經過歲月，又成為神保町的古書。 

 

 

 

 

                                                      
141

 http://diskunion.net/st/shop/。(2014/10/20 瀏覽) 
142

 池谷伊佐夫，《神保町書蟲 愛書狂的東京古書街朝聖之旅》，〈書迷、書癡、書蟲的家─神保町〉，

劉黎兒序。 

http://diskunion.net/st/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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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場所的延伸意義：形成文化爐床 

 

一、書店是廣義的文化資產 

 

 隨著歷史的演進，許多文化資產（Cultural Heritage）形成， 文化資產包含了

歷史、藝術、民俗習慣和景觀等，見證了歷史，亦是文化的軌跡，具備一定的文

化資產較容易形成培育人才的文化爐床。 

 文化資產反映了人類的集體記憶和精神，是塑造集體認同的必要資源。為了

保護這些資產免受到自然和人為的因素破壞，將先人所創造的文化結晶和經驗傳

承，目前世界各國多制定法律，盡力保存、維護和管理。143
 

 台灣曾實施過《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

法》在 1982 年廢止，目前台灣以《文化資產保存法》作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

發揚多元文化之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第三條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

等價值的以下七大類登錄為資產： 

 

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    

  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二、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義之遺物、遺 

  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 

三、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 

  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 

四、傳統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技藝與藝能，包括傳 

  統工藝美術及表演藝術。 

五、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 

  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關文物。 

六、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  

  生活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 

七、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
144 

                                                      
143

 參見〈外國法案介紹─文化資產保存法〉。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www/billIntroductionContent?id=49。(2014/11/1 瀏覽) 
144

 參見《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部。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30。(2014/11/1 瀏覽) 

http://npl.ly.gov.tw/do/www/billIntroductionContent?id=49
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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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古蹟」、「遺址」、「文化景觀」、「自然地景」幾點，可看出《文化資產

保存法》偏重於「物」和「地景」的保存，例如古蹟可作為代表歷史發展過程中

所遺留下來的具體構造物，也較被一般人所認知。然而，第四點的「傳統藝術」

則蘊含了產業技能的傳承的重要，第六點「古物」中的「圖書文獻」也強調紙本

文獻的史料意義。 

 日本在二戰後社會經濟發生急遽變化，更有文化資產滅失和損毀的情況發生，

145遂在 1950 年就既有的《國寶保存法》、《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進行整合，

制定《文化財保護法》作為保護和活用文化財，使國民文化提升，為世界文化的

進步有所貢獻的法律。146主要分為以下幾種： 

 

第三章 有形文化財 

第四章 無形文化財 

第五章 民俗文化財 

第六章 埋蔵文化財 

第七章 史跡名勝天然記念物 

第八章 重要文化的景観 

第九章 伝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 

第十章 文化財の保存技術の保護147 

 

 日本也注重古蹟建築，保存民俗、儀式、工藝等文物，其中，無形文化財主

要針對為無形文化成果中歷史或藝術價值較高者、深埋於地下之文化資產均列入

保護對象，例如，演劇、音樂、工藝技術等。經過政府指定，具有相當嚴謹的保

護制度，分為國家保護或由地方公共團體保護，在《文化財保護法》中，強調有

形文化財和無形文化財的重要，此兩者兼具，才能達到「文化場所常規的總體呈

現」，在文化場所中，呈現一個總體的樣貌。 

                                                      
145

 1949 年發生位於奈良縣生駒郡斑鳩町的法隆寺金堂發生火災，導致內部柱子和壁畫遭焚毀的事

件成為制定《文化財保護法》的契機。 
146

 原文為「この法律は、文化財を保存し、且つ、その活用を図り、もつて国民の文化的向上に

資するとともに、世界文化の進歩に貢献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文化財保護法》總則第一條。

「e-gov」中的「法令檢索」：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5/S25HO214.html。(2014/11/1 瀏覽) 
147

 參見〈外國法案介紹─文化資產保存法〉，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www/billIntroductionContent?id=49。(2014/11/1 瀏覽)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5/S25HO214.html
http://npl.ly.gov.tw/do/www/billIntroductionContent?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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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文化財保護法》類似的是「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Henitage）的概念，

2003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公布《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無形文化資產」被視為文化資產

的各種實踐、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常規的總體

呈現。「無形文化資產」展現了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等面向的獨特和在地性，經

由傳承而創新，同時也使得群體具有認同感，而繼續發展，促進文化的多樣性和

創造力。148
 

 以上是以法定、制式的角度定義「文化資產」，若以廣義的視野去看待「文化

資產」，書店和二手書店所蘊含的意義、演變的歷史、經驗的傳承、地景的變遷、

經營模式的創新等也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文化資產。書店和二手書店對國內的文

化發展和傳遞是具有意義的存在，有助於提升國人的知識；另一方面，現在世界

各地的高度發展國家，多致力於國家的觀光產業，書店和二手書店也有助於外國

人了解和體驗本國的知識與文化，是維護和鼓勵的產業。 

 台北的溫羅汀與東京的神保町在形成與嘗試轉型的發展進程中，得到愛書人

的認同，使得二手書店這個場所成為愛書人重視的「地方」，也成為具備文化和知

識涵養，具有啟發性的文化爐床。 

 每個時代的文化爐床有所不同，回溯昔日台北二手書業，牯嶺街時期販售日

人文物、舊書字畫以及禁書等，成為國內外文史研究者蒐集史料的所在，也成為

市民扶老攜幼，假日休閒的一個去處。在戒嚴的時代，私下流通禁書成為一種歷

史傳承以及政治、思想傳播的文化爐床。在光華商場時期，特殊的攤位空間形成

了難忘的文化地景，店家經營的模式漸漸穩固，舊書業的家族傳承變得普遍，影

響了許多後來的經營者。另外，這個時期經歷解嚴開放，書物的流通更加自由，

同樣也是孕育許多愛書人的文化爐床。 

 東京的神保町在明治時期開始成為學校的聚集地，書業和出版業也開始擴大

發展，神保町的舊書業曾經歷過明治大火、大正大火和關東大地震的考驗，毀損

再重建，延續舊書業的精神，成為培養書業人才的文化爐床，在二戰後日本的學

潮和思潮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在「檢閱制度」存在和廢除的時期，保存著許多

可作為史料的「發禁本」，神保町的巨大書業帶來豐富的新書和舊書，影響了許多

作家和文化研究者。 

                                                      
148

 參見〈Tex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convention。(2014/11/1 瀏覽)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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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可以這麼說，兩地昔日的二手書業的歷史和經驗成為城市無形的資產，

台北的舊書業在政策和趨勢的改變下，轉移到溫羅汀地區，這些經營者吸收了台

北一直以來的書業養分和經驗，方能開業而成功經營下去。東京的神保町更是漸

漸密集，形成一個「書店町」，各家以專業書籍的知識和庫存為傲。 

 書店作為一個場所，期望能夠將知識傳遞給大眾。溫羅汀的二手書店和傳統

型的二手書店相比，現今的二手書店更需要文化意涵以及創意，舊時狹窄且相對

陰暗的店面形象已逐漸轉型為明亮整齊且具有彈性空間的場所。目前有不少店家

透過定期或不定期的講座（見【圖 4-32】）、展覽（見【圖 4-33】）、讀書會、朗讀

會、不插電音樂會等文藝活動，這些活動多以能結合書店本身為主，在不影響客

人遊逛的前提下進行。活動除了吸引人潮，提升自家的聲望以外，在活動進行的

同時，場所的精神展現，也和顧客的精神產生互動，形成認同感。 

 

 

【圖 4-32】二手書店舉辦出版相關的講座（地點為 244巷時期的茉莉台大店）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 2011/12/10 

 

 

【圖 4-33】舊書店舉辦展覽「本事青春」（地點為舊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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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吳卡密，〈文化事件簿－本事．青春〉，中時電子報，2014/8/2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824000655-260117。(2014/9/30 瀏覽) 

 

 而神保町的古書店因為空間限制，雖較少舉行類似的活動，但會在鄰近的相

關的場所，如三省堂書店、官方實體服務中心「本と街の案内所」、東京古書會館

等，舉行簽書會、音樂會、「Bibliobattle」書評比賽等活動。在書店內交織而成的

每一段故事，其意義早已不只在物本身，不論是經營者或是顧客，書店的存在令

人安心，隨著時間變化，這些地方已成為市民的集體記憶，也成為愛書人心中不

可或缺的場所。 

 

二、作為「場所」的未來二手書店想像 

 

 受訪者傅月庵長期觀察書店的轉變，他認為「書店所承擔的角色正在轉變，

書店最早是知識分子交流訊息的地方，後來比較純粹是買書的地方（比較單一的），

社交的意義沒了。」149在網路時代前有段日子，書店比較是一個純粹零售書籍的場

所，一直到近年來有些書店開始因地制宜，投入社區營造，強調社會參與，也有

成為社會運動的聚集地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對比昔日的文化爐床意義，

現在的書店更有作為「場所」的自覺，由被動的接受選購書籍，漸漸轉換除了販

售書籍之外，還主動的傳遞知識。受訪者石芳瑜表示「書店不是只有純粹的買賣

書籍，而是一個提供知識交換、人跟人接觸的場所。」150即顯示出這樣的積極態

度。 

 李志銘（2014：2）談到現在多元的書店文化： 

 

過去我們熟悉的書店文化並非死去或消逝，而只是為了因應當前快

速變遷的生存環境、遂以「演化」的姿態重生，舉凡結合閱讀、視

聽、咖啡、饗宴，抑或回歸地方服務，從地方出發。 

 

書店為了因應經濟結構的轉變以及網路的發展，在多重的零售方式下求生存，開

始嘗試各種能與書店這個場所結合的文藝活動，甚至賣起了咖啡，採取複合式經

營。 

                                                      
149

 2014/07/16 訪談。 
150

 2014/08/26 訪談。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824000655-260117


143 
 

 在此同時，也有具有理想的書店店主，試圖以書店作為一個據點，用開書店

的方式走入人群，以一種運動的方式改變社會氛圍，導演侯季然在《書店本事：

在地圖上閃耀的閱讀星空》談到他拍攝完《書店裡的影像詩》紀錄片後的感想： 

 

在我拍攝過的書店中，又有許多老闆是以開書店作為積極走入人群，

並且試圖改變社會主流的一種運動方式。他們以區區個人之力，改

變漸漸被各式連鎖店填滿的街道；改變網路世代方便快速，卻趨於

片面化、膚淺化的閱讀風氣；改變大量複製、用過即棄的消費習慣；

改變保守封閉、懶於反省的社會氣氛。151 

 

個人的力量或許難以抵擋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環境，但是當店主透過書店取得顧客

的認同感，這種運動方式或許又多了一份力量。另外，快速的購入和大量複製（如

排行榜推薦的書單）的消費模式容易忽略部分事物的本質，使得從購買到閱讀的

行為變得膚淺和片面，進而對書物文化產生影響。這些書店也在快速的網路世代

中，傳遞這種反思，希望讀者能在閱讀和購買的這件事上反璞歸真，因此，這些

書店選擇不參與出版社與通路的低折扣行銷，而是強調書籍該回歸正常的售價，

因為唯有小書店能得到合理的利潤，才能長久經營。 

 楊澤在〈到舊書店尋幽訪勝〉中提到在這種講求效率的時代下，為何要進入

舊書店的反思： 

 

當我們走入 21 世紀，一切講究效率，最新、最快等於最好，似乎與

過去的時間形成斷裂。如果你願意走進舊書店，就有機會開拓視野，

遇見不同版本的書或是未曾聽聞的出版品，甚至自印本。一本書就

有一個故事、一個人，也代表一個時代縮影，能把你拉回到 20 世紀

初，展卷細讀，追想當年渡海來台的這一批人帶來了那些作品？這

些書本對本地年青人在文學、藝術、文化、思想層面產生過那些啟

發？152 

 

舊書店這個場所將過去與現在做了連結，甚至可以發掘許多新書書店早已沒有的

書籍，一本舊書和歷任的主人都是過去時代的縮影，也記錄了社會變遷對當時愛

                                                      
151

 侯季然（2014）〈開書店確實是浪漫的事〉。《書店本事：在地圖上閃耀的閱讀星空》（楊照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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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的啟發。當逛舊書店的人體會到這些，也會產生一種樂趣，並在其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 

 

逛舊書店最大的樂趣，首先，他們不會是像連鎖書店那麼標準化，

其次則與時間相關。……就好像是地質分層一樣，你會看到上一代

人讀什麼書，上上一代的人寫了什麼書。我覺得逛舊書店的心情應

該如同尋幽訪勝，最好把時間拉得更長、閱讀的範圍更廣，更為雜

食、了解不同世代人物風采，也可以幫助你理解自身的位置。153 

 

「逛書店」這件事，時至今日，就實體書店而言依然無太大改變，書店這個場所

的存在依然創造無限可能和想像，使得逛二手書店的樂趣延伸多種層次，成為生

命中獨一無二的每個過程。透過「逛書店」的行為並且「理解自身的位置」，代表

的就是一種反思的的精神。 

 

 本研究以「未來二手書店想像」作為訪談最末的提問，透過本研究深入訪談

的這五位店家經營者的角度，或許更可理解兩地未來二手書業的走向以及二手書

店場所精神的延伸。 

 

(一)台灣溫羅汀二手書業者的見解 

 

1.未來二手書業的走向 

 受訪者傅月庵認為二手書業受到出版業的影響，出版業由於不景氣之故，近

年來以市場導向的為出版種類為首要考量的出版社增加，大量出版翻譯小說和休

閒類的書籍，會使得台灣的出版多樣性面臨危機，這樣的危機會慢慢地延遲到舊

書店，舊書店的好處則是「舊書可以把新書的缺少多樣性這點給打消一點」。 

 以整體而言，受訪者傅月庵對未來台北二手書業的走向是樂觀的，網路高度

發展的 2000 年初期使得許多人有在網路上販售或購買書籍的經驗，使得一般人對

於二手書的接受度提高，他表示「網路的出現，大家對新舊的定義比較不那麼介

意了。」依據他走訪兩岸三地文人書店的經驗，他認為台北的二手書業走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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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看來是往上的，而且在華人二手書業來看是不錯的。」154這塊市場會持續發展下

去。 

 

 受訪者石芳瑜（2012）曾在自己的文章〈創造與守舊，不只是一家二手書店

──「永樂座」一週年〉中談到以「永樂座」命名的意義，同時也書寫了她對閱

讀風氣的觀察： 

 

老實說，我認為紙本閱讀的衰退是很難逆轉的趨勢，以一個消逝的

地景命名一家二手書為主的書店意不在扭轉趨勢，只是對於紙本的

眷戀，希望能多留住一些過往以及現在書影。 

 

石芳瑜對於紙本閱讀的風氣是較不樂觀的，對二手書業的走向也持保留態度，她

認為「因為書籍在食衣住行裡排的比較後面，這個產業它注定不太賺錢，除非用

很商業化的模式經營，但它也有它的樂趣。」永樂座由於是新書和舊書兼賣的書

店，石芳瑜對於新書書店和獨立書店面臨的困境也深有體悟，本身參與「台灣出

版自由陣線」155的相關活動，並撰寫文章探討出版業的現象。 

 

 受訪者謝之馨認為台北未來的二手書業走向會有走向大眾化多元經營跟專業

化的趨勢，她說： 

 

分眾分得得更明顯吧。大者恆大，甚至有可能跨足經營其他的二手

商品，如同日本的 BOOKOFF；小者恆專，專賣某種類型書籍的小書店

可能會增加。若紙本出版業繼續不景氣下去，電子書取代了某部分

的紙本出版品，更久以後的二手書店，可能就變成某種形式的古董

店了。 

（謝之馨） 

 

受訪者謝之馨對於台北未來的二手書業走向較為保守且謹慎，「大者恆大」的現象

在新舊書業看來皆是如此，以企業化的方式經營。日本的 BOOKOFF 在二手書業

策略的成功，使得該企業跨足其他的二手市場，販售衣物、遊戲等二手物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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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恆專」是走向專業化和精緻化的方向，如神保町的店家大抵如此。與新書業和

二手書業息息相關的出版業若是持續低迷，再加上電子書的發展，受訪者謝之馨

認為在未來，紙本出版品可能漸漸會變成古物、古董了。 

 

2. 二手書店場所精神的延伸 

 受訪者傅月庵談到現在書店的多元經營，以森林的林相作為比喻，他說： 

 

例如這邊以前的波西米亞咖啡廳，就是咖啡店和書店的組合，淡水

的有河 Book也是，現在的永樂座也有咖啡，這是現在特殊的多元經

營，現在的店也多辦講座，以前辦講座的不多，面向不單一，是多

層次的，各式各樣都有，整個生態來講，就跟森林一樣，森林如果

是單一林相，只要發生一種病，那就全部垮了，可是如果是混雜的，

這個死掉了，那個還活著，那個死掉了，這個還活著，這邊就是這

樣的多元生態。156 

（傅月庵） 

 

咖啡廳和書店的結合、書店與講座的結合，這兩個搭配由於不相排斥，對買書人

而言，可以邊享受咖啡邊閱讀，又或是可以在書店內聽講座獲取知識，和講者或

其他同好互動，這是在這場所內一個美好而良性的體驗。有了成功了例子，因此，

這樣複合經營的店家也變得常見，造成多元生態。 

  

 受訪者石芳瑜所經營的永樂座以各種活動為重要特色，石芳瑜表示會繼續維

持這個特色，「我們希望藉由各種講座與展覽提供源源不絕的藝文能量，且繼續開

發書店作為對話空間的可能性。」（石芳瑜，2012）雖然開業才 3 年，永樂座從被

動承接活動到主動規劃活動，已有非常豐富的經驗，例如今年有舉辦四季的讀書

會跟四季的朗讀會，一季有 14 場，一年有 56 場，再加上別的活動，一年大概有

100 場的活動。一開始較沒有辦法給活動的講者費用，後來發現可以申請政府補助

的相關活動，剛好可以支付講者費用並維持下去。石芳瑜對於書店申請活動補助

的看法如下： 

 

政府補助是一種比較表面的方法，這不是長久之計，現在有很多書

店申請補助，我們也有申請過，辦一些活動，但要看遠一點，不是

要依賴這個東西，而是把體制弄得比較健全。同時間，我們書店自

己也要思考，除了賣書，實體跟網路書店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我常

在講，實體其實是提供一個空間的概念，提供近距離的書跟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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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價值是網路書店沒有的。譬如說有人買書喜歡親自看到，或是

有跟店員有一些交流，這是一個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要主動

去辦活動，像是希望跟作者或是一些相同的讀者去討論一本書，這

樣的簽書會、讀書會或座談會，還有像我們辦朗讀會，各地其實慢

慢都是這樣。我也打算繼續去推廣這件事情，可以做出跟網路書店

不一樣的地方。157 

（石芳瑜） 

 

由於舉辦大量的活動，石芳瑜對於書店這個場所有更深的體悟，也希望能藉此發

展出與網路書店不同的特色，提供書跟人的接觸，創造不一樣的價值。對於開一

間書店的自我定位，她說： 

  

我覺得當你是一間書店，你其實就是代表某種知識或思想的傳遞者，

比起責任，我會說有一個優點：有時候我們會對一些事情表達看法，

例如反核、婚姻平權這樣的議題，一個小書店，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表達自己的立場，而且這是你可以做且應該做的事情。158 

（石芳瑜） 

 

 面對未來書店的多元經營的趨勢，她也提出了書店與藝文空間、民宿等結合

的可能。159開書店改變了石芳瑜，她開始對書店這個場所以及書店在社會上的位

置有了自覺，而她也希望能藉由書店，影響更多的人，發展出屬於永樂座的場所

精神。 

 

 根據受訪者謝之馨的觀察和從業經驗，與新書書店和連鎖書店相比，二手書

店較有人情味，尤其適合做為推廣閱讀文化的場所，「最基本的講座、新書發表會

等；或與在地社區或文史單位相結合，舉行創意市集、故事媽媽說故事、讀書會

等活動」這樣的情形在全台的二手書店已慢慢普遍，結合社區營造的概念，成為

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她對於二手書店這個場所的可能性和想像為： 

 

相較於連鎖書店，二手書店在人際網絡，資訊流通與文化氛圍等方

面，更接近傳統的雜貨店，人情味顯得更濃厚。尤其就推展閱讀文

化而言，相較於新書店，二手書店是非常適宜的場所，可以將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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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深與軸線拉長，於閱讀文化的廣度上更顯寬廣。包括最基本的講

座、新書發表會等；或與在地社區或文史單位相結合，舉行創意市

集、故事媽媽說故事、讀書會等活動；或推動古、舊書的收藏文化，

如絕版書、珍本書的推介、交流與定期舉辦拍賣會等。  

其實近年來不少有心人作了些有趣的嘗試，例如脫胎自歐美跳蚤市

場、日本「一箱古本市」形式的野書會，書主人將家中不再閱讀的

書，用紙箱裝起來，集中於固定的時間、地點擺攤販賣。這種二手

市集形態其實可與二手書店相結合，或參與其中，或提供場地，形

成良性的共生競合，讓二手物品或舊書的流通與交換方式更多元化，

更有趣，逐漸豐厚台灣的舊書市場與閱讀文化。 

（謝之馨） 

 

謝之馨認為除了現在已有的活動，店家若具有足夠的專業和知名度，更可進一步

進行「絕版書、珍本書的推介、交流與定期舉辦拍賣會」等活動，由於網路促成

的資訊普及化，以及國際化的視野，參考國外的書市做法，也是得以將台灣的二

手書文化更加創新，促進活絡的方式。 

 

(二)日本神保町二手書業者的見解 

1.未來二手書業的走向 

  由於日本在電子書的銷售較為普及，面對電子書對於書業和二手書業的影響，

受訪者藤下真潮認為「紙本書或許會慢慢衰退（おそらくゆっくりと衰退してい

くと思います）」160。而就神保町二手書業的未來發展，受訪者藤下真潮表示： 

 

神保町は「本の町」というイメージは確かに定着していますが、

年々その傾向は薄れつつあります。 

…… 

基本的には対面販売は徐々に衰退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思われ

ます。神保町の古書店街としても徐々に衰退するものと思われま

す。161 

（藤下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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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基本上，我認為對面販售162的方式有很高的可能性會慢慢衰

退。神保町的的古書店街也是如此。 

 

換言之，使用網路販售的比重會逐漸增加，雖然書客往往希望古書現場檢視古書

的書況，但在神保町鮮明的古書專業形象之下，店家的書況說明具有一定的可信

度，藏書者較不會排斥使用網路購買的缺點。 

 

 受訪者明石健也認為在電子書的影響之下，紙本書業會走向衰退一途（衰退

すると思います）163。而就神保町二手書業的未來發展，受訪者明石健表示： 

 

神保町の古本屋の件数は減ると思われます。 

オリジナルなものでよりレアなもを追求した店が残るのではない

かと思われます。
164
 

（明石健） 

 

﹝譯文﹞我認為神保町的古書店的數量會減少，會留下的是追求獨

創且也追求稀有物件的店家。 

 

他認為雖然現在神保町的店家多達百餘間，但是在電子書和閱讀風氣的改變下會

隨之減少，而能繼續經營下去的是追求特別且具有稀有書籍的店家。 

 

2. 二手書店場所精神的延伸 

 對受訪者藤下真潮而言，古書代表的是「記憶・記録」165，雖然對於二手書業

和神保町的走向較不樂觀，但是對於在古書店裡的書籍，他依然會以自己的專業

和方法呈現，他的表現方法為是「將各作品的歷史價值說明，例如是在什麼樣的

時代背景之下所描繪的，或是作者是在什麼狀況之下完成的等等」（各作品の歴史

的な価値を提示することです。どんな時代背景で描かれたか、作者にとってど

のような状況の作品だったか等）166，使客人在進入古書店時可以感受到店主的用

心，這是神保町的書店作為場所，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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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販售」是商業用語，指的是店員與顧客就陳列的商品面對面的說明與販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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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針對神田古本祭的形式是否有可能改變，受訪者藤下真潮也提出了一些想

法： 

 

みんな新規アクティビティが必要だと思うが、それに時間とお金

をさくだけの余裕がなくなっている。 

個人的には形骸化したイベントは止めてもっと新しいイベントに

お金を割いたほうが良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例えば、古書組合で若者に受けるアニメをつくるとか。 

（藤下真潮） 

 

﹝譯文﹞大家都認為新的活動有其必要，但是時間和金錢較無法配

合。我個人認為已經形骸化的的活動應該停辦，而將錢用在辦新的

活動上，例如，由古書組合製作可能受年輕人青睞的動畫。 

 

 

聯盟的方式促進了神保町店家的效益，但相對的，在許多決策上也需要考量眾人

的意見，不會輕易改變，如何在傳統和創新之間，找到適合的方式、協力完成，

或許是神保町店家需要思索的方向。 

 

 由於受訪者明石健的五萬堂書店以歷史專長為主，他曾在「BOOK TOWN じ

んぼう」的訪問中表示： 

 

歴史の魅力は、温故知新にあります。今が存在するのは過去の歴

史があるからこそ。すなわち、歴史を知ることは、今を知ること

につながります。そんな魅力に取り付かれて、歴史書を専門に扱

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今後も、歴史の魅力を多くの人に感じても

らえるような、珍しくて学術価値が高い本をそろえ続けたい。167 

 

﹝譯文﹞歷史的魅力在於溫故知新。正是因為過去的歷史才有現在，

換言之，鑑古方能知今。由於沉迷在這樣的魅力之下，選擇了以歷

史書作為專門。在未來也會有很多人被這樣的歷史魅力所吸引，我

想持續以這樣珍貴且學術價值高的書籍為準。 

 

                                                      
167

 參見「BOOK TOWN じんぼう」的「五萬堂書店」： 

http://jimbou.info/town/ab/ab0068.html，查閱時間：20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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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石健而言，古書代表的即是「歷史」168，古書的魅力也在於歷史。持續以專業

見長，似乎是神保町店主們的共識，面對電子書、國會圖書館的珍本電子化、網

路消費的興起、閱讀習慣的改變等大趨勢，他們認為不太可能與之抗衡，會漸漸

衰退。神保町的古書街偏向恪守傳統，精進自我專業以及維護古書文化，在這個

地方盡己所能，延續古書街的燈火。 

 

(三)兩地業者的見解比較 

 從上述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困境，例如消費型態、娛樂型態、

閱讀習慣等的改變，未來二手書業的走向似乎會更加嚴峻。台北溫羅汀的經營者

的看法相對樂觀，網路開啟了華文世界的共同商機，珍稀的書籍會吸引華文世界

的藏書者和外國的研究者透過網路購買，面對困境，溫羅汀的二手書業者除了販

售書籍以外，也嘗試利用這個空間進行各種人與人，人與書對話的可能。 

 神保町的經營者的看法則相對不樂觀，面對網路和電子書的趨勢，受訪者認

為神保町的店家可能會逐漸減少，而面對困境的方法，是加深自家的專業程度，

以珍稀的書籍為主，用專業使顧客產生認同。 

 溫羅汀的店家試圖以多元的方式結合活動，神保町的店家則認為專業的路線

是解決的方法，溫羅汀的店家想嘗試日本的書市型態，神保町的店家則希望已經

固定形式的活動可以稍作改變，在反映雙方文化的差異的同時，恰巧也有互相取

徑的空間。 

 當溫羅汀的店家展現獨立的創新精神，神保町的店家是以整體書業的運行進

行思考，同是書業聚集地，兩處的場所精神並不牴觸，都反映出國情和城市文化

特別的一面。逛二手書店的愛書人透過書店這個場所反思且理解自身的位置，二

手書店的經營者也應該在時代和整體書業間理解自身的位置，誠如每個時代有每

個世代孕育出的文化爐床，從此刻開始延伸出的場所精神，還具有許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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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 

 

 文化地景的變遷和過往歷史凸顯了場所的獨特性與人文記憶。本研究以歷史、

地景、經驗、記憶和場所為切入點，揭示了溫羅汀與神保町在集體記憶中的場所

意象和表徵，進而建構其中的場所精神並提出未來的二手書店想像。 

 

一、隨著歷史和文化地景變遷的二手書業 

 

 本研究將台北二手書業發展之對象分為三階段：1950 到 1970 年代的牯嶺街舊

書攤、1973 年到 2006 年的光華商場，2000 年後逐漸聚集的溫羅汀地區。 

 牯嶺街舊書攤在鼎盛時期約有 80 家書商在此，在解嚴前曾是一個啟蒙的場所，

除了日人留下的文物外，也私下流通當時受到查緝的一些禁書。1973 年市政府利

用光華陸橋下的公共空間設立光華商場，商場攤位狹小，只有兩坪左右的空間，

內部空間是封閉型態的圓形動線。早期光華商場因為環境的缺陷，生意不太好，

這點直到 80 年代才慢慢改善，鼎盛時期的光華商場約有 80 多家，但在光華商場

時代後期，部分產業的成長擠壓到舊書業的空間，在產業結構變遷之外，政府的

政策和拆遷的傳聞也使得漸漸有店面歇業或選擇遷出，最後光華橋於 2006 年拆除，

光華商場的舊書王朝於此結束。 

 隨著光華商場部分商家的遷出，2000 年後台北的二手書業有逐漸往溫羅汀地

區開業的趨勢，促成了聚集的地區化經濟。溫羅汀地區吸收了台北一直以來的書

業養分和經驗，又因為位於學區和交通樞紐，再加上相對於前面兩個時期，已經

解嚴，沒有思想上的箝制，溫羅汀的二手書店的風格跟陳設也更加自由而多變，

購書的客層也年輕化，「逛二手書店」慢慢成為一種休閒活動。新型態的二手書店

以販售較新的二手書為主，也有少部分偏重舊書和字畫的專業書店。 

 

 本研究將東京神保町的二手書業發展分為四個時期：明治時期（1868~1911）、

大正時期到二戰昭和時期（1912~1944）、二戰後的昭和時期（1945~1988）和平成

時期（1989~）。 

 明治時期有許多學校在此誕生，神保町的周邊開始成為「學校町」，學生和教

師成為這個地區的新住民，有教科書類的需求，書店、古書店和出版社開始出現，

在明治 25 年（1892）曾發生大火，隨著町的重建也有新的古書店進駐，當時也有

許多中國留學生前往就讀神保町周遭的。1990 年初期，因為路面電車網到達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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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對書店街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在大正 2 年（1913）再次發生大火，再加上

路面電車的路線，神保町的繁榮轉移到東側，古書店紛紛聚集在駿河台下和神保

町交叉點的靖國通沿路集中開店。大正 12 年（1923）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受災

嚴重，神保町的建物多被震垮或因大火燒毀，大概花了一年才慢慢重建恢復古書

街的樣貌。 

 昭和 5 年（1930）日本和中國逐漸進入全面戰爭，昭和 16 年（1941）太平洋

戰爭開始，使得書籍需求大幅下降，二戰時期神保町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害，書籍

的需求慢慢復甦。戰後神保町曾流行過喫茶店和雀莊，也曾成為學潮的聚集地。 

 神保町經歷過明治大火、大正大火、關東大地震、二戰時期以及泡沫時代，

在重建的過程中曾轉移聚集地，部分留存的建築物和各時期重建的建築物，構成

現在的街景，成為神保町的歷史文化財產。在 1970 年代開始成為地鐵站的小站，

到 80 年代成為轉乘站，逐漸形成現在的面貌。 

 整體而言，台北的二手書業在聚集地的轉移較為明顯，二手書業也從牯嶺街

和光華商場的攤位形式轉換為溫羅汀地區以獨立的店面形式居多的狀況，前兩個

時期的文化地景幾乎已不復在。日本的神保町則是因為災害的重建以及交通方式

等因素，聚集區從南側轉向東側，但保留了部分歷史建築，成為文化地景和歷史

記憶的重要地標。 

 

 回溯溫羅汀與神保町兩地的二手書業簡史，藉由回顧歷史發展、文化地景之

變化，方能為近年來的發展作一脈絡性的理解。台北的溫羅汀和東京的神保町都

是二手書業的聚集地，也同樣在城市之中，但不可簡單等同而論。雖然在歷史發

展的時間不同，但在思想箝制和禁書的時代，二手書業都曾是知識流通和啟蒙的

地方。在店面外觀上，都曾外表樸實無華，但藏書臥虎藏龍，也曾在小坪數的店

舖奮力發揮最大坪效。 

 

二、網路時代造成二手書業經營型態改變 

 

 網路興起對兩地的書業和二手書業的影響和衝擊，促成了兩地二手書業的轉

型。網路拍賣開啟了二手物品販售的風潮，創造出一個可遊逛的空間，改變了搜

尋和訂購的方式，突破傳統需實體空間才能經營的限制。當時，有不少先從網路

店家的形式開業，再轉向實體書店發展的例子。 

 網路對新書書業的影響可以從實體書店和網路書店的發展脈絡得知，網路書

店不只影響到連鎖書店，也使得很多地方書店因此歇業。在追求快速得到資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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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娛樂模式的改變之下，台灣和日本的出版業和新書業普遍都是衰退的。台灣

的連鎖書店有轉向綜合商場的趨勢，而另外具有人文精神和意志的獨立書店慢慢

遍地開花。日本的連鎖書店在整體銷售上也呈現衰退，造此此現象的原因有「再

販制度」的動搖、「新古書店」和「漫畫咖啡店」的衝擊等，實體書店營業額逐年

下降，網路書店的營業額相對地不斷上升。 

 二手書業受到網路興起的影響，有了許多轉變。最重要的是資訊的流通，網

路使得原本資訊不對稱、不透明的狀況改變，許多人得以交換書籍甚至是開業的

訊息，促使許多人加入這個行業。在經營方式也產生了轉變，店家需要嘗試新的

方法宣傳和銷售，例如以網路拍賣交易、社群網路的互動、訂價等。網路的銷售

可以拓展銷售範圍，但同時，這也促成同業之間的競爭。網路使得店面轉型為現

代性的、新型態的店面，這種新型態的店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對整個產業來說

是注入一股年輕的活水，但同樣的，也衝擊到傳統保守型的店家，若不具有特別

的專業或商品，則可能就此沒落。 

 願意使用網路的二手書業者首先都先建立屬於自己在網路上的官方網站，用

以自我介紹，並推出網路購物的方式以及運用留言或文章和買書客交流，宣傳方

式變得更加多樣，影響的範圍也更廣，宣傳的成本也降低，其後更深入影響到書

店經營的多個作業環節。 

 

三、兩地二手書業的空間與場所精神建構 

 

 作為場所的書店隨著兩地的歷史和文化地景變遷也產生了改變，但即使地景

變遷，書店的精神還是可能會留存下來，甚至透過歷史文化的底蘊，激盪出新的

精神。人和場所的關係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進入內部時的感受，人與空間互動會

形成場所感，若透過反覆的造訪並感到舒適，則是一種「安得其所」的現象，對

這個場所的觀感形成自己內心的「地方」。因此，店內空間的設計與呈現是相當重

要的，店主在空間的塑造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台北溫羅汀的二手書業的店內空間，改變了在牯嶺街和光華商場的時期的攤

位形式，多以獨立的店面為主。店內空間多具有設計感和美感，建立和新書書店

相似的分區規劃，與舊時二手書業的形象大相逕庭，吸引更多人前來遊逛。在店

家的風格上，本研究的兩位受訪者一位是連鎖二手書店的店長，另一位則是獨資

開業，他們對書店的風格看法也因此有所不同，連鎖的二手書店風格較受限至於

企業決策，個人的二手書店則較有嘗試的空間，透過店內配置的改變和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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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能激盪出不同的場所精神。特別是現在有一些書店和二手書店開始以書店

作為一個反映思想和表達立場的場所，具有「公共意識」和「在地關懷」，除了知

識的傳遞，也是另一種同好的活動場所，這些場所的轉變也成為店主本身自我成

長的呈現。 

 

 東京神保町的店面空間本研究主要探討四種形式：一是一樓店面，二是神田

古書中心的大樓攤位店面，三是二樓以上店面，四是事務所型的店面。因為具有

悠久的歷史，在近十年來店面空間和顧客的身體經驗的部分並無明顯的改變，依

然維持著偏向傳統的形式，這與當地店家的專業取向有關，要維持在神保町的生

存，獨特性、明確的專業領域、具有特色才是主要重點，日本店家的職人意識使

他們普遍認為店家的風格反映在他們所選的書籍上，書籍是店家的重點，以書取

得愛書者的認同。 

 兩地在近十餘年都面臨網路和經濟的衝擊，在網路時代興起時，經營方式產

生改變的進程是類似的，目前都擁有專業的舊書店和大型的連鎖的綜合二手書店。

但時至今日，還是可以發現同中有異，兩地的二手書店區的走向呈現出各自的文

化內涵。綜合以上，筆者認為，溫羅汀主要的轉型是在於店面空間和銷售方式的

改變，而神保町主要的轉型是在於銷售方式和聯盟活動的改變。 

 

四、屬於現在的場所精神和未來場所想像 

 

 本研究以書店圈的人文觀察作為反思場所精神的取徑，以同樣的文化條件分

析兩地文化呈現出的異同。在書店與人的關係中，以經營者在書店空間中所扮演

的文化角色、文化記憶呈現的方式作探討，顯示出書店這個場所內人和書的互動

能夠凸顯人文記憶和人的溫度。在聯盟組成和地方盛典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見

台日文化差異似乎也反映在二手書業上，面對商業競爭，台灣的店面依舊大多採

取各自獨立、兀自綻放的路線，日本的二手書業則產生了聯盟的組織，與大宗的

連鎖新古書店是環肥燕瘦，兩相美麗。這似乎也是台灣人充滿隨興獨特的彈性和

日本人的嚴謹鑽研的性格區分，也是雙方文化可以彼此學習，嘗試改變的地方。

另外，咖啡店和音樂環繞的書店圈是一個共有現象，顯示音樂、咖啡和書這幾個

產業之間有相輔相成的效益，同是學區對了份悠哉和自適，具有這樣的文化土壤，

也是能不斷激盪場所精神的原因之一。 

 顯然，在出版社式微、娛樂習慣改變的現在，書店的生存愈發困難，也因此

更加可貴。二手書業所展現的書籍，在出版的時間比起新書業更長，隨著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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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店家的背景，也發展出特有的模式和知識傳承，若將其納為廣義的文化資

產，特別是在台日雙方的法律都有類似概念的情況下，將這個概念延伸，不僅有

對國內文化發展和傳遞的意義，對外也值得發展觀光產業，值得維護和鼓勵。 

 台北的溫羅汀與東京的神保町在形成與嘗試轉型的發展進程中，得到愛書人

的認同，使得二手書店這個場所成為愛書人重視的「地方」，也成為具備文化和知

識涵養，具有啟發性的文化爐床。書店的存在隨著時間的變化，這些地方已成為

市民的集體記憶，是愛書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場所。 

 以現代意義而言，「逛書店」的行為可以理解自身的位置，這代表一種反思的

精神。在與受訪者的訪談中，本研究以「未來二手書店想像」作為最後的提問，

透過五位店家經營者的角度，理解兩地未來二手書業的走向以及二手書店場所精

神的延伸。 

 台灣溫羅汀的「新」和日本神保町的「古」是兩地二手書業得以遠近馳名的

原因，在這裡，「古」和「新」指的是街景、店面空間和店面的銷售方式。根據經

營者的深度訪談，有可以兩相參照的地方，也還具有各種可能性。溫羅汀的二手

書業除了力圖在店面空間作多種活動的利用外，也試圖往精緻化和專業化的路線

發展，日本的神保町則是在逐年的活動中試圖加入一點新的元素，兩者皆尚在產

生變化中。 

 

 閱讀文化漸漸隨著各種電子產品的發明而顯得式微，在交通運輸工具上，昔

日看書讀報的風景不再，多是使用電子產品居多。在推廣閱讀文化的方面，需要

出版業、新書業和二手書業發揮影響力，提出新的創意想法和活動來深耕，若是

在政策上有相關配套，將會更有力。 

 書店作為實體場所的存在，現在已不只是銀貨兩訖的買賣空間，而是具有獨

特人文精神的場所，二手書在資訊汰換快速的現在，跨越了時間的限制，保留了

時代的意義，也創造出反思的可能。隨著時代的改變、城市的發展，學區、商圈、

書店圈之間的互動關係更為密切，隨之發展出來的藝文空間也更加多元，具有相

輔相成的功用，書店不是一個孤立無援的產業，而是每個人生活之中和生命歷程

的中繼點。透過歷史、地景的改變，正視二手書店的場所精神，或許能讓這個時

代的我們，擁有一個富有意義的棲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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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資料 

 

編號／姓名 性別 年齡 購買二手

書資歷 

從事二手書

行業資歷 

相關資歷 訪談時地 

01 傅月庵 男 50~55 40 年 5 年 作家 

 

遠流出版公司

總編輯 

 

遠流博識網網

站主編及顧問 

 

茉莉二手書店

執行總監 

 

2014/07/16 

 

地點： 

海邊的卡

夫卡 

02 石芳瑜 女 45~50 高中時

期常造

訪光華

商場，後

曾中斷

直到近

年恢復 

3 年 譯者 

 

作家 

 

永樂座經營者 

（2011 年創業） 

 

2014/08/26 

 

地點： 

永樂座 

03 謝之馨 女 35~40 12 年 10 年 唐山書店採購 

 

茉莉二手書店

師大店店員 

 

茉莉二手書店

台大店店長 

 

茉莉二手書店

2014/09/04 

書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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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店店長 

（現職） 

 

04 藤下真潮 男 50~55 40 年 13 年 作家 

 

くだん書房 

經營者 

（2002 年創業） 

 

2013/10/25 

 

地點： 

東京古書

會館 

 

2014/08/19 

書信訪談 

 

2014/08/24 

書信訪談 

 

2014/10/24 

書信訪談 

 

2014/11/5 

書信訪談 

 

2014/11/11 

書信訪談 

 

05 明石健 男   27 年 

 

慶文堂書店 

 

五萬堂書店 

經營者 

（1997 年創業） 

 

2013/10/25 

 

地點： 

東京古書

會館 

 

2014/08/19 

書信訪談 

（公開姓名者皆為半公眾人物，具作家、店家經營者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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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神保町之古書店經營型態現況 

 

店名 店面成立時間 書籍特色 網路販售 

アカシヤ書店 1956 圍棋、將棋等 有 

蒐堂 1989 古地圖、版畫、古

玩具等 

 

あきつ書店  明治到昭和初期

文獻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朝日書林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梓書房 1978 思想、宗教 有 

＠ワンダー 2001 SF、電影、推理等 有 

アムールショップ  成人向 無 

ARATAMA 1970 藝能雜誌、寫真、

成人向等 

有 

荒魂書店 1972 藝能雜誌、寫真、

成人向等 

有 

愛書館 中川書房 2012 神保町店 綜合 有 

飯島書店  書道、拓本等 有 

池宮書店 1938 創業 林業、地理、地質

等 

有 

いざわ書林 1979 醫學 有 

いにしえ文庫 2008 戰前大眾文化  

石田書房 2004 創業 

2006 現址 

電影  

イタリア書房 1958 義大利語、歐文書

等 

有 

一心堂書店 1919 美術 有 

一誠堂書店 1903 創業 

1931 現址 

綜合、珍本 有 

伊藤書店  人文社科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ヴィンテージ  電影、音樂等 有 

魚住書店 1953 成人向書籍等批

發店 

無店面販售 

業者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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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たたね文庫 2001 心靈學、醫學 有 

内山書店 1917 上海創業 

1935 東京內山

書店 

1968 現址 

1985 改建 

中國書 有 

英山堂書店 1975 現址 文藝向 無 

恵比寿堂ギャラリー 1999 美術 有 

大久保書店  地質學  

大島書店 2001 現址 外文書、語言學  

大屋書房 1882 江戶時代和本 有 

小川図書 1930 外文書、雜誌 有 

奥野かるた店 1921 紙牌、玩具 有 

かげろう文庫 2002 美術 有 

カスミ書房 1996 創業 

2004 現址 

音樂、動畫  

風通信社  社會科學 無店面販售 

有網路販售 

金沢書店 1937 歷史、民族學、考

古報告書等 

無店面販售 

有網路販售 

臥遊堂 2006 和本、書道 有 

がらんどう神田神保町店 1985 創業 

2005 現址 

綜合，戰前雜誌等 有 

かわほり堂 2004 近代文學、和本 有 

かんけ書房 2007 絕版漫畫 有 

神田書房  成人向、藝能  

巌南堂書店  近代文學、書幅、

色紙等 

無 

北沢書店 1902 創業 

2005 改裝 

英美文學 有 

ギャラリーかわまつ 1976 創業 

2005 現址 

外國版畫、插畫 有 

きゅう睛 2003 近代文學、美術 事務所形式 

不定 

玉英堂書店 1902 貸本屋業 

1926 創業 

古典及、限定本、

初版本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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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現址 

極東書店 1951 外文書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有網路販售 

魚山堂書店 1991 創業 

2002 現址 

攝影 有 

キントト文庫 1997 創業 

2005 現址 

風俗、東京、昭和  

金文堂書店  古典籍、歷史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くだん書房 2002 漫畫、江戶和本 有 

KEIZO 2004 美術 有 

慶文堂書店 1956 日本史、東洋史、

民俗等 

有 

けやき書店 1987 近代文學(無賴派) 有 

源喜堂書店 1932 美術 有 

虔十書林 1990 板橋區蓮

根創業 

2001 神保町 

美術  

古賀書店 大正初期創業 

昭和以來轉型 

古典音樂 有 

國際書房 1920 創業 

1927 現址 

法律洋書 有 

古書かんたんむ 1985 創業 

2005 現址 

絕版書、趣味、地

方誌等 

有 

古書すからべ 2003 文學 無店面販售 

有網路販售 

古書たなごころ 2010 SF、偵探小說 有 

古典版画 東洲斎 1990 古典版畫 有 

小林書房 1967 佛教 無店面販售 

有網路販售 

五萬堂書店 1997 歷史 有 

軍学堂 2002 近代軍事 有 

小宮山書店 1939 綜合、三島由紀夫 有 

酒井好古堂 1870 浮世繪 有 

索文社図書 1988 歷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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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羅書房 1967 古典籍 有 

澤口書店 小川町本店 2000 創業 

2003 神田店 

綜合 有 

澤口書店 神保町店 2009 絕版漫畫 有 

澤口書店 巖松堂ビル店 2011 綜合、文庫本 有 

三進堂書店 1927 創業 

1947 現址 

山岳、語言 有 

三茶書房 1948 創業 

1964 現址 

文學 有 

山陽堂書店 1950 學術專門 有 

篠村書店  鐵道  

松雲堂書店 1900 漢文、漢詩、古典 有 

書肆ひぐらし 1995 以後 近代文學  

書肆ひやね 1979 限定本  

心願社 1994 精神醫學、思想 有 

秦川堂書店 1907 創業 

1978 現址 

鐵道、古地圖 有 

新日本書籍 小売部 SNS 神

保町 

1987 創業 

2005 重新開幕 

綜合 有 

神保町古書モール 2005 綜合(多店共同)  

水平書館 1993 人權 有 

崇文荘書店 1941 外文書 有 

菅村書店 2003 汽車、鐵道、飛機 有 

清雅堂 1928 美術、書道  

誠心堂書店 1935 和本、書道等 有 

叢文閣書店 1967 創業 

1979 現址 

歷史 有 

大雲堂書店 1893 綜合 有 

高山本店 1875 日本史、武道、能 有 

たにぐち書店  精神醫學 有 

田村書店 1904 文學、人文科學 有 

通志堂書店 2000 中國關聯書 有 

DiO カルチャービレッジ 2001 開業 

2003 現址 

偶像  

手塚書房 2009 傳統藝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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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堂書店 1934 成人向 有 

東城書店 1975 中國、韓國古典籍 無店面販售 

以目錄販售 

有網路販售 

東陽堂書店 1924 宗教、日本史、易

書等 

有 

とかち書房 2002 現址 歷史 有 

鳥海書房 1978 自然科學 有 

鳥海書房 姉妹店 2000 自然科學 有 

中嶋尚美社 1924 浮世繪  

長島書店 神保町店 1902 創業 

2003 

歷史 有 

長島書店 駿河台下店 1902 創業 

1990 

漫畫、文學、考古 有 

中野書店 古書部 1946 創業 

1979 現址 

珍本 有 

中野書店 漫画部 1975 絕版漫畫 有 

永森書店 2002 古地圖、鄉土史 有 

南海堂書店 1946 歷史 有 

南洋堂書店 1925 建築書  

西秋書店 1976 日本文學 有 

日本古書通信社 1934 起每月發

行《月刊日本

古書通信》 

  

日本書房 1948 創業 

1985 現址 

日本文學 有 

芳賀書店 古書センター店 1979 成人向  

芳賀書店 本店 1957 成人向 有 

パージナ 2000 美術設計 有 

波多野書店 1949 新聞、文學  

原書房 1932 易學、浮世繪等 有 

版画堂 1989 版畫 以目錄販售 

BIBLIO ビブリオ 1998 網路創業 

2005 神保町 

運動 有 

ファンタジー 1998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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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洞書店 1991 工藝、古美術 有 

風光書房 1990 年代創業 

2000 現址 

文學 有 

ふくべ書房  自然科學古典籍 有 

富士鷹屋 2001 現址 奇幻、偵探小說 有 

ブック・ダイバー  文學、電影、藝術 有 

BOOK DASH 2000 創業 

2004 更名 

藝能寫真集等 有 

ブックパワーRBS 2007 運動、格鬥  

文華堂書店 1937 軍事、傳記、政治 有 

文献書院 1952 創業 寫真集、成人向 有 

ブンケン・ロック・サイド 文献書院分支 

1989 現址 

搖滾音樂 有 

文庫川村 1950 岩波文庫  

文省堂書店 1965 以後 

2007 現址 

偶像、演員寫真 有 

文泉堂書店  法政、經濟 有 

ポスターコレクション 1996 創業 

1999 現址 

偶像海報等  

ボヘミアンズ・ギルド 1920 池袋 

2004 神保町 

美術 有 

magnif 2009 時尚、美術、文化 有 

松本書店 1970 歷史、電影  

丸沼書店 1936 法律、歷史 有 

萬羽軒 2002 藝術、古筆  

三田アート画廊 1963 浮世繪、版畫  

みはる書房 2000 傳統藝能  

みわ書房 1978 喜鶴書房 

1983 更名 

童書、繪本等 有 

村山書店 1939 建築、理工、學術 有 

明倫館書店 1941 自然科學 有 

八木書店 出版批發 人文 有 

八木書店 古書部 1934 日本文學、原稿等 有 

矢口書店 1918 創業 

1928 現址 

演藝、戲曲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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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書店  參考書、近代文學

等 

有 

山田書店 1938 寫真、工具書  

山田書店 美術部  美術 有 

山猫屋 2003 近代文學、和歌、

漢詩等 

 

山本書店 1909 古典籍 有 

友愛書房 1948 基督教 有 

悠久堂書店 1915 美術、料理  

遊星堂 1996 漫畫、雜誌 有 

有文堂書店 1917 綜合、歌舞伎  

羊頭書房 2000 科幻、偵探 有 

楽水書房 2010 書道 有 

喇嘛舎 1976 創業 

2002 現址 

文學、電影  

蘭花堂 1989 中國美術 有 

燎原書店 1971 東洋史 有 

六一書房 1984 歷史 有 

呂古書房 1993 插畫、豆本、藏書

票 

有 

ロックオンキング 2004 音樂資料專門 有 

表註 1：本列表名單以「BOOK TOWN じんぼう 神保町古書街官方網站」公布者為準，網站內附

地址等營業資訊。「軍学堂」、「いにしえ文庫」、「古書たなごころ」、「楽水書房」、「愛書館 中川

書房」、「澤口書店 巖松堂ビル店」、「澤口書店 神保町店」為筆者另加。 

表註 2：空白處為不確定資訊。 

表註 3：灰底為 1995 年後在神保町創業或開店的店家。 

表註 4：「網路販售」者定義從寬，有詳列書目價目者，也有附條目接受詢問訂購者。 

表註 5：「無店面販售，有網路販售」者多為事務所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