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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錄  錄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下簡稱：FBP)目前世界上已有二十多國家實

施。不論實施與未實施之國家對於此議題都有高度的關注與論述。由

於各個國家文化、政治、經濟與市場(圖書出版等)環境不同，其制度
所遭遇之障礙或成敗亦難論斷功過。FBP 精神在於維繫圖書市場之穩
定和諧，促進文化多樣性與開創成熟閱讀消費風氣為要。歐洲各國在

FBP 制度與自由價格制度之間擺盪，各國也逐漸體會：若欲有效落實
FBP，唯有仰賴將此制度法制化，方可順利開展，達成目標。 

一、圖書定價銷售問卷調查扼要 

消費者問卷調查方法以電話訪問進行，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法，針
對臺閩地區 16歲以上之民眾進行訪問，共計回收 2,845份有效樣本，
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不超過 1.84%。調查結果顯示，有 45.1%
民眾兩年內曾購買圖書，且 73.8%的圖書消費者以「實體書店」為購
買圖書的主要管道。在購買圖書種類與消費金額中，79.1%的圖書消
費者曾購買「一般圖書」，其次為「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41.6%）
及「工具書」（30.9%）；同時，在不同圖書種類的消費金額中，以「兒
童讀物」的平均一年花費最高，平均消費金額為 2,521 元，其次依序
為「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2,434 元）及「一般圖書」（2,418
元），其餘圖書種類的消費金額皆低於 2,000 元。 

圖書消費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看法中，若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

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消費者對每種圖書種類表示「總支出不變」
的比例皆較高，且比例皆在六成以上，包含電子書（93.4%）、教科書
/考試用書（68.8%）、一般圖書（67.1%）、工具書（65.8%）、兒童讀
物（62.8%）及漫畫書（61.0%）。此外，41.3%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
年」內的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並有 53.6%的圖書消費者支
持圖書定價銷售制。同時，36.8%的圖書消費者表示對其最常購買的
圖書種類來說，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將「不會改變」購買新書的行
為，其次依序為「儘量用借的」（29.9%）及「過了限制期再買」
（26.8%）。 



圖書出版業者問卷調查方法採用普查之方式進行，依文化部提供
之出版業者、經銷商及書店相關業者名單進行全面調查，並透過mail、
傳真等多元化之管道寄送問卷，並輔以電話催收問卷，共計回收 928
份有效樣本。調查結果顯示，32.3%的受訪業者表示支持且儘快實施
圖書定價銷售制，亦有 35.0%的受訪業者表示支持但稍緩，應再等景
氣提升時實施；此外，35.9%的受訪業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
而有 39.3%的受訪業者則表示有條件支持。 

支持及有條件支持圖書定價草案內容的受訪業者中，60.5%的受
訪業者認為「一年」是新書限制折扣適當的時間，56.3%的受訪業者
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是適當的折
扣數；進一步了解受訪業者對各種項目是否應受圖書定價之規定或屬

例外情形有不同的意見或看法中，受訪業者認為應受一般限制的新書
消費模式為「網路通路」（69.3%）、「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
版的出版品」（67.5%）、「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63.0%）、「預
購書」（57.9%）、「政府採購」（55.0%）、「電子書」（53.9%）及「台
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43.1%）；另有 40.4%的受訪
業者認為「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

條件；此外，受訪業者認為不應受限制的項目為「瑕疵書」（72.6%）、
「二手書」（67.5%）、「結束營業的拍賣」（64.0%）及「銷售給作者
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49.1%）。 

另外，44.7%受訪業者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不應規範
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而 41.1%則認為應規範；56.9%受訪業者
表示如果圖書銷售有附贈贈品，贈品價格不應受限制；65.6%受訪業
者表示圖書銷售可以免運費但應有條件限制；同時，除法定中央主管
機關之外，74.8%的受訪業者認為「縣（市）政府」為適當的配合查
核單位。同時，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56.2%受訪業者認為出版社
和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受折扣限制，59.0%的受訪業者認
為代理經銷商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價格亦需要受折扣限制。此外，若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58.7%的出版社、54.0%的經銷商及 49.9%的書
店業者表示營運業績將不會改變。 



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推行期間經濟模式推估 

由財政部的財政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書籍出版營利事業的銷售額
由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趨勢平均大約以每年 11%之衰退率下跌，至
105 年總產值雖仍維持 190 億左右，但過往跌幅可能威脅仍在。本研
究前述推估整體出版書籍之加權平均價格彈性約-1.188，若未來實施
圖書定價銷售制後，短期內(即實施的第一年)我國整體出版產業總產
值會因此而再下跌約 1 成 5 到 2 成左右，換言之，若政府在民國 106
年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則民國 106年我國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值
最壞情況將很可能降至不到 160 億，遠不及民國 101 年總產值之一
半。 

三、補救與配套政策的建議 

1.實施 FBP 雖然長期而言對出版社/書店的衝擊有限，但制度實施
之後，短期內必定其營收有不小的負面影響。故建議若能待國內

景氣略為好轉之後，例如國內的 GDP 成長率有明顯提升或失業
率更進一步下降，再行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則其衝擊將大為
減少。

2.「圖書」乃為一正常財，促進其消費之方法以「圖書禮券」的發
放，不失為一增加所得而又能使得圖書的消費增加的適當方法。
惟「圖書禮券」如何發放仍需嚴謹考量與設計，這其中又牽涉到

政府財政的問題。

3.「免徵加值營業稅」、「購書抵稅」與「購書折扣」對消費者而言
幾乎是有相同的降價效果，對出版社/書店的營收亦可增加。但此
出版社/書店營收增加的效果將直接移轉到政府，使得政府的稅收
減少，對目前我國政府面臨財政困難之時亦須有所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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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釋義與臺灣出版環境分析 † 

圖書出版產業是國家不可或缺的文化資產，亦間接代表著一個國家所

擁有的知識經濟及獨特的文化市場。惟此國家重要產業運作牽涉自由化與

干預政策兩種思維的折衝，各國政府常躊躇而缺乏宏觀積極之文化產業配

套措施，無法適時明確思考圖書出版產業對於國家文化政策未來發展之關

鍵角色。在歐洲，常見諸於文化反省，希望政府多投入預算資金分配到圖

書出版產業，並且重新詮釋圖書之公眾利益問題，透過國家規範或者協議

訴求之形式，以支持國家的文化發展。1 例如：給予稅法上的減免，為圖

書出版業者建立一套具規模經營的系統及相關事宜等。 

在現代社會裡，政府對出版產業相關的文化政策操作，向來褒貶不一。

為求維護市場秩序與競爭力，眾多經由政府獎補助款或干預手段所達成的

文化政策中，「圖書定價銷售」（Fixed Book Price，以下簡稱 FBP）制度可

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標之一。 

一、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名詞釋義 

在台灣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之名稱為一般通稱，或稱「圖書

固定價格制度」、「圖書統一定價制度」、「圖書限制折扣交易規則」、「再

販賣價格維持制度」、「圖書定價法」、「淨價書協議」(Net Book Agreement，
以下簡稱 NBA)以及圖書「零售價格維持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以下簡稱 RPM)等等各種中文稱謂。2 上述各種稱謂端視各個國家之正

式實施名稱而定。 

一般而言，FBP 泛指一種透過法律或協議所進行的管制(或約束)圖
書零售價格的市場機制，此制度之對象大都針對圖書末端零售商(可包

含獨立書店、連鎖書店、網路書店、便利商店與大賣場等)於銷售出版

† 本緒論作者：邱炯友、陳俊偉。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陳俊偉，「緒論：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釋義與

台灣出版環境分析」，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Uroš Grilc, “Books, Culture and the European Challenges they Face,” Book Publishing in Europe, no.4 
(2004),http://www.javnost-the public.org/issue/2004/4/ (accessed Dec 26,2009). 
2 此相關制度名稱多元，較正式名稱亦作「限制商品轉售價格/再售價格維持契約」(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簡稱 RPM)，其他可能稱謂尚有：圖書定價販售制度、淨價圖書/圖書實價協定、圖

書限制折扣交易規則(限折令)等。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 

                                                      



緒論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釋義與臺灣出版環境分析 

品予消費者時，將該交易價格(或折扣率)與服務項目，於某段時間內維

持(或限制)在既定(或約定)內容規範下的一種圖書銷售制度。當然，此

制度亦考慮某些特定條件(例如：時間、場合、活動、書種、消費者、

罰則)而予以(部分或完全)排除適用範圍，特別對於某些難以達成多數共

識之傳統交易習慣(模式)、涉及複雜與挑戰性高之執行細目，通常都予

以免除或延緩，以降低政策推行之阻力。 

FBP 也有兩種不同的內涵表達，主要意謂限制圖書出版零售通路的

價格，意即消費者之購書價格；有時亦可擴充應用於出版社對經銷商(或
書店)出版通路批發經銷價格之限制約定，但此廣義上的應用並不多見。

此外，在若干國家的施行實務上，所謂的「限制折扣範圍」或「單一與

固定(統一)價格」具有不同的意義。前者通常給予某種最高折扣，而不

得有逾越其範圍或不得再有額外更優惠的折扣；後者則無折扣空間，純

屬明確售予消費者之單一定價。然而就國際習慣稱謂而言，FBP 可為語

意代表通稱；RPM 並非圖書出版限制價格制之專門用語；而 NBA 則幾

乎為英國制度之專稱。 

FBP 一詞有時留給人負面刻板印象，因為它要求「固定或限制」圖

書市場零售價格與折扣空間，不讓圖書零售商(不論是實體經營的獨立

或連鎖書店、網路書店，甚至包括任何可能運作的大小零售商場與活動)
自由折扣削價販售，故被誤解成「反競爭條款」；此外，FBP 也常被人

聯想到所謂的「卡特爾」(Cartel)企業聯盟和壟斷，誤以為它既為透過統

一定價、防止競爭來增加聯盟業者共同利潤的怪獸。當然這些誇大的想

像盡是誤會，也無助於圖書市場秩序的穩定。 

FBP 制度的實施與應用中，簡單如「圖書標價」動作：是否在書籍

上面標明價格，就約略可以識別出 FBP 制與實施自由價格制國家的不

同。為了讓圖書零售價格有明確的價格數字可做依據，FBP 市場通常要

求標價呈現於書籍版權頁或封底適當位置。然而，實際的應用卻也往往

不相稱，譬如：芬蘭、瑞典規定書籍上不能有標價，但部分芬蘭和瑞典

出版商仍使用「建議零售價格」（Recommended price;或 Approximate 
price）。至於有時規定「不得標價在書籍上面」不只代表不能有折扣，

同時也代表能提高零售價格，換句話說，考量到庫存空間成本，書店能

販售高於出版商建議的價格。3 

3 昔日英國 NBA 制度允許書商以高於標價售書，但實例極少見。Doris Stockman, “Free or Fixed Prices on 
Books- Patterns of Book Pricing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2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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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文化政策的良莠思辯 

FBP 制度在若干國家已施行多年，其合理性、法源基礎、書籍文化

商品屬性等探討，至今正反面爭論與衝擊仍然不斷。出版界不僅僅期待

政府的財政補貼，更冀望政府提出相關政策與落實資源分配，具體鼓勵

生產者（作家）、出版商、書商、消費者/讀者，以期擴大圖書出版書

目種類及民眾閱讀風氣，並確保圖書出版的多樣性和質量，皆能夠真實

反映在國家社會文化發展上。4 一般商品要獲取等同價值的報酬，消費

者為了得到便利性、達到某種效用而購買；然而文化商品因被賦其殊異

性，造成長久以來政府對圖書出版政策難去評估及執行，也影響出版產

業必須不斷轉型，卻疲於紓困且乏力。這也反映出一般民眾對公共服務

與公共政策的觀感，乃是資源太過於散亂，同時過程中的成效亦缺乏其

能見度。 

平實而論，對於出版事業投下更多的關注，將有利於落實文化治國

理念，並創造優質文化環境。出版產業是國家文化產業重要指標，國家

出版政策既是公共政策，亦為公共服務事項，必須重視效率與效能。文

化政策是國家為支持文化產業所採取之政策指示，近年來我國思考推動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立法，成為出版產業輔導策略書面報告中，九大指標

輔導策略之一。其它指標形式多元，尚有：加強人才培力、出版獎勵及

扶持、開拓國際交流、推動產業數位化、強化跨界合作、提振閱讀風氣

等等。其目的即在於提振國內出版環境衰退之困局。 

表 A 彙整可見，查財政統計資料庫對書籍出版類別項目的總體統

計，可以概略瞭解近年出版產業產值的萎縮。民國 98 年產值有 313 億

元，中間仍維持 300 億元以上的營業額，直至民國 103 年統計產值僅僅

剩 226 億，衰退的數字是以「億」為單位大幅度下滑。5 由表 A 觀察民

國 104年出版產業銷售額為 190億，相較於民國 99年，衰退幅度近 48.2%，

如何脫離出版產業寒冬，成為當責機關執行文化政策首要面對之課題。 

Culture, no. 4, vol. 11(2004): 49-64. 
4 Kelvin Smith, “Publishers and the public governmental support in Europe,” Book Publishing in Europ, 
no.4 (2004),http://www.javnost-the public.org/issue/2004/4/ (accessed Dec 26,2009). 
5 財政統計資料庫查詢，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第 7 次修訂（5813-11 書籍出版）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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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書籍出版調查銷售額 
年度 銷售額總計（單元：千元） 
98 年 31,366,057 
99 年 36,751,031 
100 年 35,244,446 
101 年 35,236,761 
102 年 26,995,482 
103 年 22,692,176 
104 年 19,048,10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欲推行 FBP 制度，且先回顧歷史。臺灣圖書不二價運動始見於 1966
年至 1967 年間，以及後續 1975 年、1986 年、1991 至 1992 年間，其間

雖形成輿論，卻未見深遠影響。歷次行動中，常賦予「不二價」的觀念

來訴求理念，出版業者主張「不二價」運動只是爭取合理利潤。而 1986
年 11 月台北市城中區書店業者所組成的圖書聯誼會，面對長久書價亂

局，積極且有規劃地發動整個出版業支持不二價運動，令人印象深刻。6

可惜因觀念未落實、共識未堅、約束力薄弱，隔年初即功敗垂成。7根

據《出版流通》於 1991 年對全省 53 家書店的調查發現：書店打折促銷

之主要原因乃在順應長久累積下來的消費習慣，並非因為這樣的銷售方

式比較好而選擇它。8由於臺灣大多數出版社將批書於下游零售端的加

值營業稅（5%），轉嫁至書店業者，亦使得書店實際進貨折扣數有限（如：

73.5 折）；而臺灣的店銷通路則在總經銷配送之外，部分仍保有出版社

→書店，出版社→經銷商→地區經銷→書店等通路，折扣條件不一，相

較他國仍較為複雜。 

在自由市場下，圖書被視為消費商品以獲取收益，一旦書籍被認定

具有商業價值特性，則市場競爭便無法避免。出版面臨產業化競爭，卻

仍必須被迫面對「習慣性折扣」的價格策略所帶來的薄利環境。9西元

2010 年始至今，台灣業者不斷呼籲相關機關提倡「圖書定價銷售制」

6 該訴求按階段循序進展為：圖書銷售不得低於 9 折，進而不低於 95 折，而後達到完全的不二價，同

時建立消費者購書不求折扣之觀念。資料見 民生報。「北市城中區書店『不二價』起步」1986 年 11
月 20 日，第 9 版。 
7 該聯誼會曾訂定違約書店業者須繳 3 至 5 萬元罰款，並須先繳交保證金。資料見 民生報。「圖書不

二價運動流產?」1987 年 1 月 6 日，第 9 版。 
8 編輯室，「書店折扣政策下的迷思」，出版流通 2 期（民 89 年 12 月），3。 
9 在消費者端，民國 99 年在臺灣常見連鎖書店以書店會員價 9 折之方式售書，若干獨立書店則依據出

版社所給折扣數之高低，甚且給與消費者 85 折至 9 折不等之折扣價，整體而言，書店利潤亦相當有限。

就此觀點上，推動「不二價」購書之主因在於維持經營，而非藉機剝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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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誘因，但仍無具體結果。時隔五年後，連鎖書店及網路書店的環

境顯然因自由貿易的競爭關係，出版同業普遍更不樂觀看待出版市場的

營收成長。近年來，經過市場機制的調整，新書在三個月內的打折底線

為七九折（或是限定通路銷售的附加價值/贈品），此後的折扣多為此原

則。目前出版社與書店的默契是部分新書的七九折只維持一到三個月，

之後即調整回正常價格（九折或不打折），這種銷售方式成為出版市場

特有的營運型態。10時下全台金石堂連鎖書店共計 48 間，誠品連鎖書店

共計 42 間；然而事實上，囿於網路通路、量販通路的興起，加上消費

型態改變之因素，出版產業已經逐漸失去長期合作的通路夥伴。 

三、 閱讀人口與公部門採購之關係 

針對閱讀推廣及圖書之公平可用性與取得性，必須仰賴圖書定價銷

售制來提升，讓知識創作的傳播、文化價值與多元性，在其行銷活動、

消費行為、通路結構等皆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及保障，促使更多讀者能夠

接觸到多元書籍的機會，進而確保在任何管道讓民眾可以多樣的閱讀。

閱讀將被視為一種文化指標，長時間閱讀行為重要的因素有三點：因素

一是關於讀者閱讀的頻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伴隨的意義有所不同；因素

二是關於互動性閱讀和其他形式的媒體活動行為；第三點因素是因涉及

職能的閱讀心理與社會需求。11 圖書館最原始的功能就是扮演書籍典藏

者。對出版產業來說，圖書館採購扮演著閱讀推廣關鍵性的領頭羊角色。

圖書館雖然不是直接的閱讀群眾，但對出版產業來說，卻扮演著消費者

的角色。擁有完整書籍收藏量的圖書館，除了有助於民眾閱讀之外，對

於出版產業來說，也是一個保障基本書籍銷售量的客戶群。這無疑是對

冷門書或學術、教科用書有了基本銷量的保證。圖書館的服務增加，有

助於促進民眾閱讀的需求，可使閱讀人口找到閱讀的環境及所需的資訊

源。出版產業的成長除了對國家教育和經濟進步有所助益外，在產業良

性競爭的供應鏈下，扶持圖書館亦是上游出版供應端的無形責任，協力

與圖書館事業共同推廣閱讀政策是增加閱讀人口的最有效辦法之一。 

  

10 林載爵，「圖書定價制度能不能在臺灣實行」，http://udn.com/news/story/7074/952927（檢索於 2015
年 8 月 12 日）。 
11 Bill Cope and Augus Phillips, The Future of the Book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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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談論 FBP 制的「統一」概念，或許也可以追溯探討圖書館

共同供應契約的擬定與變遷。12 西元 1911 年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圖書

館可結合採購法規定之招標方式、決標原則和採購金額等規定，將採購

中文圖書的辦理方式由以往一年一度辦理的公開招標逐漸改為多元，如

可隨時辦理的小額採購、公開招標不以價格決標而採折扣標（並可搭配

閱選訂購或其它方式進行）、建立優良廠商名單的選擇性招標。自 2003
年起則增加了集中採購所訂國內出版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等。圖書館

可依照典藏目標、讀者特性、經費預算等條件去選擇合適的採購方式。13 
於 2014 年終止的臺灣銀行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標的之續辦議題。探

討圖書定價銷售制的適用範圍應該包含共同供應契約的定型化契約。政

府採購法之精神，是為公部門在執行大量採購預算配額的同時，促使單

位可以用較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進行採購，然而因公部門內會計制度和

人員審查等因素，會採取最低標之採購標地精神。在此之前，實施多年

的政府機關圖書採購契約，普遍還存有共同供應契約的共同約束，圖書

採購折扣可統一定價有限制折扣維持在七一折至七六折（根據 2013 年

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規範）。 

在終止中文圖書共同供應契約後，絕大多數政府機關採取招標精神

執行採購業務，其中又以最低標占比最大。現況下，最低標之採購模式

與程序絕對符合政府採購法之精神，但公部門採購普遍低於 7 折，遠低

於一般市場行情的銷售價格，公部門採購對出版產業振興理應責無旁貸，

卻又無形中扼殺出版產業生存的空間。 

表 B 各城市圖書館與居民擁書率、借閱率、到館次數統計 

國家 人口 圖書館數量 擁書率 借閱率 
平均到

館次數 
芬蘭赫爾

辛基市 
579,006 1 所總館、35 所分館、2 部

巡迴車、11 外部服務站 
3.20 16.23 11.08 

加拿大多

倫多市 
2,503,281 1 所總館、98 所分館、2 部

巡迴車、95 外部服務站 
4.66 11.90 6.46 

新加坡 615,473 1 所總館、21 所分館 4.62 15.94 10.46 
溫哥華 4,839,400 1 所總館、23 所分館、1 部 1.89 5.85 7.88 

12 「共同供應契約」一詞，源自政府採購法第 93 條之規定，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勞

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所稱之共同供應契約，指一機關為二以上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

物或勞務與廠商簽訂契約，使該機關及其他適用機關均得利用該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需求。 
13 閔國棋，「圖書館中文圖書採購與共同供應契約之探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2 卷，4 期(2005)：
54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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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人口 圖書館數量 擁書率 借閱率 
平均到

館次數 
巡迴車 

香港 
6,975,100 1 所總館、65 所分館、10 部

巡迴車 
1.76 8.51 5.93 

台北市 
2,618,772 1 所總館、42 所分館、11 所

民眾閱覽室 
2.20 3.90 5.50 

資料來源：曾淑賢，推動全民閱讀，國家圖書館責無旁貸。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46
（2013年 2月），4-13。 

觀察各城市圖書館與居民擁書率、借閱率、到館次數統計，不難理

解出版產業是高密度地域集中特性的行業，拿台北市立圖書館為例，每

位台北市民的擁書率（即台北市人口平均可借閱圖書館總圖書量）為

2.2 冊。而其它地方機關卻不如台北市立圖書館之經營。沒有新穎性圖

書的採購，民眾使用圖書館機會則遠低於其它首都城市之到館次數。甚

至惶恐圖書館採購經費逐年減少，囿於預算分配，每年編列充實各類型

學校暨公共圖書館之公共建設，包含圖書及設備等，無法以有效的方式

去增加圖書館內容服務。補充圖書館典藏則需另利用地方預算結餘才有

機會執行。14 如上述，其中又因政府採購以最低標競逐，經常可見不符

合預算級距的圖書採購案。 

出版產業列於文化部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法規第三條之第七

項促參行業，相較媒體產業及數位內容產業的補助資源，預算分配占比

明顯尤劣。圖書採維持轉售價格維持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階段出版業

者的削價競爭，減少大量進書庫存的風險，平衡銷售量和進書量之間的

利潤得失，同時降低書店之減少與保障銷售通路等利基，得以交互補貼

（cross-subsidise）之盈餘來增加書籍出版種類；藉此穩定圖書市場的通

路結構，修正折扣競爭的銷售手段，更讓實體書店的出版業者可以發揮

創新服務的模式，業者因而積極推動實施 FBP 制度的研究探討。就經

濟學理論而言，所謂 RPM 制度的出現，產業經濟學者分別提出不同之

論 點。保守派經濟學者延續一向主張，以市場力量為解釋的核心，認

為 RPM 是市場 交易之一方受限於他方而出現的制度，因此它對市場的

競爭維持會有負面效應。相對 的，支持派則主張，維持轉售價格之產

生，係因經銷商提供額外服務時產生了市場失 靈時，製造商/出版社所

想出的矯正手段。市場的產品價格將因此而上升，然而額外服務也 可

14 圖書館好窮，http://udn.com/news/story/6898/1005848（檢索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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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來更多的市場價值，所以最終 RPM 制度，反而促使社會整體褔利

之提升。 15 文化不應該受自由貿易規範的限制，因為「對文化領域採

取補助是合理的，如同健保與教育等領域」。16 面對 FBP 的執行，許多

人將該規範直接理解為限制書籍打折，然而事實並非如此。FBP 制度不

論是業界協議或者是透過文化立法為根據，都是以維護圖書出版產業的

手段。管理出版市場亂無秩序的價格競爭，其本質即為穩定市場需求導

向的公平原則。 

四、 圖書定價銷售制示意及定價策略分析 

所謂的圖書定價銷售，是透過產品銷售價格維持的方式，藉以降低

市場銷售通路間的不平衡狀況產生。對銷售數量的影響來說，會隨著產

品銷售價格的增減而改變，當銷售價格設定較高時，產品的銷售動能與

數量出現需求不足的情況；而當銷售價格設定較低時，產品的銷售動能

與數量則隨之上升。因通路不平衡所產生的供貨條件不平等，使得書籍

出版的銷售呈現紅海策略銷售的競爭手段。「銷售維持」（price 
maintenance）即限制或有限度折扣的價格調整，對於整體出版產業的影

響，是以維持長期平均成本/利潤曲線的方式，讓圖書通路增加獲利能

力，進而維護整體出版產業的社會利益（泛指書籍出版種類、印刷量、

定價反映成本、通路多元、推廣閱讀資源等）。圖 A 說明廣義的 FBP 制

度有兩種分析作法，一為從零售價格維持，針對通路末端供應給消費者

的限制，進而達到維持長期平均利潤曲線的方式。其二，是從批發價格

維持，針對生產端供應給通路的限制，進而達到維持長期平均成本曲線

的方式。 

  

15 莊春發，維持轉售價格的研究。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7-95。 
16 法國文化多樣性聯盟代表 Mrs Debora ABRAMOWICZ，2005 年 12 月 16 日台灣「促進文化多樣性」

專題演講中譯文，http://web.cca.gov.tw/autocue/ccd/translation.pdf，檢索於 201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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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廣義圖書定價銷售制示意圖 

書籍內容不同，經營成本各異，對於利潤的考量亦不同，因此市面

上的書籍價格應由個別廠商，依其成本高低及市場供需變化，決定其書

籍價格，才符合競爭的精神。折扣問題使得圖書定價銷售制產生，因為

有一些國家相信自由競爭的結果有可能讓文化發展走入死胡同，這使得

文化發展的道路受到阻礙，圖書定價規範是保護文化與出版產業發展的

制度，但同樣也造成圖書出版產業飽受妨礙自由經濟交易之批判。站在

消費者的立場，購買書籍考量的不外乎是書店（或書的通路商）的可得

性和便利性、書店的促銷活動或其他好處、書店的特色及服務。換言之，

當價格一致的時候，服務品質和書店形象就成為吸引顧客的重點。從市

場銷售觀察，目前整個出版業交易行為失去規範，售價高低取決於出版

社的定價及折扣。然而高折扣等同間接反映圖書出版市場中另外一個重

要的問題，即圖書定價高昂的現象，使其書籍製作成本遠遠要低於定

價。 

就圖書成本理論而言，所謂成本率即為書籍占成本定價的百分比。

各出版社成本率並無一定標準，一般而言，成本率約為一本書定價的

30-40% (小眾市場成本率亦可達 40-50%)，隨著書籍裝禎及印刷量有所

變動。少量印刷費用相較大量印刷成本高出許多；印量、封面、版型設

計、作者版稅、譯者翻譯費用等因素都對書籍成本率有絕對的關係。而

成本率往往會影響書籍印量的多與寡，進而決定一本書的訂定價格高低。

另外，「需求彈性價格」（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在經濟學中一般用

來衡量需求的數量隨商品的價格的變動而變動的情況。17 通常來說，因

17 Wiki,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ice_elasticity_of_demand(檢索於 2015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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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品價格的下跌會導致需求數量的增加，所以一般情況下需求的價格

彈性係數為負數；即價格越向下修正，需求則向上增加，而少量的價格

變動不會引起需求急劇變動。內容商品需求的彈性價格，因商品種類不

同，對各種影響因素變動反映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影響出版的需求彈性

價格因素包含：數量、替代性、時間的長短、價格、折扣等。在出版產

業中，為促進圖書銷售量之增加，其中又以折扣促銷為最常見的手段。 

需求的價格彈性＝ 
需求量變化的百分比 

 價格變化的百分比 

依照目前自由市場貿易條件下，開放自由價格競爭，表面上來看，

圖書消費者可以透過各種比價管道選擇到較低折扣價格的圖書，這也是

在自由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所獲得的好處。從歷年出版年鑑的數據上觀察，

顯示出逐年微幅向上調整的圖書定價，間接反映出折扣泡沫化後的現象。

出版社早已提高了定價反映消費者上，目的即是要讓折扣價差的損失，

轉嫁於定價結構的改變。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書籍重新改版、修訂版、

增訂版、紀念版，以新的產品樣態包裝後，重新發行於圖書市場中，從

中比較，部分經由改版、修訂版、增訂版、紀念版方式出版的書籍，較

前一版次的圖書定價有所改變。 

在歐洲市場，書籍是少數使用 RPM 策略的標的之一。擁護限制價

格的一方強調圖書不只是經濟產品，還涵蓋了傳遞資訊的文化價值。其

次，圖書的經濟特徵包括成本結構，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性

質。18 除此之外，更包含獲取書籍閱讀的知識程度差異性（經由閱讀所

產生的價值或經驗）。19 

18 邊際成本為每增加生產量一個單位所需費用 
19 Ruth Towse,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200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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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釋義與臺灣出版環境分析  
 

 
圖 B 政府出版品營業額及平均銷售定價 20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3 出版年鑑（台北市：新聞局，民 99），349。 

圖 B 以政府出版品營業額為例，說明了近年來政府出版品產值逐年

提高，在 2012 年更突破七千萬門檻，而每月平均可獲益超過三百萬左

右。即便如此，出版產業市場的疲憊連帶政府出版品亦受到影響，政府

出版品每本書的平均售價也呈現攀高的趨向。在調查圖書定價曲線時，

西元 2009 年一般大眾書籍平均定價落在 280 塊左右，不難想像因物價

上漲，在連鎖書店和傳統書店逐漸凋零時，近來平均定價曲線預估約落

在 340 塊左右，甚至定價更高。當新書折扣的銷售期從三個月縮短為一

個月，堅持獨立出版的小眾圖書，更不易於書市被消費者發現。儘管今

日社會是一個積極追求以暢銷書議題企劃為主流的市場，但是仍應該細

心呵護一些具豐富多元主題內容的圖書，使得不論大眾熱門或小眾冷僻

書籍皆有出版與被閱讀的平等機會。 

五、 本影響報告研究設計與結構 

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動與深植，若是僅隨輿論逐流，前後舉足不定，

尤其在現階段台灣仍待文化基本法之法源，欲談論理想暨理論式的宏觀

政策方針；甚者，避免窄化的文化趨同，重拾對文化多元性該有之尊重

將更為不易，最終導致仍附和文化產業之名，卻無文化產業之實。 

FBP 制度是一種控制圖書零售價格的市場機制，在歐洲國家有長遠

的發展歷史，也因此制度的運作，可以讓歐洲國家圖書文化發展能夠受

20 政府出版品定價之目的並非在增加營收，而在於便利流通作業以及符合使用者付費之公平原則，以

備作為銷售用途的基礎，統計政府出版市場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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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釋義與臺灣出版環境分析 

到某種程度之保護，出版環境得到健全發展。但是這項與現行自由經濟

貿易相違背的制度，亦經常收到反對者，甚多是消費者/群眾的質疑，

最後形成文化與經濟層面之爭論，進而必須不斷說服民粹式批判的聲音。

不可否認，政策的良莠除了衝擊性評估外，更應該要有出版產業整體性

的影響評估。 

為完善必要性評估與回顧、維護圖書出版產業市場秩序，以及保障

多元閱讀與創作之可能機會，透過國家文化政策之討論與制定，常為最

應行及有效率的模式。然而，政策之溝通、擬定、立法、公告與施行等

一系列程序，皆須付出眾多精神與時日，在政策形成階段，除了文獻與

意見蒐整之外，更要有良善的法令配套措施，以及擬具政策說帖，俾使

相關從業者與大多數民眾能體察政策精神，遵守新規，從而達到政策立

法之目的。 

本影響研究報告除第四部分為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之外，另分成三

大部分十三章節。第一部分為各國案例分析，其中涵括歐洲地區、美洲

地區、主要西語系國家、亞洲地區、中東若干國家，他們過去或現在經

歷過 FBP 相關制度的辯證與推動；第二部分為本研究案針對台灣出版

業者之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以及國內圖書消費者問卷調查。FBP 制度

利害關係人（業者）調查為求政策之周延，必須觀察與掌握國內出版業

者、圖書中盤商、圖書零售商(含網路書店與二手書店)、圖書消費者於

未來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時，在各種有限條件(法規設定與罰則)
底下之認知與態度。此外，為求政策之周延，同時必須了解圖書消費者

對此新制度所規範條件之反應，並具以作為本研究「經濟推估模型」與

影響評估之參酌。 

第三部分則為台灣推行 FBP 制度與振興出版思維下，經濟與法律

面向之影響評估報告，內容涵涉因應策略、說明與討論，包括經濟模式

推估、配套措施以及法律影響評估與草案說明等。建立經濟推估模型與

詮釋為本研究重點之一。上述實際調查外，經由近年文化部出版之台灣

出版產業調查報告所取得之數據，模擬評估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新書

一年內、最低九五折等條件設定）對台灣圖書出版產業之影響，並進行

結果分析；依據模擬評估與結果分析，以及先前第一部分各國實務發現，

據以提出若干可行配套措施之建議。除政策之形成與法規研擬外，本研

究成果有助於未來業者自律與後續設立管理監督機制發展之參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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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國際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縱覽 †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向來被視為保護文化發展與出版產業之手段，

但同時也受到妨礙自由市場機制之批判。換言之，透過國外 FBP 實

施國之經驗，我們了解到圖書出版產業的經營模式常是長期累積所依

循下的架構，FBP 限制措施雖然影響了自由市場經營邏輯與精神，但

它卻也達到文化個別性的自由。1 「文化個別性的自由」重要否？有

否需要政策干預或放任？這些爭辯皆有其核心問題 – 「圖書是否不

同於一般商品？」此些問題便形成了一種極為攸關國家文化、產業發

展、立法精神與民眾權益之政策思辨，思辨邏輯常涉及政府的責任

(responsibility)與當責(accountability)、文化永續經營、文化多樣性、

閱讀自由與多元創作、公平交易精神等。如此複雜因素下，意味著良

好政策與法規制定前，必須檢視其潛在的社會、經濟、文化之影響，

以提供更好的證據做為決策之參考。 

壹、 各國 FBP 歷史綜述 

國外FBP制度可溯自19世紀上半葉，乃源自於1829年英國出版

商與書商之協議，其目的在處理操之過度的零售通路折扣問題。此

後許多國家亦陸續關注自己國內出版產業類似困擾。然而，現行FBP
制度之國家實施法源基礎分為法律與協議二類，也因為此制度立論

本身在歷史淵源或法源基礎上存在不同見解，一些國家在實施FBP
時，面對國內出版產業興衰變革與國際大環境之變遷，時而產生歧

見，尤其是那些僅基於業者間之協議更為脆弱。在FBP發展歷史上，

政策面臨挑戰甚至瓦解者（例如：英國、瑞士、瑞典、以色列等）

或重啟制度者(如：法國、墨西哥等)所在多有。平實而論，出版產

業與市場不僅受到新興網路環境與電子書銷售之影響，在全球化與

† 本文作者：邱炯友、劉容娟。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劉容娟，「引言：國際圖書定價銷售制

度縱覽」，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邱炯友、陳俊偉，「固定價格制度對圖書文化多樣性影響之探討」，99 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

告(310-327)。台北市: 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邱炯友、陳俊偉(2011 年 12 月)。固定價格制度對

圖書文化多樣性影響之探討。99 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告。台北市：行政院新聞局，2011。頁

310-327。NSC 97-2410-H-03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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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國際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縱覽 

多元文化之出版閱讀自由氛圍裡，難以有單一問題所造成的變局，

許多客觀環境因素及較主觀的人文考量，在時空交錯辯證下，更使

得國家的文化出版政策難以滿足所有人的期待。 

過去這類曾實施FBP，但復而改變政策施行之國家，包括：英

國(1997廢止)、瑞士(1999廢止)、瑞典(1974廢止)、芬蘭(1971廢止)、
愛爾蘭(1995廢止)。2 歐洲國家對於FBP的爭議不僅複雜也始終未停

息過，不論是就FBP適法性或利弊得失，立場觀點常搖擺不定，即

使在所屬限制條件上也頗具差異性，例如：德國將所有紙本圖書與

電子書(含apps圖書)儘囊括在FBP制度裡；而法國則排除了與紙本內

涵相差甚多的apps圖書。3 

貳、 FBP 制度的隕落與消長 

先前所述，許多已實施FBP制度之國家對於此制度都已具相當

經驗，同時也隨時接受消費市場與產業經營者的雙重檢驗，在衡諸

國家文化政策與經濟條件之思維模式下，同樣遭逢大小不一的反對

與支持聲浪。由一些國家的經驗（例如：瑞士與英國之案例）可以

發現出版商與書店間的協議方式運作，最終都導致被裁決違反了國

家之公平交易法或競爭法案而告失敗。表I-1顯示英國與瑞士為昔日

典型實施FBP相關制度之國家，但是卻因國內歧議而瓦解。然而，

重啟FBP之議，亦始終不曾間斷。4 瑞典亦是一個非常特別個案，

她有著超過百年(1843年至1974年)的FBP實施經驗，甚至遠超過英

國FBP歷史(英國另見第貳章介紹)。 

表 I-1 英國與瑞士 FBP簡表 

分析項目 
國家 

英國 瑞士 
適用區域劃分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德、法、義、羅曼什語區 

法律或協議依據；
開始實行時間 

Net Book Agreement（淨價圖書協定） 
1900.1.1；復於 1957 修正 

商業協議(1999 廢除) 

書業協會對於 FBP 作家協會、書商協會、出版協會同意。 限德語區施行 

2 Wikipedia,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xed_book_price_agreement  
3 Amanda DeMarco, “Swiss to reinstate fixed book prices,”  March 31, 2011.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1/03/swiss-to-reinstate-fixed-book-prices/ 
4 參見 Sam Jordison, “Time to bring back the net book agreement?” The Guardian, June 17, 2010.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10/jun/17/net-book-agreement-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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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國際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縱覽  

分析項目 
國家 

英國 瑞士 
態度 

廢止時間 1995 取消；1997 正式裁決廢除 2007.5  

VAT 稅率 一般 15%；圖書 0% 一般 7.6 %；圖書 2.4% 

FBP 廢除後 

影響評估報
告(CCP)1 

1.超市、網路書店加入市
場給予正面貢獻，增
加產業生產力。 

2.傳統獨立書店營業額
下降。 

[FBP 在德語區屬於不合法的
卡特爾行為。] 
2008 年，圖書銷售量上漲，
出版書種下降。 
2007 廢除後，2008 瑞士國會
經濟委員會再次討論 FBP 法
案，原定若此法案通過，FBP
則會從 2010 年在瑞士三個語
言區(除德語區)實行。4 

2012 年針對 FBP 重啟之公投
亦功敗垂成。5 

影響評估報
告(BA)2 

1.書店存貨量減少。 
2.書籍內容範圍及多樣

性下降。 
3.部分價格降低，多數書

價上升。 
4.較少文學與學術作品

被出版。 
5.減少出版文學和學術

作品。 

零售書商在廢除
FBP 後影響 3 

1.折扣 
折扣書籍數量越來越多，折扣也急速加
大。 
原因：超級市場擴大提供折扣圖書範
圍；網路零售商興起。學術書籍折扣較
小。 
2.佔有率 
超級市場佔有率成長(折扣影響)；小書
店不再暢銷書上競爭，但提供更多個人
服務、集中在少數興趣的圖書。 
3.價格 
圖書價格提升了 49.6% 
（消費物價提升 27.6%） 

（待評估） 

表格製作日期：2016 年 7 月 31 日。 
資料來源：邱炯友。「圖書統一定價銷售制度之研究」。行政院新聞局補助台北市

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研究。2009 年 12 月。 
說明：1 Matt Olczak,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from End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n Books,” CCP Newsletter, no.14 (May 2008):2-3, 
https://www.uea.ac.uk/polopoly_fs/1.104308!ccpnewsletter14.pdf (accessed 
October 26, 2009). 

2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RPM - Book Sales in the UK,” BA Reports Library, 
(February 2009), 
http://www.booksellers.org.uk/industry/display_report.asp?id=4275 
(accessed October 26, 2009). 

3 Francis Fishwick, “Book Retailing in the UK since the Abandonment of Fixed 
Pr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5, no.3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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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4 Frankfurt Book Fair, “Switzerland: Reintroduction of Fixed Book Prices in 

View,” 
http://www.buchmesse.de/en/company/press_pr/newsletter/00785/index.html 
(accessed November 6, 2009). 

5 “Fixed book prices in selected countries” in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xed_book_price_agreement. 

瑞典出版商協會(Swedish Publishers’ Association)於1843年成立，

是瑞典國內圖書出版業的聯盟組織，負責圖書交易管理與制定圖書

出版商業規範、基本政策，包含管理經銷權(dealerships)、圖書零售

端FBP運作、銷售通路系統規範(a regulated distribution system)，代

表出版行業的利益，然而在1960年代，政府認為行業規範嚴謹的圖

書市場明顯違反相關競爭條例。5 瑞典政府在1965年決定終止FBP
制度，不過離正式終止還有一段時間，圖書出版產業有緩衝的時間

去準備即將來臨的轉變。6 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興起，強

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商業行為的管制，

也因此促使瑞典國家競爭主管機構(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最後仍正式決議終止FBP。瑞典圖書零售端的交易從為期長達一百

多年的FBP商業協議，自此轉變為自由價格競爭機制。7 這項決議

帶來一特殊現象：圖書俱樂部訂閱數量快速增加，不過當時的圖書

俱樂部為出版社擁有，獨立的圖書俱樂部尚未出現。換言之，圖書

俱樂部為出版社的零售新通路，相對於傳統實體書店，擁有極佳的

能力快速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從1980年一開始4家快速增長到39
家、整體市場營業額佔比超過三成以上，儘管實體書店維持30%至

50%，不可否認圖書俱樂部數量的成長影響實體書店的銷售額。8  

近年來，即使中國大陸甫倡議之「限折令」受挫，台灣鄰近國

家日本和韓國在FBP制度上則已有積極作為。且以日本為例，日本

係FBP制度國家之一，但日本在其評估階段亦歷經各種挑戰，2001
年3月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宣布FBP「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仍繼續

5 Ann Steiner, “Selling Books and Digital Fi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ales of Books and 
E-books in Sweden ,” Northern Lights 13, no. 1 (January 2015): 3-19. 
6 Swedish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 Swedish Publishers Association, “Cultural VAT on Books: an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First Year,” accessed July 26, 2016. 
http://www.lla.lt/uploads/documents/VAT_Sweden.pdf 
7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accessed July 1,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news/2014/global-fixed-price-report.pdf 
8 Ann Steiner, “Selling Books and Digital Fi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ales of Books and 
E-books in Sweden ,” Northern Lights 13, no. 1 (January 201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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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圖書銷售上，此次政策得以持續執行的主因，乃基於2000年
12月之民調意見，該民調共收集28,381位民眾意見，其中大約有99 
%民眾贊成繼續施行「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僅有1 %民眾認為應

予廢除。縱使結論如此，部分人士依舊有不同見解，認為該次民調

結果似乎未反映民眾原始意見，而是民眾受到業界遊說影響使然。9  

參、 FBP 發展之國家概述 

從以上實例可瞭解FBP制度推動的困難，正反意見彼此消長，

難以定奪。為了有效評估未來「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國內之政策

推行與相關產業影響，以及因應相關法規內涵、適用範圍並掌握消

費者態度行為等，若能再藉由彙整更詳細之國外案例經驗以為殷鑑，

適時反映外國實施情境措施，則勢必為政策與立法擬定前之必要程

序。 

有效評估之精神即在知己知彼之謀略應用上。為了具體掌握國

外FBP實施景況與未來發展，以及積極研議與評估我國對應策略，

本研究第一部分採列若干國家實施狀況為代表，列於第壹章至第陸

章為專題概述。 

第一部分各章節研究以歐洲地區之法國、瑞士、英國、德國發

展為主要論述範圍與標竿之設想外，亦就跨歐美地區之主要西語系

國家(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專章探討，而美國與加拿大雖未曾

真正實施FBP制度，但身為英語系出版大國故仍列入分析，處於亞

洲之中國、日本與韓國FBP相關制度更值得台灣深入解析。最後則

為針對以色列FBP分析之專章，以色列近三年來之Book Law興衰爭

議引起各國矚目，值台灣擬實施FBP制度之際，以色列案例相當具

參考價值。 

根據國際出版者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於
2014年5月所公佈之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顯示目前至少已

有阿根廷、奧地利、法國、德國、希臘、義大利、日本、黎巴嫩、

荷蘭、挪威、葡萄牙、斯洛維尼亞、南韓、西班牙等14個國家刻正

9 Takahiro Endo,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for publications in 
Japan—the two-tier tug-of-war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system,” Working paper ,no. 38(November, 
200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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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FBP。10 但事實上，FBP實施國應該遠多於此數目，例如：墨

西哥、以色列、斯里蘭卡、泰國等也有著不同程度之推展。表I-2
《國際現行Fixed Book Price 制度(含歐洲諸國)》為本研究所編製整

理，此表原則羅列了目前已知實施或研擬FBP之國家，並儘量囊括

各歐盟國家以及本研究報告所論及之個案國家梗概。然而，在此必

須強調的是：不論是IPA或其他文獻專書資料都不足以完整無誤地

呈現各國FBP最新資料，因此表I-2已盡可能蒐整並補正源於不同資

料來源之發現，可以做為本研究第一部分之各國案例快速便覽之

用。 

表 I-2 國際現行 Fixed Book Price 制度(含歐洲各國) 

國別 
(起自年) 

紙本

書

FBP 

紙本書FBP 制度 電子書 是

否

包

括

教

科

書 

備註* 
A:立法基礎 B:應用期限 C:最高折

扣率 

電 
子書

FBP 

是否

與紙

本書

同

ABC
規範 

奧地利 
(2000) 是 

法律： 
(Federal Law 

on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for Books) 

出版後 2 年 5%；圖書館

10%   否 2007 年修訂 

比利時 否  出版後 6 個月     2003 立法草案失敗。原案限

出版 6 個月紙本書 
保加利亞 是 法律       
賽普勒斯 否        

丹麥 
(1837) 否 商業協議     否 

自 1830 年開始商業協議；

2001 年修訂；2011 年 1 月正

式廢止。 
*教科書、再刷版本、第二版

本例外於圖書定價銷售 
芬蘭 否       1971 年廢止 

法國 
(1924,1981)* 是 

法律(Law no 
81-766 Loi 

lang) 

出版後 2 年；最

後供書予零售商

後 6 個月 

一般消費

者 5%； 
圖書館 9% 

是 否
＊＊ 否 

*1979 商業協議廢止後中

斷。1981 年 8 月復正式立法

實施。 
＊＊電子書不可折扣，且無期

限。 

德國 
(2002)＊ 是 法律 

(Buch-PrG) 

出版後至少 18
個月 
(出版商可以選

無折扣為

原則＊＊ 是 是 是 
*始於 1888 年商業協議。 
＊＊研究圖書館最高可享 5%；

圖書館與部分教會機構最高

1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May 23, 2014,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4,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stories/news/FB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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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起自年) 

紙本

書

FBP 

紙本書FBP 制度 電子書 是

否

包

括

教

科

書 

備註* 
A:立法基礎 B:應用期限 C:最高折

扣率 

電 
子書

FBP 

是否

與紙

本書

同

ABC
規範 

擇繼續維持定價

銷售) 
可享 10%；學校大宗教科書訂

購 8%至 15%之間。節錄引

用、資料庫(Excerpts and 
Database)為例外。 

愛沙尼亞 否        

愛爾蘭 否       1995 年廢止； 
目前重新討論 

希臘 
(1997) 是 法律 出版後 2 年 10%＊ 是 是＊＊ 否 

＊非營利機構不受限制，但不

能零售。 

＊＊2010 年國會通過 ebook 適

用。 

匈牙利 是 商業協議 出版後 6 個月     
自 1992 年開始實施；匈牙利

出版商及書商協會遊說、尋求

立法途徑。 

義大利 
(2001) 是 

法律(Article 
11 of Law 
No. 62) 

原法：出版後 20
個月；書商進書

後 6 個月。 
2005 年新制：永

久。 

15%＊；書展

或銷售會

20%＊ 
否  是 

出版者基於促銷理由可介於

15%至 25%。 
＊
圖書館、博物館、教育機構

可享有更多折扣。 
2001 年 3 月法律首次實施；

2005 年成為永久規範。 
拉脫維亞 否        
立陶宛 否        

盧森堡 是 商業協議      僅限國內圖書，進口書不受限

制。 
馬爾他 否        

荷蘭 
(1923)＊ 是＊＊ 

法律(Wet op 
de vaste 
boekenprijs) 

出版後 12 個

月；每隔 6 個月

出版商可決定降

價 

學生可享

5%至 10%
折扣；大量

採購可享

更多折扣＊＊ 

否  否 

＊商業協議起自1923年；2004
年立法，2005 年 1 月生效；

目前正在研擬電子書的定價

銷售制度法規 
＊＊截至 2014 年 5 月仍在國會

審議中商業協議。 
＊＊＊期刊不受訂價制度規範。 
 

挪威 
(1962) 是

＊ 
協議(出版協

會與書商協

會共同訂定)  

出版後至該年 4
月 30 日 

零售書店

12.5%;；圖

書館 20% 
是 是 否 

截至 2014 年 5 月新立法提案

尚未通過，新提案仍於國會討

論中。 
波蘭 否        

葡萄牙 
(1996) 是 法律 18 個月 

10%；圖書

館及閱讀

推廣相關

組織可享

否 否 否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9 



第一部分 引言：國際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縱覽 

國別 
(起自年) 

紙本

書

FBP 

紙本書FBP 制度 電子書 是

否

包

括

教

科

書 

備註* 
A:立法基礎 B:應用期限 C:最高折

扣率 

電 
子書

FBP 

是否

與紙

本書

同

ABC
規範 

至多20%的

折扣 
羅馬尼亞 否        

斯洛維尼亞 
(2014) 是 法律* 6 個月 

0%；限書

展、書系與

訂閱 20% 
是 是 是 

法律草案於2006 年曾遭國會

否決提案。立法過渡期為 6
個月，原預計 2014 .08.15 實

施 
斯洛伐克 否        

西班牙 
(1975)＊ 是 

法律(兩規

範：Book Act
以及Act for 
Reading, 
Books and 
Libraries) 

出版後 2 年；發

書至書店後 6 個

月 

5%；世界圖

書日(World 
Book Day)
及書展

10%;依法

登記或立

案的法人

15%（新法

12%最高） 

是 是 否＊＊ 

＊目前為 2007 年新法。 

＊＊國民義務教育之教科書不

受限制。 

瑞典 否       1971 年廢止 

瑞士 是 商業協議      1999 年廢止；2009 年重新商

議；2012 年公投未通過 

英國 否       
1900 年實施淨價圖書協議

(NBA) ，1990 法院裁銷，1997
年正式廢止 

黎巴嫩 是＊ 
Decree of 
Ministry of 
Economy 

 
學校、中盤

商、零售書

商皆 20% 
否  是 FBP 僅限於教科書。 

阿根廷 
(2001-2) 是 法律 出版後 18 個月* 

書展 10%；

圖書館與

學校 10%；

依法登記

或立案的

法人（public 
entities）
50% 

是 是  

若該書籍已不列於現刊書目

錄中，這類絕版書另外在經過

180 天等待期後，即可視同滯

銷書(remainders)販售。 

加拿大 否       
1951 即無條件禁止 RPM。

2013 年魁北克政府曾承諾

推出 FBP 法案。 

美國 否       
1936 年實施Robinson- 

Patman Act 係為反價格歧視

法，可規範通路供貨關係。 
墨西哥 是 法律 出版後 18 個月    否 2004 年草案通過，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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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起自年) 

紙本

書

FBP 

紙本書FBP 制度 電子書 是

否

包

括

教

科

書 

備註* 
A:立法基礎 B:應用期限 C:最高折

扣率 

電 
子書

FBP 

是否

與紙

本書

同

ABC
規範 

(2008) 「書籍讀物

發展條例」 
實施書籍讀物發展條例。 

澳大利亞 否       1972 年廢除 
中國 (是)       曾發佈限折令，但未實施。 

日本 是 

協議(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Agreement)＊ 

視協議內容而定 視協議內

容而定 否   
RPM 協議介於出版商與中盤

商; 
以及零售書商與中盤商之間。 

南韓 是 法律 18 個月 10%+10%* 是 是 否 
一般為 10%; 網路書店特價

可再折 9%；即相當於 81.9
折。 

以色列 
(2014) 是 法律      2014 實施Book Law 為期三

年。但於 2016 年提早終止。 
表格製作日期：2016 年 7 月 31 日。 

資料來源:此表主要蒐整自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May 23, 2014；Wikipedia,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xed_book_price_agreement.；以及Stephanie Kurschus, 
European Book Cultures: Diversity as a Challenge (Frankfurt: Springer VS, 2013), 
p265-268.  

說明：各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異動無常，本表彙整資料以 2016 年 7 月前所能掌
握之各種文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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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歐洲地區(一)：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爭議

及其發展思考-以瑞士、法國為例 †  
許多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將 FBP視為重要、靈活(flexible)

且有果效(effective)的政策工具，而一些北歐國家單就所謂「固定價格」

一詞，便認為它抵觸競爭法案、漠視市場調節能力，觀念既不合邏輯

理性且註定事半功倍。近年來更因連鎖書店和網路書店的興起，重新

激化了 FBP 正反論戰。對於此種局勢，誠如國際出版者協會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PA)聲明其創設目的主要用於提

倡及代表「出版產業本身即為一種文化部門及創意產業」之利益，但

在尊重各國文化自主的理念下，IPA 也不得不聲明：「IPA 組織既不會

擁護也不會抗拒 FBP；而是關注 FBP 於各實施國家所產生的效應」。1 
本章以同為法語系國家之瑞士和法國進行探討，法國在繼英國廢止

NBA 之後，儼然成為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模範，特別其彰顯的文化

多樣性的理念與落實，瑞士由於臨近法德二國，亦深受鄰國文化出版

制度的影響，雖然對於 FBP 制度的實施有所延宕，但在跨國出版品

交易所造成的議題尤受人關注。 

第一節 變動與轉折的年代：瑞士與法國的轉變 

FBP 在歐洲國家有長遠的發展歷史，法國早於 1924 年即已首

次透過政府立法實施 FBP，不再讓書商及出版商自行協議，而被視

為此法律制度之濫觴。今日環視周遭已有多國實施此措施，它們分

別基於成案法規或商業協議而立，例如：1837 年丹麥的出版商與書

商之業界協議；1888 年德國相關法律訂定，其德國書商出版社協會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會員包含出版商、經銷

商、零售商，違約會員將受罰；1889 年法國出版業協議行業標準，

† 本章作者：邱炯友。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爭議及其發展思考：以瑞士、

法國為例」，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ntroduction,” i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May 
23, 2014, accessed July 15,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fixed-book-price-report-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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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書商出版社組織（Cercle de la Librairie）開始對雙方實施標準

交易，包含輔導出版商建立「建議零售價格」等。 

歐洲國家對於 FBP 的爭議不僅複雜也始終未停歇，不論是就

FBP 適法性或利弊得失，立場觀點常搖擺不定，即使在所屬限制條

件細節上也頗具差異性，例如：德國將所有紙本圖書與電子書(含
app 圖書)盡囊括在 FBP 制度裡；而法國則排除了與紙本內涵相差甚

多的 app 圖書。2 歐洲各國在 FBP 制度與自由價格制度之間擺盪，

各國也逐漸體會：若欲有效落實 FBP，唯有仰賴將此制度法制化，

否則寧願返歸自由價格制度，任憑市場定奪。因為當文化理念的陳

義過高，面對市場興衰責任與消費者民粹式的指責時，唯有公權力

才能堅持與止謗。 

一、瑞士 

談 FBP 就無法避談文化差異與文化政策所帶來的關鍵影響。以

相當特殊的瑞士為例，瑞士由於歷史、地理和語言因素，其聯邦制

度對於個別語區（如：德語區、法語區、義大利語區、羅曼什語區

等）之各州(cantons)皆賦予相當大的文化自主權，因此也使得瑞士

之國家文化政策與其他歐陸諸國相較，更具多元文化精神與特色，

在不求全國文化一統的理念下，一向強調尊重、保護和鼓勵各語區

出版文化發展及交流之需求。瑞士不同語區 FBP 發展殊途，常伴隨

著該語區所接壤不同語種鄰國(法、德、義、奧)而有不同際遇。數

十年來，FBP 從未在瑞士形成實質而有效立法條文。在相接壤的鄰

國盡已實施 FBP 且法德兩國更是實施 FBP 的標竿之環境下，瑞士

夾處其間，既擺脫不了多元文化存在的事實與尷尬，便難避免許多

FBP 的紛爭和困擾。 

當法國當然被視為法文出版品的宗主國，地理位置處於其旁的

瑞士書市難脫法國之影響。法國自實施 FBP(Lang Law)以來，出版

社出口法文圖書至瑞士時，皆為專屬營銷關係，瑞士發行商可自由

套用價格換算率，將發行成本與行銷成本算計在內，訂定出所謂「瑞

士建議公開售價」(Swiss recommended public price)，最後再由瑞士

發行商依此「瑞士建議公開售價」折扣給下游書商。由於制度的差

2 Amanda DeMarco, “Swiss to Reinstate Fixed Book Prices,” March 31, 2011, accessed July 10, 
2015,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1/03/swiss-to-reinstate-fixed-book-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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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必像法國書商要受限於 FBP，瑞士書商自然無須遵照出版商

或發行商決定的零售價來銷售圖書。3 而由於「瑞士建議公開售價」

的實施基礎在於排他的商業關係上，亦引起了瑞士聯邦競爭委員會

(Federal Competition Commission; FCC)長期的關注與查察壟斷行

為。 

瑞士法語區未曾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 FBP，即使 1993 年出現

FBP 協議，但復於 1999 年被迫停擺，期間 FBP 修正之議亦反覆被

提及，直至 2007 年，FCC 仍認定 FBP 不合法，確定令其廢止。在

此期間書市上主要的連鎖書店割喉戰急劇加溫，他們以協同集中式

管理的優勢，仰仗大量進書取得折扣議價合約中較大的利潤空間，

卻使得上游出版商成為折讓更大折扣的受害者。如此一來，不僅圖

書出版種量減少，而暢銷書籍變得便宜，但是直接經由網路書店的

圖書銷售也相對激增，此又與連鎖書店的期待相左，使得支持 FBP
的人士對此後續效應尤為不滿。4 

然而，瑞士書市紊亂癥結並不單純，跨國共通語種圖書的銷售

亦為主因之一。歐洲經濟區內跨越國界之販賣，並不受固定價格之

規範，屢屢出現瑞士書商進口德法圖書再回銷該國賺取利潤差價之

情事，更明顯事端則是瑞士引進法國大型連鎖書店，坐令法國書商

規避了其國內 FBP 限折規定，反在瑞士法語區大行圖書折扣之實，

無形中擾亂瑞士圖書零售市場價格，傷及瑞士所在獨立書店之生

存。 

為了因應此亂局，恢復 FBP 之聲浪愈加顯明，2008 年瑞士國

家經濟咨詢委員會終以 13 比 10 些微差距之同意票，通過適用全國

之新 FBP 法律預備案，內容規範新書（不含電子書）出版後 18 個

月內不得低於 95 折零售。5 儘管如此，此段時期 FCC 始終積極扮

演職責角色，相繼執行若干公平交易調查案，於 2007 年啟動對於

法語區圖書市場基礎調查，企圖了解瑞士與法國同樣法語書種圖書

零售價的價差與問題，結果發現當時兩地圖書價差竟高達 25％至

3 Silvio Venturi, “Competition & Antitrust – Switzerland: New Legislation Introduced to Allow 
Publishers to Fix Book Prices,” May 5, 2011. Accessed July 17, 2015. 
4 Stephanie Kurschus, European Book Cultures: Diversity as a Challenge (Frankfurt: Springer VS, 
2015), 264. 
5 「定價制誰心痛誰心動？」出版商務週報，2008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ewen.com.cn/books/bkview.aspx?bkid=166068&cid=51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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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之間，法國實施的圖書限制折扣政策似乎成為主要因素之一。6 
同文化語種跨國間的圖書交易因 FBP 不同調，但卻因為文化概念是

一個國家內部核心價值，更容易深化其中的衝突與矛盾。

2011 年瑞士國會年正式提出 FBP 草案，草案內容尚包括網路

圖書販售，以及賦予聯邦政府(Federal Council)督導書價之責，聯邦

政府可以參考國外書價並考量不同語言區情況，以制定國內市場書

價最高價差範圍。由於此草案仍需經過公投通過始能實施，故 FCC
暫時擱置將進行之調查案，此案需調查法語區內圖書發行商與零售

商是否有聯手控制市場之嫌，以及是否哄抬市場書價。此延擱調查

之舉旨在讓立法更加順利，靜候隨後舉辦之公投。瑞士聯邦政府及

國會雙方同意欲以立法方式重新引進 FBP 制度，儘管內部仍有異議，

反對者認為 FBP過度限制自由貿易，但瑞士聯邦政府仍企圖於 2012
年 3 月 11 日進行 FBP 協議公投。此次 2012 年共計有 12 個公投提

案，分成四次於不同時間點進行，首次全國公投時間為 2012 年 3
月 11 日舉辦，「再次導入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即為其中五項提案之

一，此次投票率達 44.86％(計有 2,305,239 人)。7 聯邦層級的公投

提案共有五項議題，分別涉及：8 

1. 是否同意「管制建設比例過量的第二住宅」的公民投票動議 ?
通過(50.60%同意；49.40%反對)。 

2. 是否同意「對為購置不動產而累計的儲蓄給予更優惠稅收政策」

的公民投票動議？未獲通過(44.20%同意；55.80%反對)。 

3. 是否同意「每年六周帶薪休假」的公民投票動議？未獲通過

(33.50%同意；66.50%反對)。 

4. 是否同意「關於博弈獲利能確保用之於公共利益服務」的聯邦

規定？通過(87.00%同意；13.00%反對)。 

5. 是否同意「再次導入圖書固定價格制度」的聯邦法？未獲通過

(43.90%同意；56.10%反對)。 

6 Silvio Venturi, “Competition & Antitrust – Switzerland: New Legislation Introduced to Allow 
Publishers to Fix Book Prices,” May 5, 2011. 
7 Thomas Widmer, “Switzer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olitical Data 
Yearbook, 52(2013): 233–234, http://dx.doi.org/10.1111/2047-8852.12033. 
8 「瑞士 2012 年第一次全國公民投票結果」華人信息，56 期（2012 年 4 月 1 日）。

http://www.sinoptic.ch/textes/publications/Nouvellesdeschinois/2012/2012-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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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民生福利公投提案中的 FBP 案，以 56.1%反對票數並未獲

得瑞士公民的支持，而法語區所屬的六個州成為此次公投提案的唯

一贊成者。9 這次 FBP 公投代表自由市場觀念獲勝，也充分表達了

瑞士典型的左翼右翼思想角力，其中更清楚看出各個不同語區州別

的意向分歧：法語區支持 FBP，而德語區顯然反對此案。10 原因相

當耐人尋味，莫不涉及長期的文化紛爭與市場競爭考量。11 

二、法國 

相對於瑞士，儘管過去 FBP 的推動曾受到反挫，法國依然於

1981 年在其文化部長 Jack Lang 的支持下立法。法律條文「81-766」
亦習稱「Lang Law」，繼英國 NBA 廢止之後，成為許多國家實施

FBP 的新典範。法國政府認為書籍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價值，而不

只是一種基本的商品，「文化財」對大眾是有極高價值和意義的，

而在法律的保護下，文化自尊毋寧對 FBP 的實踐才有意義與可能。

這種態度可以從以下訪談發現：法國出版者協會(Syndicate National 
de l’Edition; SNE)總監 Christine de Mazières 與國際政策資深顧問

Catherine Blache 於 2013 年 12 月接受 IPA 訪問時，對於 FBP 的支

持與理論見解，以及比較 FBP 在法國與英國所形成的書市落差，分

別表達了若干訊息觀念：12 

1. FBP 的效益是顯明的。法國圖書市場每年約有 75,000 種新書出

版(來自 4,500 家出版社)，法國書市並未出現「暢銷書化」的現

象，前 10 名暢銷書種僅相當於法國書市的 2.5%銷售額(英國則

高達 15.7%)；

9 RTN, “Prix du Livre: les Cantons Romands Disent Oui Mais L'objet est Refusé," March 11, 
2012. 
http://www.rtn.ch/rtn/Actualites/Regionale/20120311-Prix-du-livre-les-cantons-romands-disent-o
ui-mais-l-objet-est-refuse.html. 
10 Thomas Widmer, “Switzer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olitical Data 
Yearbook, 52 (2013): 236, http://dx.doi.org/10.1111/2047-8852.12033. 
11 歐洲具多語種官方語言的國家，在 FBP 制度上會產生分歧。比利時法語區(Federation 
Wallonia-Brussels)即將率先落實FBP制度，往後不論是出版商或進口商對於紙本或電子書、雜誌、

報紙、教科書等，在此比利時法語區的售價必須同原出版地(例如：法國)之售價，此限制以兩年

為期(漫畫書為一年期)，並 95 折為最高折扣，但售予學校或圖書館之折扣可通融至最多 85 折。

資料來自 Belga, “Les livres vendus en Belgique le seront bientôt au même prix qu'en France,” Belga 
News, July 20, 2016, 
https://www.rtbf.be/culture/litterature/detail_les-livres-vendus-en-belgique-le-seront-bientot-au-
meme-prix-qu-en-france?id=9357996.  
12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Fixed Book Price, Explained,”December 12, 2013.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policy-issues/fixed-book-price/knowledge-bank-fixed-boo
k-price/150-fixed-book-price-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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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BP 是有助於維護獨立書店經營的。有法國約有 2,500 家獨立

書店(平均每 26,000 人享有一家獨立書店)計佔全國圖書銷售額

45%(英國僅占 4%)；

3. FBP 實現交叉補貼的策略應用。當外界質疑：FBP 簇擁者認定

FBP 是唯一可讓深具文化意涵，卻缺少商業吸引力的書籍得以

出版的一種制度；難道大眾需求不足以引導書籍出版方向，轉

而讓大眾付出極高的人為代價來支助少數特定或精英份子的

出版品？姑且不論上述觀念正確與否，法國並無反對自由市場，

也必須讓消費者有機會能獲取或得悉無數的作品。然而，圖書

大都屬於雛形市場(Prototype market)產品，無人可事先預知書

籍的需求如何。因此，FBP 欲傳遞的訊息是：在實務上，先前

FBP 被設計用來兌現市場常見的「交叉補貼」(cross-subsidisation)
策略是奏效的，此觀點可以從書種數量、銷售據點數量的蓬勃

現象得到證明。

4. FBP 應該適用於電子書。電子書出版商不會因實施 FBP 而顯得

毫無創意或無法使用動態的定價法則，只不過是紙本書與電子

書兩者機制不同。我們發現未實施 FBP 的國家，被精於電子商

務業者不計虧損攻城掠地式的壟斷了市場，例如：Amazon 網

路書店就佔據 85％英國電子書銷售數額，面對這種具優勢地位

的市場利害關係者與其共存，消費大眾獲取書籍管道盡被獨佔

的情形下，無疑地讓出版者冒著不可知的出版風險。

5. FBP 保障中低收入者的購書機會。就訂價本身與消費者價格承

受度而言，意即圖書銷售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指標為：書價每上升 1%，引起圖書需求量變動 1.5%。

法國圖書均價 11.1 歐元仍屬平價物品，圖書銷售管道極其多元，

法國書價指數已經增至一般消費物價指數的一半；但在英國書

價反而已上升超過生活費用指數，僅有暢銷書可維持較便宜價

格。

歐洲跨國語種的特色，反映在 FBP 施行層面上，正好印證了國

際獨立出版者聯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Publishers; 
IAIP)認為推動 FBP 深具好處，可幫助歐洲國家落實多種目標，但

是在本質上，歐洲圖書市場乃是按著語言地理區域運作邏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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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國家版圖之區別。13 對法國官方文化政策而言，其早就預見到

文化產業已隸屬於各國商業市場的競爭範圍，必須在文化與商業內

容間有所平衡。換言之，文化產業不可過於商業化，而商業內容也

不可太文化性，否則將兩蒙其害。法國外交部在述及有關對外文化

關係之報告中認為：文化的相互依賴既是歷史事實也是現狀，故而

從其定義中汲取所有推論，並將其在對外文化關係政策上付諸實行

是很重要的。14 

歐盟國家(27 國)將近三分之二實施了 FBP 協議與制度。換言之，

這些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秉持“Books are different”的精神來看待

書籍這種迥異于一般商品的「文化商品」。一般而言，雖然價格維

持制度(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原則相牴，

但歐洲議會卻相挺 FBP，認為廢除 FBP 將使得圖書文化資產陷入

危險之境，畢竟圖書的文化特性遠超過一般商品的經濟特性。1997
年歐盟會員國文化部長聯合敦促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重視 FBP 制度，2001 年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終於出具一

份有關會員國可自由訂立 FBP 法規或協議之解決方案聲明文件，避

免了會員國的國內立法違反歐盟的競爭法案的尷尬。15歐盟對於會

員國之間跨國協議的態度向來為：只要雙方所簽訂的限制競爭協議

內容並無顯著影響消費者權益，方屬合法協議。換言之，在未嚴重

損及會員國利益的情形下，歐洲執委會並不會干預純粹屬於個別國

家間的商業協議或立法，但是對於跨國同語言區的零售價格維持制

度則另當別論，必須謹慎處理，作必要之介入與監督。歐盟曾宣告

英國與愛爾蘭、比利時荷語區(Flemish)與荷蘭、奧地利與德國等國

的 RPM 不合法，至於 RPM 在圖書銷售上的適用(意即 FBP)則尚需

依實際協議或條約內容來判定合法性。16在部分情況下，歐盟執委

會不得不介入一些國家間同語種的跨境交易事件。FBP 的理論與實

務愈形重要，在 2009 年 IAIP 便呼籲歐洲理事會在缺乏任何歐洲治

13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Publishers, “Setting a Fix European Book Price,” April 
2009, http://www.alliance-editeurs.org/IMG/pdf/Setting_a_fix_European_book_price.pdf. 
14 Rigaud J., Les Relations Culturelle Extérieures, Repport au Minister des Affaires Etrangér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oise, 1980), 25. 引自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繆詠華、廖潤珮譯。

文化多元性與全球化（台北市：麥田，2011），92。 
15 Stephanie Kurschus, European Book Cultures: Diversity as a Challenge (Frankfurt: Springer VS, 
2015), 262-263. 
16 Booksellers, “Books &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 (n.d.), Booksellers, 
http://www.booksellers.org.uk/BookSellers/media/SiteMediaLibrary/IndustryNews/Books-Retail-Price
-Mainten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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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改革論壇活動的情形，應該更積極舉辦 FBP 相關議題之辯論。17  

第二節 市場因素與理論爭戰 

FBP 圖書交易的精神在於講求開創多元的零售商場競爭機會。

FBP 的實行自有其理論依據，一般咸信若未能實施 FBP 制度，則

圖書市場容易受到連鎖書店、大賣場或網路書店等較具規模業者所

掌握，這些業者有能力掀起價格戰，甚至操弄行銷上的「廉價招攬

品」(Loss Leader)策略，將新書或暢銷排行版書籍大打折扣，用極

低價格吸引消費者買氣，而連帶影響了零售市場的秩序，此策略往

往也造成出版商困擾。18 此外，相較於大型連鎖書店或網路書店，

代表多元選擇、維護小眾文化權益的的獨立書店，也難以置身度外，

深受市場價格競爭的影響極大，更是盼望能依靠 FBP 政策以挽救劣

勢。圖書零售市場折扣競爭顯然不利於獨立書店，當這些不具規模

且小資本的非主流書店紛紛關閉後，甚至使得出版社更在乎出版符

合大眾消費口味的書籍，以便爭取主流通路的青睞。對於這樣的推

論，絕非偶然，它反映了某些現實顧慮。然而，FBP 實施與否，果

真與上述情形有絕對因果關係？振興事業難道僅只實施 FBP 一途？

卻也難以論斷，這便是各國 FBP 政策分歧、實施或廢止，消長不定

的原因。 

由於大型出版公司多半專注於重量級著作的企劃出版，對其他

作品則往往自顧不暇。理論與實務上都很難證明 FBP 會對市場平均

書價產生大衝擊，但是 FBP 確實穩住了暢銷書售價但能否能降低其

他一般書的價格則顯得複雜。FBP 制定了所有圖書零售商的遊戲規

則，使讀者得以尋獲最多種書籍，而非落入僅靠單一零售通路來獲

取書籍。易言之，交叉補貼的市場行銷法則，也成功地運用在暢銷

書的穩定價格上，使得出版社得以有餘力嘗試維持暢銷書與長銷書

的利潤，不至於遭遇市場折扣戰。一旦零售書商獲利穩定，出版社

也較容易堅持原有的利潤空間，理論上，將獲利轉為投資企劃其他

17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Publishers, “Setting a Fix European Book Price,” April 
2009, http://www.alliance-editeurs.org/IMG/pdf/Setting_a_fix_European_book_price.pdf. 
18 Catherine Blache, “Why Fixed Book Price is Essential for Real Competition”, 20 March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news/blog/entry/why-fixed-book-price-is-essential-for-re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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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險且不見得賣座的書種，基本上有助於維持住書目的多樣性。19 
而 Mathieu Perona 的研究指出：在犧牲獲取重量級作品(blockbuster)
的情形下，實施 FBP 將更有助於提高「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以及非暢銷書出版社(non-blockbuster publishers)的獲利。20 
他指出 FBP 將可以提高消費者對於擁有某書籍商品後，心中所願支

付的最高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之間的差距；換言之，消費者剩餘＝

心理所願支付的代價－實際支付的代價。市場價格愈低時，購買量

愈多且「消費者剩餘」愈大，但是當消費者購買書籍數量增加時，

願意花費的預算就會隨之減少。 

依經濟學需求原則，在不考慮任何干擾因素下，價格與需求量

會呈現反比關係。低價折扣求取薄利多銷，目的顯然還是在促進銷

售，而有助於達到此薄利多銷目的之關鍵在於讓消費者的需求價格

彈性高。圖書向來被認定是低價格彈性商品。21 因為價格彈性反映

出消費者對於「圖書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敏感程度，愈敏感則彈

性愈大。導致圖書需求價格缺乏彈性的原因常在於：22 

1.某類似主題書種的替代品(例如：電子版本或報刊內容)可取代性

不高，使得圖書需求價格彈性偏低； 

2.部分消費者因職業或身份特別，有其特殊的需求，他們將某些

圖書當作必需品，小量價格變動不會造成急劇需求變動；  

3.圖書具有一定的題材內容，其用途與一般商品相較更為狹窄，

有其一定的消費群； 

4.有特色的品牌書形成依賴與口碑，即使價格提升，仍不致於影

響固定讀者群之消費轉向； 

5.消費者整體購書預算偏低，因而不注重圖書價格之變化，使得

圖書的需求價格彈性作用較小。 

19 「交叉補貼」也常見於一般市場的定價策越應用上，它透過折扣價出售基本商品為誘因，來

吸引其他更多商品的銷售從而提高總利潤。然而，「交叉補貼」主導權若完全掌握在圖書零售端，

則出版社獲利可能反遭減損。因此，FBP 運用「交叉補貼」精神旨在兼顧出版社健全發展，最終

有利於多元出版市場，造就多元閱讀環境之成長。 
20 Mathieu Perona, “Bookshops and Blockbusters: A Model of the Book Market,” August 3, 2010, 
accessed July 20, 2015, 
http://www.mathieuperona.fr/wp-content/uploads/2012/07/Perona-Bookshops.pdf. 
21 陳昕，「圖書定價的經濟學分析」，出版科學，19 卷 1 期(2011)：14-15。 
22 參見張文芳、鄭小強，「圖書需求價格彈性的成因分析」，編輯之友，2 卷(2009)：頁 20。；田

楊，「需求價格彈性視角下的圖書差異化定價策略」，遼寧行政學院學報，13 卷 8 期(201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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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的壟斷性或高競爭性，必須視不同圖書種類而定，但

為了利益，制度與策略的應用，似乎也完全存在個人不同的見解中。

事實上，在大部分的訂價體制中都隱含了自由價格或固定價格，自

由價格體制也會隱含固定價格的思維。許多國家的 FBP 制度僅限於

一般書籍，至於教學用書或教科書則採用自由價格。然而，圖書價

格要採用 FBP 或自由價格並不是影響圖書市場的唯一因素，不論消

費者透過何種管道購買書籍，影響書籍定價與銷售情境，除了各國

政府對圖書出版市場的態度與相關制度外（如：VAT），更重要的

消費者本身的條件，像是教育水準、薪資條件、圖書館便利性、家

庭閱讀習慣及識字率等。23 挪威學者 Tore Slaatta 悲觀地認為習慣

自由圖書市場的國家應該不容易改變，但採行 FBP 的國家實施時間

愈久，因為整體環境已成熟適應，將更容易堅持持續下去，而且國

家擁有愈大的市場，FBP 愈穩定，圖書出版業者也更能找出自己的

定位。24  

就圖書屬性而言，圖書的屬性究竟是否具有「不可取代性」的

特質？答案仍顯得相當分歧。理論而言，圖書價格價格的增加，將

導致需求量的減少，高價圖書不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利潤。但也唯有

在圖書屬性處在於「不可取代性」的物品時，消費者面對於圖書固

定價格(或限制折扣而呈現較高價格時)的反應程度（即所謂彈性），

才有可能在書價水準上升後，消費需求依然不減損。實施 FBP 的國

家較常肯定書籍的「不可取代性」的特質，一般而言，圖書「不可

取代性」特質係因多數圖書所傳遞的資訊內容與編排已享有知識產

權的保障，而圖書一般可耐久使用，其本身不屬於消耗財貨，原則

上不致令同一個消費者重複採購。然而，反對 FBP 者常認為並非所

有圖書的內容均深具創意與獨特性，圖書產品市場定位不清、消費

意向複雜、網路資訊發達等因素，反而使得圖書的「不可取代性」

的特質更形薄弱。這種辯論始終未曾平息，當論及 FBP 制度時爭辯

尤烈。 

科技變遷使得未來圖書市場電子書訂價與二手電子書議題將

是一場硬仗，國外 Amazon 網路書店與 Apple 公司之競爭，便衍生

23 Doris Stockman, “Free or Fixed Prices on Books- Patterns of Book Pricing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no. 4, vol. 11(2004): 49-64. 
24 “Fixed Book Prices as a Policy Element in a Strategy o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eminar 
Summary,” in Oslo 5th and 6th of March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FBPOsl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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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批售模式」(Wholesale Model)與「代理商模式」(Agency Model)
爭議，前者由 Amazon 書店自 2007 年以出版商定價的 50%批進電

子書，再以更低的網路售價(例如：美金 9.99 元)賣予消費者，終端

售價完全掌握在 Amazon 手中，企圖利用交叉補貼策略吸引 Kindle
閱讀器及其他商品之買氣，並搶占電子書市佔率。而競爭者 Apple
公司於 2009 年推出的「代理商模式」力圖同出版商分享利潤，終

端零售價交還由出版商定奪，Apple 公司收取 30%電子書定價當作

代理佣金，並要求合作出版商必須與Apple公司約定市場最優價格，

保證不得有其他零售商之同商品售價低於 Apple 通路。隨者競爭的

激化，Amazon 控訴受「代理商模式」影響，某些電子書價已從過

去 9.99美元漲至 12.99美元 14.99美元，終於使得美國司法部在 2012
年以反托拉斯為由起訴Apple公司聯合操作電子書售價，指責Apple
公司主謀利用「代理商模式」形成「不合理的受限制交易」

(unreasonably restrained trade)行為。25  

 此外，Amazon 於 2000 年開始經手紙本二手書銷售已造成不

少風波。26 而 2013 年 1 月又進一步取得「二手數位物件市場」

(Secondary Market for Digital Objects)專利，這是一項涵蓋音樂產品

與電子書等的新型態銷售專利，專利涉及轉售二手電子書的許多技

術與商業層面問題，同年 Apple 也提出類似專利申請，未來網路電

子書市場爭霸引起的紛爭與恐慌，可能更甚於昔日網路二手紙書市

場風波。27 歐洲作家協會(European Writers’ Council)秘書長 Myriam 
Diocaretz 呼籲歐洲各國應該要有更多關於出版產業、創作、閱讀指

標與數據之文化政策研究，並持續留意 Amazon 在歐洲書市的後續

干預和影響，特別是此二手數位物件販售應用於 FBP 電子書銷售的

發展可能性及影響。28  

25 Nate Raymond, Jonathan Stempel, “Apple conspired to fix e-book prices: U.S. appeals court,” 
June 30,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6/30/us-apple-ebooks-decision-idUSKCN0PA1RS2015063
0. 
26 David Kirkpatrick, “Online Sales of Used Books Draw Prote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2, accessed July 18,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02/04/10/technology/10BOOK.html.  
27 Lauren Indvik, “Apple and Amazon Lay Foundations for ‘Used’ Digital Goods Stores,” March 
9,2013, http://mashable.com/2013/03/08/apple-amazon-used-goods-marketplaces/. 
28 “Fixed Book Prices as a Policy Element in a Strategy o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eminar 
Summary,” in Oslo 5th and 6th of March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FBPOsl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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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無力的共識 

歐洲，尤其以北歐與西歐而言，往往留予眾人的印象是在於它

的社會福利制度之完善；以及他雖然歷經了千年的政治與宗教戰爭，

「文化歐洲」的形象仍然深植一般人的內心意念。「文化例外」一

詞在 1999 年底，被聯合國會員國以「文化多元性」取而代之，理

由是認為後者語義更為正面，且較少有防衛立場，然而，有人卻不

作如是想。Regourd J.就批評此舉乃是「為了一個無力的概念而捨

棄了建立於法律觀點上的基本概念之危險」。29 

放眼台灣鄰近國家日本和韓國在 FBP 制度上已有積極作為，中

國大陸倡議之「限折令」遲遲未能施展，但目前台灣圖書出版市場

雖不屬FBP制度，但圖書卻一律明價標示，既未強調其為建議售價，

亦未聲明不二價，長久因襲這種非典型定價模式有其歷史背景。台

灣圖書市場的價格折扣戰無法完全歸咎于零售書商，出版商的帶頭

折扣促銷也為書價失序的原因之一。為了維護圖書出版產業市場秩

序，以及保障多元閱讀與創作之可能機會，透過國家文化政策之討

論與制定，常為最應行及有效率的模式。台灣政府應該加強對「文

化例外」或「文化多樣性」之論述，方能釐清它的意義，並辯証它

的存在或必要性如何？對於 FBP 制度的態度，台灣與國外業者似乎

始終存在著「無力的共識」。 

 

29 Rigaud J., L’exception Culturelle, Paris, PUF, “Que Sais-je?”, 2002. 引自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繆詠華、廖潤珮譯。文化多元性與全球化，（台北市：麥田，201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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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歐洲地區(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標

竿-英國與德國 † 
英國與德國兩個歐洲國家不僅在文化、政治、經濟上，都扮演著

極為重要角色，然而在文化與歷史交替的時空，兩國相互輝映締造出

不少人類科技文明的結晶。當議題落於如何改善出版市場價格折扣戰

爭的弊端，增進文化與文獻多元性的理念下，英國與德國都有著引人

矚目的理念性創制。本章針對所謂的「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將英國實

施年代接近百年的「淨價書協議」（Net Book Agreement；NBA）以及

德國同樣百年來持續運作的「圖書定價法」（Buchpreisbindung，即

Fixed Book Price Law），分別詳述其意義、精神、發展概況，將有助

於我們對於此制度的習慣英語用詞 NBA 或 FBP 的更深瞭解，並且對

於後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因應網路環境所產生的新局勢，可以從兩國

各自所遭遇的處境中，進一步掌握議題的脈動。 

第一節 英國淨價書協議(NBA)之興衰 

始自 1899 年掀起英國出版界熱烈議題的英國「淨價書協議」

（Net Book Agreement；NBA），是過去許多研究者與出版者瞭解

FBP 制度發展的標竿。NBA 的產生同樣源自於圖書市場低價折扣

銷售手段所造成的出版產業低利潤窘境，這項分別由英國出版者協

會、書商協會、作家協會的議定，自 1900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1957 年經修正並宣告同時適用於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兩國之書業

運作。NBA 歷經多次出版者與圖書零售業者的爭議與法庭辯論，

在 1952 年遭到限制性實務法院(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 RPC)的
調查，最後仍認定無違反既有法律之情事，然而，卻於 1988 年 12
月又被宣佈違反其他相關法令；1992 年 7 月經出版商上訴；直到

1995 年，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將 NBA 出版商協會對

歐洲委員會的判決送出，拍板定案 NBA 應予廢止，渡過近百年歷

史的 NBA 終於在 1997 年正式告終。1  

† 本章作者：邱炯友。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標竿：英國與德國」，於圖
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英國在 1889 年由 136 個零售書商聯合簽署協議，同意不再任意作 3 先令(pence in shilling)以上

的折扣，1897 年聯合書商也確認大多數零售業者都支持標明淨價書的基本態度。資料見邱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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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價圖書協議(NBA)同屬「零售價格維持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之精神範疇，NBA 是出版商之間的一項協議，

是提供集體執行最低轉售價格給最終顧客的一項協議。2 出版社將

所謂的「淨價書」(net book)提供管銷折扣給書店，而書店有義務做

到販賣書籍不得低於出版社所定訂的標價，總稱之為「淨價」(net 
price / net published price)，並無所謂「固定且單一」(fixed and single)
的統一定價約束，零售書商必須謹守標價底線不得降低，但並無實

際販售價格上限之約定，對於違約降價售書之書店，出版社可以斷

絕其圖書供貨以做為懲罰。淨價書之內容不僅是圖書出版品，尚可

涵蓋手冊、地圖或其他類似之印刷出版物。 

一、淨價圖書協議主要規範內容 

英國 NBA 制度並無針對淨價書籍明訂限制折扣之標準與期限，

相較於其他實施 FBP 國家有明顯不同處。當出版社依 NBA 所規範

條件選定其淨價書或非淨價書單(net or non-net list)，並予以標明零

售價格後，凡屬於出版社淨價書之標準售價（net published price）
原則上即受 NBA 約束。由於 NBA 於 1957 年經過修訂，此版本為

一般大眾對英國 FBP 之認識基礎。3 

(一) 淨價與淨價書一般約定 

除上述原則外，茲再舉其扼要者彙整如下： 

1.淨價書(net book)可高於淨價(net price)/底價出售，其決定權在於

零售書商。 

2.圖書之淨價與否，槪由出版社決定；小說、一般書、童書和學

術書籍，仍必須定位為淨價書。淨價書標價明示於書衣或封底，

非淨價書則無強制規範。 

3.圖書零售業者可據相關現刊書目錄(如：British Book In Print)工

書統一定價銷售制度之研究。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研究，民 98 年 12 月。 
2 “(The Net Book Agreement(NBA) was an agreement among publishers providing for collective 

enforcement of minimum prices for resale to the final purchaser.)” 資料見 Book Trust 45 East Hill 
London SW18 2QZ, Report into the Effects of the Abandonment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London: 
Book Trust, 1998), 1. 

3 邱炯友，「政府在出版產業之角色與功能」，出版流通 87 期 民 93 年 2 日，頁 26-33。引自 The 
Net Book Agreement Explained. Net Book Agreement 1957, Hand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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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書、出版社出版目錄查取確認其屬性(net or non-net)公告，而

以出版社之費用清單與發票為最正式憑據，若透過經銷商為供

貨來源售與書店，則經銷商必須開具註記淨價與非淨價書籍於

發票。 

4.出版社不可以將自己出版的書全選定為非淨價書(可折扣)。但是

在書市上有兩類型書籍常見出版社選定為非淨價書：欽定版聖

經與中小學教科書。一般而言，現代版本之聖經則較無明顯傾

向；而為了因應中小學教科書因為常以大宗銷售方式交易，利

潤較為穩定，故出版社的標價係針對大宗交易者為考量，其定

價自然較便宜，但若為單本零售時，出版社定價的利潤空間顯

然不符期待，因此常出現供應商要求出版社提高建議售價以為

因應。 

5.淨價書可低於淨價折扣銷售的其他特殊情況： 

  (1)在仍歸類於「淨價書」種類時，除非是書商進書日期後之 12
個月後之滯銷書，或欲以購進成本價或減價退書予出版社，但

仍遭出版社拒絕時，方可以低於「出版社淨價書之標準售價」

(建議售價)銷售給其他團體及一般大眾。 

  (2)在仍歸類於「淨價書」種類時，二手書店所購進已出版逾 6
個月之圖書，亦可低於該標準售價銷出。 

  (3)某書店由其他書店或經銷商購進清償庫存書後，該批書籍可

低於淨價販售。 

  (4)廉價回頭書(remainders)可以任由書店以任何價格出售予大

眾。 

  (5)淨價瑕疵書(faulty books)可降價求售，但不得透過書店或應

書店之要求，即使起於店內之耗損，仍應比照標準程序透過退

書或換書處理，以免書市紊亂。 

  (6)書評作者由出版社取得受評淨價圖書後，該圖書若已屆 6 個

月出版日期，則該書評作者於轉售該受評圖書時，不受淨價限

制。 

  (7)由英國出版者協會及書商協會聯合舉辦的年度全國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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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Book Sales 期間的書籍，書商就已庫存一年以上時間

的淨價書籍，經向出版者協會申請通過後，可於該書展期降價

出售，俟展期結束，即應恢復淨價販售。此外，書商亦可購進

出版社多餘庫存(overstock)所造冊之書展專案書單之淨價書，

於該書展期降價販售，但展期結束仍應依據淨價販售。 

  (8)售予圖書館、圖書代理攤商、大宗購書方案、中小學校團購

等特定對象之淨價書准予折扣，但應向出版者協會委員會報核

取得許可。 

上述特定對象中，再分述如下：(1)就圖書館而言，圖書館必須

先向出版者協會申請成為「核可圖書館」(licensed library)，遇採購

時，則遞出載明供應書商名稱與議妥折扣數之申請書，憑核發之圖

書館許可書(Library Licence)授權申請書記載之供應書商最高 9 折

的淨價書館配；(2)圖書代理攤商(book agents)同樣需取得出版者協

會之許可證以販售淨價書，並負起責任遵守依照淨價書以淨價銷

售。4 (3)大宗購書方案以金額為標準，凡淨價書單一下單採購價格

達 250 英鎊即可允許介於 5%至 10 %之折扣，或若淨價 25 英鎊以

上圖書且購買同一品項超出 12 冊以上之採購享 10%折扣；(4)中小

學可經由書商取得 10%的折扣淨價書。 

另外，圖書俱樂部(book club)在實務運作上並不會受到 NBA 規

範，圖書俱樂部透過向出版社協會登記下，得享有出版社的「圖書

俱樂部版本」也低於市售者價格。在行銷的策略上，儘管可將淨價

書當成免費獲優惠贈品處理，當都不能反客為主，違背一般常識判

斷，但這些爭議仍需交由出版商協會或書商協會來斷定。然而，英

國出版協會提醒俱樂部版之出版社亦宜多考量 NBA 的基本精神與

其他大眾利益。 

在 NBA 的規範下，不准出現書商額外免費或低於成本代為製

作卡片索引、蓋章、裝訂等服務，這些行為都將視為違反 NBA，

這通常是對圖書館的一種警訊。至於優惠券方案，在英國圖書優惠

券都經出版社同意始搭配特定書籍銷售，故一般並未違反 NBA 規

範，換言之，縱或書商對於出版社的特價方案感到困惑，質疑其是

4 在英國 NBA 所謂「圖書代理攤商」(Book Agents)係指個體在教堂、學校等任何可能販售圖書

之場所擺設書攤之業者，通常這些設攤地點都為不易接觸書店之處。「圖書代理商」業者之供書

來源為其他圖書零售商(bookseller)自出版社取得可能高達對折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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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違反 NBA，然而就實務而論，淨價書原本即由出版社所自行選

定，因此，出版社不太可能與自己的協議內容與意願相左，在一些

質疑個案中，通常僅能視為為出版社在協議精神上的落差。總之，

英國的 NBA 制度有其特殊性，不論是德國、法國或其他實施所謂

FBP 制度的國家，若干個案皆不能全相提並論。 

(二) 淨價書與售價的異動 

出版社可以在任何淨價書存續期間內，變動淨價選定，轉成非

淨價，稱之為「解淨」”De-netting”。此書目必須在其銷售相關之通

知中聲明，並且必須確認標明變動情況(non-net)於所開具之發票上。

圖書選定種類互換時，反之亦然。 

英國 NBA 制度並無規範出版社不可調動已出版的圖書零售價

格，雖然此情況並不樂見，倘若發生此情事，書店仍可將庫存書以

原本淨價銷售，或依新調整之定價販售。當此淨價書由出版社調降

售價時，通常建議提早 6 個月前知會零售書店，但已出版 2 年之文

學類(fiction)出版品與已出版 3 年之非文學類出版品(non-fiction)便
無通知時間之考量。 

二、正反意見下百年確幸與瓦解 

NBA 在 1980 年代末期已陸續浮現批評聲浪，不同團體的立場

出現分歧，但即使是同一團體的內部並非無任何歧見存在。毫無疑

問地，出版社業者多為主張保留 NBA 制度，書商則常持廢除之議，

公共團體的代表性機構—圖書館則仍傾向於保留制度，因為「[圖
書館]需要強而有力的書商和競爭的社會來服務消費者，是在 NBA
的框架為基礎才能成功」。5 一旦 NBA 廢除後，專職的圖書館供應

商將受到來自圖書館的極大折扣壓力，被要求供應商免費或以低價

提供額外的加工服務，圖書館是否就會從中獲益？圖書館禍福難料，

但卻已經明顯危及英國特殊的圖書館服務供應鏈。 

(一) NBA瓦解之環境因素 

5 Derek Jones, ed., “The Net Book Agreement: To Break or Not to Break,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Federation of Local Authority Chief Librarians and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at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4 April 1989 (Londo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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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欲推翻 NBA 的聲浪幾乎已達頂峰，儘管業界認為已經

得到解決問題的機會，而出版協會也宣佈在考慮是否能改善協定，

但人們甚至悲觀(或樂觀)地普遍預測 NBA 即將於一年內步入終

局。6 1995 年歐洲司法院的判決出爐前，英國書市早已試圖突破

NBA 限制而蠢蠢欲動，1990 年代，自由市場的思想氛圍籠罩全英

國，連鎖書店盤踞大城市鬧區，其勢力更加龐大，Dillon 連鎖書店

率先發難挑戰書店的折扣促銷活動，為此反 NBA 的先聲。7 而有

些書店甚至也有些小伎倆來規避淨價書的約束，使得 NBA 的威信

喪失不少。8 1991 年即出現著名的 Reed 出版集團將其旗下 60 多種

淨價書全部解除，交由 Waterstone、Dillon 和 Pentos 等連鎖書店折

扣大促銷。9 至此已然形成 NBA 推行以來的突圍缺口，後續大連

鎖書店相繼嘗試衝撞制度的底線，一些書市領導業者，例如： 
Blackwell’s、Dillons 和 Waterstones 連鎖書店對於未來解除 NBA 的

控制，紛紛展現其雄心，早已備好許多的行銷策略伺機而動，準備

大展身手。然而就某些業者而言，則不盡然開心，例如 Wiley 出版

社便認為：學術專業與大專用書通常仰賴非店面之特殊通路，定價

調降不見得能刺激更多的消費，仍不足以彌補折扣策略所造成的利

潤損失。10但英國整體出版界去除 NBA 制度之共識似乎已成型，再

配合法院的判決裁示下，仍舊步入終局。 

在 1998 年，甫廢止 NBA 數年的一份研究 Report into the Effects 
of the Abandonment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中，過去部分人士預期

NBA 廢除之後，其可能的負面影響並未完全顯現，而就整個市場

上的影響，比預期的更正面一些。然而，由於時間不夠充分來反映

書市的轉變，RPM 在圖書出版的應用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在

明確的答案之前還要有更多的證據。11 而在NBA廢除後的10年後，

6 Mary Feeney, “Library & Information Briefings: (13) The Net Book Agreement,” British Library 
Board (September 1989). 
7 Sam Jordison, “Time to Bring Back the Net Book Agreement?” The Guardian, June 17,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10/jun/17/net-book-agreement-publishing.  
8 有些零售書商蓄意在競價書上塗抹或穿孔造成瑕疵書，最終取得降價求售管道，雖 NBA 有更

嚴格的防範(如退書換貨)，但仍不足以全面防弊。見”Net Book Agreement,”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t_Book_Agreement.  
9 Uzanne Cassidy, “The Media Business; British Book Shops in Price Skirmishe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1991, 
http://www.nytimes.com/1991/10/07/business/the-media-business-british-book-shops-in-price-skirmish
es.html.  
10 Wiley, “Collapse of the UK’s Net Book Agreement,” 1996, 
http://www.wiley.com/legacy/authors/to/TOA2/cllps.html.  
11 Book Trust, Report Into the Effects of the Abandonment of the Net Book Agreement (London: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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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市折扣競爭的負面擔憂之情再起，Foyles 的執行長 Sam Husain
呼籲「公平競爭」，儘管此聲明並非主張回復 NBA 制度，但是應該

深思折扣的意義，「價值不是只有在價格上」而「給予消費者的價

值應該涵蓋提供好的服務、充分書籍資訊和優秀作者等等」。12  

(二) NBA是非與平反 

根據 2008 年 Francis Fishwick 的研究顯示：從 1995 年 NBA 廢

止至 2007 年的 12 年間，英國圖書價格提升了 49.6%，而所有的消

費物價則是提升 27.6%。 13 另據英國公平交易處(Office of Fair 
Trading)數據則顯示從 1995 年至 2006 年間，英國圖書銷售量成長

了 30%。14 另一份 2008 年的研究也曾對過去對於 NBA 存續利弊

的假設議題，進行追蹤探討：15 (1)在 NBA 禁止後，將因為圖書價

格與作品數量的降低，以及書商不願擴大存貨因應不確定的供貨需

求等因素，而造成出版業的傷害，但 10 年後的英國書市，並未出

現此負面預測；(2)NBA 造成出版社相互串聯勾結，廢止制度則會

增加競爭以及對於圖書生產力的期待，然而歷經 10 年餘，相較於

NBA 廢除前後的狀況，同樣缺乏事實證明。 

以上兩項同為 2008 年的研究或論述，對過去的 NBA 卻有不同

的證據和評價，實不足為奇。在 2009 年 12 月初，英國書商協會主

席 Tim Godfray 指出目前的圖書銷售並沒有崩盤，在市場銷售上只

有下降甚微(-1%)，在經濟不景氣下，其結果並不令人意外。16 相
對於此，同樣不意外的是重啟 NBA 的呼聲，直到如今亦不絕於耳，

這些聲音就像「走出這爛攤子唯一的出路，以及重返書店公平競爭

Trust, 1998). 
12 Graeme Neill, “Husain calls for ‘level playing field’, ” Bookseller , January 13, 2009,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74369-page.html#Comment. 
13 Francis Fishwick, “Book Retailing in the UK since the Abandonment of Fixed Prices,” May 2, 2008, 
http://ilsr.org/wp-content/uploads/2011/06/Buchvielfalt_Rede_Fishwick.pdf.  
1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upon Productivity of End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n Books,” February, 2008, 
http://eprints.aston.ac.uk/18472/1/Evaluation_of_the_impact_upon_productivity_of_ending_resale_pri
ce_maintenance_on_books.pdf.  
15 Matt Olczak,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from End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on Books,” Centr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issue 14, May 2008, 
http://competitionpolicy.ac.uk/documents/8158338/8193544/ccpnewsletter14+(1).pdf/1f6bbfbf-0766-4
348-a879-44f4614e1aa7.  
16 Tim Godfray, “Bookselling - is it in crisis?,” Bookselling (December 3,2009). 
http://www.bookbrunch.co.u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38:bookselling-is-i
t-in-crisis&catid=927:bookselling&Itemid=116 (accessed December 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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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方，就是重啟 NBA 制度運作。」17 Sam Jordison 形容 NBA 廢

除後的 2010 年，雖然少了統一價格的企業聯盟「卡特爾」(cartel)，
但卻又造就了另一個虛擬的壟斷局面，昔日 NBA 保護了數十個出

版社，並使他們代表數以千計的書店去掌握書市定價，然而，無

NBA 的自由市場年代，結果卻是僅交由二或三家大機構擺佈所有

業者，英國大賣場幾乎主導書籍企劃與印量，一切盡以市場導向；

當今書市的問題雖不能完全怪罪 NBA 的撤除，但至少昔日較為健

康的某些書市生態消失了。18 

英國 NBA 已廢除近 20 年，現今 Amazon 的網路事業迅速侵蝕

傳統出版業，挑戰全球各地傳統出版社或書店的經營，在新型數位

出版模式和大幅零售折扣的擠壓下，傳統出版社利潤已經持續縮

緊。19 但是其實早在 1993 年，介於 NBA 停擺之際，不論是獨立書

店或連連鎖書店皆已對於新興的超市大賣場和網路書店新競爭者

難以招架，而後續多年來所發生的出版產業消長，例如：英國

Telegraph 報紙 2014 年 2 月報導指出英國獨立書店數量首次跌破

1000 家，對照 2005 年尚存 1535 家，一路下滑僅剩至今的 987 家。20 
此衰退肇因即可能來自 Amazon、電子書、鬧區高店租等組合因素。

諸如此類之書市現狀，卻缺乏足夠的證據或論述，不足以完全歸咎

於「廢除 NBA」之後果，因為其他複雜科技、社會、閱讀環境因

素存在，這些成因錯綜複雜，無疑地現今的英國書業仍擺盪在 NBA
正反意見的爭論中。21 

三、小結：英國脫歐的未來 

英國脫歐(Brexit)話題在公投成功下持續燃燒，在此環境中，究

竟英國出版界先前對此公投的態度如何？在公投前夕，業界最權威

17 Green Sleeves, “Re: Borders Bookshops in the UK Go into Administration,” HibeesBounce.com, 
November 27, 2009, http://www.hibeesbounce.com/forum/showthread.php?t=91358. 
18 Sam Jordison, “Time to Bring Back the Net Book Agreement?” The Guardian, June 17,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10/jun/17/net-book-agreement-publishing. 
19
 中國時報，「網路折扣殺的凶，英一年倒近百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1105003575-260410.  
20 Anita Singh, “Decline of the Independent Bookshop as UK Figures Fall Below 1000 for First Time, ” 
Telegraph, February 22,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news/10654506/Decline-of-the-independent-bookshop-
as-UK-figures-fall-below-1000-for-first-time.html.  
21 相關見解見 Booksellers, “Books & Retail Price Maintenance, ” (n.d.), Booksellers, 
http://www.booksellers.org.uk/BookSellers/media/SiteMediaLibrary/IndustryNews/Books-Retail-Price
-Mainten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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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he Bookseller 針對未來(6 月 23 日)出版上中下游業者可能採取

的投票意向，以及對於 Brexit 與出版產業前景的看法，發表了調查

結果。這項甫於 6 月中旬所進行線上問卷調查顯示，高達 78%出版

業者將支持留歐(另僅 18%業者贊成脫歐)；但是卻有 59％的受訪業

者表示 Brexit 將對本身的出版事業產生負面影響，更有 12%業者表

達脫歐將是個「大災難」，而僅僅 7.6%業者還表樂觀。22 

英國出版業者對於 Brexit 感到悲觀，最主要的顧慮在於經濟因

素，以及隨之而起的文化衝擊，一旦脫歐成為事實，有些出版者甚

至想將營運總部遷至更具文化包容性的城市 (culturally more 
inclusive places)，例如：德國、北歐、法國、紐約等。相反的，支

持 Brexit 的出版業者，則認為歐盟本來就是個禍患也不民主，而且

若脫歐成功後，將有助於英國的電子書 VAT 下降到原來的 5%稅

率。 

談到電子書 VAT 問題，由於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過去認定電子書僅是一種「電子式的供應服務」 (electronically 
supplied service)不適用於較低的特別稅率，也使得許多歐盟國家的

電子書大都難以與其紙本書一樣享有較低的特別稅率。在英國一般

商品和電子書 VAT 都高達 20%，但紙本書為零稅率，因此若脫歐

成功，將更有機會翻轉英國電子書 VAT，當大幅降低電子書 VAT
稅率後，就可大大吸引讀者消費。因為書市上的零 VAT 常被認為

是最有利於出版文化、資訊素養、閱讀風氣推波助瀾效應的手段之

一。 6 月 23 日 Brexit 公投已成為事實，The Bookseller 主編 Philip 
Jones 於 24 日呼籲英國出版相關業者冷靜並期待轉變，因為：“Our 
publishing must be broader, our audiences wider, our bases more 
evenly spread, our authors empowered and protected. We should use 
books for what they are for: to create a better place.”23 

平心而論，在英國，出版業者對 Brexit 議題的發酵信息萬變，

即使意見有所集中，但正反態度仍相當兩極化。每一種制度或政策

的研擬與實施，常互有其利弊得失，在台灣我們遠眺Brexit的紛擾，

但有朝一日，若圖書定價銷售制真的實施了，則台灣圖書出版業者

又該以怎樣的心情與態度應對？ 

22 Lisa Campbell, “Book Trade Support for Remain Increases,” Bookseller, June 20, 2016,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book-trade-support-remain-has-grown-during-campaigns-335866. 
23 Philip Jones, “Keep Calm and Expect Change,” Bookseller, June 24, 2016, 
http://www.thebookseller.com/blogs/keep-calm-and-expect-change-33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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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進化中的德國「圖書定價法」 

在歐洲地區，德國是早期主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國家之

一，其歷史淵源甚至可遠溯自 1888 年由德國圖書出版者暨銷售者

協會(Börsenverein der Deutschen Buchhändler zu Leipzig)所建立的

業界協議—“Krönersche Reform”，參與協議之出版社和書商承諾接

受違約者可能受其他成員制裁。這項行業間自發行為維繫了百多年

歷史，也改善了長久以來圖書零售商以折扣為主要競爭與行銷手段，

所造成的書市混亂局面。 

一、FBP 歷史發展：跨國同語種書市之淵源 

Krönersche Reform 這項改革性的協議在 1966 年進一步轉型成

「集體合約（契約）保證書制度」，各個出版通路業者依照保證書

制度下的規範簽訂合約，同行間之價格差別趨於合理，市場也趨於

和諧。此保證書制度不但取得的德國政府的支持，連帶地吸引了同

德文語種鄰國奧地利和瑞士的參與，在 1993 年時這項跨國性的德

文出版品定價限制銷售合作已頗具規模。然而，由於歐盟對於此跨

國約定恐有損消費者權益，迫使歐盟關注並採取干涉行動，1998
年這項此始自德國業界的跨國圖書行業約定終致停擺。24 但這事件

的挫敗卻對後續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助益，奧地利順勢爭取在本國實

施 FBP 制度，2000 年 7 月奧地利 FBP 制度正式合法化；德國則記

取教訓，改善過往制度的缺失，終將 FBP 制度的法制法推向立法之

途。25  

2002 年 9 月在現在的德國書商出版社協會（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推動下，經德國文化部提案通過，正式立

法通過成為當今的「圖書定價法」（Fixed Book Price Law）。26 一如

其他國家之 FBP 精神，透過出版社的統一定價，除有例外情形，不

允許零售通路自行折扣出售，限縮連鎖書店的影響力，保護獨立書

店生存，不論暢銷書或不知名的作家出版品都能在書市曝光，法令

24 在上述「集體合約（契約）保證書制度」時期的德國出版業，德國出版商及書商聯合

會亦曾於 1980 年訂定所謂的「競爭限制辦法」，開始對出版品實施價格約束，除部分特約允許之

情況外，下游書店需遵照書籍標價販售出版品，違反規定業者將受到上游出版商不供貨之處罰。 
25 甄西編譯，「德國圖書定價至遭遇挑戰」商報，2008 年 5 月 9 日，

http://blog.udn.com/jason080/3769261.  
26 Stephanie Kurschus, European Book Cultures: Diversity as a Challenge (Frankfurt: Springer VS, 
2015),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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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過即肯定了價格維持制是一項能達成圖書出版多元化

(bibliodiversity)文化目標的最佳手段，以及藉由支持書店普遍網絡

的存在來確保公眾取用這些圖書資源。就理性角度論述，支持 FBP
即是鼓勵出版社能在暢銷書的足夠獲利底下，更有意願來贊助具文

化價值但叫好不叫座、少印量的圖書出版。27 雖然德國此制度並無

強制規定出版社給予零售通路的折扣標準，但至少避免了書店間以

前所未有的折扣價競相殺價。 

茲簡述當今德國 FBP 條件如下：出版社有權決定圖書(含電子

書)定價(7%VAT 內含)，新書 18 個月內為受保護期，但二手書、結

束營業 30 日內之清倉拍賣圖書、進口書(不含譯書)、歐盟跨境銷售

皆不在此限，其餘規定詳見附件。這些基本條款並不允許零售銷售

折扣的存在。有別於英國昔日實施 NBA 將限制折扣的淨價書登載

於 British Books In Print 與出版社營業書目的做法，德國出版社訂定

圖書售價之後，必須向各個零售通路公佈，而德國向其本國出版商

和書商公會登記書種定價則頗為常見。28  

二、網路與跨境銷售爭議 

網路書店的興盛在全球已是不爭的事實，實體書店受到了極大

的競爭壓力，Amazon 無疑是全球公認的網路書店標竿。而 Amazon
引發的折扣戰更是引起西方國家出版產業與實體書店的全面備戰，

被媒體喻為就像聖經所描述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亞(Goliath)幾乎鮮少

有對手，直到遇到大衛，德國長久以來的「圖書定價法」就像大衛

一樣，讓 Amazon 的影響力受到拘束。29 另外，儘管 2015 年德國

書市電子書的銷售占比不到全國圖書銷售(不含教科書)營業額 93
億歐元的 5.3%，平均圖書售價為 26.2 歐元。30 但是德國開發的電

子書閱讀器 Tolino，在德國市場擊敗了 Amazon 的 Kindle 閱讀器的

事實，更讓德國政府認定不論是閱讀或消費，在未來都必須保障文

27 Maria Sheahan, “German Cabinet Agrees to Extend Fixed Prices t E-books,” Reuters, February 3,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publishing-idUSKCN0VC1QU.    
28 蕭雄淋，「各國書籍的定價制度」蕭雄淋說法，2013 年 9 月 26 日，

http://copyrightstories.blogspot.tw/.  
29 Thu-Huong Ha, “Amazon May Never Win the Book Market in Germany, Thanks to a Century-old 
Agreement,” February 10, 2016, Quartz, 
http://qz.com/613955/amazon-may-never-win-the-book-market-in-germany-thanks-to-a-century-old-ag
reement/.  
30 Maria Sheahan, “German Cabinet Agrees to Extend Fixed Prices t E-books,” Reuters, February 3,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publishing-idUSKCN0VC1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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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多樣性，堅定守住「圖書定價法」價值。31 

2015 年德國聯邦高等法院裁定德國 Amazon 網路書店違反「圖

書定價法」，因為 Amazon 贈與消費者 5 歐元網路儲金，讓消費者

可以折抵 Amazon.de 的下次消費。此案從 2012 年開始訴訟至今，

Amazon 已歷經三次敗訴，Amazon 雖然屢屢在全球書市大打折扣戰，

但至少在某些執行 FBP 的國家裡，受到某種程度的警告性懲罰約束

而稍有收斂。32 回顧過去，此案亦非首例，法國 Amazon 曾因網路

購書免運費之措施，便曾經分別遭到法國與德國政府指控違反其圖

書定價銷售制度。此外，2013 年 Apple 公司販售折扣 20%至 30%
的 iTunes 禮品卡，這種禮品卡配合促銷代碼後，可以讓消費者兌換

音樂、電影、電視節目、app、有聲書以及書籍等商品，由於消費

者可在 Apple iBook 中選購電子書，這便已涉及違反德國「圖書定

價法」的限制。因為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五條有關於訂定售價：

出版或進口圖書者有義務為最終購買人訂定內含營業稅之售價（最

終售價），並以適當方式公佈。最終售價異動時亦同；而第七條例

外條款亦未適用於 iTune 禮品卡折扣轉購案例。 

Apple被合理懷疑該批 iTune禮品卡的折扣成本是來自零售商，

而由 Apple 先前策劃此促銷活動，因此 Apple 並非無意間違反德國

法令，極有可能是蓄意巧妙游移在法律邊緣。33 

  

31 Thu-Huong Ha, “Amazon May Never Win the Book Market in Germany, Thanks to a Century-old 
Agreement,” February 10, 2016, Quartz, 
http://qz.com/613955/amazon-may-never-win-the-book-market-in-germany-thanks-to-a-century-old-ag
reement/.  
32 Nate Hoffelder, “Amazon Has Run Afoul of Germany’s Fixed Price Book Laws – Again,” July 30, 
2015, 
http://the-digital-reader.com/2015/07/30/amazon-has-run-afoul-of-germanys-fixed-price-book-laws-aga
in/.  
33 Nate Hoffelder, “Apple Spanked for Selling Discounted Ebook in Germany,” The Digital Reader, 
August 20, 2012. 
http://the-digital-reader.com/2012/08/20/apple-spanked-for-selling-discounted-ebooks-in-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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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書 FBP 發展與疑慮 

圖書不僅是文化商品，也是影響國家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但

它的經濟商品特性卻也不會消失，因此容易受到數位媒體整體環境

轉變的影響。為因應電子書閱讀形態的普及，2016 年 2 月德國政府

向國會提出有關實施 FBP 適用電子書之草案。儘管一般 RPM 在德

國境內或歐盟都涉及違反相關的競爭法案，而歐盟也早於 2015 認

定電子書不是「出版品」而是一種「服務」，但事實證明部分的歐

盟會員國仍不盡然信服此宣告，除了在 VAT 的特別減免費率上力

爭與觀望外，對於電子書的未來發展仍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與做法。 

以目前情形而論，如同其「圖書定價法」第二條僅述及：本法

所稱圖書亦包括樂譜、地圖製品、圖書、樂譜或地圖製品之再製品

或替代品，以及整體看來具有典型出版品或書店特徵之產品，或整

合的物品其主要產品為上述製品之一者。上述德國現行 2002 年的

FBP 制度並未明確表明電子書為應用對象，在一般的解讀底下，卻

常傾向即使是 2002 年的法令精神即應涵蓋電子書在內。然而，原

本同屬第二條規定「外文圖書，其主要銷售地點在德國者，亦受本

法規範。」，其是否依然適用于未來新增的電子書條款？就有較多

的歧見。34  

增列電子書的新法可望於 2016 年 9 月生效，其適用範圍也將

擴增至德國境內消費者跨境圖書交易，而所交易對象的國外銷售業

者，不論其國籍或營業地點，仍必須受新法規範。35 這項規定顯然

也是針對 Amazon 而來。但仍有部分專家抱持遺憾，因為新法並未

涉及電子書會員訂閱（例如：圖書俱樂部）與借閱服務之規定，另

外對於版本的認定也有困難，若電子書封面或導言稍作變動，是否

仍被視作同一版本？缺少這些規定標準將造成制度的法律漏洞，新

制度對電子書的管理就如同「無牙的老虎」一般。36 在 VAT 問題

34 Tilman Siebert, “Proposes Fixed Book Prices for E-books,” February 4, 2016, 
http://www.kwm.com/en/lu/knowledge/insights/german-government-proposes-fixed-book-prices-for-eb
ooks-20160205.  
35 Maria Sheahan, “German Cabinet Agrees to Extend Fixed Prices t E-books,” Reuters, February 3,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publishing-idUSKCN0VC1QU, quoted in Katherine 
Cowdrey, “Germany’s Fixed-price Laws Extended to E-books,” Booksellers, February4, 2016,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germanys-fixed-price-laws-extend-e-books-322003  
36 Ingrid Süßmann, “Fixed Prices for Ebooks in Germany: At What Cost? ” Publishing Perspectives, 
February 10, 2016,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6/02/fixed-price-for-ebooks-in-germany/#.V47XRzm7i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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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國 VAT 原則為內含稅制，所標示於書本定價即已包括 VAT，
通常消費者吸收，而德國紙本書的 VAT 減免稅率為 7%，雖然形式

上達到了圖書出版品應該享受到的差別優惠稅率，但電子書仍維持

一般 19%的 VAT 稅率，故出版商和書商的電子書銷售利潤都將遠

低於同一紙本書之販售，此現實對擅於經營電子書的 Amazon 也是

關鍵性的影響，然而，若同一圖書之電子版與紙本售價差距難以被

消費者接受，也將形成出版社產製該電子書意願之障礙。37 

四、小結 

2014 年德國出版界聽聞希臘有意廢除 FBP 制度時，便積極提

出建言，德國書商出版社協會理事長 Heinrich Riethmüller 呼籲希臘

政府務必慎思，同時勸誡希臘勿以撤銷 FBP 當做擴大國內改革與振

興競爭力的手段，若執意如此，不但「毫無經濟益處，亦將導致文

化衰退」。38 德國做為一個 FBP 制度的老牌國家，對於自己所實施

的「圖書定價法」深具信心，自詡德國是一個成功的實務典範，也

願意分享自身的 FBP 實施經驗，這對於整個歐洲國家在 FBP 政策

的立論與推動，德國與法國都繼英國之後，同樣成為 FBP 發展標竿

與他國最值得觀察的對象。 

 

 

37 Ibid. 
38 EnetEnglish.gr,“German Book Industry Urges Greece to Retain fixed Book Prices,”March 24, 2014, 
http://www.enetenglish.gr/?i=news.en.article&id=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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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美洲地區：自由定價與公平競爭原則-

美國與加拿大 † 
出版產業被視為一個國家自由閱讀、創作和資訊流通的體現。書

籍作為載體和公眾散播訊息的管道，關乎人民言論自由、文化、經濟

繁榮和資訊公開化，民眾擁有獲得「知」的權利，皆本因知識是不可

或缺的。即便在文化強權的國家下，當讀者在選擇閱讀時，任何類型

的消費行為和零售業必然全歸咎於政治、社會文化和商業活動之下。1 
美國與加拿大同為英語系國家與鄰國關係，在許多議題都有密切的關

聯與互動，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光譜中，因為自由貿易理念下，美

國和加拿大兩國並未實施該制度，更突顯與其關係密切的英國早期

NBA 制度有極大的差異。為了對比與明瞭同為文化出版大國或親密

盟友的國家，如何看待書市的圖書定價與競爭問題，本章以美國及加

拿大為例，提供另種省思。 

第一節 自由貿易下存在市場壟斷與價格歧視：以美國
為例 

在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即明文規定保障上述這些自由，並

鞏固出版者、圖書館、書店、大學和作家對文化的維護與努力。以

書籍「售價」為例，各國政府介入的程度亦不同，美國作為國際貿

易經濟體之一，發展向來影響著其它市場，競爭法主要在規範於廠

商之間的交易行為，並非政策一般瞭解的末端銷售價格限制；轉由

生產端批發的控制條件，以滿足商業活動之間平衡為基礎，以符合

自由貿易競爭的平等原則，避免強勢通路壟斷圖書的供需市場。 

  

† 本章作者：陳俊偉。引註格式建議：陳俊偉，「自由定價與公平競爭原則：美國與加拿大」，於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Laura J. Miller, Reluctant Capitalists: Bookselling and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http://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R/bo3750504.html (access 201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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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貿易市場看文化介入與商業競爭 

傳統書籍出版行業的貿易發展背景已是非常成熟，書籍的銷售

在傳統的形式模式下運作，而各國的市場活動皆然，至少我們可以

說它是非常保守的產業。因著不同的歷史背景與貿易關係，讓各國

在出版產業的規模也有略為不同的發展。而近年來，美國圖書市場

銷售額的表現幾乎持平，這樣的圖書市場算是不錯的成績。同年，

英國圖書銷售總額下降了 2%；然而以多個歐洲國家的圖書市場去

比較，書店數量與銷售數字的變化在過去幾年來絕大多數都呈現消

極的，現況種種說明了印刷出版銷售的市場萎縮。2 同樣是以自由

定價模式的兩個出版市場，同樣都面臨市場結構的改變，不可否認

這是個令人矛盾的癥結是出於文化貿易的問題。 

表 3-1 AAP 2014 年出版產業調查：淨利和出貨量增長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Total net revenue 27,722,633,482 26,749,773,322 27,977,219,642 

Total net units 2,726,057,573 2,606,975,062 2,700,245,640 

修改自：Marisa Bluestone, “U.S. Publishing Industry’s Annual Survey Reveals $28 
Billion in Revenue in 2014,” Jun 10, 2015. 
http://publishers.org/news/us-publishing-industry%E2%80%99s-annual-survey-reveal
s-28-billion-revenue-2014, (access 2015/11/22). 

表 3-1 觀察，2014 年美國出版產業的年度調查統計約計 280 億

美元的收入。從上表出版產業近年的比較，每年均可維持在 270 億
美元上下，總體低於 5%的跌幅，這顯示出美國出版市場相對穩定

的概況。其中，童書和青少年文學（young adult books category）3 兩
項數據最為顯著增長，電子書銷售額也維持成長幅度，值得注意的

是有聲書的出版也亦日益普及。4  

美國書市是長久以來的經營，相較於一般商品，圖書的流通過

程要比一般商品複雜得多。出版社是將它的產品賣給任何客戶和個

2 Rüdiger Wischenbart, “Global Trends in Publishing 2014: An Overview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Driving Forc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October 7-12, 2014,  
http://www.pik.org.pl/upload/files/Global_Trends_in_Publishing_2014.pdf.  
3 青少年文學（young adult books，簡稱 YA 小說），YA 小說在臺灣出版市場中較無一定的歸類

範疇，名義上雖通稱為青少年文學，但適讀年齡卻不僅僅限制於青少年閱讀，成人市場也可以是

它的目標客層。在美國出版市場上，尤其冠上 YA 小說類別相對來說亦是一種口碑行銷的方式。 
4 Marisa Bluestone, “U.S. Publishing Industry’s Annual Survey Reveals $28 Billion in Revenue in 
2014,” Jun 10, 2015. 
http://publishers.org/news/us-publishing-industry%E2%80%99s-annual-survey-reveals-28-billion-reven
ue-2014, (access 201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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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批發商、零售商、學校、圖書館、圖書俱樂部，以及直接銷

售給個人消費者或團體，也就是說圖書發行是通過許多管道和多種

方式完成交易。長期以來形成的圖書發行制度，依然遵循傳統的經

銷體制在運作。美國圖書出版社通過多種管道發行圖書，業內許多

分析家對整個發行制度持批評態度。但總體來說這個制度還在有效

工作，無論如何，圖書發行人始終要用一些創造性的方法，最大化

地滿足更多的人對更多圖書的需求。5 美國出版市場的結構大致區

分如下： 

1.一般零售市場含獨立書店（General Retailers）：就傳統而言，美

國圖書出版社的發行機構、零售管道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國內發

行通路。 

2.大學圖書市場（The College Market）：很多大學書店變成一般圖

書書店，也像一般商店那樣銷售各種商品。 

3.圖書館和機關市場（Libraries and Institutions）：儘管機關購書預

算已經下降，但政府機關仍舊是圖書發行系統特別重要的組成

部分。 

4.中小學圖書市場（Schools）：美國中校學圖書市場龐大，儘管有

電子書的發展，這一重要地位將繼續保持不變，特別在閱讀領

域。 

5.直銷市場（Direct to Consumes）：利用銷售名冊直接將圖書供應

給消費者，提供準確的選書服務，預先收款是此銷售方式的優

點。 

6.批發商市場（Sales to Wholesalers and Jobbers）：最重要的圖書

發行管道之一，是無形但很有意義的大小批發商，通過它們將

書供應給一般零售店、大學、圖書館和機關、中小學校等通路。 

7.亞馬遜書店（Amazon.com Inc）：亞馬遜公司是一家總部位於美

國西雅圖的跨國電子商務企業，業務起始於線上書店，不久之

後商品走向多元化。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線上零售商之

一。 

  

5 魏龍泉、邵岩，縱覽美國圖書出版與發行（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3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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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定價的惡性競爭與價格問題 

美國圖書定價模式基本上遵循成本導向定價法。成本導向定價

法是美國出版社進行圖書定價的基本選擇。每本書的定價，主要是

根據在印製書籍中投入的成本估算，它主要包括印前費用支出，如

文字排版、編輯校對、封面構圖；另外，也包括印刷支出，相關費

用如紙張磅數、印刷量及裝禎等等。在成本導向定價法中，印刷量

大小與圖書定價有一定程度的直接關連性，當新書出版發行前，出

版社會考慮該書籍在市場可預期接受的需求量（在一年內可以銷售

的本數/或是出版後保證完全銷售的本數），確保可銷量去預估合理

印刷冊數，而這個數字將會對圖書的定價產生一定的影響。6 另外

也有使用所謂的需求導向定價法。這種圖書定價方法是以讀者對出

版品價值的感受和需求彈性係數為基礎的，而有別於成本導向定價

法。例如美國大專校院的研究論著，它們的定價十分高昂，甚至有

些經濟類/生物研究方面的教科書定價高達上百美元，造成這種現象

的主要原因就是此類圖書銷售動能較差。7 因著出版產業供應鏈的

關係，成本導向定價法相較於需求導向定價法較為常見，而成本導

向定價法也相對能夠真實反應出一本書籍合理的銷售價格。 

印刷量少，相對的印製成本高，出版者不會僅為了降低印製成

本，而徒增書籍印刷量，因為出版品本身閱讀群眾及市場規模有限，

這些忠實讀者或許可以接受較高的書價，原因是出版品具有學術價

值或數據調查，而並非出版品具有銷售需求量。而讀者對書籍口味

的選擇逐漸受到出版經營者/編輯群的重視，精裝版本的典藏設計，

則出現同時結合成本及需求導向定價的兩種特性。以暢銷小說為例，

吉莉安‧弗琳所出版的暢銷書《控制》（Gone Girl），英文平裝版

（Paperback）的圖書定價為 15 美元，售價為 9.27 美元（約 62 折），

換算為新臺幣金額約為 300 元。經由版權交易後，因考量成本定價

及需求定價的價格維持計算，中譯版的《控制》定價為 399 元，售

價為 315 元（79 折）。令人玩味的是簡體字版《消失的愛人》（Gone 
Girl）人民幣定價為 42 元，售價為 26.04 元（約 62 折），換算為

6 成本導向定價法是依照圖書印製成本率估算後所設定的書籍銷售價格。臺灣一般出版品為例，

粗略估計一頁一至一點二塊左右之間，即一本書三百頁定價為新台幣三百元上下為成本導向的合

理定價推估。 
7 中國論文網，「中美圖書定價方法及圖書價格現狀之對比分析」，

http://www.xzbu.com/8/view-4367323.htm，檢索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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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金額約為 130 元。拿暢銷小說來探討，因為書籍銷售流通量

大，購買需求彈性較高，在美國一般末端銷售折扣約可多達 30-40
％上下，因著各通路之間相互競爭的因素，合理推論購買行為在末

端銷售價格折扣上，可以獲得更多折扣的空間來促銷產品。 

舉一社論書籍的例子，賈德‧戴蒙所出的社科人類學論著《昨

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英文平裝本的圖書定價為

20 美元，售價為 15.42 美元（約 77 折）換算成台幣金額約為 500
元。中譯版的《昨日世界》定價為 499 元，售價為 394 元（約 79
折）。簡體字版《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人民幣定價為 69 元，售價為 51.06 元（約 74 折），換算成新臺幣

金額為 255 元。拿社科出版品評估，因為書籍流通量額小，價格需

求彈性較低，在美國一般末端折扣介於 15-25％之間，普遍來說，

可以獲得的折扣空間則不如暢銷品。圖書價格高低及預期折扣是讀

者購買書籍意願的隱性影響因素。從圖書市場銷售不難發現，圖書

銷量並不會隨著經濟成長使數字大幅攀升；在正常銷售手段/策略下，

圖書銷量也不會跟著銷售價格較為便宜或是促銷，以使得倉儲書籍

庫存量減少或是讓滯銷書籍能有效流通販售。 

而從版權交易後的出版品價格觀察，因著文化差異性之區別，

一本地區性暢銷書籍並未能確保在他國場域擁有相同的銷售量/額，

所以經常會有一本書版權交易金額高，卻往往無法反應銷售成績；

而暢銷榜提供出版品口碑價值的參考依據。所以，定價基準視各國

出版產業結構而定，由上述舉例可以試圖瞭解美國書籍版權交易對

書籍定價標準的訊息。 

三、市場壟斷與價格歧視之爭議 

美國是最早制定反壟斷法的國家之一。1890 年美國聯邦政府通

過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反壟斷法（anti-competition 一般亦稱作反托拉

斯法）保護貿易和商業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即《謝爾曼法》

（Sherman Act）。並於 1914 年制定的《克萊頓法》（Clayton Antitrust 
Ac）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以及《羅賓遜帕特曼法》（The Robinson-Patman Act 或稱 Anti-Price 
Discrimination Act）等構成美國反壟斷法的體系。事實上，價格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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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行為被觀察到是在 1936 年《羅賓遜帕特曼法》反壟斷法所規定。8 
價格競爭為具有一定程度的產業所衍生，是貿易所留下來的歷史紀

錄。強調自由和開放價格競爭的銷售模式，許多法律條文下，出現

了相關新概念的詞彙，例如：價格維持、價格控制、價格壟斷、價

格歧視等等。這些術語，在一些情況下，僅僅是價格歧視的替代性

詞彙。 

美國是自由貿易的國家，市場的貿易行為也屬自由競爭，也就

是銷售機制的維持是讓市場供需自行決定價格，有別於圖書定價銷

售立法之國家，排除對圖書市場的貿易進行規範，羅賓遜帕特曼法

並非規範商品賣至消費者的零售價格，而是站在公平原則的角度去

避免所謂的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讓中小型廠商能與連

鎖通路/或大型中間商在相同條件下競爭，避免大型通路過度擠壓小

型通路的市場，進而達到維護多樣銷售生態的市場環境。在自由競

爭的價格控制下，美國一般不限制書店對讀者的售價與折扣，但在

競爭法上，卻不允許出版社針對不同規模的書店提供不同的供貨折

扣/服務的差異，以避免大型連鎖書店以進貨規模優勢獲得優惠的進

貨折扣，從而對小書店形成不公平競爭。一般圖書的批發提供折扣

約 30-50%。對高價科技書和圖書館精裝版書提供 25-35%。對大學

教科書不高於 20%。對中小學教科書不高於 25%。美國的圖書發行

採用寄售制，為確保圖書經銷發行的利益，出版社制定發行政策時，

都對退貨條件進行了限定，一般退書率不可高過30%。9 正因如此，

美國自由定價銷售策略對出版產業實行一個較為合理的市場貿易

結構，反壟斷法之目的在規範廠商間的交易行為，廠商間交易不可

以價格歧視、回扣、服務、回饋等方式而造成市場獨佔，避免大企

業的壟斷行為。10 一般情況下，美國反壟斷法禁止供應商在供應產

品價格上作區別，而將販售商品以不同價格銷售給同等位的中間商。

若在商業和貿易的任何一部分的壟斷或試圖壟斷、聯合或共謀犯罪

行為，一般適用反壟斷法之規範。 

8 Edward Burling, Jr. and William DuBose Sheldon, “Price Competition as Affected by the 
Robinson-Patman Act,” 1 Wash. & Lee L. Rev. 31,   
http://scholarlycommons.law.wlu.edu/wlulr/vol1/iss1/3 (access 2015/11/22). 
9 魏龍泉，「美國出版社的供貨折扣」，出版參考，2006 年 3 月下旬，

http://www.pep.com.cn/cbck/2006_3xz473/201012/t20101229_997769.htm (access 2015/11/22). 
10 邱炯友，圖書統一定價制度之研究（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2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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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傳統的書籍發行流通示意圖 
修改自：Thomas Woll & Jan Nathan, 誰說出版不賺錢（台北市：高寶），39。 

臺灣出版產業也施行所謂的圖書寄售制，然而因為銷售通路結

構不同，使得兩個市場有著差異化的環境因素。寄售制通常不會限

制書店進退圖書貨量，或者應該說，零售書店數量減少到已經無法

有效確實發行，使得不同出版商的產品相互侵蝕書店陳列的空間，

造成書籍曝光的機會有限，絕大多數出版商會犧牲物流費用當作行

銷預算，爭取書籍陳列來換取實質銷售機會。然而，小而多眾的出

版市場，在供應大於需求的市場，衍生出臺灣多樣多元生態的獨特

圖書交易市場。一般圖書市場交易多藉由代理商代替出版商處理市

場配送及銷售問題，使得出版者可以專心策劃新書。相對於美國，

臺灣圖書市場的結構中，經銷商儼然逐漸侵蝕非零售通路（其通路

代表的角色越來越趨模糊，也不在僅代表單一角色性質），因應小

型零售商（或稱獨立書店）的市場需求，流通交叉供貨條件不一，

並且進一步迫使出版商拋出既有利潤的毛利來維持營業額的產業

生態。其中少許可能還包括出版社彼此之間的互惠合作、聯賣、俱

樂部選書等方式讓書籍銷售量增加。圖書交易流通如圖 3-1 所示。 

(一)反壟斷法下所排除零售價格維持的規定 

企業壟斷地位對於市場競爭的威脅，美國反壟斷法中最為重要

的非法壟斷形式包括市場壟斷、意圖壟斷行為、橫向或縱向協議、

共謀、企業併購、掠奪性定價、價格歧視、濫用智慧財產權等方面。

為此，大企業在進行商業談判時，不免出於上述各種可能導致不公

出版社 

代理商/經銷商 

批發商（不退貨）

/ 

發行商 

消費者 

零售商/圖書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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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手段，最後走向法律申訴。 

2015 年，Amazon 向英國出版商施壓，要求新增合約條款的內

容。條款中包括「最優惠待遇」的一項協議，即在其他通路競爭的

圖書價格不能比 Amazon 網上售價更低，這當中還包括在出版社自

己經營的官方網站或特約服務。而真正引發圖書出版商擔憂的是另

外一項條款，當出版社在沒有足夠庫存供貨時，Amazon 能夠透過

隨選列印（Print-on-demand，POD），為來滿足對消費者提供的需

求。對於 Amazon 正在推動的這項合同新條款，英國出版業者出現

憂慮，這項新條款可能將成為壓垮出版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影響層

面將直接衝擊整個圖書經銷環境。然而，相對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

的侵略條款，在談判協商中又扮演自主權的一方，與 Amazon 在出

版業逐漸市場壟斷的問題有著極大關連性。11 確保通路與出版商的

安排或合作，不會傷害到競爭者和多數民眾權益的正當性，也並非

質疑 Amazon 成功的商業模式。對 Amazon 執行的兩種銷售策略組

合來說，是未來趨勢最為可行的獲利模式，也可能傾向造成市場獨

佔性。這種條款可能使其它電子書商難以藉由研發產品和創新服務

的方式與 Amazon 競爭。這些條款是否限制了不同電子書商之間的

競爭且減少消費者選擇。若上述情形經過訴訟確立當責，Amazon
的商業行為將違反歐盟禁止濫用市場獨佔地位及反壟斷法中的限

制性商業活動而被規範。 

(二)濫用獨佔地位違反公平競爭 

經濟衰退和數位化出版的多重競爭影響，導致紙本圖書的銷售

逐漸萎縮。網路書店近年來的成長與侵略性競爭，戰場從電子書銷

售模式與紙本書通路結構變化開始，使得電子書與網路購書成為兩

大壟斷指標；尤其在美國和英國英語系國家最為代表。越來越多的

讀者/消費者採用網路隨選列印服務和購買紙本書籍，以及使用閱讀

器內的電子書。出版和零售開始在圖書市場內進行微型工作整合，

這些包括傾銷至歐洲內的圖書市場。全球化市場行銷及通路整合，

藉以通路改變的方法來進行文化流通和閱讀行為模式的改變。12 從

11 Benedicte Page, “Amazon Pressing for New Terms in UK”, Jun 25, 2014.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amazon-pressing-new-terms-uk, (access 2015/11/22). 
12 Rüdiger Wischenbart, “Global Trends in Publishing 2014,” 
http://www.pik.org.pl/upload/files/Global_Trends_in_Publishing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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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現象開始，類似的通路轉變如許多出版商的預期，尤其是雙管

齊下所並行的出版模式最為顯著。 

肇因起於Amazon為批貨價格問題與Hachette Book Group進行

合作談判上的拉扯。Amazon 因與 Hachette 合約到期，而重新進行

供貨協商，雙方因合作條件商議不攏，Amazon 為此抵制 Hachette，
而在網站上延滯供貨時程，並且將購物車欄位及網站銷售排行資料

設定為內隱等作法，減少 Hachette 旗下出版品曝光機會，進而使訂

單量銳減之目的。而除了 Hachette 之外，其它四大出版發行商也陸

續即將合約到期，Amazon 和 Hachette 兩方是否會退讓，也讓不少

出版業者關注。從反壟斷法來看，競爭者不應共同協商拒絕供貨與

某特定客戶，或不向某特定供應商採購，然而身為大型通路的

Amazon 並非競爭者，而是擁有商品銷售的選擇權，卻也因此惹來

消費者的抨擊。Amazon 不應該利用強勢地位阻擋其它有新想法的

公司在市場上競爭，這樣將妨礙創新機會，減少其它公司投入的意

願並最終導致消費者選擇的減少。 

(三)反壟斷法對於企業意圖壟斷的規範與箝制 

2010 年，Amazon 從出版商設定批發價格中獲得電子書授權販

售，然後轉手以零售價在其閱讀器上發行（價格為 9.99 美元），而

價格的設定往往低於原來的批發價格。但 Amazon 並不介意在每筆

訂單上賠錢，只要從這項銷售策略中擴大電子書市場發展，將有助

於增加消費者採購意願。但出版商認為電子書的低售價誤導了消費

者對電子書定價機制的看法。出版商甚至更憂慮，大幅折扣後的電

子書可能破壞印刷市場的銷售。Amazon 在圖書銷售上被描述為進

行掠奪性價格操縱的壟斷企業。2012 年，Apple 和五個圖書出版商

（ Hachette, HarperCollins, Macmillan, Penguin, and Simon & 
Schuster）涉嫌聯合壟斷市場而被起訴，原因出於 Apple 意圖在新

推出的 iPad 產品上提高電子書售價。Apple 推出 iPad 提供了一項協

議給出版商，出版商可以經由 Apple 售出高達 14.99 美元上限的電

子書，為此，還可以獲得百分之七十的售價報酬。13 美國地區法院

法官 Dennis 在判決中指出，Apple 在一個密商中與出版社協議電子

13 The New Yorker, “Did Apple Fix E-Book Prices for the Greater Good?”, Dec 16, 2014.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apple-claiming-virtue-e-book-price-fixing-case 
(access 201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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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零售價格，以提高電子書售價。14 為此，Apple 因試圖與出版商

合縱操作市場銷售價格的失敗，等同再次宣告反壟斷法排除零售價

格維持的可能性（指售價調整），即便 Apple 聲稱這項協議是為了

達到鞏固出版產業的社會福利。 

雖然 Amazon 對電子書的定價不能符合對於侵略性定價的定義，

但從 Amazon 的商業行為來看，著實是市場上的侵略者，儘管

Amazon 並未直接抬高銷售給消費者的書價，但其壓榨出版商的結

果，最終將導致消費者和出版商的損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指出，Amazon 的銷售策略並未壓榨消費者，但從經濟學

術語來說，Amazon 不是傳統的壟斷企業以壟斷地位來抬高市場價

格（因為在市場具壟斷地位而抬高銷售給消費者之價格，作為唯一

的賣方來提高價格），但它是利用買方壟斷（作為唯一的買家去壓

榨書商），它運用買家的主導優勢擠壓出版商，以降低圖書的進貨

價格。15 因此，針對反壟斷的執法不止著重於是否對消費者有合理

的價格，更應注意是否維持一個活絡且具競爭力的通路結構。 

四、小結 

出版是微薄盈利的產業，但同時卻是社會福利事業，出版品的

產品屬性不同於一般商品，如同我們看待教育、健保、文化遺產等

的特殊性質，閱讀帶來的效益是國家資訊素養的基礎與發展。為什

麼作為自由貿易定價銷售的圖書市場，即使受到紙本書市逐漸面臨

萎縮的情況，美國近年來的銷售額仍然可以維持相對穩定的圖書市

場？「折扣」在自由價格競爭的美國書市來說，競爭更是激烈，甚

至暢銷書籍的折扣可能最優惠至半價（折扣 50％）。當然網路書店

免去了實體經營上的問題，卻也產生龐大庫存壓力和運送成本的問

題。正因為美國有反壟斷法的限制，大型書店設計出可能比較有利

的進貨條件以遵守公平交易原則。而零售通路除了連鎖書店外，在

個體的獨立書店經營也占有相當銷售量/額的貢獻；即使是網路書店

強勢的通路結構威脅之下。 

美國對於文化保護政策與法案判決十分注重公平性，一旦面臨

14 BBC Business, “Apple Conspired to Fix E-book Prices, US Court Rules,” June 30, 2015.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33335432 (access 2015/11/22). 
15 Business Insider, “KRUGMAN: Amazon Is Abusing Its Power And Hurting America,” Oct 20, 201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krugman-amazon-is-abusing-its-power-and-hurting-america-2014-10 
(access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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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經濟活動的拉扯，首要優先考慮執行順序。確實，書店作為

營利事業有許多經營上的問題，外部競爭是來自條件不同的異質市

場侵襲，販售圖書可能無法足以維持一間實體書店所需要的淨利。

而內部競爭，則是特定區域範圍內或相同市場的同質性產品的競合

關係上；即每家書店或批發商所提供的服務差異化（包含空間氛圍、

價格比較、售後服務、店員親切度等等），也就逐一構成消費行為

的選擇性。同屬於英語系國家，拿英國圖書淨價協議的發展過程來

看，或許在文化傳遞與保護的內容上，出版產業面臨更多網路技術

的衝擊，昂貴的物價讓獨立書店喪失舞台。實體書店不應該處於劣

勢的工作環境下競爭。在同質化產品的市場，一間企業競爭力的核

心價值可能來自它在相關市場迅速擴大生產/訂單的能力和動機，以

及為此對其供應商或消費端提高價格和降低產出的箝制力量。競爭

者合作是或多個商業行為，包括競爭者間的合作、開發、生產、配

送、銷售或採購，不論 Amazon 或 Apple，甚至大型連鎖通路或大

賣場，各通路無疑想方設法意圖壟斷或獨占市場而進行侵略性價格

調整，然而結果往往是面臨公平貿易/競爭原則和法令的相互牴觸。 

出版活動是需要許多可以多種行銷的夥伴才得以經營形成商

業規模，為了維持書籍流通的機會，除了考量銷售動能之外，非銷

售動能亦是重要的一環。在網路尚未普及的世紀，大部分的圖書銷

售是仰賴零售端市場；隨著網絡發展的影響，近半成圖書銷售則發

生在雲端市場，零售端開始衰退。臺灣早期重南書街享名一時，也

頗有此番意味。藉由美國出版市場的經驗，除了定價機制的問題外，

仍需關注下列議題重疊的關聯性：產業鏈的結構分配、出版政策的

宏觀態度、催生監督機制。 

1.產業鏈的結構分配：臺灣與美國出版產業市場結構不同，出版

社、經銷商、批發商、零售商之間的定位趨於模糊，圖書經銷

的管道多元，除一般總代理/總經銷外，也有產品互惠的交易模

式，導致出版通路結構的發展迥異。其中應增設實體通路的經

營條件，除大型通路之外，小型書商及獨立書店的創新經營才

得以維持產業供應鏈的基礎結構問題。 

2.出版政策的宏觀態度：不論一般大型的綜合型出版社，或學術

型專業出版社，甚是年出版量不到 10 本的小型獨立出版社，

可以瞭解臺灣出版產業為高度密集的中小型企業，反應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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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市場規模的侷限性成長。在從圖書共同供應契約的問題，

購書抵稅的財政研議，再延伸到圖書定價機制的政策措施，政

府在出版產業之角色與功能，首應考量圖書在社會福利事業之

健全發展。 

3.催生監督機制：出版產業過於零散，為了協調出版產業發揮整

體力量，民國 102 年 7 月 26 日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的成立增添具體意義。從早期新聞局開始，到文化部

成立，現階段仍然缺乏美國出版者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的業務職能，例如產業調查、政策推動、產業新聞、

國際交流等事務性。現行下政府依舊透過招標由非出版專業之

業者進行調查報告，雖無不妥但不為業內人士所用。如何凝聚

產業共識，提倡出版議題的探討，理應催生建全的文化政策和

相對應的稽核制度，以利政策落實及發揮當責機關之能見度。 

第二節 加拿大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之芻議 

從歷史發展角度而言，遠從1951年起，加拿大不僅未實施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更是全世界第一個明文規定且無條件禁止商業「零

售價格維持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的國家，但是，民間若

是自行採用「杯葛」方式抵制，則又是另一種無關政府立法本意的

事。16 加拿大政府認為不論是供應商或零售商都不應該聯合起來以

強迫手段達成此政策，這種信念相對於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更顯得

特別，使得加拿大成為早期反對「零售價格維持制」的代表性國家

之一。 

一、加拿大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政治問題 

2012 年出版業者呼籲政府評估圖書定價銷售制，並成立促進委

員會研究政策執行的可行性。17 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已開始思索一個

問題：消費者從新書交易上獲得太多的優惠？自 2010 年起加拿大

魁北克已經關閉了 20 間左右的書店，這期間卻僅只有開業 4 間。

16 L. A. Skeoch, “The Abolition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ome Notes on Canadian Experience,” 
Economica, New Series, 31, no. 123 (August 1964): 260.  
17 Montreal Economic Institu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Fixed Book Price,” February, 2013.  
http://www.iedm.org/files/note0213_en.pdf (access 201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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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獨立書店的存在，將無法倡議獨特文化議題的內容給大眾，尤

其是市場較小的法語類書籍。針對是否從網路書店的消費交易，導

致冷門書被排擠而失去大眾市場。立法機關研擬是否應該規範如

Amazon 及 Wal-Mart 在電子書的價格問題，其以折扣價格提供的商

業模式競爭服務，迫使獨立書商遭受破壞市場結構的經營損失。文

化暨通訊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正在考慮

出版業者想要實行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政策建議，以新書上市九個月

內最多提供百分之十折扣限制的優惠。這將適用於圖書的印刷出版

及電子書兩個出版市場。 

反對的在野黨也提出同情的看法，至少有 12 個國家採取了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包括許多歐洲國家，阿根廷和韓國。英國的 NBA
幾乎實施整個 20 世紀，協議直到於 1997 年才被推翻。在魁北克大

約 135 獨立書店，規模較小的獨立書店對魁北克文化發展相當重

要。18 2013 年魁北克政府曾承諾推出 FBP 法案。然而，在 2014
年新的自由黨政府上台似乎又不大可能執行該法案。19  

 

圖 3-2 魁北克圖書實體通路零售商類別圖示 
資料來源：Montreal Economic Institu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Fixed Book Price,” 
Feb, 2013. http://www.iedm.org/files/note0213_en.pdf (access 2016/4/30). 

由於魁北克政府也在考量將 VAT 從 5%提升至 6%，而在以家

庭為單位的年支出上，購買圖書金額平均約為 81 塊加幣（約 2000

18 The Canadian Press, “Quebec Legislature Opens Hearing on Price-fixing for New Books,” Aug 19,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quebec-legislature-opens-hearing-on-price-fixing-for-n
ew-books/article13859419/ (access 2016/4/30). 
19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May 23, 2014.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fixed-book-price-report-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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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然而，藏在這個數字之中還掩蓋了一小部分的人，其實購

買相當數量的書籍；事實上，有絕大比例的人購買很少量的書籍或

根本沒有書籍消費習慣。20 從上圖 3-2，魁北克圖書實體通路零售

商的佔比情況來看，大型賣場成了書店之外備受消費者青睞的書店

類型之一；而對魁北克民眾來講，其中獨立書店的佔比是十分重要

的通路類型之一，即便獨立書店的經營受到大型賣場、連鎖書店、

甚至是網路平台的競爭。 

 

圖 3-3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魁北克出版產業影響之估計 
資料來源：Montreal Economic Institu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Fixed Book Price,” 
Feb, 2013. http://www.iedm.org/files/note0213_en.pdf (access 2016/4/30). 

如果政策提出所提供的優惠，僅限於 10%的建議售價區間，預

估將在魁北克銷售的圖書總數會產生 14.2%下降。至於魁北克出版

新書的總品項數，其中外文書的比例較高，銷售額將低於目前 17.6%
水平的損失(見圖 3-3)。評估到圖書價格單位上漲的因素，執行圖書

定價銷售制不被支持。圖書定價的措施並沒有放慢小型書店經營數

量的下降。在法國，通過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立法後，傳統書店僅

享受兩年內短暫的獨立書店經營數量的減緩，隨後又持續面臨小型

通路的萎縮。21  

魁北克書商提出圖書定價銷售制目的之一，即為防止在新書上

市後的期限內零售商從中獲取更多的利潤。但反對的一方則說明，

通過圖書定價銷售制可能會阻礙閱讀推廣，尤其是那些本來就熱愛

20 Montreal Economic Institu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Fixed Book Price, Feb, 2013. 
http://www.iedm.org/files/note0213_en.pdf (access 2016/4/30). 
21 Montreal Economic Institu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Fixed Book Price,” Feb, 2013. 
http://www.iedm.org/files/note0213_en.pdf (access 201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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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消費者。22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理應由立法確保作為文化政策

的法源依據；然而，政府介入出版市場通路問題，則難掩圖書產業

失靈的問題在於大型通路結構的問題。從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上看加

拿大對於文化權利的爭取，再回頭審視該國對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之

審議，從法案的建議提案到落實規劃之間的滯留期，顯然可作為觀

察政府投入文化相關政策的實證案例。 

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加拿大的文化豁免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購買行為及商品內容都各有其使用價值和

交換價值，而兩種價值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因為它們往往不一致，

這構成了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有時會造成危機。使用價值變化無

窮（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換價值（在正常情況下）則是一致

的，性質上也沒有不同（一美元就是一美元，永遠都是一美元；即

使拿到的是歐元，也能知道它可以兌換多少美元）。23 所謂自由貿

易，也就是可以有限度的衡量價值與價格之間的轉換。1980年，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文化產業的概念納入其參考資訊，

以魁北克區與法語區的比利時及法國都在它們各自的文化政策中

開啟了這個文化產業的概念。而鄰近美國經濟體的加拿大，無疑是

美國貿易輸出的影響區域。文化多樣性公約受到高度矚目之原因在

於，推動本公約草擬之國家（為以法國為首的歐體會員國以及加拿

大）過去在世界貿易組織甚至其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年代，曾在

美國好萊塢視聽產品大量進口壓力下，使其本國視聽產業不敵競爭

而紛紛退出市場，主張其文化因為美國視聽產品之進口受到嚴重威

脅，應給予特殊例外待遇，使進口視聽產品免除最惠國及國民待

遇。24 跨地區交易與消費行為的改變，逐漸形成所謂「文化貿易」

的一種概念，使得文化多元性的特殊概念不僅逐漸蔓延，且持續在

文化產業的公共政策上發酵。所謂文化貿易，則不應以有限度的價

值與價格的轉換過程，從而依附於自由貿易行為的附屬價值之下。 

  

22 Ibid.  
23 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 17 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聯經，2016：25。 
24 文化多樣性公約將抽象的文化保障理念，以「文化表現」之概念試圖予以具體化，並以促使

及保障文化表現的「多樣性」作為公約的主要宗旨。視聽媒體服務因為其為重要文化產業之一，

且視聽媒體可說是當代最重要且貼近個人生活的文化表現態樣。其公約之催生是因法國、加拿大

及其他國家則在教科文組織另闢戰場，最後促成文化多樣性公約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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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化多元性的訴求，值得各國重新檢視在自由貿易政策的問

題與批判；尤其，面對強勢商業化文化商品所產生之擔憂，並非僅

發生在政治經濟上處於弱勢的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許多歐洲國

家及加拿大、日本亦有相同的危機感。對文化發展之意義，在於強

勢競爭力的文化商品會對弱勢文化造成邊緣化的效果，而有消失的

危機。在各種不同的文化表現數量逐漸降低下，就是文化多樣性的

減損。25 從UNESCO到TPP觀察文化豁免，加拿大倡議自由貿易的

國民待遇原則，不應該適用於文化相關的產品（包括書籍、雜誌、

影視音等商品）的生產、出版、展示與銷售，以及支持加拿大藝術

表達或內容的創作、發展與近用。加拿大不遺餘力的文化貿易立場，

顯然是國家對文化意識的彰顯與作為。 

三、小結 

加拿大圖書市場可分割成英語區與法語區。英語圖書出版與法

語圖書出版兩個體系雖有交集，但各自發展。推行圖書定價銷售制

的支持者強調，書籍不僅是經濟的產品，也是文化的傳播媒介工具，

這也是各國最常見的支持聲浪。不同的書籍，或許每本書內容範疇

有密切關係，但並沒有完全相同的替代品可以取代。而另一方面，

反對者對於 FBP 可能造成市場壟斷，破壞市場公平性競爭的疑慮與

消息，似乎不脛而走。從加拿大幾次的關注議題指出，透過 FBP
將期待帶動地區上的獨立書店經營，這對小眾圖書市場的存在發展

有其必要。加拿大圖書市場經歷殖民時期和地緣關係，受英美兩國

的圖書市場影響甚劇；如何避免文化傾銷成為使用 FBP 另一項特殊

作用。尤其，魁北克區為加拿大法語區的主要地區。雖然現階段沒

能從加拿大落實政策來考證，但如同法國堅持文化例外之觀點。加

拿大試圖用各種途徑對文化傳播的保衛意圖是相當明顯的。 

 

25 徐揮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對文化權及傳播權之影響：以

2007 年歐體視聽媒體服務指令為中心」，新文學研究，98 期(2009)：9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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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西語系國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西語系

國家的發展-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 † 
西班牙語為世界三大語系之一，全球近五億人使用，而「西語系

市場」更是世界重要圖書出版市場之一。緊鄰法國的西班牙，十五世

紀國力鼎盛，曾海外殖民拓張至中南美洲，除了巴西官方語言為葡萄

牙文之外，其他中南美洲國家多為西語系國家。1492 年 10 月哥倫布

發現美洲新大陸，西班牙開始向南方擴張。中南美洲或稱拉丁美洲，

總共約有二十二個國家，其文化政治經濟發展接深受原殖民國影響，

而其中又以西班牙影響最為深遠。二十世紀開始，西班牙文化發展受

政治影響阻礙，同時拉丁美洲國家也已脫離殖民，開始發展自己文化，

不過圖書市場仍受西班牙影響。本文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西語系國家

阿根廷及墨西哥，觀察政治經濟演進過程、在不同時代潮流變動下，

文化政策的轉變；進一步探討其中圖書作為文化的重要媒介，其相關

文化政策、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發展背景以及圖書出版產業整體產值及

發展趨勢。此外，觀察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西語書展─墨西哥瓜達拉哈

拉書展(Guadalajar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FIL)其扮演的角色、如何將

所有西語系圖書出版產業相關人員匯集於一地，創造屬於西語系圖書

別具一格的圖書銷售、閱讀推廣平台。 

第一節 歐陸西語系國家─西班牙 

一、西班牙 

(一) 早期政治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 

位於南歐伊比利半島上的西班牙，人口總數 46,231,100(統計至

2015 年)，近十年來外來移民大量增加。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也

稱卡斯提亞語(89%)，其他自治區語言包含加泰隆尼亞語

† 本章作者：劉容娟、邱炯友。引註格式建議：劉容娟、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西語系

國家的發展：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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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an(9%)、加利西亞語 Galician(5%)、巴斯克語 Basque(1%)，自

治區語言的發展深受西班牙領導者、政治環境的影響。1 

西班牙近代政經發展初步分為三個階段：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

(1939-1975)、佛朗哥後期影響過渡期(1975-1977)，卡洛斯國王民主

化改革時期也開啟自治區語言及文化復興(1977-1982)，執政者影響

文化發展深遠，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人民言論受限制、少數族群

文化受壓迫；至 1966 年，新聞暨觀光部長弗拉加頒布「新聞與出

版法」(Ley sobre Prensa e Imprenta)，審查制度開始鬆綁；1977 年

第一個專職文化工作的部門設立─文化暨社會福利部(Ministerio de 
Cultura y Bienestar Social)，其後在 1979 年，西班牙成立第一個獨

立的文化部，從事西班牙文化發展相關事業，西班牙文化漸漸的復

甦起來。2 

文化預算與經濟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經濟成長相對地帶來

文化預算的提高，自1986年西班牙正式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

從前後時期 1982 至 1989 年間可以發現，西班牙的文化預算提高約

百分之七十；而在 1993 適逢經濟衰退，縮減文化預算，中央政府

將部分文化工作交由各自治區政府執行，不過中央政府仍積極資助

地方的文化計畫。3 

(二) 九零年代開啟文化事業的改革 

1996 年西班牙民眾黨(Partido Popular，簡稱 PP)結束社會勞工

黨長達 14 年的執政時期，將教育、文化事務合併為一部，稱為「教

育暨文化部」(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在 2000 年 4 月改

為現今的「教育、文化暨體育部」(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為目前西班牙文化事業行政主管機關，其職責為獎勵、

補助與輔導發展文化事務；文化次長為文化部門之首長，下設秘書

處(Gabinete)、其他三司負責相關行政業務，其中包含書籍、檔案與

圖書館司(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書籍、

檔案與圖書館司下設三個單位：圖書協調處、西班牙書籍及閱讀與

文學推廣處、國家檔案處，其中西班牙書籍、閱讀與文學推廣處

1 Frankfurter Book Fair, “Spain,” http://www.book-fair.com/pdf/book_market_spain_2016.pdf. 
(accessed July 8, 2016).  
2 戴光伶，「西班牙文化政策之研究」，(碩士論文，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2002)。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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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dirección General de Promoción del Libro, la Lectura y las Letras 
Españolas)有五大職責，在國內與國際推廣西班牙文學、推廣閱讀、

援助出版社參與國內外書展(促銷書籍)、研究及提議出版與書業之

間的關係、推廣及補助文學創作與翻譯作品。4 

西班牙文化政策最高法源依據為 1978 年通過的西班牙現行憲

法，除此之外，西班牙地方制度基礎法、歐洲共同體條約也賦予相

關文化權，其中歐體的第八十七條第三款第 d 款指出：「對於文化

提昇及國家遺產之補貼，若對歐體內部貿易條件及競爭之影響程度

不致與共同利益衝突，則該補貼得相容於共同市場。」5 關於文化

政策目標，西班牙在1996年教育暨文化部施政目標大致有六大項，

其中特別強調書籍和閱讀、鼓勵文學創作，以提升、保護與推廣國

家檔案和國家圖書館；2000 年至 2004 年文化政策三大目標中，規

劃對外文化活動這一項即包含西班牙書籍、美術、電影的對外推廣

活動。 

(三)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1. 發展背景 

西班牙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發展，可從四階段的制度實施、立

法、修法、新法規的加入探討。早期圖書定價制多為行業規範而非

正式法律條款，佛朗哥逝世後，西班牙新政府於 1975 年將「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列入圖書法律條文之中(Book Act, Law 9/75 of 
March 12th)，為世界上最早將定價制立法的國家之一，甚至比法國

(1981)、德國(2002)更早，且在 1979 年將其納入 1978 年通過的西

班牙新憲法；法律前言提到透過將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合法化，避免

不公平的競爭，條文中規範圖書價格(book’s price)必須印製在每一

本書上，珍善本(rare books)、藝術相關書籍(artistic books)、此法實

施前出版的書籍(those published prior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law)可
享例外，圖書價格由出版商(publishers)而非書商(booksellers)決定；

第六章懲罰制度第十七條第一點 a 款中提到，「未根據本法第九條

規定，清楚標明出版書籍單冊之單價者將受懲處。」不過，在圖書

節日(the Day of the Book)、國內書展、研討會、展覽期間可以享有

4 戴光伶，「西班牙文化政策之研究」。 
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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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隨著貿易自由化、加入歐洲共同體，西班牙政府在 1990 年 3
月 30 日修正圖書定價制相關法規(Royal Decree 484/1990)，圖書定

價制度有了新的調整，應用歐洲經濟共同體關於圖書出版產業法規

的框架，朝向出版多元化、多樣化的方向前進。在此同時，擴張例

外的圖書類型：二手書、滯銷書籍不在限制範圍；法規正式規範在

特殊圖書相關節日、會議和圖書展覽期間，允許 10%的折扣，且若

最終消費者是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育相關機構，用途是以

研究為目的，最大折扣為 15%。6  

1998 年調整部分規定，書商被授予權利可提供至多 12%的折

扣給中小學教科書及相關輔助教材；而在 2000 年 6 月加入新規定

(Royal Decree 6/2000)，所有中小學教科書及輔助教材的零售價格不

受圖書定價銷售法規限制，也就是說可以彈性打折。7  

2. 現況分析 

以文化例外的觀點來看，圖書屬於文化商品而非一般商品，然

而施行此制度是否能達到支持者所預期的文化發展值得深究；從經

濟角度思考，圖書定價制度破壞價格自由競爭。支持抑或反對或有

條件支持，各有值得的觀點，以下進一步探討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

西班牙實施的狀況。 

(1) 2006 年學者提出的觀點 

2006 年，西班牙兩位學者歸納出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西班牙實

施的三大情形：1.限制價格自由競爭；2.阻礙創新、科技發展；3.
未增加文學創作多樣性，並說明西班牙競爭法機關(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Spain-Tribunal de Defensa de la Competencia, TDC)支
持自由市場的觀點。福利經濟(welfare economics)是支持圖書定價銷

售制度重要的論點，然而卻限制價格自由競爭、價格也因此提高，

不利於大眾消費者且高價格降低印刷量，使得消費者更不容易獲取，

民眾並未獲得利益；而原本折扣能吸引到沒有閱讀習慣的讀者，進

而培養其閱讀習慣，不過此優點也因圖書定價制度限定折扣的規範

而消失。就「增加出版書籍種類多樣性」一點來看，出版商及書商

6 Maria Luisa Palma Martos and Luis Palma Martos, “Fixed Book Pricing in Spain: A Debate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Vienna,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CEI, 
2006). 
7 “Spain/ 5.3 Sector Specific Legislation,” 
http://www.culturalpolicies.net/web/spain.php?aid=534&cid=1440&curl=423 (accessed July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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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會將獨占的利益(monopoly profits)再次投入出版新書種、努力

促銷書籍；在「保護小書店」的同時卻妨礙圖書出版產業邁向現代

化發展之路。為了解決雙重加價(double mark-up)的問題，圖書定價

銷售制度賦予出版商決定經銷價格、零售價格的權利，這也促使西

班牙出版產業發展朝向「出版商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趨

勢，西班牙競爭法機關(TDC)否定出版商完全控制圖書價格，認為

相較於固定零售價格，應設定一最高價格或建議價格促使價格自由

競爭。8 

從文化商品的角度來看，圖書定價制度讓書籍無論在何處的實

體書店都是一樣的價錢、消費者也能獲得一樣的服務；然而，報告

中提到另一位學者 Schwartz 不同意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能帶來全方

位的服務(all-inclusive service)的假設，最好的全方位服務來自於競

爭後，不過此制度僅保護傳統書店通路，二十一世紀最容易傳播、

獲取資訊、低成本的網路通路並不在制度保障的範圍之內，全方位

的服務在網路科技發展的環境下似乎不成立，西班牙目前的大環境

不支持電子書的發展，喪失最為便利的文化散播方式，由電子書銷

售額占比、電子書加值營業稅率高於紙本書這兩點可以看出，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阻礙科技發展。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帶來豐富文學創作也是支持者論點之一，不

過這必須回到以固定零售價格售出，而其中獨佔利益(monopoly 
profits)之受益者究竟是作者還是出版商。普遍來說，作者的利益來

自於每一本圖書銷售額的百分之十，如此一來更重要的是圖書銷售

量，假使作者版稅固定為百分之十，以建議價格(recommended price)
而非固定零售價格銷售，折扣越多銷售成績表現越佳。9 2014 年西

班牙出版商協會(FGEE)的調查顯示，總計 322 家西班牙出版商(協
會會員)投入 158.7 (million €)於作者權利金。10 

  

8 Maria Luisa Palma Martos and Luis Palma Martos, “Fixed Book Pricing in Spain.” 
9 Ibid. 
1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Spain Book Market Data,” 
http://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ipa-country-report-spain-book-market.pdf 
(accessed July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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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從未被廢止 

回顧早期政治經濟發展與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發展背景，西班牙

文化事業起步慢，1975 年文化事業開始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實

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不過更精確來說，西班牙圖書出版產業自

1990 年代才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法國實施此

行規、取消、再立法實施，西班牙則在一開始就只允許部分圖書自

由折扣，從未廢止過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也因此至今僅有教科書市

場的實證研究，「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下的價格」與「允許折扣

的價格」前後對照，有學者提出中小學教科書應該免費，其他教科

書則不應該例外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總的來說目前僅能觀察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立法後的發展，沒有廢止制度前後的相關比較研究，

這點需特別注意。11 

(四) 西班牙出版業產值與圖書定價/售價 

1.總體產值 

從 1990 年代開始，圖書出版產業開始有進一步的發展，透過

書籍發行數量、國內書籍銷售額、書籍出口銷售額進一步檢視西班

牙政府投注於出版業的成效。觀察西班牙每年書籍出版量，1996
年 50,159 冊，2000 年增長至 62,224 冊。國內書籍銷售方面，1986
年為 180,412 (million peseta)，至 1993 年成長至 351,470(million 
peseta)；西班牙書籍的國外市場約佔總發行量的四分之一。12 西班

牙書籍出口銷售額在 1985-1987 年間，受拉丁美洲經濟危機影響大

幅減少，不過在 1990 年恢復，突破三百億(peseta)關卡，1990-2000
年間大幅成長一倍以上。13 

根據西班牙出版者協會(FGEE) 2014 的研究報告中，2013 年西

班牙圖書市場總值(Market Value)為 2708(million €)，以消費者端的

零售價格衡量，相較前一年度少了百分之十；西班牙總計 1,693 間

出版商(2014 年統計)，有 4 家大型出版商在西語圖書市場(西班牙及

拉丁美洲)中皆佔有主要地位，Grupo Planeta (multi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Grupo Santillana (PRISA, 以教育圖書部門為主要發展), 

11 Maria Luisa Palma Martos and Luis Palma Martos, “Fixed Book Pricing in Spain”. 
12 1€ = 166.386 peseta(西幣)，西班牙於 2002 年開始使用歐元€。 
13 戴光伶，「西班牙文化政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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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uin Random House 及 Grupo Anaya (Hachette, 教育領域專業出

版社)；另外，至 2013 年為止，總計有 3,650 間已登記的書店，換

言之，每一千位居民擁有 7.8 間書店，為歐洲國家中書店密集度高

的國家，不過與 2012 年相比，下滑 15.8%，而網路書店的圖書銷

售額仍僅佔有一小部分；以總體銷售額來檢視西班牙的圖書市場，

依然保持穩定，2012 年總銷售額為 2.471(百萬/歐元)，2013 年總銷

售額為 2.182(百萬/歐元)，2014 年總銷售額為 2.196(百萬/歐元)。14  

2014 年總計有 1,693 家(單位)出版社出版 78,508 種新書，與前

一年度(2013)比較，出版新書總(種)數增加 2.7%；西班牙圖書平均

定價為 14.29 歐元。15 比較 2013 年、2014 年各類圖書銷售額可以

發現 2013-2014 年沒有大幅變化，僅小說銷售下滑 2.5%、青少年圖

書些微增加 0.5%、學校用書增加 1.6% (詳見表 4-1)。在各類別書價

表現，2013 年的平均書價為 14.18 歐元，較 2012 年減少 0.34 歐元，

其中學校用教科書、STM、社會科學、高於平均值，而文學小說、

青少年及兒童讀物、實用及心靈成長、自然科普、漫畫的平均售價

則不到 14.18 歐元。16 

表 4-1 2013 年、2014 年各類圖書銷售比例變化 
 2013 年 2014 年 

小說(Fiction) 22.9% 20.4% 
青少年圖書 

(young adult books) 
12.0% 12.5% 

學校用書(schoolbooks) 32.5% 34.1% 
科學、科技與醫學

(Science,Technical& Medical；STM) 
 3.7% 

人文社會(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10.8% 

其他(Others)  18.6% 

 

  

14 Frankfurter Book Fair. “Spain.”  
15 Ibid. 
16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Spain Book Mark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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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班牙圖書出版量與出口貿易 

各國的圖書銷售模式不同(出口銷售額高/倚重國內消費者/大
量依賴進口)，出版量也隨之產生變化，不過國際出口比重高的國

家仍屬少數，西班牙名列其中；部分國家仍較倚重國內出版銷售額，

另外還有大量依賴圖書進口的國家，像是拉丁美洲國家。17 對於出

口銷售額大的國家，出版商的淨利/利潤包含出口貿易額，國內市場

營業額(turnover)結果明顯不同於倚重國內消費者的國家。18 

2013 年，西班牙新書加上再版書((New titles + re-editions)總出

版量為 76434 種，每一百萬人民擁有 1626 種新書，較前一年減少

3%。利用全球化、銷售管道更多元的條件下，非英語系的西班牙

主要出口對象為西語系的拉丁美洲國家。英國、西班牙、美國有不

同的表現，美國出口成長主要原因為數位出口(電子書)增加 63%(紙
本書僅成長 1.4%)，英國、西班牙近年來走下坡，出版量分別減少

4%、5%；在 2008 年的時候，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西班牙業

者認為已經跌到谷底，不過近年來許多大型出版社宣稱，近年來整

體產值已趨於穩固，這歸功於穩定出口至拉丁美洲。19 

除此之外，傳統圖書出版產業正值不穩定時期，新科技、新媒

體出現影響整體產值的表現。英國、德國、西班牙為歐洲三大主要

圖書出版市場，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讓才剛開始發展的電子書

遇到瓶頸，價格只有紙本書的一半，在這同時還要面對盜版猖獗的

問題。歐洲三大市場對於電子書反應不一，英國市場樂見數位科技

產品的出現，不過西班牙的消費者更在意的是書價。20 紙本書銷售

縮減的問題則是英國與西班牙都必須要面對，西班牙整體環境要比

英國更加困難，但出版商正朝向透過穩定圖書出口平衡國內出版量

壓力。21 

  

17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IPA-annual-report-2014.pdf (accessed July 
8, 2016). 
18 Ibid. 
19 Ibid. 
20 電子書的銷售慢慢成長中，不過仍以英語系國家(美國、英國)表現較為突出，能帶動並促進出

口銷售額，不僅僅對英語系為母語國家產生影響，也對其他將英語閱讀列為重點發展的國家帶來

影響。  
21 Rüdigar Wischenbart. “An Overview of Market Trends in North America, Europe,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Business of Book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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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出版地發現文學創作的多樣性：自治區語言與出版產業發展 

在 1975 年後，卡洛斯國王民主化改革時期、區域文化開始發

展，地方語言復興、出版品增加，從 1998 年 Alain Couartou 在美國

圖書館學會冬季會議發表關於西班牙語及各自治區語言出版未來

趨勢 “Publishging in the Languages of Spain: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報告中提到，西班牙出版商主要集中在首都馬德里(Madrid) 
(38%)及巴塞隆納(Barcelona) (33%)，自治區語言翻譯出版品是西班

牙圖書出版產業的特殊現象，而從 1996 年出版品的出版地分布可

以發現，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僅次於首都馬德里(詳見表 4-2)。22  

表 4-2 出版地與自治區出版產業發展 
出版地 出版種類 

馬德里 Madrid 18,800 
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  16,600 
瓦倫西瓦 Valencia 2.900 
安達魯西亞 Andalusia 2,600 
巴斯克地區 The Basque Country 2,300 
卡斯蒂利亞 - 萊昂 Castile and Leon 1,600 
加利西亞 Galicia 1,500 
納瓦爾 Navarre 800 
資料來源：Alain Couartou. “Publishging in the Languages of Spain: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WESS Newsletter Vol.21, no.2 (Spring 1998). 

西班牙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 Spanish(89%)，其他自治區語言有

各自的語言，其中主要三大歷史區域獨特的地方語言─泰隆尼亞語

Catalan、加利西亞語 Galician、巴斯克語 Basque，其出版品及出版

量值得探討。1982 年與 1996 年相比，出版量成長兩倍以上，觀察

三大自治區的共同特徵，不僅在自治區當地出版，其他出版地也有

出版使用該語言的作品；教科書與兒童書皆占百分之五十以上，除

此之外還有近兩成的文學作品；1996 年，西班牙總計 3,300 家出版

社，近 500 家出版商出版語言為加泰隆尼亞語的作品。早期西班牙

政府主要透過文化政策鼓勵區域文化發展，不過經過十幾年的時間，

政府已退居幕後的角色，公部門出版(public sector)比例降低，取而

代之的是商業、私人出版商(private sector)(詳見表 4-3)。23 

22 Alain Couartou. “Publishing in the Languages of Spain: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WESS 
Newsletter Vol.21, no.2 (Spring 1998). 
2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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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西班牙三大地方語言的出版產業發展 
 加泰隆尼亞語

Catalan(9%) 
巴斯克語 

Basque(1%) 
加利西亞語 

Galician(5%) 
出版量(1996) 6,000 1,100 1,130 
出版量(1982) 2,000 340 218 

出版地 
Catalonia, 

Valencia(11%), 
Madrid(9%) 

Vizcaya, 
Guipuzcoa, 
Madrid(7%) 

La Corunya, 
Pontevedra, 

Madrid(17%) 
出版商總數 500 100 100 

翻譯來源 English, Spanish Spanish, English 
Spanish, English 

(14%) 
教科書+兒童書 50% 70% 50% 

其他類型 
文學(16%) 

語言學(2.5%) 
歷史(6%) 

文學+語言學 
(17%) 

文學(18%) 

資料來源：Alain Couartou. “Publishing in the Languages of Spain: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WESS Newsletter Vol.21, no.2 (Spring 1998). 

(五) 閱讀推廣與西班牙國際書展 

西班牙的文化政策也致力於書籍與閱讀層面，包含全民閱讀推

廣、閱讀促進計畫、對出版業的援助及獎勵措施。西班牙書籍發行

量位居世界第五、歐洲第三(僅次於英國及德國)，政府十分重視國

內出版業的發展，具體表現在各項相關補助、獎勵措施、以及立法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西班牙政府為了鼓勵作家創作設置以下文

學創作相關獎項，包含塞萬提斯文學獎(Premio de Literatura en 
lengua castellana “Miguel de Cervantes”)、西班牙國家文學獎(Premio 
Nacional de las Letras Españolas)、國家文學獎、西班牙國家歷史獎

(Premio Nacional de Historia de España)、國家最佳翻譯獎(Premio 
Nacional a la major traducción)、國家譯者作品獎(Premio Nacional a 
la obra de un traductor)、國家兒童與青少年文學獎(Premio Nacional 
de Literatura Infantil y Juvenil)等，藉由獎勵作家創作帶動出版業發

展。24 

除此之外，為了刺激民眾對於書籍的需求，政府顧及讀者需求，

同時也考量出版業者生產的成本，不僅在國內舉辦書展及其他相關

24 戴光伶，「西班牙文化政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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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也資助出版業者，藉此降低書籍售價、增加購買需求；另外，

在海外銷售的部份，與書商共同舉辦國際書展、協助推廣西班牙書

籍相關活動。西班牙國內主要有四大書展 Feria Internacional del 
Libro (LIBER)、Feria del Libro del Madrid、Salón del Libro Infantil y 
Juvenil de Madrid、Saló del Comic in Barcelona，舉辦城市位於西班

牙主要兩大圖書出版地：首都馬德里(Madrid)、巴塞隆納(Barcelona)；
Feria Internacional del Libro (LIBER)為國內最大型國際書展，地點

位於首都馬德里及巴塞隆納，每年的十月舉辦，與世界最大的綜合

型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同一月份不過日期較早。25 

(六) 新挑戰與發展：嘗試從加值營業稅、補助措施著手 

網路購書影響實體書店發展、低成本的電子書版本(low-cost 
electronic editions)衝擊高品質圖書印刷成本，為西班牙圖書出版產

業面臨的兩大挑戰。從早期文化政策可以發現，西班牙政府十分重

視圖書出版產業，毋庸置疑紙本書須受到政策、經濟上保護，也因

此加值營業稅(VAT)始終維持 4%，未來嘗試降低甚至減免此稅率。

不過電子書的加值營業稅起伏不定，2008 年調降至與紙本書相同

(4%)卻衝擊到傳統紙本書出版商，因此政府在 2012 年 7 月再度調

升至 21%，高稅率反映出政府視電子書為一項服務而非文化載體。

隨著科技發展，支持其他形式的出版品、突破新舊載體之間的隔閡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過在思考電子書的定位與價值的同時，也需

尋求方法解決盜版問題。26 

2007 年，因應圖書出版產業發展，修訂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相關

法規，以雙重圖書定價制度為主軸、目前僅有中小學教科書能享有

自由折扣(the double system of fixing book prices and making 
schoolbooks free of charge)；同年，「閱讀、圖書及圖書館法」(Reading, 
Books, and Libraries Act)通過，並成立「閱讀與圖書觀測站」(Reading 
and Book Observatory)。27 2008 年經濟危機的影響，西班牙圖書出

25 2015 年(第 33 屆)書展舉辦日期為 10 月 7-9 日，為期 3 天；承辦單位為 IFEMA；西班牙出版

商協會(FGEE)共同舉辦許多活動。資料檢索於：

http://www.ifema.es/liber_06/InformacionGeneral/Presentacion/index.htm. 
26 Adam Critchley, “Spain’s Publishers Take Stock of Their Industry’s Health,” Publishing Perspective, 
accessed July 25, 2016.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6/07/spain-publishing-industry/#.V5T5sPm7hBd  
27 “Spain/ 4.2 Specific policy issues and recent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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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產值滑落，直到 2014 年開始有復甦的跡象； 2016 年第一季的表

現可以看出，整體產業正逐漸往上成長。28 從文化例外角度思考，

圖書非一般商品，身負文化傳遞的使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實施，

目的為維護圖書銷售通路的健全發展、鼓勵新興作家多元創作、為

全國書店提供圖書價格平等的機會。然而數位科技時代下，為紙本

書辯護的同時，文化載體的創新卻被忽視，學者提出應該將網路通

路、電子書納入思考。然而，如何平衡科技發展與文學創作，政府

應與民間單位合作，並利用相關文學創作補助獎金或競賽提高文學

創作的動機，不僅補助大出版商，也應增加對小型出版公司的支持。

此外，近年來政府刪減圖書館採購預算、自治區政府撤銷教科書購

買的補助，影響西班牙國內圖書出版產業的發展，政府應思考回歸

教育並提高圖書館採購預算，畢竟圖書館身負文化傳播的使命，目

前西班牙出版商協會(FGEE)正著手閱讀推廣計畫、提高圖書館預算，

將讀者帶回圖書館，提倡「閱讀不應該只在教育機構中，而是應該

培養生活中的閱讀習慣」，各政治黨派也將閱讀推廣納入政策。29  

儘管自 2008 年經濟危機後書價提高、消費者花費緊縮，與拉

丁美洲國家相比，西班牙圖書市場更具優勢的重要原因為：獲取圖

書管道便利，超過 20,000 圖書銷售據點(包括處處可見的報攤)，分

散於各大小城市。透過學者提出的觀點與實際圖書出版產業調查，

儘管學者認為固定零售價格使得書價提高，實際上與其他國家相比，

西班牙圖書的平均單價不高，也因此，拉丁美洲的西語圖書對西班

牙本土市場的衝擊低；另外，在現今科技蓬勃發展的國家，漸漸地

都開始尋找紙本書當道的時代，反觀西班牙擁有良好的內部圖書市

場和競爭機制，其網路書店的普及率、使用率相對較低，至今實體

書店和報亭的銷售額佔有率非常高，不可否定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

功勞。30  

  

28 Adam Critchley, “Spain’s Publishers Take Stock of Their Industry’s Health,” Publishing Perspective, 
accessed July 25, 2016.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6/07/spain-publishing-industry/#.V5T5sPm7hBd. 
29 Ibid. 
30「定價制：誰心痛？誰心動？」，http://blog.udn.com/jason080/2447147，(檢索於 2016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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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拉丁美洲西語系國家─阿根廷與墨西哥 

從歷史、經濟、語言文化的角度，觀察西班牙圖書出版產業的

發展，可發現西班牙與拉丁美洲關係緊密。2014 年法蘭克福書展年

度會議(Rights Director’s Annual Meeting)，Trini Vergara 提到，西語

系圖書市場(Spanish language book market)總產值達 7.2 億美元，相

當於美國市場的百分之二十五、歐洲市場的百分之三十，進一步分

析發現西班牙佔有近一半的產值(43%)、另外一半來自拉丁美洲五

大國家(Big Five)：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智利及祕魯(45%)；
其中，西班牙人數佔 16%，GDP(per capita)為 30,000 美金，約為拉

丁美洲國家的三倍之多；此外，拉丁美洲五大國家每年出版約

75,000 種新書，銷售通路主要為書店，總銷售額約 3.9 億美金，不

過從出版量及出版銷售額來看，伊比利西班牙的出版商(Iberian 
Spanish publishers)在拉丁美洲佔有強大的影響力。31 

拉丁美洲大大小小二十多個國家中，五大國家(Big Five)即佔據

拉丁美洲市場總產值 82%，其中墨西哥佔比最大，不過其產值近一

半來自於政府(同時扮演出版商與消費者的角色)，因此以第二大國

阿根廷作為主要探討的對象。32 從政治、文化、經濟(2008 經濟危

機後的政治轉變)三個角度觀察，阿根廷與墨西哥皆有相似的發展，

本文綜合比較其相似之處，同時也闡述兩國在文化政策、圖書定價

銷售制度、圖書出版產業不同的發展。 

一、阿根廷 

(一) 早期政治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 

以人口數量排名，阿根廷為南美第三大國；就 GDP 而言，居

南美第二，全球排行第三十五；以土地面積來說，為南美第二、世

界第八大國；人民擁有高識字率，儘管仍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處

於貧窮階級(統計至 2005 年)。33 阿根廷為聯邦共和國，二十三省

加上布宜諾斯艾利斯自治市，但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布宜諾斯艾

31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New York, 2014 
Frankfurt Book Fair, 2015). 
32 Ibid. 
33 OECD, “Argentina-Peer Review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Argentina-CompetitionLawPolicy.pdf (accessed July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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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省，人口組成以歐洲移民比例最高，影響後續圖書出版產業的

發展。34 

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阿根廷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一直處於動盪

階段，領導人的決策掌控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1946 到 1955 年，

Juan Peron 執政，為軍人政府時期；1983 年，回歸符合憲法的政府。

1990 年代，為了防止通貨膨脹，政府採取固定匯率制度，使美金與

披索兌換比率為一比一，同時也提出一些經濟改革計畫，包括產業

私有化，出版產業結構改變，而經濟成長繁榮時期持續大約十年。35 
中國大陸拉丁美洲研究學者林華在 2007 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到，阿

根廷文化產業發展存在四大特點：1.對宏觀經濟政策

(macroeconomic policy)的依賴；2.產業高度集中於少數企業集團或

跨國公司；3.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文化產業發展明顯高於國內其他省

市；4.文化產品與服務的貿易收支長期屬於逆差狀態，這些都與前

兩段所提及的政治經濟發展背景相呼應。36  

相較於英美國家，阿根廷採用狹義的文化產業定義，主管文化

事務的最高機構文化國務秘書處將文化經濟分為三部分，圖書出版

業屬於傳統或核心的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據 2000 年統計，整體文

化產業在阿根廷 GDP 中比重僅占 2.9%；文化產業與經濟情勢變化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阿根廷的發展影響尤其明顯。隨者經濟起伏變

化，1990-1998 年開始增長、1999-2002 年衰退、2003 年開始復甦，

文化產業發展也明顯分為這三個階段。37 1990-1998 年為經濟穩定

增長期，阿根廷為拉丁美洲地區高 GDP 的國家，居民受教育水平、

文化素養高、收入水平穩定，因此人民對文化產品需求量大，文化

產業發展順利；加上經濟開放使民眾能以更低的價格獲得國外的文

化產品，帶動整體文化產業發展，而出版業在此期間(1992-1999)
共出版 8.3 萬種圖書(約為 1980 年代的兩倍)、總印量達 4.32 億冊，

年增長率為 5.7%；1999-2002 進入經濟衰退期，受到經濟危機的影

響，收入減少、加上網路技術普及，對傳統文化產業產生衝擊，紙

34 自治市為首都、總統府所在位置，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 
35 嚴格地說，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除

此以外，相對於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屬於微觀控制，所採取的政策都是微觀經濟

政策。資料取自於：林華，「阿根廷文化的發展及政府的相關政策」，拉丁美洲研究 29 卷，4 期

(2007)。 
36 Ibid. 
3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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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等原料價格上漲使圖書和報刊面臨困境；2001 年為關鍵的一年，

政府核准並於 2002年 1月 8日開始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自 2003
迄今，經濟開始好轉，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帶動文化產業復甦，政

府經濟改革與措施，貨幣貶值讓文化產品價格下降、出口擴大。38 

阿根廷政府文化預算低，不過自 1990 年代開始，發展新的文

化產業合作模式：公私合營，或稱公私營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找來私人企業、基金會、行業協會投資文化政策，

透過合作關係降低公共支出(public expenditure)；此外，儘管為聯邦

體制，早期地方政府文化沒有正式文化權相關的權利，因此地方分

權化、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downsize the state)為重要改革，下

放執行權力給地方政府、補償(reparation)其他地區的發展、調整資

源分配過度集中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39 文化政策通常遵守「慣性

(ineria)原則」，具有不易變動的特質，往往因為突然巨大的危機才

會促使改變原本的規範，例如 2002、2008 年的經濟危機，不過文

化不應該被動等待經濟復甦後，再從中得到利益，必須主動參與「市

場需求」(market demands)，圖書出版產業的政策擬定即為主動參與

的證明。40 

(二) 2002 年的經濟危機與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發展 

1.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發展背景 

2002 年時，發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促使阿根廷政府於

2002 年 1 月 8 日，正式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或稱書刊活動之辯護

(Law 25.542 “Defense of the Bookstore Activity Act”)。41 此法律主要

目的在於確保每一本新書在任何書店的售價皆相同，尤其是專業書

籍，在出版日起十八個月不得有超出九五折規定的折扣，不過法規

中第六條提到例外於固定價格的圖書類型，包含限量出版圖書、藝

術類圖書、古書或收藏品、二手書、出版商已決定絕版之書籍、以

特價進口之書籍。此外，法規中第四條中明定零售價之折扣，展覽、

38 林華，「阿根廷文化的發展及政府的相關政策」。 
39 Cultural Policies-Argentina 

http://www.trainmonher.uvsq.fr/index27fb.pdf?id=8&eID=dam_frontend_push&docID=9 (accessed 
July 8, 2016). 

40 Ibid. 
41 此法源為 1999 年 Law 25.156 “Defense of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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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日期間、以公益為目的、或授與圖書館、檔案館、教育機構或

非營利機構，得享有 10%的折扣；購買者為教育部、國家圖書館或

其他政府機構，得享有 50%購書折扣，不過書本需註冊載明禁止販

售。42 

2. 從主要銷售通路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主要目的為穩定圖書零售價格，保護獨立書

店並維持多樣化的圖書出版，特別是專業小眾的書籍。阿根廷圖書

銷售通路九成以上是透過實體書店(brick-and-mortar bookstores)，圖

書定價銷售制度能防止書籍經過高折扣的通路影響書店零售端的

價格；書店採寄售制(consignment system)，平均銷售週期為 60 天，

銷售後才向出版商請款，有不可退書的規定(not returnable invoices)。
圖書零售銷售管道主要集中於三大連鎖書店：Yenny-El Ateneo、
Cúspide、Luongo，不過近十年來，政府在圖書出版產業中也扮演

活躍的角色，政府採購佔市場銷售額 21%，採購的圖書類型中，文

學佔八成、教科書佔兩成。43 

(三)阿根廷出版業產值與圖書定價/售價 

1. 總體產值 

1998 年阿根廷圖書出版產業佔 GDP 總產值的 0.5%。早期政治

經濟影響，高通貨膨脹率、貨幣貶值、缺乏政策，1984-1990 年間

出版量暴跌，在這期間圖書出版出口每年下滑 18.55%。44 1991 年

實施的經濟改革(the convertibility of law & the liberalization of 
foreign trade)使國內經濟回歸穩定、通貨膨脹率低於 1%，且在 1996
年，圖書加值營業稅豁免(exemption)，對出口至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以外的國家給予 10%的折扣/貼現(10% export tax rebates 
on exports to countries outside the Mercosur)，此外，也減免圖書進口

至國內的稅率，雙向政策幫助阿根廷圖書出版產業、圖書貿易重新

活躍起來。45 報告中引用 Dr. Eustasio García 對於九零年代阿根廷

42 “Not Just the French: Argentina and South Korea Debate Limiting Book Discount” 
https://www.authorsguild.org/industry-advocacy/reports-from-argentina-and-korea-do-fixed-book-price
s-save-bookstores/ (accessed July 20, 2016). 
43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44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 Report-Argentina,” (Buenos Aires, AIAL 
Workshop Seminar, 1999).  
45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 Report-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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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產業的定義，「1991 至 1998 年間，阿根廷歷經重要的政治

經濟改革與轉變，許多產業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變化，不過確

信的是，對於阿根廷圖書出版產業來說是有益處的。」阿根廷國際

書號中心(Argentine ISBN Agency)對此表示認同，並提出在此期間

(1991-1998)，每年的出版量(annual output of titles)增加一倍以上。4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發展區域中心（Centro Regional para el 
Fomento del Libr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CERLALC）在 1998
年發表關於「拉丁美洲國家西語圖書出版量」的比較，巴西第一

(54%)，不過僅比較西語系國家，阿根廷產量最高、占有三分之一

(33%)，其次是墨西哥(29%)。 

2. 圖書出版類型與銷售通路 

根據 PROMAGE 在國際出版者協會(IPA)2014 年度研究報告，

2013 年阿根廷圖書市場總值 (Market Value)為 477(million €)，以消

費者端的零售價格衡量；以出版商的淨利來看，為 278(million €)；
2013 年，阿根廷新書加上再版書(New titles + re-editions)總共有

26,387 種，每一百萬人民擁有 614 種新書，較前一年減少 3%。47  

回顧圖書出版類型的變化，1993 年阿根廷圖書商會(Cámara 
Argentina Del Libro, CAL) 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發展區域

中心(CERLALC)共同合作。統計至 1998 年為止，出版 13,156 種書

包含新書、再版書、重印書(1st edition books+re-editions, 87.67%; 
reprints, 12,33%)、發行量為 54,276,206 冊；進一步看各類別的出版

量，主要分四大類別，一般類圖書佔一半以上(53%)、其次是教育

類書籍(22%)、自然科技及專業用書(14%)、宗教類書籍(11%)，自

1993 年維持不變；綜合比較實際銷售額與銷售本數，教育類書籍佔

比最高，其次是一般類圖書、自然科技及專業用書、宗教類書籍；

細看銷售通路，傳統銷售通路(包含書店、書攤、報攤)佔六成，其

次是出口(11%)、超級市場(6%)、直接銷售(2%)、圖書俱樂部(1%)、
政府採購(7%)、書展不到 1%、圖書館採購也不到 1%。阿根廷圖書

出口主要對象為厄瓜多(19%)、哥倫比亞(14%)、墨西哥(12%)、保

加利亞(10%)。1999 年，阿根廷圖書商會(CAL)的主席 Dr. Ana María 
Cabanellas 指出，觀察 1990-1998 年，圖書出版量成長趨緩，讀者

46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 Report-Argentina.” 
47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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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改變閱讀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是「輕量型的小說」(agile 
books)。48 

根據阿根廷圖書商會(CAL)調查，2001-2008 年，2002 年開始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後，出版及發行量穩定成長，2008 年總計有

2,285 家(單位)出版社出版 20,038 種新書，發行量為 82,512,468 冊，

出版社的總數在拉丁美洲國家僅次於巴西(4,298)；2008 年遇上金融

危機，與 2007 的出版量相比，出版新書總(種)書減少 2207 種，少

數的出版社(3%)每年出版超過 50 種書、佔出版銷售額四成，八成

的出版社每年出版不超過 10 種書，佔出版銷售額 23%；不過值得

一提的是新書出版量的 75.8%(15,189 種)為阿根廷本地作家，較

2007 年提高 26.8%；進一步分析阿根廷書商的出版品及出版量，紙

本書佔有率高達 96%，說明至 2008 年為止，尚未開始發展電子書。49 
此外，網路銷售通路也尚未普及，亞馬遜已經開始在巴西及墨西哥

銷售紙本書，但尚未進入阿根廷市場。50 觀察 2008 年各類圖書出

版種數，以文學及語言(學)書籍(Literature, languages, linguistics) 
3,760 種最多，其次是教育及專業教育理論書籍(Education & special 
education theory) 2,651 種、法律書籍 1,690 種、兒童讀物及青少年

文學(Children’s & teenage literature)1,269種、詩集(Poetry)1,202種。51 
一般圖書(trade book)平均零售價格為 16 美元，與主要國際圖書零

售市場價格一致。52   

3. 出版商與銷售景況 

2006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圖書發展區域中心(CERLALC)
比較拉丁美洲國家與西班牙的出版量，發現在整個拉丁美洲及西班

牙市場，西班牙佔有約四成出版量，排除非西語系國家巴西(26.46%)，
阿根廷出版量居南美國家之首(11.45%)；以出版國家來看，拉丁美

洲西語書籍出版地集中於阿根廷(27.4%)，其次是墨西哥(18.6)、哥

倫比亞(16.5%)；更進一步來看，出版地集中於首都(7.91%)，此數

據等同於阿根廷國內圖書出版量近七成，僅次於巴西的聖保羅(São 

48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 Report-Argentina.” 
49 Frankfurter Book Fair, “Argentina,” 
http://www.book-fair.com/pdf/buchmesse/buchmarkt_argentinien_e.pdf (accessed July 8, 2016). 
50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51 Frankfurter Book Fair, “Argentina.” 
52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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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o)(11.28%)，為拉丁美洲第二大出版城市。53  

全國 62%的圖書出版商高度集中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如此可

見首都文化產業發展遠高於國內其他地區水平，深究其原因為：居

民水平高、市政府長期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54 自 1994 年開始，

外資開始進入阿根廷文化產業，2014 年統計，阿根廷圖書出版產業

近乎一半的銷售額是來自於兩大主要出版集團：Random House of 
the trade division of Santillana(旗下 26 間子公司)、Planeta(旗下 30
間子公司)。55 1992-1998 年間，跨國出版商的銷售額由 13%提升至

54%，且阿根廷前二十大出版社皆為國外出版商。經濟危機期間，

國內市場發展受限制，不過在 2002-2005 年開始恢復，文化產品長

期依賴進口，進口額累積增長 428.5%，自 5.7 億增長至 45.4 億美

元。56 

近年來，西班牙出版商透過設立分公司或簽訂區域協議的方式，

投資於阿根廷圖書出版產業市場，舉例來說，出版商 Spainish RBA
於 2014 年成立阿根廷分公司。伊比利出版商至中南美洲的發展可

追溯於二十世紀初期，西班牙出版商首次將圖書出口至拉丁美洲；

而後 1936-1939 年內戰(Spanish civil war)期間，許多重要作家、出

版商、書商離開西班牙、移民至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造就當

地出版社發展，漸漸地成為文學、圖書出版產業重地。57 自 1990
年開始，許多在地重要出版社被西班牙出版商以不同方式納入旗下，

目前圖書出版過於集中於兩大主要出版商：Planeta(旗下 30 間子公

司)、Penguin-Random-Alfaguara(the trade division of Santillana，旗下

26 間子公司)，此兩家出版商佔有近一半的銷售總額與冊數，另外

二十家重要出版商佔 36%，其他 600 家中小型出版商佔 16%。58 

  

53 Frankfurter Book Fair. “Argentina.”  
54 林華，「阿根廷文化的發展及政府的相關政策」。 
55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56 林華，「阿根廷文化的發展及政府的相關政策」。 
57 Business Insider, “Argentina's capital is the world's capital of bookstores,”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argentinas-capital-is-the-worlds-capital-of-bookstores-2015-5 
(accessed July 20, 2016). 
58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83 

                                                      



第肆章 西語系國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西語系國家的發展：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 

4. 阿根廷圖書進出口貿易 

儘管出版產量位居拉丁美洲第二，國內圖書出版供給似乎未能

滿足消費者需求，包含學校教科書、休閒娛樂、或專業研究，每年

必須進口超過一億冊的書籍(教材)，不過更深入推究其原因為許多

西班牙出版集團的重要部門設立於此。59 以伊比利─美洲

(Ibero-America)整體市場來看，分析圖書進出口貿易。2008 年阿根

廷圖書出版銷售總額相當於 94,347,143 美元，以出口至墨西哥為首

(13.46%)，其次是烏拉圭(12.91%)、智利(11.98%)、巴西(10.31%)、
委內瑞拉(10.19%)、祕魯(9.82%)、巴拉圭(4.71%)、哥倫比亞(4.06%)、
西班牙(3.39%)，主要為出口至拉丁美洲或西語系的國家，唯一例外

為美國(3.32%)不過佔比低；在 2006 年，七成以上的圖書為進口至

拉丁美洲國家，墨西哥一樣位居首位(423 m US$)，阿根廷排名第四

(74 m US$)，主要進口來自於美國(283 m US$)、西班牙(283 US$)。60 
如此可回應西班牙圖書出版產業的進出口貿易，西班牙圖書大量出

口至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大量進口來自於西班牙的圖書。 

 (四) 閱讀推廣：培養閱讀力、深耕國內書店文化 

相較於歐洲國家(7.83%)，拉丁美洲國家提供圖書出版產業更低

的稅率(1.94%)，推動圖書出版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培養識讀能力、

鼓勵閱讀；另外，阿根廷為少數提供圖書加值營業稅豁免的國家。61 

2012 年，出版業產值約五億多美金($535.7 million USD)，銷售

超過五千萬本書籍，且阿根廷文化資訊系統(Sistema de Información 
Cultural de la Argentina, SINCA)統計，全國總共 2256 間實體書店，

包含獨立書店及少數大型連鎖書店(Yenny–El Ateneo 為全國最大型

連鎖書店，有 45 間分店、Cúspide 及 Distal and Santa Fe 加總超過

120 間分店)，百分之八十的銷售量是透過實體書店通路銷售，法律

明定的折扣限制確實幫助實體書店蓬勃發展；除了穩定的圖書零售

價格，國民強大的閱讀習慣、書店扮演文化中心的角色讓阿根廷的

圖書出版產業在拉丁美洲國家中獨樹一幟。62 世界城市文化論壇

59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 Report-Argentina,” (Buenos Aires, AIAL 
Workshop Seminar, 1999). 
60 Frankfurter Book Fair, “Argentina.”  
6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62 The Authors Guild, “Not Just the French: Argentina and South Korea Debate Limiting Book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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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Cities Cultural Forum)將各國家城市人口與書店數量做

比較，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首都所在地)人口大約二百八十萬，每十

萬人口就有二十五家書店，超過倫敦、巴黎、馬德里、紐約、莫斯

科，這個城市的人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書店。63 在西語系國家裡，

阿根廷擁有最多的書店，而其中的雅典人書店(El Ateneo Grand 
Splendid) 為英國《衛報》譽為「全世界第二美麗的書店」，書店原

址是一家歌劇院，1919 年開幕，許多有名的探戈舞蹈音樂家都曾在

這裡表演過；2000 年改建成「雅典人書店」，上下共四層的看臺和

包廂如今擺放滿滿的書架、數萬冊圖書，原先的劇院舞臺則改造成

咖啡館，而 El Ateneo 現在已發展成連鎖書店，在阿根廷城市其他

城市角落也能看到分店。64 雅典人書店的經理 Juan Pablo Marciani
說，「書就像探戈一樣，代表著我們阿根廷人。」65   

觀察書店的擺設，暢銷圖書呈列位於書店明顯之處，讓消費者

能夠快速取得。根據兩大連鎖書店 Yenny-El Ateneo、Cúspide 的統

計，進一步分析一般圖書市場(trade book market)，非文學(non-fiction)
書籍佔據一半的銷售總額，其次是一般小說(28%)、青少年小說(9%)、
兒童讀物(13%)；就每本書平均零售價格而言，非文學與文學皆為

22 美元，青少年讀物為 18 美元，而兒童讀物為 10 美元。自我成長

(self-help)及政治議題書籍是較受歡迎的兩大圖書類型。66 

在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中，除了圖書價格制度保障各地實體書店

之外，當地相對落後的快遞配送體系阻礙了其他通路，像是網路購

書。以阿根廷為例，配送環節嚴重製約了網絡銷售發展：一是遞送

效率低，首都市內需要 4個工作日以上才能送達，外地要一周以上；

二是運費昂貴，一本書的快遞費起步價約為 5 美元。67  

文化開支在公共開支中佔比低，唯在首都文化預算較高，儘管

沒有投入高資金，阿根廷文化產業相關的法律規範健全，圖書和閱

https://www.authorsguild.org/industry-advocacy/reports-from-argentina-and-korea-do-fixed-book-price
s-save-bookstores/ (accessed July 20, 2016). 
63 Business Insider, “Argentina's capital is the world's capital of bookstores,”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argentinas-capital-is-the-worlds-capital-of-bookstores-2015-5 
(accessed July 20, 2016). 
64 Ibid. 
65 Ibid. 
66 Trini Vergara, “Argentina’s Publishing Scene: A Key Player at a Changing Era.” 
67 「人民日報經濟透視：紙書未來，或許且存且高雅」，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411/c1003-24878757.html，檢索於 2016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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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促進法、書刊活動之辯護為出版產業相關法規，前者為推動出版

業、促進出版需求、發起閱讀相關活動、建立全國圖書和閱讀促進

基金會的專門條例，後者則規定圖書出版商、進口商及代理商對其

出版及進口實施圖書定價與折扣規範(詳盡說明在第二節)；國家法

律之外，還有地方性的法規像是拉里奧哈省(La Rioja)的圖書法。除

了政府之外，出版業相關行業協會也對產業發展推動有重要影響，

其中包含阿根廷圖書商會(CAL)、阿根廷雜誌出版商協會(AAER)、
阿根廷圖書商會(CAP)，而阿根廷作家總協會(ARGENTORES)致力

於維護文學作品以外的著作權利。68 2004 年阿根廷圖書商會(CAP)
設立一網站，提供阿根廷圖書訊息、推廣阿根廷圖書、促進圖書出

口；2005 年提供文化產業單位資助，其中包含中小型出版社，並藉

由圖書推廣，努力擴大圖書銷量，同時，增加公共圖書館採購預算，

透過這幾點觀察可以發現：政府對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重視。69 

(五)數位時代來臨：網路書店通路及電子書的發展 

相較於其它商品的稅率(21%)，國內出版的紙本圖書擁有「加

值營業稅豁免」的權利；不僅如此，進口書(早期有優待政策)、電

子閱讀器的高加值營業稅保護並穩定國內圖書出版產業。在阿根廷

若想透過國外零售商(如亞馬遜)購買圖書，需以信用卡、國內幣值

支付百分之三十五的額外費用。2007 年，僅有 3%的圖書以電子形

式出版，不過在 2012 年，大幅成長至 17.19%。70 實際調查 2014
年參加城市書展的民眾，1200 萬人中僅有一成使用電子閱讀器閱讀

電子書(e-readers like the Kindle)，可見使用率依舊不高，不過電子

書出版量的增長預告紙本書與實體書店未來的挑戰。71 

大型西語圖書出版商 Grupo Planeta 編輯部的經理 Ignacio 
Iraola (the Southern Cone editorial director)提到，比較圖書與一般商

品售價，一本書的價格約為一件衣服價格的一半，經濟因素的考量

使得紙本書成為送禮的熱門選項，且其獲得的價值遠遠超過金錢上

的意義。儘管如此，網路書店與電子書的發展勢必會帶來衝擊，實

68 林華，「阿根廷文化的發展及政府的相關政策」。 
69 Ibid. 
70 Ana Prieto, “Argentina’s Bookstores Thrive Despite Digital Challenges,”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3/11/argentinas-bookstores-thrive-despite-digital-challenges/#.V
5T5sfm7hBd (accessed July 25, 2016). 
71 Business Insider, “Argentina's Capital Is the World's Capital of Book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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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書店的價值定位也應重新思考。 

二、墨西哥 

(一) 早期政治經濟與文化機構設立 

1. 獨特地理位置 

墨西哥地理位置特殊，首都墨西哥城在全國中心位置，上方鄰

居為世界霸權英語系國家美國，下方緊鄰著西語系拉丁美洲國家，

影響國家整體文化發展與圖書產業的進出口貿易。統計至2014年，

人口總數約為 1.196 億，是人口最多的西語系國家，拉丁美洲排名

第二，僅次於巴西；全國大約 60%的人口為印歐混血人，30%是印

第安人後裔，9%是歐洲後裔；墨西哥官方語言為西班牙文，不過

相較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獨特位置的原因促使英語使用普遍。 

2. 新自由主義與文化機構設立 

1980 年代開始改革，受到新自由主義潮流的影響，墨西哥沒有

在現有政府部門之中增設文化部，而是以委員會的方式成立國家文

化藝術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CONACULTA)，為全國文化最高管理機構，負責研究國家文化事

業狀況、提出國家文化工作政策的建議、制訂文化事業發展計劃、

指導推動地方文化工作、安排對外文化交流及國際性文化活動。與

阿根廷相同，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發展公私合營、新的文化產業

合作模式。72 

(二)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發展背景 

1. 發展背景 

2004年草案通過之後，2006年被福克斯總統(Vicente Fox)否決，

直到 2007 年下一任的卡爾德隆總統(Felipe Calderon)在墨西哥瓜達

拉哈拉書展上宣佈贊成圖書統一價格制，2008 年參議會正式投票通

過「書籍讀物發展條例」(Ley de Fomento para la Lectura y el 

72 Cultural Policies-Argentina Accessed July 8, 2016. 
http://www.trainmonher.uvsq.fr/index27fb.pdf?id=8&eID=dam_frontend_push&doc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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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o)。73 此條例有兩個目的，穩定通貨膨脹的狀況、固定圖書零

售端價格，將圖書訂價的權利交回出版商，不再讓書商有獨斷訂定

價格(arbitrary pricing)的權利，同時也提出全國閱讀推廣計畫。74 

墨西哥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相關規範於「書籍讀物發展條例」之中，

法規第三、二十二、二十三條提到，單一零售價為出版社或進口商

為其出版品所自由設定的發行價格，出版商或進口商可自由制定零

售價做為單一價格，且價錢將由國家書籍讀物推廣委員會註冊於資

料庫中，供民眾查詢；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條明確規定除了

零售書商應以單一零售價販售，不過出版或進口超過十八個月的書

籍、古書、二手書、絕版書、瑕疵品、工藝品，書商可將書籍售價

調降至低於零售價格，政府採購中小學的教科書不受單一零售價格

的限制；第四條提出此法令目的為鼓勵、支持書店、圖書館，讓書

籍全國同等的條件下更容易取得。與此法規相關的政府單位主要有：

教育部、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CONACULTA)、州市及聯邦政府，

分權執行，此外，也與民間機構建立合作、推廣政策。 

2. 混亂的現況與反思 

2013 年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中，墨西哥出版社 Ediciones Era
副董事，曾擔任墨西哥出版商協會(Caniem)副主席 Marcelo Uribe 提
到兩點混亂的現況，第一，自 2008 年通過書籍讀物發展條例後，

沒有主管機關監督執行此條例；第二，不遵守此條例、擅自調整圖

書價格的書商未受到罰款，遵守遊戲規則的書商受到「市場高價格

的懲罰」，反倒是那些不遵守規則的書商卻沒有受到任何罰款。穩

定圖書價格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為條例目標之一，反觀現況，通膨的

價格沒有緩解、處處可見不真實的折扣(false discounts)、獨佔權

(monopolies)、書店一間間關閉，虛假的折扣(deceitful discounts)、
高價格、書籍供應量減少，這些都使得讀者反受其害。75 此外，書

店總數不增反減，大部分書店位於首都墨西哥城(Distrito Federal)，

73 Barbara Casassus, “Mexico Votes for Fixed Prices,” The Bookseller,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mexico-votes-fixed-prices (accessed July 25, 2016). 
74 Adam Critchley, “Toothless Fixed Book Price Law Undermines Mexican Bookstores,” Publishing 
Perspective,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3/12/toothless-fixed-book-price-law-undermines-mexican-bookst
ores/#.V5ZTy_l95D- (accessed July 25, 2016). 
75 Adam Critchley, “Toothless Fixed Book Price Law Undermines Mexican Bookstores,” Publishing 
Perspective,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3/12/toothless-fixed-book-price-law-undermines-mexican-bookst
ores/#.V5ZTy_l95D- (accessed July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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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墨西哥每人擁有的書店數量(約 500 家)在拉丁美洲國家中排名落

後，與阿根廷形成極大的對比。76 

Marcelo Uribe 提出一重要反思：沒有任何實施圖書法律(Book 
Law)的國家嘗試維持寬容的折扣卻同時限制圖書零售端價格，有效

的圖書法律涵蓋明確的目標及規範，並提供許多機會給圖書、書商、

讀者，並重視取得圖書的管道，因此提出應再次討論並修訂此條例，

提供健全的市場，帶動、推廣閱讀。77  

(三) 墨西哥出版業產值與圖書定價/售價 

根據墨西哥出版產業總會（Cámara Nacional de la Industria 
Editorial Mexicana，CANIEM）的研究報告，2012 年墨西哥圖書市

場總值 (Market Value)為 606(million €)，以消費者端的零售價格衡

量，224 家私人出版商(private publishers)出版新書加上再版書(New 
titles + re-editions)總共有23,948種，每一百萬人民擁有200種新書，

較前一年減少 11%。78  

前言提到，拉丁美洲五大國家(Big Five)即佔據拉丁美洲市場總產

值 82%，其中墨西哥佔比最大，不過其產值近一半以上來自於政府

(同時扮演出版商與消費者的角色)，2012 年統計而政府部門出版量

為 187,864,834 冊(57%)，私人出版商出版量為 142,800,000 冊(43%)，
且其中三分之一的圖書(44,500,000 冊)用於政府計畫(state 
programmes)，提供給學校、圖書館，換而言之，以使用目的來看，

政府出版與政府計畫占總出版量七成。79 從銷售通路來看，政府機

構或部門(state institutions)為主要通路(39.2%)，其次是實體書店

(26%)、學校(11.9%)、出口(8.9%)、直接銷售(2.8%)、書展(0.9%)，
而政府單位加上學校則占一半以上。以銷售額來看，2012 年圖書銷

售額為 1.0406(百億)美金，相較前一年成長約 4 億美金，以圖書類

型來看，小學圖書(primary-school book)使用增加最多，占總銷額

76 Ellen Jones, “Arts: Fixed Book Prices Failing in Mexico,” 
http://www.pulsamerica.co.uk/2013/05/arts-fixed-book-prices-failing-in-mexico/ (accessed July 25, 
2016). 
77 Adam Critchley, “Toothless Fixed Book Price Law Undermines Mexican Bookstores.”  
78 Frankfurter Book Fair. “Mexico.” 
http://www.book-fair.com/images/fbm/dokumente-ua-pdfs/2015/buchmarkt_mexiko_2015_en_51876.p
df (accessed July 8, 2016). 
7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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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其次是語言學習類書籍 16.6%，而其他政府教育計畫(State 
education programme)佔比為 41%。80 

(四) 西語系國家重要書展：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 (Guadalajar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FIL) 

全世界約有五億人使用西班牙語，西語系國家包含西班牙、拉

丁美洲各國，而墨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 (Guadalajar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FIL) 為西語系最重要、交易量最大的出版平台，同時也

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書展，於 1987 年由瓜達拉哈拉大學創立，展場

主要分為九個部分：主題國(城市)展館、國際區、國外區、獨立出

版區、大學出版社、童書館、版權經紀人洽談版權區、贊助商行銷

區、戶外表演區；國際區以版權交易為主，參與國家多為西語系國

家，國內區以提供民眾採購圖書為主，展場中有許多出版集團的展

位，可與前文中提到西語系出版產業多為大型跨國集團掌握暢銷書

的發行權呼應；大學出版社展區的設置可以印證西語系國家人民曾

因文盲與貧窮喪失閱讀的權益，但隨著政治經濟的改變加上政府積

極推動書籍及閱讀相關文化政策，教育普及、識字率提高，出版實

力與閱讀習慣逐漸向上提升。81 

第三節 結論：關係緊密、最佳的合作夥伴 

西語系圖書出版產業市場分為兩大市場，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及

拉丁美洲，大西洋左側的拉丁美洲，無疑地為伊比利半島西班牙最

佳合作夥伴。拉丁美洲五大西語系出版市場包含墨西哥、阿根廷、

哥倫比亞、智利及祕魯，而其中阿根廷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82 從
三大西語系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見表 4-4)，歸納出三大重點：

1. 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國家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皆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2. 從歷史及語言的共同背景，觀察圖書進出口貿易、出版商跨

足兩岸，可發現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國家有密切關係；3. 實體書店皆

為主要通路；4. 數位網路時代下，科技的發展及應用，目前仍保持

80 Frankfurter Book Fair. “Mexico.” 
81 魏秋宜，「赴墨西哥考察 2012 瓜達拉哈拉書展」，(文化部公務出國報告，2012)。 
82 全世界近 22 個國家使用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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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不鼓勵的態度，不過未來電子書的發展趨勢也必須要正視與

面對。 

觀察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西語系圖書出版產業市場，西班牙、

阿根廷、墨西哥皆有不同的發展。西班牙自 1975 年實施圖書定價

銷售制度至今從未廢止，以雙重圖書定價制度為主軸，近年來致力

於閱讀推廣並試討論電子書的未來；阿根廷在 2002 年經濟低谷時

期正式立法實施，儘管在 2008 年再度遇上全球金融危機，深厚的

國民閱讀能力及國內書店文化，加上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使圖書出

版產業受到較低的衝擊；墨西哥自 2004 年反覆討論，直到 2008 年

正式立法，相對於前兩個國家，沒有文化主管機關監督執行、缺乏

罰款機制，也因此需要再度思考修法、調整圖書定價制度相關的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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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綜合比較 
 歐陸西語系國家 拉丁美洲西語系國家 

西班牙 阿根廷 墨西哥 
國家體制 君主立憲 聯邦共和 聯邦共和 
國土範圍 505,940 km2 2,780,400 km2 1,964,375 km2 

行政區域 
17 自治區 
(下設 50 省) 

1 聯邦政府區 
+23 省 

1 聯邦政府區 
+31 州 

首都 
馬德里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位於布宜諾斯艾利

斯省) 

墨西哥城 

人口總數 4,623 萬 4,180 萬(2014) 119.6 百萬(2014)  

語言 
西班牙文(89%)、加泰隆

尼亞語 (9%)、加利西亞

語(5%)、巴斯克語(1%)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GDP 
1,079 trillion euros (+3.1)  395,1 million USD 1,287.6 billion 

USD 
通貨膨脹率 

(inflation rate) 
-0.5%  9.1% (2009) 3.5% (2015) 

失業率 22.3%  8.4% 4.5% (2014) 
識字率 98%  97.6% (2007) 93.8% (2012) 

出版量(/年) 76,434 (2013) 26,387 (2013) 23,948 (2012) 

書店總數 
3,650 (2013) 2,256 

(734 家位於首都) 
50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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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亞洲地區：中國、日本與韓國 † 
綜觀亞洲地區的圖書價格制定，從最早實施固定價格制度的日本、

或一開始就採用轉售價格固定的中國大陸，以及近期圖書價格固定制

度逐漸邁向法制化的韓國，不難發現亞洲地區在對於圖書固定價格的

做法，大都偏向保護出版產業；但因網路衝擊、同業競爭或者新型態

的閱讀型式，例如：電子書的產生，讓「圖書固定價格制度」推廣困

難與障礙備至。茲就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三國的圖書固定價格制的

歷史沿革與現況，做以下說明。 

第一節 中國「限折令」抵不過網路書商 

一、前言 

圖書出版業，其實也是符合經濟學的一項產業，而出版經濟學

則是一門運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對社會出版活動進行分析和研究

的科學。出版是將作品編輯加工後，經過大量複製向公眾發行，從

大生產的觀點來看，作者、編者和出版者都是文化產品的創作者和

生產者；而發行者是文化產品的經營者、讀者是文化產品的消費者。

所以，在出版經濟學中，主要關注的議題有：出版市場和價格、出

版者、消費者和競爭性出版市場 、出版市場結構和競爭策略、出

版總供給和總需求、通貨膨脹（或緊縮）對出版經濟的影響、出版

經濟短期波動與出版經濟長期增長、出版國際貿易與出版經濟政

策 1。 

從上述觀點出發，我們可借鏡兩面向思考圖書固定價格制度起

源與必要性。第一，若就上述出版經濟學關注議題來看，出版市場

與價格，其實就是出版經濟學一開始最應該重視的部分。畢竟，市

場價格的波動，對出版來說，本應該是研究出版的核心，絕非置之

不理；至於，每個國家的出版經濟政策，更是影響出版產業發展關

鍵要素，市場固然重要，但政策更是核心關鍵。第二，依照經濟學

† 本章作者：陳建安。引註格式建議：陳建安，「亞洲地區：中國、日本與韓國」，於圖書定價銷
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高淑霞、盛小東(2002)，《出版經濟學芻議》，大陸：「科技與出版」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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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市場競爭差異程度，將市場區分為四種類型，包括：完全競爭

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其中，完全

競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是兩種極端狀態，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競

爭市場處於上述兩者之間，市場結構較為複雜，兼具壟斷與競爭兩

特點。現實中的出版業市場結構主要表現為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兩

種形態，這也印證圖書具有壟斷性這一特徵，而這部分對中國大陸

市場而言，更是明顯。所以，本文在論述「中國固定價格制度」，

就是以上述兩面向展開分析。 

從世界圖書出版產業來看，圖書定價存在固定價格體系和自由

價格體系兩種不同的模式。固定價格體系是指對圖書價格實行定價

的制度，即規定圖書價格由出版社定價，並在固定位置明確標示，

任何圖書銷售機構都不得擅自加價或減價銷售圖書；而自由價格體

系是指圖書以自由價格在市場銷售的定價制度，出版社通過周密的

成本核算後，以一定的折扣批發給中間商，只要能保證正常運營，

零售商可以自由定價銷售。 

圖書自由價格體系主要以美國、英國為代表，而圖書固定價格

體系以德國、法國、西班牙為代表。兩種模式都有國家層面和行業

層面的理念及規則為支撐。即使在同一定價模式下，由於不同國家

歷史、文化和法律的不同，定價模式的應用和認可程度也各有特色，

並且在不斷地發展和演變。例如：主要固定價格體系國家，其圖書

定價就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法律形式，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

牙、希臘等都通過立法規定圖書按定價銷售，違反價格法將受到制

裁；另一種則是商業協議形式，丹麥和挪威等國執行的就是定價協

議。2 

若比較兩個價格體系發現，在自由價格體系下，零售企業對最

終銷售價格具有較大自主權，而出版企業對最終銷售價格的控制力

較弱。因此，我們通常可以看到零售企業對價格彈性較高的圖書品

種，比如大眾圖書，通過打折降價等手段提高銷售量，以獲取更大

的經濟利益。在固定價格體系下，出版企業對價格的控制力則較強，

可以更好地通過定價策略來維護自身的利益，特別是對那些有一定

特色的小眾圖書出版企業而言，更有利於其維持長期經營。 

2 資料來源：Doris Stockman：Free or fixed prices on books-patterns of book pricing in Europe, The 
public，vol.11 (2004) 4 ，pp.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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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本文所關注的是，圖書產業採用固定價格體系對圖書定

價的具體影響。固定價格制實際上是一種在垂直產業鏈中常常使用

的轉售價格維持制( resale price-maintenance ,簡稱 RPM)3，即出版社

事先定好價格並列印在書上，一般情況下必須按列印在圖書上的價

格銷售。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認為，在 RPM 定價方式下,出版商、

批發商(代理商) 、零售商很容易達成合謀。例如：出版社可能會提

高圖書定價。 

出版社在固定價格制度的可能提高價格，最主要基於三種可能

性而發生。第一，因銷售中間環節不確定性，導致出版社會按照最

壞的可能性來確定圖書價格，更傾向於制定一個高價格。第二，中

間環節的壟斷性。如果中間環節的企業具有壟斷勢力，例如：末端

的書店通路或者發行，在瓜分行業利潤的談判中，就具有更強的談

判能力，從而能夠得到更多的折扣。面對這樣的發行結構，出版社

只能通過抬高圖書定價，來保證自己和下游其他環節的利潤水準不

受影響。第三，面臨銷售和退貨等風險，出版社也會通過提高圖書

定價來消化部分風險。 

上述兩種價格運行體系對世界圖書不僅對圖書的實際價格會

產生一定的影響，也對圖書產業組織帶來影響。在固定價格體系下，

中小出版社可以很好地保護自身的利益，而在自由價格體系下，由

於出版社失去了對價格的控制，因此很容易陷入惡性競爭之中，中

小出版社很容易成為犧牲品。 

一個國家或地區究竟採取何種圖書定價制度，是由這個國家或

地區出版產業的成熟程度，以及市場結構和競爭環境，乃至於文化

安全所決定的，而這點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完全體現大陸過去對於

出版產業的管理政策 4。從過去為掌控文化安全到管理圖書出版發

行，除了在書號限制限量，到全國新華書店的統發統售，都表現出

中國大陸這區域適合圖書固定價格的實施。不過近幾年來，大陸經

3 維持轉售價格是指製造商或批發商試圖控制自己的商品或服務的最終售價而與再售商達成的

一種協議。 而維持轉售價格的類型，其中以固定轉售價格，限制經銷商只能以固定的價格銷售，

是本文所關注的部分。資料來源：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B4%E6%8C%81%E8%BD%AC%E5%94%AE%E4%BB%
B7%E6%A0%BC 
4 大陸對於圖書的固定價格，從一開始到目前，從未變更；只不過整個大陸經濟環境改變後，對

於圖書固定價格制度，似乎產生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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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改革，民營書店、民間出版到網路書店、網路出版與電子商務的

大量崛起，似乎正衝擊著計畫經濟下的固定價格制度。 

當然，任何一種制度安排均可能有正負兩個方面的影響，對它

的選擇是利弊權衡的結果。問題在於，當我們選定某一種制度安排

後，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採取一定的措施來抑制它的負面影響。

誠如目前中國大陸內部對於圖書固定價格有高度反彈聲音，甚至大

多數人認定固定價格制度的實施，讓大陸圖書價格偏高。 

中國圖書價格是否偏高，業內人士和普通民眾形成了截然相反

的兩種判斷。一般民眾普遍認為中國圖書價格偏高，價格已經成為

影響其購買圖書的主要制約因素；與此相反，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圖

書價格並不高，甚至還很低。對同一現象有不同的解讀是正常的，

但反差如此之大則不得不引發人們的深思。正因為如此，本文將針

對大陸固定價格制度「限折令」5的歷史、實施產生的問題，以及建

議方式來闡釋與說明中國大陸固定價格制度的優劣得失。 

二、中國圖書「限折令」的歷史淵源 

圖書定價制度演化歷史進程，顯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決

定了圖書定價制度的市場化取向，誠如上述出版經濟學所言，市場

結構與政府政策往往決定整個圖書市場發展趨勢。若以中國圖書市

場化為觀察脈絡，可以把中國圖書價格定價制度演進分為四個階段，

分別是第一階段為自我定價時期、第二階段主要以印張定價為主要

機制、第三階段依然以印張定價為基礎，突出對出版社利潤的考慮，

最後四階段則確定了市場化改革的取向。以下將分別針對這四階段

進行闡述。 

(一)第一階段(1949 年－1955 年)：短暫的自我定價時期，成本

加成定價。新中國成立初期，圖書價格由出版社制定，圖

書定價原則是“成本＋利潤＋稅收”。當時中國政府的干預

5 限折令，指的是政府機構或行業協會發佈的限制價格打折的政令，例如：大陸地區的新書限折

令。2010 年 1 月 8 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中國新華書店協會三個協

會發佈了國內圖書出版發行業第一部行業規範——《圖書公平交易規則》。該規則中，相關條例

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進入零售市場時，必須按圖書標定實價銷售，網上書店或會員制銷售時，

最多享受不低於 85 折的優惠幅度。此規定也被業內稱之謂“新書限折令”。資料來源：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90%E6%8A%98%E4%B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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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體現在出版方針的制定和監督執行方面，對具體的微

觀定價沒有嚴格的要求與規定。 

(二)第二階段(1956 年－70 年代末)6：該階段屬於價格管制時期，

其中價格低、品種少，加上圖書供給不足。這一時期實行

圖書統一定價標準，也就是價格管制與低定價，圖書出版

業“保本微利”，出版社要使圖書能夠盈利或者多盈利，只

有通過規模經濟來降低單位成本，而與之對應的圖書品種

則並不豐富。從《中國出版年鑑》的數據來看，1978 年大

陸全國出版書籍 8,941 種（其中新書為 7,594 種），與 1956
年出版的 25,439 種（其中新書為 16,751 種）相比 7，不僅

圖書品種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同時，這一時期圖書的人

均供給也沒有顯著增加，1956年人均圖書佔有量是2.8冊，

1978 年是 3.9 冊。8 

(三)第三階段(80 年代初－1992 年)：該階段是屬於計畫經濟與

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圖書出版產業採用計劃性漲價，恢復

性調整政策。這一時期有兩次較大的改革，第一次改革是

在 1984 年 11 月，大陸文化部發出《關於調整圖書定價的

通知》，對圖書定價管理體制進行初步改革，並規定中央

一級出版社圖書定價標準的幅度，這已經有圖書固定價格

制定的雛形。當時整個圖書定價，與 1973 年相比較，此次

圖書定價上調約 60-80%；第二次改革是在 1988 年，新聞

出版署先後轉發了《同意印數在 3000 冊以下學術著作和專

業著作可參照成本定價的通知》和《關於改革書刊定價辦

法的意見》，把圖書的定價權進一步下放給出版社。緊接

著在 1989 年，中國圖書定價制度再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定

價水準提高。就廣義來說，該階段大陸的圖書固定價格雖

然時有變化，政府有關部門通過放開部分圖書定價權，實

現當時計劃經濟向市場調節的相對平穩過渡；或者說，這

一階段的圖書價格增長，也歸納為大陸從計劃經濟過渡到

市場經濟的改革，導致圖書定價回歸市場化後，對原本扭

6 該時間與文化大革命時間有部分重疊，對於圖書出版產業來說，是停滯期。資料來源：陳昕(2011)，
《中國圖書定價制度研究》，大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7 《中國出版年鑒》1985 年，第 745 頁。 
8 《中國出版年鑒》1985 年，第 7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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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價格的調整。不過，本文認為，大陸圖書市場在本階段，

還是受到大陸政府相關部分的各項定價政策所致，而非自

由訂價制度的核心，雖然圖書定價調整幅度相當大的，但

仍屬於固定圖書訂價制度。 

(四)第四階段(1992 年以後)：不過，正因為大陸經濟大幅度市

場化，政府體制釋放引發了圖書價格上漲。1992 年是中國

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一個關鍵年份，這一年，中國正式

選擇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本取向的發展路徑 9。這一

時期是中國經歷從計畫到市場的重大變革時期，1993 年圖

書價格改革再次啟動，其中確定指出：中小學課本由政府

確定印張定價標準並核價，一般圖書價格由出版社自行定

價，發行折扣也由出版社和發行商自行商定。由此，圖書

定價正式進入了市場化階段。圖書價格在整體商品價格結

構進行市場化調整的背景下，經歷了由體制性釋放所引發

的價格上漲。與此同時，圖書品種也日益多樣化，不斷滿

足廣大讀者的不同層次需求。 

若進一步分析這四階段，不難發現中國圖書價格制度，從固定

價格走向市場化的過程裡，最初實行的是固定價格制度，其圖書價

格採取由生產者（出版社）決定方式，實行轉售價格維持制（RPM）；

中期以後，出版社運用價格歧視等策略，突破過去成本定價模式，

高價位的圖書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之下，圖書價格作為一個涉及讀

者、作者、出版社等多方利益的敏感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多次

爭議。 

不過，在 2010 年 1 月 8 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刊

發行業協會、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等三個協會，共同發佈大陸地區圖

書出版發行業第一部行業規範《圖書公平交易規則》。該規則中，

相關條例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進入零售市場時，必須按圖書標

定實價銷售，網上書店或會員制銷售時，最多享受不低於 85 折的

優惠幅度 10。此規定也被業內稱之謂「新書限折令」。不過，該「限

折令」一出來，也引發行業或者讀者的不同看法。 

9 高長(2009)，《大陸經改與兩岸政策》，台北，五南圖書，第一章：大陸經濟體制改革 
10 第二十二條規定，新版圖書出版一年(以版權頁出版時間為准)內，進入零售市場時，須按圖書

標定的價格銷售，不得打折銷售。其中重印圖書以首次出版日期為起算日期，再版圖書以再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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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限折令」意味購書成本增加，讓原本大多數人對大陸圖

書訂價過高的狀態，更加反彈；其中部分讀者認為，即使把網絡書

店價格強行與實體書店拉平，也只會讓圖書市場更加萎縮。當當網

公關總監張穎亦稱「限折令」目前不具有可操作性，當當網將繼續

以往的銷售策略。她表示：暢銷新書的折扣比較低是目前的通行做

法。至於實體書店的圖書發行方對該制度的推出舉雙手歡迎。他們

不贊同銷售商大甩賣，認為非理性的競爭和交易所導致的直接后果

是對整個書業生態的破壞。 

如果回顧中國大陸圖書定價歷史，從固定價格制度到 1992 年

以後走向自由訂價制度的趨勢來說，2010 年三大公協會組織所提出

的「限折令」似乎是把圖書定價制度開倒車，這點，連北京市消費

者協會、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法律專業委員會也公開聯名提

出質疑，並表示，《圖書公平交易規則》中部分條款涉嫌違反〈反

壟斷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並舉出四點違背市場機制的意見，包

括：該法涉嫌價格壟斷、限制競爭、行業組織利用制定行規或者行

業標準，以保護部份企業利益為目的，達成行業內部價格統一與經

營者利用行規協同聯合定價行為，其直接后果是損害了消費者合法

權益等。 

其實，制定圖書定價銷售制及商品最低折扣，都是不利於維護

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如何讓經營者在合法的範圍內擁有自主定價

權，這種權利是自行實施的，非強制性質。如果通過行規形式聯合

定價或設定價格標准，則構成具部分有排他性的行業價格壟斷，限

制了競爭。這點似乎有如上述文章所提，這就是圖書固定價格制度

的優點，正也是對行業發展的最大缺點。 

三、從中國圖書價格結構去分析固定價格 

從中國大陸的圖書定價歷史來看，中國究竟是屬於固定價格制

度，還是自由價格制度，目前莫衷一是。但是若單純以中國大陸的

政經結構來看，應該還是偏向固定價格制度，畢竟文化行業的安全，

是中國大陸很重要的一環。為更清晰了解中國大陸的圖書定價制度，

版日期為起算日期。另，第二十三條 在下列特殊情況下，經銷商可進行優惠促銷，但優惠價格

不得低於版權頁定價的 85%。資料來源：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107575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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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圖書價格的結構性，更有助於更深入地瞭解中國圖書價格形成

的內在規律和機制，詳細說明如下。 

(一)圖書定價與售價的關係：許多研究者在採用每冊圖書價格

來分析圖書價格走勢時，所用資料都是圖書標示的價格，

也就是圖書的名義價格，但其實際成交價才是消費者真正

付出的成本，因此，實際成交價格要比圖書的名義價格更

重要。由於單品種圖書的實際售價監測是一個涉及面較廣

且複雜的問題，因此根據“開卷全國圖書零售市場觀測系統”
所提供得資料，發現圖書整體上很可能是在打 6 折銷售，

並請得到兩項結論： 

1.圖書實際銷售價格並沒有標示的那樣高，因此，僅僅從圖

書定價的角度來討論書價是不全面的，會導致許多人對圖

書價格的誤讀。 

2.在出版與發行（也包括零售）之間的關係上，後者佔據更

強勢的地位，對價格的影響力也更大。11 

(二)圖書價格的結構分析：就圖書出版產業的定價習慣來說，

不同類型圖書的經濟屬性是不一樣的，甚至會有很大的差

異。例如：專業類圖書的價格彈性要低於大眾圖書，並且

二者的生產規模也有很大的不同。二者相比較而言，專業

類圖書的價格一般要高於大眾類圖書，無論是中國的圖書

市場和還是發達國家的圖書市場都是如此。12其中發現，

英國圖書市場的結構，很明顯可以看出，專業類、科技類

圖書的價格要遠高於大眾類圖書。而中國的圖書結構也大

體如此，社科、科技等圖書（接近於專業圖書）的定價最

高，而生活休閒、少兒等圖書（接近於大眾圖書）的定價

較低，即專業類圖書的差異性和壟斷性更強，因而更容易

定高價。 

11 資料來源：開卷《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年報（2009）》，第 31 頁。〈開卷監測系統〉全年總監控

碼洋達到 65 億元，當年最高月份碼洋接近 7 億元，監測到的圖書品種總數已達 140 多萬種，截

至 2009 年 1 月 1 日，除西藏、港澳台地區以外的 30 個省份的 340 多個大中城市的 1500 多家書

店門市被包含在該監測系統中。 
12 資料來源：《英國圖書流通概述》，http://202.112.118.40/dzyd/zs-tslt-ygts.pdf，轉自陳悟朝博士

論文《圖書流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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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實際銷售價格來看，專業類圖書與大眾類圖書的

價格差異則縮小了許多。高定價的專業類圖書折扣更為明

顯，特別是社科類圖書，其折扣率是除文藝類圖書以外最

高的。定高價但卻賣不了高價，是我國專業類圖書的一個

基本特徵。 

而發達國家則普遍採取的是平裝書與精裝書的價格歧

視策略，精裝書定價高，面向高收入、高偏好讀者群，而

平裝書則低定價，面向收入低、偏好不強的讀者。價格歧

視戰略不僅可以保證出版企業收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

它還能夠保證低收入群體同樣可以消費得起圖書，從而增

加了社會福利。如果與發達國家的價格結構比較，可以發

現中國的專業和科技類圖書的價格仍然相對偏低。 

(三)出版與發行跟圖書定價：一般而言，一本圖書的價值鏈是

這樣構成的：成本約占圖書定價的 35~40%，出版社的毛

利潤約占定價的 20~25%，經銷商獲得定價的 5~10%，餘

下的 25~30%歸零售商所有。這樣，看似出版社的名義利

潤水準最高，而零售商的利潤水準最低，扣除書店的營業

成本後，估計一般不超過 5%。13 

近幾年，大陸民營書店多數處於慘澹經營狀態，在此

情形下，書店回過頭倒逼出版社提高圖書定價，因為在發

貨折扣一樣的情況下，書店一般會選擇定價較高的圖書進

行銷售，以維持或提高利潤。目前出版與發行關係是：出

版社承擔著產業主要風險，圖書一旦滯銷書店可以全部無

條件退給出版社，出版社還要承擔書商、書店的誠信風險，

頻頻受到不能及時結款的困擾。從經濟學角度而言，高風

險獲得高收益是必然的，否則這一行業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所以，出版社與發行、零售企業的風險與收益關係，應該

是匹配的；但是，綜觀大陸目前情形，在發行和零售環節

的退貨風險和欠款風險幾乎成為常態，導致出版社的利潤

空間在實際上受到打壓。在實際利潤空間縮小的情況下，

出版社往往會採取提高價格以進一步擴大圖書整體利潤的

13 該部份的利潤空間，會隨著不同的經營策略與大環境而有所改變，這個數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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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來實現自己的收益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價格

的上漲。 

從上述的圖書定價結構來看，可清楚知道大陸地區圖書定價是

偏高的，偏高理由在於整個出版產業鏈，從出版、發行、零售到消

費者，都出現結構性問題。當然，這種結構性問題可能來自早期的

圖書固定價格與對圖書的管制因素產生，也可能來自其他閱讀環境

發達有關。圖書貴不貴，對圖書相對收入比重，可說僅是單一個方

面，也會與當地國民對圖書的熱愛程度（即經濟學講的偏好）產生

極大連動。如果當地國民熱愛讀書，閱讀環境完善、閱讀人口增加，

則相對的就能夠接受一個更高的圖書定價。 

四、中國圖書「限折令」遇到的問題 

(一)實際遇到的問題 

圖書書價格走高，以滿足圖書產業鏈的經濟需求，在全球各國

的圖書出版產業經濟均是如此。不過，與國外圖書或者台灣地區相

比，中國的圖書價格都談不上昂貴，甚至在某些領域，例如：專業

圖書，甚至還偏低。但為何還是讓大陸民眾普遍感到很貴呢？其原

因有三：一是對大多數消費者而言，物質消費的價值高於精神消費，

因此很容易得出圖書價格很高的判斷；二是圖書是一種準公共產品，

價格的攀升更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不滿情緒，正如教育和醫療衛生

一樣；三是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且擴大的方向與知識水準形成一種

“錯配”，高收入群體更熱衷於購置房產和奢侈品，而沒有成為圖書

消費的主力，而對於大多數人群來說，圖書價格可能對其基本生活

構成了一種壓力。 

中國大陸的圖書市場，雖已讓各省出版集團與中央部委出版社

全面進行轉企，例如：江蘇鳳凰出版集團、湖南中南出版集團，還

有科學出版集團、高等教育出版集團等，已把全部國營所控制的圖

書市場，轉成部分官方控股、其餘由出版社透過資本操作，漸漸轉

向民營主導圖書市場的發展方向。在這種趨勢下，大部分出版集團

於轉企過程中，均主動合併或者併購該省的發行體系，例如：各省

的新華書店體系、外文書店體系或者中國書店體系等。這三大體系

在過去大大陸圖書發行市場，實際擁有 3/4 以上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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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在整個轉型資本市場經營過程中，過去主要的發行

體系卻無法佔有主導的角色呢？這原因與大陸過去在執行圖書固

定價格制度時，無法貫徹，導致末端發行商只重視發行數量，而不

重視實際的營業額的因素有密切相關。出版社將新書給過去的新華

書店體系後，各省新華書店所關心的是賣了幾本？而非賣了多少錢。

加上擔心紙本庫存過多，產生官方機構帶頭違反，不去維護圖書固

定價格；又因過去銷售金額因打折因素，往往比購書成本高，喪失

在大陸出版產業轉企過程中，擁有更多的資源來與出版社競爭，詳

細說明如下。 

(二)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大陸法律很早就有明文規定實施，但卻抵不

過市場的傳統習慣 

前大陸國家廣電新聞出版總局副局長鄔書林 14曾經於私下表示，

大陸圖書出版品的「限折令」，實施很久了，從來沒有改過。但是，

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若深究甚麼原因會導致大陸限折令無

效，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大陸的民營書商與網路書店的崛起，為

吸引消費者，往往巧令名目進行打折，讓官方的新華書店等三大體

系無法不跟著去打折。大陸在開放個體經濟後，民間的活力與經營

方式比較有彈性，加上近年的電子商務普及，新華書店的傳統經營

模式無法趕上民眾需求，只好在價格上進行調整。 

二是，官方的新華書店過去舊有採購習慣不佳，一味向出版社

追求發行數量，各書店大量鋪貨，但卻超過市場可能的銷售量，加

上上游出版社不讓退貨，本身又有結帳的現金壓力，就漸漸產生為

達銷售目的而違背限折令，價格在各渠道相當紊亂。市場上所謂回

頭書、二手書、甚至庫存書的流通，都是為求生存所產生的變形銷

售模式。而長期變形的銷售模式養成習慣後，大陸官方的圖書限折

令，完全等於一張廢紙。加上上述第一點所闡述的問題，大陸的限

折令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嚴厲的法律效力了。 

  

14 2016 年 1 月份北京圖書交易會，筆者私底下請教關於大陸的圖書固定價格制度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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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與電商的發達，讓「圖書限折令」更是冷上加霜 15： 

雖然，大陸地區國家廣電新聞出版總局無時不刻在宣導圖書限

折令的精神，也針對幾個大的電商、網路書店，例如：當當網、京

東網或者卓越 Amazon 進行喊話與溝通，但是當當網還是提出「自

由定價」的口號。另，大陸幅員廣闊，消費者大量依賴電子商務購

物行為。當正版的圖書無法打折時，許多盜版或者盜印的圖書出版

品，卻大量充斥的網路購物平台上。所以，讓許多大的電子購物平

台，若一不注意，該平台上就會出現打折或盜版的圖書出版品，這

正是讓大陸當局要落實「圖書限折令」目前所遇到的最大困難。 

五、建議方式 

(一)持續規範圖書定價方式：從世界範圍來看，一國圖書定價

制度的選擇是由多種複雜因素綜合決定的，具體的方式也

並非一成不變。前述對歐美國家圖書定價方式的比較分析

表明，不同定價方式對圖書最終價格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

響。中國圖書市場一直實施的還是固定價格體系，這正也

是促使中國圖書產業公協會大力再度提出「限折令」的最

大動機，而固定價格制度在大陸地區也是有其歷史意義的。

這一制度在過去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圖書出版業的繁榮

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一段時間以來這一制度並

沒有被嚴格遵守，而是越來越混亂無序。 

誠如上面所提問題，近年來網上書店和部分實體書店

的折扣行為，使得中國圖書市場的固定價格制名存實亡，

處於既非“固定價格”又非“自由價格”的一種灰色狀態，我

們將其稱為“名義固定價格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

出版社定高價，書店高折扣銷售的無序競爭行為。由此，

儘快規範圖書定價方式，整肅市場秩序，在業內已達成高

度共識。 

中國曾在 2010 年 1 月，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

刊發行業協會和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正式發佈的圖書出版發

行業的第一部行業規範《圖書公平交易規則》，算是對這

15 詳見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60/10777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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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識的首次正式表達。根據該規則，經銷商不得打折銷

售；僅在機關團體採用競標方式採購、網上書店或會員制

銷售等四類“特殊情況”下，經銷商可以優惠促銷，優惠幅

度不得低於定價的 85 折。 

從這點，不難看出，「限折令」此項規則的基本精神

是要回到固定價格體系中去。現有圖書市場秩序失範的情

況下，中國圖書定價方式要以固定價格體系為主的基本規

範，仍需廣泛聽取業內各方面意見，並且儘快推出一部規

範出版定價方式的明文條例，使得圖書定價有明確的法規

可以遵守和參照 16。 

(二)對圖書出版物價格實行分類管理：對於公共產品屬性較強

的出版物，應加強固定價格管理，以政府主管部門監管為

主，同時接受社會各界多種形式的監督。而對於一般出版

物，似可在條件成熟後逐步建立由市場自由形成價格的模

式，使得對價格反應敏感的發行銷售部門可以有一定的價

格調整空間，從而更好地消除市場失衡。 

(三)固定價格優先，亦可依照不同區域，進行差別自由定價：

中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準不均衡、物價指數相差較大等

因素，在條件具備時圖書銷售的實際價格可以根據不同地

區生活物價水準在一定範圍內自由定價。 

在現代社會中，價格歧視的表現形式已經現代化和多樣化。考

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

收入差距在逐步增大，因此，可以制定更大範圍的價格歧視策略，

比如根據不同人群、不同區域、不同時間制定不同的價格，當然這

裡面也需要進一步理順出版和發行的關係，解決出版鏈條上的誠信

危機。 

第二節 日本圖書價格與協議再販制度 

日本和德國是施行圖書固定價格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國家，

不過，此兩國圖書固定價格制度的內涵、執行、適用範圍都大為不

16 張養志/葉文芳(2014)，《圖書價格管理制度研究》，大陸：知識產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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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屬於採協議制，德國則是採法律強制，不過，從歷史沿革

中可看出德國也是不得已才以法律規範圖書固定定價這個制度，絕

非單一政策使然。從德國的經驗與歷史沿革中看，可以窺見德國出

版商和書商公會所扮演之重要角色，並且已經在出版商和零售通路

之間建立了相當有秩序的商業規範，再透過法律賦予他們合法的地

位，這套制度即可持續運行。例如：德國出版商至今仍維持向公會

登記圖書定價，而所有零售商仍是到公會網站去查詢書種、定價等

資訊。德國，對於全世界想實施圖書固定價格制度的其他國家來說，

都是成功範例。 

至於日本，早從 1953 年開始實行二次銷售價格維持制，即二次

銷售制，又稱再銷售制、再販制等(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System）。

出版社通過圖書批發公司把圖書批發給書店，是“第一次銷售”；書

店把圖書賣給讀者，是“第二次銷售”。二次銷售價格維持制指的是

“由出版社或銷售主體確定零售定價，經出版商、經銷商、書店達

成《二次銷售價格維持協議》後，最終按零售定價銷售的制度”。
這個規定是來自日本反壟斷法第 23 條，其中二次銷售的商品有：

著作、其他書籍、雜誌、報紙、唱片、音樂磁帶、音樂 CD 等。 

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圖書零售制度相比，日本圖書再銷售制度的

特點在於：圖書的價格由出版社制定；出版社通過批發公司監督書

店執行；書店既無權漲價銷售，也無權減價銷售。所以，再銷售制

度是一種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再販制的合理性在日本出版界備受爭

議，關於其存廢問題引發日本出版界的舉國論戰。 

在日本，出版物在公開銷售之前，警察等國家權力機關是不能

對出版物的内容進行檢查和閱覽，不能對出版物做出停止銷售的決

定，相較於新聞和廣播電視，出版業在日本可以說是三者中最自由

的行業。但為何日本不是採用圖書自由定價制度，而是所謂《再販

制》呢？ 

其實，從 1953 年開始到 1980 年之間，早期所實施的《再販制》

備受爭議與質疑，所以 1980 年以後重新更改舊制，實行《新再販

制度》，允許出版社指定部分圖書和期刊爲“非再販品”，書店可以

任意降價銷售；另，1998 年，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再販制彈

性運用公告”（Flexibl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RPMS），其中指

出：出版物再銷售制度可以繼續存在，但與此同時，爲了確保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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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必須在維持出版物再銷售制度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要

靈活地彈性運用再銷售制度；2001 年，日本《關於出版物定價制的

運作》也指出：“出版物定價制度從競爭策略觀點出發理應廢除，

但當前廢除出版物定價制尚未與國民形成共識，因此維繫現行出版

物定價制較爲恰當。” 

不可否認，出版物固定定價制度曾是日本出版發行產業的基石。

從 20 世紀 5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前期，作爲“經濟槓桿”，再販制度

維繫了日本出版行業近半個世紀的繁榮；從 1997 年至今，作爲“救
命稻草”，再販制度在 10 多年當中不斷扮演緩解日本出版行業頹勢

的角色。如果取消這種固定價格制度，決定價格的主體就要轉移到

零售書店，必將引起委托銷售制度的衰退，還會使大批小型書店面

臨倒閉。 

但是隨着時代變遷，傳統圖書出版業面臨着以網路科技產業爲

首的挑戰，例如：網路書店、電子書等，再銷售制度產生的弊端一

再顯現。例如：日本再販制度，並不適用於電子書 17，但德國的圖

書固定價格制度，其適用範圍早已包括電子書。所以，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也曾三番兩次宣布廢除再銷售制度，但迫於日本出版界的

壓力和日本國民的壓力，只好每次都是不得不認可繼續暫時保留再

販制度。再販制度實質上把出版行業限制爲“保本微利”行業，成爲

出版業取得突破性發展的障礙。此外，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

再販制度的彈性運用，在實際操作中使發行行業陷入一盤散沙的狀

態，圖書固定價格已名存實亡，日本的業内人士認爲，制度的廢除

只是時間問題。 

若再深究日本為何採取協議式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呢？簡言之，

這就是日本政府在固定價格與自由定價之間的妥協。誠如上述文章

所敘，日本的出版社被定位是屬於保本微利行業，需要政府制定政

策保護發展，所以，日本初期的政策精神，確實偏向於固定價格制

度；但，隨著日本經濟發展，這種保護政策對於自由競爭市場的日

本而言，根本違背其自由競爭原則。所以，為兼顧自由競爭與保護

出版產業雙方，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只好採許協議制，與德國以法

律規定的方式截然不同。 

17 請參考後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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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日本再販制度主要精神，就是上游出版商可以透過

協議去控制下游書商、發行或者零售商店可以販售圖書產品的價格，

而這種制度的成功，就是所謂的協議方式 18。透過上游出版商和全

國圖書中盤商(或中盤商與下游書店)所訂立之契約，要求書店必須

以出版商所訂定的圖書定價出售該圖書產品；這種作法雖然在日本

法令並未強制規定出版商必須以定價出售圖書，但是，在實務上出

版商都會跟下游簽訂圖書再販契約，這就是協議精神。在日本，反

壟斷法將圖書再販協議列於法定例外，但只限於已經採用的圖書、

雜誌或者報紙等，並已明確表明不希望將再販協議適用範圍擴大，

這也是為何日本的圖書固定價格習慣沒有被擴大到電子書的原因

之一。不過，日本的再販協議，還是有其他不足之處，說明如下。 

1.因再販協議的簽約方只限於出版商和圖書中盤商、或中盤商與

書店，一旦第三人(如讀者)購得出版物，協議便無約束效力。

因此，二手書店得以自行決定圖書價格。 

2.因外國出版社與日本圖書進口商並未簽訂再販協議，故再販制

度不適用於外語出版物。 

日本再販制度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從 1919 年起，著

作、其他書籍、雜誌、報紙、唱片、音樂磁帶、音樂 CD 等出版物

便是以固定價格進行販售。但，日本的反壟斷法卻在 1947 年實施，

比圖書再販協議還晚。1953 年，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其實就是台

灣的公平交易委員會(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宣布，將圖書再

販制度列為法定例外，原因為圖書市場所推出之出版物數量繁多，

種類多元，加上消費者也知道圖書雜誌等乘載的內容是其他產品所

無法提供的，故有不可取代性。若取消圖書再販制度，出版物的種

類會減少，內容會變狹隘，價錢會變高，出版社只會出版暢銷書，

以賺取利潤，而無法兼顧文化傳遞功能。 

若取消再販制度，全國書價會不一致，城市地區的書店可以賣

得比較便宜，鄉村地帶的書店因為運輸成本的緣故，定價會比較高。

若取消再販制度，書店會大打價格戰，賣書零售通路會因此減少。

因此，這這種的時空背景下，日本再販制度確定合法地位。不過，

但在一九六零年代末、七零年代初的時候開始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18 資料來源：http://www.jbpa.or.jp/en/pdf/bookmark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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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出版百科全書套書的出版社開始送出贈品和高額回饋金

給大量訂購套書的書店；或者西元 1972-73 石油危機過後，紙張和

印刷成本上揚。出版社的因應之道是把書店的退書標上更貴的新價

格，再出貨給書店販售。這些看似為出版社促銷或者推廣所使用的

行銷手法，卻造成消費者嚴重不滿，僅而引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

介入調查。調查結果，該委員會主張，以促進市場競爭的立場判斷，

再販制度必須廢除，進而引發再販制度爭議，公正取引委員會與出

版業界和各界輿論的拉鋸戰於茲開始。19 

正因如此，為彌平這種爭議，1980 年出版界提出更具彈性的“新
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其中規定幾項原則： 

1.出版社有義務在出版物上明碼標價； 

2.允許個別出版社根據自身需要實行部分定價制； 

3.對於出版超過一段時間的出版物，允許作為非再販產品出售。 

2001 年三月，公正取引委員會讓步，再販制度保有合法地位至

今。公正取引委員會聲明表示：「從公平競爭的政策來看，再販制

度應該廢除。然而，由於大量反對的意見湧入，擔心廢除會對文化

和公益造成的影響，同時社會公眾也缺乏廢除再販制度的共識，我

們因此宣布，就目前而言，現行制度可以繼續保持。」20同時，公

正引取委員會要求出版社、經銷商、書店等籌畫讓制度「更加有彈

性、實際」的方法。不過，日本幾乎所有圖書雜誌仍依據再販制度

販售。 

經過長時間改革發展，日本出版物再販制度的實施物件與內容

主要包括：圖書、雜誌大部分實行再販制度，但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這一制度的實行結束了日本圖書業惡性競爭的混亂局面，使得日本

的文化產業得到充分發展，有效地為其戰後經濟崛起提供了智力支

援和知識保障。但是，隨著日本文化、出版產業的發展變化，該制

度形成了許多違背效率原則的交易習慣，於是日本國內要求取消該

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日本政府和公平交易委員會經過大量論證後

認為，的確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論，這一制度應該廢除，但出於對圖

書精神文化屬性的考慮，加上取消該制度尚未取得國民的廣泛認可，

19 資料來源：http://www.jbpa.or.jp/en/pdf/pdf01.pdf 
20 資料來源：http://hermes-ir.lib.hit-u.ac.jp/rs/bitstream/10086/16079/1/070hjbsWP_0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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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暫時對這一制度予以保留，但同時也進行了局部改進和修正。

目前日本仍堅持所謂圖書固定價格與再販制度，是基於下面幾個考

量，說明如下。 

1.為充分重視圖書的社會和文化屬性，視圖書為特殊商品而獨立

於反壟斷法之外。例如：德國於 2002 年實行的《圖書價格約束

法》中明確規定：實行圖書統一定價，其提案理由就是認同這

一制度對文化的貢獻，目的是維護文化的特殊性和支援圖書文

化財富和文化載體的作用。事實證明，該法頒佈實施對德國的

文化發展的確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2.若讓圖書肆意折扣銷售，則會嚴重紊亂了市場秩序，危害了行

業的健康發展。例如：韓國，1997 年的經濟危機使得韓國圖書

市場流通秩序惡化，折扣銷售現象盛行，為避免歷史重蹈覆轍，

政府積極推進圖書定價法制化；又如，日本，20 世紀初為遏制

惡意價格折扣銷售以恢復正常市場交易秩序，開始實行以轉售

價格維持為核心的“再販賣價格維持制度”。 

3.間接保護中小書店的生存和發展，滿足消費者多樣性的文化需

求。例如法國，為避免大書店壓價售書而擠壓中小書店的生存

空間，最終危及消費者的選擇權利，於是 1979 年傳統的建議書

價制度被純書價制度所取代，但由於後者實施效果與其初衷背

道而馳，因此數年後就被取消；反觀 1981 年法國的《雅克·朗
法》21的實施，不僅有效地控制了圖書價格，而且維護了中小

書店和消費者的切身利益，促進了法國出版業的整體繁榮，因

此沿用至今。 

綜合來說，初期實行再販制的幾十年裡，日本出版行業逐步形

成了比較固定的利潤分配結構，但時間一長，書店不幹了，紛紛要

21 《雅克·朗法》是法國 1981 年 8 月 10 日制定的統一書價制度，此法於 1982 年 1 月 1 日生效實

施。 統一書價，並不是絕對的書價統一，考慮到一些實際情況，《雅克·朗法》對實行統一書價

還作了一些補充的規定：第一、由於銷售過時（新版書進貨幾個月後），書商有降價 5%的權利，

而且只允許最多降低 5%。第二、機關單位、學生家長聯合會、企業和圖書館等集體購書，可自

由地與批發商或書商議價購書，降價比例不限。第三、郵購俱樂部在初版圖書 9 個月後印行的圖

書，不受統一書價的約束，可另行確定售價。第四、進貨超過 6 個月，出版已 2 年以上的圖書，

可自由降價出售；書商為讀者提供服務，例如查詢圖書、郵寄圖書等，不許加收手續費，仍按統

一書價出售（郵寄加郵資）。資料來源：張書卿(2004)，《法國圖書定價制度的變遷》，中國：〈出

版發行研究〉，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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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加折扣。由於出版社不同意，書店就以拒絕進貨相要脅，在日

本一些縣的書店，爆發了罷賣圖書的「書籍戰爭」。 

再來，二次大戰以後，應當日本出版行業發展，與日本經濟發

展應基本同步，但由於出版行業特殊性，在某些時期也不盡一致。

例如，20 世紀 80、90 年代之交，一直高速發展的日本經濟，進入

了低成長、零成長甚至負成長時期，而日本出版行業卻還牛氣沖天

地朝著自己的「富士山頂」攀登。這讓其他行業看著心裡很不平衡，

也讓官方覺得出版行業不能無限期「保護」下去。導致日本公平交

易委員會以「維護消費者利益」為由，與出版行業的據理力爭下，

產生新的「彈性運用」再販制政策產生。 

不過，新的再販制度，從 20 世紀末期至 21 世紀的最初 10 年，

彈性運用的政策帶給日本出版行業的結果一點也不理想。例如：由

於連年虧損，傳統書店特別是很多中小書店不得不在 2002 年中止

「謝恩價格書市」的舉辦。接下來便是每年都有 1,000 多家書店倒

閉。日本出版行業的兩大支柱第一是雜誌，第二才是圖書，由於座

落在大街小巷的中小書店大量消失，方便讀者購買雜誌的通路大量

減少，直接導致了日本雜誌在發行總冊數上的連年下降。 

若從圖書批發公司來看，因為沒有抓住「彈性運用」提供的機

遇，重新調整和完善圖書發行體制和機制，在十幾年中，大批圖書

批發公司相繼倒閉。從出版社來看，在再販制上有決定權的出版社，

在「彈性運用」中開「一書多價」的混亂局面之先河。日本出版行

業終於認識到，彈性運用再販制尚且如此，如果廢除再販制情況就

會更糟，再販制乃出版行業的生命線。因此，明智的選擇還是應當

堅守再販制，在此前提下進行調整和完善。這或許也正是日本圖書

固定價格制度協議的精神所在。22 

不過，對日本具有規律的「再販制度」而言，日本的二手書市

場，或言「新古書店」來說，每年創造出高達 800 億營收，幾乎佔

新書市場的 1/10 高比例，在全世界上圖書市場來說，也是少見的。

例如：全球最大舊書店街神保町，也讓一些愛書之人赴日觀光時列

入行程單。神保町里的二手書店以出售近代文學書籍、學術書籍、

攝影集、畫集等有收藏價值的書籍為主，店主的鑑別力、美學意識

22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jason080/3772390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11 

                                                      



第伍章 亞洲地區：中國、日本與韓國 

決定了每家二手書店的風格都不盡相同，而這種書店，就稱之「古

書店」、或者「新古書店」。 

「新古書店」銷售那些大量出版、價值較低的出版物，而所售

出版物會按照作者知名度、發行日期、品相明碼標價，與日本一般

新書的「價格維持制度」，似乎大有不同。發達的二手圖書市場給

了讀者買到低價出版物的可能，甚至，有些作者認為新古書店的存

在侵害了自己的權益。不過，對目前日本出版業者或書店來說，或

許「新古書店」有些弊端，但從環保角度看，日本已經形成規模中

古產業鏈令這些原本失去使用價值的閒置物品再一次煥發了生機，

比起成為待焚燒填埋的垃圾，它們流向了更適合自己的新主人那

裡。23 

第三節 韓國新法制定圖書價格規則  

1950 年以來，韓國出版行業一直沒有建立圖書的流通秩序，打

折銷售、圖書定價制等問題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因為「遊戲規則」

不統一，一方面是書店不斷倒閉，另一方面是圖書打折銷售橫行出

版物市場。1960 年初，出版行業、書店行業為了生存，圍繞確立流

通秩序，不得不開展以要求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為目的的運動，但

最後還是失敗了。之後，出版人和書店人繼續努力，終於有了一定

的結果。1977 年 12 月，韓國開始實施有關圖書銷售的屬於自主協

定的「定價銷售制」，混亂的流通局面得到改觀，出版行業、書店

行業開始出現新氣象。 

書店行業因為增值稅的免除、圖書定價制的穩步實施，新開辦

的書店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書店的數量不斷增加，並不斷朝大型化

發展。在出版行業，圖書出版的品種數飛速增加。1981 年，韓國開

始實施「公平交易法」。該法對一般商品禁止「維持固定價格銷售」，

對圖書卻例外地允許「按固定價格銷售」。 

20 世紀 90 年代後半期，打折銷售風行韓國，受到「公平交易

法」保護的出版物市場，也難逃其消極影響。再加上運輸公司商店、

倉儲型批發店、廉價商店、批量販售店等新興業態的銷售店進入出

23 資料來源：https://read01.com/NOxe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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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市場，圖書的價格體系開始動搖。這種破壞銷售價格秩序的情

況，最後導致韓國所有出版物統統打折銷售，而網路書店，更是無

所顧忌地打折銷售，這給圖書定價制以摧毀性的打擊。所以，透過

自主協定維持的定價銷售制，想要規範網路書店的打折行為，非常

困難。24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的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有了廢除圖

書定價銷售制協議的主張。因為自主協定無功而返，加上公平交易

委員會的主張，導致韓國圖書定價制協議處在生死存亡的邊緣。鑑

於這樣事態，「關於推進圖書定價銷售制法制化」的呼聲日漸高漲。

經過幾番周折，在 2002 年 8 月，韓國出台了舊版《出版及印刷振

興法》，該法第 22 條第 2 項意味著把圖書定價銷售制以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來。 

韓國圖書定價制有五十餘年的歷史，最初是由出版社與書店聯

合發起的，至本世紀初才通過立法正式得以確立。20 世紀 50 年代，

韓國的出版業飛速發展，但流通體制尚不完善，不規範操作和降價

銷售非常普遍，這給出版社和書店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中小出版

社和書店紛紛倒閉，讓位於打折書攤。 

60 年代，隨著韓國經濟的發展，出版界的生態環境有所改善，

但降價銷售仍然是一塊不得不除的絆腳石。為建立良好的流通秩序，

出版界提出實行圖書定價制。1977 年 12 月，圖書定價制終於得以

大範圍推行。圖書定價制的實施使書店的財務狀況改善，出版社資

金周轉週期縮短，出版流通領域形成良性迴圈。書店數量穩步上升，

圖書出版種類不斷增加。但是韓國圖書定價制並非通過立法確立，

而是由書店聯合會發起的，以同行業協議的形式得以推行。書店聯

合會無權強制執行，基本依靠書店自覺遵守。 

之後，出版人和書店人繼續努力，終於有了結果。1977 年 12
月，韓國開始實施有關圖書銷售的屬於自主協定的「定價銷售制」，

混亂的流通局面得到改觀，出版行業、書店行業開始出現新氣象。

書店行業因為增值稅的免除、圖書定價制的穩步實施，新開辦的書

店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書店的數量不斷增加，並不斷朝大型化發展。

在出版行業，圖書出版的品種數飛速增加。 

24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jason080/377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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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韓國開始實施「公平交易法」。該法對一般商品禁止

「維持固定價格銷售」，對圖書卻例外地允許「按固定價格銷售」。

20 世紀 90 年代後半期，打折銷售風行韓國，受到「公平交易法」

保護的出版物市場，也難逃其消極影響。再加上運輸公司商店、倉

儲型批發店、廉價商店、批量販售店等新興業態的銷售店進入出版

物市場，圖書的價格體系開始動搖。 

2002 年 8 月韓國政府的《出版及印刷振興法》頒佈，其中第二

十二條規定： 

1.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物，出版社必須制定零售價格，並在出版

物上標明。 

2.出版物若符合反壟斷與公平交易相關法律規定第 29條第 2項所

規定的出版物要求，圖書銷售者必須按照訂價銷售圖書，但允

許網路書店九折出售。 

3.符合下列第一項的出版物，不適用第二條 ：（1）出版一年以上

的出版物。 

這項法律很快遭到出版界質疑。首先，該法區別對待實體書店

與網路書店。網路書店以其價格優勢一路凱歌，迅速擴大市場佔有

率。有人認為，該法在實體書店與網路書店的較量中盲目妥協，完

全忽視圖書定價制保護文化產品多樣性的初衷。其次，該法將適用

物件限制在出版一年以內的出版物，不便於書店實際操作。第三，

附則第二條規定該法有效期僅為五年，該法適用對象範圍逐年縮

小。 

另外，圖書定價制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根據 1980 年頒佈的韓國

《公平交易法》，除總統指定的出版物之外不得實行定價制。隨後

部分書店違規降價 20%~30%銷售圖書。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整個

韓國流通業陷入價格混戰，出版業未能倖免，打折售書屢禁不止。

但大部分書店仍堅持推行圖書定價制，並積極推進相關立法。25 

為進一步鞏固圖書定價制，大韓出版文化協會、韓國文化觀光

部、韓國書店聯合會和國家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7 年將《出版及

印刷振興法》更名為《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取消僅實行五年的

25 張養志/葉文芳(2014)，《圖書價格管理制度研究》，中國，知識產權出版社，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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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將適用對象從出版一年以內的出版物擴大到出版 18 個月以

內的出版物，取消實體書店與網路書店的差別條款。所有書店的降

價範圍均 10%，並規定 10%包含積分、返利等變相降價的部分。 

韓國圖書定價制從民間發起至立法確立並逐步完善，已走過半

個多世紀，降價銷售卻始終沒有根除。大型連鎖書店、網路書店的

各種變相促銷手段不斷推陳出新。圖書定價制試圖保護的中小社區

書店的生存狀態並未得到真正的改善，10%的降價限制仍不能保障

它們獲得足夠的利潤。圖書定價制反對者仍堅決主張這是違背市場

規律的行為，要求予以廢止。而讀者對於該制度也並非完全接受，

畢竟購得物美價廉的圖書才是讀者最希望的。 

《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以下簡稱「新法」）從 2008 年 1 月

20 日起實施，象徵韓國有關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全部法律條款開始正

式生效。這也標誌著經過 60 多年的風風雨雨，以法律為基礎的圖

書定價銷售制終於在韓國誕生。出版界及零售界在「關於推進圖書

定價制法制化」的努力，從 2002 年 8 月，韓國國會通過了《出版

及印刷振興法》（以下簡稱「舊法」）並於 2003 年 2 月正式實施，

但該法案在適用範圍等方面存在許多不足，業界紛紛要求修訂 「舊

法」。2007 年 6 月，對「舊法」修訂並重新制訂的《出版文化產業

振興法》（以下簡稱「新法」）終獲通過，符合韓國國情的圖書定價

銷售制也終於塵埃落定了。 

2002 年的「舊法」把印刷產業和出版產業割裂開來（分別制定

條文）被韓國出版人戲稱為「分別振興法」。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

「舊法」是韓國近 60 年來真正實行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標誌。在「舊

法」問世前，行業執行的是定價銷售的「自主協議」。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後半期，商家為了獲得顧客，展開了更加

激烈的價格競爭，過度打折，定價銷售制的「自主協議」在事實上

崩潰了。像量販店、廉價商店等新興業態的零售店以及網路書店相

繼闖進來，展開了打破出版行業常規的打折銷售，使不少實體書店

相繼倒閉。在此背景下，韓國書店組合聯合會（以下簡稱「書聯」）

以及出版社呼籲並促成「圖書定價銷售法制化」，從法律的角度首

次規定圖書要按照定價銷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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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舊法」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對象範圍、時間長短、適用

原則、差別運用等界定不詳，也擾亂了出版發行秩序，從這個意義

上說，這是一部不成熟的法律。「舊法」從 2003 年實行一直到 2008
年，進一步加深了出版物市場的混亂。網路書店實行 65 折或 7 折

已成慣例。而實體書店在售書中（除了九折外）還以贈送現金、打

折購物卡或買一贈一等形式增加折扣。憑藉打折，大型網路書店大

舉擴大市場佔比，網路書店的市場佔比極大成長。不過，2008 年實

施的「新法」與圖書定價銷售制有關的內容主要有三點： 

1.「新法」取消了「5 年時限法」的規定，強調圖書定價銷售制

今後還要繼續維持。這是被專家看好的「新法」的最大亮點。 

2.「新法」將「出版物」重新界定為「從發行之日算起未滿 18 個

月的出版物」。這就為網路書店和實體書店 9 折售書確定了法

律依據，也緩解過度折扣戰以及網路書店與實體書店之間的差

別。 

3.關於《贈品告示》，並沒有明確贈品的具體內容，這給「新法」

的實施留下了不穩定因素。 

2007 年 10 月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的條款，重新將維持零

售價的出版物的時間從 12 個月延長至 18 個月，而把實用書和小學

學習參考書排除在外。在 2007 年 11 月公布的「贈品告示修正案」

中，刪除了「允許無限制提供 5,000 元左右贈品」的內容，但依然

保留了可以「提供相當於定價 10%的贈品」的條款。保留的理由是

（在讀者所購圖書價格的 10%以內）為讀者提供利潤分成或打折購

物卡，是為了刺激消費者以後的購買欲望。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認

為這不是類似的打折行為。這說明了，2007 年 12 月公布的「新法

實施令」，則全部刪除了「舊法」中相關內容。 

因此，2008 年以來，韓國的實體書店根據 「新法」有關圖書定

價銷售制的規定，銷售新書直接打 9 折；根據《贈品告示》的規定，

附加提供相當於消費者交易價格 10%的禮品，而最大打折幅度可以

達到 19%。按照這樣的圖書定價銷售制和贈品規定，韓國現有的網

路書店，大多實行 9 折售書，以及向消費者發放返還 10%購書款的

現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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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地說，韓國「新法」賦予圖書定價銷售制以法律地位，保

住了處在存亡危機中的圖書定價銷售制，意義非同小可。然而，以

維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為目的的「新法」，並沒能很好地應對公平交

易委員會的「自由市場競爭」法則，反而更深地捲入其中。這次修

訂沒有把出版物區別於一般商品所固有的文化價值提出來，貫穿到

法律修訂、制訂的全過程。允許實用書凌駕於定價銷售制之外等規

定，都是「新法」做出妥協的典型例子。 

「新法」在修正「舊法」中有利於大型網路書店價格戰的差別

條款、制定適用於網路書店和實體書店的公開透明的行業規則方面，

有很大進步。但是，網路書店的經營規模與市場佔比不斷擴大，而

中小實體書店不可能與網路書店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現在，

實體書店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最終將導致整個實體書店行業的

衰退。2008 年以來，網路書店甚至出現了不把圖書定價銷售制放在

眼裡的現象。 

因此，「書聯」在韓國行業雜誌《書店新聞》上撰文指出，「新

法實施令」和《贈品告示》的內容，與「新法」的立法宗旨背道而

馳。希望對《贈品告示》進行修訂，把圖書從贈品適用對象中完全

排除，或者再次修訂《贈品告示》，以嚴格規範類似的打折行為。

同時，廢除「新法」中關於「零售價格維持行為」，即縮小圖書定

價銷售制適用對象的條款。不難看出，在 2008 年和今後的幾年裡，

與定價銷售制度密切相關的韓國出版行業，將在「新法」實施的陣

痛與磨擦中度過。而韓國書業，也要在振興讀書活動、以讀者為中

心，以及加強書店的特點和專業性，尋求重振之路上繼續摸索。26 

不過，韓國 2008 年公布的「新法」，再度被 2014 年新版的「圖

書定價銷售制度」所取代，理由在於韓國實體書店劇減的禍因，導

因於網路書店崛起所影響。過去，韓國政府為了鼓勵網路事業，允

許網路書店打折，實體書店則要守住定價銷售，造成一片混亂。從

2003 年到 2008 年，韓國固定價格制度的重點是，出版 18 個月內的

新書最多只能打定價的 9 折，然後再照售價給 9%的點數券等間接

促銷優惠。換句話說，新書最多可打 81.9 折。但出版超過 18 個月

的舊書，則完全自由折扣，沒有任何限制。這個只限新書的圖書定

價銷售制，實施了十多年後發現還是不能不進一步改革，只要因為

26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jason080/188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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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的折扣戰還是打得很凶。所以，2014 年 11 月推出了新版「圖

書定價制」。 

這有別於 2008 年定價制度最大的區別在於，新版是在不論是否

出版 18 個月之內的新舊書，一體適用，唯出版社可以在出書 18 個

月之後，有重新定價的選擇。不過，2014 年新推出制度「不論新舊

書都不能隨便打折」，韓國出版業者都擔心業績下跌。2015 年 11
月，「韓國出版人協會」針對 114 家出版社調查，發現 71%接受調

查的出版社都說營業額下跌，並大多歸因於實施新制，而書店端的

營業額也沒有明顯的成長；但不打折扣戰後，利潤普遍大幅增加。

但儘管如此，還是有 60.5%的出版社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並希望

到 2 年後可以實施百分之百的圖書定價銷售制。27 

一個完善的圖書定價銷售制，韓國並不是負面例子，只不過在

整個推廣過程中，出版社與書店業者並不會在一開始就會受惠，因

為會有網路與電子商務的規範需要考量，加上折扣是相當吸引一般

消費者，積習已成。所以，如何兼顧不同圖書產業的上下游產業鏈，

以及多少折扣才不會讓消費者的權益受損，韓國是一個很值得參考

的實例。 

27  
郝明義(2016)，台灣出版產業面臨奇妙的轉型時刻（中），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aiwan-publish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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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書市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間有段慘烈糟糕的經營歲月，折

扣戰在昔時市佔率高達 75%至 80%的兩大連鎖書店體系(Steimatzky
和 Tzomet Sfarim)中大舉廝殺，在政府以相關法規介入書市運作而實

施所謂的「Book Law」之前，這兩大連鎖書店體系中，Tzomet Sfarim
家高達66%的股份為兩大出版社(Kinneret Zmora-Bitan和Modan)所擁

有，大連鎖書店儼然成為了自家出版品的主要展售促銷之處，常以鼓

勵店員推銷本版書以獲取銷售佣金；而 Steimatzky 曾在加薩走廊戰爭

(Gaza War, 2008-2009)中瀕臨破產，最後被迫要求大部分的出版商註

銷他們 30％的賬款做結算，Steimatzky 同樣與上述兩家大出版社特約

合作，主要商品也落在行銷他們的書籍。1 

為了改變書市的窘境，以色列在 2014 年 2 月開始實施圖書定價

銷售相關制度(The Law for Prot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uthors，簡稱

Book Law)，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打破以色列長久以來兩大書市龍頭連

鎖書店 Steimatzky 和 Tzomet Sfarim 掌控全國書市的情勢，藉由禁止

零售書商與出版社對於特定書種的促銷策略，以及要求零售通路應給

予不同出版社同等重要的銷售待遇，以防兩強寡佔之局。2 

第一節 Book Law 意義與內容 

以色列 Book Law 法令相當特別，雖屬暫行條款（temporary 
provision）性質，但它並非一般單純的「固定(限制)圖書定價」（Fixed 
Book Price; FBP）制度，而是另外更特別地涵蓋了約定作者版稅給

付的最低保障標準、限制圖書折扣外之促銷與展售行為，以及採取

協議約定方式限定上中游通路端的批售折扣範圍等。其開宗明義闡

† 本章作者：邱炯友。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以色列 Book Law 興衰與爭議」，於圖書定價銷
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Israel’s Book Market in 2015,”February 26,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market-insights/country-reports/283-israel-s-book-market-in-20
15.  
2 Lahav Harkov, “Regev Forms Committee to reexamine Books and Authors Law,”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4, 2015,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Regev-forms-committee-to-reexamine-Bo
oks-and-Authors-Law-4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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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為了確保以色列作者著作取得適當酬勞、推廣以色列文學作

品、保存出版發行之文化多樣性…、提供讀者於眾多書種中，能依

據自己意願品味選輸的機會；並使得出版社與書店彼此能尊重圖書

數量、品質和多元兼具的消費競爭環境。」3 Book Law 相關重要規

定，扼要整理如下： 4 

1.保護期限：以圖書第一版發行後 18 個月內為保護期限。 

2.零售價格：出版社必須就保護期限內之圖書訂定零售價格，並

以「建議售價」標示該價格於書上。紙本書與電子書可賦予不

同之零售價格。在保護期限內，出版社不可(may not)調動定價。 

3.禁止折扣：在保護期限內，書店零售價格不可(may not)與出版

社定價有差別。所限制事項除折扣之外，亦包括慣常出現在以

色列書市的宣傳，例如「買一送一(Buy one get one free)」等特

惠方案，或像「四本 100（Four for 100）」等促銷手法。所謂「禁

止折扣」與相關的「非綁售」規定兩相束下，仍允許某些例外

條件：(1)每年夏季在以色列個城市所舉行之 15 天期的希伯來書

展週(Hebrew Book Week)可享八折以內的折扣，但書市於其餘

假日節慶仍不得折扣銷售；(2)網路書店可在零售定價九折範圍

內銷售圖書；(3)個人 100 本以上之大宗購書(不可退書)可享八

折以內之折扣。 

4.作者最低版稅：作者所享有 18 個月內新書銷售版稅，其銷售量

少於 6,000 本時，扣除 VAT 後，必須不得低於 8%；若銷售量達

6,001 本以上，則版稅為 10%。初試啼聲之作者，該作者首部著

作仍須維持前述條件下 80%的版稅給付額。此外，在法令 18 個

月保護期限後的七年內，出版社支付給作者的酬勞應達到該書

籍實際銷售收入至少 16%的份額。 

5.出版商與書商之間年度折扣幅度協議：出版社與書店通路端可

每年一次簽訂新的批售折扣協議，禁止書商或出版商向對方要

求或給予任何不符合該年度協議規範內的利潤折數。 

6.制度期限：此制度以三年為試行期。期限屆滿將進行衝擊評估

3 Herzog Fox & Neeman, “Israel’s New Authors Act,” Lexology, January 28, 2014,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0148cfe-eae1-455b-96fd-93698702da3e.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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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新檢視條文內容。 

7.其他條文：此制度其他內容，例如包括：禁止銷售人員享有推

薦特定出版社書籍作者之佣金；禁止書店架位與展示空間之提

供，因不同出版社圖書而給予特別顯眼之位置，進而產生差別

待遇；以及負責管理、強制執行與處罰條款等。 

第二節 理性與民粹聲浪中的政治爭議 

以色列出版界在面對 Book Law 這項制度施行初期，根據 2014
年 2 月以色列主要報社之一 Haaretz 報導指出，部分出版社已技巧

地規避法令正式生效前，搶先利用此空窗期，相繼爭搶出書；主要

兩大連鎖書商體系 Steimatzky 和 Tzomet Sfarim 都預期未來銷售數

據將下滑，市場上風聲鶴唳，兩者幾乎一致認定局勢如此。5 然而，

實施 Book Law 後的 2015 年 1 月一篇 Haaretz 的報導則顯示：傳聞

中前述銷售衰退現象並未真正出現，出版社針對當季「主力行銷之

新書」(即所謂的 Frontlist)，以調漲定價方式彌補未來此類主打書籍

銷售量可能的快速跌幅，如此一來，連鎖書店通路也開始不滿意此

調價行為，反而要求出版社給予其零售通路更大的折扣數，這種亂

象是 Book Law 制度無法明確防範與制止的事項。6 一般而言，出

版社通常將當年度預先出版的新書分成兩類，主要分為主打書/衝榜

書（Frontlist）和相對於次級的一般新書（Midlist），用來區別產品

級別、看好度及預售能量高低。前述提到的出版活動，實體通路數

量的減少可能導致無法有效確實發行，也就造成出版社以商業考量

進行新書宣傳資源的分配。由於次級的一般新書除了行銷資源分配

較差外，被合作夥伴採購的接受度亦不高（書商不看好其產品的銷

售機會），使得產品市場能見度不高。至於大部分的當季主打新書

一向都是出版社行銷政策上的兵家必爭之地，相對而言，出版社常

另有盤算，較會傾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進行宣傳和行銷。7 

5 Adi Dovrat-Meseritz, “Israel's New Book Law Bans Discounts (Except It Doesn't),” 
Haaretz, February 7, 2014, quoted in Liam O’Brien, “Israel’s Book-pricing Law, One Year Out,” 
MobyLives, February 5, 2015, assessed July 3, 2016, 
http://www.mhpbooks.com/israels-book-pricing-law-one-year-out/.  
6 Ibid.  
7 從其他角度而言，一般書市也涵蓋了三類書種，在於表達出版社新舊出版品之意義。同一季所

發行支書即可分成 Frontlist 即被歸入主力行銷對象的新書，以及 Midlist 即針對同為新書種，但相

對而言，較有藝術和學術價值，卻不為商業行銷主軸之嚴肅議題書籍稱之。通常由於出版社常對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21 

                                                      

http://www.mhpbooks.com/israels-book-pricing-law-one-year-out/


第陸章 中東地區：以色列 Book Law 興衰與爭議 

但是在過分顧慮這些書種的銷售狀況下，以提高出版定價方式

操作，不僅打亂了原有暢銷主打書應有的低價策略；此外，反遭零

售端求取更大通路折扣，更是始料未及之事。 

在同年 2 月 Haaretz 論壇版文章中一篇名為「摧毀希伯來文學

的那一群人」(The folks who destroyed Hebrew literature)投書就指出

若干現象，引起了許多出版人的迴響：8 

1. Book Law 已經迫使出版者大幅削減新書主打書種，即使是知

名作家當面臨書市銷售數據突然下滑，他們難以相信自己的著

作竟然賣得如此少量，導致版稅銳減； 

2. 圖書館採購則因書價被刻意調高，也影響了採購數量。 

3. 讀者更無法掌握哪些新圖書屆滿 18 個月期限後，將採取的折

扣狀況。 

4. 在讀者不願付較高書價情形下，出版社不願替未具知名度的新

作家出版作品，而希望作家代之以自費出版。 

5. 其他：因價格折扣限制，新出版的兒童青少年圖書難敵舊有的

作品。新書銷售緩滯，連帶影響出版社及其相關職員與所有著

作權益人的收入；書店為求利潤，必須擴增其他非圖書商品的

銷售；只有富人買得起新書，較低經濟收入的民眾與學生無力

購買。 

一、書市現狀與事實的分歧 

平實而論，上述論壇投書所擔憂之現象，不論是否邏輯過於簡

化或武斷，但是畢竟仍有一些事實依據，以及難以釐清的現象存在，

因此也就加深了反對 Book Law 制度意見者的更多疑慮。以色列現

任文化暨運動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Sport)部長 Miri Regev 向來

強烈反對圖書市場的干預政策，原本若國會對於 Book Law 無任何

延長期限之決議出現時，則其落日條款訂於 2017 年 2 月 5 日期滿，

Frontlist 較為照顧與重視，因此，隨著出版社將精力越來越集中在 Frontlist 圖書身上，Midlist 圖

書及其作家正面臨著困境。另一類圖書則概稱 Backlist 係指非當季書籍，其中當然包含了長銷書。

資料參考自王興棟，「畅销书战略：出版社的最佳选择吗？」傳媒學術網，2003 年 1 月 17 日，

檢索於 2016 年 6 月 17 日，http://chinamediaresearch.cn/article.php?id=1082. 
8 Nehemia Shtrasler, “The Folks Who Destroyed Hebrew Literature,” Haaretz, Feb 04, 2015, accessed 
July 9, 2016, http://www.scoopnest.com/user/haaretzcom/56282441374239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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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三年試行期。但她於 2015 年 5 月一上任即積極研議廢除 Book 
Law，在 2016 年 3 月對新國會的聽證會上亦認定過去一年來（即意

味實施 Book Law 以來）主要造成了整體書市衰退 20%、童書市場

下滑近 30%、Book Law 所規範 18 個月內銷售限制下的新書則衰跌

達 60%；此外，尚有原本文化多元（出版品種類增多）的預期現象

並未出現，反倒是出版社出書更趨保守使得新銳作家難以出頭，以

及大連鎖書商市場銷售占比未明顯降低，其市場寡佔情形並無改善；

更有甚者，部分零售通路反其道而行，反而向出版社要求更大折扣

等不合預期與邏輯之亂象，則通通歸咎于 Book Law 短短一年來的

施行結果。9 上述種種缺失，新任上台的 Regev 即便不一定全部否

定該制度，但對於「變革」Book Law 態度更趨明確之際，也就相

對湧現了反對廢除 Book Law 的聲浪，他們表態認為該制度至少已

保障了作家合乎體面尊嚴的版稅比例，也確實有助於獨立書店生存，

防止了兩強壟斷惡化局面。10 

一般咸信未來若無 Book Law，圖書消費者或許可以再期待低

價折扣圖書的來臨，但是小型出版社與書店將會處於財務緊張不安

中。曾參與 Book Law 訂定研議程序的國家經濟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前主席 Eugene Kandel，對於即將遭到廢止的

Book Law 後續發展提出警訊，他認為廢除後可預見的未來，小型

出版社毫無選擇性地關閉或被合併之情事，仍將一再地重演，而在

不出幾年的時間內，以色列將只出現二到三家大型出版社、兩家大

連鎖書商，這就是以色列多樣的文學市場將面臨的挑戰與困境。11  

而根據 Eugene Kandel 的看法，以色列書市的重大失序並非可

歸責于 Book Law，反倒是原本市場上的大型連鎖書商(Tzomet 
Sfarim)長期被某些特定的主要出版商(Kinneret Zmora-Bitan 和

Modan)把持之結果，這類壟斷讓大部分的其他出版社對連鎖書商的

9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srael Scraps Fixed Book Price Amid Political Chicanery,” 
June 3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policy-issues/fixed-book-price/knowledge-bank-fixed-book-pric
e/411-israel-scraps-fixed-book-price-amid-political-chicanery. 
10 Lahav Harkov, “Regev Forms Committee to reexamine Books and Authors Law,”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4, 2015,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Regev-forms-committee-to-reexamine-Bo
oks-and-Authors-Law-405080 
11 Nurit Canetti, “When Books Become Issue of Israeli Populism,” Al-Monitor, June 2,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06/israel-books-bill-cheap-prices-populism-miri-regev
-wri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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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折扣壓至最低價，毫無利潤可言。然而，這類出版業界運作之

內情，不僅民眾無法獲悉和瞭解，也被 Regev 刻意忽略。12  

就事實而論，舉凡政策制度推動的時機點通常都會是事件成功

與否的關鍵因素之ㄧ，因此，有觀察家認為 Book Law 的推動適逢

以色列社會抗議生活費過高的聲浪中展開，這種政策與社會氛圍步

調不一的情境，無疑同為阻力。由於 Book Law，一如一般的 FBP
制度，它某種程度剝奪了書店最終定價折扣銷售的權利，即使約定

了出版商與書商之間年度批售折扣幅度協議，以及在零售價提高

(不打折)與銷量需求衝擊的雙重原因之中，若以色列依舊在連鎖書

商兩強環伺底下，最終是否有辦法達成理想合宜的通路協議？對於

此事，仍有人無法樂觀以待。13 

二、民粹與理念交錯下的爭議 

從政黨立場而論，Book Law 為左翼政黨 Meretz（梅瑞茲黨）

國會議員 Nitzan Horowitz 所提案，而由隸屬右翼執政黨 Linkud(聯
合黨)時任文化體育部長的 Limor Livant 推動。甫於 2015 年 5 月新

任的文化部長 Miri Regev 所屬的 Linkud 係國會右翼保守政黨；但

是由於 Regev 深信 Book Law 造成複雜且難以預料的結果，也使得

所持否定制度的態度，在其上任後更加轉趨堅定。2016 年 5 月 30
日以色列國會終於在 Linkud 同黨國會議員 Yoav Kisch 的提案下通

過廢除 Book Law 議案，施行未滿期限的 Book Law 確定於 2016 年

9 月 1 日提前落幕。14 此舉也引起了政治評論家指 Regev 立場乃是

「基於意識形態，而非本於事實」。15 

左翼報紙 Haaretz 社論更直言先前 Regev 為此案存廢與否，於

2015 年所指示成立的書市監督調查委員會，在 2016 年 3 月會中得

致的調查結果並非全然否決 Book Law 的成效，因為： 

委員會中絕大多數成員(6:1)仍支持繼續運作此法令，甚至認為應該

擴增適當法條來因應改善現行困境，然而 Regev 卻有意忽略建議，一意

12 Ibid. 
13 Herzog Fox & Neeman, “Israel’s New Authors Act,” Lexology, January 28, 2014,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0148cfe-eae1-455b-96fd-93698702da3e. 
14 David Rosenberg, “’Book Law’ Banning Discounts on Book sales Repealed,” Arutz Sheva, May 31, 
2016,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213037.  
15 Liam O’Brien, “Israeli Government Repeals Controversial ‘Book Law’, ” June 2, 2016, accessed 
July 3, 2016, http://www.mhpbooks.com/israeli-government-repeals-controversial-book-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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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行。而委員會所呈現的數據也顯示自制度施行以來，書市與圖書消費

皆已回彈，小型書店與其他購書管道亦有所強化，並且小出版社同樣有

感於 Book Law 帶來的正面效應，即使連出版社與一些獨佔的連鎖書店

也漸取得了更合理的平衡關係。16  

該Haaretz社論最後表示難以理解為何Regev拒絕再等9個月，

好讓 Book Law 如期試行結束，竟刻意忽略委員會先前結論，令人

不得不懷疑這莫非是文化部長另類「民粹主義者的決定」（yet 
another populist decision），因為「她不求改善書市的前景，而只圖

個人的選舉前途。」17 另一篇由以色列著名的新聞主持人暨時事觀

察家 Nurit Canetti 的報導同樣指出廢除之舉，無疑顯示出 Regev 在

立法之初對於地方出版產業情勢的思慮不周延，Regev 此舉宛如掀

起另一場「雅趣知識份子與普羅大眾之間的文化對峙」。18  

當初提案制定 Book Law 的 Meretz（梅瑞茲黨）黨魁 Tamar 
Zandberg 則呼應了 Haaretz 的社論，猛烈抨擊以色列文化部廢除此

制的不當，因為： 

文化部長 Regev 雖召開委員會，卻因結論不符其立場，故設法隱瞞

會議結論，幾經劇烈抗爭才得以獲悉被掩瞞的報告內容，而我們始瞭解

到為何她想掩瞞內容：因為根據所顯示數據資料，該法令[Book Law]實

施之後，圖書銷售明顯激增，看來已經穩定了書市，並且過去瀕臨破產

的大型連鎖書商已活甦，小書店也更加穩固。19 

顯然在此委員會 2016 年的報告中，曾述明 Book Law 不但奏效

達成預期，在實施此制度的期間，圖書營業額不但仍達到 2013 年

實施制度前的水平，更高於 2014 年營業額，該委員會調查報告內

容以及隨後的國會聽證會，恐遭 Regev 作假且誤導了國會。20  

16 Editorial, “Israeli Government's Puzzling Rush to Cancel Law Aiding Israel's Literary Industry,” 
Haaretz, May 27, 2016, accessed July 3, 2016,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1.721791. 
17 Ibid. 
18 原文“cultural confrontation that seems to be taking place between highbrow intellectual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見 Nurit Canetti, “When Books Become Issue of Israeli Populism,” Al-Monitor, June 2, 
20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06/israel-books-bill-cheap-prices-populism-miri-regev
-writers.html.  
19 David Rosenberg, “’Book Law’ Banning Discounts on Book sales Repealed,” Arutz Sheva, May 31, 
2016,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213037. 
20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srael Scraps Fixed Book Price Amid Political Chicanery,” 
June 3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policy-issues/fixed-book-price/knowledge-bank-fixed-book-pric
e/411-israel-scraps-fixed-book-price-amid-political-chica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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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質疑聲浪似乎不僅來自政治舞台，以色列出版者協會理事

長 Racheli Edelman 也相繼指控該委員會主席同為 Regev 辦公室主

任，立場可議；而且制度並無必要提早落幕，若果真廢除，則僅只

多替 Regev 的「政治議程」(political agenda)服務罷了。這些指控已

隨著後續報導的出爐愈演愈烈，國際出版者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對於以色列文化部長企圖撤銷 Book Law 的

舉措，則以「落在政治詐欺中的 FBP」形容了這次的事件。21 

姑且不論 Regev 的真正動機如何，一些媒體在評述此廢除之議

時，也質疑儘管調查委員會不完全贊同廢除 Book Law，但為何

Regev 如此執意急於廢除同屬相同執政黨的前任文化部長 Limor 
Livnat 所制定實施的法令？改弦易轍的政策背後是否還有不為人知

的考量？而Regev過去向來的強勢作風也連帶引起不少批評。至此，

Book Law 廢除與否之理性辯論似乎陷入了羅生門的情境。 

第三節 結論與建議：配套措施的慎選 

觀察外國 FBP 的實施，是個有趣卻不易掌握的題材。不同國家

FBP 制度興衰或人事臧否，都各有其特殊且細微的情境，非箇中人

往往難以論斷，這是研究的侷限。以色列 Book Law 案例相當新穎

與鮮活，它反映了圖書零售價格制度下，理論與現實、理念與民粹

之間的角力。然而，正如以色列的 Book Law 所涵蓋範圍不僅止於

FBP 精神而已，因此，其所造成的影響與批評並不能完全套用於一

般 FBP 合宜性之探討範疇。我們從以色列案例中體會到左右翼政治

立場可能是 FBP 不可否認的一種政策形成模式，而當面臨不同國家

及不同的圖書出版與閱讀文化時，我們怎麼能夠輕率據以論斷國外

FBP 對於自己國家書市的絕對是與非? 以色列的 Book Law 存在著

許多政治爭議，就目前發展情形而言，該法令應該會就此告終，但

是後續是否仍再回復制度敗部復活？在未見到任何以色列對改善

僵局，所可能提出因應的新配套措施之前，此事實屬難以預料。 

由於 Book Law 涵蓋層面較一般 FBP 寬廣，它不僅只規範了圖

書零售價格、要求協議通路批售價格約定，更將作家版稅保障約定

擴增至新書限制期間外的額外年限，這種涉及書市銷售秩序以及作

2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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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版稅權益兩項議題至於同一法規之中，也就更容易引起不同權益

人的意見衝突，在錯綜複雜的聯動因素與利害關係下，不僅難清楚

釐清究竟哪一環節較有疑義，也無疑地使得 Book Law 必須概括承

受所有的負面評價。 

任何國家若欲實施 FBP 都必須有完善的配套、督導措施與適應

(觀察試行)期。那些配套及督導措施是為了強化目標性的作為，亦

是為了遂行政策而輔以設置；而適應期是為了合理掌握變化與真正

需求而設。所謂的「配套措施」可從廣義與狹義解。所謂廣義的配

套措施指的是：該制度本身以外的其他相關措施或鄰接制度，例如：

圖書銷售減免VAT、購書抵稅，乃至圖書消費券等等振興出版方案；

狹義之配套措施則為該制度內所規範限制的對象及情境之條件，例

如：新書種類與版本、銷售保護期限、限制折扣數、例外條件，甚

至如同以色列置作家版稅保障於 Book Law 等等內容細項之配搭。

若從以色列實施 Book Law 的案例中汲取經驗，則未來實施 FBP 之

「配套措施」除必要之核心功能規範外，在施行之初，宜謹慎思考

適用對象與應用層面，逐步適時酌予調增；或許也應盡可能利用廣

義的配套措施，也就是另立各項獨立法規來妥善處理各自因應事項，

避免無謂的干擾變項交纏，導致無法歸因咎責。 

最後，對於 Book Law 所訂定之「試行期限」，由於部分民眾不

免對於限定圖書零售價格制度有所疑慮，若能在立法之初，強調設

定試行期間之必要，即彰明其目的除了有助於取得書市實施 FBP
前所未有的事實證據、具體反映此新制度影響效益，以及妥為損害

控管之用途外，亦將有助於舒緩業界和民眾的抗拒心理。是故從精

神與目的而言，「試行期限」仍不失其價值與策略性，因為在試行

期結束時，政府、業界與社會大眾便可深究該制度實際所遭遇之問

題困境，提出改善方案或確認終止施行，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將會更

良善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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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調查與發現 

第一部分各章節深入探討法國、瑞士、英國、德國、西班牙、阿

根廷、墨西哥、美國、加拿大、中國、日本、韓國與以色列等若干國

家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現況，具體掌握國外 FBP 實施景況與未來

發展，有效評估之精神即在知己知彼之謀略應用上，經由剖析國外

FBP 之實例可瞭解 FBP 制度推動的困難，正反意見彼此消長，難以

定奪。 

為了有效評估未來「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在國內之政策推行與相

關產業影響，以及因應相關法規內涵、適用範圍並掌握 FBP 制度利

害關係人（含圖書消費者、圖書出版業者）之態度行為等，因此在問

卷設計時，綜合研究目的，廣泛蒐整與分析外國推行此制度之相關文

獻，做為問卷設計之參考。 

本調查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圖書消費者的圖書消費經驗、在「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所規範條件下圖書購買的行為及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

整體看法，瞭解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圖書消費者之影響，並進

一步將消費者調查數據做為本研究「經濟推估模型」與影響評估之參

酌；同時，藉由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觀察與掌握國內出版業者、圖書

中盤商、圖書零售商(含網路書店與二手書店)等，圖書出版界業者對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態度與建議，及在各種有限條件(法規設定

與罰則)底下之認知與態度，期調查結果實際反映 FBP 制度之圖書消

費者、圖書出版業者等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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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消費者問卷調查 

一、 調查對象 

臺閩地區兩年內曾購買圖書之 16 歲以上民眾。 

二、 調查時間 

為使受訪對象能涵蓋各類型人口，本次調查於平常日（週一至

週五）與例假日（週六、週日）的下午 6 點至下午 9 點 30 分進行

電話訪問。 

三、 調查方式 

本次調查研究透過研究小組合作機構（台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進行電話訪問。由曾參與台灣趨勢研究大型

電話訪問調查表現優秀且具有多次電話訪問經驗之績優訪員，輔以

詳實的訪員訓練，並於規定時段統一進行訪問，同時為了有效控制

訪員及確保樣本之品質，調查過程中設有督導員及配有監聽監看系

統，務期確保調查訪問品質。 

此外，於規定時段內統一進行人員電話訪問，同時為了有效控

制訪問品質；調查過程中，透過訪員手冊、訪員日報表、督導員之

配置，並輔以問卷審核的過程，控制訪員電訪調查之進度與品質；

作業過程中，督導員亦將主動協助訪員解決在訪問過程中可能遭遇

的困難。若不符合標準，則立即更換訪員，嚴格控制調查品質。 

訪問完成後，由研究團隊成員親自檢核資料內容，審核前後相

關題目，是否彼此矛盾或有悖常理之情形。如發現資料出現遺漏現

象或任何邏輯上之矛盾，便立即進行補卷工作，以確認所有資料之

完整性、合理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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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抽樣設計 

本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15 年 12 月底之人口統計資料，依臺灣北部、

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地區（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16 歲以

上人口比例進行四個地區之抽樣，由於全國 16 歲以上人口並非等

同於購書的消費者族群，故透過問卷篩選題項進一步確認消費者兩

年內是否購書，以做為抽取分析樣本之用。 

表 7-1 樣本地區分配 

地區 母體數 占比 樣本數 占比 

北部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
蘭縣、桃園市、新竹縣、新竹
市) 

8,961,975 44.8% 1,274 44.8% 

中部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 

4,908,913 24.5% 698 24.5% 

南部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 

5,432,303 27.2% 776 27.3% 

東部及離島 
(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
門縣、連江縣) 

695,119 3.5% 97 3.4% 

總計 19,998,310 100.0% 2,845 100.0% 

本次消費者調查共計回收 2,845 份問卷，在 95%信賴水準下，

抽樣誤差不超過 1.84%，茲將抽樣誤差計算之方式詳述如下： 

%84.1     
19,998,310

2,845- 19,998,310
2,845

5.05.096.1     

11

=

×
×

=

−
−

×
×

= − N
nN

n
qpZSE α

 

 SE：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 

 Z：在 95%信賴水準之下，α=0.05，Z 值為 1.96。 

 p×q：p 為獲得成功樣本機率，q 為失敗機率，p=1-q。 

而 p×q 之最大值為
4
1

2
1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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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流程 

本次消費者問卷調查流程詳如下圖所示： 

 
圖 7-1 消費者問卷調查流程  

問卷設計

問卷審查與修訂

前測

訪員訓練

電話訪問

問卷檢核與複查

統計分析

督導 監聽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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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接觸記錄 

本次調查總共撥出 28,639 通電話，成功完成訪問 2,845 份，參

酌美國民意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AAPOR）之定義 1，本次調查之訪問成功率為 37.2%2，

詳細的消費者調查接觸紀錄如下表所示。 

表 7-2 消費者調查接觸紀錄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成功（I） 成功完成訪問 2,845 37.2% 

僅完成部分訪問（P） 合格受訪者中途拒訪 138 1.8% 

拒訪（R） 
接電話者拒訪 4,530 

59.5% 
合格受訪者拒訪 20 

其他（O） 
語言不通/健康因素無法接受訪問/
家中有重大事故不便接受訪問 

118 1.5% 

未接觸（NC） 住宅答錄機 41 - 

無法確認是否為家戶（UH） 

忙線 523 - 

無人接聽 7,123 - 

電話故障/暫停使用 1,011 - 

無法接觸（NE） 

非合格受訪者 1,163 - 

傳真機 1,085 - 

空號 10,042 - 

撥打總數 28,639 - 

七、 問卷內容 

本次消費者問卷調查為瞭解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消費

者之影響，主要面向分為：「圖書消費經驗」、「圖書定價銷售制

的購買行為：九五折」、「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整體看法」及「基

本資料」，問卷之架構如下表所示，問卷係經文化部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審查並修訂，詳細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一  消費者調查問卷百

分比」。 

1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tandard Definitions: Final Disposition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9th ed., AAPOR, July 1,2016. 
https://www.aapor.org/AAPOR_Main/media/publications/Standard-Definitions20169theditionfinal.pdf 
2訪問成功率：成功筆數/接觸成功數=I/(I+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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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消費者調查問卷大綱 

面向 題項 

圖書消費經驗 

 近兩年內的購書經驗 

 較常購買圖書的管道 

 選擇購買圖書的書店（含網路書店）時，以該店提供的折扣

優惠為最優先考慮之情形 

 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沒有比其他書店低，會在喜歡的書店購買

圖書之情形 

 不同圖書種類，平均一年的消費金額 

 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近年來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購書的金額

也越來越大之情況 

圖書定價銷售制的

購買行為：九五折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一般圖書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兒童讀物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漫畫書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工具書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每年購

買其他種類總金額的改變情況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

的整體看法 

 考量購買圖書時，「一年內的新書」對您而言之重要度 

 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來銷售之時限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政策之支持度 

 就您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來說，如果推出圖書定價銷售制，

購買此類新書時的應對方式 

 電子書（含行動閱讀、PC 模式、可移動播放模式裝置等），

應受圖書定價銷售規範之情況 

 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之其他想法或建議 

基本資料  年齡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35 



第柒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面向 題項 
 性別 

 居住地區 

 教育程度 

 職業 

 每月個人最高可支配的生活經費 

第二節 出版業者問卷調查 

一、 調查對象 

以文化部提供之圖書出版產業業者名單為調查範圍，包括：出

版業者、經銷商及書店。 

二、 調查時間 

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進行 Email、傳真或電話

訪問、催卷、補卷等工作，為避免影響業者之日常工作，故上午 9
點以前及下午 6 點之後，停止所有訪問與聯繫工作。 

三、 調查方式 

本次調查研究透過研究小組合作機構(台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

公司)進行電話訪談。業者問卷調查採取自填問卷方式進行，使受

訪者有充分的時間思考，以挖掘出受訪者經深思熟慮後的見解。將

依委託單位所提供之業者名單進行普查，並透過 mail、傳真等多元

化之管道寄送問卷，由業者填妥後繳回問卷。並在調查過程中，輔

以電話催收問卷之方式，以電話聯絡並詢問業者受訪的意願，除非

業者明確拒絕受訪，否則將再次發送問卷請業者填答；同時，針對

在電話催收問卷中曾答應受訪之業者，將持續以電話提醒業者需儘

速回卷，以提升業者問卷調查的回卷率。 

為了確保回卷內容之完整性，研究團隊針對回收之問卷進行資

料檢核，逐步稽核每一份問卷及每一個題目，以檢視是否出現邏輯

有誤或填答不明確之情形；若有填答內容不完全、不清楚者，或對

問卷之內容有疑義、有所矛盾者，即再透過合作機構(台灣趨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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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具大型電訪經驗之績優訪員進行電訪追蹤補問，同時為了有效

控制訪員及確保樣本之品質，在電訪補問的過程中設有督導員及配

有監聽監看系統，務期使回卷之有效度及可靠度均達最高。 

四、 普查 

本次調查採用普查之方式進行，依文化部提供之出版業者、經

銷商及書店相關業者名單進行全面調查。 

五、 調查流程 
本次業者問卷調查流程詳如圖 7-1 所示： 

 
圖 7-2 業者問卷調查流程  

母體名單彙整

問卷設計

問卷審查與修訂

訪員訓練

電話聯繫

調查訪問

檢核與複查

統計分析

電話催卷 

電話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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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接觸記錄 

本次調查總共撥出 2,382 通電話，完成 928 份有效問卷，訪問

成功率為 56.1%。詳細的接觸記錄如表 7-1 所示。 

表 7-4 接觸紀錄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成功（I） 成功完成訪問 928 56.1%3 

拒訪（R） 
接電話者拒訪 155 

43.9% 合格受訪者拒訪 548 
合格受訪者中途拒訪 22 

接觸成功數（O） 1,653 100.0% 

其他因素 

受訪者當時不在／外出／出差 134 - 
非合格受訪者 387 - 
無人接聽／忙線中 100 - 
樣本電話錯誤（空號／缺號／傳真） 108 - 

總計家數 2,382 - 

七、 問卷內容 

本次業者問卷調查為瞭解圖書出版相關業者對「圖書定價銷售

制度」之看法，主要面向分為：「對圖書定價銷售的態度與建議」、

「出版社題項」、「經銷商題項」、「書店題項」及「基本資料」，

問卷之架構如下表所示，問卷係經文化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並

修訂，詳細問卷內容參見「附錄一  業者調查問卷」。 

表 7-5 業者調查問卷架構 

面向 題項 

對圖書定價銷售

的態度與建議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熟悉程度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國內圖書市場健全發展之改善做法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的支持情況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不支持的原因 

 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之適當性 

3訪問成功率：成功筆數/接觸成功數=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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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題項 

 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之適當性 

 各項目受限制情況 

 電子書 

 二手書 

 瑕疵書 

 預購書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 

 結束營業的拍賣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 

 地區性的書展 

 政府採購 

 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 

 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 

 網路通路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 

 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對規範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

之看法 

 圖書出版產業業者認為圖書銷售附贈贈品價格之受限制情

況 

 圖書出版產業業者認為圖書銷售免運費之限制情形 

 圖書出版產業業者認為適當的配合查核單位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

易價格受限制(或規範)折扣之需要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代理經銷商(含出版社)與書店業者

間的交易價格受限制(或規範)折扣之需要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其他想法或建議 

出版社題項 

 出版業者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出版業者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出版業者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出版業者營運業績的影響 

 因應現階段市場上折扣競爭的損失，採取的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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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題項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整體而言出版業者圖書定價的改

變情況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業者認為對出版業者營運業

績之改變情況 

 出版業者出版最主要的圖書類型 

 出版業者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 

經銷商題項 

 經銷商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經銷商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經銷商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的

改變情況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對經銷商營運業績之

改變情況 

書店題項 

 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之改

變情況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認為對書店的營運業績之改

變情況 

 書店銷售最主要的圖書類型 

基本資料 

 公司經營型態 

 正職員工人數 

 公司所在地區 

 公司名稱 

 受訪者姓名 

 受訪者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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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出版業者深度訪談 

一、 訪談對象 

本次調查共計訪談 6 位國內圖書產業業者，包含出版業者、經

銷商與行銷通路。每次深度訪談進行時間約為 1 小時，茲將深度訪

談詳細之資料整理於下表： 

表 7-6 業者訪談名單 

編號 受訪者 經營類型 所屬單位 訪談時間 

A-1 蘇清足 執行長/理事長 出版社 
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高雄市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2016/1/13(三) 
17:00 

A-2 陳慶文 總監 出版社 時報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4(四) 

14:00 

A-3 宋政坤 總經理/秘書長 出版社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 

2016/1/21(四) 
15:00 

B-1 黃榮華 總監/秘書長 經銷商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子書協會 

2016/1/12(二) 
14:00 

C-1 陳隆昊 社長/理事長 書店 
唐山書店/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 

2016/1/18(二) 
17:00 

C-2 楊秋福 副總經理 書店 金石堂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2(五) 

10:30 

二、 訪談大綱 

為深入了解圖書出版產業業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內容的

建議、對制度的態度與作法，茲將訪談大綱內容整理如下： 

表 7-7 業者訪談大綱 

面向 大綱 

對草案內容的建議 

 請問您對折扣的時限，有沒有其他看法? 

 請問您對最低的折扣範圍，有沒有其他看法? 

 請問您對政府機關、學校，應依圖書定價辦理採購，

有沒有其他想法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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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大綱 
 請問您認為書展、大宗採購、網路通路、台灣出版業

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等，適不適用圖書定價制

度的規定?原因為何? 

 請問您覺得有沒有哪些項目應屬例外情形?或哪些項

目不應列入例外情形?原因為何? 

 除了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外，請問您認為有沒有哪些

單位也是合適的查核單位? 

 針對圖書定價制度的罰則與處理方式，請問您有沒有

其他建議?罰鍰大約多少?應不應該連續處罰? 

 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下政府機關管制可能會有疏漏，

請問您覺得應不應該賦予公協會檢舉權或訴訟權? 

對制度的態度與作法 

 請問您支不支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支持或不支

持的原因?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請問貴公司將會如何因

應?可能的策略或作法有哪些? 

第四節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之統

計分析，該軟體並非僅操作介面最佳化，也融入許多民意調查、市

場調查實務之分析功能。 

一、 樣本代表性檢定 

為了解回收之樣本分配是否符合母體分配，以確保推論之有效

性，故以卡方適合度考驗將樣本與母體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以了

解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是否具有顯著之差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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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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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實際樣本數 
ei：期望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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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數分配 

各題項之頻次分析（Frequency Analysis），是由總體樣本對問

卷各題項之意見分布進行整體分析，藉由頻次及百分比所呈現的數

據，可了解受訪者對問卷各議題的看法與相關意見之整體輪廓。 

三、 交叉分析 

將題項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及卡方（Chi-Square）檢定。

選出重要的區隔變數，對各項具有分析意義的變數進行交叉分析，

其利用百分比或絕對數值所呈現的資料，可清楚觀察區隔變數與各

變項間的差異，並用以檢視不同類型的受訪者，對於各個議題的看

法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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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j：實際樣本數 

eij：期望樣本數 

四、 小數點進位 

在數據呈現方面，以四捨五入之原則，將百分比取至小數點第

一位，部分題項百分比加總或有超過或未達 100%之現象，乃因四

捨五入進位所致，為合理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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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消費者問卷調查 

第一節 樣本代表性檢定 

為檢視調查所完成樣本之代表性，利用內政部統計處 2015 年

12 月底之人口統計資料，在資料收集完後，檢查樣本的「性別」、

「年齡」及「居住地區」比例是否與母體分配一致。檢定結果詳如

表 8-1 的「加權前」欄位所示；檢定結果顯示性別及年齡為顯著，

因此將針對每個樣本進行分層加權。 

為使樣本結構具有代表性並符合母體結構，隨即針對「性別」

（二分類）、「年齡」（六分類）及「居住地區」（四分類），三

個變項共四十八個「年齡*性別*居住地區」的交叉分層進行分層加

權，加權權值如下，檢定結果詳如表 8-1 的「加權後」欄位所示，

結果皆為不顯著，加權後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一致。 

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𝑁𝑁𝑖𝑖𝑗𝑗𝑖𝑖
𝑁𝑁

∗ 𝑛𝑛
𝑛𝑛𝑖𝑖𝑗𝑗𝑖𝑖

  

N：母體人數 
n：樣本人數 
Nijk：各層母體人數。i 為性別分層，i=1,2；j 為年齡分層，j=1,2,3,4,5,6；

k 為地區分層，k=1,2,3,4 

nijk：各層樣本人數。i 為性別分層，i=1,2；j 為年齡分層，j=1,2,3,4,5,6；
k 為地區分層，k=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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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加權前後樣本代表性檢定 

 

加權前 加權後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性
別 

男性 1,185 41.7% 49.5% 
69.451 p<0.05 

1,407 49.5% 49.5% 
0.000 p>0.05 

女性 1,660 58.3% 50.5% 1,438 50.5% 50.5% 

年
齡 

16-19 歲 135 4.7% 6.0% 

563.223 p<0.05 

170 6.0% 6.0% 

0.000 p>0.05 

20-29 歲 221 7.8% 16.0% 454 16.0% 16.0% 

30-39 歲 342 12.0% 19.6% 559 19.6% 19.6% 

40-49 歲 458 16.1% 18.1% 515 18.1% 18.1% 

50-59 歲 595 20.9% 18.0% 513 18.0% 18.0% 

60 歲(含)以上 1,094 38.5% 22.3% 634 22.3% 22.3% 

居
住
地
區 

北部 1,274 44.8% 44.8% 

0.050 p>0.05 

1,275 44.8% 44.8% 

0.000 p>0.05 
中部 698 24.5% 24.5% 698 24.5% 24.5% 

南部 776 27.3% 27.2% 773 27.2% 27.2% 

東部及離島 97 3.4% 3.5% 99 3.5% 3.5%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男 16-19 歲北部 32 1.1% 1.4% 

1,149.488 p<0.05 

39 1.4% 1.4% 

0.000 p>0.05 

男 20-29 歲北部 48 1.7% 3.6% 103 3.6% 3.6% 

男 30-39 歲北部 62 2.2% 4.4% 126 4.4% 4.4% 

男 40-49 歲北部 87 3.1% 4.0% 114 4.0% 4.0% 

男 50-59 歲北部 119 4.2% 3.9% 111 3.9% 3.9% 

男 60歲(含)以上

北部 
193 6.8% 4.5% 129 4.5% 4.5% 

女 16-19 歲北部 22 0.8% 1.3% 36 1.3% 1.3% 

女 20-29 歲北部 51 1.8% 3.4% 97 3.4% 3.4% 

女 30-39 歲北部 90 3.2% 4.6% 131 4.6% 4.6% 

女 40-49 歲北部 133 4.7% 4.3% 122 4.3% 4.3% 

女 50-59 歲北部 154 5.4% 4.2% 121 4.2% 4.2% 

女 60歲(含)以上

北部 
283 9.9% 5.2% 147 5.2% 5.2% 

男 16-19 歲中部 14 0.5% 0.8% 23 0.8% 0.8% 

男 20-29 歲中部 27 0.9% 2.1% 61 2.1% 2.1% 

男 30-39 歲中部 36 1.3% 2.4% 69 2.4% 2.4% 

男 40-49 歲中部 48 1.7% 2.2% 62 2.2% 2.2% 

男 50-59 歲中部 49 1.7% 2.2% 62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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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前 加權後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男 60歲(含)以上

中部 
95 3.3% 2.6% 73 2.6% 2.6% 

女 16-19 歲中部 19 0.7% 0.7% 21 0.7% 0.7% 

女 20-29 歲中部 31 1.1% 2.0% 56 2.0% 2.0% 

女 30-39 歲中部 54 1.9% 2.4% 68 2.4% 2.4% 

女 40-49 歲中部 75 2.6% 2.1% 61 2.1% 2.1% 

女 50-59 歲中部 107 3.8% 2.1% 60 2.1% 2.1% 

女 60歲(含)以上

中部 
143 5.0% 2.8% 81 2.8% 2.8% 

男 16-19 歲南部 20 0.7% 0.8% 23 0.8% 0.8% 

男 20-29 歲南部 28 1.0% 2.2% 63 2.2% 2.2% 

男 30-39 歲南部 36 1.3% 2.6% 74 2.6% 2.6% 

男 40-49 歲南部 46 1.6% 2.4% 69 2.4% 2.4% 

男 50-59 歲南部 63 2.2% 2.5% 71 2.5% 2.5% 

男 60歲(含)以上

南部 
143 5.0% 3.0% 85 3.0% 3.0% 

女 16-19 歲南部 20 0.7% 0.8% 21 0.8% 0.8% 

女 20-29 歲南部 30 1.1% 2.0% 58 2.0% 2.0% 

女 30-39 歲南部 55 1.9% 2.6% 73 2.6% 2.6% 

女 40-49 歲南部 57 2.0% 2.4% 69 2.4% 2.4% 

女 50-59 歲南部 84 3.0% 2.5% 71 2.5% 2.5% 

女 60歲(含)以上

南部 
194 6.8% 3.4% 95 3.4% 3.4% 

男 16-19 歲東部

及離島 
5 0.2% 0.1% 3 0.1% 0.1% 

男 20-29 歲東部

及離島 
4 0.1% 0.3% 9 0.3% 0.3% 

男 30-39 歲東部

及離島 
6 0.2% 0.3% 9 0.3% 0.3% 

男 40-49 歲東部

及離島 
3 0.1% 0.3% 9 0.3% 0.3% 

男 50-59 歲東部

及離島 
5 0.2% 0.3% 10 0.3% 0.3%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47 



第捌章 消費者問卷調查 

 

加權前 加權後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樣本 母體 檢定結果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卡方值 p 值 

男 60歲(含)以上

東部及離島 
16 0.6% 0.4% 11 0.4% 0.4% 

女 16-19 歲東部

及離島 
3 0.1% 0.1% 3 0.1% 0.1% 

女 20-29 歲東部

及離島 
2 0.1% 0.3% 8 0.3% 0.3% 

女 30-39 歲東部

及離島 
3 0.1% 0.3% 9 0.3% 0.3% 

女 40-49 歲東部

及離島 
9 0.3% 0.3% 8 0.3% 0.3% 

女 50-59 歲東部

及離島 
14 0.5% 0.3% 9 0.3% 0.3% 

女 60歲(含)以上

東部及離島 
27 0.9% 0.4% 12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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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書消費者基本資料分析 

一、 兩年內購書經驗 

調查結果顯示，45.1%的受訪者兩年內曾購買圖書，而未購買

圖書者則占 54.9%。 

Q1.請問您兩年內曾購買圖書嗎？ 

 

圖 8-1 兩年內購書經驗 

將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及「居住地

區」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有以下發現： 

1. 在「性別」方面，「女性」消費者，兩年內曾購買圖書的比例為

47.7%，比例明顯高於男性消費者（42.6%）。 

2. 在「年齡」方面，「16-19 歲」的消費者，兩年內曾購買圖書的比

例為 73.2%，比例明顯高於其他消費者。 

3. 在「居住地區」方面，「北部」的消費者，兩年內曾購買圖書的

比例為 48.4%，比例明顯高於其他消費者。  

有

45.1%

沒有

54.9%

n=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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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住地區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圖書消費者之居住地，以「新北市」

的比例最高，占 18.8%，其次依序為「臺中市」（14.3%）、「臺北市」

（12.3%）及「高雄市」（10.4%），其餘縣市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 

 

圖 8-2 圖書消費者居住地區 

  

0.2%
0.4%
0.7%
1.0%
1.1%

1.6%
1.8%
1.8%
1.8%
1.8%
2.2%

2.7%
3.7%
3.7%
3.9%

7.3%
8.5%

10.4%
12.3%

14.3%
18.8%

0% 5% 10% 15% 20%

澎湖縣
金門縣
臺東縣
苗栗縣
花蓮縣
嘉義縣
嘉義市
基隆市
宜蘭縣
南投縣
新竹市
新竹縣
雲林縣
屏東縣
彰化縣
臺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臺北市
臺中市
新北市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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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圖書消費者之年齡以「30-39 歲」的

比例較高，占 26.2%，其次依序為「40-49 歲」（23.0%）、「20-29 歲」

（19.5%）、「50-59 歲」（13.8%）、「16-19 歲」（9.7%）及「60 歲（含）

以上」（7.8%）。 

 

圖 8-3 圖書消費者年齡 

 

表 8-2 總樣本及圖書消費者年齡分布 

 
總樣本數 百分比 

圖書消費者 
樣本數 

百分比 

16-19 歲 170 6.0% 124 9.7% 
20-29 歲 454 16.0% 251 19.5% 
30-39 歲 559 19.6% 336 26.2% 
40-49 歲 515 18.1% 295 23.0% 
50-59 歲 513 18.0% 177 13.8% 
60 歲（含）以上 634 22.3% 100 7.8% 

總計 2,845 100.0% 1,284 100.0% 

  

7.8%

13.8%

23.0%

26.2%

19.5%

9.7%

0% 5% 10% 15% 20% 25% 30%

60歲（含）以上

50-59歲

40-49歲

30-39歲

20-29歲

16-19歲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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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 

本次調查的圖書消費者中，「女性」的比例為 53.4%，「男性」

的比例則為 46.6%。 

 

圖 8-4 性別  

男性

46.6%

女性

53.4%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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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程度 

本次調查圖書消費者的教育程度，以「大學」的比例最高，達

45.1%，其次依序為「高中（職）」（25.1%）、「專科」（13.5%）、「研

究所（含）以上」（12.8%）、「國（初）中」（2.7%）及「國小（含）

以下」（0.8%）。 

 

圖 8-5 圖書消費者教育程度 

  

12.8%

45.1%

13.5%

25.1%

2.7%

0.8%

0% 10% 20% 30% 40% 50%

研究所（含）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初）中

國小（含）以下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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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業 

本次調查圖書消費者的職業，以「一般白領工作者」（28.7%）

的比例較高，其次依序為「專業白領工作者」（15.2%）及「學生」

（14.8%），其餘職業類別之比例皆低於一成；另有 6.2%為「退休」、

3.8%則為「無業/待業中」。 

 

圖 8-6 圖書消費者職業 

  

3.8%

6.2%

4.9%

7.7%

9.0%

9.7%

14.8%

15.2%

28.7%

0% 10% 20% 30% 40%

無業/待業中

退休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軍公教人員

家務管理

藍領工作者

學生

專業白領工作者

一般白領工作者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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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月最高可支配之生活經費 

本次調查圖書消費者每月最高可支配之生活經費，以「10,000
元以下」（39.0%）的比例較高，其次依序為「10,001~20,000 元」

（29.8%）及「20,001~30,000 元」（15.6%），其餘每月最高可支

配生活經費之比例皆低於一成。 

 

圖 8-7 圖書消費者每月最高可支配之生活經費 

3.0%

0.5%

2.4%

3.8%

5.9%

15.6%

29.8%

39.0%

0% 10% 20% 30% 40% 50%

70,001元以上

60,001~70,000元

50,001~60,000元

40,001~50,000元

30,001~40,000元

20,001~30,000元

10,001~20,000元

10,000元以下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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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書消費經驗 

一、 購買圖書的管道 

調查結果顯示，73.8%之圖書消費者以「實體書店」為購買圖

書的主要管道，其次依序為「網路書店」（55.3%）、「學校或企

業團購」（17.0%）、「書展/特賣會」（14.1%），其餘購書管道

之比例皆低於一成。 

Q2.請問您較常透過什麼管道購買圖書？【複選】 

 

圖 8-8 購買圖書的管道 

  

4.8%

8.1%

9.7%

14.1%

17.0%

55.3%

73.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郵購/直銷

超級市場/量販店

便利商店

書展/特賣會

學校或企業團購

網路書店

實體書店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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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書店折扣優惠為購書最優先考慮之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有 59.7%的圖書消費者表示選擇購買圖書管道

時，「不會」以書店提供之折扣優惠為最優先的考慮因素，而「會」

因書店提供之折扣優惠為最優先考慮因素的比例為 40.3%。 

Q3.請問您選擇購買圖書的書店（含網路書店）時，是否以該店提供的

折扣優惠為最優先考慮？ 

 

圖 8-9 折扣優惠為選擇書店最優先考慮之情形 

  

是

40.3%
否

59.7%

n=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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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2），有以下發現： 

1. 不因「居住地區」、「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 

2. 在「性別」方面，「男性」之圖書消費者，「不會」以折扣優惠為

選擇書店最優先考慮的比例為 65.3%，比例明顯高於「女性」

（54.7%）圖書消費者。 

3. 「年齡」方面，「50-59 歲」、「60 歲（含）以上」之圖書消費者，

「不會」以折扣優惠為選擇書店最優先考慮的比例為 71.5%、

74.8%，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教育程度」方面，「國（初）中」之圖書消費者，「不會」以折

扣優惠為選擇書店最優先考慮的比例為 85.0%，比例明顯高於其

他圖書消費者。 

5. 「職業」方面，「退休」者，不會以折扣優惠為選擇書店最優先

考慮的比例為 76.7%，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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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偏好的書店折扣未較低時的購書決策 

調查結果顯示，40.1%圖書消費者沒有喜歡的書店；而有 35.5%
的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沒有比其他書店低時，仍會在

喜歡的書店購買圖書，而不會購買的比例則為 24.4%。 

Q4.請問您有沒有喜歡的書店？如果您喜歡的書店折扣沒有比其他書

店低，您還會在喜歡的書店購買圖書嗎？ 

 

圖 8-10 偏好的書店折扣未較低時的購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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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3），有以下發現： 

1. 不因「居住地區」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2. 在「性別」方面，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未較低，「女性」圖書消費

者「會」在喜歡書店購書的比例為 37.8%，比例明顯高於「男性」

（32.9%）圖書消費者。 

3. 「年齡」方面，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未較低，「50-59 歲」圖書消費

者「會」在喜歡書店購書的比例為 45.7%，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

書消費者。 

4. 「教育程度」方面，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未較低，「專科」圖書消

費者「會」在喜歡書店購書的比例為 37.8%，比例明顯高於其他

圖書消費者。 

5. 「職業」方面，若喜歡的書店折扣未較低，退休者「會」在喜歡

書店購書的比例為 41.5%，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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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圖書種類，平均一年的消費金額 

調查結果顯示，79.1%的圖書消費者曾購買「一般圖書」，其次

依序為「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41.6%）、「工具書」（30.9%）、

「兒童讀物」（27.9%），而「漫畫書」（9.4%）及「電子書」（0.9%）

之比例低於一成。 

在不同圖書種類消費金額中，以「兒童讀物」的平均一年花費

最高，平均消費金額為 2,521 元，其次依序為「教科書/考試用書(含
參考書)」（2,434 元）及「一般圖書」（2,418 元），其餘圖書種類的

消費金額皆低於 2,000 元。 

Q5.請問下列的圖書種類，您平均一年的消費金額大約多少？【複選】 

 

圖 8-11 不同圖書種類的購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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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消費者問卷調查 

 

圖 8-12 不同圖書種類，平均一年的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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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有 43.2%的圖書消費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

場的折扣持續持平，而有 27.5%認為折扣越來越多、18.0%則認為

折扣越來越少，另有 11.3%表示無意見。 

Q6.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 

 

圖 8-13 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11.3%

18.0%

43.2%

27.5%

0% 10% 20% 30% 40% 50%

無意見

折扣越來越少

持續持平

折扣越來越多

n=1,284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163 



第捌章 消費者問卷調查 

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4），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性別」方面，「男性」的圖書消費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

市場折扣越來越多的比例為 28.0%，比例高於「女性」圖書消費

者。 

3. 「年齡」方面，「16-19 歲」的圖書消費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

市場折扣越來越多的比例為 44.1%，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

者。 

4. 「居住地區」方面，「北部」的圖書消費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

書市場折扣越來越多的比例為 29.1%，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

費者。 

5. 「職業」方面，「學生」圖書消費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

折扣越來越多的比例為 42.7%，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6. 與「教育程度」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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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消費者問卷調查  

六、 配合書店折扣優惠，購書金額越來越大之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76.2%的圖書消費者「不會」因配合書店的折

扣優惠，購書金額越來越大；而「會」因配合書店折扣優惠，購書

金額越來越大的比例為 23.8%。 

Q7.請問您近年來是否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購書的

金額也越來越大？ 

 

圖 8-14 配合書店折扣優惠，購書金額越來越大之情況 

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5），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居住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

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年齡」方面，「60 歲(含)以上」的圖書消費者，不會因配合書

店折扣優惠，購書金額越來越大之比例為 88.2%，比例明顯高於

其他圖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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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圖書定價銷售制的購買行為：九五折 

一、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67.1%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的「總支出不變」，

另有 27.6%表示總支出將「減少」、5.3%則表示總支出將「增加」。 

另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814 元；而表示總支出將「增加」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

總支出增加金額為 391 元。 

Q8.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

買一般圖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15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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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6），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性別」方面，「男性」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每年購

買一般圖書「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71.3%，比例明顯高於「女

性」（63.4%）圖書消費者。 

3. 「年齡」方面，「60 歲(含)以上」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

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86.1%，比例明顯高

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居住地區」方面，「南部」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每年

購買一般圖書「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75.0%，比例明顯高於其

他圖書消費者。 

5. 「教育程度」方面，「國小(含)以下」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

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91.6%，比例明顯高

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6. 「職業」方面，「退休」者表示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一般圖書

「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88.1%，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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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68.8%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的
「總支出不變」，另有 22.0%表示總支出將「減少」、9.2%則表示總

支出將「增加」。 

另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799 元；而表示總支出將「增加」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

總支出增加金額為 592 元。 

Q9.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

買教科書/考試用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16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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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7），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年齡」及「居住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方面，「20,001~30,000 元」的圖書

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
「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75.8%，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3. 與「教育程度」及「職業」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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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兒童讀物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62.8%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兒童讀物的「總支出不變」，

另有 29.7%表示總支出將「減少」、7.5%則表示總支出將「增加」。 

另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915 元；而表示總支出將「增加」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

總支出增加金額為 848 元。 

Q10.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

購買兒童讀物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17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兒童讀物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8），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2. 與「年齡」、「居住地區」、「教育程度」及「職業」之交叉結果顯

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

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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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漫畫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61.0%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漫畫書的「總支出不變」，另

有 35.9%表示總支出將「減少」、3.1%則表示總支出將「增加」。 

另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803 元；而表示總支出將「增加」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

總支出增加金額為 1,180 元。 

Q11.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

購買漫畫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18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漫畫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地

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交

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

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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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工具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65.8%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工具書的「總支出不變」，另

有 27.8%表示總支出將「減少」、6.4%則表示總支出將「增加」。 

另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669 元；而表示總支出將「增加」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

總支出增加金額為 421 元。 

Q12.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

購買工具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19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工具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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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0），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2. 「居住地區」方面，「中部」的圖書消費者，表示若實施制度，

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總支出不變」的比例為

75.6%，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3. 與「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

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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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電子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

有 93.4%圖書消費者表示每年購買電子書的「總支出不變」，另有

6.6%表示總支出將「減少」；而未有圖書消費者表示總支出將「增

加」。 

此外，表示總支出將「減少」之圖書消費者，其平均總支出減

少金額為 300 元。 

Q13.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

購買其他種類(電子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圖 8-20 若實施制度每年購買電子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 

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地

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交

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

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A-11）。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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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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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整體看法 

一、 購買一年內新書之重要度 

調查結果顯示，有 46.1%的圖書消費者表示考量購買圖書時，

購買一年內的新書「重要」，其中包含「非常重要」（9.7%）及「重

要」（36.4%），而表示購買一年內的新書「不重要」的比例占 49.4%，

其中包含「非常不重要」（7.6%）及「不重要」（41.8%），另有 4.5%
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普通」。 

Q14.考量購買圖書時，「一年內的新書」對您而言重不重要？ 

 

圖 8-21 購買一年內新書之重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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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3），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居住地區」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年齡」方面，「16-19 歲」的圖書消費者，表示購買一年內新書

「重要」的比例為 64.0%，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3. 「職業」方面，「學生」圖書消費者，表示購買一年內新書「重

要」的比例為 62.5%，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與「教育程度」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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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書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之時限 

調查結果顯示，有 41.3%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內的新書，

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其次為「1 年」（28.7%），而「2 年」（6.2%）

及「1 年半」（3.5%）之比例低於一成；此外，20.3%的圖書消費者

表示有其他意見，茲將圖書消費者之意見整理列於下表。 

Q15.請問，您認為多久以內的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來銷售？ 

 

圖 8-22 新書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之時限 

表 8-3 新書定價或限制折扣之其他時間長度 

其他時間長度 頻次 
折扣不可有時間的限制 117 
以市場機制做決定 78 
3 個月 22 
依書的類別和內容來定 13 
1 個月 3 
2 個月 3 
3 年 3 
8 個月 1 
一週 1 

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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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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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4），有以下發現： 

1.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內新書，

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的比例（41.5%），高於「男性」（41.0%）

圖書消費者。 

2. 「年齡」方面，「16-19 歲」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內新書，

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的比例為 49.7%，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

書消費者。 

3. 「居住地區」方面，「東部及離島」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

內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的比例為 48.0%，比例明顯高

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職業」方面，「藍領工作者」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內新

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的比例為 52.5%，比例明顯高於其

他圖書消費者。 

5.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方面，「10,000 元以下」的圖書消

費者認為「半年」內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銷售的比例為

47.6%，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6. 與「教育程度」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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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政策之支持度 

調查結果顯示，有 53.6%的圖書消費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

其中包含「非常支持」（5.7%）及「支持」（47.9%），而對圖書定價

銷售制不支持的圖書消費者則占 41.6%，其中包含「非常不支持」

（12.3%）及「不支持」（29.3%），另有 4.8%的圖書消費者表示「普

通」。 

Q16.請問您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政策支不支持？ 

 

圖 8-23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政策之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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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6），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及「居住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年齡」方面，「20-29 歲」的圖書消費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

的比例為 65.2%，比例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3. 「教育程度」方面，「國小（含）以下」的圖書消費者，支持圖

書定價銷售制的比例為 66.4%，比例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職業」方面，「學生」的圖書消費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

比例為 64.3%，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5.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方面，「10,000 元以下」的圖書消

費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比例為 59.5%，比例明顯高於其他

圖書消費者。 

綜合分析不同特質之圖書消費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支持

度，「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圖書消費者的特質，以 20-29 歲、教

育程度為國小（含）以下、職業為學生及其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

費為 10,000 元以下，支持制度的比例皆較高。 

然而，「不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圖書消費者的特質，則以 30-49
歲、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含）以上、職業為軍公教人員及每月最高

可支配生活經費為 30,001 元以上，不支持制度的比例皆較高。 

更進一步觀察，「非常不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圖書消費者的

特質，又以男性、40-49 歲、職業為軍公教人員及每月最高可支配

生活經費為 30,001 元以上，非常不支持制度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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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購買新書的應對方式 

調查結果顯示，依圖書消費者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而言，若實

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有 36.8%的圖書消費者「不會改變」購買新書

的行為，其次依序為「儘量用借的」（29.9%）及「過了限制期再買」

（26.8%），而其餘應對方式之比例皆低於二成。 

Q17.就您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來說，如果推出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

您購買此類新書時會有什麼應對方式？【可複選】 

 

圖 8-24 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購買新書的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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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子書受圖書定價銷售制規範之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有 50.0%的圖書消費者認為電子書應該受圖書

定價銷售制的規範，另有 37.9%的消費者認為不應該受限制，而

12.1%則表示無意見。 

Q18.請問您覺得電子書是否應受圖書定價銷售的規範？ 

 

圖 8-25 電子書受圖書定價銷售制規範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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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書消費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性別」、「年齡」、「居住

地區」、「教育程度」、「職業」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進行

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A-17），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性別」、「居住地區」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年齡」方面，「20-29 歲」的圖書消費者，認為電子書應受圖書

定價銷售制規範的比例為 57.7%，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3. 「教育程度」方面，「專科」的圖書消費者，認為電子書應受圖

書定價銷售制規範的比例為 53.8%，比例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4. 「職業」方面，「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的圖書消費者，

認為電子書應受圖書定價銷售制規範的比例為 54.6%，比例明顯

高於其他圖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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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其他想法或建議 

本次調查題項 Q19 為開放意見題，主要為圖書消費者針對圖書

定價銷售制之其他意見與建議，而為能詳實呈現圖書消費者之意

見，故未針對圖書消費者之意見做太多調整與修飾，僅依內容整理

成各面向為意見之呈現，詳見下表。 

表 8-4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其他想法與建議 

面向 想法與建議 頻次 

支
持 

因保障作者或書商，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但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後的成效

可能不大 
3 

支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可以減少惡性競爭 3 
網路價格低於實體店面，打擊實體書的銷售，故支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消

費者才會去實體店面買書，也希望網路書店折扣不要過低 
2 

可先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同時希望政府往後能夠視實施狀況，同步改善政策

內容 
1 

如果是為平衡市場，挽救小書店算是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但希望限制期不要

太長 
1 

可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但倘若圖書價錢太昂貴，消費者就不會想購買 1 

放
寬
限
制 

圖書定價銷售制訂定的 95 折過少，希望折扣多一點，消費者購買意願才會提高 27 
圖書定價銷售制訂定的 95 折過少，希望最低為 7 折 11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圖書暢銷程度 7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工具書 5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經典圖書不會隨時間而退潮

流，應受圖書定價銷售的規範 
3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的折扣數，例如：法律條文類的圖書具時效性，不應該限

制折扣 
3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電子書 3 
圖書定價銷售制如果是半年以內可以接受，如果是一年以上就有點太久 2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兒童讀物 2 
台灣賣的國外原文圖書價錢本身就比在國外購買時高出許多，若國內的書執行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則國外圖書不應該限制，或小型書店自行擬定更好的銷售

策略來因應，例如：進口較少見或較有特色的圖書來吸引消費者 
1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例如：出版時間長度不同可以做不

同階段的限制，而不只有一年的限制 
1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非原創的圖書應不受圖書定價銷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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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想法與建議 頻次 
制的規範，例如：聖經 
依圖書種類制定限制折扣的時間或折扣數，不要僅訂定一種折扣數，也希望能

夠建立審核制度 
1 

不
支
持 

不應該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限制圖書的折扣，應該回歸自由市場機制 115 
圖書定價銷售制限制折扣，會讓消費者減少購買意願，沒有太大的幫助，政府

不如以其他鼓勵的方式，提高圖書銷售量，會更有效果 
28 

政府應該要輔導實體書店的轉型，而不是制定圖書定價銷售制打擊書店 10 
書的內容對消費者有沒有實質幫助比較重要，有沒有打折反而不是重點 9 
圖書定價銷售制目前過於籠統，如果政府欲維護書店或智慧財產權，應研擬配

套措施再實施 
4 

對消費者沒好處，也不會有實際效果，頂多過限制期再買就好或用借的 4 
不認同圖書定價銷售制要針對全國來規範，因為城鄉條件及收入，不同地區應

區分(例如：臺北市書店多買書方便，人口多、收入也穩定，比鄉村生活水準較

高，圖書不打折也會有人買，但鄉下打 6~7 折也不見得有人買，所以應以區域

性區分 

1 

與其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不如規範所有定價，若定價較低、合理，也就不需

要折扣 
1 

應該管控書商給各書店的折扣，而不是直接管控銷售書店 1 

振
興
圖
書
市
場
作
法 

政府應該鼓勵民眾消費刺激買氣，例如發圖書券 3 
政府應鼓勵國人閱讀 3 
定價不能解決市場萎縮的問題，主要問題在於盜版，建議開拓其他銷售模式，

來降低被盜版吸引的人口， 例如：日本有開放試讀網站，先免費讓民眾閱讀，

等民眾習慣其模式後再收費 
1 

應該是要由教育開始做起，教導國民應有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對於智慧財產權

的問題要嚴格執行，並且管理網路非法下載，才能幫助實體書店 
1 

之前政府欲推出藝文消費可以抵稅，買書也算藝文消費，做法將比限制折扣實

際 
1 

可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但倘若圖書價錢太昂貴，消費者就不會想購買 1 
政府需要多方面政策，如只有單一解決方法，可能對於產業的幫助不大 1 
政府給書商補貼或稅負的減免，不應該限制消費者的優惠 1 
建議文化部實施增加提高民眾文化水平的政策 1 

其
他
建
議 

只要是自己喜歡的圖書就會購買，不會因為折扣高低而影響消費或閱讀意願 7 
希望政府針對原物料價錢的控管，例如紙張、印刷，從源頭控管才能抑制大型

書店削價競爭 
1 

一年內的新書，若出現盜版的話要重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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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一、 實體書店為消費者最主要的購書管道，且以購買一般圖
書為大宗 

調查發現，兩年內曾購買圖書的消費者中，有 73.8%以「實體

書店」為主要購買圖書的管道，其次有 55.3%以「網路書店」購買

圖書，而另有消費者較常在「學校或企業團購」（17.0%）或「書展

/特賣會」（14.1%）購買圖書。 

此外，在消費者購買的圖書種類中，有高達 79.1%圖書消費者

曾購買「一般圖書」，其次則有 41.6%曾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
參考書)」、30.9%曾購買「工具書」；同時，不同圖書種類之一年平

均的消費金額中，則以「兒童讀物」消費金額最高，約為 2,521 元。 

由上述可知，消費者較常在實體書店購買圖書，另外，在不同

圖書類型中，消費者最常購買的是一般圖書。 

二、 近六成消費者表示折扣優惠非選擇購書管道主因，亦不
因折扣而增加購書金額 

由本次調查題項 Q3 可得知，選擇購買圖書的書店（含網路書

店）時，59.7%的圖書消費者「不會」以該店提供的折扣優惠為最

優先考慮因素；另由交叉分析發現，男性（65.3%）消費者表示不

會以書店折扣優惠為考量主因的比例較女性（54.7%）高；不同年

齡層中，以「50-59 歲」（71.5%）、「60 歲(含)以上」（74.8%）消費

者表示不會以書店折扣優惠為考量主因的比例較其他年齡層高；另

外在不同職業中，以「退休」（76.7%）者表示不會以書店折扣優惠

為考量主因的比例較其他職業類別高。 

此外，在本次調查題項 Q7 發現，有 76.2%的圖書消費者表示，

「不會」因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購書金額也越

來越大的情況，表示會的比例僅占 23.8%。同時觀察交叉分析發現，

不同年齡層中，以「「60 歲(含)以上」（88.2%）消費者表示不會因

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購書金額也越來越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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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較其他年齡層高。 

綜上所述，半數以上的圖書消費者並不會因特定書店提供折扣

優惠，而到該書店購買圖書；同時，也發現七成以上的圖書消費者

不會因書店提供豐富的折扣優惠，而提高圖書的消費支出。 

三、 半數以上消費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而有四成消費者
認為「半年」為適當之時限 

在詢問消費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政策的看法中，有 53.6%的消

費者表示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而有 41.6%的消費者表示不支持，

另有 4.8%則表示「普通」；並由交叉分析發現，「20-29 歲」（65.2%）

的消費者支持制度的比例較其他年齡層高；「學生」（64.3%）消費

者支持制度的比例較其他職業類別高；另外消費者可支配生活經費

為「10,000 元以下」（59.5%）支持的比例亦明顯較高。 

然而，在 Q15 詢問消費者認為多久以內的新書，可依定價或限

制折扣來銷售的題項中發現，消費者認為折扣限制期限為「半年」

的比例最高，占 41.3%，其次為政策草擬之折扣時限「一年」

（28.7%）；另外，有 20.3%圖書消費者表示有其他折扣時限的開放

意見中，其中消費者（117 位）認為折扣不可有時間的限制。 

綜合上述，可發現五成以上的圖書消費者支持政府提出之圖書

定價銷售制，但仍有部分圖書消費者表示一年的折扣時限過長，半

年為較適當之時限，應放寬限制之折扣時限。 

四、 實施制度將不影響多數消費者，購買不同圖書類型之支出 

本次調查之 Q8 至 Q13 題項中，詢問若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

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消費者每年圖書消費支出的改變情形。可

發現消費者對每一種圖書類型皆表示「總支出不變」的比例最高，

比例皆在六成以上，包含電子書（93.4%）、教科書 /考試用書

（68.8%）、一般圖書（67.1%）、工具書（65.8%）、兒童讀物（62.8%）

及漫畫書（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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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6 若實施制度對消費者每年圖書總消費支出之影響 

進一步了解圖書消費者表示不同圖書種類總支出將「減少」的

情況中，以「兒童讀物」平均總支出減少的金額最高，為 915 元；

而消費者表示總支出將「增加」的情況中，以「漫畫書」平均總支

出增加的金額最高，為 1,180 元。 

另外，亦可由題項 Q17 得知，以消費者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而

言，若推出制度消費者購買此類新書的應對方式中，消費者表示「不

會改變」的比例最高，占 36.8%，而有 29.9%表示將盡量用借的、

26.8%表示過了限制期再買為其應對的方式。 

綜合上述，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之情況下，將不影響六成以上

消費者購買各種圖書類型之行為，亦不會影響多數消費者每年購買

各種圖書類型之消費支出。 

 

6.4%

3.1%

7.5%

9.2%

5.3%

6.6%

27.8%

35.9%

29.7%

22.0%

27.6%

93.4%

65.8%

61.0%

62.8%

68.8%

67.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電子書

工具書

漫畫書

兒童讀物

教科書/考試用書

一般圖書

電子書 工具書 漫畫書 兒童讀物
教科書/考

試用書
一般圖書

增加 0.0% 6.4% 3.1% 7.5% 9.2% 5.3%

減少 6.6% 27.8% 35.9% 29.7% 22.0% 27.6%

總支出不變 93.4% 65.8% 61.0% 62.8% 68.8% 67.1%

n=1,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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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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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出版業者問卷調查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一、 經營型態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的經營型態中，有 54.8%為

「出版社」，38.7%為「獨立書店」，而「地區經銷商」和「總經銷

商」的比例，分別為 8.3%及 6.5%，另外，「網路書店」與「連鎖書

店」的比例則分別為 5.8%及 3.9%。 

 

圖 9-1 經營型態 

  

3.9%

5.8%

6.5%

8.3%

38.7%

54.8%

0% 10% 20% 30% 40% 50% 60%

連鎖書店

網路書店

總經銷商

地區經銷商

獨立書店

出版社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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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職員工人數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之正職員工人數中，以「1-5 人」的

比例最高，占60.3%，其次為「6-10人」（15.8%）、「11-20人」（10.4%），

其他正職員工人數的比例皆低於一成。 

 

圖 9-2 正職員工人數 

  

3.0%

3.5%

1.5%

1.3%

4.2%

10.4%

15.8%

60.3%

0% 20% 40%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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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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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第玖章 出版業者問卷調查  

三、 公司所在地區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公司的所在地區，以「北部」比例最

高，占 65.3%，其次依序為「南部」（16.9%）、「中部」（15.3%），

而位於東部與離島的比例較低，僅分別為 2.0%及 0.5%。 

 

圖 9-3 公司所在地區 

  

0.5%

2.0%

15.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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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訪者職稱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職稱中，以「主管」的比例最高，占 60.0%，
其次為「負責人、總經理」（35.7%）及「職員」（4.3%）。 

 

圖 9-4 受訪者職稱 

  

職員

4.3%

負責人、總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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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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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與建議 

一、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熟悉程度 

調查結果顯示，有 45.0%的受訪業者熟悉圖書定價銷售制，其

中包含「非常熟悉」（7.2%）及「熟悉」（37.8%），而對圖書定價銷

售制不熟悉的受訪業者占 47.9%，其中包含「非常不熟悉」（14.6%）

及「不熟悉」（33.3%），另有 7.1%的受訪業者表示「普通」。 

Q2.請問您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熟不熟悉？ 

 
圖 9-5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熟悉程度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以「經銷商」之受訪業者對圖書定

價銷售制熟悉的比例較高，為 54.8%，而「出版社」與「書店」之

受訪業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熟悉的比例，分別為 45.8%、44.2%，

顯見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熟悉度中，以經銷商的比例相對較高。 

  

14.6%

33.3%

7.1%

37.8%

7.2%

0% 10% 20% 30% 40%

非常不熟悉

不熟悉

普通

熟悉

非常熟悉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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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狀況，

有 88.9%認為越來越差，而有 10.2%認為持續持平，另有 0.9%則認

為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越來越好。 

Q3.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如何？ 

 
圖 9-6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3），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另外，在「經營型態」中，「經銷商」（91.9%）、「書店」（91.4%）

及「出版社」（86.8%）之受訪業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景

氣越來越差的比例，皆為八成五以上。  

88.9%

10.2%

0.9%

0% 20% 40% 60% 80% 100%

越來越差

持續持平

越來越好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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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情形，

有 69.4%認為折扣越來越多，而有 25.1%認為持續持平，另有 5.5%
則認為折扣越來越少之情形。 

Q4.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 

 
圖 9-7 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4），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71.1%）、「書店」（68.6%）

「經銷商」（64.5%）之受訪業者，認為近五年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

越來越多的比例，皆為六成以上。  

5.5%

25.1%

69.4%

0% 20% 40% 60% 80%

折扣越來越少

持續持平

折扣越來越多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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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圖書市場健全發展之改善做法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國內圖書市場若想要有更健全發

展之改善做法中，以「提升社會閱讀風氣」的比例最高，占 76.9%，

其次為「增加民眾購書意願」（66.7%）、「提升整體經濟發展」（50.5%）

及「停止惡性折扣競爭」（49.8%），其他項目所占之比例低於一成，

另有 5.2%的受訪業者認為有其他改善做法，茲將其他做法列於表

9-1。 

Q5.請問您認為國內圖書市場如果想有更健全的發展，改善的做法有哪

些？【可複選】 

 
圖 9-8 國內圖書市場健全發展之改善做法 

表 9-1 改善的其他做法 
做法 頻次 

政府應發購書消費券鼓勵購買 4 
無意見，覺得都是空談 4 
圖書消費金額能抵稅 4 
出版業者稅金優惠 3 
加強圖書內容深度廣度與前瞻性 2 
全世界景氣問題，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 2 

5.2%

7.2%

7.3%

49.8%

50.5%

66.7%

76.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其他

增加更多書店

增加更多折扣促銷

停止惡性折扣競爭

提升整體經濟發展

增加民眾購書意願

提升社會閱讀風氣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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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頻次 

圖書定價合理化並提高圖書的內容與品質 2 
學校推廣閱讀活動，培養兒童閱讀的風氣 2 
政府應該撥補助款，增加民眾購書意願 2 
出版社停止以書養書、大量出版內容品質粗糙的書籍，另網路書店需要加

強商品關聯性的演算法開發，透過「其他人也買」與「其他人也瀏覽」等

欄位幫助讀者找到所需書目 
1 

拿不到暢銷書，三大通路(博客來、金石堂、誠品)剩下的才輪到我們一般書

店，沒有暢銷書就沒有競爭力，如何能吸引消費提升閱讀 
1 

政府補助獨立書店，讓街角都有書店，才能提升讀書風氣，但是目前申請

補助很難而且都沒有通過 
1 

這是大趨勢，現代人越來越不喜歡看書，各項做法也許都是可行的，但不

一定有成效 
1 

可學馬來西亞每年發給學生一定金額圖書禮券鼓勵同學多閱讀，並限制書

店換購 
1 

不要單只補助出版業者，應該也要多補助想買書的人，增加民眾購書意願 1 
出版價格要從立法、強制性決定，可以學習、模仿法國模式 1 
重視教育文化推廣，政府預算要強制性下放到鄉鎮圖書館 1 
遏止網路轉傳未經授權之文章，尤其在學校及學生很常見 1 
這些做法都不合時宜，未來 一定是全部電子化來閱讀 1 
在學校辦書展，透過書展能更針對主要族群刺激買氣 1 
出版更多經典好書且政府可補助優良出版社 1 
在閱讀網路文章時，應依閱讀內文長度收費 1 
文化部制定促進閱讀與振興出版方案 1 
政府不要以標案的方式採購書籍 1 
先改善網路書店低折扣的問題 1 
協助作者以更多銷售管道銷售 1 
政府加強、輔助產業 1 
不透過經銷商售書 1 
減少國外翻譯書籍 1 
按定價銷售圖書 1 
統一銷售策略 1 
開放大陸市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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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 

在經過圖書定價銷售制說明後，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對圖

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中，以「支持但稍緩，應該再等景氣提升時實

施」的比例最高，占 35.0%，其次為「支持且儘快實施」（32.3%），

而「不支持」的比例為 28.8%，另有 3.9%的受訪業者表示，將視其

他時間點再考慮實施與否，茲將其他時機點整理於表 9-2。 

Q6.整體而言，請問貴公司對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如何？ 

 
圖 9-9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 

 

表 9-2 實施制度的其他時間點 

其他時機點 頻次 
對制度還在觀望中，沒有特別想法，但認為出版業者對制度需要有共

識，且須對消費者宣導 
18 

配套作業規劃完整後再實施 4 
考慮整體市場狀況再實施 2 
認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但不同意只有罰鍰處罰違反制度的業者，應制

定其他處罰、查核機制 
2 

定價制度可能造成更多大眾到書店翻書但不買書，雖書店或出版社的利 1 

3.9%

28.8%

35.0%

32.3%

0% 10% 20% 30% 40%

其他時機點再考慮實施與否

不支持

支持但稍緩，應該再等景氣提升時實施

支持且儘快實施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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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時機點 頻次 
潤提高，但不能代表整體營業額也會上升，民眾的閱讀與購買習慣還未

培養好之前，施行此法案可能會有許多衍生的問題 
政府機關(含圖書館)先依定價採購，政府制定民眾購書可抵稅的相關法

令 
1 

依出版社整體環境而定，出版社與經銷商要利益共享，才能有健全產業 1 
草案只保護銷售通路，並沒有保護出版社，出版社仍會被剝削 1 
政府需要有執行力，而且是真的能改善出版產業的政策 1 
政府需要有執行力、約束力，僅予以罰鍰並不可行 1 
因應市場閱讀對象需求，採階段的銷售定價機制 1 
應該還要考量圖書種類或書籍的成本考量 1 
提升閱讀風氣及購書意願 1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5），有以下發現： 

1. 在「正職員工人數」方面，「1-30 人」之受訪業者，對圖書定價

銷售制為支持且儘快實施的比例為 32.9%，比例明顯高於「31 人

以上」（26.7%）之受訪業者。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以「書店」、「經銷商」之受訪業者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為支持且儘快實施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36.8%、

35.5%，而「出版社」之受訪業者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為支持且儘快

實施的比例則為 28.7%，顯見書店、經銷商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為支

持且儘快實施的比例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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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的支持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的比例

為 35.9%，而「有條件支持」的比例為 39.3%，另有 24.8%的受訪

業者「不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 

Q7.請問貴公司對於文化部規劃的「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支不支持？ 

 
圖 9-10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的支持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6），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以「書店」之受訪業者對圖書定價

銷售制草案支持的比例較高，為 41.2%，而「經銷商」、「出版社」

之受訪業者的比例則分別為 34.7%、30.8%，顯見對圖書定價銷售

制草案支持之業者，以書店的比例相對較高。  

不支持

24.8%

有條件支持

39.3%

支持

35.9%

n=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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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不支持的原因 

本次調查題項 Q8，主要為了解受訪業者不支持圖書定價銷售

制的原因，而為能詳實呈現受訪業者之意見，故未針對受訪業者之

意見做太多調整與修飾，茲將受訪業者不支持的原因羅列於表

9-3： 

表 9-3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不支持的原因 
不支持的原因 頻次 

市場自由競爭，不應限制圖書定價銷售 99 
政府應從提升經濟及國人閱讀習慣開始，並非限制圖書定價來規範業者 25 
實施上會有困難 20 
限制折扣會影響讀者購書意願，客群易流失 11 
對出版業者無實質幫助 9 
折扣是商業手段，該由市場機制決定，此外，不同書種或類型的出版社，情

況都不同，不該由政府制訂統一的折扣標準，強行套用於所有書種或出版社 
2 

圖書定價銷售管制折扣，對銷售業績不會有影響 2 
影響不大，新書打折才有人購買 2 
價格有彈性才有吸引力 2 
此草案不切實際，因為業者可用台面下的折扣方式，例如會員卡；另外，書

店的進價都差不多，打折扣是良性競爭，非惡性競爭，政府沒有必要硬性規

定折扣 
1 

一般新書都有促銷活動，吸引民眾認識這一本書，活動過後恢復原價或其他

折扣銷售。另外，規定限制折扣會影響各個經銷商之間長期配合的默契 
1 

制定圖書定價銷售制，讀者購書意願降低，若有大量採購需求者，不給予一

些優惠，讀者不買，會造成出版社虧損，直接衝擊業績及競爭力 
1 

圖書銷售是讀者慕名作者而購買該書，價錢可能不是最主要的購買影響因

素，認為「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並沒有意義，故不支持 
1 

圖書定價銷售制是政府在限制銷售，壟斷市場，所以不支持，政府應發消費

券，鼓勵國民購書 
1 

政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一定不會受讀者認同，應從出版業者素質，

及圖書內容提升 
1 

銷售價應該由自由市場決定，且應該管制進價端(統一批價)，售價端不應該

管制 
1 

圖書銷售問題不在折扣多寡，而是整體經濟發展不佳以及實體書店太少 1 
認為有失公平交易法，政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根本不可能成功 1 
書種類很多，無法齊頭進行，應要給予每一種書明確的規範 1 
草案只保護銷售通路，並沒有保護出版社，出版社仍會被剝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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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的原因 頻次 
圖書定價銷售折扣只是誘因，並不會提昇銷售業積及客群成長 1 
政府的規範，直接影響書店利用促銷、銷售圖書的生存方式 1 
網路書店訂價與折扣一樣要規範，不能只針對部分業者規範 1 
實際的定價如未規範，而規定折扣數，制度將難以實施 1 
若「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不周全，會影響銷售業績 1 
只支持公部門圖書採購部分，其他部分皆不支持 1 
此非解決圖書市場景氣衰退或低迷的治本方法 1 
真正有需求的讀者，不會在意折扣或價錢 1 
認為草案會帶來更多麻煩 1 
會影響著作人出書意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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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之適當性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的適當

性，有 60.5%受訪業者認為「適當」，另有 39.5%的受訪業者認為「不

適當」，茲將受訪業者認為新書限制折扣適當的時間整理於表 9-4。 

Q9.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限制折扣的時間為一年適不適當？ 

 
圖 9-11 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之適當性 

表 9-4 新書限制折扣的其他時間長度 
時間長度 頻次 

六個月 93 
三個月 35 
兩年 30 
不受年限 25 
兩個月 14 
三年 13 
應該依書的類別和內容來定 12 
一年半 10 
一個月 10 
以市場機制作決定 9 
三至六個月 7 
二至三個月 3 
二至三年 2 

不適當

39.5%
適當

60.5%

n=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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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長度 頻次 
五個月 2 
六個月至一年 2 
兩年半 2 
學術性書籍兩年，一般書籍一年 1 
應該依書的類別和發行量來定 1 
配合公司辦活動期間 1 
一至三個月 1 
一至兩年 1 
四個月 1 
一週 1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7），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草案的受訪業者認為新書限

制折扣時間為一年適當的比例為 67.6%，明顯高於「有條件支持」

（54.0%）之受訪業者。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之受訪業者認為新書限制

折扣的時間為一年適當的比例為 63.0%，而「經銷商」、「出版社」

之受訪業者認為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適當的比例，分別為

57.9%、57.0%，顯見認為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適當之業者，以

書店的比例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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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之適
當性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

不得低於九五折之適當性，有 56.3%受訪業者認為「適當」，另有

43.7%的受訪業者認為「不適當」，茲將受訪業者認為新書在一段時

間內，零售端適當的折扣數整理於表 9-5。 

Q10.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

適不適當？ 

 
圖 9-12 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之適當性 

表 9-5 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其他合適的折扣數 
折扣數 頻次 

九折 124 
八折 59 
八五折 46 
不打折，依定價售出 20 
七九折 17 
不限制折扣 8 
以市場機制作決定 7 
七五折 6 
依書的類別和內容來定折扣 5 
依出版社利潤訂定折扣 4 

不適當

43.7%

適當

56.3%

n=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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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數 頻次 
六折 3 
八八折 2 
九二折 1 
九五折 1 
四折 1 
七折 1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8），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草案的受訪業者認為新書在一段

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適當的比例為 66.7%，明顯

高於有條件支持（46.8%）之受訪業者。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經銷商」、「出版社」之

受訪業者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適

當的比例分別為 59.6%、56.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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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各項目受限制情況 

本調查以題組方式詢問受訪業者，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對

各種項目受限制的看法，調查結果如表 9-6 所示，受訪業者認為應

「受一般限制」比例較高的項目為：「網路通路」（69.3%）、「大陸、

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67.5%）、「消費者向出版社

郵購劃撥」（63.0%）、「預購書」（57.9%）、「政府採購」（55.0%）及

「電子書」（53.9%）；另外，受訪業者認為應「不受限制」比例較

高的項目為：「瑕疵書」（72.6%）、「二手書」（67.5%）及「結束營

業的拍賣」（64.0%）。此外，另有受訪業者認為，「參考書」（1 位）

及「有聲書」（2 位），需受圖書定價銷售制之一般限制的規定。 

Q11.請問貴公司認為下列項目是否應納入限制之列？ 

表 9-6 各項目受限制情況 
項目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1. 電子書 53.9% 20.2% 25.9% 
2. 二手書 10.7% 21.8% 67.5% 
3. 瑕疵書 9.7% 17.6% 72.6% 
4. 預購書 57.9% 21.3% 20.8% 

5.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 67.5% 14.9% 17.6% 

6.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 19.9% 30.9% 49.1% 
7. 結束營業的拍賣 10.9% 25.1% 64.0% 
8.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 31.9% 35.8% 32.2% 
9. 地區性的書展 36.1% 34.1% 29.8% 
10. 政府採購 55.0% 23.2% 21.8% 
11.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 29.5% 40.4% 30.1% 
12.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 35.1% 36.5% 28.4% 
13. 網路通路 69.3% 15.2% 15.5% 

14.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 63.0% 19.3% 17.6% 

15.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 43.1% 23.6% 33.2% 
16. 其他 10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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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電子書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53.9%的受訪業者

認為電子書應「受一般限制」，有 25.9%認為應「不受限制」，另

有 20.2%則認為應「放寬限制」。 

Q11.1.「電子書」受限制情況： 

 
圖 9-13 電子書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9），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經銷商」之受訪業者認

為電子書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為 61.8、61.1%，比例相對高於「出

版社」（46.3%）。  

25.9%

20.2%

53.9%

0% 20% 40% 60% 80% 100%

不受限制

放寬限制

受一般限制

n=698

208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第玖章 出版業者問卷調查  

十二、 二手書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67.5%的受訪業者

認為二手書應「不受限制」，有 21.8%則認為應「放寬限制」，另

有 10.7%受訪業者認為應「受一般限制」。 

Q11.2.「二手書」受限制情況： 

 
圖 9-14 二手書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0），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經銷商」（70.5%）、「書店」（69.7%）

及「出版社」（63.6%）之受訪業者，認為二手書應不受限制的比例，

皆為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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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瑕疵書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72.6%的受訪業者

認為瑕疵書應「不受限制」，有 17.6%認為應「放寬限制」，另有

9.7%則認為應「受一般限制」。 

Q11.3.「瑕疵書」受限制情況： 

 
圖 9-15 瑕疵書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1），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74.4%）、「經銷商」（73.7%）、

及「出版社」（71.0%）之受訪業者，認為瑕疵書應不受限制的比例，

皆為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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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預購書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57.9%的受訪業者

認為預購書應「受一般限制」，另有 21.3%認為應「放寬限制」、

20.8%則認為應「不受限制」。 

Q11.4.「預購書」受限制情況： 

 
圖 9-16 預購書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2），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61.5%）、「經銷商」（57.9%）、

及「出版社」（52.1%）之受訪業者，認為預購書應受一般限制的比

例，皆為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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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67.5%的受訪業者

認為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應「受一般限制」，

另有 17.6%認為應「不受限制」、14.9%認為應「放寬限制」。 

Q11.5.「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圖 9-17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3），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71.3%）、「經銷商」（67.4%）、

及「出版社」（61.9%）之受訪業者，認為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

進口出版的出版品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皆為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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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49.1%的受訪業者

認為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應「不受限制」，而 30.9%
則認為應「放寬限制」，另有 19.9%認為應「受一般限制」。 

Q11.6.「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圖 9-18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4），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55.6%）、「經銷商」（51.6%）、

「書店」（42.9%）之受訪業者，認為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

版品應不受限制的比例，皆為四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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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結束營業的拍賣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64.0%的受訪業者

認為結束營業的拍賣應「不受限制」，而有 25.1%認為應「放寬限

制」，另有一成左右的受訪業者認為應「受一般限制」（10.9%）。 

Q11.7.「結束營業的拍賣」受限制情況： 

 
圖 9-19 結束營業的拍賣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5），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65.5%）、「書店」（63.7%）、

「經銷商」（50.5%）之受訪業者，認為結束營業的拍賣應不受限制

的比例，皆為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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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受訪業者認為全國性

（國際性）的書展，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占 35.8%，另有

32.2%認為應「不受限制」、31.9%則認為應「受一般限制」。 

Q11.8.「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圖 9-20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6），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草案的受訪業者認為全國性

（國際性）的書展應放寬限制的比例為 38.1%，高於有條件支持

（33.7%）之受訪業者。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41.4%）之受訪業者，

認為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而「書店」

（41.3%）、「經銷商」（34.7%）則認為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應

受一般限制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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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地區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受訪業者認為地區性

的書展，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較高，占 36.1%，另有 34.1%認

為應「放寬限制」、29.8%則認為應「不受限制」。 

Q11.9.「地區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圖 9-21 地區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

在地區」、「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17）。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38.6%）之受訪業者認

為地區性的書展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而「經銷商」（43.2%）、「書

店」（41.6%）之受訪業者則認為地區性的書展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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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政府採購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55.0%的受訪業者

認為政府採購（含圖書館採購）應「受一般限制」，另有 23.2%認

為應「放寬限制」、21.8%應「不受限制」。 

Q11.10.「政府採購」受限制情況： 

 
圖 9-22 政府採購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18），有以下發現： 

1. 不因「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正職員工人數」方面，「31 人以上」的受訪業者認為政府採

購（含圖書館採購）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為 67.2%，比例明顯高

於「1-30 人」（53.8%）之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經銷商」（68.4%）、「出版社」（57.0%）、

「書店」（52.4%）之受訪業者，認為政府採購（含圖書館採購）應

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皆為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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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受訪業者認為個人或

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占 40.4%，

另有 30.1%認為應「不受限制」、29.5%認為應「受一般限制」。 

Q11.11.「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圖 9-23 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在

地區」、「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19）。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43.3%）、「書店」（39.7%）

之受訪業者，認為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的比

例較高，而「經銷商」（38.9%）之受訪業者，認為個人或團體的單

一品項大宗採購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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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受訪業者認為個人或

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占 36.5%，另

有 35.1%認為應「受一般限制」、28.4%認為應「不受限制」。 

Q11.12.「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圖 9-24 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正職員工人數」、「所在

地區」、「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20）。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40.5%）之受訪業者，

認為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的比例較高，而「經

銷商」（44.2%）、「書店」（38.2%）之受訪業者，認為個人或團體的

多品項大宗採購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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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網路通路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近七成的受訪業者認

為網路通路應「受一般限制」（69.3%），而另有 15.5%認為應「不

受限制」、15.2%認為應「放寬限制」。 

Q11.13.「網路通路」受限制情況： 

 
圖 9-25 網路通路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1），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經銷商」（77.9%）、「書店」（76.3%）

及「出版社」（60.5%）之受訪業者，認為網路通路應受一般限制的

比例，皆為六成以上。  

15.5%

15.2%

69.3%

0% 20% 40% 60% 80% 100%

不受限制

放寬限制

受一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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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有 63.0%的受訪業者

認為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應「受一般限制」，另有 19.3%認為

應「放寬限制」、17.6%認為應「不受限制」。 

Q11.14.「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受限制情況： 

 
圖 9-26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2），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73.2%）「經銷商」（64.2%）、

及「出版社」（53.7%）之受訪業者，認為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

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皆為五成以上。  

17.6%

19.3%

63.0%

0% 20% 40% 60% 80% 100%

不受限制

放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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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受訪業者認為台灣出

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較高，占

43.1%，另有 33.2%認為應「不受限制」、23.6%認為應「放寬限制」。 

Q11.15.「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圖 9-27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3），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46.7%）、「經銷商」（45.3%）、

及「出版社」（39.7%）之受訪業者，認為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

站銷售出版品應受一般限制的比例皆為四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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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圖書銷售統一由出版社贈送贈品之看法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對全

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之規範中，以「不應規範」的比例最高，占

44.7%，「應規範」的比例則占 41.1%，而表示「無意見」的比例為

9.2%，另有 5.0%的受訪業者認為，圖書銷售不可以送贈品。 

Q12.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是否應規範全通路統一

由出版社贈送？ 

 
圖 9-28 贈品統一由出版社贈送之看法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4），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之受訪業者認為圖書銷

售如果有附贈贈品，不應規範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的比例為

54.0%；而「書店」（53.9%）、「經銷商」（45.3%）之受訪業者，則

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應規範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的

比例較高。  

9.2%

5.0%

44.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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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不可以送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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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圖書銷售附贈贈品價格之受限制情況 

進一步詢問受訪業者若圖書銷售在有附贈贈品的情況下，贈品

價格受限制的情況中，調查結果顯示，以「贈品價格不受限制」的

比例最高，占 56.9%，「贈品價格應受限制」的比例則占 35.4%，另

有 7.7%的受訪業者表示無意見。 

Q12-1.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附贈贈品的價格是否應受限制？ 

 
圖 9-29 圖書銷售附贈贈品價格之受限制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5），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61.2%）、「經銷商」（60.9%）、

「書店」（50.5%）之受訪業者，認為圖書銷售附贈贈品價格不受限

制的比例皆為五成以上。  

7.7%

35.4%

56.9%

0% 10% 20% 30% 40% 50% 60%

無意見

贈品價格應受限制

贈品價格不受限制

n=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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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圖書銷售免運費之限制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對圖書銷售免運費的態度中，認為「可

以免運費，但應有條件限制」的比例最高，占 65.6%，茲將受訪業

者認為的條件整理列於表 9-7，認為「可以免運費」的比例占 14.9%，

而認為「不可以免運費」的比例占 16.5%，另有 3.0%的受訪業者表

示無意見。 

Q13.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可不可以免運費？ 

 

圖 9-30 圖書銷售免運費之限制情形 

表 9-7 免運費的條件限制 
免運費條件 頻次 

消費滿 1,000 元(含)以上 175 
消費滿 500 元(含)以上 67 
消費滿 2,000 元(含)以上 60 
消費滿 3,000 元(含)以上 29 
消費滿 1,500 元(含)以上 28 
消費滿 600 元(含)以上 11 
消費滿 800 元(含)以上 10 
每本書利潤不同，認為購物金額要符合成本，須由各家書店自行評

估免運費條件 
7 

消費滿 350 元(含)以上 7 
消費滿 400 元(含)以上 7 

3.0%

16.5%

65.6%

14.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無意見

不可以免運費

可以免運費，但應有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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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運費條件 頻次 
每本書利潤不同，消費金額要符合成本，須由各家書店自行評估免

運費條件 
6 

消費滿 300 元(含)以上 6 
消費滿 5,000 元(含)以上 5 
消費滿 2,500 元(含)以上 4 
消費滿 10 本(含)以上 3 
以利潤考量而定 3 
依定價消費即可免運費 2 
依路途遠近，由各家書店自行評估免運費條件 2 
消費滿 1,200 元(含)以上 2 
消費滿 900 元(含)以上 2 
批發是折扣後消費滿 8,000元(含)以上，零售是折扣後滿 3,000元(含)
以上 

1 

一般讀者消費滿 800 元(含)以上可免運費，公務、學校單位不可免

運費 
1 

個人消費不提供免運費，僅提供學校或機關團體採購才能免運費 1 
網站消費滿 2,000 元(含)以上、一般大宗消費滿 10,000 元(含)以上 1 
個人消費滿 500 元(含)以上，團體單位滿 1,500 元(含)以上 1 
國外消費滿美金 80 元(含)以上，國內購書皆可免運費 1 
官網滿 500 元(含)以上，其他通路滿 20 本(含)以上 1 
消費的書籍總重要 1 公斤以上，每公斤收 80 元 1 
消費滿 1,000 元(含)以上或消費滿 5 本(含)以上 1 
消費滿 1,000 元(含)以上或消費滿 8 本(含)以上 1 
消費的書籍總重量 20 公斤(含)以上需付運費 1 
消費滿 1,000 元(含)以上或照定價消費 1 
圖書銷售獲利百分之五即可免運 1 
依定價且消費滿 500 元(含)以上 1 
依定價消費滿 5 本(含)以上 1 
消費滿 10,000 元(含)以上 1 
消費滿 4,000 元(含)以上 1 
消費滿 150 元(含)以上 1 
消費滿 990 元(含)以上 1 
團購 1,000 本(含)以上 1 
消費滿 90 元(含)以上 1 
消費滿 3 本(含)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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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6），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65.8%）、「書店」（65.6%）、

「經銷商」（63.2%）之受訪業者，皆認為圖書銷售可以免運費，但

應有條件限制，比例皆為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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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適當的配合查核單位 

調查結果顯示，除法定中央主管機關外，受訪業者適當的配合

查核單位中，以「縣（市）政府」的比例最高，占 74.8%，其次為

「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66.3%），另有 6.0%的受訪業者認為有其

他單位亦是適當的查核單位，茲將其他單位列於表 9-8。 

Q14.除法定中央主管機關外，請問貴公司認為適當的配合查核單位有哪

些?【複選】 

 
圖 9-31 適當的配合查核單位 

表 9-8 適當的其他配合查核單位 
配合查核單位 頻次 

無意見，由中央主管機關查核即可 27 
圖書出版產業相關組織、公會 8 
認為完全不需要有稽核單位查核 2 

民眾並設有檢舉獎勵金 2 

圖書出版產業相關公會 1 
民意產生的第三方代表 1 
公平交易委員會 1 

  

6.0%

66.3%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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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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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的交易價格受折扣限制之需要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業者對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社和

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受折扣限制的看法中，以「需要」

的比例最高，占 56.2%，「不需要」的比例，占 38.2%，另有 5.6%
的受訪業者表示無意見。 

Q15.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和代理經銷

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不需要限制(或規範)折扣？ 

 
圖 9-32 實施制度，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間交易價格受限制折扣之需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7），有以下發現： 

1. 不因「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正職員工人數」方面，「1-30 人」的受訪業者認為出版社和

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要限制的比例為 57.9%，比例明

顯高於「31 人以上」（39.1%）之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大於20%，
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書店」（62.5%）、「出版社」（51.8%）

5.6%

38.2%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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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不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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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訪業者，認為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要限制

的比例較高，而「經銷商」（55.8%）則認為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業

者間的交易價格不需要限制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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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代理經銷商與書店的交易價格受折扣限制之需要 

針對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代理經銷商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

價格是否需受折扣限制之議題，調查結果顯示，認為「需要」限制

的受訪業者比例最高，占 59.0%，「不需要」的比例則占 36.1%，另

有 4.9%的受訪業者表示無意見。 

Q16.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代理經銷商(含出版

社)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不需要限制(或規範)折扣？ 

 
圖 9-33 實施制度，代理經銷商與書店的交易價格受限制折扣之需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及「經營型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28），有以下發現： 

1. 不因「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正職員工人數」方面，「1-30 人」的受訪業者，認為代理經

銷商(含出版社)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要限制的比例為

60.7%，明顯高於「31 人以上」（42.2%）之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此外，在「經營型態」中，認為代理經銷商(含出版社)與書店

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要限制的受訪業者，以「書店」的比例最高，

占 65.0%，其次依序為「出版社」（54.8%）及「經銷商」（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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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其他想法或建議 

本次調查題項 Q35 為開放意見題，主要為受訪業者針對圖書定

價銷售制之其他意見與建議，而為能詳實呈現受訪業者之意見，故

未針對受訪業者之意見做太多調整與修飾，茲將受訪業者的原因羅

列於表 9-9。 

表 9-9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其他想法 
面

向 
想法 頻次 

不

支

持 

市場自由競爭，希望政府不要干預 30 
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上會有困難 11 
圖書定價銷售制極可能影響出版社越來越不願意出版冷門領域書籍，且大部

分圖書銷售皆有折扣。而人們可在書店翻書但不購買，等著明年變舊書有折

扣時再來買，滯銷的書籍也許會變多 
1 

希望法案三讀不通過，文化部是好意，但會影響出版風氣，會往高價或低價

走成為 M 型購買，閱讀風氣會變差 
1 

銷售價應該由自由市場決定，另外，應該執行統一批價制度，銷售端不應該

管制 
1 

這個草案只保護銷售通路，並沒有保護出版社，出版社仍會被剝削 1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在圖書行銷方案上會更難推動 1 
圖書定價銷售制需要有配套措施，並改善目前的出版環境 1 

支

持 

希望僅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6 
希望圖書定價銷售制再經濟景氣好一些時再實施 2 
希望僅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並應以公協會的意見為主，因為他們擁有

龐大的會員，不要因為少數大公司反對而躊躇 
1 

希望僅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經濟均衡發展讓小型業者也能生存、電子

書勿私下傳遞，要規範、網路書店勿削價競爭 
1 

希望僅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但如何落實到全國各層的銷售管道、如何

確實執行、查核仍有疑慮 
1 

希望僅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因網路書店的折扣較多，目前經營十分困

難 
1 

草

案

內

容 

由政府機關帶頭執行，政府採購標案應改變現有低價得標的方式 8 
對網路書店要嚴加規範 7 
應依圖書種類之不同，明確規定施行細則 4 
照定價銷售，不打折 4 
簡體書、送往大陸地方印刷的書也要限制不打折，覺得許多業者會因實施圖

書定價銷售制後定價會往下調，但覺得這也是一個出版商能保障自認好書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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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想法 頻次 

銷售狀況，另外，進口書可打折 
非所有書需受定價折扣限制，認為競爭的四大類書籍才需要，包含求職、旅

遊、美食、休閒，因為如果全部都實施，可能造成很多店都會倒閉 
1 

圖書定價銷售制要簡單明確並落實，另，二手書的定義很重要，新書翻閱一

次是否即成二手書，會變成另一種鑽漏洞銷售方式 
1 

圖書定價銷售制與統一批價應同步實施，且政府要注重查核工作，法令明確

規定施行細則，並建立消費者舉報系統 
1 

圖書定價銷售制一定要有明確的準則，因新書可以偽裝書種或瑕疵書，需明

定新舊書的標準 
1 

圖書館採購可直接找出版社購買，市場維持一定的售價，建立好的制度，依

正常軌道進行 
1 

特別對弱勢團體的社福機構書籍採購，能給予更多的條件放寬，且網路書店

一定要規範 
1 

圖書也有列入公平交易法，規定業者不能限制經銷商和書店的零售價格，違

者一樣要罰 
1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中，電子書、消費者直接向出版社郵購劃撥需比一般限制

更嚴謹 
1 

不應將外文書納入規範，外文書、進口書狀況太複雜，給予太多限制反而不

利發展 
1 

出版社賣給網路書店折扣較低，例：金石堂、博客來，造成一般書店無法競

爭市場 
1 

圖書定價銷售制有限制折扣數，因此業者若回饋讀者於贈品上會造成惡性競

爭 
1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所有通路則需管制，如：網路通路、大賣場通路 1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違反者得以罰鍰，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慮 1 
購書者的消費習慣改變，對網路書店及電子書應該有所規範 1 
為避免促銷競爭，對於網購圖書市場應該要有對等的規範 1 
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實施項目應排除要公平交易法項目 1 
希望可以舉辦出版社業者座談，邀請業者提供意見 1 
高中職以下教科書應該也要納入規範，但放寬折扣 1 
冷門書、工具書較不適用在折扣上的一般限制 1 
套書若在規範內，需要更清楚說明 1 
只限定公部門的採購折扣即可 1 
希望政府採購標案不打折 1 

健 提升國人閱讀風氣，並刺激購書意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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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想法 頻次 

全

圖

書

產

業

之

作

法 

希望能提供發放圖書消費券，提升民眾購書意願 3 
購書抵稅，以鼓勵消費者或企業購書 3 
希望文化部的補助款能夠平均分配，不要只給大出版商 2 
應先提升整體經濟發展，並帶動民眾購書意願 2 
閱讀風氣的推廣與振興是唯一解法，不如將資源移往輔導產業升級，資源整

合或一定期間內的稅金減免，現階段稅占政府稅收比例極低，不至於造成預

算排擠，也希望協助有心經營的出版事業度過艱苦時期 
1 

從出版社到經銷商到書店整個利潤都應該檢討管制，例如：出版社給博客來

網路書店的折扣是五折，但一般書店的批價是七折，這樣的環境造成傳統書

店很難與網路書店競爭 
1 

圖書定價銷售制可讓出版社回歸良性競爭，但重點在推廣閱讀要加把勁，沒

有閱讀就沒人買書，應該從小學的教育開始著手 
1 

出版商每年出版一定量的新書，政府可以用階梯式的獎勵方式給於補助，出

版新書越多的就能給較高的補助 
1 

圖書定價銷售制應參考以色列國家政策，提升國人閱讀風氣，提升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輔助出版業者為重 
1 

新書折扣要整合，另希望文化部規劃一些實體店面、提供場地，現在的實體

店面需要租金費用，無法營運 
1 

希望政府能增加民眾閱讀風氣、整體稅制部份可以免稅或扣抵相關措施 1 
政府直接補助出版社出版某類的書，也許會比較有實質幫助 1 
政府對宗教教育性圖書多一些鼓勵和協助圖書廣書籍推廣 1 
政府應輔助提升出版業者素質，培育優秀出版業為首要 1 
希望政府要規定實際的定價，勿在折扣上做文章 1 
管制網路上免費的漫畫、小說 1 
教育消費者尊重智慧財產權 1 
出版免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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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出版社題項 

一、 業者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

扣數，以「七九折」的比例最高，占32.2%，其次為「不打折」（22.2%）、

「九折」（21.4%），其他折扣數的比例低於二成。 

Q17.請問貴公司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圖 9-34 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

「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

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

附表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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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

售價的折扣數，以「九折」的比例最高，占 23.8%，其次為「不打

折」（22.6%）、「七九折」（21.8%），其他折扣數的比例則低於二成。 

Q18.請問貴公司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

的多少折扣？ 

 
圖 9-35 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30），
有以下發現： 

1.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有條件支持」圖書定價銷

售制的受訪業者，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

扣數為八五折的比例為 17.8%、13.9%，高於不支持（9.0%）之

受訪業者。 

2. 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

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

推論。  

7.1%

4.1%

3.3%

21.8%

13.8%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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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者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

書商的折扣數中，以「七折至未滿七五折」的比例最高，占 17.3%，

其次為「八折以上」（15.9%），另有 6.1%的出版業者表示未參與政

府採購的業務，故無法回答此問題。 

Q19.請問貴公司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機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之價格，

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圖 9-36 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

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

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

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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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公司營運業績的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認為現階段圖書市場上的折扣競爭，

對公司營運業績的影響情況，以「損失」的比例最高，占 48.1%，

而有 46.0%認為「沒有影響」，僅有 5.9%的出版業者表示營運業績

為「獲利」。 

Q20.請問，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貴公司營運業績的影響為？ 

 
圖 9-37 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公司營運業績的影響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32），
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受訪業者，

認為現階段圖書市場上的折扣競爭，造成公司營運業績損失的比

例為 59.9%，明顯高於其他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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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應現階段市場上折扣競爭的損失，採取的預防方法 

進一步詢問出版業者，因應現階段市場折扣競爭的損失，所採

取的預防方法。根據調查顯示，以「降低製作成本」之方法的比例

最高，占 57.1%，其次為「會將圖書定價上調」（47.3%），而表示

「會將圖書定價下修」的比例為 7.8%，另有 15.5%的出版業者表示

有其他的預防方法，茲將整理列於表 9-10。 

Q20-1.請問，因應現階段市場上折扣競爭的損失，貴公司會採取哪些預

防方法？【複選】 

 
圖 9-38 因應現階段市場上折扣競爭的損失，採取的預防方法 

表 9-10 其他預防方法 

其他方法 頻次 
沒有對策，維持現狀 19 
謹慎選書出書 3 
出版市場專門且特別類型的書，開發新的市場 2 
維持現狀，照實際成本製作 2 
增加銷售通路 2 
針對打折數多的網路書店，控制圖書供貨的數量 1 
加強網路通路經營，統一售價 1 
增加行銷活動，刺激銷售量 1 
投入更多資源，拓展業績 1 
想辦法讓讀者有意願買書 1 

15.5%

7.8%

47.3%

57.1%

0% 10% 20% 30% 40% 50% 60%

其他

會將圖書定價下修

會將圖書定價上調

降低製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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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法 頻次 
減少不必要的折扣銷售 1 
不定期推出折扣促銷 1 
多出書，薄利多銷 1 
圖書印量減少 1 
薄利多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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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業者圖書定價的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業者圖書定價之

改變情況，以「定價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76.8%，「定價下修」

的比例占 13.2%，而表示「定價上調」的比例則占一成。 

Q21.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整體而言貴公司圖書的定價會有什

麼改變？ 

 
圖 9-39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業者圖書定價的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33），
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13.2%

76.8%

10.0%

0% 20% 40% 60% 80% 100%

定價下修

定價不變

定價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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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出版業者營運業績之改變
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出版業者認為對營運

業績的改變情況，以「業績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58.7%，其次為

「業績變差」（21.0%），而表示「業績變好」的比例為 20.3%。 

Q22.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

改變？ 

 
圖 9-40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出版業者營運業績之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34），
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受訪業者，

認為對營運業績變好的比例為 33.8%，明顯高於其他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21.0%

58.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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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出版業者出版最主要的圖書類型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出版眾多的圖書類型中，有 15.1%的

出版業者，以出版「人文史地」為主，其次為「文學」（9.0%）、「兒

童讀物」（8.7%）、「醫學家政」（8.7%）、「藝術」（8.4%）、「教科書」

（8.1%），出版其他圖書類型為主的比例則較低。 

Q23.請問貴公司出版最主要的圖書類型是哪一種？【單選】 

 

圖 9-41 出版的圖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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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出版業者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 

調查結果顯示，出版業者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中，以「1
年以上」的比例最高，占 63.3%，其次為「3 個月-未滿 6 個月」

（15.1%）、「6 個月-未滿一年」（13.9%），而「未滿 3 個月」的比例，

占 7.7%。 

Q24.請問貴公司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約為？ 

 
圖 9-42 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

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

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

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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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銷商題項 

一、 經銷商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經銷商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

數，以「七九折」的比例最高，占 29.0%，其次為「九折」（16.9%）、

「八五折」（15.3%），其他折扣數比例皆低於一成五。 

Q25.請問貴公司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圖 9-43 經銷商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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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銷商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經銷商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

價的折扣數，以「七九折」的比例最高，占 25.0%，其次為「九折」

（16.1%），其他折扣數的比例皆低於一成五。 

Q26.請問貴公司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

的多少折扣？ 

 
圖 9-44 經銷商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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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銷商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經銷商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

商的折扣數，以「八折以上」的比例最高，占 24.2%，其次為「七

五折至未滿八折」（21.0%），其他折扣數的比例皆低於二成；另有

2.4%的經銷商表示，未參與政府採購的業務，無法提供在政府採購

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Q27.請問貴公司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圖 9-45 經銷商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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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
價的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出版社出

版之圖書定價改變情況，以「定價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63.7%，

而「定價上調」的比例，占 21.0%，另表示「定價下修」的比例則

占 15.3%。 

Q28.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

會有什麼改變？ 

 
圖 9-46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的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不因「所在地區」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與「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交叉結果顯示，

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

論（參見附表 B-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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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經銷商營運業績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經銷商認為對營運業

績的改變情況，以「業績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54.0%；而表示「業

績變好」的比例，占 24.2%；另外，表示「業績變差」的比例為 21.8%。 

Q29.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
改變？ 

 
圖 9-47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經銷商營運業績之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40），有以下發

現： 

1.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有條件支持」圖書定價銷

售制的受訪業者表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認為營運業績變

好的比例為 37.2%、25.0%，明顯高於「不支持」（3.4%）之受訪

業者。 

2. 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區」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

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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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書店題項 

一、 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書店業者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

扣數，以「九折」的比例最高，占 30.6%，其次為「八五折」（17.8%）

及「七九折」（17.0%），其他折扣數的比例則低於一成五，另有 6.9%
書店業者表示未銷售新書，故無法回答銷售新書的折扣數。 

Q30.請問貴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圖 9-48 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

次數低於 5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

見附表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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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調查結果顯示，書店業者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

售價的折扣數，以「九折」的比例最高，占 27.4%，其次為「八五

折」（18.3%），其他折扣數的比例皆低於一成五。 

Q31.請問貴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

的多少折扣？ 

 
圖 9-49 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售價的折扣數 

 

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期望

次數低於 5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

見附表 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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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
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業者認為出版社

圖書定價的改變情況，以「定價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52.1%，「定

價下修」的比例，占 26.7%，而表示「定價上調」的比例則為 21.2%。 

Q32.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書店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

會有什麼改變？ 

 
圖 9-50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之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43），
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對草案支持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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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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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書店的營運業績之改變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書店業者認為對營運

業績的改變情況，以「業績不變」的比例最高，占 49.9%，其次為

「業績變差」（25.4%），而表示「業績變好」的比例為 24.7%。 

Q33.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書店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

改變？ 

 
圖 9-51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書店的營運業績之改變情況 

 

將受訪業者對該題項的意見分布與「正職員工人數」、「所在地

區」、「對草案支持度」、「圖書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參見附表 B-44），
有以下發現： 

1. 不因「正職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 在「對草案支持度」方面，「支持」、「有條件支持」的受訪業者，

認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營運業績變好的比例為 38.3%、

20.0%，明顯高於不支持（6.8%）之受訪業者。 

3. 與「所在地區、圖書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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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書店銷售最主要的圖書類型 

調查結果顯示，書店業者銷售多元的圖書類型中，有 15.6%的

書店業者，以銷售「文學」為主，其次為「人文史地」（13.1%）、「教

科書」（12.6%）、「兒童讀物（10.1%）、「漫畫書」（8.7%）、「考試用

書」（8.1%），銷售其他圖書類型為主的比例則較低。 

Q34.請問貴書店銷售最主要的圖書類型是哪一種？(單選) 

 

圖 9-52 銷售的圖書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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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一、 多數業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但其中約有半數認為稍
緩實施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態度中，有 32.3%的受訪業者表示支持

且儘快實施，亦有 35.0%的受訪業者表示支持但稍緩，應再等景氣

提升時實施，綜合分析受訪業者屬「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比例

逾六成五。而透過交叉分析並綜合觀察「支持且儘快實施」與「支

持但稍緩，應再等景氣提升時實施」的比例，在經營類型中，以「經

銷商」（71.8%）及「書店」（70.6%）之受訪業者，支持的比例較高。 

此外，對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之支持度，有 35.9%的受訪業者

支持，亦有 39.3%的受訪業者表示有條件支持，綜合分析受訪業者

「支持」草案的比例逾七成。另透過綜合分析「支持」與「有條件

支持」的比例發現，在經營類型中，以「經銷商」（76.6%）及「書

店」（78.2%）之受訪業者支持草案的比例較高。 

綜上所述，多數圖書出版產業業者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且亦

支持文化部規劃的草案，而仍有少部分業者表示不支持實施此制

度。 

二、 約六成業者認為「一年」為適當時限、五成六認為「九
五折」是適當折扣數 

調查結果發現，受訪業者對草案規劃的內容，有 60.5%認為「一

年」是新書限制折扣適當的時間，而認為不適當的比例則占 39.5%。

認為不適當的業者中，多認為新書限制折扣之時限則需更短，應為

三個月或六個月內。另由交叉分析發現，支持草案的受訪業者認為

新書限制折扣時間為一年適當的比例較高。 

此外，在折扣數方面，有 56.3%的受訪業者認為新書在一段時

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是適當的折扣數，而認為不

適當的比例則占 43.7%，其中主要認為折扣數應為九折、八折或八

五折等較低的折扣數。並透過交叉分析發現，支持草案的受訪業者，

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適當的比例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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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瑕疵書、二手書、結束營業的拍賣、銷售給作者或出版
社員工的出版品、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應屬
例外情況 

調查發現，受訪業者對各種項目是否應受圖書定價之規定或屬

例外情形有不同的意見或看法，以下分述受訪業者認為各種項目受

一般限制、放寬限制或不受限制之情況。 

受訪業者認為應受一般限制的新書消費模式中，以「網路通路」

的比例最高，占 69.3%，其次依序為「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

口出版的出版」（67.5%）、「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63.0%）、「預

購書」（57.9%）、「政府採購」（55.0%）及「電子書」（53.9%），比

例皆超過五成，而「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的比

例也有 43.1%。 

在放寬限制條件中，受訪業者認為「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

單一品項大宗採購」的比例較高，占 40.4%，是受訪業者認為應放

寬限制條件的項目。 

此外，不應受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限制的項目中，受訪業者認為

「瑕疵書」、「二手書」及「結束營業的拍賣」，不應受圖書定價銷

售制度的限制的比例，分別為 72.6%、67.5%及 64.0%，比例皆超過

六成；同時，受訪業者認為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亦不

應受限制，比例占 49.1%。 

然而，受訪業者對「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地區性的書

展」和「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是否受制度之

限制或屬例外情形意見較分歧，比例的差異不大，皆在三成左右。 

四、 贈品是否統一由出版社贈送意見分歧，而運費應達一定
額度才免除 

針對圖書銷售附贈贈品是否應規範統一由出版社贈送，有

44.7%的受訪業者認為不應規範，而認為應規範的比例則占41.1%，

可發現受訪業者對規範贈品，統一由出版社贈送的意見較無共識。

在經營型態中，「出版社」認為不應規範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

的比例較高，而「書店」和「經銷商」則認為應規範全通路統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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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贈送的比例較高。另外，針對附贈贈品之價格是否應受限制，

有 56.9%的受訪業者認為應不受限制，而認為應受限制的受訪業者

則占 35.4%。 

在圖書銷售是否可免運費中，14.9%的受訪業者認為可以免運

費，而 65.6%的受訪業者認為可以免運費，但應有條件限制，而認

為不可以免運費的受訪業者僅占 16.5%。其中，受訪業者表示可以

免運費，但應有的條件限制，以需消費滿一定金額可免運費為多。 

五、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將不影響多數業者的營運業績，且
營運業績將變好或變差的比例相當 

調查顯示，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營運業績的影響程度，有

58.7%的出版社、54.0%的經銷商及 49.9%的書店業者表示營運業績

不變的比例較高，此外，不論是出版社、經銷商或書店之受訪業者，

皆認為營運業績變好或變差的比例相當，皆各占兩成左右，無明顯

之差異。整體而言，過半受訪業者認為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營運

業績以持平為主。 

 

圖 9-53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對營運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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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章 出版業者深度訪談 

本研究根據訪談 6 位圖書產業業者之深度訪談紀錄，將業者對圖

書定價銷售制草案內容的建議、不同書種的例外情形和業者對制度的

態度與觀點等結果歸納分析如下。 

第一節 草案內容的建議 

一、 業者可接受限制折扣期間為一年，但仍有業者認為半年
即可 

業者在深度訪談中提及，普遍而言，新書在市場流通後，半

年至一年間即可評估新書在市場上的銷售情況；因此，若將折扣

期限訂定為一年，可讓銷售狀況較不佳的圖書，在一年的限制期

限過後，藉由其他優惠銷售方案，再次銷售圖書，故多數業者認

為新書在一年內不得低於折扣限制為適當的時機。 

我基本上贊成，假設這個法令要推的時候，一年內不要這個

（按：打折）可以，出版社可能看走眼，印了五千本結果賣不出

去，不能叫他永遠都不能，人家總是要活，五千本書最後退回來，

剩下還有四千五百本，就想辦法用三折、兩折促銷或買一送

一……，所以我覺得一年的時間應該是比較可以，真的一年賣不

出去，也不能逼他說絕對不能降價，那要人家死啊，不降價就是

賣不出去，降價能不能賣出去還不知道，所以我覺得一年應該是

ok 的，兩年就太久，半年一晃也過，就一年。(C-1) 

我覺得一年是合適的時間，書在市場上流通後，流通不是只

有在書店賣，也會在網路書店賣，同時也會有圖書館採購，三個

月一輪，如圖書館還沒採購就調整期限，其實就跑到範圍外，所

以一年的時間我覺得是合適的。(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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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有業者指出一年的折扣時限恐過長，並建議將時限

縮短為半年，在過了半年的期限後，讓業者可藉由其他行銷手段

銷售圖書；此外，也因限制折扣時間僅半年，消費者也較易接受

此制度。 

因為三個月，一般的消費者也比較容易接受，如果以這種平

均意見來講，我倒覺得如果是大家的意見的話，可能半年會比較

恰當，因為三個月是第一輪，第二輪的話還可以慢慢銷售，再做

一波促銷，譬如說可能幫誰在賣，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方案，不是

說把書的定價往下拉、書價往下拉。(B-1) 

整體而言，業者對制度規範一年內需受折扣限制較無異議，

但仍有部分業者建議縮短折扣限制之時間為半年，促進圖書在市

場中流通的速度。 

二、 業者認為可放寬折扣限制為九折 

對於制度折扣數的看法中，業者認為因目前市場銷售新書之

折數多為七九折，若以九五折做為最低之折扣數，對消費者購買

圖書恐較無誘因，且通路業者銷售新書可能較困難；因此，業者

提出以訂定九折為最低之折扣數的建議，讓通路業者在限制期內

以較彈性的折扣範圍銷售圖書。 

九五折不如九折，今天法令訂了，最好是不要讓這些書店或

出版社覺得執行上太困難，一般的書店像誠品要不要會員？有沒

有權利收會員？會員幾折？(C-1) 

九五折比較沒有誘因，我是覺得九折比較好，現在新書太離

譜，一上架就是七九折，我覺得多一點折扣當誘因比較好，之後

再慢慢拉上來。(A-3) 

對，所以應該是還好，當然不要低於，所謂可能九折以內還

是有一個伸縮，因為出版社新書出來會有一個行銷，假如訂這樣

的話，要給它一個活動期、活動空間，因為訂下來代表都不能違

背、不能低於九折，……。(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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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有業者表示，雖目前擬定之制度以不得低於圖書標

價之九五折，但對業者而言，不打折至九五折的範圍間，業者最

有可能直接以九五折販售圖書，以吸引消費者購買；此外，對消

費者而言，不打折與九五折差異小，因此建議直接以原價，即不

打折之方式做為規範的內容。 

你說九五折的結果會發現到一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所謂的九

五折到不打折間，會發現類似博客來的那個狀況……，因為到時

候一定會有這種狀況就是經銷商一定會告訴出版社說大家都九

五折，你要不要九五折，不然賣不掉……，所以經銷商會給出版

社壓力，就會發現所有新書出來就是七九折，不管是什麼書都是

這樣，倒不如限定大家不打折，打九五折跟不打折，意義還不是

一樣，因為到最後大家都是九五折。(B-1) 

綜上所述，雖有業者認為九五折與不打折之差異小，可以原

定價做為規範內容；然而，其他業者則多建議可放寬折扣限制，

以九折為最低折扣數，不論是對業者銷售或消費者購買圖書，皆

是較具彈性且較具吸引力的折扣數。 

三、 業者認為公部門可依定價銷售制採購圖書 

在深度訪談中業者表示，目前公共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採購

圖書時，常出現低價獲得圖書採購案之狀況。然而，在將價格壓

低而得標之際，也壓縮業者的利潤空間，恐因價格過低，導致書

商所提供的圖書良莠不齊或新書較少之情形。 

如果圖書館在用所謂的招標，用很低價在買，其實對於圖書

館買到的書可能的情況會是，第一個可能買到舊書，第二個就算

買到好的書，其實對出版社來講也是很傷，出版社可能就算在沒

有利潤的狀況之下，為了得標去做這件事情，對整個出版產業來

講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循環……。(B-1) 

我覺得政府就應該表現出誠意，不是叫我們這些同行大家要

九折，你所有的採購就九折，不要太低去跟老百姓採購，就規定

這個折才能夠採購……，商務的書不可能跟你三折，結果專門在

那邊搞這種，可能定價會訂的比較高一點，然後三折專門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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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因為民主社會就是有那麼多的樁腳，今天我把你挺上去，

不給我活下去，這個東西不可能，所以就把採購權交給他，也沒

有規定要買什麼書，結果圖書館買了一堆爛書。(C-1) 

因此，業者極力希望公部門的圖書採購需納入制度中，且需

受一般折扣限制，藉由公部門做起，帶頭遵循並落實制度之規範，

以維繫圖書館採購的圖書品質。 

我覺得如果是九五折的時候，圖書館也是用九五折買，如果

以合理或公平性來講，我覺得是 ok 的。(A-2) 

我覺得公部門採購根本應該按定價來採購，因為公部門的採

購通常都有複本的概念，譬如圖書館採購，很多人可以看，一般

國外很多圖書館都是乘以幾倍，不叫你乘以幾倍就已經很好，所

以我認為公部門應該是按圖書定價採購。(A-3) 

由上述可知，公部門長期以低價採購圖書之現象為業者所詬

病，故業者希冀公部門的圖書採購需受制度一般限制之規範，以

保障讀者權益，也讓業者保有合理之利潤空間。 

四、 業者認為縣市政府稽查的公信力高於公協會 

深度訪談發現，業者表示若實施制度並授權公協會做為查核

機關時，恐因公協會本身由出版同業所組成，有球員兼裁判的疑

慮。此外，各公協會的成員彼此熟識，極可能囿於人情壓力，而

難以確實執行查核的工作。因此，業者認為各縣市政府較公協會

更具公信力與執行力，是做為查核機關的首選單位；同時，業者

亦建議文化部設立查核專案小組，統籌辦理查核相關業務。 

我覺得還是縣市政府，不然公協會就會搞到最後跟簡體書的

進口一樣流於形式，因為各個公協會大家都有人情在，已經違規，

可是我又是這個協會的理監事，你好意思罰我嗎？因為現在都碰

到這些困難。(B-1) 

我覺得不要讓協會去做這個事情，而且講難聽一點，說不定

就是一體的，執法一方面不能讓球員兼裁判，執法就執法的，我

覺得不要把權力放給協會……，譬如說現在食安問題，誰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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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情，可能縣市政府的食品管理局。(C-1) 

但是一個問題出來，這些公協會沒有公信力，同業去查核，

誰去查核？公協會的理監事會被人罵死，因為他本身沒有公信力。

(A-1) 

我覺得要查的話，應該是縣市主管機關，文化部底下設一個

專案小組，專門經常去查緝，就好像國稅局常有一個查稅小組，

一定在縣市主管有一個組織。(A-3) 

此外，雖業者認為公協會非最適當的查核單位，但在法令依

據之下，可藉由公協會訂定之自律公約約束彼此，並透過同業相

互監督、舉發不法情事，亦有助於制度的稽核與施行。 

只要有法源的話，其實都好稽核，因為同行之間也可以指控，

博客來跟金石堂也可以指控，只要有法源的話，大家會，知道同

行弄了，我給你舉發只是傷了我，因為已經知道是我舉發，但是

沒有（按：處罰）動作，所以會傷了我，第一個以後會覺得我是

打小報告的人，第二會覺得有意義嗎？(C-2) 

行業裡面的自律公約，違反自律公約，我們也只能停止會員

資格，或者用集體的力量去譴責，這比較被動消極，有人在乎就

覺得很嚴重，有人不在乎就制裁你，但是無論如何，最起碼消極

性的有一個制裁跟權力在。(A-3) 

綜上所知，業者表示各縣市政府較公協會更具公信力與執行

力，是合適的查核單位；另外，雖圖書公協會的公信力較低，但

可透過公協會之自律公約約束成員，具彼此監督之功能。 

五、 業者認為違反制度者可連續處罰，亦可施以勒令停業 

業者在深度訪談中表示，贊同以罰鍰做為違反制度的處罰方

式；同時，針對屢勸不改之業者得以連續處罰，期可達到導正業

者之效果。 

我認為 3 萬以上連續罰，連續告發、連續罰，沒有上限，就

是一直罰你。(A-3) 

當然要連續罰，任何一個犯法都有連續犯法，有時候他可能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263 



第拾章 出版業者深度訪談 

不怕。(C-1) 

另外，業者更提到若有違反制度且屢罰不改之情形，則可勒

令停業一段時間做為更嚴厲之處罰，期透過政府法令規範，能利

於制度之推行。 

如果是屢勸不聽就乾脆停業，反正法律訂了會自己去算它的

風險，他會覺得不值得這樣被勒令停業三個月的風險，他就不敢

去犯法，沒有這個就覺得無所謂，每次罰六百，他無所謂，他賺

的錢是多倍於六百塊，抓一次六百、抓兩次六百、抓三次也是六

百，他不怕，就給你抓，我賺的錢可能是六千或是六十萬，六百

塊對他來講不算什麼東西，可是關兩個月，他就不得不考慮。

(C-1) 

同時，業者表示可將違反制度遭裁罰的罰鍰，分配一定比例

金額，做為圖書定價銷售制基金；同時，進一步詳細訂定此基金

運用的方式，並定期公開說明基金運用之情形。 

查核的機構、罰款跟罰款的用途用在什麼地方，這三者要考

慮的是這個產業的正相關會比較合理，或者在執行上面，大家會

很清楚知道沒有照定價賣被罰兩千塊，我知道這兩千塊有多少比

例會進到產業裡面的什麼組織或基金、會用在什麼地方，譬如說

這樣的產業調查裡頭就有基金去支應每年做調查……，就是一定

要正相關、正循環的來處理這件事情。(A-2) 

由上述可知，若實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可將罰鍰做為最基

礎的處罰方式，倘若違反之業者通知限期仍未改善，則可連續處

罰，並可勒令停業，做為嚴懲違法的處分方式；同時，可訂定一

定比例經處罰收繳之罰鍰，做為圖書定價銷售制基金，讓這些罰

金流回圖書產業運用，期對圖書產業發展具正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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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例外情形 

一、 書展、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可放寬折扣限制 

經由深度訪談發現，業者認為書展的圖書銷售屬短期性促銷

行為，不至於破壞整體市場的秩序，因此建議在制度下，書展中

圖書銷售可放寬限制的折扣數，讓參展業者亦可利用書展的管道，

增加圖書的曝光度與提升圖書的銷售量，也讓消費者在書展中，

以較彈性的折扣購買好書。 

放寬一點，書展是一個短暫的行銷，不能都不給書店或出版

社，因為要找讀者來面對作家，作家願意出來，已經花了一筆錢

去找作家出來，就是希望打開知名度、廣為賣書，這種情況應該

給他一點小小的，包括所有展覽，就好像一年一度的書展……，

那算是一個行銷事件，這個當然可以，所以書展應該是這種情況。

(C-2) 

書展不用太過於去限制，因為其實現在實體通路已經很少，

書展如果有特價、比較優惠的價格，可能可以讓這些書再曝光。

(B-1) 

同時，業者認為在法令中需闡明書展的定義，且書展因舉辦

的目的或舉辦者之不同而有差異；因此，建議僅限以文化部、各

地政府主辦及委託民間協辦之大型書展，方可利用較低折扣銷售

圖書，且建議最低的折扣數不得低於八折。 

如由文化部舉辦的台北國際書展，由政府各地方文化局來主

辦，委託民間協辦、承辦，這種公益的大型書展，我認為可以配

合稍微低的折扣，但我建議再低也不能低於八折。(A-3) 

除此之外，對行銷通路而言，個人或機關團體一次性地大量

採購單一品項圖書，相較於單本銷售圖書之情況，可省去人事、

圖書倉儲空間等成本，故業者亦建議在制度的規範中，可評估針

對單一項之大宗採購，較優惠的折扣數銷售圖書。 

我知道，單一品項，譬如說買一本書叫《贏在執行》，如果

買了兩千本、一千本或幾十本可以放寬折扣，其實對於單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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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成本是降低，獲利是增加，可以考慮是不是放寬一些……。

(B-1) 

這個部份我覺得可以再討論，但是基本上的精神還是要跟這

個吻合，如果問我合不合適，我認為要照九五折這個機制來執行，

但是實務上有些東西是應該要有彈性的，譬如說一本書，某個銀

行或保險公司把它當成內部教材，一次要訂購五千份，您覺得要

賣他九五折嗎？還是說定義為 B2B 的部份，就不在這個限制裡

面呢？(A-2) 

綜上所述，業者認為書展屬短期性的銷售活動，對整體圖書

長期銷售活動影響較小；此外，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對圖書銷售具

有降低成本之益處，因此業者建議書展及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受制

度規範，但可放寬限制之折扣數。 

二、 二手書、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可視為例外
情況 

由訪談發現，業者認為制度主要有助於文化多樣性和穩定市

場秩序之功能，使圖書在市場上不因折扣戰而犧牲其價值；但由

於二手書之性質與一般圖書的性質與定義有差異，因此，業者建

議二手書不需列為制度之規範。 

就不要管，二手書不管如何不是非法的，盜印才是……，如

果去美國讀書，大家都知道每個學校，這本是新書，這本是二手

書，銷售是讓你要挑哪一種，所以他們基本上是不管，我覺得二

手書是可以完全不管，應該把精神放在鼓勵出版新書、保障新書，

不要馬上淪為沒有價值。(A-1) 

二手書或瑕疵書排除在外是合理的，但是差別是在於怎麼去

定義這二手書、瑕疵書……，我個人是認為應該都要以一年去執

行這樣的限制，在這以外才能以二手書的價格，或者是瑕疵書的

價格來處理……。(A-2) 

另外，業者表示，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出版品之情況，

皆有別於一般消費者銷售或購買的機制，其中，以較低折扣銷售

圖書給出版社員工，屬公司內部讓員工享有的福利制度，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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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較低的折扣購書，則屬出版社和作者之間的協議，故建議銷

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出版品可不受制度規範。 

員工打折是天經地義，因為不會這樣而外面的人跑來當你的

員工，這種機率不大，作者本身就有折扣，通常我們跟他的交易，

他會放棄他的版權，所以當然會比較大的折扣，譬如我的書賣給

一般消費者是最低九折，賣給作者最高也不能高過八折，因為他

犧牲他的版稅。(A-3) 

不應該限制，因為這個不是面對所有的消費大眾，這是內部

規範……，就好像我們內部對於我們的員工是低於九折，給一般

的貴賓是九折，但我們的員工到所有的通路去買是低於九折，這

是對內部員工的一個鼓勵說多看書，你說內部會去買八五折。

(C-2) 

認為(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是除外的，應該不

要受這個限制，因為這是屬於公司內部或是跟作者合約行為，我

個人的理解跟認知是指法律要規定一種公開銷售行為，至於作者

或員工我認為是公司內部的屬於員工福利，或是作者跟出版社在

議定合約的時候，他們議定的價格……，員工內部就不會有這個

問題，同樣的作者也一樣，他跟出版社協議好的東西，出版社會

給他一個優惠的價格……。(A-2) 

綜上所述，由於二手書的性質、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出

版品的銷售模式皆與一般圖書不同，業者認為此二種情況可不受

圖書定價制度的規範。 

三、 電子書計價方式有別於紙本書，可放寬限制且另訂實施
時程 

對於電子書列入制度與否的看法中，業者多表示因電子書相

關產業尚未發展成熟，且其計價方式及銷售通路，皆與紙本圖書

的差異大，因此，業者認為電子書若受制度的規範，可依其特殊

性，擬定適宜的折扣數與方案，並再觀察產業發展狀況，另外訂

定較佳的施行時程。 

因為現在電子書的定價機制跟紙本書的落差很大，所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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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它的產業環節更成熟一點的時候，再去訂合理的比例，但是

紙本書的定價銷售這件事情是要存在的。(A-2) 

因為實體書跟電子書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電子書要怎

麼管，那應該是另外一回事。(A-1) 

（問：電子書您覺得可以放寬限制，不一定要一年內九五折

的原因？）因為電子書跟紙本書兩個是不同的載體，在不同的流

通通路，電子書本身不需要依賴通路、不需要依賴店面，也不需

要印出來，所以沒有所謂的原物料成本，也沒有通路運送的成本，

所以應該反映本身真正的成本出來，這個成本跟紙成本不一樣，

所以定價當然要不一樣……。(A-3) 

然而，另有業者持相反的意見，認為目前圖書產業中，雖出

版或販售電子書為主的業者家數較少，但可能較容易規範和督導

業者遵守制度，因此建議可先以電子書為實施制度的對象，從小

規模執行並具示範效果。 

剛剛教授講先從紙本書再電子書，我是覺得可能電子書可以

先實施，因為最單純，起一個示範效果，出版社覺得這個對我有

利，大家看到有示範效果出來，才會覺得這個對我們真的是有好

處，不然沒有一個示範效果出來，還是各說各話。(B-1) 

由上述可知，雖然業者認為電子書可受一般折扣限制的規範

亦可先實施並具啟示效果；但整體而言，多數業者仍認為電子書

的性質、計價及銷售方式與紙本圖書皆差異大，故建議可放寬電

子書受限制的折扣數，並考慮延緩電子書的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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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業者的態度與觀點 

一、 業者肯定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避免削價競爭 

訪談發現，業者認為圖書屬文化商品且具知識傳播功能，需

加以重視圖書的文化價值，同時，也認為削價競爭非圖書銷售的

必然手段，欲透過合理的定價與適度的折扣銷售圖書，穩定市場

秩序。 

因此，若透過制度規範通路業者在一段時間內，統一以限制

的折扣範圍銷售圖書，期可避免同業間為了刺激圖書銷售量，將

圖書定價抬高，再以高折扣賣出圖書的情況，以降低低價促銷圖

書，貶低圖書價值的做法。 

(問：這個制度？)對，不管是在站在出版社的立場，或者是

站在通路，或是書店最末端的消費端，我都贊同……。(A-1) 

台灣要認知知識性的產業、商品，不能動輒以破壞性的價格

來形成手段，因為這個讓整個產業向下沉淪，像國外很多產業就

追求產值，講求附加價值，不是一昧的談 cost down，以成本 cost 

down 為概念的商品……，價格應該回歸到原本公平的價格，不

然訂那個價格幹什麼……，譬如人家出 300 元，你平常都賣八折

就240元，那就訂240元，還不是等於照原先的想法再打七九折，

還不是 240 元，240 元就是定價，打破定價跟售價脫鉤的事情。

(A-3) 

此外，業者也認為政府需謹慎規劃制度之細節，並研擬配套

措施，讓業者遵循完備的法令，也可讓消費者信服。 

以後在執行的機關、執行的方式或是說如何打折，甚至是太

便宜的問題等，要怎麼去抓，這件事情怎麼被我現在還沒辦法理

解，您剛說報紙出來，但書店裡面沒人知道這個消息，所有就罰

三萬塊。(A-2) 

我們認為支持，只是現在要法源出來，沒有法源，我們絕對

不做第一個表態，也不能第一個執行。除非是規範好，否則我做

得好，或是我把自己管好，我的讀者會唾棄我，不是只有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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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者會唾棄我說為什麼都賣得比較貴，……，一定要規範好、

宣導好，我們再一起來，我們是願意配合這一塊，按照定價規範

到哪裡，我們定價合理的調整……。(C-2) 

綜合上述，因目前市場中常見折扣競爭，打亂圖書市場秩序，

也打擊書店合理的利潤，因此，業者多支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

期可消除削價競爭之亂象，穩固圖書市場。 

二、 當前圖書出版產業低迷，業者擔心貿然實施制度恐造成
消費者反彈 

深度訪談發現，雖多數業者支持制度，但業者擔憂目前台灣

圖書出版產業買氣不佳，且消費者已習慣折扣優惠購買圖書，若

在目前產業較低迷情況之下，限制出版一段時間內的新書，僅能

依規範的折扣數銷售，恐降低消費者的購書意願，亦可能引發消

費者反彈的聲浪。 

這個(制度)如果可行，我個人絕對贊成，第二個是消費者能

接受的問題，要不然我是贊成這樣子做，這是等於保護出版社，

但是消費者會接受嗎？依照一般會接受嗎。(A-1) 

在台灣書市景氣好的時候，要推動這個(制度)比較容易，大

家都有錢賺，秩序好，可是現在大家都沒錢賺，還要弄一大堆的

秩序，萬一要活不下去的時候又被卡住……。我真的覺得如果這

個法律的罰責各方面訂的很完備，某種程度上，讓老百姓都曉得

訂這個對我是好的，那個制度才有用，這個制度對我不好，沒有

人會支持……。(C-1) 

由上述可知，業者擔憂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將對消費者

造成衝擊，亦恐降低消費者的購書意願，此將會是政府亟需面對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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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極宣導並取得產業共識，方為實施制度的關鍵因素 

深度訪談過程中，業者認為若政府決定實行制度，可對消費

者舉辦多場說明會或公聽會，向民眾宣導制度主要為維護圖書文

化價值、促進圖書出版產業多元發展，並可增加消費者選擇銷售

通路之權利等內涵，以匯集民意並進一步形成共識，應可助於制

度之推行。 

假如大家要來，正向一點，就賦予他們的責任，其實我認為

大家都願意來做，假如有個規範在，大家來，因為這個東西是政

府要宣導，再來就是要導正，再來就是要罰下去……。(C-2) 

我覺得在執行上面可能需要有一些共識，尤其這個法開始執

行的話，您剛提到那些罰責跟方式，我覺得可能要做很多次的說

明。(A-2) 

我認為要進一步的辦公聽會，然後直接訴諸老百姓，我建議

形成遊說團體、壓力團體，去要求立法委員，辦公聽會來形成一

個共識，要求政府制訂政策實行，基礎就要從老百姓說起……。

(A-3) 

除此之外，若可由各公協會彙整國內圖書出版業者端之意見，

進而取得多數國內圖書出版產業重要公協會的共識，做為業界提

供之綜合意見，而非單一業者的主觀想法，將為實施制度的要素

之一。 

我覺得應該是大部份的人覺得好就可以推行……，譬如說十

個公協會有七個或八個贊成，現在我們幾個協會，中華民國圖書

發行協進會、出版協會、圖書總會、數位出版聯盟、電子書協會、

兩岸物流發行協會，就比較全國性的六個，五個同意說堅決支持

圖書定價銷售制，那就是代表出版業有共識，用這個來說，各個

公協會都贊成，如果你反對，你就去跟你的所屬協會抗議。(B-1) 

綜上所述，由主動向消費者宣導制度的精神與實施做法，並

獲得業界支持制度的共識，為施行制度重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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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者認為先由政府提供補助，帶動產業發展 

深度訪談發現，業者表示若由政府提出補助消費端，包含一

般消費者、圖書館等，提供一定比例的購書補貼，循序漸進地扶

持圖書出版產業之發展。 

政府最好是能夠統籌，因為就像教授剛剛提到的補助中間環

節，我覺得真的倒不如補助圖書館或消費者，如果能夠由市場去

拉動這個產業才會是永續的，不然會出現狀況是補助一次，所有

業者為了配合這次補助，做完了之後就沒有下一場。(B-1) 

更進一步，業者認為圖書消費亦屬文化消費的一部分，建議

政府可推動購書抵稅的政策，提高消費者購書意願，提升整體社

會閱讀的氛圍。 

國民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費，包括聽音樂會、看歌舞劇、買書、

買雜誌的這種文化性支出應該是可以用來抵稅，意思是說全國的

老百姓都共同來扶植文化產業，一般的國家文化產業是誰來扶植

的？是國家在扶植的，國家給予補助……，文化屬於老百姓的，

文化也全民在享受跟參與文化產業的政策是老百姓去扶植的，所

以我認為透過抵稅的政策，造成全民在享受跟參與文化產業的政

策，我認為是很合理的。(A-3) 

由上述可知，國內閱讀風氣不盛行，整體圖書市場景氣低迷，

若可由政府率先研擬並評估相關政策，包含圖書館購書補助計畫、

消費者購書抵稅等振興圖書產業之作法，期可鼓勵民眾閱讀，以帶

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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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因應策略說明與討論 † 

近年來有關出版產值急速下滑，諸多數據引起民眾及媒體渲染報

導，已陸續引發撻伐及恐慌。FBP 不是只有在產業規模萎縮下才被提

及，早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間(參見圖 III-1《近年出版產值示意圖》)，
出版產業主管機關正值新聞局的時代，彼時也是近年來出版產值統計

少有的高峰期，就曾經對出版業飽受折扣戰之威脅多作探討；並透過

先期研究讓業者瞭解 FBP 內涵，並舉辦多場公聽會諮詢業者意見，

即便當時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尚未成立，仍自籌研討會來主張圖書交

易受到公平競爭的「惡」法迫害。1 時隔五年，文化部針對文化政策

相關的出版振興方案備受關注，有關 FBP 提案再次引起各界正反兩

極意見。 

壹、台灣出版現象與產值 

近年來圖書出版業被戲稱為「夕陽產業」，若仔細分析產值下滑

現象，國內每年開立發票的出版社家數都在一千七百多家左右，而

書籍品項總數可達四萬餘種圖書。2 若經交叉分析我國的出版量、

書籍出版的家數變化、銷售額三者之間的數據比對，可推測目前出

版市場衰退現象可能是主要來自傳統零售結構中的中間商/批發商/
零售商。就圖 III-1 嚴重的衰退數字，有必要審視其原因，尤其是

在物聯網交易模式和第三方物流重要性與日俱增的社群網路時代，

讓傳統出版產業結構產生的明顯變遷。易言之，圖 III-1 所呈現之

衰退，亦可能肇因於傳統出版產業原本賴以合作批售的對象減少，

轉而替代的是平台商的雲端交易，進而面臨出版產業結構生態的轉

型時刻。倘若用財政部發票銷售額的呈現用加乘效果去解釋，則可

† 此第三部分引言作者：邱炯友、陳俊偉。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陳俊偉，「因應策略說明與

討論」，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1 友善書業合作社之成立，主因於小型書店因為沒有足夠的營業額支撐，沒有圖書產品銷售的動

能，故無法取得經銷商/出版社完整的書籍供應。透過獨立書店聯盟發起的有善書業，可作為小

書店橋接採購平台，讓更多書籍進退貨達到有效率的流通。 
2 有關歷年出版產業調查，於研究報告之調查對象限定為「年度出版量(以國家圖書館 ISBN 中心

數據為準)在 4 種以上之圖書出版業者，且排除政府機關、學校及個人的出版品」，此項標準也立

下了往後台灣圖書出版調查之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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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去中間化」歸咎為通路失衡的現象之一。 

 
圖 III-1 近年出版產值示意圖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資料庫查詢，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第 7 次修訂（5813-11
書籍出版）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經營出版活動是需要許多行銷環節夥伴才得以形成商業規模與

經濟。就書商角度而論，除了要負責面對出版社的交涉，還得用微

薄的銷售利潤來負擔經營成本，包括支付出版商/經銷商稅外加，以

及消費者稅內含所徵收的營業稅（VAT 5%）。3 而處於出版鏈下游

端的小型獨立書店便成了成本負荷最沈重的圖書出版業者，通路結

構失衡的問題於今尤甚。 

從圖 III-2《圖書通路折扣與 VAT 關係示意圖》檢視出版產業結

構的內容，欠缺銷售合作夥伴的出版社，難以避免面臨通路單一化

之趨勢。而早期零售圖書市場扮演著出版品發行不可或缺的角色，

零售商越多，越能有效影響發行量並增加曝光機會。一般而言，出

版社新書銷售期為一個月，大多為促進初期銷量增長之目的，常於

通路上採取折扣手段，但新書上市後售價大致均約落在七九折至八

五折之間（教科書、考用、工具書除外）。最標準的例子出於連鎖

書店，因提供品牌行銷，靠著明確的銷售數字，可隨時配合出版社

書籍行銷策略，成為出版社努力維持績效的長期合作夥伴。唯獨小

型獨立書店因無法明確提供書籍的銷售數字，或者進貨量無法確實

達到出版社發行需要，彼此合作條件有限，往往造成上下通路皆由

3 圖書加值營業稅是作為保障與促進圖書文化多樣性屬性的最有利與可行之措施；從圖書加值營

業稅上可直接反映出一個國家是否有成熟的文化出版政策思維，針對圖書採積極友善的稅率差別

待遇，其精神在於彰顯圖書出版品於文化意義上的的特殊性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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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書店自行吸收 VAT 的窘境。近年來網路書店及大型通路夾帶

著大量進貨的侵略性優勢，迫使出版社在供貨選擇上做出取捨，考

量物流成本支出是零售業者降低費用的方式。最終，台灣出版市場

易被大型通路商給壟斷，圖書銷售渠道不可避免呈現單一化、集中

化的趨勢。 
 
 
 
 
 
 
 
 
 
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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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物流 

出版社端   

    各銷售通路    

圖 III-2 圖書通路折扣與 VAT 關係示意圖 

貳、本部分章節安排 

本研究第三部分「因應策略說明與討論」配合所執行之問卷調

查蒐集消費者對 FBP 制度下的圖書消費意願和行為，以此分析在短

期下對出版品的銷售及整體出版產業的產值之變化，透過經濟模型

模擬結果進行分析。透過經濟模型的修正，當充分瞭解制度實施的

意涵，據此建議政府因應未來變化，謹慎設計相關法規以及有效的

配套措施等，如此將利於引導產業改變文化消費的習慣與理念。此

外，FBP 制度在推行上，易產生各種立法與修法之困難，基於法案

應用的複雜度，此第三部分亦提具法律面之影響評估及相關草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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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說明。 

銜續本研究第一部分國外案例與第二部分問卷訪談調查結果，

首要針對消費者對圖書售價限制折扣的負面印象，以及產業的經濟

影響評估結果等，從政策面設想，如何搭配政府施政方針設計，藉

由具有降價效果的鼓勵消費措施，例如圖書 VAT 減免、購書抵稅、

公共出借權、圖書公閱版等，提供相關說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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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壹章 台灣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經濟模式推估 †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之經濟分析：鑒於國內出版業

目前在定價上過於以折扣戰的方式競爭，導致出版業上、中、下游受

到極大的影響。本研究的經濟分析主要在探討出版品的「價格彈性」

(price elasticity of book demand)，在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如一年內的

新書只能打最低九五折)之後，對其銷售量及整體出版業銷售金額的

影響。基於經濟學上的定義，出版品應屬「正常財」(normal goods)，
且替代性不高。惟出版品具有跨期差別取價 (intertemporal price 
discrimination)的特性，出版業者利用時間來區分消費者(即在不同的

時間採用不同的折扣數)，則不同的時段的消費者應具有不同的需求

價格彈性。這表示若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後，我們應可發現部分的消

費者會延遲他們的購書行為，等將來(一年之後)折扣數加大後再行購

買。當然也會有部分的消費者在需求法則(rule of demand)的驅使下，

減少其購買的數量。故我們應可預期出版品在短期下其需求價格彈性

應會大於其長期的價格彈性。短期(一年之內)而言，出版業的銷售量

應會有所影響，但長期(一年以上)來看，其影響程度會減少，也就是

說真正實質的衝擊應是從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後第二年才開始觀察

較為準確；當然這還必須視不同類型的出版品而定。 

第一節 台灣圖書消費市場與推估 

根據本研究對圖書消費者之問卷調查，樣本數共 2,845 份。惟

在此 2,845 份樣本中，在兩年內有購書經驗者占 45.1%，故我們將

有效樣本定義為此類消費者，即共 1,284 位有效樣本。在此份問卷

中，雖有 59.7%的消費者並不以書店所提供之折扣優惠作為其購書

的最優先考量，但仍有超過 40%的人會以折扣優惠作為其重要的購

書依據。是以若政府實施了圖書定價銷售制後，由現行的圖書定價

折扣戰的競爭亂象(由六折到九折均有)，改以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

能打九五折，則我們可以預期在短期內消費者的購書意願將有所下

降。由本研究的消費者問卷的第 17 題的結果即可看出，僅 36.8%

† 本章作者：林俊宏。引註格式建議：林俊宏，「台灣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經濟模式推估」，於圖書
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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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者在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後，其購書行為並不會有所改變；

亦即高達將近三分之二的購書消費者將會改變其購書的時間、金額

及數量等，其中有 26.8%的人會延後其購書行為，選擇過了一年的

限制再以較低的價格(較多的折扣)去購買。 

以上的統計數據事實上也呼應了本消費者問卷中的第 14 題的

結果，僅有 46.1%的購書消費者認為「一年的新書」是非常重要或

重要的，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消費者願意選擇其他替代的書籍或延

遲購買。這間接顯示了，對圖書消費者而言，其短期的需求價格彈

性應會大於 1，亦即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因價格的調漲，其

銷售數量會因此而下跌，且銷售數量下跌的百分比會高於價格調漲

的百分比，因而造成出版商或書店銷售總金額(或銷售總營收)的減

少。 

上述的分析可以下列的式子來表示之： 

圖書價格彈性＝(圖書銷售量變動百分比)/(圖書價格變動百分比)  (1) 

圖書銷售總金額＝(圖書銷售總數量)X(圖書價格)               (2) 

我們將利用本研究之消費者問卷所調查的結果，從而計算各類

圖書之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由表 11-1 可看出這六類圖書中，消費者平均而言以支付在購買

兒童讀物、教科書/考試用書及一般圖書的金額較高；相對的，購買

漫畫書及電子書的金額較少。經過以上式(1)的計算，我們可分別計

算出各類圖書的價格彈性。這必須要以一個假設為前提，即我們必

須假設各類圖書的平均單價，從而計算消費者在各類圖書的平均購

買數量(即本數)。例如我們假設一般圖書在現行折扣戰(以七折為平

均數)下的銷售單價為 NT$400/本，經過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後限制

為九五折，單價提高約 25%，也就是約 NT$5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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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我國各類圖書加權平均價格彈性推估 

一般圖書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5.3%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391 元 -0.24 

-1.20 27.6%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814 元 -1.868 
67.1%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2,418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400 元，95 折為 500 元 
 
教科書/考試用書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9.2%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592 元 0 

-1.09 22.0%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799 元 -1.82 
68.8%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2,434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300 元，95 折後為 375 元 
 
兒童讀物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7.5%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848 元 0 

-1.20 29.7%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915 元 -1.94 
62.8%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2,521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250 元，95 折後為 312 元 
 
漫畫書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3.1%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1,180 元 0 

-1.57 35.9%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803 元 -2.67 
61.0%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1,386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150 元，95 折後為 190 元 
 
工具書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6.4%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421 元 -0.022 

-1.23 27.8%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669 元 -2.07 
65.8%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1,730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350 元，95 折後為 440 元 
 
電子書  價格彈性 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0.0%消費者 平均增加消費 0 元 N/A 

-1.03 6.6%消費者 平均減少消費 300 元 -1.5 
93.4%消費者 總支出不變 -1 
註：每人每年平均支出 1,489 元，假設 7 折後平均單價為 150 元，95 折後為 1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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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1 中的結果顯示，每一類圖書的加權平均價格彈性均大

於 1，這明顯表示因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以致價格提高後，出版社/
書店的圖書銷售量將減少，並且其圖書銷售總金額亦將下跌。這其

中又以漫畫書所受的影響最大，工具書、一般書籍及兒童讀物次之。

相較之下，電子書及教科書/考試用書之銷售總金額所受到的負面影

響較輕。 

再者，由消費者問卷第 17 題的統計數據來看，短期內有 36.8%
的圖書消費者將不受此定價制度的影響，對新書的購買行為不會改

變；另有 26.8%的消費者將選擇過了一年的期限之後再行購買，此

乃表示長期而言(經一年以上)消費者在每一類圖書的加權平均價格

彈性均會較表中所計算出的數字為小，亦即出版社/書店的所受到的

負面影響會減弱不少。 

以上的分析推論僅就圖書價格的變動與消費者購書行為兩者

之間的關係來探討，其他因素如國內消費者所得的變化、國人閱讀

偏好的改變及出版產業進出口業務等，我們均假設以上因素未來維

持不變的情況下來討論此定價制度實施後所產生的影響。 

若欲分析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值所受的影響，我們必須再進一

步推估整體出版書籍之加權平均價格彈性。依表中這六類圖書之價

格彈性分別為-1.20、-1.09、-1.20、-1.57、-1.23 及-1.03，依各類圖

書平均銷售金額之加權來計算整體出版書籍之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我們可得到約-1.188。 

根據我國文化部所公布之 102 年暨 103 年台灣出版業產業調查

報告(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出版)，我國 102 年整體出版產業之總

產值約 281 億，而民國 103 年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值約 243 億，均

較 101 年的總產值 352 億為低。以衰退的幅度來看，101 年至 102
年下跌 20%，102 年至 103 年下跌 13%，平均每年下跌約 16.5%，

衰退的幅度不可謂不大。若103年至104年再以16.5%或 13%下跌，

則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值將來到 202 億或 211 億。 

我們可由另一資料來源來推估未來我國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

值。由財政部的財政統計資料表 11-2 顯示，我國歷年書籍出版營利

事業的銷售額由民國 101年至 104年的數字分別為 352億、270億、

227 億及 190 億，其趨勢平均大約以每年 11%之衰退率在下跌，至

280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第拾壹章 台灣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經濟模式推估  

105 年總產值雖仍維持 190 億左右，但過往跌幅可能威脅仍在。。

這部分的數字雖與文化部所公布之歷年台灣出版業產業調查報告

略有不同，但整體而言相差不大。而這部分的衰退還僅僅只是因為

這幾年之間國人閱讀習慣及風氣的改變、國內景氣未見明顯改善及

出版業者海外發展遇到瓶頸等因素，使得整體出版產業在大環境的

惡化下營收逐年下滑。若再考慮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實施使得圖書

價格的提高，依本研究前述的推估，整體出版書籍之加權平均價格

彈性約-1.188，也就是說，若實施了圖書定價銷售制後，短期內(即
實施的第一年)我國整體出版產業的總產值會因此而再下跌約 1成 5
到 2 成左右。也就是說，若政府在民國 106 年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

度，則民國 106 年我國整體出版產業之總產值最壞的情況很可能只

剩下不到 160 億，低於民國 101 年總產值之二分之一。 

表 11-2 書籍出版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月份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家數 銷售額 

1 月 1,723 16,792 1,745 13,555 1,764 11,551 1,745 21,940 1,733 10,826 1,739 13,515 1,728 14,872 

2 月 1,721 4,312,864 1,741 5,371,303 1,765 5,348,433 1,745 5,414,733 1,735 3,457,945 1,742 3,910,535 1,734 2,768,536 

3 月 1,733 32,261 1,741 18,850 1,759 17,511 1,748 16,826 1,736 11,685 1,738 12,114 1,742 11,816 

4 月 1,745 5,204,634 1,742 5,973,050 1,765 5,921,315 1,748 5,760,133 1,749 4,500,654 1,743 5,131,813 1,733 3,210,211 

5 月 1,749 29,530 1,751 23,799 1,764 11,929 1,751 13,088 1,746 5,704 1,742 7,427 1,744 11,897 

6 月 1,754 4,457,951 1,753 5,278,013 1,764 5,839,537 1,753 5,806,660 1,740 4,117,359 1,740 2,845,244 1,739 2,757,245 

7 月 1,750 14,621 1,742 28,847 1,751 10,858 1,748 16,288 1,743 12,598 1,738 11,920 1,733 13,982 

8 月 1,755 4,494,815 1,753 5,660,666 1,753 5,421,015 1,748 5,730,522 1,750 4,503,276 1,741 3,106,394 1,740 2,840,842 

9 月 1,747 43,269 1,754 38,289 1,752 24,408 1,759 11,749 1,743 11,184 1,736 17,203 1,740 11,186 

10 月 1,747 5,655,848 1,761 6,893,509 1,762 6,019,741 1,761 5,927,573 1,737 4,916,378 1,723 3,607,014 1,746 3,388,151 

11 月 1,744 27,117 1,763 26,634 1,759 45,847 1,760 15,489 1,744 11,424 1,722 12,421 1,748 13,813 

12 月 1,752 7,076,355 1,771 7,424,516 1,740 6,572,301 1,750 6,501,760 1,745 5,436,448 1,721 4,016,577 1,741 4,005,857 

總計 
 

31,366,057 
 

36,751,031 
 

35,244,446 
 

35,236,761 
 

26,995,481 
 

22,692,177 
 

19,048,408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資料庫查詢 (單位：家、千元) 

另就出版業人力雇用來看，根據 102 年暨 103 年台灣出版業產

業調查報告，民國 101 年至 103 年這三年之間，我國圖書出版單位

的雇用人力規模並沒有因為總產值的衰退而有太大的改變，且在正

兼職比例、性別比例、年齡結構及教育程度結構上亦無明顯的變化。

惟在員工的薪資結構上，在這三年之間，依不同類型的人員(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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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行銷人員及倉儲人員)其薪資平均成長均在三成以上，顯見

我國出版產業員工的薪資水準有顯著的提升。但這現象亦顯示出版

業者「營運成本」的大幅提高，在其出版業總營收逐年衰退的情況

下，我們應可預期大部分的出版業者的獲利情況應已大幅縮小，甚

至已處於虧損的狀況。而此現象在未來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

若在各方條件未見改善的情況下，要被扭轉的可能性又更小了。實

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的主要目標乃希望解決目前我國出版品折扣

戰的競爭亂象，進而提高出版業者的獲利，基於以上的分析，欲推

動此法案，政府必須要有相當精準且有效的配套措施始能竟其功。 

第二節 補救與配套政策的建議 

1. 由上述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知，雖然長期而言對出版社/書店的

衝擊有限，但圖書定價制度實施之後，短期內必定其營收有不小

的負面影響。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景氣持續低迷，國人的所

得成長有限，故在幾乎沒有「所得效果」的激勵下，則「價格效

果」勢必造成消費者購買意願的降低。故我們的建議是，若能待

國內景氣略為好轉之後，例如國內的 GDP 成長率有明顯提升或失

業率更進一步下降，再行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則其衝擊將大

為減少。 

2. 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消費者若能獲得任何能替代「所得」的商

品，則都能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所得效果」而增加消費。而「圖

書」乃為一正常財，「圖書禮券」的發放不失為一增加所得而又能

使得圖書的消費增加的適當方法。惟「圖書禮券」如何發放仍需

嚴謹考量與設計，這其中又牽涉到政府財政的問題。 

3. 「免徵加值營業稅」、「購書抵稅」與「購書折扣」對消費者而言

幾乎是有相同的降價效果，另對出版社/書店的營收將可增加。惟

此出版社/書店營收增加的效果將直接移轉到政府，使得政府的稅

收減少，對目前我國政府面臨財政困難之時亦須有所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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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貳章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配套措施 † 

圖書定價銷售(Fixed Book Price; FBP) 制度因為涉及圖書零售商

與民眾交易折扣習慣之改變，在各國案例中常見實施初期圖書消費者

多所觀望、書市銷售衰退現象，為遂行 FBP 制度並振興圖書出版事

業之故，仍應積極採取若干有利於維繫制度與友善出版環境之配套措

施。本章特別以圖書出版加值營業稅為首要探討內容，輔以其他政策

性之方案，例如：購書抵稅、公共出借權、圖書公閱版等。這些措施

各有其文化策略本質與相關條件，做為 FBP 制度之配套措施仍須審

慎因應。 

第一節 加值營業稅 

談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就不能不觸及加值營業稅(Value-added 
Tax; VAT)的議題。在許多實施 FBP 制度的國家為了解決自由貿易

與公平交易等一些幾近全球共識的思維下，FBP 顯然與此概念扞格

不入，唯一能堅持與善用的立場便是：「圖書(相對於其他商品)是不

同的」(Books are Different!)口號。欲跳脫自由市場爭競的主流思維，

以及擺脫常見的公平交易法規的限制，讓這種干涉圖書零售市場交

易行為與價格；並且某種程度影響消費者「權益」的業界協議或政

府立法得以成立，其實相當的不容易。 

一、 圖書 VAT 減免之精神訴求 

然而，事實證明 FBP 制度的施行多的是自由民主國家，這一些

國家秉持「文化多樣性」並延伸「文化例外」的意涵落至「圖書出

版是文化商品，而非一般商品」的核心訴求。如此才得以對抗所謂

壟斷、箝制、偏狹等指控。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順利推行時，連帶

且無疑義地會同時出現圖書 VAT 降稅或豁免的籲求，並且往往順

理成章成為一種 FBP 的配套措施之ㄧ。姑且不論究竟是 FBP 成全

了圖書 VAT 減免；或 VAT 減免造就了 FBP 推展。同樣想讓圖書 VAT

† 本章作者：邱炯友。引註格式建議：邱炯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配套措施」，於圖書定價銷售
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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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享受不同於一般標準稅率，仍必須仰賴文化出版論證，並聲明：

圖書不同於一般貨品，它是滋養個人與社會國家文化知識內涵的特

殊生產物；為了彰顯閱讀與圖書出版流通之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價

值精神，做為維繫國家社會文化發展的政府，其附加於這類有益公

眾文化貨品之上的稅率，不論高低多寡，理應予以消除，至少也應

該有所差別待遇。 

國際出版者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IPA)向來大力提倡圖書 VAT 應走向零稅率政策，2015 年 IPA 政策

總監(Policy Director)José Borghino 呼籲各國應體認「圖書乃是知識

獲取與知識轉換的發動機，數位經濟的未來亦仰仗圖書出版之興盛；

然而，圖書出版品的流通對價格異常敏感，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加值

營業稅/貨物服務稅(VAT/GST)稽徵的傷害。」1 2002 年瑞典大幅調

降紙本書 VAT 稅率從 25%降低至 6%，促使瑞典圖書銷售平均增加

20%，高稅率的圖書 VAT 係造成書市的窘困因素之一，瑞典可為例

證。2 此外，希臘在歐盟國家更是個特別例子。希臘高達 23%VAT
一般稅率中，其紙本書 VAT 僅為 6.5%稅率，最近在遭逢國家財政

危機與緊縮消費的政策中，仍預計再將紙書 VAT 將至 6%以遵守歐

元區國家的政策制裁要求，而這亦顯示歐盟政策制定者對於文化出

版與閱讀推動賦予相當大的期許。3    

圖書 VAT 在網路時代中，電子書是否可同一般指本圖書而享

有特別的 VAT 待遇？此問題必須回歸幾項爭議：「圖書是否都必得

為紙本發行？」、「非紙本發行之圖書，例如：有聲書、電子書等，

其屬性是圖書生產還是資訊服務？」，欲回答這些問題可從許多面

向辯解，像是：著作權、圖書版本學、文化社會、生產工具等等。

因此，圖書與電子書是否可視為同一類型及屬性的文化商品？在國

際上早已有了極大的分歧意見。儘管在實務上，圖書出版界明顯傾

向於兩者同類屬商品，因此紙書與電子書在國家文化政策上，都應

該被視為一體而有同樣的政策適用，譬如：圖書定價銷售制度、VAT

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AT/GST on Books & E-books: An IPA/FEP Global Special 
Report (Geneva: IPA, 2015), accessed July 2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VAT2015.pdf. 
2 Doris Stockman, “Free or Fixed Prices on Books- Patterns of Book Pricing in Europe,” Javnost-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1, no. 4 (2004): 49-63. 
3 Hannah Johnson, “VAT Rates on Books and Ebooks Around the World,” Publishing Perspectives, 
July 20, 2015,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5/07/vat-rates-on-books-and-ebooks-around-the-world/#.V5XwZ
Tl97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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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減免，乃至公共出借權以及圖書館公閱版等等政策的涵蓋對象，

但仍應同時納入電子書，即使目前電子書的定義及管理運作仍存在

一些難題待克服。 

IPA 極力推薦所有國家不論圖書出版品以何種形式、載體和檢

索管道都應該堅持紙本書與電子書 VAT 零稅率原則。在一個文明

進步的社會，若其電子書 VAT 稅率高于紙本書 VAT 稅率，不但造

成「國家(出版品)稅收的歧視」(fiscal discrimination)，也將容易使

得經濟弱勢者或視障者的資訊獲取機會不平衡，而無法(或形成資

本付出的不公平)取用電子書，這對政府推廣數位閱讀素養亦有所

損。4 

然而，既然議題本為爭議對象，便會有歧見與變動，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於 2015 年 3 月認定電子書乃是「透

過 Internet 或一種電子網路傳遞，且僅有少量人性介入的電子式供

應服務」亦非可觸摸之實體，故裁決電子書不是書，而僅是一種「數

位服務」，此裁決掀起歐洲出版界一波大震撼，尤其在過去早已認

定的圖書 VAT 減免認知下，它將造成電子書 VAT 脫離紙本書 VAT
稅率，使得電子書價格大幅調升。5 影響所及最明顯者莫過於法國

由 2015 年的 5.5%電子書 VAT 減免稅率，2016 年迅速升至 20%電

子書 VAT 稅率(恢復成一般稅率)。6 此外，雖有一些歐盟國家，如：

盧森堡、義大利，因憚於裁決，擬據以調動電子書 VAT 減免稅率，

但最後也僅有法國之變動成定局。大部分已採電子書 VAT 減免稅

率的國家，如：法國、德國、義大利、波蘭等國仍心存觀望，積極

尋求 IPA 的協助企圖糾正此一判決。7 紛擾情勢一直延盪至今日，

2016 年 4 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ion)宣布一項降低電子書

VAT 稅率行動計劃，承諾未來將努力使紙書與電子書之 VAT 一致，

4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AT/GST on Books & E-books: An IPA/FEP Global Special 
Report (Geneva: IPA, 2015), accessed July 2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VAT2015.pdf. 
5 Peter Brantley, “Product or Service? Digital Spotlight 2015,” April 14, 2015, 
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international/london-book-fair/article/66115-e-books-pr
oduct-or-service-digital-spotlight-2015.html.   
6 TMF Group, “2016 VAT rate Changes in Europe: Comparison Table,” 
https://www.tmf-group.com/~/media/files/pdfs/vat%20documents/2016%20vat%20rate%20changes%2
0in%20europe_table_digital.pdf.  
7 Jaroslaw Adamowski, “France, Germany, Italy, Poland Call for Lowering VAT on Ebooks,” 
Publishing Perspectives, April 2, 2015, 
http://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15/04/france-germany-italy-poland-call-for-lowering-vat-on-eboo
ks/#.V5cbvjl96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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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8 

二、 全球圖書 VAT 政策概況 

IPA 與歐洲出版者聯盟(Federation of European Publishers; FEP)
於 2015 年 2 月公佈新年度全球 VAT 年度調查報告 VAT/GST on 
Books & E-Books，此份調查就紙書與電子書 VAT 稅率(一般或減免)
詢問 79 個國家，詳見表 12-1《2015 年各國圖書 VAT/GST 與 FBP
對照覽目》。其扼要資訊如下：9 

1. 有 17 國家(22%)之紙本圖書被課徵一般 VAT 稅率，高達 53
個國家(69%)之電子書被課徵一般 VAT 稅率； 

2. 有 31 國家(39%)之紙本書為零稅率或免徵 VAT；18 個國家

(23%)電子書採零稅率或免徵 VAT。 

3. 歐盟國家(28 個成員國之 26 國)幾乎都已實施紙本圖書 VAT
減免之差別稅率； 

4. 有 37 國家之紙本書與電子書適用同等 VAT 稅率； 

5. 有 35 國家針對電子書採較高 VAT 稅率(高於紙本書 VAT)； 

6. 最高的圖書 VAT 稅率出現在丹麥(25%)； 

7. 最高的電子書 VAT 稅率則為匈牙利(27%)； 

8. 全球平均圖書 VAT 稅率為 5.75%； 

9. 全球平均 VAT 電子書稅率為 12.25%； 

10. 拉丁美洲國家圖書紙本書 VAT 皆為零稅率(智利 19%為唯一

例外)； 

11. 實施 FBP 制度的亞洲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僅韓國對圖書

VAT(紙電)予零稅率。 

經由 IPA 與 FEP 於 2015 年的 VAT 調查數據交叉比對下，表

8 Lisa Campbell, “EC Commits to Lowering E-book VAT,” The Bookseller, April 7, 2016, 
http://www.thebookseller.com/news/ec-committs-addressing-e-book-vat-inequality-action-plan-326076 
9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AT/GST on Books & E-books: An IPA/FEP Global Special 
Report (Geneva: IPA, 2015), accessed July 2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VAT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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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另外標記出 FBP 實施國家共計 20 國，這些 FBP 國家針對圖書

VAT 採用減免稅率(紙電任一)，凸顯圖書出版品之文化商品特別屬

性者為中國、南韓、奧地利、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義大利、

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阿根

廷、黎巴嫩總共 17 個國家。而日本、保加利亞、以色列是少數的

例外，並無給予圖書或電子書 VAT 任何減免的差別稅率。當然，

其中最特別的是南韓、法國、阿根廷等三國不僅同步實施紙本書與

電子書之 FBP，更於 2015 年出版品的 VAT 減免稅率議題上，同時

針對紙本書與電子書兩類出版品採取減免 VAT 之鼓勵政策。韓國

更為其中的翹楚，明確享有 VAT 零稅率的文化出版政策。上述各

項數據雖因部分 FBP 國家變動而無法精確掌握，但是仍相當具有參

考價值。 

台灣的VAT(5%)雖然落在全球平均圖書VAT稅率5.75%之下，

看似更像文化政策下的成果，但事實而言，台灣卻是少數國家(後
段 22%的 17個國家之ㄧ)連基本的紙本圖書VAT都被課徵一般稅率

者。我們的鄰國，不只是南韓，即使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都

已實施紙本書 VAT 零稅率政策。 

表 12-1 2015 年各國圖書 VAT/GST 與 FBP對照覽目 

 Country 
Standard 

VAT/GST rate 
VAT/GST rate, 
printed books 

VAT/GST rate, 
e-books 

Africa 

Algeria 17 7 no info 
Angola 5-15 0 0 
Egypt 10 0 0 
Ghana 17.5 0 17.5 
Kenya 16 16 16 
Madagascar 0 0 0 
Morocco 20 0 0 
Mozambique 17 17 17 
Nigeria 5 0 5 
South Africa 14 14 14 
Tanzania 18 18 18 
Tunisia 18 0 18 
Zambia 16 0 16 

Asia 
China ＊ 17 13 no info 
Hong Kong 0 0 0 
India 5-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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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Standard 

VAT/GST rate 
VAT/GST rate, 
printed books 

VAT/GST rate, 
e-books 

Indonesia  10 10 10 
Japan ＊ 8 8 8 
Malaysia  6 0 6 
Mongolia  10 10 10 
Philippines  12 0 12 
Singapore  7 7 7 
South Korea ＊＊ 10 0 0 
Taiwan  5 5 5 
Thailand  7 0 7 
Vietnam  10 5 0 

Australasia 
Australia   10 10 10 
New Zealand  15 15 15 

Europe 

Albania  20 0 0 
Austria ＊ 20 10 (13 in 2016) 20 
Belgium  21 6 21 
Bulgaria ＊ 20 20 20 
Croatia 25 5 25 
Cyprus 19 5 19 
Czech Republic  21 10 21 
Denmark  25 25 25 
Estonia 20 9 20 
Finland 24 10 24 
France ＊＊ 20 5.5 (20 in 2016) 5.5 
Germany ＊＊ 19 7 19 
Greece ＊＊ 23 6.5 23 
Hungary ＊ 27 5 27 
Iceland 24 11 11 
Ireland 23 0 23 
Italy ＊ 22 4 4 
Latvia 21 12 21 
Lithuania  21 9 21 
Luxembourg ＊ 17 3 17 
Malta 18 5 18 
Netherlands ＊ 21 6 21 
Norway ＊＊ 25 0 25 
Poland 23 5 23 
Portugal ＊ 23 6 23 
Romania  23 9 24 
Russia 18 18 18 
Serbia 2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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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Standard 

VAT/GST rate 
VAT/GST rate, 
printed books 

VAT/GST rate, 
e-books 

Slovakia 20 10 20 
Slovenia ＊＊ 22 9.5 22 
Spain ＊＊ 21 4 21 
Sweden 25 6 25 
Switzerland ＊ 8 2.5 8 
Turkey 18 8 8 
United Kingdom  20 0 20 
Ukraine  20 0 0 

LatAm 

Argentina ＊＊ 21 0 0 
Brazil  17-19 0 0 
Chile 19 19 19 
Colombia  16 0 0 
Ecuador 12 0 12 
Mexico 16 0 0 
Peru 18 0 18 
Uruguay 22 0 22 
United Kingdom  20 0 20 
Venezuela  12 0 0 

Mid-East 

Israel ＊ 18 18 18 
Jordan  16 0 0 
Lebanon ＊ 10 0 10 
Qatar 0 0 0 
Saudi Arabia  0 0 0 

North Am Canada  5 0 5 
資料來源：VAT數據取自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VAT/GST on Books & 
E-books: An IPA/FEP Global Special Report (Geneva: IPA, 2015), accessed July 20, 
2016,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VAT2015.pdf.；2016 年變動見
TMF Group, “2016 VAT rate Changes in Europe: Comparison Table,”; 另 FBP 國家
參見第一部分前言附表一「國際現行 Fixed Book Price 制度(含歐洲各國)」。 

說明：*或**表示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國家。＊僅紙本圖書適用；＊＊紙本書
與電子書兩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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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課徵圖書稅賦一向被國際文教出版組織視為阻礙文化出版流

通上的元凶之一。10 雖然我國圖書 VAT 稅率尚屬溫和，圖書 VAT
問題在台灣顯然不被重視，這可能是台灣 5%的圖書 VAT 向來由零

售書商吸收，更讓民眾感覺無關緊要。但圖書 VAT 的課徵卻是引

來政府收取民眾「知識稅」之譏評，對於獎勵文化事業與鼓勵閱讀

活動與消費亦無助益。我們不應該忽視台灣圖書(含電子書)都有

5%VAT 的事實，即便如此小額的稅率對民眾與出版業者而言是象

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但是，推動圖書 VAT 的差別減免稅率的

價值本來就在於實質與精神的雙核心效應。我們也應該記取國外在

爭取圖書免 VAT 或零稅率時，有一震撼知識份子的口號：「政府

若對閱讀課稅，就是在課徵知識稅，課知識稅的政府，就是一個野

蠻無知的政府。」 

早在 1988 年 IPA 於倫敦會議中，便已揭示政府應致力於創造

出版業良好的生存環境，例如：11 

1. 避免課徵有損害圖書便捷利用與阻礙閱讀、知性與學習的關

稅、國內稅賦和其它類似之負擔。  

2. 避免重複課徵寫作至出版活動之間的所得。 

3. 促進國外購書之外匯便給。 

4. 支持具有鼓勵書商各類書籍供應流通之制度。 

5. 有效的著作權制度與合理費用之支付。 

6. 充分且有效供應圖書生產所須之紙張、印刷設備等必要物

資。 

7. 提供圖書出版發行專業與管理技能的良好訓練制度。 

8. 加強協助圖書館、中小學和大專校院圖書之取得。 

9. 透過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來彌補作者與出版者

10 例證見諸於 The Working Group of European Libraries and Publishers, Barriers to the Flow of 
Books (Amsterdam: ELP,1990), 1-7 passim. 
11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n Books in the 1990’s, IPA 23rd Congress: 
Lond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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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圖書館借閱所造成之損失。 

10. 充分準備有關圖書出版供給等統計資料。 

不同於電子書的爭議性，我國雜誌新聞紙類出版品早已經享免

徵 VAT 之政策，相對於此，紙本式的圖書出版品畢竟是最基本、

最普及與平民化的文化產品，政府若不支持紙本書免徵 VAT 的文

化象徵意義，則電子書 VAT 減免之議更將遙遙無期。 

第二節 其它配套措施：購書抵稅、公共出借權與圖書
館公閱版 

一、 購書抵稅 

以所謂「購書抵稅」做為獎勵閱讀與增進圖書消費的之稅率誘

因(tax incentive)政策，在一些國家亦實施多年。此議於 1992 年亦曾

在二讀「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案」時遭立法院否決，受質疑措施滯

礙難行且不公平。然而。購書可依所得稅法在一定額度內列舉扣除

之議，於技術上並不難克服，當時便有許多家連鎖書商曾表示實施

技術可行，而持贊成態度。12 其公平性上，誠如學者瞿海源所言：

「我們的稅制造成的不公平很嚴重，但絕不在這個[中上階級與農

民的不平等]上。我國的稅收來源太偏重薪資，這來自於中產階級

而非農民」。13 然而，財政部於 2004 年亦曾就「購書抵稅」提出「購

書費用抵減所得稅背離以所得為課稅標的原則，同時[2004 年]目前

全國申報戶約 75%申報戶不必繳稅，或適用 6%稅率，購書抵稅措

施獲益對象只有少數所得較高者，並不合乎公平原則。」14 

台灣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有四個要件：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

標準扣除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購書抵稅若涉及「特別扣除

額」項目，受質疑的問題將是制度良策是否能真正嘉惠一般圖書消

費者? 消費水準自然與個人家庭經濟收入相關，而閱讀並不盡然是

弱勢與貧窮消費者的首選，畢竟圖書出版品是文化商品，並非生活

12 民生報影劇文化編採中心，「爭買書抵稅，立委雄辯滔滔，看文化盛事」民生報，民 81 年 7
月 4 日，28 版  
13 瞿海源，「立法院否決購書減稅條款，謬誤大矣」中國時報 ，民 81 年 6 月 19 日，3 版。 
14 陳美珍，「財部：購書抵稅不可行」，經濟日報，200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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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用品。就像經濟弱勢族群同樣常享受不到「列舉扣除額」的稅

則一樣，「特別扣除額」究竟誰受惠？而同樣所得的家庭，也不盡

然享有同樣的扣除額優惠。政府對於圖書消費者的補助，可以間接

經由稅負減免、增加寬減額或「稅額抵減」(Tax Credit)方式。一般

而言，增加寬減額可能產生重複寬減之弊，稅負減免則可能使貧窮

家庭根本無法受惠，而稅額抵減則可避免這兩種方式的缺點。15 而
這些方式就圖書消費而言，究竟能對哪一類圖書消費族群起作用？

而獲益的消費者族群果真是最值得獎勵的閱讀族群？是否就因此

可達到提升全民閱讀的效益？這或許是最有待掌握的環境因素。 

二、 公共出借權 

「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的實施，主要受惠對

象是以圖書館館藏著作之作者為主，其次才為出版者等其他權益相

關人。PLR 數十年來在 30 多個國家中持續、穩定、有組織的運作

中。而電子書資料庫在圖書館的發展也已經成為趨勢，然而新興「數

位借閱權(Digital Lending Right; DLR)」的探討則是新近 5 或 6 年內

的研究議題。2003 年台灣曾針對公共出借權認知進行問卷調查，從

公共圖書館員與出版社編輯所得到以下資訊：16  

1.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在圖書館圖書借閱服務與讀

者圖書消費行為之關係在看法上有明顯差異情形存在，出版社

人員贊成圖書館圖書借閱服務會降低書籍銷售量，而公共圖書

館人員則持反對態度。 

2.國內圖書館之購書經費總額，佔出版市場產值之比例偏低，不

足以吸引國內出版社重視圖書館市場，出版社認為因圖書館借

閱而造成的損失並不是非常嚴重，國內出版社雖認同公共出借

權之實施，但卻缺乏迫切性與必要性之堅持。 

3.國內公共圖書館人員認為圖書館對出版社圖書銷售扮演的角色

是具有正面意義的，而出版社人員則認為圖書館對出版社圖書

銷售扮演的角色具有正負二面之影響。 

15 陳麗珠，「學費抵稅 Tuition Tax Credit」教育大辭書，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 年 12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363/.  
16 邱炯友與曾玲莉。「公共出借權之認知與意見調查研究」。國家圖書館館刊 92 年 1 期(2003 年

4 月)：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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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內出版社人員贊成實施公共出借權，而公共圖書館人員則反

對實施公共出借權。 

5.出版社人員認為國內公共出借權據以實施的立法原則應為「著

作權原則」，而公共圖書館人員則認為應包含「著作權原則、社

會福利原則與文化獎勵原則」。 

6.在公共出借權受惠對象優先順序部分，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

圖書館人員還未產生足以代表其社群意見之共識。 

7.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認為若實施公共出借權應以

「圖書館外借次數」做為補償金計算依據。 

8.國內出版社人員認為若實施公共出借權，補償金的給予方式應

採用「以現金直接給予」，而公共圖書館人員則認為應採用「不

直接給予現金，提撥為作家福利金或出版社發展基金」。 

9.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認為國內若實施公共出借權，

實施的範圍應包括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 

10.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皆反對非文學類書籍的公

共出借權補償金應高於文學類書籍。 

11.國內出版社人員有半數贊成，半數反對將頁數納入公共出借權

補償金計算考量因素，而公共圖書館人員則持反對態度者居

多。 

12.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皆反對公共出借權補償金

受惠對象限定於某些特定類型的作家或著作。 

13.國內出版社人員與公共圖書館人員皆贊成將參考工具書、視聽

資料、與電子出版之圖書館紙本圖書以外之館藏列入公共出借

權保護的圖書館館藏範圍。 

14.國內公共圖書館人員贊成實施公共出借權後會加重圖書館館

員在選書、採訪工作的壓力與統計工作的負擔，而出版社人員

卻持反對看法。 

15.目前國內大型公共圖書館已具備實施公共出借權之環境。 

從上述調查至今， PLR/DLR 發展已經與目前出版界 B2B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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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借閱平台的開發而更加迅速複雜，亦攸關圖書館與出版產業之健

全互助關係。在未來，政府若真正體認 PLR 制度之重要性與必要

性，政府相關機構則必須：17 1. 思考國情與文化發展之重點，積

極擬訂政策說帖，召開政策公聽會與說明會，並規劃適用規模與標

準； 2. 展開小規模制度與系統研擬，以某特定圖書館進行原型

(Prototype)研究，尋找合理可行之運作方式。 3. 協調 PLR 圖書館，

組織或輔導適當團體扮演 PLR 授權與徵集機構(collecting and 
licensing)功能； 4. 開發或選訂 PLR 運作系統，以利制度之登錄與

管理運作；以「小而美」之原則為起始點，穩健逐步擴充 PLR 實

施範疇。18 

圖書館、出版者、作家(例如文藝作家)本是合作共生關係是同

屬一個文化社會群體，圖書館員本質即是愛書人。公共出借權不是

在爭論出版社與圖書舘誰欠誰的問題，圖書館恐懼資源(預算)的瓜

分、資訊自由(或所謂公共利益)受損問題等，但是，PLR 內容是組

合式的選擇可大可小，PLR 經費來源應該協同作家和出版者們，共

同向政府爭取經費大餅，如此便也盡到圖書館的善意和責任。 

目前台灣作家對於 PLR 的認識仍不足，相較於歐美作家以組

織工會維護自身工作權益；但在台灣，「作家」職業缺乏保障，有

時連日常勞健保投保都成問題。「作家們」的權益必須靠自己團結

爭取。中華語文仲介團體現在已不復存，若仍需要有關著作財產權

的清償機制，則需要再成立類似的 Copyright Clearing Center 或所謂

的 Author Licensing Center，果真如此，則台灣更需要有相關的作家

協會或團體來擔負此責，但我們台灣的作家組織向來積弱不振。從

國外發展軌跡發現：PLR 至度的推動必須像是一種社會與公民運動，

從民眾與、專家（如：圖書館員）、首要利益相關人（如：作家與

作家團體）與次要利益關係人（出版者等）、政府（如：文化部、

教育部、地方政府等）的共識與協力而完成，學者的仗言永遠不足

以建立 PLR 制度。 

三、 圖書公閱版與圖書館 

17 邱炯友與張桓瑄，「公共出借權發展之觀察：兼論作家團體的催生」於科技部圖書資訊學專題

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20 日。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主辦。 
18邱炯友，「公共出借權與圖書公閱版：照顧了誰？影響了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172 期(2013
年 4 月)：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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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公閱版是台灣出版業者倡議之概念。在無公共出借權

(Public Lending Right; PLR)保障時，出版界為爭取圖書館銷售時有

更合宜之利潤，保護其圖書於圖書館免費借閱行為發生之前，即以

高於一般零售價格之館配價格售予採購之圖書館。這項觀念涉及圖

書定價制度與定價結構，並且與推動PLR 之部分動機有相似之處。

在實質上，它亦可算為一種出版界權利金補償制度，但是 PLR 之

實施，通常遠比圖書公閱版的推動，被賦予更多的社會福利、法律、

文化等關照弱勢者(作者為主要對象，但非唯一)之責任意涵。19 相
形之下，「公閱版」較為無關於群眾與弱勢者的社會文化公益性，

這項根本差異，便是「公閱版」與 PLR 最大的差別。 

(一)定義與關係 

相對於 PLR 制度，圖書公閱版與 PLR 之基本差異在於：圖書

公閱版是屬於「前金」式的報酬，採一次買斷的方式實施；PLR 則
似「後謝」模式，力求多次與細水長流式地挹注補貼。20 台灣出版

界之圖書公閱版的發想，則源自於解決產業經營困境與需求，其借

用影音產品 「公播版」概念轉移成「公閱版」觀念要求圖書館變

動圖書採購價格方式。21 然而，台灣公閱版倡議下，所求取倍率加

成計價模式向圖書館出售圖書出版品之做法，與圖書館享圖書折扣

價已沿襲數百年歷史隻歷史與習慣迥異。 

就圖書館而言，圖書採購係以大宗進貨又為公眾閱讀之公益有

關，因此向來的折扣採購模式已為通則；相反地，台灣出版人士認

為圖書館提供免費借閱與推廣活動，經多人輾轉借閱，館藏圖書借

閱效應下之市值成本，早已為原書定價之數倍，既然影音館藏書籍

為售價較高的公播版授權，則圖書應亦然如此。在此情境下，交纏

著台灣圖書館長久以來最低價標採購模式的爭議，以及放眼台灣目

19 相關資料詳見 邱炯友。「公共出借權計畫之本質與價值」，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38 卷 3 期，

民 90 年 3 月，頁 271-86。 
20 邱炯友，「公共出借權與圖書公閱版：照顧了誰？影響了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172 期(民
102 年 4 月)：頁 21-23，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33f9ingm5lnem7vvda0u979341&
Pfile=2536&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21 2008 年 4 月台灣出版界若干資深業者首次將所謂「公閱版」概念披露於媒體。由於出版業界

同樣面臨圖書館電子書銷售問題的迫切性，而在 2008 年於 8 月 27 日由 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

會召開「數位出版定價機制研討會」得到進一步推展，「公閱版」概念的發軔，在當時儼然變為

臺灣出版市場電子書訂價模式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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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既未有見諸國際的「圖書定價銷售制度」也未曾實施「公共出借

權」，此二制度前者可規範圖書館銷售限制折扣範圍，後者可補償

圖書被圖書館免費借閱的市場銷售損失，一旦無此相抵因素下，更

加促使台灣出版人的「公閱版」倡議決心。然而，在政府長期缺乏

經費預算編列，以及並無相關制度規範之下，圖書館界也顯得相當

無奈。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爭議，論及文化與出版政策時，出

版與圖書館兩者立場錯綜糾結於今尤甚。 

(二)公閱版定價與發展 

公閱版紙本圖書之價格加成理論是電子書售價的基礎，台灣正

大力推行 B2B 電子書之際，價格的控制機制則是須先行考量之重

點。若國內推出電子書公閱版買斷之價格為紙本版售價 3 倍(10 年

舊書) 至 5 倍間，以目前國內外電子書售價情況，B2C 電子書售價

大約是紙本書的三分之一價(租賃)或二分一價(買斷)，但圖書轉製

成圖書館公閱版電子書，B2B 售價將是電子書 B2C 售價之 9 倍至

15 倍之間，端視舊書(出版 10 年以上)或新書之差別而異。這類電

子書定價方式，另外與遠流「台灣雲端書庫」、凌網「HyRead ebook」
等借閱次數計價模式資料庫有明顯的思維不同。顯然地，台灣的圖

書館電子書定價模式正走向「公閱版」與 PLR 的分水嶺，圖書館

也必須面臨買斷、租賃、借閱各種不同定價模式的抉擇與判斷。 

圖書公閱版之價格訂定，由於國內外並無太多相關案例或討論，

仍有待圖書館與出版商共同探討推出合理的圖書公閱版定價基數。

公閱版與 PLR 同樣都能解決出版社的一些問題需求，但是公閱版

仍改善不了作者端的酬金問題；而圖書館在面對公閱版與 PLR 制

度時，卻都有同樣預算嚴重不足的問題。合理的圖書公閱版價格植

基於圖書館採購預算的支持，兩者是密切且是一體兩面之互助關係。

藉由圖書公閱版加成定價理論，更可以延伸至現今電子書定價議題，

目前國外發展趨勢已慢慢走向出版界或通路商決定定價的模式，但

未來也可能再度回歸消費者決定價格的情形，我國在積極發展電子

書等相關產業同時，對於內容供應者(出版業)的利益與長遠發展，

也必須考量並維護，以利我國文化發展多元性。22 

22 邱炯友，「台灣圖書出版品圖書館公閱版研究：加成訂價理論分析與策略」，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民國 9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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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圖書館與出版界有最淵源的歷史成長關係。就傳統關係而言，

他們不僅常因出版品的需求與供給而互惠；也因出版品而產生交集、

衝突和妥協。圖書館常為出版商之採購大宗，以及閱讀推廣活動的

最佳代理者；在另一方面，圖書館卻也要求出版商履行免費且義務

性的圖書寄存作業、要求圖書出版品採購折扣與必要服務。圖書館、

出版、閱讀之關係自然蘊藏矛盾及與日俱增之緊張，將使政府文化

政策無法獲得良好的功能定位，亦無助於出版界與圖書館合諧夥伴

關係的建立。 

從 PLR 到 FBP 制度，從傳統到現代，台灣出版界對「公閱版」

的呼籲具有時代意義，但若將「公閱版」的推動做為 FBP 的配套措

施之一，則兩者之間並無合理的關係；然而，當做出版界振興方案

之一，就顯得較具問題解決導向之邏輯性。換言之，「公閱版」與

PLR 係為同一光譜下的政策操作，但是「公閱版」與 FBP 卻是處

於同一(出版事物)平面上的兩條平行線。政府應該釐清整體環境脈

絡，在全面的文化政策思維下，雖然必須縱觀審視全局，但仍宜針

對特定與單一問題妥善回應業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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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配套措施綜結 

做為 FBP 之配套措施必須具備兩種特質： 

1.首先必須能解決圖書消費者的疑慮，縮短制度實施後之消費觀

望期，提早恢復或促進圖書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其次， 

2.必須能解決部分圖書銷售業者短期與長期生意的下滑，連帶出

版產值衰退的問題。 

FBP 若要能有較佳的實施效果，也就必須於內部制度條文制定

之初的合理正當性上，做好周全的思考，既不影響制度設計的效度

（例如：新書禁止折扣期限長短或例外情形之對象與規範等，不傷

害到真正 FBP 制度預計達到的成果）；也不會造成額外負擔而使書

市環境更加惡化。以及在外部的配套措施上，謹慎、合宜、有效地

選擇能與 FBP 同步執行的措施。 

本章所提及的圖書 VAT 減免，當屬與 FBP 制度前述兩種特質

有最直接關係與效果的配套措施，PLR 制度與圖書公閱版制度雖然

與 FBP 同為振興出版業的措施之一，但他們二者與 FBP 並不相互

直接關聯。至於購書抵稅、優惠券與文化卡等消費獎勵措施，同屬

於出版振興方案的範疇，但對於獎勵閱讀消費、鼓勵讀者消費觀望

期的縮短與幫助書市渡過初行 FBP 制度的陣痛期，有其相關性與助

益。在眾多的振興出版措施中，政府目前可能面臨的文化出版政策

路線思考將是：單軌策略，抑或雙軌策略的選擇。單軌策略僅先就

單純的 FBP 配套措施進行推演，其餘非關 FBP 措施則緩；雙軌策

略則為 FBP 與其他振興方案併行。 

未來，若政府堅定推動 FBP 制度，單軌策略顯然比較有利於制

度明確化與施展；然而，即使不為 FBP 的直接相關配套措施，但雙

軌策略雖然複雜，所帶動的文化出版政策變革卻是巨大而深遠的，

值得期待但也必須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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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叄章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法律影響評估與

草案說明 † 

第一節 必要性評估 

一、 背景分析 

據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障及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

公約」第 4 條第 1 款之規定，「文化多樣性」係指「文化社會或群

體用來表達的多種方式，這些表達在該群體及社會中傳遞。文化多

樣性不僅以各種不同之文化表現，透過各種人類文明資產被表達、

擴充及傳遞之不同方式所呈現，並且透過多樣性的藝術創作、製造、

傳播、分配及享有的模式，不論其方法及被使用之科技為何」。而

依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之規定，文化創意產業包含源自創

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

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出版產

業。凡此說明了出版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環節外，也表彰了

圖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閱讀是社會文化程度的指標，出版是文化

創意產業的基礎。而圖書作為一種具知識儲存、傳遞功能之文化產

品，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 

圖書與文具商品不同，普遍具有多種少量的特色，每一本書都

有其獨特性，無法用所謂的同等品取代，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端點

用多樣化的方法去發行、銷售。為承載文化傳承的使命，圖書市場

亦不能僅存在暢銷書籍及知名作家，須有更多知識性的圖書存在才

能推動社會多元發展，達到文化多樣性的目的。更有甚者，參考文

化基本法草案說明及草案第五條規定，文化國力已成為衡量國家競

爭力之重要指標，世界各國均積極推動各項文化政策與措施，故政

府制定政策及法律時，應考量或評估對文化之發展及影響。 

近年來，圖書出版產業的環境隨著數位化、電子化、網路普及

† 本章作者：周建誠。引註格式建議：周建誠，「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法律影響評估與草案說明」，

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文化部委託研究計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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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擊，使得閱讀人口不斷的流失；加上政府單位有關單位漠視出

版產業，相關社會團體未見有效作為，加上連鎖書店的強勢興起，

使得出版產業面臨空前的困境。我國圖書出版市場之上、中、下游

產業特性以中小型企業居多，經濟規模較小，在營運成本費用不斷

攀升下，整個產業鏈上每個環節的毛利都極為微薄。 

我國圖書出版市場完全順從自由市場機制之規則運作，使得圖

書也變成獲取利益的產品。目前圖書銷售的終端價格除了出版社本

身的成本外，價格均取決圖書銷售通路商之行銷方式，由於台灣的

店銷通路在總經銷配送之外，部分仍保有出版社→書店，出版社→
經銷商→地區經銷→書店等通路，折扣條件不一，相較他國仍較為

複雜。在消費者端，由於書店對消費者折扣非常自由，薄利多銷思

維下，折扣成為同業競爭利器。基於折扣需要，書店便回頭要求上

游中盤商壓低折扣，中盤商順勢再向上游出版社要求更低的批書價

格，故為了獲取在這種供應生態下的固定利潤，出版社只有在出書

前將本求利，必須將市場折扣數預估於內，而導致書本定價之合理

性受到質疑。 

二、 問題界定 

圖書既對於社會文化發展是一必需品，不單單僅是一種商品，

其價值即無法完全交由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下的價格競爭來認

定。1為使整體圖書市場呈現多元風貌，健全圖書出版秩序，「圖

書定價銷售制度」始應運而生。倡議者期望透過管理圖書出版產業

中發行、批發與零售過程，限制終端圖書零售價格折扣的強制機制，

得給予出版產業鏈各環節合理的利潤空間，並使得圖書發行與銷售

通路能盡最大能量生產與銷售圖書開始構思除了價格戰外之行銷

策略與方法，亦使得書店不再僅多擺設暢銷書，而荒廢其他書種，

使其他各類圖書在書店也能有一席之地，呈現文化的多樣性；出版

社亦可以因增加的利潤而進行多方投資出版品或培養新作家之作

品；更可以保護獨立書店的存在，不受大型連鎖書店的折扣威脅。2  

  

1Adam Critchley, “Spain’s Publishers Take Stock of Their Industry’s Health,” Publishing Perspective, 
accessed July 25, 2016. 
2 參本報告第 10 章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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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範目的 

由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及瑞士與英國之案例已經證實了要實行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利用出版商以及書店之間的協議來運作之方式，

最後幾乎都會以違反國家之公平交易法或競爭法案而被裁決為違

法。我國要走上圖書銷售市場健全運作發展，並維護圖書出版多元

化保護出版產業的路途，實施圖書定價制度，勢必要制定一個合乎

我國圖書市場以及出版環境的相關法律，才能夠穩定的推動圖書固

定價格制度。爰制訂本圖書定價銷售專法草案，對於圖書定價銷售

加以公權力介入之手段，以達到健全出版產業秩序與多元風貌之結

果。 

第二節 有效性評估 

一、 法案架構與國內外法律比較 

(詳情請參考附件六及附件七：實施圖書定價銷售草案條文修正建議

表與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法律比較表) 

依照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

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

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其規定

意涵在於關於商品銷售之價格不應限制其相對人與第三人之轉售

價格價格，以期達到自由競爭之市場狀況。惟圖書既為文化創意商

品，非得以一般普通商品視之，另考量圖書出版產業之特殊性情狀，

如訂定圖書定價銷售專法，則此特別法即可解釋為公平交易法第十

九條但書所稱「有正當理由者」之涵攝範圍。另須注意，於立法技

術上，圖書定價銷售專法草案之用字遣詞須與其他法律規範一致。 

圖書定價銷售專法草案，計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參酌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一條及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

書館法‧序言》，明訂本法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圖書之定義，及《全國出版品國際

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明訂圖書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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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第二條） 

（三）明訂本法之主管機關。（第三條） 

（四）參照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三條及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

第二十二條第四款之規定，明訂圖書定價銷售及折扣範圍。

（第四條） 

（五）參照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五條及阿根廷《書刊活動之辯護

法》第三條之規定，明訂由出版者或進口圖書者就所出版圖

書進行定價，圖書銷售所包含附件不得另行標價分售。（第

五條） 

（六）為健全產業秩序、提升圖書採購品質，明訂政府機關學校辦

理圖書採購，應依定價採購。（第六條） 

（七）參酌各國立法例（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三、七條；法國《雅

克‧朗法》第三、五條；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

第十條；阿根廷《書刊活動之辯護法》第六條；墨西哥《書

籍讀物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及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第

二十二條第四款），明訂圖書定價銷售之例外情形。（第七

條） 

（八）明訂圖書定價銷售查核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相關管理、查核辦法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八條） 

（九）明訂主管機關得實施圖書定價銷售查核，受查核業者不得規

避、妨害或拒絕。（第九條） 

（十）參酌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第十七條、阿根廷《書

刊活動之辯護法》第十條規定，規範違反本法規定之裁罰，

罰鍰額度係參酌《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

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

摩許可辦法》第二十四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八十八條，復經考量出版發行、供應者以中小企業

為主後酌減之。（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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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因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將對現有出版市場秩序產生重大影

響，為讓相關業者能有足夠時間以因應新法規之施行，爰明

訂給予業者一年之緩衝期。（第十一條） 

（十二）公告本法之施行日期，另參酌《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二

十二條立法例，明訂電子書部分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

以命令定之。（第十二條） 

二、 影響對象及範圍 

本草案規範對象及於全體國民，影響之對象包括有圖書出版業

者、圖書發行與進出口業者、圖書批發與零售業者、廣告業與傳播

媒體業者以及其所雇用之編輯、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員等，

謹分別就草案規範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圖書出版業者及其所雇用之編輯人員 

針對圖書出版業者及其所雇用之編輯人員之限制，就新出版之

圖書而言，規範於法案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至第十條，分段敘

明如下： 

1.依據法案第四條規定，原則上新出版之圖書定價價格即為市場

上所直接販售之價格，而為推廣閱讀之情況下，得例外與圖書

發行與供應業者議定售價，但該售價不得低於定價的百分之九

十五。 

2.依據法案第五條規定，業者與編輯人員於製作版型時，須在著

作權頁上載明定價，或以其他方式標註價格，圖書出版時所搭

配之附件(如贈品、折扣卷、優惠卷等)應內含於定價之內，不

得另訂標價銷售。 

3.依據法案第七條規定，業者與編輯人員得於以下的情形，例外

的不受該法之限制： 

（1）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2）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3）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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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存

圖書者。 

但再為轉售予他人或消費者，或因惡意規避該法之限制者，仍

應為本法罰則的涵攝範圍。 

4.依據法案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業者與編輯人員應配合圖書定

價銷售查核之相關情事，並且不得規避、妨害或拒絕，違者將

處一定之罰鍰。 

（二）圖書發行與供應業者及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員 

針對圖書發行與供應業者及其所雇用之廣告、企劃、行銷、業

務人員之限制，就新出版之圖書而言，規範於法案第四條、第五條、

第七條至第十條，分段敘明： 

1. 依據法案第四條規定，原則上新出版之圖書定價價格即為市

場上所直接販售之價格，而為推廣閱讀之情況下，得例外與

出版業者及其所雇用之編輯人員議定售價，但該售價不得低

於定價的百分之九十五。 

2. 依據法案第五條規定，需協力注意出版業者與其編輯人員於

製作版型時，是否有在著作權頁上載明定價，或以其他方式

標註價格，並且該圖書出版時所搭配之附件(如贈品、折扣卷、

優惠卷等)應內含於定價之內，不得拆分或另訂標價銷售。 

3. 依據法案第七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

員得於以下的情形，例外的不受該法之限制： 

（1） 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2） 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3） 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4） 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

存圖書者。 

但再為轉售予他人或消費者，或因惡意規避該法之限制者，仍

應為本法罰則的涵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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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法案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

業務人員應配合圖書定價銷售查核之相關情事，並且不得規

避、妨害或拒絕，違者將科處一定之罰鍰。 

（三）圖書批發與零售業者及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員 

針對圖書批發與零售業者及其所雇用之廣告、企劃、行銷、業

務人員之限制，就新出版之圖書而言，規範於法案第四條、第五條、

第七條至第十條，分段敘明： 

1. 依據法案第四條規定，原則上新出版之圖書定價價格即為市

場上所直接販售之價格，而為推廣閱讀之情況下，得例外與

出版業者及其所雇用之編輯人員議定售價，但該售價不得低

於定價的百分之九十五。 

2. 依據法案第五條規定，需協力注意出版業者與其編輯人員於

製作版型時，是否有在著作權頁上載明定價，或以其他方式

標註價格，並且該圖書出版時所搭配之附件(如贈品、折扣卷、

優惠卷等)應內含於定價之內，不得拆分或另訂標價銷售。 

3. 依據法案第七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

員得於以下的情形，例外的不受該法之限制： 

（1） 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2） 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3） 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4） 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

存圖書者。 

但再為轉售予他人或消費者，或因惡意規避該法之限制者，仍

應為本法罰則的涵攝範圍。 

4. 依據法案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

業務人員應配合圖書定價銷售查核之相關情事，並且不得規

避、妨害或拒絕，違者將科處一定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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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告業與傳播媒體業者及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員 

針對廣告業與傳播媒體業者及其所雇用之廣告、企劃、行銷、

業務人員之限制，就新出版之圖書而言，規範於法案第四條、第五

條、第七條至第十條，分段敘明： 

1. 依據法案第四條規定，於製作廣告與媒體曝光時，特別注意新出

版之圖書定價價格即為市場上所直接販售之價格，而為推廣閱讀

之情況下，得例外與出版業者及其所雇用之編輯人員議定售價，

但該售價不得低於定價的百分之九十五，亦因此不應以價格折扣

為廣告宣傳之手段。 

2. 依據法案第五條規定，需協力注意出版業者與其編輯人員於製作

版型時，是否有在著作權頁上載明定價，或以其他方式標註價格，

並且該圖書出版時所搭配之附件(如贈品、折扣卷、優惠卷等)應
內含於定價之內，不得拆分或另訂標價銷售。 

3. 依據法案第七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業務人員得

於以下的情形，例外的不受該法之限制： 

（1） 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2） 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3） 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4） 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

存圖書者。 

但再為轉售予他人或消費者，或因惡意規避該法之限制者，仍

應為本法罰則的涵攝範圍。 

4. 依據法案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業者與其廣告、企劃、行銷、業

務人員應配合圖書定價銷售查核之相關情事，並且不得規避、妨

害或拒絕，違者將科處一定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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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能風險分析 

(詳請參考附件七：實施圖書定價銷售草案條文修正建議表)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是對於圖書出版至零售端之衝擊式立法，其

核心概念是將「價格訂定」於圖書發行與進出口業者或圖書批發與

零售業者之權利中除去，並且以強行法令之方式，將訂定價格之權

利劃歸為圖書出版業者身上，此立法結果，將導致圖書出版至零售

端各環節之業者受到不同程度之影響，說明如下。 

（一）對於圖書出版與發行業者之影響 

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圖書定價銷售之權利從其他業者

移轉至出版業者身上，並同時預防了其他業者迫使其折扣競爭策略

之方式，但不代表出版社和發行業者能在定價上予取予求。換而言

之，當圖書定價銷售由圖書出版業者獨任決定之時，是否會造成圖

書定價之計算公式的改變或圖書銷售市場價格的混亂或是因消費

者反彈影響銷售業績則猶未可知；並且，市場銷售的本質即為競爭，

未來圖書出版與圖書發行與銷售通路尚須構思除了價格競爭外之

行銷策略與方法，供消費者比較及選擇。 

（二）對於中大型圖書零售商與書店之影響 

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中大型圖書零售商或書店則不得

再以折扣、贈品等方式作為行銷手法，但以大型連鎖書店之規模優

勢下，其毛利可隨營業額增加更多，更能累積可供發展的雄厚資

本。 

（三）對於網路書店之影響 

網路書店相較於傳統書店，原本即有協助消費者節省去書店的

交通時間和購書後的運送力氣之先天優勢，無須以折扣銷售當作其

經營利器，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反而因便利性與電子商務

的發展趨勢，形成對於網路書店業者增加經營之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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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小型書店或獨立書店之影響 

當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實施後，能協助小書店或獨立書店業者免

去折扣競爭的壓力，而得以各自發揮自己的服務和經營特色，賺取

其應得的利潤。 

四、 小結 

由於圖書出版產業中折價銷售的生態存在已久，圖書定價銷售

制度之實施勢必衍生一定程度的反彈與市場波動情形，在消費者未

能完全了解該政策意涵之情況下，亦可能造成反彈之聲浪。為此，

建議除應參考修正建議方向修正草案內容外，更應同時推行相關鼓

勵及降低立法衝擊措施，諸如調降圖書出版與發行業者公司行號之

加值營業稅稅率、將消費者購書費用列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

由公部門帶頭廣發圖書禮券、推行公部門與公立圖書館之圖書採公

閱版制度及偏鄉弱勢之文化卡等文化政策等(詳請參閱前章)作為配

套措施，以期減低衝擊。 

而國內在圖書通路過度折扣競爭下，已造成小型及非連鎖書店

難以生存，以及出版圖書書種逐漸單一化等現象，也影響創作者之

意願。據《經濟學人》公布由國際出版商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在 2013 年，每百萬人能享有的新

書出版量為 1831 本，榮登全世界第二名，但圖書種數雖然這麼多，

產品的平均印量卻非常少，大部分書都是在初刷 2,000 至 3,000 冊，

甚至可能 1,000 冊的印刷量。而這些多樣少量的出版品需要各種不

同類型的端點用多樣化的方法去發行、銷售，導致整個出版產業鏈

上每個環節的毛利都極為微薄，故不論對圖書出版與發行業者與圖

書批發與零售業者來說，都經不起折扣競爭。 

由此可見，圖書定價制度有其推行之必要性與價值，但此政策

與民眾為消費行為的預期心理相悖，一時是否能為民眾所接受，尚

端視立法部門在為立法設計時，可否同步思考階段性立法或落日條

款的可能性，以及行政部門同步作政策宣導及推行相關配套措施之

努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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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書定價銷售專法條文草案 

第一條(目的) 

為維護圖書之文化價值，促進圖書產業多元發展，增加國民選擇圖

書銷售通路之權利，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定義） 

本法所稱圖書，指期刊以外，印刷成冊或電子形式、編有國際標準

書號、訂有價格，且公開發行之出版品。 

第三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四條（圖書定價銷售及折扣範圍） 

出版發行、供應者基於商業目的銷售圖書予消費者時，應依圖書標

定之價格銷售，不受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圖書銷售基於推廣閱讀之目的，出版發行、供應者得以低於著

作權頁標定價格銷售予消費者。但其售價不得低於標定價格百分之

九十五。第一項所稱出版發行、供應者之認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第五條（制定價格） 

出版或進口圖書者應將出版、進口銷售圖書之價格標示於著作權頁

內，或以適當方式明確標示。 

銷售圖書之附件，均視為圖書整體之一部分，不得另訂標價銷售。      

第六條 

政府機關學校辦理圖書採購，應依圖書定價採購。 

前項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受政府採購

法第○條、第○條規定之限制。 

第七條（例外情形） 

銷售圖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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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二、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三、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四、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存圖書

者。 

第八條（查核及授權辦法） 

圖書定價銷售查核事宜，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 

第一項銷售圖書定價之管理、查核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證明文件，對銷售圖書之業者實施圖

書定價查核，上述業者不得規避、妨害或拒絕。 

第十條（罰則） 

出版發行、供應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銷售圖書未依定價。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規避、妨害或拒絕者。 

第十一條 

本法公布日施行前，出版發行、供應者銷售之圖書，與本法規定不

符者，應自施行後一年內依本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電子書部分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以

命令定之。 

 

310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第四部分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FBP)已有二十多國實施。不論實施與為實施

之國家對於此議題都有高度的關注與論述。由於各個國家文化、政治、

經濟與市(商)場環境不同，其制度所遭遇之障礙或成敗亦難論斷功過。

贊成 FBP 制度的支持者強調，書籍不僅是經濟的產品，也是文化的

傳播媒介工具，不同的書籍縱或每本書內容範疇相似，但並沒有完全

相同的替代品可以取代。反對者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可能造成市場壟

斷，以及破壞市場公平性競爭的疑慮卻始終未減。在書市上，圖書代

理商（書商）和出版社，本著公平誠信的原則去訂定合理定價/售價，

但其規範力度遠遠低於市場折扣的現實需求，最後落得 FBP 制度欲

達到治理市場無序競爭的良策美意受到抨擊。 

FBP 精神在於維繫圖書市場之穩定和諧，促進文化多樣性與開創

成熟閱讀消費風氣為要。歐洲各國在 FBP 制度與自由價格制度之間

擺盪，各國也逐漸體會：若欲有效落實 FBP，唯有仰賴將此制度法制

化，方可順利開展，達成目標。從各國的經驗可得知，FBP 制度基本

成就一項文化目標：因自由市場銷售的便利性，書籍銷售的管道逐漸

趨於商品化、單一化，取得的渠道越來越少，但 FBP 制度足以提供

書籍通路多元並存的平等機會，並增加出版的文化多樣性意涵，不論

書籍創作種類、定價淨額與營業額都可以有效維持書市的興榮景況。

因此，此制度受到 IPA 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尊重，為的是讓文化多

樣性的精神能經由圖書出版品被保護與推廣。 

一、 產值變化預估 

出版產業可代表著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知識經濟及獨特的文化

貿易市場，臺灣出版業者多處中、小型企業型態，本質上不利於出

版規模集團化，或許礙於市場發展的侷限，更鮮少看見出版產業垂

直整合的情況。由財政部的財政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書籍出版營利

事業的銷售額由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趨勢平均大約以每年 11%之衰

退率下跌，至 105 年總產值雖仍維持 190 億左右，但過往跌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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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仍在。出版市場的萎縮，無疑是間接造成國家文化能量的損

耗。 

此外，透過經濟模式推估，整體出版書籍之加權平均價格彈性

約-1.188，即實施 FBP 制後，未來即實施的第一年期間(假設民國

106 年起實施)我國整體出版產業總產值會產生約 1 成 5 到 2 成左右

之跌幅，最壞情況將很可能萎縮至 160 億以下，僅約為民國 101 年

營業額之二分之一。此項情境的預估極可能造成政府與出版業者對

實施 FBP 制度極大的震撼與猶豫，而實施 FBP 制度時，消費者往

往是最重要的輿論來源，民意支持度將是 FBP 成敗最大關鍵。一旦

部分民眾原本即容易對 FBP 存在「固定、不打折」的刻板印象，可

能抱持不信任態度發酵，則 FBP 的推動無疑將更加艱辛，或者說，

更加落實反對者對 FBP 的負面批判。 

二、 FBP 的民意基礎：圖書消費者聲浪 

然而，就本研究案消費者的調查反應意見，卻也不盡然悲觀。

若以文化部目前所擬草案內容前提，在一年新書九五折限制下，仍

將不影響六成以上受訪消費者購買各種圖書類型之行為，亦不會影

響多數消費者每年購買各種圖書類型之消費支出。綜合觀察如果實

施 FBP 制度，消費者每年購買各種圖書總金額之改變情況而對出版

業者營運業績之影響，六成以上的消費者都表示將對每種圖書種類

的購買「總支出不變」，其中包含電子書（93.4%）、教科書/考試

用書（68.8%）、一般圖書（67.1%）、工具書（65.8%）、兒童讀

物（62.8%）及漫畫書（61.0%）等各類書的購買態度上是如此。 

草案中 FBP 限期期一年，消費者雖然大致接受(如上述)，但仍

有 41.3%的圖書消費者認為「半年」內的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

銷售，並有 53.6%的圖書消費者支持 FBP 制度。同時，36.8%的圖

書消費者表示對其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來說，若實施 FBP 制將「不

會改變」購買新書的行為，其次依序為「儘量用借的」（29.9%）

及「過了限制期再買」（26.8%）。FBP 限制期限一年或半年的差

異何在？若更改為半年期，是縮短了消費者的「觀望期」抑或更助

長「觀望期」的確立，促使消費者更堅持半年的等待不消費？這當

然是個相當有趣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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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重要的訊息是：調查結果顯示有 53.6%的圖書消費者

支持政府實施 FBP 制度，其中包含「非常支持」（5.7%）及「支

持」（47.9%），而對 FBP 制度不支持的圖書消費者則占 41.6%，

其中包含「非常不支持」（12.3%）及「不支持」（29.3%），另有

4.8%則表示「普通」。此數據似乎對政府施行 FBP 的民意基礎，

有了較趨正面的鼓舞作用。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不支持」

FBP 制度之圖書消費者的特質，係以 30-49 歲、教育程度為研究所

（含）以上、職業為軍公教人員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為

30,001 元以上的民眾為主要族群；更進一步分析發現，「非常不支

持」圖書定價銷售制圖書消費者的特質，又以男性、40-49 歲、職

業為軍公教人員及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為 30,001 元以上，非常

不支持制度的比例較高。這無非是一項重大警訊，所謂的青壯年「中

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竟是可能的「反對」者。若政府欲推行 FBP，
則如何溝通與化解此一反對族群，將是一大考驗。從經濟面，探討

如何避免消費者購書意願下滑，政府宜於財政紓困後繼續強化出版

產業政策，並執行後續與長程評估。 

三、 可為與不可為：圖書出版業者專業意見 

對比上述消費者問卷調查結果，在出版業者方面，32.3%的受

訪業者支持且儘快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亦有 35.0%的受訪業者認

為支持但稍緩，應再等景氣提升時實施，合計受訪業者屬「支持」

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比例有 67.3%，可發現消費者與業者支持的比例

略有差異，但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比例皆在五成以上。業者顯然

比消費者更殷切期待 FBP 的推動。 

在對於出版業者的影響方面，出版業者皆認為「業績不變」的

比例最高，且比例皆在五成左右，包含出版社（58.7%）、經銷商

（54.0%）及書店（49.9%）；此外，不論是出版社、經銷商或書店

之受本研究案訪談之業者，皆認為營運業績變好或變差的比例相當，

皆各占兩成左右，無明顯之差異。由此可知，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

售制，六成以上圖書消費者不會改變圖書消費總支出，同時，五成

左右之業者亦認為將不影響其營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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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實施制度，56.2%受訪業者認為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

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受折扣限制，59.0%的受訪業者認為代理經銷

商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價格亦需要受折扣限制。換言之，過半的業

者似乎更期待實施跨及通路端的廣義 FBP 制度，此態度與文化部為

了避免爭議擴大，而並未考慮對上中游端設限(如：上述承包商、

經銷商進價折扣) 的草案初衷顯然有落差。但某就某種意義而言，

廣義的 FBP 意見，可能是源自於對僅止於零售端限制的 FBP，仍信

心不足所致。他們在期待制度的落實中，尤對 FBP 有更深的期待，

但深怕徒勞與傷及逐漸頹圮的產業。1 

出版上中下游業者的意見是極為實務性的寶貴見解。對於整體

FBP 制度設計的意見與原初文化部草案內容有所差異。當研究調查

發現：受訪業者認為應受一般限制的新書消費模式為「網路通路」

（69.3%）、「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67.5%）、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63.0%）、「預購書」（57.9%）、

「政府採購」（55.0%）、「電子書」（53.9%）及「台灣出版業者

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43.1%）；另有 40.4%的受訪業者認

為「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應放寬限制條件；

此外，受訪業者認為不應受限制的項目為「瑕疵書」（72.6%）、

「二手書」（67.5%）、「結束營業的拍賣」（64.0%）及「銷售給

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49.1%）。 

四、 相關政策建議 

（一） FBP內容與配套措施之合宜 

從以上圖書出版業者調查所反映之意見中，我們發現業者建議

在若干事項應放寬限制，包括：大宗採購、瑕疵書、二手書、結束

營業拍賣、員工自購等，這些 FBP 例外項目，部分已經被納入文化

部草案當中，但仍有一部分未及考量(參見第拾叄章「法律影響評

估與草案說明」)。本研究第拾貳章「配套措施綜結」論及：「FBP
若要能有較佳的實施效果，也就必須於內部制度條文制定之初的合

1 相較於此。若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58.7%的出版社、54.0%的經銷商及 49.9%的書店業者表示

營運業績將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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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當性上，做好周全的思考，既不影響制度設計的效度；也不會

造成額外負擔而使書市環境更加惡化。以及在外部的配套措施上，

謹慎、合宜、有效地選擇能與 FBP 同步執行的措施」。2  

內部條文的設定亦可看待成廣義的「內部的配套措施」，其強

調：諸多例外條件之寬限或排除，是有利於 FBP 初期推行運做之順

遂，既減少業者阻力，增加支持度；亦降低對於消費者購書行為干

擾，維繫正向輿論力量。唯一必須謹慎拿捏的是限制與例外事項之

取捨，以及如何善用國外案例與調查意見的發現，確保 FBP 制度在

其核心目標與推行效能上做好平衡。 

而所謂的「外部的配套措施」最核心應用當屬圖書 VAT 減免

方案。FBP制度常見的VAT減免是國外最為顯著的配套措施之一。

相對於外國案例，台灣 5%的 VAT 即使是小幅稅率，但對產業的助

益是確實存在的事實。閱讀活動通常透過租、借、買等手段取得閱

讀資源，課徵圖書 VAT 就等同於為交易形態之閱讀活動設下經濟

障礙，未來數位閱讀環境下，屬於個人 B2C 的電子書交易市場，

對於城鄉差距與經濟弱勢者更易造成數位落差的事實。 

（二） 塑造 FBP之公共決策價值目標 

政策形成過程很難完全獨立客觀，除本身之屬性特質之外，更

常根基於技術、經濟、文化與政治等因素，而政治性的過程也往往

是最終定奪。為求規劃與解決多個問題，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政策

待選方案，最終仍得落實其中某一方案以解決公共問題。不論消極

與積極落實政策，都有其風險與正反意見。出版文化改革是一條漫

長道路，但改革的目標是必須在一道穩定、和諧和永續發展的政策

中進行，而且必須強調處在一個效率、公平並重的機制下，實施圖

書出版市場的監督、輔導與管理。 

FBP 圖書交易的精神在於講求開創多元的零售商場競爭機會。

相較於大型連鎖書店或網路書店，代表多元選擇、維護小眾文化權

益的的獨立書店，市場折扣競爭顯然不利於獨立書店生存，當這些

不具規模且小資本的非主流書店紛紛關閉後，甚至使得出版社更在

乎出版符合大眾消費口味的書籍，以便爭取主流通路的青睞。對於

這樣的推論，絕非偶然，它反映了某些現實顧慮。然而，FBP 實施

2 參見第拾貳章「配套措施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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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果真與上述情形有絕對因果關係？振興出版事業當然不只實

施 FBP 一途，卻也難以論斷是非，這便是各國 FBP 政策分歧、實

施或廢止，消長不定的原因之一。也有國外學者悲觀地認為習慣自

由圖書市場的國家應該不容易改變，但採行 FBP 的國家實施時間愈

久，因為整體環境已成熟適應，將更容易堅持持續下去，而且國家

擁有愈大的市場，FBP 愈穩定，圖書出版業者也更能找出自己的定

位。3 

一般咸信，欲有效落實 FBP 制度，唯有仰賴將此制度法制化，

否則寧可返歸自由價格制度，任憑市場定奪。4 平實而論，出版產

業與市場不僅受到新興網路環境與電子書銷售之影響，在全球化與

多元文化之出版閱讀自由氛圍裡，無任何事件可由單一問題而造成

變動，許多客觀環境因素及較主觀的人文考量，在時空交錯辯證下，

使得國家的文化出版政策之形成與規範，面臨更大的挑戰。 

FBP 制度的實施與否？其在世界上已論戰百年以上，對錯之間

在於每個欲執行 FBP 的國家之文化、政治、經濟與市(商)場環境而

有不同的立場、命運與曲折。不論該不該實施，正反雙方都應適度

地相互尊重對方立場，因為當文化理念的陳義過高，面對市場興衰

責任與部分消費者民粹式的指責時，唯有公權力才能堅持與止謗。

然而，此制度涉及了消費者權益，也就夾進了更多元之意見，FBP
既是公共議題亦是文化議題。這更是紛擾的癥結之一。 

FBP 的發展歷史證明：無人能打包票此制度一定能改善所有困

境；但也沒有人可斷言實施 FBP 後，出版市場所有的正向成長或負

面衰退的肇因(因果關係)皆完全來自此制度。這也正是為什麼 FBP
如此紛擾不休、世上爭擾百年的原因。FBP 只為了救書市遏制折扣

戰維持市場秩序、僅對獨立書店有益嗎？就如同我們問：自由價格

制度可保活絡市場、促進消費？答案皆難以論定。FBP 的長久實施

及「成功」，絕對需要所有圖書出版產業利益關係人的共識，以及

在這網路社群媒體的時代裡，如何使民眾有「正確」認知和預期，

還有未來可能夾雜不可預知的政治與經濟理念的相左。 

3 “Fixed Book Prices as a Policy Element in a Strategy o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eminar 
Summary,” in Oslo 5th and 6th of March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FBPOslo.pdf. 
4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Introduction,” in Global Fixed Book Price Report. May 23, 
2014, accessed July 15, 2015, 
http://www.internationalpublishers.org/images/reports/2014/fixed-book-price-report-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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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所彰顯的「文化個別性的自由」重要否？是否需要政府政

策干預或放任？這些爭辯皆觸及其核心問題 – 「圖書是否不同於

一般商品？」，也形成了一種極為攸關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立法

精神與民眾權益之政策思辨。然而思辨邏輯常涉及文化永續經營、

文化多樣性、閱讀自由與多元創作、公平交易精神等認知，而政府

顯然必須扛起更多的責任(responsibility)與當責(accountability)。政

府的「當責」指的是如何對社會、民眾、信仰交賬，而依本身職責

妥善規劃、努力溝通、營造環境、努力執行、堅持理念貫徹和公義

主張。當責也是勇敢承擔，只要是角色扮演的責任，在合宜的良善

的思定下，做該做的事、行該負起的責任。不論實施或不實施 FBP
制度或其他出版振興方案，顯然這些都是共通法則。 

振興出版與閱讀環境，當然也要掌握消費者的真正需求，文化

政策與消費政策雖不能完全脫鉤，但也不是在同一個天平的一頭。

一些制度的形成，在其研議與立法之初皆有機會排弊存善，將可能

的阻礙和矛盾事項減除，而將主訴目標與有果效之事項予以堅固。

各個國家對於出版業皆不遺餘力地挹注文化獎勵措施，政府要推動

出版文化政策的能量是否足夠？首要目標除了解決競爭的公平原

則與完成衝擊影響評估外，未來國民閱讀與消費素養能否耐得起文

化經濟的考驗，必然是 FBP 成敗因素之一。出版活動所牽涉的是閱

讀和知識素質等相關的基礎建設。FBP 不是要刻意提高圖書定價，

而是還原圖書市場原本的需求面貌，尤其是在於通路平衡的建全。

文化政策方針理應促進社會福利，無論 FBP 制定與否，都會走向一

個不同風貌的出版藍圖。究竟是期待「自由定價」所提供的文化促

銷/文化消費之社會？還是一個可能包容更多元文化價值與發展的

社會？這些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選項。 

（三） 配套措施與策略 

1.實施 FBP 雖然長期而言對出版社/書店的衝擊有限，但制度實施

之後，短期內必定其營收有不小的負面影響。故建議若能待國

內景氣略為好轉之後，例如國內的 GDP 成長率有明顯提升或失

業率更進一步下降，再行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則其衝擊將

大為減少。 

2.「圖書」乃為一正常財，「圖書禮券」的發放不失為一增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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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能使得圖書的消費增加的適當方法。惟「圖書禮券」如何

發放仍需嚴謹考量與設計，這其中又牽涉到政府財政的問題。 

3.「免徵加值營業稅」、「購書抵稅」與「購書折扣」對消費者而

言幾乎是有相同的降價效果，對出版社/書店的營收亦可增加。

但此出版社/書店營收增加的效果將直接移轉到政府，使得政府

的稅收減少，對目前我國政府面臨財政困難之時亦須有所取

捨。 

此外，FBP 制度之推行可能遭逢阻礙，對於民眾之困惑，必為

首要待解決與宣之工作(1-7 項)，其次則為業者與作者之溝通與釋疑，

在新法實施前，必須優先解決之相關問題如下： 

1.應以宣導廣告加強宣導新法之內容，並積極說明圖書具備文化

產品之性質，與一般商品不同，故須於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外，

給予特別保護。務必使民眾了解政府實施 FBP 初衷與願景。 

2.積極說明圖書出版之文化內涵與特質，多樣少量的出版品需要

各種不同類型的通路端用多元管道發行、銷售，導致整個出版

產業鏈上每個環節的毛利都極為微薄，故不論對出版者，經銷

商，還是書店來說，都經不起折扣競爭。 

3.加強宣導新法之內容，並積極說明除了歐洲國家外，亞洲地區

尚有韓國、香港跟中國大陸均有書籍定價銷售制度存在，FBP
並非歐洲國家的特例。 

4.積極說明圖書作為一種知識儲存、傳遞功能之文化產品，攸關

個人的心智發展。在圖書通路過度折扣競爭下，已造成小型及

非連鎖書店難以生存，以及出版圖書書種逐漸單一化等現象，

也影響作者之創作機會與意願。倘若民眾不關心眼前出版產業

的困境，則未來市場上將僅有暢銷書籍及知名作家作為其閱讀

選擇。 

5.積極向民眾說明「泡沫折扣」的本質與真相。由於書店對消費

者折扣非常自由，薄利多銷思維下，折扣成為同業競爭利器。

基於折扣需要，書店便回頭要求上游中盤商壓低折扣，中盤商

順勢再向上游出版社要求更低的批書價格，故為了獲取在這種

供應生態下的固定利潤，出版社只有在出書前將本求利，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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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市場折扣數預估於內。目前在開放折扣銷售的情況下，消費

者可以透過各種比價而選擇到最低的折扣，但其實消費者拿到

的是「泡沫折扣」。倘若未來推行「圖書定價銷售制度」，配合

若干督導機制，售價理應趨於實際與合理。 

6.積極向民眾說明 FBP 只是預防出版產業低價競爭策略之底線，

不代表出版社和書店能在定價上予取予求。況且，市場銷售的

本質即為競爭，未來圖書發行與銷售通路尚須構思除了價格競

爭外之行銷策略與方法，供消費者比較及選擇。因此不至於損

及消費者權益。 

7.應以宣導廣告加強宣導新法之內容，並積極向民眾說明參考世

界各國採行 FBP 的國家，都有立法的背景與過程，顯示光靠出

版產業的共識及協議，不足以拘束全體出版業者及形成全體國

民共識，制訂專法有其必要。例如德國過去主要是透過出版同

業公會形成的共識與協議來執行書籍定價銷售，但後來歐盟也

要求德國必須立法。 

8.大型連鎖書店業者反應 FBP 制度會影響他們的規模經濟優勢？

若 FBP 能順利推行，則在大型連鎖書店業者之規模優勢下，其

毛利可隨營業額增加更多，更能累積可供發展的雄厚資本。故

應先透過公聽會與座談會與大型連鎖書店業者達成共識，使其

能支持與協助 FBP 制度之推行。 

9.網路書店業者反應 FBP 制度抵觸其折扣銷售的利器，進而影響

書籍銷售量？除折扣銷售外，網路書店相較於傳統書店，原本

即有協助消費者節省往返書店交通時間和購書後之的運送等先

天優勢，無須以折扣銷售當作其經營利器，若「圖書定價銷售

制度」能順利推行，反而能協助網路書店業者增加經營利潤。

所以應先透過公聽會與座談會與網路書店業者達成共識，使其

能協助推行本草案。 

10.大賣場業者反應 FBP 讓他們的書更難賣？在折扣競爭下，對

大賣場而言，因為圖書的利潤太薄，原本即非主要商品。若

FBP 能順利推行，反而能協助其提高銷售圖書之利潤。 

11.作者反應 FBP 制度影響其收益？事前應向出版產業公協會多

加宣導所推動 FBP 之理念，以及倡導作者權益之尊重，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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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關係。政府宜同時多利用相關配套措施與獎勵措施，除獎

勵創作外，並讓出版商可以平衡風險與機會，一旦產生盈餘更

可投資推銷新的作家或者新型態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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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是政治大學的研究團隊，目前接受文化部委託進行「圖書定價銷

售」消費者調查，調查結果將做為未來政策擬定的參考，保證不會對外公
佈個人資料，耽誤您一點時間，請教您幾個問題，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計畫主持人： 邱炯友 教授      指導單位：文化部 

核定機關：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普管字第 1050400448 號 
有限期間： 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止 

「圖書定價銷售制」消費者調查問卷 
 
 
 
 
 
 
 

S1.請問您現在幾歲？【未滿 16 歲者，請結束訪問】樣本數=2,845 

6.0% 
16.0% 
19.6% 
18.1% 
18.0% 
22.3% 

(1) 16-19 歲 
(2) 20-29 歲 
(3) 30-39 歲 
(4) 40-49 歲 
(5) 50-59 歲 
(6) 60 歲（含）以上 

Q1.請問您兩年內曾購買圖書嗎？樣本數=2,845 
45.1% 
54.9% 

(1) 有 
(2) 沒有【請結束訪問】 

 

Q2.請問您較常透過什麼管道購買圖書？【複選】樣本數=1,284 
73.8% 
55.3% 
9.7% 
8.1% 
4.8% 

14.1% 
17.0% 
0.0% 

(1) 實體書店 
(2) 網路書店 
(3) 便利商店 
(4) 超級市場/量販店 
(5) 郵購/直銷 
(6) 書展/特賣會 
(7) 學校或企業團購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3.請問您選擇購買圖書的書店（含網路書店）時，是否以該店提供的折扣優惠為最

優先考慮？樣本數=1,284 

40.3% 
59.7% 

(1) 是 
(2) 否 

篩選題 

圖書消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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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請問您有沒有喜歡的書店？如果您喜歡的書店折扣沒有比其他書店低，您還會在

喜歡的書店購買圖書嗎？樣本數=1,284 
40.1% 
35.5% 
24.4% 

(1) 沒有喜歡的書店 
(2) 會購買 
(3) 不會購買 

Q5.請問下列的圖書種類，您平均一年的消費金額大約多少？【複選】樣本數=1,284 
79.1% 
41.6% 
27.9% 
9.4% 

30.9% 
0.9% 

(1) 一般圖書，大約花費：__2,418__元【需問 Q8】 
(2) 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大約花費：__2,434__元【需問 Q9】 
(3) 兒童讀物，大約花費：__2,521__元【需問 Q10】 
(4) 漫畫書，大約花費：__1,386__元【需問 Q11】 
(5) 工具書，大約花費：__1,730__元【需問 Q12】 
(6) 其他，請說明：_電子書__，大約花費：__1,489__元【需問 Q13】 

Q6.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樣本數=1,284 
27.5% 
43.2% 
18.0% 
11.3% 

(1) 折扣越來越多 
(2) 持續持平 
(3) 折扣越來越少 
(4) 無意見 

Q7.請問您近年來是否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購書的金額也越來越

大？樣本數=1,284 

23.8% 
76.2% 

(1) 是 
(2) 否 

 
  

說明： 
目前圖書零售市場中，常見折扣競爭，打擊了書店合理利潤。此外，小型書店

折扣空間較小，折扣競爭影響生存。因此，政府正在評估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

規定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 95 折，希望有助於文化多樣性與穩定市場秩

序。以下將針對此政策，請教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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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Q5=1，需問 Q8］ 

Q8.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一般圖書

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1,016 
5.3% 

27.6% 
67.1% 

(1) 增加，會增加 391 元 
(2) 減少，會減少 814 元 
(3) 總支出不變 

［若 Q5=2，需問 Q9］ 

Q9.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教科書/考

試用書(含參考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534 
9.2% 

22.0% 
68.8% 

(1) 增加，會增加 592 元 
(2) 減少，會減少 799 元 
(3) 總支出不變 

［若 Q5=3，需問 Q10］ 

Q10.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兒童讀物

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358 
7.5% 

29.7% 
62.8% 

(1) 增加，會增加 848 元 
(2) 減少，會減少 915 元 
(3) 總支出不變 

［若 Q5=4，需問 Q11］ 

Q11.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漫畫書的

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120 
3.1% 

35.9% 
61.0% 

(1) 增加，會增加 1,180 元 
(2) 減少，會減少 803 元 
(3) 總支出不變 

［若 Q5=5，需問 Q12］ 

Q12.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工具書的

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397 
6.4% 

27.8% 
65.8% 

(1) 增加，會增加 421 元 
(2) 減少，會減少 669 元 
(3) 總支出不變 

［若 Q5=6，需問 Q13］ 

Q13.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您每年購買電子書的

總金額會不會改變？樣本數=12 
0.0% 
6.6% 

93.4% 

(1) 增加，會增加 N/A 元 
(2) 減少，會減少 300 元 
(3) 總支出不變 

圖書定價銷售制的購買行為：九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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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考量購買圖書時，「一年內的新書」對您而言重不重要？樣本數=1,284 
9.7% 

36.4% 
4.5% 

41.8% 
7.6%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普通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Q15.請問，您認為多久以內的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來銷售？樣本數=1,284 
41.3% 
28.7% 
3.5% 
6.2% 

20.3% 

(1) 半年 
(2) 1 年 
(3) 1 年半 
(4) 2 年 
(5) 其他，請說明：______ 

Q16.請問您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政策支不支持？樣本數=1,284 
5.7% 

47.9% 
4.8% 

29.3% 
12.3% 

(1) 非常支持 
(2) 支持 
(3) 普通 
(4) 不支持 
(5) 非常不支持 

Q17.就您最常購買的圖書種類來說，如果推出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您購買此類新

書時會有什麼應對方式？【可複選】樣本數=1,284 
36.8% 
26.8% 
14.3% 
14.8% 
7.6% 

15.3% 
29.9% 
1.8% 
0.0% 

(1) 不會改變 
(2) 過了限制期再買 
(3) 盡量買較便宜的書 
(4) 減少購買頻率 
(5) 減少購買金額 
(6) 減少購買數量 
(7) 儘量用借的 
(8) 不會買，也不借 
(9) 其他，請說明：______ 

Q18.請問您覺得電子書（含行動閱讀、PC 模式、可移動播放模式裝置等），是否應

受圖書定價銷售的規範？樣本數=1,284 
50.0% 
37.9% 
12.1% 

(1) 應該 
(2) 不應該 
(3) 無意見 

Q19.請問您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還有沒有什麼想法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整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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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消費者調查問卷百分比 

 
 

S2.性別？【訪員自行勾選】樣本數=1,284 
46.6% 
53.4% 

(1) 男性 
(2) 女性 

S3.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地區？樣本數=1,284 
18.8% 
12.3% 
8.5% 

14.3% 
7.3% 

10.4% 

(1) 新北市 
(2) 臺北市 
(3) 桃園市 
(4) 臺中市 
(5) 臺南市 
(6) 高雄市 

1.8% 
2.7% 
1.0% 
3.9% 
1.8% 
3.7% 

(7) 宜蘭縣 
(8) 新竹縣 
(9) 苗栗縣 
(10) 彰化縣 
(11) 南投縣 
(12) 雲林縣 

1.6% 
3.7% 
0.7% 
1.1% 
0.2% 
1.8% 

(13) 嘉義縣 
(14) 屏東縣 
(15) 臺東縣 
(16) 花蓮縣 
(17) 澎湖縣 
(18) 基隆市 

2.2% 
1.8% 
0.4% 
0.0% 

(19) 新竹市 
(20) 嘉義市 
(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 

S4.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樣本數=1,284 
0.8% 
2.7% 

25.1% 
13.5% 
45.1% 
12.8% 

(1) 國小（含）以下 
(2) 國（初）中 
(3) 高中（職） 
(4) 專科 
(5) 大學 
(6) 研究所（含）以上 

S5.請問您的職業？樣本數=1,284 
7.7% 
4.9% 

15.2% 
28.7% 
9.7% 
9.0% 

14.8% 
3.8% 
6.2% 
0.0% 

(1) 軍公教人員 
(2)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 專業白領工作者（律師/會計師/醫師/工程師/技術員/助理專業人員） 
(4) 一般白領工作者（文書/行政/會計/出納/服務工作人員/售貨員） 
(5) 藍領工作者（工人/作業員/送貨員/司機/農林漁牧生產者） 
(6) 家務管理 
(7) 學生 
(8) 無業/待業中 
(9) 退休 
(10) 其他，請說明：_____ 

S6.請問您每個月個人最高可支配的生活經費大約多少？（新台幣）樣本數=1,284 
39.0% 
29.8% 
15.6% 
5.9% 
3.8% 
2.4% 
0.5% 
3.0% 

(1) 10,000 元以下 
(2) 10,001~20,000 元 
(3) 20,001~30,000 元 
(4) 30,001~40,000 元 
(5) 40,001~50,000 元 
(6) 50,001~60,000 元 
(7) 60,001~70,000 元 
(8) 70,001 元以上 

 

基本資料 

訪問結束，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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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說明： 

1.「*」號表示經卡方檢定（Chi-Square），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機率達0.05的顯

著水準。 

2.「#」號表示該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各細格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高於20%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做統計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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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  請問您兩年內曾購買圖書嗎？ 

 次數 有 沒有 
總次數 2,845 1,284 1,561 
總百分比 100.0% 45.1% 54.9% 
*性別    
 男性 1,407 42.6% 57.4% 
 女性 1,438 47.7% 52.3% 
*年齡    
 16-19 歲 170 73.2% 26.8% 
 20-29 歲 454 55.3% 44.7% 
 30-39 歲 559 60.2% 39.8% 
 40-49 歲 515 57.4% 42.6% 
 50-59 歲 513 34.4% 65.6% 
 60 歲（含）以上 634 15.8% 84.2% 
*居住地區    
 北部 1,275 48.4% 51.6% 
 中部 698 45.6% 54.4% 
 南部 773 41.1% 58.9% 
 東部及離島 99 31.2% 68.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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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2  請問您選擇購買圖書的書店（含網路書店）時，是否以該
店提供的折扣優惠為最優先考慮？ 

 次數 是 否 
總次數 1,284 518 766 
總百分比 100.0% 40.3% 59.7% 
*性別    
 男性 599 34.7% 65.3% 
 女性 685 45.3% 54.7% 
*年齡    
 16-19 歲 124 41.0% 59.0% 
 20-29 歲 251 38.8% 61.2% 
 30-39 歲 336 51.4% 48.6% 
 40-49 歲 295 41.0% 59.0% 
 50-59 歲 177 28.5% 71.5% 
 60 歲（含）以上 100 25.2% 74.8%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40.1% 59.9% 
 中部 318 36.5% 63.5% 
 南部 318 43.1% 56.9% 
 東部及離島 31 55.4% 44.6%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44.8% 55.2% 
 國（初）中 35 15.0% 85.0% 
 高中（職） 323 35.9% 64.1% 
 專科 173 36.6% 63.4% 
 大學 579 45.2% 54.8% 
 研究所（含）以上 164 40.9% 59.1%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37.3% 62.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34.1% 65.9%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46.4% 53.6%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45.2% 54.8% 
 藍領工作者 124 38.1% 61.9% 
 家務管理 116 35.3% 64.7% 
 學生 191 39.9% 60.1% 
 無業/待業中 49 40.6% 59.4% 
 退休 80 23.3% 76.7%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43.0% 57.0% 
 10,001~20,000 元 383 39.3% 60.7% 
 20,001~30,000 元 200 36.2% 63.8% 
 30,001 元以上 200 39.6% 60.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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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3  請問您有沒有喜歡的書店？如果您喜歡的書店折扣沒有
比其他書店低，您還會在喜歡的書店購買圖書嗎？ 

 次數 沒有喜歡的
書店 會購買 不會購買 

總次數 1,284 515 456 314 
總百分比 100.0% 40.1% 35.5% 24.4% 
*性別     
 男性 599 46.0% 32.9% 21.1% 
 女性 685 34.9% 37.8% 27.3% 
*年齡     
 16-19 歲 124 48.0% 30.1% 22.0% 
 20-29 歲 251 42.9% 32.1% 24.9% 
 30-39 歲 336 37.3% 33.9% 28.9% 
 40-49 歲 295 39.0% 35.9% 25.1% 
 50-59 歲 177 34.7% 45.7% 19.6% 
 60 歲（含）以上 100 45.3% 37.0% 17.7%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37.6% 37.2% 25.1% 
 中部 318 42.2% 32.9% 24.9% 
 南部 318 42.1% 35.7% 22.2% 
 東部及離島 31 46.5% 26.1% 27.4%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68.0% 21.4% 10.6% 
 國（初）中 35 42.6% 31.2% 26.2% 
 高中（職） 323 48.4% 32.3% 19.3% 
 專科 173 42.2% 37.8% 20.0% 
 大學 579 35.5% 37.0% 27.5% 
 研究所（含）以上 164 35.4% 35.9% 28.7%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22.0% 38.4% 39.6%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48.9% 33.1% 18.0%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36.5% 37.4% 26.1%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35.2% 37.7% 27.1% 
 藍領工作者 124 61.3% 26.3% 12.4% 
 家務管理 116 38.4% 35.8% 25.8% 
 學生 191 45.1% 31.5% 23.5% 
 無業/待業中 49 45.1% 37.0% 17.9% 
 退休 80 41.5% 41.5% 17.0%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45.2% 31.4% 23.4% 
 10,001~20,000 元 383 38.8% 35.5% 25.7% 
 20,001~30,000 元 200 34.8% 39.9% 25.3% 
 30,001 元以上 200 34.9% 41.4% 23.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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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4  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 

 次數 折扣越來
越多 持續持平 折扣越來

越少 無意見 

總次數 1,284 353 555 231 146 
總百分比 100.0% 27.5% 43.2% 18.0% 11.3% 
*性別      
 男性 599 28.0% 41.1% 16.7% 14.2% 
 女性 685 27.0% 45.1% 19.1% 8.8% 
*年齡      
 16-19 歲 124 44.1% 40.8% 11.2% 3.8% 
 20-29 歲 251 36.2% 39.4% 16.3% 8.2% 
 30-39 歲 336 28.0% 46.8% 21.6% 3.6% 
 40-49 歲 295 23.1% 48.3% 15.2% 13.3% 
 50-59 歲 177 16.2% 40.7% 22.7% 20.3% 
 60 歲（含）以上 100 15.7% 33.5% 18.1% 32.7%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29.1% 39.6% 15.8% 15.5% 
 中部 318 23.5% 49.6% 20.3% 6.6% 
 南部 318 28.8% 45.6% 18.0% 7.6% 
 東部及離島 31 20.1% 27.6% 38.0% 14.3%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5.3% 33.5% 13.2% 48.0% 
 國（初）中 35 30.0% 29.5% 22.1% 18.4% 
 高中（職） 323 31.0% 36.6% 18.0% 14.5% 
 專科 173 16.5% 51.2% 19.8% 12.5% 
 大學 579 26.3% 44.8% 19.9% 9.0% 
 研究所（含）以上 164 37.0% 46.1% 8.4% 8.5%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32.0% 48.5% 13.2% 6.3%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17.1% 53.3% 19.7% 9.9%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22.0% 51.2% 18.1% 8.8%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29.5% 40.9% 21.1% 8.4% 
 藍領工作者 124 24.4% 36.1% 24.1% 15.5% 
 家務管理 116 22.0% 45.3% 19.1% 13.6% 
 學生 191 42.7% 42.4% 9.7% 5.1% 
 無業/待業中 49 24.6% 35.3% 14.0% 26.1% 
 退休 80 11.9% 35.2% 18.7% 34.2%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30.5% 41.1% 18.8% 9.6% 
 10,001~20,000 元 383 24.4% 44.5% 17.5% 13.6% 
 20,001~30,000 元 200 27.2% 44.2% 17.7% 10.9% 
 30,001 元以上 200 26.0% 45.3% 16.9% 11.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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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A-5  請問您近年來是否配合各書店（含網路書店）的折扣優惠，
購書的金額也越來越大？ 

 次數 是 否 
總次數 1,284 306 978 
總百分比 100.0% 23.8% 76.2% 
性別    
 男性 599 22.0% 78.0% 
 女性 685 25.4% 74.6% 
*年齡    
 16-19 歲 124 26.8% 73.2% 
 20-29 歲 251 30.7% 69.3% 
 30-39 歲 336 26.7% 73.3% 
 40-49 歲 295 21.6% 78.4% 
 50-59 歲 177 17.1% 82.9% 
 60 歲（含）以上 100 11.8% 88.2%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22.5% 77.5% 
 中部 318 25.1% 74.9% 
 南部 318 26.3% 73.7% 
 東部及離島 31 13.0% 87.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5.8% 94.2% 
 國（初）中 35 22.1% 77.9% 
 高中（職） 323 22.6% 77.4% 
 專科 173 20.4% 79.6% 
 大學 579 24.4% 75.6% 
 研究所（含）以上 164 29.5% 70.5%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20.9% 79.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14.9% 85.1%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26.4% 73.6%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22.1% 77.9% 
 藍領工作者 124 22.6% 77.4% 
 家務管理 116 28.0% 72.0% 
 學生 191 28.8% 71.2% 
 無業/待業中 49 31.3% 68.7% 
 退休 80 15.6% 84.4%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26.7% 73.3% 
 10,001~20,000 元 383 21.0% 79.0% 
 20,001~30,000 元 200 24.1% 75.9% 
 30,001 元以上 200 21.8% 78.2%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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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6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
您每年購買一般圖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次數 增加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1,016 54 280 681 
總百分比 100.0% 5.3% 27.6% 67.1% 
*性別     
 男性 472 4.9% 23.8% 71.3% 
 女性 544 5.7% 30.9% 63.4% 
*年齡     
 16-19 歲 87 7.2% 38.3% 54.5% 
 20-29 歲 194 9.1% 31.6% 59.3% 
 30-39 歲 256 5.3% 37.0% 57.7% 
 40-49 歲 234 2.4% 24.4% 73.2% 
 50-59 歲 158 4.0% 16.7% 79.3% 
 60 歲（含）以上 87 4.9% 9.0% 86.1% 
*居住地區     
 北部 504 6.0% 31.6% 62.4% 
 中部 246 5.8% 24.3% 69.8% 
 南部 246 2.3% 22.6% 75.0% 
 東部及離島 19 17.7% 29.9% 52.4%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9 8.4% 0.0% 91.6% 
 國（初）中 21 14.8% 10.9% 74.3% 
 高中（職） 244 4.1% 22.5% 73.4% 
 專科 134 3.9% 22.9% 73.2% 
 大學 470 5.8% 29.7% 64.5% 
 研究所（含）以上 137 5.5% 38.6% 55.9% 
*職業     
 軍公教人員 82 5.4% 32.3% 62.3%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55 4.2% 16.0% 79.8% 
 專業白領工作者 153 4.5% 31.5% 63.9% 
 一般白領工作者 303 5.4% 29.8% 64.7% 
 藍領工作者 100 7.9% 22.3% 69.8% 
 家務管理 87 1.8% 21.6% 76.6% 
 學生 133 8.5% 34.4% 57.1% 
 無業/待業中 35 0.0% 41.2% 58.8% 
 退休 67 4.3% 7.6% 88.1%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377 6.6% 29.0% 64.4% 
 10,001~20,000 元 306 3.8% 27.3% 68.9% 
 20,001~30,000 元 165 5.4% 26.0% 68.6% 
 30,001 元以上 167 5.0% 26.7% 68.3%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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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7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
您每年購買教科書/考試用書(含參考書)的總金額會不會
改變？ 

 次數 增加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534 49 118 367 
總百分比 100.0% 9.2% 22.0% 68.8% 
性別     
 男性 247 7.5% 23.1% 69.3% 
 女性 287 10.6% 21.1% 68.3% 
年齡     
 16-19 歲 95 16.1% 18.3% 65.6% 
 20-29 歲 125 9.9% 23.4% 66.6% 
 30-39 歲 118 7.9% 27.7% 64.4% 
 40-49 歲 138 5.7% 17.8% 76.5% 
 50-59 歲 51 5.7% 24.2% 70.2% 
 60 歲（含）以上 8 16.8% 21.6% 61.6% 
居住地區     
 北部 253 8.4% 22.1% 69.5% 
 中部 136 8.9% 20.1% 71.0% 
 南部 132 9.6% 25.6% 64.7% 
 東部及離島 13 22.2% 5.0% 72.8%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2 0.0% 28.8% 71.2% 
 國（初）中 17 6.2% 21.6% 72.1% 
 高中（職） 150 13.6% 18.7% 67.7% 
 專科 72 6.1% 19.4% 74.5% 
 大學 231 8.2% 21.9% 69.9% 
 研究所（含）以上 62 6.6% 33.7% 59.8% 
#職業     
 軍公教人員 37 12.2% 22.1% 65.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18 0.0% 35.2% 64.8% 
 專業白領工作者 72 0.0% 29.0% 71.0% 
 一般白領工作者 139 5.5% 22.1% 72.4% 
 藍領工作者 52 5.5% 7.9% 86.7% 
 家務管理 38 12.2% 15.7% 72.1% 
 學生 146 17.6% 22.4% 60.0% 
 無業/待業中 23 6.2% 29.6% 64.2% 
 退休 9 25.3% 22.0% 52.6%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251 12.8% 19.7% 67.5% 
 10,001~20,000 元 148 5.9% 27.5% 66.6% 
 20,001~30,000 元 65 9.1% 15.1% 75.8% 
 30,001 元以上 70 3.3% 25.5% 71.3%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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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8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
您每年購買兒童讀物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次數 增加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358 27 107 225 
總百分比 100.0% 7.5% 29.7% 62.8% 
性別     
 男性 155 5.9% 26.5% 67.5% 
 女性 203 8.8% 32.2% 59.1% 
#年齡     
 16-19 歲 7 0.0% 0.0% 100.0% 
 20-29 歲 23 24.1% 42.5% 33.4% 
 30-39 歲 149 8.2% 34.8% 57.0% 
 40-49 歲 127 4.1% 29.1% 66.7% 
 50-59 歲 30 2.6% 17.1% 80.4% 
 60 歲（含）以上 22 14.7% 12.3% 73.0% 
#居住地區     
 北部 186 8.5% 32.0% 59.5% 
 中部 83 7.0% 23.9% 69.0% 
 南部 84 3.1% 30.5% 66.3% 
 東部及離島 6 50.0% 26.6% 23.4%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3 20.5% 0.0% 79.5% 
 國（初）中 6 0.0% 33.7% 66.3% 
 高中（職） 80 17.5% 18.8% 63.7% 
 專科 54 3.7% 27.2% 69.1% 
 大學 155 6.7% 31.3% 62.0% 
 研究所（含）以上 60 0.0% 43.5% 56.5% 
#職業     
 軍公教人員 32 8.8% 34.0% 57.2%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5 0.0% 21.2% 78.8% 
 專業白領工作者 68 2.2% 41.2% 56.6% 
 一般白領工作者 120 7.0% 32.5% 60.4% 
 藍領工作者 34 13.6% 11.4% 75.0% 
 家務管理 56 14.9% 31.9% 53.2% 
 學生 7 0.0% 0.0% 100.0% 
 無業/待業中 1 0.0% 0.0% 100.0% 
 退休 16 8.5% 9.9% 81.6%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92 11.3% 26.5% 62.3% 
 10,001~20,000 元 120 5.7% 35.2% 59.1% 
 20,001~30,000 元 65 7.8% 26.2% 66.0% 
 30,001 元以上 81 5.8% 28.1% 66.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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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9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問
您每年購買漫畫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次數 增加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120 4 43 73 
總百分比 100.0% 3.1% 35.9% 61.0% 
#性別     
 男性 60 3.2% 34.1% 62.6% 
 女性 61 3.0% 37.6% 59.4% 
#年齡     
 16-19 歲 20 0.0% 39.7% 60.3% 
 20-29 歲 35 5.2% 29.9% 64.9% 
 30-39 歲 25 7.8% 40.0% 52.2% 
 40-49 歲 26 0.0% 40.8% 59.2% 
 50-59 歲 9 0.0% 31.9% 68.1% 
 60 歲（含）以上 6 0.0% 25.4% 74.6% 
#居住地區     
 北部 49 0.0% 31.2% 68.8% 
 中部 33 11.4% 36.3% 52.3% 
 南部 37 0.0% 40.7% 59.3% 
 東部及離島 1 0.0% 100.0% 0.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 0.0% 0.0% 100.0% 
 國（初）中 5 0.0% 56.5% 43.5% 
 高中（職） 35 0.0% 31.8% 68.2% 
 專科 10 0.0% 34.6% 65.4% 
 大學 58 6.4% 39.7% 53.9% 
 研究所（含）以上 9 0.0% 21.4% 78.6%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 0.0% 28.7% 71.3%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 0.0% 0.0% 100.0% 
 專業白領工作者 20 0.0% 49.0% 51.0% 
 一般白領工作者 38 9.7% 33.8% 56.4% 
 藍領工作者 10 0.0% 23.1% 76.9% 
 家務管理 6 0.0% 39.8% 60.2% 
 學生 22 0.0% 46.7% 53.3% 
 無業/待業中 9 0.0% 21.0% 79.0% 
 退休 4 0.0% 23.8% 76.2%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8 0.0% 40.8% 59.2% 
 10,001~20,000 元 36 10.5% 31.1% 58.4% 
 20,001~30,000 元 10 0.0% 37.6% 62.4% 
 30,001 元以上 16 0.0% 27.6% 72.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 
  

336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0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
問您每年購買工具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次數 增加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397 25 110 261 
總百分比 100.0% 6.4% 27.8% 65.9% 
性別     
 男性 212 6.7% 26.4% 66.9% 
 女性 185 6.0% 29.4% 64.7% 
#年齡     
 16-19 歲 16 0.0% 15.2% 84.8% 
 20-29 歲 52 7.8% 39.9% 52.3% 
 30-39 歲 121 11.5% 32.4% 56.1% 
 40-49 歲 105 2.7% 24.1% 73.2% 
 50-59 歲 70 5.6% 21.3% 73.2% 
 60 歲（含）以上 34 1.8% 23.5% 74.8% 
*居住地區     
 北部 191 6.2% 27.5% 66.2% 
 中部 97 3.6% 20.8% 75.6% 
 南部 97 7.3% 36.6% 56.1% 
 東部及離島 12 23.4% 17.7% 58.9%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3 0.0% 17.2% 82.8% 
 國（初）中 10 20.6% 24.0% 55.4% 
 高中（職） 78 5.4% 29.0% 65.6% 
 專科 60 5.7% 21.3% 73.0% 
 大學 183 5.6% 29.9% 64.5% 
 研究所（含）以上 64 8.5% 27.3% 64.2% 
#職業     
 軍公教人員 38 9.4% 21.3% 69.3%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8 12.9% 14.6% 72.5% 
 專業白領工作者 81 3.9% 24.7% 71.5% 
 一般白領工作者 100 5.2% 38.4% 56.4% 
 藍領工作者 48 10.2% 27.8% 62.0% 
 家務管理 36 7.8% 24.9% 67.3% 
 學生 25 0.0% 34.8% 65.2% 
 無業/待業中 16 9.1% 16.3% 74.6% 
 退休 25 2.4% 23.9% 73.7%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120 6.9% 23.9% 69.2% 
 10,001~20,000 元 127 5.3% 33.6% 61.1% 
 20,001~30,000 元 79 7.8% 28.2% 64.0% 
 30,001 元以上 70 5.7% 23.4% 70.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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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1  如果政府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九五折，請
問您每年購買其他種類(電子書)的總金額會不會改變？ 

 次數 減少 總支出不變 
總次數 12 1 11 
總百分比 100.0% 6.6% 93.4% 
#性別    
 男性 3 0.0% 100.0% 
 女性 9 8.6% 91.4% 
#年齡    
 20-29 歲 2 0.0% 100.0% 
 30-39 歲 3 0.0% 100.0% 
 40-49 歲 6 0.0% 100.0% 
 50-59 歲 2 50.0% 50.0% 
#居住地區    
 北部 8 9.9% 90.1% 
 南部 4 0.0% 100.0% 
#教育程度    
 專科 1 0.0% 100.0% 
 大學 3 27.1% 72.9% 
 研究所（含）以上 8 0.0% 100.0% 
#職業    
 軍公教人員 1 0.0% 10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 0.0% 100.0% 
 專業白領工作者 5 16.5% 83.5% 
 一般白領工作者 2 0.0% 100.0% 
 無業/待業中 2 0.0% 100.0%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1~20,000 元 3 0.0% 100.0% 
 20,001~30,000 元 4 17.9% 82.1% 
 30,001 元以上 5 0.0% 10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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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2  考量購買圖書時，「一年內的新書」對您而言重不重要？ 

 次數 非常重
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

重要 
總次數 1,284 124 468 57 536 98 
總百分比 100.0% 9.7% 36.4% 4.5% 41.8% 7.6% 
性別       
 男性 599 12.0% 36.0% 3.9% 40.5% 7.6% 
 女性 685 7.7% 36.8% 5.0% 42.8% 7.6% 
*年齡       
 16-19 歲 124 9.7% 54.3% 5.4% 27.4% 3.3% 
 20-29 歲 251 11.1% 46.2% 6.4% 28.2% 8.0% 
 30-39 歲 336 10.1% 33.9% 4.1% 44.1% 7.7% 
 40-49 歲 295 8.9% 33.0% 3.5% 46.6% 8.0% 
 50-59 歲 177 8.5% 26.9% 4.9% 51.8% 7.9% 
 60 歲（含）以上 100 9.1% 25.2% 1.6% 53.9% 10.3%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8.8% 37.5% 3.5% 42.3% 8.0% 
 中部 318 10.4% 31.3% 5.4% 42.8% 10.1% 
 南部 318 10.1% 38.5% 5.7% 42.0% 3.8% 
 東部及離島 31 15.5% 48.5% 2.0% 18.3% 15.7%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0.0% 32.5% 0.0% 58.1% 9.4% 
 國（初）中 35 8.5% 26.0% 13.1% 44.7% 7.7% 
 高中（職） 323 10.2% 39.9% 4.9% 38.4% 6.8% 
 專科 173 7.6% 34.0% 2.7% 45.9% 9.7% 
 大學 579 8.7% 37.3% 5.1% 40.7% 8.3% 
 研究所（含）以上 164 15.3% 31.9% 1.6% 46.4% 4.8%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16.3% 33.0% 2.0% 44.7% 3.9%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7.7% 33.6% 4.4% 45.3% 9.0%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11.2% 33.2% 6.3% 43.6% 5.7%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7.5% 35.9% 3.3% 44.0% 9.3% 
 藍領工作者 124 9.7% 40.5% 9.2% 34.4% 6.3% 
 家務管理 116 11.3% 25.4% 2.1% 48.5% 12.6% 
 學生 191 9.1% 53.5% 4.7% 28.7% 4.1% 
 無業/待業中 49 11.8% 32.7% 7.6% 35.7% 12.1% 
 退休 80 7.4% 25.0% 2.1% 57.0% 8.6%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8.2% 41.7% 5.3% 37.1% 7.7% 
 10,001~20,000 元 383 8.7% 35.4% 2.8% 47.1% 6.0% 
 20,001~30,000 元 200 9.7% 32.3% 4.6% 45.3% 8.1% 
 30,001 元以上 200 15.3% 29.5% 5.4% 39.6% 10.2%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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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3  考量購買圖書時，「一年內的新書」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合併) 

 次數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總次數 1,284 593 57 634 
總百分比 100.0% 46.1% 4.5% 49.4% 
性別     
 男性 599 48.0% 3.9% 48.1% 
 女性 685 44.5% 5.0% 50.5% 
*年齡     
 16-19 歲 124 64.0% 5.4% 30.6% 
 20-29 歲 251 57.3% 6.4% 36.2% 
 30-39 歲 336 44.0% 4.1% 51.8% 
 40-49 歲 295 42.0% 3.5% 54.6% 
 50-59 歲 177 35.5% 4.9% 59.7% 
 60 歲（含）以上 100 34.3% 1.6% 64.1%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46.3% 3.5% 50.2% 
 中部 318 41.7% 5.4% 52.9% 
 南部 318 48.5% 5.7% 45.8% 
 東部及離島 31 64.0% 2.0% 34.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32.5% 0.0% 67.5% 
 國（初）中 35 34.6% 13.1% 52.3% 
 高中（職） 323 50.0% 4.9% 45.1% 
 專科 173 41.7% 2.7% 55.7% 
 大學 579 45.9% 5.1% 48.9% 
 研究所（含）以上 164 47.2% 1.6% 51.1%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49.3% 2.0% 48.6%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41.3% 4.4% 54.3%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44.4% 6.3% 49.3%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43.4% 3.3% 53.4% 
 藍領工作者 124 50.2% 9.2% 40.7% 
 家務管理 116 36.7% 2.1% 61.1% 
 學生 191 62.5% 4.7% 32.8% 
 無業/待業中 49 44.5% 7.6% 47.9% 
 退休 80 32.3% 2.1% 65.6%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49.9% 5.3% 44.8% 
 10,001~20,000 元 383 44.1% 2.8% 53.1% 
 20,001~30,000 元 200 42.0% 4.6% 53.4% 
 30,001 元以上 200 44.8% 5.4% 49.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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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4  請問，您認為多久以內的新書，可以定價或限制折扣來銷售？ 

 次數 半年 1 年 1 年半 2 年 其他 
總次數 1,284 530 369 44 79 261 
總百分比 100.0% 41.3% 28.7% 3.5% 6.2% 20.3% 
*性別       
 男性 599 41.0% 27.0% 2.4% 5.9% 23.7% 
 女性 685 41.5% 30.3% 4.4% 6.4% 17.4% 
*年齡       
 16-19 歲 124 49.7% 31.3% 9.1% 5.4% 4.5% 
 20-29 歲 251 48.5% 29.4% 6.1% 4.7% 11.4% 
 30-39 歲 336 47.6% 26.2% 2.2% 6.4% 17.6% 
 40-49 歲 295 38.7% 26.1% 1.6% 6.3% 27.2% 
 50-59 歲 177 30.2% 33.4% 1.4% 6.0% 29.0% 
 60 歲（含）以上 100 18.4% 32.2% 3.2% 9.8% 36.3%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41.9% 27.1% 3.9% 5.3% 21.8% 
 中部 318 34.6% 37.0% 2.5% 5.9% 20.0% 
 南部 318 46.1% 24.0% 3.9% 7.9% 18.1% 
 東部及離島 31 48.0% 26.3% 0.0% 9.2% 16.5%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12.2% 33.4% 0.0% 14.7% 39.6% 
 國（初）中 35 45.7% 26.3% 12.1% 1.6% 14.3% 
 高中（職） 323 44.3% 30.5% 4.1% 8.1% 12.9% 
 專科 173 35.2% 37.5% 1.3% 7.0% 18.9% 
 大學 579 42.8% 27.0% 4.0% 5.3% 20.9% 
 研究所（含）以上 164 37.2% 22.2% 0.9% 5.1% 34.5%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40.4% 23.8% 0.5% 6.7% 28.5%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25.9% 37.5% 0.8% 7.7% 28.1%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38.1% 27.4% 0.5% 7.5% 26.5%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44.0% 31.2% 3.5% 3.4% 18.0% 
 藍領工作者 124 52.5% 21.7% 3.4% 5.0% 17.5% 
 家務管理 116 42.7% 29.1% 2.5% 7.9% 17.9% 
 學生 191 48.6% 28.7% 9.9% 7.5% 5.3% 
 無業/待業中 49 30.4% 28.6% 4.0% 8.2% 28.8% 
 退休 80 19.3% 30.8% 2.1% 9.2% 38.6%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47.6% 27.2% 5.4% 6.3% 13.5% 
 10,001~20,000 元 383 44.6% 29.5% 1.4% 6.6% 18.0% 
 20,001~30,000 元 200 33.7% 29.2% 4.3% 7.1% 25.7% 
 30,001 元以上 200 26.6% 30.8% 1.7% 4.1% 36.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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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5  請問您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政策支不支持？ 

 次數 非常支
持 支持 普通 不支持 非常不

支持 
總次數 1,284 74 615 62 375 158 
總百分比 100.0% 5.7% 47.9% 4.8% 29.3% 12.3% 
*性別       
 男性 599 7.2% 44.4% 6.2% 26.8% 15.4% 
 女性 685 4.5% 51.0% 3.6% 31.4% 9.6% 
*年齡       
 16-19 歲 124 5.6% 57.7% 4.0% 28.8% 3.9% 
 20-29 歲 251 7.5% 57.8% 4.1% 23.5% 7.2% 
 30-39 歲 336 4.8% 42.3% 4.0% 36.2% 12.8% 
 40-49 歲 295 5.6% 42.5% 3.3% 29.0% 19.6% 
 50-59 歲 177 4.7% 43.0% 8.1% 30.6% 13.6% 
 60 歲（含）以上 100 7.1% 54.4% 9.0% 19.1% 10.3%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5.7% 44.7% 5.2% 30.4% 14.0% 
 中部 318 6.3% 48.2% 3.7% 29.1% 12.7% 
 南部 318 5.3% 54.3% 5.4% 26.0% 9.0% 
 東部及離島 31 5.2% 43.7% 2.0% 39.8% 9.2%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8.2% 58.1% 11.1% 13.1% 9.4% 
 國（初）中 35 0.0% 61.5% 0.0% 32.8% 5.7% 
 高中（職） 323 8.3% 55.1% 4.2% 25.9% 6.5% 
 專科 173 8.0% 52.8% 5.9% 21.0% 12.2% 
 大學 579 4.9% 44.9% 5.1% 31.1% 14.0% 
 研究所（含）以上 164 2.4% 35.5% 4.4% 38.1% 19.6%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0.8% 39.7% 3.5% 36.1% 20.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12.6% 44.4% 6.7% 22.5% 13.8%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7.1% 41.7% 4.7% 31.4% 15.1%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5.8% 44.5% 2.9% 34.8% 12.0% 
 藍領工作者 124 5.0% 53.7% 6.1% 21.0% 14.2% 
 家務管理 116 3.9% 52.6% 5.2% 26.2% 12.2% 
 學生 191 5.8% 58.5% 3.8% 27.2% 4.7% 
 無業/待業中 49 3.7% 43.2% 11.1% 25.9% 16.1% 
 退休 80 7.6% 53.6% 9.9% 19.4% 9.5%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5.7% 53.8% 5.4% 26.2% 8.9% 
 10,001~20,000 元 383 4.7% 48.3% 4.0% 32.8% 10.1% 
 20,001~30,000 元 200 3.5% 46.7% 3.0% 33.6% 13.1% 
 30,001 元以上 200 10.0% 33.5% 6.8% 25.7% 24.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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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6  請問您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政策支不支持？(合併) 

 次數 支持 普通 不支持 
總次數 1,284 689 62 534 
總百分比 100.0% 53.6% 4.8% 41.6% 
性別     
 男性 599 51.6% 6.2% 42.2% 
 女性 685 55.4% 3.6% 41.0% 
*年齡     
 16-19 歲 124 63.3% 4.0% 32.7% 
 20-29 歲 251 65.2% 4.1% 30.6% 
 30-39 歲 336 47.1% 4.0% 49.0% 
 40-49 歲 295 48.1% 3.3% 48.6% 
 50-59 歲 177 47.7% 8.1% 44.2% 
 60 歲（含）以上 100 61.5% 9.0% 29.5%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50.4% 5.2% 44.4% 
 中部 318 54.4% 3.7% 41.9% 
 南部 318 59.6% 5.4% 35.0% 
 東部及離島 31 49.0% 2.0% 49.0%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66.4% 11.1% 22.6% 
 國（初）中 35 61.5% 0.0% 38.5% 
 高中（職） 323 63.4% 4.2% 32.4% 
 專科 173 60.9% 5.9% 33.2% 
 大學 579 49.8% 5.1% 45.1% 
 研究所（含）以上 164 37.9% 4.4% 57.7%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40.5% 3.5% 56.0%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57.0% 6.7% 36.3%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48.8% 4.7% 46.5%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50.3% 2.9% 46.8% 
 藍領工作者 124 58.7% 6.1% 35.2% 
 家務管理 116 56.5% 5.2% 38.3% 
 學生 191 64.3% 3.8% 31.9% 
 無業/待業中 49 46.9% 11.1% 42.0% 
 退休 80 61.2% 9.9% 28.9%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59.5% 5.4% 35.1% 
 10,001~20,000 元 383 53.1% 4.0% 42.9% 
 20,001~30,000 元 200 50.2% 3.0% 46.8% 
 30,001 元以上 200 43.4% 6.8% 49.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6。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343 



附件二  消費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A-17  請問您覺得電子書（含行動閱讀、PC模式、可移動播放
模式裝置等），是否應受圖書定價銷售的規範？ 

 次數 應該 不應該 無意見 
總次數 1,284 643 486 155 
總百分比 100.0% 50.0% 37.9% 12.1% 
性別     
 男性 599 46.8% 39.8% 13.4% 
 女性 685 52.9% 36.2% 10.9% 
*年齡     
 16-19 歲 124 47.4% 49.5% 3.1% 
 20-29 歲 251 57.7% 35.6% 6.6% 
 30-39 歲 336 43.3% 45.6% 11.1% 
 40-49 歲 295 54.2% 35.1% 10.7% 
 50-59 歲 177 47.2% 32.4% 20.3% 
 60 歲（含）以上 100 49.2% 20.8% 30.0% 
居住地區     
 北部 618 49.4% 39.0% 11.6% 
 中部 318 51.5% 35.2% 13.3% 
 南部 318 48.9% 39.8% 11.3% 
 東部及離島 31 58.5% 23.9% 17.7%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10 27.5% 10.6% 61.9% 
 國（初）中 35 51.5% 42.5% 6.0% 
 高中（職） 323 52.2% 31.9% 15.8% 
 專科 173 53.8% 35.4% 10.8% 
 大學 579 49.7% 39.6% 10.7% 
 研究所（含）以上 164 43.8% 46.7% 9.6% 
*職業     
 軍公教人員 99 43.5% 45.0% 11.5%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63 54.6% 31.7% 13.6% 
 專業白領工作者 195 46.9% 40.1% 13.0% 
 一般白領工作者 369 52.2% 39.7% 8.1% 
 藍領工作者 124 53.4% 28.9% 17.6% 
 家務管理 116 51.3% 29.8% 18.9% 
 學生 191 51.4% 44.4% 4.1% 
 無業/待業中 49 41.4% 48.7% 10.0% 
 退休 80 46.9% 23.2% 29.9% 
每月最高可支配生活經費     
 10,000 元以下 501 46.4% 40.6% 13.1% 
 10,001~20,000 元 383 53.9% 36.3% 9.8% 
 20,001~30,000 元 200 53.8% 34.3% 11.9% 
 30,001 元以上 200 48.2% 37.7% 14.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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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我們是政治大學與淡江大學研究團隊，目前接受文化部委託進行「圖

書定價銷售制」出版界業者調查，填答結果將做為文化部擬定政策的重
要參考依據。 

此份問卷請由貴公司主要負責人或授權主管進行填答，謝謝您！ 

計畫主持人： 邱炯友 教授      指導單位：文化部 
 

 

核定機關：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普管字第 1040400941 號 

有限期間： 至民國 104 年 12 月底止 

「圖書定價銷售制」業者調查問卷 
 
 
 
 
 
 

Q1.請問貴公司的經營型態屬於以下哪種業者？【可複選】n=928 
54.8% 
6.5% 
8.3% 

38.7% 
3.9% 
5.8% 
0.0% 

(1) 出版社 
(2) 總經銷商 
(3) 地區經銷商 
(4) 獨立書店 
(5) 連鎖書店 
(6) 網路書店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Q2.請問您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熟不熟悉？n=928 
7.2% 

37.8% 
7.1% 

33.3% 
14.6% 

(1) 非常熟悉 
(2) 熟悉 
(3) 普通 
(4) 不熟悉 
(5) 非常不熟悉 

Q3.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如何？n=928 
0.9% 

10.2% 
88.9% 

(1) 越來越好 
(2) 持續持平 
(3) 越來越差 

Q4.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n=928 
69.4% 
25.1% 
5.5% 

(1) 折扣越來越多 
(2) 持續持平 
(3) 折扣越來越少 

Q5.請問您認為國內圖書市場如果想有更健全的發展，改善的做法有哪些？【可複選】n=928 
7.2% 

49.8% 
7.3% 

50.5% 
76.9% 
66.7% 
5.2% 

(1) 增加更多書店 
(2) 停止惡性折扣競爭 
(3) 增加更多折扣促銷 
(4) 提升整體經濟發展 
(5) 提升社會閱讀風氣 
(6) 增加民眾購書意願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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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說明： 

文化部為維護圖書之文化價值，促進圖書出版產業多元發展，增加國民選擇圖書

銷售通路之權利，目前擬訂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盼有助於增加圖書的文化多樣性與

穩定市場秩序。以下是規劃中的圖書定價銷售制概要內容，希望針對此一政策內容，

請教您相關意見。相關資訊如下： 

圖書定價規定 圖書（含進口正、簡體中文及進口外文圖書）售予消費者時，應依圖
書定價規定之折扣範圍銷售。 

折扣範圍 新書出版一年內之售價，不得低於圖書標價之 95%。 

公部門圖書採購
適用規定 政府機關學校辦理圖書採購，應依圖書定價採購。 

例外情形 

(1) 高中、職以下經審定之教科書。 
(2) 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3) 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4) 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5) 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存圖書者。 
(6) 電子書適用本法之施行日期，由文化部另以命令定之。 

查核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 

罰則 違反者得予以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Q6.整體而言，請問貴公司對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如何？n=928 

32.3% 
35.0% 
28.8% 
3.9% 

(1) 支持且儘快實施 
(2) 支持但稍緩，應該再等景氣提升時實施 
(3) 不支持 
(4) 其他時機點再考慮實施與否。請說明：___________ 

Q7.請問貴公司對於文化部規劃的「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支不支持？n=928 
35.9% 
39.3% 
24.8% 

(1) 支持    【跳答至 Q9】 
(2) 有條件支持 【跳答至 Q9】 
(3) 不支持   【續答 Q8】 

Q8.請問貴公司不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的原因？【答完後，請跳答：出版社題項

Q17-Q24、經銷商題項 Q25-Q29 或書店題項 Q30-Q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9.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限制折扣的時間為一年適不適當？n=698 
60.5% 
39.5% 

(1) 適當 
(2) 不適當，時間長度應為：_________________ 

 

對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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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九五折適不適當？n=698 
56.3% 
43.7% 

(1) 適當 
(2) 不適當，折數應為：_______________ 

Q11.請問貴公司認為下列項目是否應納入限制之列？（Ｑ9 與Ｑ10 為一般限制之條件）n=698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11.1   電子書 53.9% 20.2% 25.9% 
11.2   二手書 10.7% 21.8% 67.5% 
11.3   瑕疵書 9.7% 17.6% 72.6% 
11.4   預購書（指尚未上市之出版品） 57.9% 21.3% 20.8% 
11.5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 67.5% 14.9% 17.6% 
11.6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 19.9% 30.9% 49.1% 
11.7   結束營業的拍賣 10.9% 25.1% 64.0% 
11.8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 31.9% 35.8% 32.2% 
11.9   地區性的書展 36.1% 34.1% 29.8% 
11.10  政府採購（含圖書館採購） 55.0% 23.2% 21.8% 
11.11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 29.5% 40.4% 30.1% 
11.12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 35.1% 36.5% 28.4% 
11.13  網路通路 69.3% 15.2% 15.5% 
11.14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 63.0% 19.3% 17.6% 
11.15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 43.1% 23.6% 33.2% 
11.1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100.0% 0.0% 0.0% 

Q12.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是否應規範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n=698 
41.1% 
44.7% 
5.0% 
9.2% 

(1) 應規範     【續答 Q12-1】 
(2) 不應規範    【續答 Q12-1】 
(3) 不可以送贈品  【跳答 Q13】 
(4) 無意見     【續答 Q12-1】 

Q12-1.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附贈贈品的價格是否應受限制？n=663 
56.9% 
35.4% 
7.7% 

(1) 贈品價格不受限制 
(2) 贈品價格應受限制 
(3) 無意見 

Q13.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可不可以免運費？n=698 
14.9% 
65.6% 
16.5% 
3.0% 

(1) 可以免運費 
(2) 可以免運費，但應有條件限制。條件為：_____________ 
(3) 不可以免運費 
(4) 無意見 

Q14.除法定中央主管機關外，請問貴公司認為適當的配合查核單位有哪些?【複選】n=698 
74.8% 
66.3% 
6.0% 

(1) 縣（市）政府 
(2) 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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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和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

不需要限制(或規範)折扣？n=698 
56.2% 
38.2% 
5.6% 

(1) 需要 
(2) 不需要 
(3) 無意見 

Q16.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代理經銷商(含出版社)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

價格需不需要限制(或規範)折扣？n=698 
59.0% 
36.1% 
4.9% 

(1) 需要 
(2) 不需要 
(3) 無意見 

 
 

Q17.請問貴公司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509 

22.2% 
5.1% 

21.4% 
10.6% 
32.2% 
1.8% 
3.0% 
3.7%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Q18.請問貴公司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509 
22.6% 
3.5% 

23.8% 
13.8% 
21.8% 
3.3% 
4.1% 
7.1%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Q19.請問貴公司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機關採購上，供貨給書商之價格，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

扣？n=509 
15.9% 
9.8% 

17.3% 
11.4% 
11.8% 
9.4% 
8.1% 

10.2% 

(1) 八折以上 
(2) 七五折至未滿八折 
(3) 七折至未滿七五折 
(4) 六五折至未滿七折 
(5) 六折至未滿六五折 
(6) 五五折至未滿六折 
(7) 五折至未滿五五折 
(8) 低於五折 

出版社題項：僅需出版業者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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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9) 不適用 

Q20.請問，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貴公司營運業績的影響為？n=509 
5.9% 

48.1% 
46.0% 

(1) 獲利   【跳答 Q21】 
(2) 損失   【續答 Q20-1】 
(3) 沒有影響 【跳答 Q21】 

Q20-1.請問，因應現階段市場上折扣競爭的損失，貴公司會採取哪些預防方法？【複選】n=245 
57.1% 
47.3% 
7.8% 

15.5% 

(1) 會將圖書定價上調 
(2) 會將圖書定價下修 
(3) 降低製作成本 
(4) 其他，請說明：__ 

Q21.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整體而言貴公司圖書的定價會有什麼改變？n=509 
10.0% 
76.8% 
13.2% 

(1) 定價上調 
(2) 定價不變 
(3) 定價下修 

Q22.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改變？n=509 
20.3% 
58.7% 
21.0% 

(1) 業績變好 
(2) 業績不變 
(3) 業績變差 

Q23.請問貴公司出版最主要的圖書類型是哪一種？【單選】n=509 
9.0% 
4.7% 
6.7% 
2.2% 
8.1% 
4.3% 
0.2% 
5.9% 
3.1% 
8.7% 
4.5% 
5.9% 

15.1% 
8.7% 
8.4% 
3.5% 
1.0% 
0.0%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散文、詩、劇本等） 
(2) 小說（含輕小說）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學習讀本）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工具書）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科用書）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 
(7) 漫畫書 
(8) 心理勵志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科學、電腦通訊、農業、工程、製造等）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家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等）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等）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書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 
(16) 休閒旅遊 
(17) 政府出版品 
(1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Q24.請問貴公司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約為？n=509 
7.7% 

15.1% 
13.9% 
63.3% 

(1) 未滿 3 個月 
(2) 3 個月-未滿 6 個月 
(3) 6 個月-未滿 1 年 
(4)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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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請問貴公司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124 
11.3% 
3.2% 

16.9% 
15.3% 
29.0% 
10.5% 
7.3% 
6.5%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Q26.請問貴公司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124 
12.9% 
1.6% 

16.1% 
11.3% 
25.0% 
10.5% 
10.5% 
12.1%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Q27.請問貴公司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124 
24.2% 
21.0% 
13.7% 
15.3% 
10.5% 
6.5% 
3.2% 
3.2% 
2.4% 

(1) 八折以上 
(2) 七五折至未滿八折 
(3) 七折至未滿七五折 
(4) 六五折至未滿七折 
(5) 六折至未滿六五折 
(6) 五五折至未滿六折 
(7) 五折至未滿五五折 
(8) 低於五折 
(9) 未參與政府採購，不適用 

Q28.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會有什麼改變？n=124 
21.0% 
63.7% 
15.3% 

(1) 定價上調 
(2) 定價不變 
(3) 定價下修 

Q29.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改變？n=124 
24.2% 
54.0% 
21.8% 

(1) 業績變好 
(2) 業績不變 
(3) 業績變差 

  

經銷商題項：僅需經銷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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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0.請問貴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405 
12.6% 
4.7% 

30.6% 
17.8% 
17.0% 
6.4% 
2.0% 
2.0% 
6.9%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9) 未售新書，不適用 

Q31.請問貴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n=405 
13.6% 
2.4% 

27.4% 
18.3% 
14.8% 
5.4% 
4.0% 

14.1% 

(1) 不打折 
(2) 九五折 
(3) 九折 
(4) 八五折 
(5) 七九折 
(6) 七五折 
(7) 七折 
(8) 低於七折 

Q32.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書店認為出版社的圖書定價會有什麼改變？n=405 
21.2% 
52.1% 
26.7% 

(1) 定價上調 
(2) 定價不變 
(3) 定價下修 

Q33.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書店的營運業績會有什麼改變？n=405 
24.7% 
49.9% 
25.4% 

(1) 業績變好 
(2) 業績不變 
(3) 業績變差 

  

書店題項：僅需書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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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請問貴書店銷售最主要的圖書類型是哪一種？(單選)n=405 
15.6% 
5.7% 
2.7% 
4.4% 

12.6% 
8.1% 
8.7% 
3.7% 
2.0% 
3.2% 
1.7% 
3.0% 

13.1% 
10.1% 
3.5% 
1.7% 
0.2% 
0.0% 

(1) 文學（含文學史、文學評論、散文、詩、劇本等） 
(2) 小說（含輕小說） 
(3) 語言（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學習讀本） 
(4) 字典工具書（字典等參考等工具書） 
(5) 教科書（含各學程、領域教科用書） 
(6) 考試用書（含升學、國家考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 
(7) 漫畫書 
(8) 心理勵志 
(9) 科學與技術（含自然科學、電腦通訊、農業、工程、製造等） 
(10) 醫學家政（含醫學、保健、家事、食品營養、食譜等） 
(11) 商業與管理（含工商企管會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12) 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政、軍事等） 
(13) 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等） 
(14) 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等） 
(15) 藝術（含音樂、建築、雕塑、書畫、攝影、美工、技藝、戲劇等） 
(16) 休閒旅遊 
(17) 政府出版品 
(1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Q35.整體而言，請問貴公司對於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是否還有其他想法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1.請問貴公司的正職員工人數?n=928 
60.3% 
15.8% 
10.3% 
4.2% 
1.3% 
1.5% 
3.4% 
3.0% 

(1) 1-5 人 
(2) 6-10 人 
(3) 11-20 人 
(4) 21-30 人 
(5) 31-40 人 
(6) 41-50 人 
(7) 51-100 人 
(8) 101 人以上 

S2.請問貴公司的所在地區？n=928 
65.3% 
15.3% 
16.9% 
1.9% 
0.5% 

(1) 北部（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2) 中部（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3) 南部（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 東部（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5) 離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共同題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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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請問貴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4.請問您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5.請問您的職稱：n=928 
35.7% 
60.0% 
4.3% 

(1) 負責人、總經理 
(2) 主管 
(3) 職員 

 
 
 
 
 
 
 

訪問結束，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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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號表示經卡方檢定（Chi-Square），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機率達0.05的顯

著水準。 

2.「#」號表示該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各細格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高於20%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做統計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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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  請問您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熟不熟悉？ 

 次數 非常熟
悉 熟悉 普通 不熟悉 非常不

熟悉 
總次數 928 67 351 66 309 135 
總百分比 100.0% 7.2% 37.8% 7.1% 33.3% 14.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7.2% 36.6% 7.1% 34.1% 15.0% 
 31 人以上 86 7.0% 50.0% 7.0% 25.6% 10.5%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7.6% 40.3% 7.8% 31.4% 13.0% 
 中部 142 7.0% 31.0% 7.7% 38.0% 16.2% 
 南部 157 6.4% 36.3% 5.1% 34.4% 17.8% 
 東部 18 5.6% 27.8% 0.0% 38.9% 27.8% 
 離島 5 0.0% 20.0% 0.0% 80.0% 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8.4% 37.3% 8.8% 33.0% 12.4% 
 經銷商 124 5.6% 49.2% 3.2% 32.3% 9.7% 
 書店 405 5.9% 38.3% 5.9% 32.6% 17.3%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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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  請問您對於「圖書定價銷售制」熟不熟悉？(合併) 

 次數 熟悉 普通 不熟悉 
總次數 928 418 66 444 
總百分比 100.0% 45.0% 7.1% 47.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43.8% 7.1% 49.0% 
 31 人以上 86 57.0% 7.0% 36.0%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47.9% 7.8% 44.4% 
 中部 142 38.0% 7.7% 54.2% 
 南部 157 42.7% 5.1% 52.2% 
 東部 18 33.3% 0.0% 66.7% 
 離島 5 20.0% 0.0% 8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45.8% 8.8% 45.4% 
 經銷商 124 54.8% 3.2% 41.9% 
 書店 405 44.2% 5.9% 49.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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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  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景氣如何？ 

 次數 越來越好 持續持平 越來越差 
總次數 928 8 95 825 
總百分比 100.0% 0.9% 10.2% 88.9%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1.0% 10.3% 88.7% 
 31 人以上 86 0.0% 9.3% 90.7%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0.7% 11.6% 87.8% 
 中部 142 2.1% 9.9% 88.0% 
 南部 157 0.0% 6.4% 93.6% 
 東部 18 5.6% 5.6% 88.9% 
 離島 5 0.0% 0.0% 10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1.4% 11.8% 86.8% 
 經銷商 124 0.0% 8.1% 91.9% 
 書店 405 0.2% 8.4% 91.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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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  請問您認為近五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的折扣銷售情形是？ 

 次數 折扣越來越
多 持續持平 折扣越來越

少 
總次數 928 644 233 51 
總百分比 100.0% 69.4% 25.1% 5.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69.5% 24.7% 5.8% 
 31 人以上 86 68.6% 29.1% 2.3%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71.8% 24.6% 3.6% 
 中部 142 66.2% 28.9% 4.9% 
 南部 157 62.4% 24.8% 12.7% 
 東部 18 77.8% 16.7% 5.6% 
 離島 5 60.0% 20.0% 2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71.1% 25.5% 3.3% 
 經銷商 124 64.5% 26.6% 8.9% 
 書店 405 68.6% 24.4% 6.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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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5  整體而言，請問貴公司對所謂「圖書定價銷售制」的態度
如何？ 

 次數 支持且儘
快實施 

支持但稍
緩，應該再
等景氣提
升時實施 

不支持 
其他時機
點再考慮
實施與否 

總次數 928 300 325 267 36 
總百分比 100.0% 32.3% 35.0% 28.8% 3.9%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32.9% 35.0% 28.7% 3.3% 
 31 人以上 86 26.7% 34.9% 29.1% 9.3%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30.2% 34.2% 30.9% 4.8% 
 中部 142 39.4% 34.5% 23.2% 2.8% 
 南部 157 33.8% 37.6% 27.4% 1.3% 
 東部 18 33.3% 44.4% 16.7% 5.6% 
 離島 5 40.0% 40.0% 20.0% 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28.7% 34.8% 32.2% 4.3% 
 經銷商 124 35.5% 36.3% 26.6% 1.6% 
 書店 405 36.8% 33.8% 25.9% 3.5%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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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6  請問貴公司對於文化部規劃的「圖書定價銷售制」草案支
不支持？ 

 次數 支持 有條件支持 不支持 
總次數 928 333 365 230 
總百分比 100.0% 35.9% 39.3% 24.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842 36.8% 38.5% 24.7% 
 31 人以上 86 26.7% 47.7% 25.6% 
#所在地區     
 北部 606 31.7% 41.6% 26.7% 
 中部 142 38.7% 40.1% 21.1% 
 南部 157 49.0% 27.4% 23.6% 
 東部 18 33.3% 66.7% 0.0% 
 離島 5 60.0% 20.0% 20.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509 30.8% 40.9% 28.3% 
 經銷商 124 34.7% 41.9% 23.4% 
 書店 405 41.2% 37.0% 21.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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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7  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限制折扣的時間為一年適不適當？ 

 次數 適當 不適當 
總次數 698 422 276 
總百分比 100.0% 60.5% 39.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61.4% 38.6% 
 31 人以上 64 51.6% 48.4%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9.0% 41.0% 
 中部 112 64.3% 35.7% 
 南部 120 64.2% 35.8% 
 東部 18 38.9% 61.1% 
 離島 4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7.6% 32.4% 
 有條件支持 365 54.0% 46.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7.0% 43.0% 
 經銷商 95 57.9% 42.1% 
 書店 317 63.1% 36.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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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8  請問貴公司認為新書在一段時間內零售端的折扣不得低於
九五折適不適當？ 

 次數 適當 不適當 
總次數 698 393 305 
總百分比 100.0% 56.3% 43.7%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56.9% 43.1% 
 31 人以上 64 50.0% 50.0%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5.2% 44.8% 
 中部 112 56.3% 43.8% 
 南部 120 59.2% 40.8% 
 東部 18 61.1% 38.9% 
 離島 4 75.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6.7% 33.3% 
 有條件支持 365 46.8% 53.2%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3.4% 46.6% 
 經銷商 95 56.8% 43.2% 
 書店 317 59.6% 40.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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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9  電子書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376 141 181 
總百分比 100.0% 53.9% 20.2% 25.9%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54.1% 20.0% 25.9% 
 31 人以上 64 51.6% 21.9% 26.6%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1.6% 21.2% 27.3% 
 中部 112 56.3% 23.2% 20.5% 
 南部 120 57.5% 15.8% 26.7% 
 東部 18 72.2% 0.0% 27.8% 
 離島 4 50.0% 5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57.4% 18.6% 24.0% 
 有條件支持 365 50.7% 21.6% 27.7%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46.3% 24.7% 29.0% 
 經銷商 95 61.1% 14.7% 24.2% 
 書店 317 61.8% 15.5% 22.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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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0  二手書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75 152 471 
總百分比 100.0% 10.7% 21.8% 67.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9.9% 21.5% 68.6% 
 31 人以上 64 18.8% 25.0% 56.3%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10.6% 23.0% 66.4% 
 中部 112 15.2% 16.1% 68.8% 
 南部 120 8.3% 24.2% 67.5% 
 東部 18 5.6% 16.7% 77.8% 
 離島 4 0.0% 0.0% 10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9.9% 22.8% 67.3% 
 有條件支持 365 11.5% 20.8% 67.7%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12.3% 24.1% 63.6% 
 經銷商 95 12.6% 16.8% 70.5% 
 書店 317 9.1% 21.1% 69.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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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1  瑕疵書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68 123 507 
總百分比 100.0% 9.7% 17.6% 72.6%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9.6% 17.8% 72.6% 
 31 人以上 64 10.9% 15.6% 73.4%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9.2% 19.4% 71.4% 
 中部 112 11.6% 9.8% 78.6% 
 南部 120 10.8% 19.2% 70.0% 
 東部 18 5.6% 16.7% 77.8% 
 離島 4 0.0% 0.0% 10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9.3% 18.6% 72.1% 
 有條件支持 365 10.1% 16.7% 73.2%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9.3% 19.7% 71.0% 
 經銷商 95 9.5% 16.8% 73.7% 
 書店 317 9.8% 15.8% 74.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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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2  預購書（指尚未上市之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404 149 145 
總百分比 100.0% 57.9% 21.3% 20.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57.9% 21.1% 21.0% 
 31 人以上 64 57.8% 23.4% 18.8%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4.5% 24.8% 20.7% 
 中部 112 63.4% 19.6% 17.0% 
 南部 120 64.2% 13.3% 22.5% 
 東部 18 55.6% 5.6% 38.9% 
 離島 4 10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0.4% 21.6% 18.0% 
 有條件支持 365 55.6% 21.1% 23.3%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2.1% 26.8% 21.1% 
 經銷商 95 57.9% 21.1% 21.1% 
 書店 317 61.5% 18.3% 20.2%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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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3  大陸、香港、澳門或國外進口出版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471 104 123 
總百分比 100.0% 67.5% 14.9% 17.6%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66.7% 15.1% 18.1% 
 31 人以上 64 75.0% 12.5% 12.5%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63.5% 17.3% 19.1% 
 中部 112 75.0% 13.4% 11.6% 
 南部 120 73.3% 10.0% 16.7% 
 東部 18 72.2% 0.0% 27.8% 
 離島 4 10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7.6% 15.0% 17.4% 
 有條件支持 365 67.4% 14.8% 17.8%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61.9% 19.7% 18.4% 
 經銷商 95 67.4% 14.7% 17.9% 
 書店 317 71.3% 11.4% 17.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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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4  銷售給作者或出版社員工的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139 216 343 
總百分比 100.0% 19.9% 30.9% 49.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20.3% 31.1% 48.6% 
 31 人以上 64 15.6% 29.7% 54.7%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16.9% 30.4% 52.7% 
 中部 112 26.8% 33.9% 39.3% 
 南部 120 24.2% 30.0% 45.8% 
 東部 18 22.2% 27.8% 50.0% 
 離島 4 25.0% 5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21.3% 33.3% 45.3% 
 有條件支持 365 18.6% 28.8% 52.6%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12.6% 31.8% 55.6% 
 經銷商 95 21.1% 27.4% 51.6% 
 書店 317 26.2% 30.9% 42.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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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5  結束營業的拍賣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76 175 447 
總百分比 100.0% 10.9% 25.1% 64.0%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10.6% 24.8% 64.7% 
 31 人以上 64 14.1% 28.1% 57.8%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9.5% 24.8% 65.8% 
 中部 112 12.5% 24.1% 63.4% 
 南部 120 16.7% 29.2% 54.2% 
 東部 18 0.0% 11.1% 88.9% 
 離島 4 0.0% 25.0% 7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12.0% 26.4% 61.6% 
 有條件支持 365 9.9% 23.8% 66.3%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9.3% 25.2% 65.5% 
 經銷商 95 16.8% 32.6% 50.5% 
 書店 317 11.0% 25.2% 63.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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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6  全國性（國際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223 250 225 
總百分比 100.0% 31.9% 35.8% 32.2%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32.3% 34.9% 32.8% 
 31 人以上 64 28.1% 45.3% 26.6%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29.3% 37.6% 33.1% 
 中部 112 33.9% 34.8% 31.3% 
 南部 120 36.7% 33.3% 30.0% 
 東部 18 44.4% 22.2% 33.3% 
 離島 4 75.0% 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35.4% 38.1% 26.4% 
 有條件支持 365 28.8% 33.7% 37.5%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22.7% 41.4% 35.9% 
 經銷商 95 34.7% 33.7% 31.6% 
 書店 317 41.3% 30.9% 27.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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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7  地區性的書展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252 238 208 
總百分比 100.0% 36.1% 34.1% 29.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36.6% 33.3% 30.1% 
 31 人以上 64 31.3% 42.2% 26.6%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34.0% 35.4% 30.6% 
 中部 112 35.7% 33.0% 31.3% 
 南部 120 41.7% 33.3% 25.0% 
 東部 18 50.0% 16.7% 33.3% 
 離島 4 50.0% 25.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38.7% 35.4% 25.8% 
 有條件支持 365 33.7% 32.9% 33.4%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29.3% 38.6% 32.1% 
 經銷商 95 43.2% 32.6% 24.2% 
 書店 317 41.6% 30.6% 27.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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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8  政府採購（含圖書館採購）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384 162 152 
總百分比 100.0% 55.0% 23.2% 21.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53.8% 23.2% 23.0% 
 31 人以上 64 67.2% 23.4% 9.4%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5.4% 24.1% 20.5% 
 中部 112 53.6% 22.3% 24.1% 
 南部 120 55.8% 20.0% 24.2% 
 東部 18 50.0% 27.8% 22.2% 
 離島 4 50.0% 25.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55.6% 21.3% 23.1% 
 有條件支持 365 54.5% 24.9% 20.5%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7.0% 23.0% 20.0% 
 經銷商 95 68.4% 17.9% 13.7% 
 書店 317 52.4% 23.7% 24.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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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19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單一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206 282 210 
總百分比 100.0% 29.5% 40.4% 30.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29.7% 40.1% 30.3% 
 31 人以上 64 28.1% 43.8% 28.1%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28.2% 41.4% 30.4% 
 中部 112 34.8% 36.6% 28.6% 
 南部 120 29.2% 39.2% 31.7% 
 東部 18 33.3% 44.4% 22.2% 
 離島 4 25.0% 5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32.4% 39.0% 28.5% 
 有條件支持 365 26.8% 41.6% 31.5%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25.8% 43.3% 31.0% 
 經銷商 95 38.9% 32.6% 28.4% 
 書店 317 31.5% 39.7% 28.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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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0  大宗採購：個人或團體的多品項大宗採購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245 255 198 
總百分比 100.0% 35.1% 36.5% 28.4%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34.5% 36.3% 29.2% 
 31 人以上 64 40.6% 39.1% 20.3%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34.0% 37.6% 28.4% 
 中部 112 37.5% 32.1% 30.4% 
 南部 120 35.8% 36.7% 27.5% 
 東部 18 44.4% 33.3% 22.2% 
 離島 4 25.0% 5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36.6% 36.6% 26.7% 
 有條件支持 365 33.7% 36.4% 29.9%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29.9% 40.5% 29.6% 
 經銷商 95 44.2% 27.4% 28.4% 
 書店 317 38.2% 34.4% 27.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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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1  網路通路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484 106 108 
總百分比 100.0% 69.3% 15.2% 15.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69.6% 14.8% 15.6% 
 31 人以上 64 67.2% 18.8% 14.1%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68.2% 16.7% 15.1% 
 中部 112 75.0% 7.1% 17.9% 
 南部 120 65.8% 18.3% 15.8% 
 東部 18 77.8% 11.1% 11.1% 
 離島 4 10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72.1% 15.0% 12.9% 
 有條件支持 365 66.8% 15.3% 17.8%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60.5% 22.5% 17.0% 
 經銷商 95 77.9% 7.4% 14.7% 
 書店 317 76.3% 8.5% 15.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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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2  消費者向出版社郵購劃撥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440 135 123 
總百分比 100.0% 63.0% 19.3% 17.6%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62.9% 19.4% 17.7% 
 31 人以上 64 64.1% 18.8% 17.2%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9.9% 21.8% 18.2% 
 中部 112 68.8% 14.3% 17.0% 
 南部 120 71.7% 11.7% 16.7% 
 東部 18 55.6% 33.3% 11.1% 
 離島 4 25.0% 5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6.7% 17.4% 15.9% 
 有條件支持 365 59.7% 21.1% 19.2%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3.7% 26.6% 19.7% 
 經銷商 95 64.2% 15.8% 20.0% 
 書店 317 73.2% 11.7% 15.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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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3  台灣出版業者在國外的網站銷售出版品受限制情況 

 次數 受一般限制 放寬限制 不受限制 
總次數 698 301 165 232 
總百分比 100.0% 43.1% 23.6% 33.2%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42.6% 24.1% 33.3% 
 31 人以上 64 48.4% 18.8% 32.8%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41.4% 24.1% 34.5% 
 中部 112 45.5% 25.0% 29.5% 
 南部 120 45.8% 20.8% 33.3% 
 東部 18 55.6% 16.7% 27.8% 
 離島 4 25.0% 5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42.6% 25.2% 32.1% 
 有條件支持 365 43.6% 22.2% 34.2%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39.7% 26.0% 34.2% 
 經銷商 95 45.3% 21.1% 33.7% 
 書店 317 46.7% 19.9% 33.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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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4  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如果有附贈贈品，是否應規範
全通路統一由出版社贈送？ 

 次數 應規範 不應規範 不可以送
贈品 無意見 

總次數 698 287 312 35 64 
總百分比 100.0% 41.1% 44.7% 5.0% 9.2%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42.0% 43.7% 5.0% 9.3% 
 31 人以上 64 32.8% 54.7% 4.7% 7.8%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34.2% 51.8% 4.5% 9.5% 
 中部 112 49.1% 36.6% 4.5% 9.8% 
 南部 120 54.2% 30.0% 6.7% 9.2% 
 東部 18 72.2% 22.2% 5.6% 0.0% 
 離島 4 50.0% 25.0% 25.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45.0% 40.2% 5.7% 9.0% 
 有條件支持 365 37.5% 48.8% 4.4% 9.3%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28.8% 54.0% 5.5% 11.8% 
 經銷商 95 45.3% 42.1% 3.2% 9.5% 
 書店 317 53.9% 33.4% 5.0% 7.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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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5  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附贈贈品的價格是否應受限
制？ 

 次數 贈品價格不
受限制 

贈品價格應
受限制 無意見 

總次數 663 377 235 51 
總百分比 100.0% 56.9% 35.4% 7.7%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02 55.8% 36.4% 7.8% 
 31 人以上 61 67.2% 26.2% 6.6% 
#所在地區     
 北部 424 61.1% 30.9% 8.0% 
 中部 107 52.3% 42.1% 5.6% 
 南部 112 46.4% 43.8% 9.8% 
 東部 17 47.1% 52.9% 0.0% 
 離島 3 66.7% 33.3%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14 57.0% 35.4% 7.6% 
 有條件支持 349 56.7% 35.5% 7.7%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45 61.2% 28.1% 10.7% 
 經銷商 92 60.9% 32.6% 6.5% 
 書店 301 50.5% 43.9% 5.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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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6  請問貴公司認為圖書銷售可不可以免運費？ 

 次數 可以免運
費 

可以免運
費，但應有
條件限制 

不可以免
運費 無意見 

總次數 698 104 458 115 21 
總百分比 100.0% 14.9% 65.6% 16.5% 3.0%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14.4% 65.3% 17.2% 3.2% 
 31 人以上 64 20.3% 68.8% 9.4% 1.6%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14.9% 66.7% 15.1% 3.4% 
 中部 112 18.8% 58.9% 21.4% 0.9% 
 南部 120 8.3% 70.0% 17.5% 4.2% 
 東部 18 16.7% 66.7% 16.7% 0.0% 
 離島 4 100.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13.8% 62.8% 19.8% 3.6% 
 有條件支持 365 15.9% 68.2% 13.4% 2.5%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17.0% 65.8% 14.5% 2.7% 
 經銷商 95 13.7% 63.2% 18.9% 4.2% 
 書店 317 12.0% 65.6% 18.3% 4.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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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7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和
代理經銷商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不需要限制(或規範)折
扣？ 

 次數 需要 不需要 無意見 
總次數 698 392 267 39 
總百分比 100.0% 56.2% 38.2% 5.6%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57.9% 36.4% 5.7% 
 31 人以上 64 39.1% 56.3% 4.7%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4.7% 39.6% 5.6% 
 中部 112 63.4% 31.3% 5.4% 
 南部 120 56.7% 37.5% 5.8% 
 東部 18 55.6% 38.9% 5.6% 
 離島 4 0.0%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59.2% 35.4% 5.4% 
 有條件支持 365 53.4% 40.8% 5.8%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1.8% 41.6% 6.6% 
 經銷商 95 43.2% 55.8% 1.1% 
 書店 317 62.5% 32.5% 5.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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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者調查交叉附表  

附表 B-28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代理經銷
商(含出版社)與書店業者間的交易價格需不需要限制(或
規範)折扣？ 

 次數 需要 不需要 無意見 
總次數 698 412 252 34 
總百分比 100.0% 59.0% 36.1% 4.9%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634 60.7% 34.5% 4.7% 
 31 人以上 64 42.2% 51.6% 6.3% 
#所在地區     
 北部 444 56.3% 38.3% 5.4% 
 中部 112 65.2% 30.4% 4.5% 
 南部 120 62.5% 33.3% 4.2% 
 東部 18 66.7% 33.3% 0.0% 
 離島 4 50.0% 5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333 63.1% 33.3% 3.6% 
 有條件支持 365 55.3% 38.6% 6.0% 
經營型態     
 出版社 365 54.8% 38.4% 6.8% 
 經銷商 95 49.5% 48.4% 2.1% 
 書店 317 65.0% 31.5% 3.5%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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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9  請問貴公司出版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
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總次數 509 113 26 109 54 164 9 15 19 
總百分比 100.0% 22.2% 5.1% 21.4% 10.6% 32.2% 1.8% 3.0% 3.7%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22.5% 5.0% 22.3% 11.7% 30.2% 1.6% 2.9% 3.8% 
 31 人以上 65 20.0% 6.2% 15.4% 3.1% 46.2% 3.1% 3.1% 3.1%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21.4% 4.9% 21.6% 10.1% 35.0% 1.4% 2.6% 3.1% 
 中部 40 27.5% 5.0% 30.0% 10.0% 17.5% 2.5% 0.0% 7.5% 
 南部 41 24.4% 7.3% 9.8% 17.1% 19.5% 4.9% 9.8% 7.3% 
 東部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離島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21.0% 6.4% 22.3% 12.1% 29.9% 0.6% 3.8% 3.8% 
 有條件支持 208 20.2% 6.3% 22.1% 10.6% 36.5% 1.4% 0.5% 2.4% 
 不支持 144 26.4% 2.1% 19.4% 9.0% 28.5% 3.5% 5.6% 5.6%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
讀物 114 18.4% 4.4% 9.6% 12.3% 46.5% 1.8% 2.6% 4.4% 

 語言、心理勵志、
藝術、休閒旅遊 125 24.0% 3.2% 22.4% 7.2% 37.6% 0.8% 3.2% 1.6% 

 教科書、考試用
書、字典工具書 74 16.2% 6.8% 29.7% 12.2% 16.2% 4.1% 8.1% 6.8% 

 漫畫書 1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科學與技術、醫學
家政 60 30.0% 8.3% 18.3% 6.7% 31.7% 1.7% 0.0% 3.3% 

 商業與管理、社會
科學 53 24.5% 5.7% 24.5% 11.3% 32.1% 0.0% 0.0% 1.9% 

 人文史地 77 20.8% 5.2% 28.6% 15.6% 19.5% 2.6% 2.6% 5.2% 
 政府出版品 5 60.0% 0.0% 40.0% 0.0% 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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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0  請問貴公司出版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
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總次數 509 115 18 121 70 111 17 21 36 
總百分比 100.0% 22.6% 3.5% 23.8% 13.8% 21.8% 3.3% 4.1% 7.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21.8% 2.5% 24.3% 14.9% 21.6% 2.9% 4.3% 7.7% 
 31 人以上 65 27.7% 10.8% 20.0% 6.2% 23.1% 6.2% 3.1% 3.1%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22.8% 3.8% 25.4% 12.4% 23.2% 2.6% 3.3% 6.6% 
 中部 40 25.0% 5.0% 20.0% 15.0% 15.0% 2.5% 2.5% 15.0% 
 南部 41 17.1% 0.0% 9.8% 26.8% 14.6% 12.2% 14.6% 4.9% 
 東部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離島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19.1% 1.9% 24.8% 17.8% 19.7% 5.1% 3.2% 8.3% 
 有條件支持 208 22.1% 5.3% 24.0% 13.9% 25.0% 2.4% 1.4% 5.8% 
 不支持 144 27.1% 2.8% 22.2% 9.0% 19.4% 2.8% 9.0% 7.6%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
兒童讀物 114 21.9% 1.8% 21.9% 14.9% 23.7% 6.1% 1.8% 7.9% 

 語言、心理勵
志、藝術、休
閒旅遊 

125 21.6% 3.2% 24.8% 12.0% 26.4% 1.6% 4.8% 5.6% 

 教科書、考試
用書、字典工
具書 

74 17.6% 6.8% 25.7% 10.8% 16.2% 2.7% 8.1% 12.2% 

 漫畫書 1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科學與技術、
醫學家政 60 25.0% 3.3% 21.7% 16.7% 23.3% 1.7% 1.7% 6.7% 

 商業與管理、
社會科學 53 30.2% 1.9% 24.5% 11.3% 20.8% 3.8% 1.9% 5.7% 

 人文史地 77 22.1% 5.2% 23.4% 18.2% 15.6% 3.9% 6.5% 5.2% 
 政府出版品 5 40.0% 0.0% 40.0% 0.0% 2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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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1  請問貴公司出版的圖書，在政府機關採購上，供貨給書
商之價格，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八折
以上 

七五
折至
未滿
八折 

七折
至未
滿七
五折 

六五
折至
未滿
七折 

六折至
未滿六
五折 

五五折
至未滿
六折 

五折
至未
滿五
五折 

低於
五折 不適用 

總次數 509 81 50 88 58 60 48 41 52 31 
總百分比 100.0% 15.9% 9.8% 17.3% 11.4% 11.8% 9.4% 8.1% 10.2% 6.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15.8% 9.9% 17.3% 11.3% 11.5% 9.5% 8.6% 9.9% 6.3% 
 31 人以上 65 16.9% 9.2% 16.9% 12.3% 13.8% 9.2% 4.6% 12.3% 4.6%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14.6% 10.6% 17.8% 11.3% 11.0% 10.3% 9.2% 10.3% 4.9% 
 中部 40 32.5% 10.0% 2.5% 10.0% 15.0% 2.5% 2.5% 12.5% 12.5% 
 南部 41 14.6% 2.4% 26.8% 14.6% 14.6% 7.3% 2.4% 7.3% 9.8% 
 東部 1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離島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15.3% 10.2% 19.7% 9.6% 14.0% 9.6% 10.8% 7.6% 3.2% 
 有條件支持 208 17.3% 11.1% 15.9% 11.5% 11.1% 10.6% 6.3% 10.1% 6.3% 
 不支持 144 14.6% 7.6% 16.7% 13.2% 10.4% 7.6% 7.6% 13.2% 9.0%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
兒童讀物 114 10.5% 7.0% 11.4% 13.2% 21.1% 10.5% 9.6% 12.3% 4.4% 

 語言、心理勵
志、藝術、休
閒旅遊 

125 16.8% 6.4% 14.4% 13.6% 8.0% 15.2% 8.8% 10.4% 6.4% 

 教科書、考試
用書、字典工
具書 

74 23.0% 20.3% 23.0% 5.4% 9.5% 1.4% 5.4% 8.1% 4.1% 

 漫畫書 1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科學與技術、
醫學家政 60 20.0% 11.7% 15.0% 10.0% 6.7% 3.3% 16.7% 11.7% 5.0% 

 商業與管理、
社會科學 53 11.3% 11.3% 17.0% 7.5% 17.0% 7.5% 5.7% 9.4% 13.2% 

 人文史地 77 14.3% 6.5% 28.6% 15.6% 6.5% 10.4% 2.6% 9.1% 6.5% 
 政府出版品 5 40.0% 20.0% 0.0% 0.0% 20.0% 2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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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2  請問，現階段市場上的折扣競爭，對貴公司營運業績的
影響為？ 

 次數 獲利 損失 沒有影響 
總次數 509 30 245 234 
總百分比 100.0% 5.9% 48.1% 46.0%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5.6% 48.2% 46.2% 
 31 人以上 65 7.7% 47.7% 44.6%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6.3% 49.1% 44.6% 
 中部 40 7.5% 32.5% 60.0% 
 南部 41 0.0% 56.1% 43.9% 
 東部 1 0.0% 0.0% 100.0% 
 離島 1 0.0% 0.0% 10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7.6% 59.9% 32.5% 
 有條件支持 208 4.3% 49.0% 46.6% 
 不支持 144 6.3% 34.0% 59.7%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14 6.1% 63.2% 30.7%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125 7.2% 47.2% 45.6%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74 8.1% 45.9% 45.9% 

 漫畫書 1 0.0% 100.0% 0.0%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60 5.0% 41.7% 53.3%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53 5.7% 43.4% 50.9% 

 人文史地 77 2.6% 39.0% 58.4% 
 政府出版品 5 0.0% 20.0% 8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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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3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整體而言貴公司圖書的定
價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定價上調 定價不變 定價下修 
總次數 509 51 391 67 
總百分比 100.0% 10.0% 76.8% 13.2%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10.6% 76.6% 12.8% 
 31 人以上 65 6.2% 78.5% 15.4%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10.8% 75.8% 13.4% 
 中部 40 5.0% 82.5% 12.5% 
 南部 41 7.3% 80.5% 12.2% 
 東部 1 0.0% 100.0% 0.0% 
 離島 1 0.0%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8.9% 72.0% 19.1% 
 有條件支持 208 10.6% 77.9% 11.5% 
 不支持 144 10.4% 80.6% 9.0%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14 9.6% 64.0% 26.3%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125 8.8% 78.4% 12.8%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74 9.5% 82.4% 8.1% 

 漫畫書 1 0.0% 100.0% 0.0%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60 13.3% 81.7% 5.0%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53 11.3% 79.2% 9.4% 

 人文史地 77 10.4% 80.5% 9.1% 
 政府出版品 5 0.0%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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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4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
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業績變好 業績不變 業績變差 
總次數 509 103 299 107 
總百分比 100.0% 20.3% 58.7% 21.0%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19.4% 59.7% 20.9% 
 31 人以上 65 26.2% 52.3% 21.5%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20.9% 57.5% 21.6% 
 中部 40 17.5% 65.0% 17.5% 
 南部 41 17.1% 65.9% 17.1% 
 東部 1 0.0% 0.0% 100.0% 
 離島 1 0.0%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33.8% 55.4% 10.8% 
 有條件支持 208 20.7% 62.0% 17.3% 
 不支持 144 4.9% 57.6% 37.5%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14 23.7% 54.4% 21.9%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125 20.8% 60.0% 19.2%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74 14.9% 68.9% 16.2% 

 漫畫書 1 0.0% 0.0% 100.0%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60 21.7% 56.7% 21.7%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53 17.0% 64.2% 18.9% 

 人文史地 77 20.8% 50.6% 28.6% 
 政府出版品 5 20.0% 8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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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5  請問貴公司新出版圖書的平均銷售期約為？ 

 次數 未滿3個月 3 個月-未
滿 6 個月 

6 個月-未
滿 1 年 1 年以上 

總次數 509 39 77 71 322 
總百分比 100.0% 7.7% 15.1% 13.9% 63.3%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444 8.6% 14.9% 13.7% 62.8% 
 31 人以上 65 1.5% 16.9% 15.4% 66.2% 
#所在地區      
 北部 426 8.2% 15.3% 14.6% 62.0% 
 中部 40 7.5% 12.5% 15.0% 65.0% 
 南部 41 2.4% 17.1% 7.3% 73.2% 
 東部 1 0.0% 0.0% 0.0% 100.0% 
 離島 1 0.0% 0.0% 0.0% 10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57 10.2% 16.6% 15.3% 58.0% 
 有條件支持 208 8.2% 16.8% 15.4% 59.6% 
 不支持 144 4.2% 11.1% 10.4% 74.3%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14 19.3% 16.7% 14.0% 50.0%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125 5.6% 17.6% 10.4% 66.4%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74 2.7% 5.4% 16.2% 75.7% 

 漫畫書 1 0.0% 100.0% 0.0% 0.0%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60 5.0% 13.3% 11.7% 70.0%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53 3.8% 20.8% 17.0% 58.5% 

 人文史地 77 2.6% 15.6% 18.2% 63.6% 
 政府出版品 5 20.0% 0.0% 0.0% 8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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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6  請問貴公司經銷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
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
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
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總次數 124 14 4 21 19 36 13 9 8 
總百分比 100.0% 11.3% 3.2% 16.9% 15.3% 29.0% 10.5% 7.3% 6.5%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104 9.6% 3.8% 15.4% 17.3% 27.9% 12.5% 6.7% 6.7% 
 31 人以上 20 20.0% 0.0% 25.0% 5.0% 35.0% 0.0% 10.0% 5.0% 
#所在地區          
 北部 78 12.8% 5.1% 17.9% 11.5% 28.2% 10.3% 6.4% 7.7% 
 中部 24 8.3% 0.0% 16.7% 25.0% 29.2% 4.2% 12.5% 4.2% 
 南部 18 11.1% 0.0% 5.6% 16.7% 33.3% 22.2% 5.6% 5.6% 
 東部 2 0.0% 0.0% 50.0% 0.0% 50.0% 0.0% 0.0% 0.0% 
 離島 2 0.0% 0.0% 50.0% 50.0% 0.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43 7.0% 7.0% 16.3% 11.6% 39.5% 7.0% 2.3% 9.3% 
 有條件支持 52 11.5% 0.0% 23.1% 17.3% 26.9% 9.6% 5.8% 5.8% 
 不支持 29 17.2% 3.4% 6.9% 17.2% 17.2% 17.2% 17.2% 3.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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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7  請問貴公司經銷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
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
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
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總次數 124 16 2 20 14 31 13 13 15 
總百分比 100.0% 12.9% 1.6% 16.1% 11.3% 25.0% 10.5% 10.5% 12.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104 11.5% 1.9% 14.4% 11.5% 26.9% 10.6% 9.6% 13.5% 
 31 人以上 20 20.0% 0.0% 25.0% 10.0% 15.0% 10.0% 15.0% 5.0% 
#所在地區          
 北部 78 14.1% 2.6% 17.9% 9.0% 25.6% 9.0% 9.0% 12.8% 
 中部 24 4.2% 0.0% 16.7% 16.7% 20.8% 16.7% 16.7% 8.3% 
 南部 18 22.2% 0.0% 5.6% 11.1% 27.8% 5.6% 11.1% 16.7% 
 東部 2 0.0% 0.0% 0.0% 50.0% 50.0% 0.0% 0.0% 0.0% 
 離島 2 0.0% 0.0% 50.0% 0.0% 0.0% 5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43 9.3% 4.7% 16.3% 9.3% 34.9% 9.3% 7.0% 9.3% 
 有條件支持 52 7.7% 0.0% 23.1% 9.6% 19.2% 13.5% 9.6% 17.3% 
 不支持 29 27.6% 0.0% 3.4% 17.2% 20.7% 6.9% 17.2% 6.9%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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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8  請問貴公司經銷的圖書，在政府採購上的售價一般為定
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八折
以上 

七五
折至
未滿
八折 

七折
至未
滿七
五折 

六五
折至
未滿
七折 

六折
至未
滿六
五折 

五五
折至
未滿
六折 

五折
至未
滿五
五折 

低於
五折 

不適
用 

總次數 124 30 26 17 19 13 8 4 4 3 
總百分比 100.0% 24.2% 21.0% 13.7% 15.3% 10.5% 6.5% 3.2% 3.2% 2.4%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104 26.0% 22.1% 14.4% 13.5% 8.7% 5.8% 2.9% 3.8% 2.9% 
 31 人以上 20 15.0% 15.0% 10.0% 25.0% 20.0% 10.0% 5.0% 0.0% 0.0% 
#所在地區           
 北部 78 24.4% 20.5% 11.5% 10.3% 14.1% 10.3% 5.1% 2.6% 1.3% 
 中部 24 29.2% 12.5% 20.8% 20.8% 8.3% 0.0% 0.0% 4.2% 4.2% 
 南部 18 22.2% 27.8% 16.7% 22.2% 0.0% 0.0% 0.0% 5.6% 5.6% 
 東部 2 0.0% 50.0% 0.0% 50.0% 0.0% 0.0% 0.0% 0.0% 0.0% 
 離島 2 0.0% 50.0% 0.0% 50.0% 0.0% 0.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43 20.9% 30.2% 14.0% 7.0% 4.7% 11.6% 2.3% 7.0% 2.3% 
 有條件支持 52 30.8% 17.3% 13.5% 15.4% 15.4% 5.8% 0.0% 0.0% 1.9% 
 不支持 29 17.2% 13.8% 13.8% 27.6% 10.3% 0.0% 10.3% 3.4% 3.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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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9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公司認為出版社的
圖書定價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定價上調 定價不變 定價下修 
總次數 124 26 79 19 
總百分比 100.0% 21.0% 63.7% 15.3%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104 22.1% 62.5% 15.4% 
 31 人以上 20 15.0% 70.0% 15.0% 
所在地區     
 北部 78 17.9% 65.4% 16.7% 
 中部 24 25.0% 54.2% 20.8% 
 南部 18 27.8% 66.7% 5.6% 
 東部 2 50.0% 50.0% 0.0% 
 離島 2 0.0%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43 14.0% 65.1% 20.9% 
 有條件支持 52 25.0% 63.5% 11.5% 
 不支持 29 24.1% 62.1% 13.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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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0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公司的營運業績
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業績變好 業績不變 業績變差 
總次數 124 30 67 27 
總百分比 100.0% 24.2% 54.0% 21.8%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104 21.2% 54.8% 24.0% 
 31 人以上 20 40.0% 50.0% 10.0% 
#所在地區     
 北部 78 21.8% 51.3% 26.9% 
 中部 24 20.8% 62.5% 16.7% 
 南部 18 38.9% 50.0% 11.1% 
 東部 2 0.0% 100.0% 0.0% 
 離島 2 50.0% 5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43 37.2% 55.8% 7.0% 
 有條件支持 52 25.0% 53.8% 21.2% 
 不支持 29 3.4% 51.7% 44.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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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1  請問貴書店銷售的新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一般為定
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
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
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未售
新

書，不
適用 

總次數 405 51 19 124 72 69 26 8 8 28 
總百分比 100.0% 12.6% 4.7% 30.6% 17.8% 17.0% 6.4% 2.0% 2.0% 6.9%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382 11.0% 5.0% 30.6% 18.6% 16.8% 6.5% 2.1% 2.1% 7.3% 
 31 人以上 23 39.1% 0.0% 30.4% 4.3% 21.7% 4.3% 0.0% 0.0% 0.0% 
#所在地區           
 北部 176 16.5% 5.7% 25.6% 17.6% 18.2% 4.5% 1.7% 2.8% 7.4% 
 中部 94 11.7% 2.1% 33.0% 13.8% 23.4% 6.4% 5.3% 1.1% 3.2% 
 南部 114 9.6% 4.4% 29.8% 21.9% 13.2% 9.6% 0.0% 1.8% 9.6% 
 東部 17 0.0% 11.8% 64.7% 17.6% 0.0% 5.9% 0.0% 0.0% 0.0% 
 離島 4 0.0% 0.0% 75.0% 0.0% 0.0% 0.0% 0.0% 0.0% 25.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67 8.4% 4.2% 37.1% 21.0% 18.0% 5.4% 1.2% 1.8% 3.0% 
 有條件支持 150 17.3% 7.3% 28.0% 16.0% 19.3% 4.7% 2.0% 0.7% 4.7% 
 不支持 88 12.5% 1.1% 22.7% 14.8% 11.4% 11.4% 3.4% 4.5% 18.2%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
兒童讀物 127 15.7% 3.9% 31.5% 11.0% 12.6% 11.8% 0.8% 3.1% 9.4% 

 語言、心理勵
志、藝術、休
閒旅遊 

47 17.0% 4.3% 36.2% 17.0% 17.0% 4.3% 0.0% 2.1% 2.1% 

 教科書、考試
用書、字典工
具書 

102 3.9% 4.9% 32.4% 20.6% 18.6% 5.9% 5.9% 2.0% 5.9% 

 漫畫書 35 5.7% 8.6% 45.7% 25.7% 11.4% 0.0% 0.0% 0.0% 2.9% 
 科學與技
術、醫學家政 21 19.0% 0.0% 9.5% 28.6% 33.3% 0.0% 0.0% 0.0% 9.5% 

 商業與管
理、社會科學 19 21.1% 0.0% 10.5% 10.5% 47.4% 5.3% 0.0% 0.0% 5.3% 

 人文史地 53 17.0% 7.5% 24.5% 22.6% 11.3% 3.8% 1.9% 1.9% 9.4% 
 政府出版品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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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2  請問貴書店銷售一年以上的舊書，在零售市場上的售價
一般為定價的多少折扣？ 

 次數 不打
折 

九五
折 九折 八五

折 
七九
折 

七五
折 七折 低於

七折 
總次數 405 55 10 111 74 60 22 16 57 
總百分比 100.0% 13.6% 2.5% 27.4% 18.3% 14.8% 5.4% 4.0% 14.1%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382 12.0% 2.6% 27.5% 19.1% 14.1% 5.5% 4.2% 14.9% 
 31 人以上 23 39.1% 0.0% 26.1% 4.3% 26.1% 4.3% 0.0% 0.0% 
#所在地區          
 北部 176 15.9% 2.8% 26.7% 18.2% 16.5% 1.7% 4.0% 14.2% 
 中部 94 12.8% 2.1% 25.5% 16.0% 17.0% 8.5% 6.4% 11.7% 
 南部 114 11.4% 1.8% 27.2% 20.2% 11.4% 8.8% 2.6% 16.7% 
 東部 17 11.8% 5.9% 41.2% 17.6% 5.9% 5.9% 0.0% 11.8% 
 離島 4 0.0% 0.0% 50.0% 25.0% 25.0% 0.0% 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67 10.2% 2.4% 33.5% 21.6% 17.4% 3.6% 1.2% 10.2% 
 有條件支持 150 16.7% 3.3% 25.3% 16.7% 15.3% 6.0% 5.3% 11.3% 
 不支持 88 14.8% 1.1% 19.3% 14.8% 9.1% 8.0% 6.8% 26.1%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
讀物 127 13.4% 2.4% 26.8% 12.6% 14.2% 8.7% 2.4% 19.7% 

 語言、心理勵志、
藝術、休閒旅遊 47 19.1% 2.1% 29.8% 27.7% 17.0% 2.1% 0.0% 2.1% 

 教科書、考試用
書、字典工具書 102 7.8% 2.0% 24.5% 23.5% 16.7% 6.9% 6.9% 11.8% 

 漫畫書 35 2.9% 5.7% 51.4% 17.1% 5.7% 0.0% 5.7% 11.4% 
 科學與技術、醫學
家政 21 14.3% 0.0% 14.3% 23.8% 28.6% 4.8% 0.0% 14.3% 

 商業與管理、社會
科學 19 31.6% 0.0% 21.1% 10.5% 15.8% 0.0% 5.3% 15.8% 

 人文史地 53 20.8% 3.8% 22.6% 15.1% 11.3% 3.8% 5.7% 17.0% 
 政府出版品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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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3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貴書店認為出版社的
圖書定價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定價上調 定價不變 定價下修 
總次數 405 86 211 108 
總百分比 100.0% 21.2% 52.1% 26.7%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382 21.5% 51.3% 27.2% 
 31 人以上 23 17.4% 65.2% 17.4% 
#所在地區     
 北部 176 17.0% 58.5% 24.4% 
 中部 94 21.3% 48.9% 29.8% 
 南部 114 27.2% 42.1% 30.7% 
 東部 17 29.4% 58.8% 11.8% 
 離島 4 0.0% 10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67 22.8% 49.1% 28.1% 
 有條件支持 150 16.7% 54.0% 29.3% 
 不支持 88 26.1% 54.5% 19.3%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27 22.0% 55.1% 22.8%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47 19.1% 51.1% 29.8%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102 28.4% 47.1% 24.5% 

 漫畫書 35 17.1% 54.3% 28.6%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21 19.0% 33.3% 47.6%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19 21.1% 31.6% 47.4% 

 人文史地 53 11.3% 67.9% 20.8% 
 政府出版品 1 0.0%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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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4  如果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請問對貴書店的營運業績
會有什麼改變？ 

 次數 業績變好 業績不變 業績變差 
總次數 405 100 202 103 
總百分比 100.0% 24.7% 49.9% 25.4% 
正職員工人數     
 1-30 人 382 24.3% 49.7% 25.9% 
 31 人以上 23 30.4% 52.2% 17.4% 
#所在地區     
 北部 176 26.1% 48.9% 25.0% 
 中部 94 23.4% 48.9% 27.7% 
 南部 114 21.1% 50.9% 28.1% 
 東部 17 35.3% 58.8% 5.9% 
 離島 4 50.0% 50.0% 0.0% 
*對草案支持度     
 支持 167 38.3% 45.5% 16.2% 
 有條件支持 150 20.0% 54.7% 25.3% 
 不支持 88 6.8% 50.0% 43.2% 
#圖書類型     
 文學、小說、兒童讀
物 127 29.9% 48.0% 22.0% 

 語言、心理勵志、藝
術、休閒旅遊 47 21.3% 48.9% 29.8% 

 教科書、考試用書、
字典工具書 102 17.6% 52.9% 29.4% 

 漫畫書 35 31.4% 42.9% 25.7% 
 科學與技術、醫學家
政 21 28.6% 47.6% 23.8% 

 商業與管理、社會科
學 19 31.6% 42.1% 26.3% 

 人文史地 53 20.8% 56.6% 22.6% 
 政府出版品 1 0.0%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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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國圖書定價法 
Article 1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publishing or printing books has to fix a public selling price for the 
books they edit or import. 
任何自然或法人所出版或進口之圖書均必須制訂公開售價。 
 
The price is made public. A decree will make explicit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price will appear 
on the book and the publisher’s or importer’s obligation regarding the mentions allowing the book 
to be identified […] 
出版社或圖書業者有表示零售價格之義務，且書籍之價格須明示於書籍上。 
 
Every retailer has to offer the free service of ordering one item. Nevertheless and in this sole case, 
the retailer can add to the actual public selling price the charges or remuneration corresponding to 
exceptional additional services ask for by the buyer, and which cost should have been previously 
settled. 
每位零售商必須提供訂貨之免費服務。但如有下列情況，零售商可將買方要求額外的服務費

或報酬加在實際公開售價上，而且額外衍生的費用必須事先訂定。 
 
The retailers will apply an actual public selling price situation between 95% and 100% of the price 
fixed by the publisher or the importer. 
零售商必須以出版社或進口商制定的價格之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百向公眾出售書籍。 
 
In the case of importing books edited in France, the public selling price fixed the importer must be 
at least equal to the price fixed by the publisher. 
當進口書籍中包括在法國出版的書時，進口商制定的售價不得低於出版商制定的價格。（註：

此法係為防範在他國印刷，再進口至法國之圖書） 
 
The clauses above are not applicable to books imported from a member state (the European Union 
or any state party to the Agreement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unless objective elements, for 
instance relative to the absence of actua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at state, indicate that the operation 
had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4 of the present article. 
以上條款不適用於來自歐盟成員國或歐盟經濟區協定之成員國之圖書，除非有其他因素，如

該圖書在該國沒有任何銷售商業行為，有企圖操作以迴避於本條第四項之目的。 
 
Article 2 
The sale conditions fixed by the publisher or the import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quality of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retailer in favour of book promotion, by applying a differential scale on the 
public price not including taxes. Corresponding discounts have to be higher than to those resulting 
from the amount purchased by the ret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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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或進口商制訂之銷售價格，須考量零售商為利圖書銷售所提供之服務品質，以及依出

售給零售商之圖書數量在公開價格之淨價上制訂不同價差，對應的折扣率必須高於零售商購

買之圖書數量額度。 
（零售業者如大量訂購時，對該大量零售業者可增加折扣之比例，將批發的折扣保留給出版

社） 
 
Article 3 
As a departure from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4 of the first article, an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lause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e books actual selling price can be set between 91% and 100% of the 
public selling price when the books are purchased: 
當圖書被下列機構採購時可不適用第一條之規定，書籍的實際售價可以在公開標價的 91%～

100%之間浮動。（容許降價出售） 
 
1. For their owns needs, excluding resell, by the State, the local authorities, the teaching, training 

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presentative syndicates and works councils; 
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學、訓練或研究機構、立案之工會、公司福利委員會有需求時（但

不可再販售）； 
 
2. For the enrich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funds, by the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se 

libraries. The actual price includes the amount of the payment for book lending in library based 
on the selling public price of books a indicated at article L. 133-3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自然人或法人經營之圖書館為改善公共圖書館資金，實際售價包括圖書館圖書依據智慧財產

法第 L. 133-3 條訂定之圖書販售公開價格之圖書出借金額（註：此指出借時所需付之智財費

用）。 
 
The actual price of school books can be freely fixed when the purchase is made by an association 
dedicated to help schoolbooks purchase by its members or for their own needs, excluding the State, 
local authorities, or any teaching institutions.  
當圖書是由幫助學校圖書採購之協會或其成員因需求採購，學校圖書可以自由被訂定售價，

這不包括上述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任何教學機構（ 政府機關與圖書館禁止販賣這些

低折扣購入的書）。 
 
Article 4 
Any person publishing a book to be sold by brokerage, subscription or mail order less than 9 
months after the first edition was launched on the market, will set a price for this book at least equal 
to the price of the first edition. 
初版發行後九個月內，如因預約販賣、郵購等目的而重新出版時，初版價格不下降（圖書定

價至少必須相同於初版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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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 
Retailers can sell at prices inferior to the public price mentioned in the first article when it applies to 
books published or import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and previously supplied more than six months 
before. 
當出版或進口已超過兩年且進貨超過六個月之圖書，零售商可以以較第一條低之價格販售。 
 
Article 6 
Sales with premium will not be authorized, with reserv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law no  51-356 of 
March 20th 1951 modifiée and of law no  73-1193 of December 27th 1973 modifiée, if the premium 
are offered by the publisher or the importer, simultaneously and in the same conditions to all 
retailers, or if they concern books being exclusively edited for sale by brokerage, subscription or 
mail order. 
依 1951 年 3 月 20 日修訂之 no  51-356 號保留條款，優惠販售將不被許可。若出版商或進口

商同時提出優惠價格，對所有零售商所提出優惠販售均需相同，但不含仲介、訂購或郵購而

編輯之圖書。 
 
Article 7 
Any publicity announcing prices inferior to the public price mentioned art article 1 (1st paragraph) is 
strictly forbidden outside the selling places. 
任何在銷售場合外訂定比第一條第一項所述之公開價格較低之價格，是被嚴格禁止的。 
 
Article 8 
In case of infringeme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law, cease and compensation suits can be 
brought, in particular by any competitor, consumer protection association, publishing or 
book-selling professional union, as well as by the author or any authors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如果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任何競爭對手、消費者保護協會、出版社或書籍出版發行職業人

聯合會、作者或作家保護協會，均將提起停止販賣和請求賠償之訴訟。 
 
Article 9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law do not prevent the application, when necessary, of ordonnance no  
45-1483 of June 30th 1945 modified relative to pric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1st and 2nd 
paragraph of article 4 of the mentioned ordonnance. 
現行法條款，除了第四條第一及第二款規定外，必要時，並不妨礙 1945 年 6 月 30 日針對價

格修正之規定。 
 
Article 10 
A decree will determine the implementing measures of the present in the overseas territories, given 
their specific remoteness. 
The price of school books is identical in the mainland and in the oversea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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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另制定命令以賦予在海外屬地實施本法，學校圖書的價格在（法國本地）大陸及法國海外

屬地是完全相同的。 
 
Article 10 bis 
A decree validated by Conseil d’Etat will determine the financial penalties applicable in case of 
infringement to the present law. 
由最高行政法院通過之命令將確定違反本法之相關罰鍰。 
 
Article 11 
The present law will come into force on January 1st 1982, for all books including those published or 
imported before this date. 
本法將於 1982 年 1 月 1 日生效，適用於所有的圖書，包括在該日期前出版或進口之圖書。 
 
Before June 1st 1983, the Government will present Parliament with a report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s well as on the measures taken in favor of book and public reading. 
1983 年 6 月 1 日前，政府將向國會提出執政報告及支持圖書及民眾閱讀所採取的措施。 
 
Article 11-1 
The present law is applicable on Mayotte as of 1st of January 2009. 
本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在馬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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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圖書定價法 
第 1 條 本法目的 

為保護圖書這項文化資產，特制定本法。以固定價格販售予最終購買人在於確保大

眾得以享有寬廣的圖書銷售通路，促進為數眾多的圖書銷售點得以生存。 
 
第 2 條 適用範圍 

本法所稱圖書亦包括： 
一、 樂譜。 
二、 地圖製品。 
三、 圖書、樂譜或地圖製品之再製品或替代品，以及整體看來具有典型出版品

或書店特徵之產品。 
四、 整合的物品，其主要產品為上述製品之一者。 
外文圖書，其主要銷售地點在德國者，亦受本法規範。 
本法所稱最終購買人，係指非為繼續販賣而購買圖書者。 

 
第 3 條 定價 

基於行業或商業目的販賣圖書予最終購買人者，必須遵守第 5 條有關固定價格之規

定。販賣二手書不在此限。 
 
第 4 條 跨越國界的販賣 

在歐洲經濟區內跨越國界之販賣不受固定價格之規範。 
在歐洲經濟區內跨越國界販賣之圖書，如經客觀情況認定係為規避本法而回銷國內，

仍應適用第 5 條固定最終售價之規定。 
 
第 5 條 訂定售價 

出版或進口圖書者有義務為最終購買人訂定內含營業稅之售價（最終售價），並以適

當方式公佈。最終售價異動時亦同。 
圖書進口商訂定之最終售價，不得低於外國出版者針對德國所作建議售價加上德國

加值營業稅之金額。如外國出版者並未針對德國提出建議售價，進口商訂定之最終

售價不得低於外國出版者售予最終購買人之淨售價扣除德國加值營業稅之金額。 
進口商如自歐洲經濟區以外之簽約國購買較國內售價低之圖書，得降低第 2 項所稱

之最終售價，以符合相較於國內一般售價之商業利益；行業中常見的大減價以及符

合一般售價的銷售條件均適用之。 
出版商或進口商得訂定下列圖書之最終售價： 
一、 套書售價。 
二、 大宗售價。 
三、 預售價。 
四、 為參與發行特定出版品並經簽約之機構訂定特價。 
五、 雜誌編輯部撰寫或發行之圖書，得為其訂戶提供特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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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分期付款價。 
如果客觀理由充足，出版者、進口商或許可證持有人准予為特定圖書訂定不同之售

價。 
 
第 6 條 經銷 

出版者於訂定價格及其他銷售條件時，必須適度顧及較小書店為全面鋪貨及服務所

帶來的營收。出版者不得針對單一書商之銷售額單獨訂定折扣。 
出版者不得以較低價格或較優惠條件供應圖書予書商以外之商家。 
出版者不得訂定較直接販售予最終賣家更高之售價或較差條件予批發商。 

 
第 7 條 例外 

販售圖書有下列情形者，不適用第 3 條規定： 
一、 售予出版人或圖書進口商、書商或其雇用者及正職員工供自用者。 
二、 售予出版社獨立出版品之作者供自用者。 
三、 售予教師供授課測驗之用者。 
四、 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而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五、 書店因結束營業而在 30 日內進行之清倉大拍賣，其圖書來自該書店之正常

庫存且事先曾通知供應商於適當期限內收回未果者。 
供專業人士使用之科學圖書館於購書時得給予最高至 5％之減價，供一般民眾使用

之地方圖書館、邦立圖書館、學生圖書館、教派圖書館，以及聯邦國防軍與聯邦邊

防警察所屬圖書館得給予最高至 10％之減價。 
公私立學校為授課而大量採購圖書時，販售者給予之減價如下： 
一、 契約總金額在 2 萬 5000 歐元以內者， 
  採購 10 本以上減價 8％ 
  採購 25 本以上減價 10％ 
  採購 100 本以上減價 12％ 
  採購 500 本以上減價 13％ 
二、 契約總金額在 2 萬 5000 歐元以上者，減價 13％ 
  3 萬 8000 歐元以上者，減價 14％ 
  5 萬歐元以上者，減價 15％ 
學校如以其自身預算採購教科書，一律給予減價 12％。 
最終販賣人在賣書時有以下情事者，並未損害第 3 條課以之義務： 
一、 出售廉價商品或考量已購買圖書的價值在經濟上無足輕重之商品。 
二、 承擔最終購買人前往販賣點所需之微小費用。 
三、 承擔寄送或特殊的的購置費用。 
四、 提供其他在商務上常見的附帶服務。 

 
第 8 條 定價的期限 

出版者及進口商有權在圖書首次發行 18 個月後以適當方式公告撤銷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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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8 個月內再度出版的圖書，或其內容價值因特定之出版日期或事件造成大量損失

時，出版者或進口商得不理會第 1 項所訂之期限終止定價。 
第 9 條 要求賠償及法律追究 

違反本法規定者，將追究其不作為之責任。蓄意或應注意而未注意者，需負起損害

賠償之義務。 
追究不作為之責任只適用於： 
一、 經銷圖書的業者。 
二、 具有法定資格之協會，其成立目的在促進行業利益，並擁有大量圖書經銷

商為其會員。這些協會在同一市場經銷商品或勞務，並有能力在人員、業務與財力

上確實履行其法定任務，追求行業利益，其行為足以在重要的市場競爭上產生根本

影響者。 
三、 由出版人、進口商或從事販售予最終購買人之企業委託之律師，以信託人

身份負責定價者（定價信託人）。 
四、 依不作為訴訟法第 4 條冊列之合格機構，或列名於歐洲共同體委員會第

98/27/EG 號綱領第 4 條關於歐洲議會及委員會 1998 年 5 月 19 日通過之消費者利益

保護不作為訴訟（ABI.EG Nr. L 166 S.51）目錄中之機構。該機構唯有在追究行為係

涉及最終購買人之根本利益時，方能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追究其不作為。 
第 2 項第 1 至 3 款有權提出要求者，其訴訟程序準用不正當競爭防制法相關規定；

第 2 項第 4 款所稱機構，其訴訟程序準用不作為訴訟法相關規定。 
 

第 10 條 查閱帳冊 
假使某企業有違反第 3 條規定之嫌，同為經銷圖書的業者可要求這家企業允許負

有保密義務的經濟或稅務顧問查閱其帳冊及業務文件。查帳人僅得就其所知違反

本法有關規定之部分提出報告。 
如確有違法之處，經銷圖書的業者可要求該違法之企業支付必須之帳冊查閱費。 

 
第 11 條 過渡時期的規定 

由出版者或進口商以簽約方式訂定最終售價之圖書，其發行日為 2002 年 10 月 1
日者，視同第 5 條第 1 項所稱之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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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 

JUAN CARLOS I 

REY DE ESPAÑA 

A todos los que la presente vieren y entendieren. 

Sabed: Que las Cortes Generales han aprobado y Yo vengo en sancionar la siguiente ley. 

PREÁMBULO 

I 

Se inicia el siglo XXI con una nueva concepción y definición de la lectura y del libro. Durante 
siglos, el libro ha mantenido un formato singular y único, del mismo modo que se definía a la 
lectura como el ejercicio lector realizado por los individuos sobre los contenidos del mismo. En la 
actualidad, se concibe la lectura como una herramienta básica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personalidad y 
también como instrumento para la socialización; es decir, como elemento esencial para la 
capacitación y la convivencia democrática, para desarrollarse en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La ciudadanía, a través de numerosos medios y recursos, recibe abundancia de información; mas, en 
este contexto, es preciso disponer de la habilidad necesaria para transformar la información en 
conocimientos, y esta capacidad se logra gracias al hábito lector. Sólo de esta manera los 
ciudadanos pueden aspirar a participar y disfrutar en igualdad de las posibilidades que ofrece la 
«sociedad del conocimiento»: leer es elegir perspectivas desde las que situar nuestra mirada 
invitando a reflexionar, a pensar y a crear. 

La presente Ley de la lectura, del libro y de las bibliotecas nace, pues, dentro del marco que 
avala la Constitución a favor de los principios que promueven la convivencia. Surge como medida 
que atiende la pluralidad de matices que encierra el concepto de «lectura» y como reconocimiento 
de la diversidad de formatos que ofrece el concepto de «libro». Dado que es necesaria una 
adecuación a la nueva realidad, es preciso redefinir algunos conceptos esenciales, y ampliar el 
campo semántico de los mismos y que se imponen necesariamente a la nueva realidad, objeto de 
esta Ley. 

La lectura, como proceso de descodificación mediante el cual una persona comprende e 
interioriza el sentido de signos y logra obtener información y conocimiento, debe ser accesible a 
toda la sociedad; debe ser, por tanto, un derecho que permita acceder al conocimiento a toda la 
ciudadanía en condiciones de igualdad. La lectura enriquece y desarrolla la necesaria capacidad 
crítica de las personas; de ahí que tras el acto de la lectura, además de los valores cívicos que 
encierra, habite una adquisición de habilidades que dota a los individuos de recursos necesarios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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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desarrollo como personas: la vida cotidiana debe estar condicionada por la capacidad lectora que 
contribuya al perfeccionamiento de los seres humanos. 

Tanta densidad de riquezas exige aprendizaje y esfuerzo por parte de los individuos, de ahí que 
se pretenda que el disfrute de las mismas vaya tan lejos como la biografía completa de todo 
ciudadano. 

La presente Ley aspira a recoger los valores insustituibles de la lectura y sus contextos, por lo 
tanto reconoce y promueve las acciones tendentes a propiciar su adquisición y a desarrollar hábitos 
lectores, desde todos los órdenes y administraciones, respetando las competencias de cada una de 
ellas, a fin de que se logre la mayor eficacia posible y la teleología deseable: una sociedad lectora. 

Esta acción, pues, no posee fecha de caducidad, por lo tanto, -sea desde el sector público, tanto 
desde ámbitos culturales y educativos como desde políticas sociales, o sea desde el sector privado-, 
se trata de una tarea inexcusable que incumbe a todos. En l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se está 
prestando gran atención al fomento de la lectura, siendo nuestro modelo de referencia el de aquellos 
países que alcanzan los mejores índices entre la población potencialmente lectora. También en 
nuestro país la lectura, en los últimos años, ha adquirido un creciente protagonismo en cuanto a su 
función e importancia.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las administraciones autonómicas y 
las entidades locales han impulsado, junto a la necesaria colaboración del sector del libro, 
numerosas iniciativas. Así, la inquietud por la lectura ha ido multiplicando su presencia en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foros y entidades de diferente signo y ha sido objeto de preocupación y 
debate en toda la sociedad, especialmente en el ámbito escolar. La lectura y su fomento se 
consideran una herramienta básica para el ejercicio del derecho a la educación y a la cultura en el 
marco de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de ahí que diversos planes tienden a su fomento y subrayan 
el interés de la misma en la vida cotidiana de la sociedad, así como el papel fundamental qu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n especial los de titularidad pública, deben tener en la promoción y el 
fomento del hábito lector y el libro. 

Uno de los hitos más importantes de ese debate en torno a la lectura fue el producido a raíz de 
los resultados de diversos informes de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unos datos que cuestionaban la 
comprensión lectora entre los escolares adolescentes españoles. Pero esos datos tuvieron un efecto 
positivo, pues contribuyeron a señalar la importancia de la lectura como instrumento transversal y 
determinante para el rendimiento escolar. Los resultados de los estudios recientes sobre bibliotecas 
escolares han contribuido a una concienciación sobre la necesidad de reforzar los hábitos lectores en 
la escuela, para lo cual se requieren recursos materiales y humanos y un planteamiento adecuado de 
las funciones que en la enseñanza pueden y deben cumplir este tipo de bibliotecas. Desde el ámbito 
normativo se ha dado un paso de extraordinaria relevancia: por primera vez, la Ley Orgánica de 
Educación, en su artículo 113, recoge la obligación de que en todo centro escolar público exista una 
biblioteca escolar, recordando que ésta debe contribuir a fomentar la lectura y a que el alumnado 
acceda a la información en todas las áreas del aprendizaje como dinámica imprescindible para 
participar en la sociedad del conocimiento. El acceso de los alumnos a la información debe con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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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la garantía de unos textos adecuados en el contenido y en la forma, pero también en el uso 
correcto del lenguaje. Sólo si los modelos son ejemplares en su ortografía, expresión y gramática, 
nuestros escolares podrán adquirir las habilidades requeridas en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comprender y expresarse con claridad. Un texto cuidado es el mejor recurso para los docentes y sus 
alumnos. 

Por otra parte, el fomento de la lectura es uno de los mejores apoyos para el futuro del sector del 
libro español, tanto en su vertiente cultural como industrial. El libro y el sector del libro se 
encontraban regulados por la Ley del Libro 9/1975, de 12 marzo, pero gran parte de sus preceptos 
ya fueron superados por la nueva realidad constitucional, tanto por la regulación de derechos y 
libertades como por el nuevo marco territorial constitucionalmente establecido.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de 1978, en su artículo 44, reconoce que los poderes públicos promoverán y tutelarán el 
acceso a la cultura, a la que todos tienen derecho. Ese artículo debe interpretarse junto con el 
artículo 149.2 al señalar que, sin perjuicio de las competencias que podrán asumir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el Estado considerará el servicio de la cultura como deber y atribución esencial, y 
facilitará la comunicación cultural entr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e acuerdo con ellas y 
respetando el marco competencial establecido en la Constitución y en los Estatutos de Autonomía. 

El apoyo de los poderes públicos al libro, como modelo de expresión cultural, se recoge 
explícitamente en esta Ley, pero también se reconoce la labor de sus diversos protagonistas. Por un 
lado, se valora la labor de los creadores, incluyendo entre éstos además de los escritores y autores, a 
los traductores, ilustradores y correctores en el ejercicio de su función, sin los cuales no existirían 
las obras que toman la forma de libro, y sin perjuicio de la protección que se regula en la legislación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por otra parte, se recoge la promoción de la principal industria cultural de 
nuestro país, el sector del libro, con un especial reconocimiento a la labor de los libreros como 
agentes culturales. Asimismo, también se reconoce que ese apoyo de los poderes públicos al libro 
español debe tender hacia su expansión internacional, tradicionalmente orientada a Iberoamérica 
dados nuestros vínculos culturales y lingüísticos, aspirando a entrar en todos los mercados y áreas 
lingüísticas existentes. También se manifiesta la clara voluntad de proteger y promocionar la 
diversidad lingüística del Estado Español, atendiendo al reconocimiento de las diferentes lenguas 
oficiales. 

La regulación sobre la comercialización del libro y publicaciones afines parte de la convicción 
de que se ofrece un producto que es más que una mera mercancía: se trata de un soporte físico que 
contiene la plasmación del pensamiento humano, la ciencia y la creación literaria, posibilitando ese 
acto trascendental y único para la especie humana, que es la lectura. La difusión de esas creaciones, 
su valor cultural y su pluralidad requieren una cierta garantía tanto en el control de calidad del texto 
como en su comercialización para que puedan ser accesibles al mayor número de potenciales 
lectores. Esos fines son los perseguidos por los sistemas de precio fijo o único de los libros, de este 
modo, se permite la coexistencia de ediciones de rápida rotación y otras de más larga rot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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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reciendo las librerías no sólo lo novedoso sino un fondo bibliográfico que facilite el acceso 
igualitario y diverso a la cultura, tal y como exige el citado artículo 44 de nuestra Constitución. 

Por todo ello, esta Ley apuesta por un sistema que en España se viene manteniendo 
históricamente, y que también es claramente mayoritario en la Unión Europea. En este ámbito 
europeo, las instituciones han reconocido de forma expresa la compatibilidad de las leyes 
nacionales del precio fijo con el Derecho comunitario, y el Parlamento Europeo aboga porque se 
dicte una propuesta legislativa comunitaria sobre el precio fijo. Asimismo, los países del espacio 
iberoamericano han reconocido y reforzado, por vía legislativa, los sistemas de precio fijo. 

En esta Ley se ha pretendido reforzar ese principio general del precio fijo estableciéndose, con 
rango legal, las obligaciones específicas de los agentes del sector, e incluso la prohibición expresa 
del uso del libro como reclamo comercial para la venta de otros productos de naturaleza distinta. 
Sin embargo, el régimen de precios de los libros de texto que preveía el Real Decreto-Ley 6/2000, 
de 23 de junio, liberalizando el descuento para los libros de texto, se establece ahora como una 
exclusión del sistema de precio fijo. La experiencia adquirida aconseja el cambio de ese singular 
sistema de descuento libre hacia un sistema de precio libre, que es a la vez favorable para el 
ciudadano, al propiciar la capacidad de ahorro de las familias que se benefician de la liberalización 
de precios, y a la vez no perjudica al librero minorista puesto que, en última instancia, posibilita la 
protección de la red de librerías existente, salvaguardando el mantenimiento de una oferta cultural 
diversificada. 

Por otra parte, la regulación legal aún vigente es ajena al rápido desarrollo tecnológico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El sector del libro y publicaciones afines en España actualmente presenta rasgos 
claros de madurez y salud, pero a la vez se enfrenta a los retos que le plantean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y los cambios producidos por éstas y por otros factores, tanto en la dinámica propia del 
sector como en la del mercado. De ahí que una de las primeras consecuencias de esos vertiginosos 
cambios tecnológicos haya sido la necesidad de proporcionar una definición actualizada del libro, 
una de las metas que esta Ley se ha marcado. 

Asimismo,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de la comunicación han influido de 
manera decisiva en la forma de prestar un servicio público fundamental, como son las bibliotecas. 
El progresivo desarrollo de los sistemas bibliotecarios en España y la evolución tecnológica de las 
propias bibliotecas aconsejaban redefinir el papel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esta 
materia, favoreciendo, por un lado, los cauces de cooperación en el impulso d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y, por otro, facilitando la coordinación de las bibliotecas de titularidad estatal. 
Corresponde a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cooperación con los correspondientes 
órgano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la responsabilidad de obtener el diagnóstico del conjunto, 
de modo que se pueda disponer de una visión global de todos los sistemas, redes, consorcios y 
bibliotecas dependientes de cualesquiera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o entidades privadas, de manera 
que los poderes públicos puedan, en cada momento, detectar carencias y desigualdades y actuar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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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objetivo de subsanarlas utilizando los medios que el ordenamiento jurídico pone a su disposición, 
exclusivamente en el marco de las competencias que corresponden al Estado. 

De acuerdo con todo lo anterior, esta Ley de la lectura, del libro y de las bibliotecas constituye 
el régimen jurídico especial de las actividades relacionadas con el libro, en su doble dimensión de 
elemento cultural y de bien económico en el mercado, proporcionando también un marco común a 
las bibliotecas y al fomento de la lectura y atendiendo a todos los sectores, que se desarrollan desde 
la actividad creadora hasta el destinatario final, el lector, exclusivamente en el marco de las 
competencias que corresponden al Estado. 

La Ley se divide en seis capítulos, el primero relativo a las disposiciones generales, el segundo a 
la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el tercero a la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y de la industria del libro, el 
cuarto al régimen jurídico del libro, el quinto consagrado a las bibliotecas, y el sexto al régimen 
sancionador. 

II 

El capítulo primero, denominado disposiciones generales, consta de dos artículos. El primero se 
refiere al objeto y ámbito de aplicación de esta norma: la promoción del libro, el fomento de la 
lectura y de las bibliotecas. 

El artículo segundo establece, por seguridad jurídica, una serie de definiciones, como son las de 
libro, publicación seriada, editor, distribuidor, librero, consumidor final, biblioteca, biblioteca 
digital, impresor/productor y publicación periódica. 

III 

El capítulo segundo,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entiende la lectura como una herramienta básica 
para el aprendizaje continuo, y subraya el interés general de la lectura en la vida cotidiana de la 
sociedad, así como reconoce también aportaciones estéticas del libro en sus contenidos gráficos y 
plásticos, para que sean promocionadas como valores culturales. Para ello, prevé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y actividades de promoción de la misma, la potenciación de los servicios y las 
dotaciones bibliográficas, la cooperación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con empresas, 
asociaciones y fundaciones en iniciativa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la utilización de instrumentos de 
análisis y la evaluación de todas estas actividades. 

IV 

En el capítulo tercero,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y de la industria del libro y publicaciones afines, 
se recogen por un lado las campañas de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españoles, la existencia de un 
sistema de premios nacionales para los ámbitos literarios, científicos y técnicos, y por otro,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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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as de apoyo a la industria del libro, la colaboración con el sector en el fomento de las 
tecnologías aplicadas a la gestión, el intercambio de información y la formación, así como la 
participación institucional en las feri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relacionadas con el libro y, en 
particular, el fomento de la venta de derechos de autores de texto e ilustración, y el fomento de las 
empresas privadas en las mismas. Como órgano de apoyo la Ley prevé, en su disposición adicional 
segunda, la creación del Observatorio de la Lectura y del Libro. 

V 

El capítulo cuarto, régimen jurídico del libro, regula el precio fijo de los libros, recogiendo su 
régimen jurídico, sus exclusiones y excepciones. En cuanto a los libros de texto se excluyen del 
sistema de precio fijo, modificando el régimen establecido por el Real Decreto Ley 6/2000, de 23 de 
junio. También se incorporan las definiciones de la nume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ibros y 
publicaciones seriadas. 

VI 

El capítulo quinto está dedicado a las bibliotecas. Incorpora los principios, valores y normas que 
gozan de mayor consenso entre los profesionales de las bibliotecas y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relacionadas con las mismas. Igualmente, y debido al impacto de las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la comunicación en la actividad bibliotecaria, se prevé su utilización en los 
aspectos de dicha actividad en los que su uso se considera de especial importancia. 

Por otro lado, se delimitan los intereses y fines que son propios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materia de bibliotecas. Asimismo, se mencionan los medios y se definen las 
estructuras fundamentales para la consecución de tales fines e intereses. Especial mención merece 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en el que priman las relaciones voluntarias de cooperación entre las 
distintas administraciones. 

España posee un rico patrimonio que expresa tanto la variedad de sus manifestaciones culturales 
y lingüísticas como la confluencia de las mismas en la historia. Difundir en línea este patrimonio, a 
través de bibliotecas digitales, con el apoyo de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permitirá que los ciudadanos 
accedan con mayor facilidad al material cultural, contribuyendo de este modo a la sociedad del 
conocimiento. Por otro lado, este patrimonio digital podrá integrarse en la Biblioteca Digital 
Europea. Este proyecto se debe llevar a cabo a través de la cooperación entre las diferente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y todo tipo de agentes y entidades privadas.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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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capítulo sexto, con objeto de dar garantía a lo contenido en esta Ley, regula las infracciones y 
sanciones en el ámbito del precio fijo y publicidad en la venta de libros, respetando las 
competencias autonómicas y enunciando básicamente los tipos de ilícitos que dan lugar a sanción. 

En la elaboración y tramitación de esta Ley, han sido consultadas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y 
los sectores implicados, y se han recabado los dictámenes e informes preceptivos. 

Capítulo I 

Disposiciones generales 

Artículo 1. Objeto y ámbito. 

1. La presente Ley tiene por objeto definir el marco jurídico del libro, en atención a su carácter 
de producto cultural, desde su creación hasta su comercialización, difusión y conservación como 
parte del patrimonio bibliográfico español; de las publicaciones seriadas, del fomento de la lectura, 
de las bibliotecas y, en especial, de la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2. Esta Ley es de aplicación al libro, en cuanto a su edición y comercialización en cualquier tipo 
de soporte susceptible de lectura y a las publicaciones seriadas. Es también de aplicación al fomento 
de la lectura y del hábito lector y a las bibliotecas, de acuerdo con el marco competencial 
establecido en la Constitución y en los respectivos estatutos de autonomía. 

3. En la presente Ley se entiende que toda referencia al libro y su comercialización, la lectura y 
las bibliotecas, tiene como objeto el libro en castellano o en cualquiera de las lenguas oficiales en 
las respectiv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rtículo 2. Definiciones. 

A los efectos de esta Ley se entiende por: 

a) Libro: obra científica, artística, literaria o de cualquier otra índole que constituye una 
publicación unitaria en uno o varios volúmenes y que puede aparecer impresa o en cualquier otro 
soporte susceptible de lectura. 

Se entienden incluidos en la definición de libro, a los efectos de esta Ley, los libros electrónicos 
y los libros que se publiquen o se difundan por Internet o en otro soporte que pueda aparecer en el 
futuro, los materiales complementarios de carácter impreso, visual, audiovisual o sonoro que sean 
editados conjuntamente con el libro y que participen del carácter unitario del mismo, así como 
cualquier otra manifestación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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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ublicación seriada: toda obra científica, literaria o de cualquier índole que aparece o se 
comunica de forma continuada, editada en una sucesión de fascículos o partes separadas, que lleva 
normalmente una numeración y que no tiene una duración predeterminada. 

c) Editor: persona natural o jurídica que, por cuenta propia, elige o concibe obras literarias, 
científicas y en general de cualquier temática y realiza o encarga los procesos industriales para su 
transformación en libro, cualquiera que sea su soporte, con la finalidad de su publicación y difusión 
o comunicación. 

d) Distribuidor: persona natural o jurídica que realiza servicios comerciales y que sirve de 
enlace entre editores y libreros, para situar y reponer libros en su punto de venta y facilitar su 
difusión. 

e) Librero: persona natural o jurídica que se dedica, exclusiva o principalmente, a la venta de 
libros al cliente final desde establecimientos mercantiles de libre acceso al público o por cualquier 
procedimiento de venta a distancia. 

f) Consumidor final: persona natural o jurídica que, sin asumir obligaciones subsiguientes de 
compra o determinados pagos de cuota, adquiere los libros para su propio uso o los transmite a 
persona distinta sin que medie operación comercial o cualquier otra operación a título oneroso. 

g) Biblioteca: sin perjuicio de lo previsto en el artículo 59.2 de la Ley 16/1985, de 25 de junio, 
del Patrimonio Histórico Español y de la correspondiente legislación autonómica, se entiende por 
biblioteca la estructura organizativa que, mediante los procesos y servicios técnicamente apropiados, 
tiene como misión facilitar el acceso en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de toda la ciudadanía a 
documentos publicados o difundidos en cualquier soporte. 

h) Bibliotecas digitales: son colecciones organizadas de contenidos digitales que se ponen a 
disposición del público. Pueden contener materiales digitalizados, tales como ejemplares digitales 
de libros u otro material documental procedente de bibliotecas, archivos y museos, o basarse en 
información producida directamente en formato digital. 

i) Impresor/productor de libro: persona natural o jurídica que contando con las instalaciones y 
medios técnicos necesarios, se dedica, exclusiva o principalmente, a la realización e impresión de 
libros en papel o en cualquier otro soporte susceptible de lectura, así como de los materiales 
complementarios de carácter impreso, virtual, audiovisual o sonoro que se editen conjuntamente 
con el libro y que participen del carácter unitario del mismo. 

j) Publicación periódica: toda publicación que aparece o se comunica de forma continuada con 
una periodicidad establecida, de carácter cultural o científico. 

Capítulo II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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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ículo 3.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1. El Gobierno aprobará y desarrollará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que serán elaborados, 
evaluados y actualizados periódicamente por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que irán acompañados de la 
dotación presupuestaria adecuada. 

Estos planes garantizarán la continuidad en el tiempo de las políticas de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para la consolidación de los hábitos lectores. 

2. Sin perjuicio de lo previsto en el apartado anterior, el Gobierno garantizará la colaboración 
interministerial, singularmente entre las administraciones responsables de Cultura y Educación en 
las actividades de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Los planes propuestos por el Gobierno establecerán 
objetivos genéricos y serán consensuados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simismo promoverán 
la colaboración con las entidades locales y otras instituciones y entidades tanto públicas como 
privadas. 

3. Las bibliotecas, muy especialmente las públicas, las escolares y las universitarias, 
desempeñan un papel insustituible en el desarrollo, mantenimiento y mejora de los hábitos de 
lectura, en la medida en que garantizan, en condiciones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el acceso de 
todos los ciudadanos al pensamiento y la cultura. A tal efecto el Gobierno apoyará e incentivará la 
apertura de las bibliotecas escolares a la comunidad de ciudadanos de su entorno, y su 
incorporación a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Promoverá para ello acuerdos con las administraciones 
autonómicas y locales correspondientes. 

Artículo 4.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1. Los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considerarán la lectura como una herramienta básica para 
el ejercicio del derecho a la educación y a la cultura, en el marco de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y 
subrayarán el interés general de la lectura en la vida cotidiana de la sociedad, mediante el fomento 
del hábito lector. Los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tendrán especial consideración con la 
población infantil y juvenil y con los sectores más desfavorecidos socialmente, con especial 
atención a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así como con el aprendizaje continuo de los ciudadanos 
de cualquier edad. 

2. Los planes prestarán especial atención a la potenciación de los servicios y a las dotaciones 
bibliográficas de las bibliotecas con el objetivo de facilitar el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y crear las 
condiciones favorables para la formación y el desarrollo de lectores. 

3. Entre las acciones que los planes comprendan se incluirán, en cooperación con las demá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competentes, la creación y utilización de instrumentos de análisis para 
conocer la realidad de la lectura y la situación de las bibliote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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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s planes se nutrirán tanto de las aportaciones del Estado, como de las que resulten de 
acuerdos y convenios de cooperación con otras administraciones e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y privadas. 

5. En el propio plan se incluirán las previsiones de medidas de evaluación y seguimiento que 
permitan valorar los logros alcanzados e introducir las mejoras oportunas. 

6. El Gobierno promoverá el especial compromiso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specialmente los medios públicos audiovisuales, con el fomento del hábito lector; promoverá este 
mismo compromiso con los medios de titularidad autonómica e incentivará la colaboración con los 
medios audiovisuales privados. 

Capítulo III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y de la industria del libro 

Artículo 5.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1.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sarrollará, con la participación y colaboración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campañas de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que se expresen en castellano o en cualesquiera 
de las lenguas oficiale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simismo, deberá colaborar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en las políticas de promoción literaria. 

2.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mantendrá un sistema de premios a favor de los 
autores de los principales ámbitos de la actividad literaria, cultural, científica y técnica. Los poderes 
públicos podrán establecer otras medidas de apoyo a los autores. 

3. En las campañas de promoción de los autores se dará especial importancia al reconocimiento 
de su labor creadora, y la de todos aquéllos que, con sus traducciones, han permitido el acceso a 
obras escritas en otras lenguas, así como al respeto y protección de sus derecho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Artículo 6.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en colaboración con instituciones culturales, promoverá la proyec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s lenguas españolas, con especial atención al espacio iberoamericano del libro en 
español. 

Desde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se prestará especial atención a las conmemoraciones de los 
autores españoles que se expresen en castellano o en cualquiera de las lenguas cooficiale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rtículo 7. Promoción de la industria editorial y del comercio del li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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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y sus organismos públicos establecerán programas de 
apoyo a la industria y al comercio del libro para garantizar la pluralidad y diversidad cultural y 
facilitar el acceso a la lectura en consideración a los valores culturales que el libro representa y a su 
importancia industrial y económica. Estos programas tendrán en cuenta a las librerías no sólo como 
lugares de venta de libros, sino también en su calidad de agentes culturales. 

2.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y sus organismos públicos colaborarán con las 
asociaciones de profesionales del sector del libro español en todas aquellas actividades relacionadas 
con el fomento del hábito lector y de la difusión del libro, en aquellas que propicien una mejor 
organización profesional y en el desarrollo de servicios que puedan repercutir en beneficio de los 
lectores o del comercio del libro, así como en el fomento de las tecnologías aplicadas a la gestión, 
los intercambios de información y la formación. Dicha actividad deberá realizarse en colaboración y 
cooperación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cuando afecte a entidades o actividades que se 
realicen en su territorio. 

Asimismo,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en colaboración con la industria del libro promoverán 
la gestión sostenible de las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mediante promoción de sistemas de 
certificación que garanticen la procedencia forestal ambientalmente responsable. 

3.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y sus organismos 
públicos contribuirán a la expans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industria del libro español. En particular 
podrán participar en las principales feri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relacionadas con el libro y 
fomentarán la asistencia de las empresas españolas del sector del libro a las mismas en el exterior y 
la apertura de nuevos mercados. 

4. Para lo dispuesto en los apartados anteriores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podrán articular 
fórmulas de colaboración y cooperación. 

Capítulo IV 

Régimen jurídico del libro 

Artículo 8. Número internacional de libros y publicaciones seriadas. 

1. E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número ISBN, es el número creado 
internacionalmente para dotar a cada libro de un código numérico que lo identifique, y que permite 
coordinar y normalizar la identificación de cualquier libro para localizarlo y facilitar su circulación 
en el mercado, estimulando la cooperación de los proveedores y usuarios de la información 
bibliográfica que constituye su objeto fundamental. 

2. En aplicación de las recomendaciones y orientaciones internacionales aprobadas por la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l ISBN, la Agencia Española del ISBN desarrolla el sistema del ISBN en 
nuestro país. La Agencia Española proporcionará a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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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os actualizados del ISBN, para garantizar la continuidad de la base de datos de libros editados 
en España y la de editoriales, gestionadas por dicho departamento. 

3. E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número ISSN, es el número internacional 
normalizado de publicaciones seriadas. En España su gestión corresponde a la Biblioteca Nacional 
sin perjuicio de las competencias que hayan asumido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4. Lo dispuesto en los apartados precedentes se entenderá, en todo caso, salvaguardando la 
competencia que en esta materia reserven a los gobiernos autonómicos sus respectivos Estatutos. 

Artículo 9. El precio fijo. 

1. Toda persona que edita, importa o reimporta libros está obligada a establecer un precio fijo de 
venta al público o de transacción al consumidor final de los libros que se editen, importen o 
reimporten, todo ello con independencia del lugar en que se realice la venta o del procedimiento u 
operador económico a través del cual se efectúa la transacción. 

Con el fin de garantizar una adecuada información el editor o importador quedará asimismo 
obligado a indicar en los libros por él editados o importados el precio fijo. 

2. En el caso de importación, el precio será el fijado por el primer importador y deberá ser 
respetado por los posteriores, salvo en los supuestos previstos en el artículo siguiente. 

3. El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podrá oscilar entre el 95 por 100 y el 100 por 100 del precio fijo. 

4. Cuando el libro se ponga a disposición del público formando una unidad o conjuntamente con 
discos, bandas magnéticas, cassettes, películas, fotografías, diapositivas, microformas o cualquier 
otro elemento y constituya una oferta editorial el precio fijo se determinará para la totalidad de los 
elementos que integren dicha oferta. 

5. El editor podrá establecer un precio fijo distinto para la venta de colecciones completas, 
inferior al resultante de la suma de cada uno de los títulos que componen dicha colección. 

6. En los casos de venta a plazos o a crédito se podrán establecer precios diferentes de acuerdo 
con el respectivo sistema de venta. 

7. El librero o cualquier otro operador económico, incluidos los mayoristas, cualquiera que sea 
su naturaleza jurídica, cuando realice transacciones al detalle está obligado a respetar el precio 
fijado por el editor. 

8. Sin perjuicio de lo dispuesto en la Ley 7/1996, de 15 de enero, de ordenación del comercio 
minorista, los establecimientos comerciales que se dediquen a la venta al por menor no podrán 
utilizar los libros como reclamo comercial para la venta de productos de naturaleza distinta. 

Artículo 10. Exclusiones al precio fi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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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 quedarán sometidos al régimen del precio fijo los siguientes supuestos: 

a) los libros de bibliófilo, entendiendo por tales los editados en número limitado para un público 
restringido, numerados correlativamente y de alta calidad formal. 

b) los libros artísticos, entendiendo por tales los editados total o parcialmente mediante métodos 
de artesanía para la reproducción de obras artísticas, los que incluyan ilustraciones ejecutadas en 
forma directa o manual o aquellos en los que se hayan utilizado encuadernaciones de artesanía. 

c) los libros antiguos o de ediciones agotadas. 

d) los libros usados. 

e) las suscripciones en fase de prepublicación. 

f) los ejemplares de las ediciones especiales destinadas a instituciones o entidades o a su 
distribución como elemento promocional, siempre que ostenten claramente dicha especificación. En 
el caso de su comercialización, tales ediciones sólo podrán ser objeto de venta a los miembros de las 
instituciones o entidades a las que van destinados y al precio fijado por el editor de aquellas. Las 
instituciones o entidades culturales de base asociativa que actúen como editores podrán fijar 
libremente un precio especial para los ejemplares destinados a sus miembros o asociados, debiendo 
figurar claramente esta especificación en dichos ejemplares. El resto de la edición quedará sometido 
al régimen general de precio fijo de venta al público que establece la presente Ley. 

g) los libros de texto y el material didáctico complementario editados principalmente para el 
desarrollo y aplicación de los currículos correspondientes a la Educación Primaria y a la Educación 
Secundaria Obligatoria. Entre los materiales didácticos a que se refiere este apartado quedan 
comprendidos tanto los materiales complementarios para uso del alumno como los de apoyo para el 
docente. Estos materiales podrán ser impresos o utilizar otro tipo de soporte. No tendrán el carácter 
de material didáctico complementario, a los efectos de lo dispuesto en el presente apartado, los que 
no desarrollen específicamente el currículo de una materia, aunque sirvan de complemento o ayuda 
didáctica, tales como diccionarios, atlas, libros de lecturas, medios audiovisuales o instrumental 
científico. 

h) los libros descatalogados. Se entiende que un libro ha sido descatalogado por el editor cuando 
no aparezca en su último catálogo o lo comunique por escrito a sus canales de distribución y venta y 
a la Agencia Española del ISBN o las Agencias autonómicas de ISBN correspondientes. La oferta y 
exposición de estos libros deberá realizarse separada y suficientemente indicada de la de los libros 
sujetos a precio fijo. 

i) el librero o detallista podrá aplicar precios inferiores al de venta al público a los libros 
editados o importados transcurridos dos años desde la última edición siempre que hayan sido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421 



附件五  六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相關法規 

ofertados por los mismos durante un período mínimo de seis meses. La oferta y exposición de estos 
libros deberá realizarse separada y suficientemente indicada de la de los libros sujetos a precio fijo. 

2. A efectos de lo dispuesto en las letras h) e i) del apartado anterior, el editor deberá dar 
cumplimiento, en su caso, a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67 del Texto Refundido de la Ley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aprobado por Real Decreto Legislativo 1/1996, de 12 de abril. 

Artículo 11. Excepciones al precio fijo. 

1. Sin perjuicio de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9 de esta Ley, podrán aplicarse precios inferiores 
al de venta al público en los siguientes casos: 

a) En el Día del Libro y Ferias del Libro, Congresos o Exposiciones del Libro, siempre que así 
lo determinen sus entidades organizadoras, cuando éstas pertenezcan a los sectores de la edición y 
comercialización del libro, un descuento de hasta un máximo del 10 por ciento del precio fijo. 

b) Cuando el consumidor final sean Bibliotecas, Archivos, Museos, Centros Escolares, 
Universidades o Instituciones o Centros cuyo fin fundacional sea científico o de investigación, un 
descuento de hasta el 15 por ciento del precio fijo. 

c) Mediante acuerdo entre editores, distribuidores y libreros, podrá establecerse una oferta anual 
de precios para fondos específicos, periodos concretos y delimitados en el tiempo. 

2. Lo dispuesto en este artículo respecto a los descuentos de los libros debe entenderse sin 
perjuicio de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14 de la Ley 7/1996, de 15 de enero, de Ordenación del 
Comercio Minorista. 

Capítulo V 

Las bibliotecas 

Artículo 12. Misión, principios y valores de las bibliotecas. 

1.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en el ámbito de sus respectivas competencias, garantizarán el 
acceso de los ciudadanos a las bibliotecas con la finalidad de promover la difusión del pensamiento 
y la cultura contribuyendo a la transformación de la información en conocimiento, y al desarrollo 
cultural y la investigación. Asimismo, las bibliotecas contribuirán a la promoción de las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las comunicaciones, procurarán de forma activa su mejor conocimiento y 
manejo y fomentarán su uso por parte de todos los ciudadanos. 

2. Los principios y valores de las biblioteca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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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 libertad intelectual, el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y el respeto a los derechos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b) La igualdad para que todos los usuarios accedan a los materiales, instalaciones y servicios de 
la biblioteca, sin discriminación por razón de origen, etnia, religión, ideología, género u orientación 
sexual, edad, discapacidad, recursos económicos o cualquier otra circunstancia personal o social; 

c) La pluralidad, en virtud de la cual se deberá adquirir, preservar y hacer accesible la mayor 
variedad posible de documentos que reflejen la diversidad de la sociedad y su riqueza lingüística e 
iconográfica; 

d) El respeto del derecho de cada usuario a la privacidad y la confidencialidad de la información 
que busca o recibe, así como de los recursos que consulta, toma en préstamo, adquiere o transmite, 
protegiendo sus datos personales en los términos establecidos por las leyes. 

3. Lo previsto en los apartados anteriores se entenderá sin perjuicio de lo dispuesto por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en materia de bibliotecas y por lo dispuesto para las bibliotecas escolares 
por la legislación en materia educativa. 

Artículo 13. Bibliotecas públicas. 

Sin perjuicio de las competencia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y de las entidades locales,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relación con las bibliotecas de su titularidad y en sus 
relaciones en materia bibliotecaria con el resto de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se regirá por los 
siguientes principios y criterios en todo lo relativo a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1.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son el medio por el que los poderes públicos posibilitan el ejercicio 
efectivo del derecho de todos los ciudadanos para acceder a la información, la educación y la 
cultura en el contexto de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y el Conocimiento. 

2. Se considerarán bibliotecas públicas aquellas bibliotecas que, sostenidas por organismos 
públicos o privados, se ofrecen abiertas a todos los ciudadanos, sin discriminación por ninguna 
circunstancia personal o social, a través de un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publicados o difundidos de 
carácter general.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regularán la forma en que hayan de ser reconocidas 
como tales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de titularidad privada. 

3. El servicio de biblioteca pública deberá poder ser utilizado por cualquier ciudadano 
independientemente de su lugar de origen o residencia y será atendido por personal especializado y 
con horario de servicio adecuado a las necesidades de los ciudadanos de acuerdo a lo previsto en la 
legislación de régimen local.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regularán la forma en que se proveerá, 
con el concurso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locales, la prestación de servicios de biblioteca pública. 

4. Se consideran servicios básicos de toda biblioteca pública los sigui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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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ulta en sala de las publicaciones que integren su fondo. 

b) Préstamo individual y colectivo. 

c) Información y orientación para el uso de la biblioteca y la satisfacción de las necesidades 
informativas de los ciudadanos. 

d)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digital a través de Internet o las redes análogas que se pueden 
desarrollar, así como la formación para su mejor manejo. 

5. Los ciudadanos accederán a los servicios básicos de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de forma libre y 
gratuita. 

Artículo 14. 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1. 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previsto en la Ley 16/1985, de 25 de junio, comprende el 
conjunto de órganos, centros y medios que, mediante relaciones de cooperación y coordinación, 
actúan conjuntamente con la finalidad de desarrollar los servicios bibliotecarios. 

2. Forman parte d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a)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la Biblioteca Nacional y el resto de las bibliotecas de titularidad 
estatal. 

b) El Consejo de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c) Los sistemas bibliotecarios autonómicos, provinciales y locales, y de todo tipo de entidades 
privadas en función de las relaciones de cooperación basadas en el principio de voluntariedad que 
se establezca, y sin perjuicio de la aplicación de su respectiva normativa. 

3. En el marco d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cada administración en el ámbito de sus 
competencias promoverá un desarrollo equilibrado, coherente, progresivo, innovador y constante 
del conjunto de bibliotecas, sistemas, redes y consorcios existentes en España y fomentará la 
igualdad en el acceso a un servicio público de biblioteca de calidad en el conjunto del Estado para 
que no se produzcan desigualdades entre los ciudadanos de sus distintas zonas o de los municipios 
con menor índice de población. Para la consecución de tales fines,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en 
cooperación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esarrollará, entre otras, las siguientes funciones: 

a) La creación, dotación y fomento de las bibliotecas, de acuerdo con la normativa vigente, 
previa consulta o, en su caso, previo acuerdo con la comunidad autónoma correspondiente. 

b) La propuesta y el impulso de todo tipo de iniciativas y proyectos bibliotec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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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 conservación y difusión del patrimonio bibliográfico siendo el responsable de la 
elaboración del Catálogo Colectivo del Patrimonio Bibliográfico. 

d) La normalización y coordinación de la actuación de las bibliotecas y unidades relacionadas 
con ellas que sean de titularidad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y sus Organismos 
Públicos. Reglamentariamente se establecerán los mecanismos de dicha normalización. Además,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del Estado gestionadas por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mantendrán vínculos de 
relación con el resto de las bibliotecas públicas del Estado en régimen de mutua cooperación. 

e) La promoción de la formación permanente del personal de las bibliotecas con medios 
adecuados y suficientes y fomentar el intercambio de bibliotecarios mediante el desarrollo de 
program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con la cooperación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f) El impulso de la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y el desarrollo e innovación tecnológica dentro del 
ámbito bibliotecario así como la realización de proyectos de investigación en cooperación con otras 
instituciones científicas y culturales, en cooperación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Las 
bibliotecas podrán ser centros promotores de proyectos de investigación y los bibliotecarios podrán 
presentarse como personal investigador a convocatori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4.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sin perjuicio de las competencia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y 
de acuerdo con las pautas y recomendaciones de la Unión Europea y de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la materia, promoverá la creación de bibliotecas digitales de acuerdo con los 
siguientes criterios: 

a) La accesibilidad en línea, como condición previa para optimizar los beneficios que pueden 
extraer de la información los ciudadanos, los investigadores y las empresas, 

b) La digitalización de colecciones analógicas para ampliar su uso en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y 

c) La preservación y almacenamiento para garantizar que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puedan 
acceder al material digital y evitar la pérdida de contenidos preciosos. 

5. La participación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en los sistemas bibliotecarios autonómicos vendrá 
delimitada por lo establecido en los respectivos convenios o acuerdos que, a tal fin, se suscriban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6. Las bibliotecas integradas en 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deberán ser necesariamente 
accesibles para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Las de nueva creación, lo serán desde su puesta en 
funcionamiento; las que ya existan, y que no reúnan los requisitos de accesibilidad, deberán 
acondicionarse con arreglo a las disposiciones y plazos establecidos en la Ley 51/2003, de 2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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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iembre,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no discriminación y accesibilidad universal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Artículo 15. La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1. La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comprende los vínculos que, con carácter voluntario, se 
establecen entre las bibliotecas y sistemas bibliotecarios dependientes de las diferente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y de todo tipo de entidades privadas para intercambiar información, ideas, 
servicios, conocimientos especializados y medios con la finalidad de optimizar los recursos y 
desarrollar los servicios bibliotecarios.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colaboración con 
el resto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y todo tipo de entidades privadas, promoverán e 
impulsarán la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mediante el establecimiento de planes específicos que se 
evaluarán y actualizarán periódicamente. 

2. El Consejo de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es el órgano colegiado de composición 
interadministrativa que canalizará la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entre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Su composición, que se desarrollará reglamentariamente, en el plazo máximo de un año, se 
consensuará co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e incluirá, al menos, a representant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e las entidades locales y del 
Consejo de Universidades. Asimismo, habrá una representación de las sociedades profesionales de 
bibliotecarios, con derecho a voz pero sin voto. 

3. Sin perjuicio de las competencias que correspondan a las demá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promoverá y fomentará la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garantizando la 
presencia española en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y a través de la participación en proyectos con los 
organismos responsables de las bibliotecas en cada país y con las propias bibliotecas, especialmente 
en el área europea e iberoamericana. 

4. Corresponderá al Consejo de Cooperación Bibliotecaria, al menos, la elaboración de planes 
específicos para favorecer y promover el desarrollo y la mejora de las condiciones de las bibliotecas 
y sus servicios, que se evaluarán y actualizarán periódicamente. Entre otros objetivos, estos planes 
promoverán la prestación de servicios básicos, la incorporación de la diversidad lingüística del 
Estado español, la adopción de estándares e indicadores que faciliten un servicio público de calidad 
e impulsarán programas de formación permanente del personal de bibliotecas. 

Capítulo VI 

Régimen sancionador 

Artículo 16. La potestad sancion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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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otestad sancionadora regulada en esta Ley se ejercerá, en todo lo no previsto en ella, de 
conformidad con lo dispuesto en la Ley 30/1992, de 26 de noviembre, de Régimen Jurídico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y del Procedimiento Administrativo Común. Su ejercicio corresponderá 
a los órganos competente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que la tengan atribuida por razón de la 
materia. 

Cuando se inicie un expediente sancionador por infracción grave, el órgano que lo haya 
ordenado dará traslado a los órganos competentes que correspondan en materia de contratación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y en materia de subvenciones otorgadas por éstas, por si los hechos 
pudieran, en su caso, ser constitutivos de prohibición o limitación en la facultad de contratar o de 
recibir subvenciones, de acuerdo con la normativa que le sea de aplicación. 

Artículo 17. Infracciones y sanciones en el ámbito del precio fijo y publicidad en la venta de 
libros y por discriminación por razón de discapacidad. 

1. Se considerarán infracciones leves, sin perjuicio de lo que disponga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l menos, las siguientes: 

a) La falta de indicación del precio de venta en cada ejemplar de una edición, correspondiente a 
un libro, de conformidad con lo previsto en el artículo 9 de esta Ley. 

b) La oferta o la venta de un ejemplar de un libro al público a un precio distinto al fijado de 
acuerdo con lo dispuesto en el capítulo IV de esta Ley. 

c) La obstrucción de la función inspectora. 

2. Se considerarán infracciones graves, sin perjuicio de lo que dispongan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l menos, las siguientes: 

a) La venta de más de un ejemplar de un libro al público a un precio distinto al fijado de acuerdo 
con lo dispuesto en el capítulo IV de esta Ley 

b) La utilización del libro como reclamo comercial para la venta de productos de naturaleza 
distinta en una campaña publicitaria, de conformidad con lo dispuesto en el artículo 9.8. 

c) La obstrucción grave de la función inspectora. 

d) La discriminación, por razón de discapacidad, que impida tanto a los usuarios como a los 
propios profesionales de las bibliotecas acceder a los materiales, instalaciones y servicios de la 
biblioteca en igualdad de condiciones con el resto de los ciudadanos. 

3. Por la comisión de las infracciones leves recogidas en este artículo, se impondrán, al menos, 
las siguientes sanci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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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a de 1.000 a 10.000 euros. 

b) Las infracciones leves, en función de sus circunstancias, podrán llevar aparejada una 
amonestación privada. 

4. Por la comisión de las infracciones graves recogidas en este artículo se impondrán, al menos, 
las siguientes sanciones: 

a) Multa de 10.001 a 100.000 euros. 

b) Las infracciones graves, en función de sus circunstancias, podrán llevar aparejada 
amonestación pública, con publicación en el Diario Oficial de la comunidad autónoma 
correspondiente y en dos periódicos de difusión autonómica, una vez que la resolución 
sancionadora tenga carácter firme, a costa del sancionado. 

5. Las responsabilidades administrativas por el incumplimiento de las obligaciones establecidas 
en el presente capítulo se entenderán sin perjuicio de las acciones legales que puedan ejercitarse al 
amparo de la legislación específica de competencia desleal, para los supuestos de la obtención de 
las ventajas competitivas adquiridas mediante la infracción de una norma jurídica. 

Disposición adicional primera. Depósito legal. 

El depósito legal tiene por misión fundamental la preservación de la cultura, haciendo posible 
que cualquier persona pueda acceder al patrimonio cultural, intelectual y bibliográfico, así como 
coadyuvar a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de autor en el ámbito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La 
observancia de la obligación de constituir el depósito legal es una condición imprescindible para 
garantizar el derecho de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de todos los ciudadanos, y deberá realizarse en los 
términos establecidos en la normativa que resulte de aplicación; por lo que el Gobierno, en el plazo 
máximo de un año, remitirá un proyecto de ley para adaptar la normativa vigente a la realidad del 
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 a la aparición de nuevos soportes y a los cambios producidos en el sector 
editorial. 

Disposición adicional segunda. El Observatorio de la Lectura y del Libro. 

El Observatorio de la Lectura y del Libro, dependiente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con el carácter 
de órgano colegiado, tendrá como objetivo el análisis permanente de la situación del libro, la lectura 
y las bibliotecas. Le corresponderá también promover la colaboración institucional, en especial con 
observatorios u órganos de similares funciones que existan en las administraciones autonómicas y 
locales, el asesoramiento, la elaboración de informes, estudios y propuestas de actuación en materia 
de lectura, del libro y de las bibliotecas. Su composición, competencias y funcionamiento se 
regularán reglamentariamente, asegurando la presencia en este órgano de todos los sectores 
comprometidos y afectados por esta 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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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ición adicional tercera. Del acceso a la lectura, al libro y a las biblioteca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1. La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en el ámbito de sus respectivas competencias, promoverán el 
acceso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a la lectura, al libro, y a las bibliotecas, velando por un uso 
regular, normalizado y sin discriminaciones de este tipo de servicios, bienes y productos culturales. 

2. Los planes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y los programas de apoyo a la industria del libro tendrán 
en cuenta las necesidades particulare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especialmente en la 
promoción, difusión y normalización de formatos y métodos accesibles, como los soportes en 
alfabeto braille, los soportes sonoros, los soportes digitales o los sistemas de lectura fácil. 

3. A los fines establecidos en los apartados anteriores,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las demás 
administraciones públicas suscribirán convenios de colaboración con las entidades de iniciativa 
social, sin ánimo de lucro, del sector de la discapacidad. 

Disposición adicional cuarta. Publicaciones oficiales de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En el caso de los libros publicados por la Administración General del Estado y sus Organismos 
Públicos, y sin perjuicio de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9 de esta Ley, será de aplicación lo 
dispuesto en el Real Decreto 118/2001, de 9 de febrero, de ordenación de publicaciones oficiales y 
su normativa de desarrollo. 

Disposición transitoria única. Vigencia temporal de determinadas normas. 

Mantendrán su vigencia, en tanto no se adopte la correspondiente normativa de desarrollo: 

a) En lo relativo al depósito legal, la Orden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iencia de 30 de 
octubre de 1971 y la Orden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iencia de 20 de febrero de 1973. 

b) El Decreto 2984/1972, de 2 noviembre, por el que se establece la obligación de consignar en 
toda clase de libros y folletos el número ISBN. 

c) La Orden de 25 marzo de 1987, por la que se regula la Agencia Española del ISBN (Sistema 
Internacional de Numeración de Libros). 

d) El Real Decreto 582/1989, de 19 de mayo, por el que se aprueba el Reglamento de 
Bibliotecas Públicas del Estado y del Sistema Español de Bibliotecas. 

e) Los artículos 6 y 7 del Real Decreto 484/1990, de 30 de marzo, de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de libros. 

Disposición derogatoria única. Derogación norm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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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edan derogadas todas las normas de igual o inferior rango en lo que contradigan o se 
opongan a lo dispuesto en la presente Ley. 

2. Quedan derogadas expresamente las siguientes disposiciones: 

a) La Ley 9/1975, de 12 de marzo, del Libro, salvo las secciones tercera y cuarta de su capítulo 
III. 

b) El artículo 38 del Real Decreto-Ley 6/2000, de 23 de junio, de medidas urgentes de 
intensificación de la competencia en mercados de bienes y servicios. 

c) El Real Decreto 484/1990, de 30 de marzo, de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de libros, con la 
excepción de los artículos 6 y 7 que mantendrán su vigencia en tanto no se adopte la 
correspondiente normativa de desarrollo. 

Disposición final primera. Modificaciones de la Ley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El texto refundido de la Ley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aprobado por el Real Decreto Legislativo 
1/1996, de 12 de abril, se modifica en los siguientes términos: 

Uno. El apartado 4 del artículo 19 queda redactado en los siguientes térm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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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2007 年 6 月 22 日第 10 號「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 
 

序言 
 
壹 

 二十世紀閱讀和書本開始有了新的概念和定義；幾世紀以來，書本一直維持著特定單一

的格式，就如同閱讀被定義成個人對書本內容進行的閱讀動作。現今，閱讀則被視為人格發

展與社會化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說，閱讀是培養個人能力與民主共存，並使之能在「資訊社

會」有所發展之基本要素。公民透過各種方式與資源獲得大量資訊，因而在此情況下，更須

具備將資訊轉換成知識的技能，這種技能則係透過閱讀習慣來獲得。唯有如此，公民才能參

與及享有「知識社會」提供的平等機會：閱讀，是我們由自己的角度選擇觀點，進而使我們

反思、思考和創造。 
 
 本「閱讀、書籍，與圖書館法」建構於憲法框架中，並以促進和睦共存為原則。該法係

顧及“閱讀”之多樣化特性，以及認同“書籍”形式之多元性而衍生之措施；為符合新的實際情

況，有必要重新定義某些基本概念，並擴大這些概念的語義範圍，同時亦須依據新的實際情

況來執行新規定，這也是本法的主要目的。 
 
 閱讀就是個體在解碼的過程中理解並內化符號的含意，由此獲得訊息和知識，應是平易

近人的，因此，是一種讓公民能平等地獲得知識的權利。閱讀能夠豐富及發展個人應有之批

判能力，因此透過閱讀行為，除了公民價值之外，也獲得個人發展必需的技能與資源：日常

生活應是受制於能使人類更進步的閱讀能力。 
 
 豐富的資訊迫使人們學習和努力，因此應盡量享受其成果。 
 
 本法旨在集取閱讀及其環境不可取代的價值，因此，各領域與行政機關以尊重各自職權

為前提，將認同並推動有助獲得和發展閱讀習慣的行動，盡可能達到最高效率與最理想的目

的：一個閱讀的社會。 
 
 無論是文化教育或社會政策等公共部門，亦或私人部門，這樣的行動是沒有截止日期的，

因此，是每個人都無法推卸的責任。歐盟各國對於促進閱讀也極力關切，那些社會已經達到

高度閱讀水準的國家正是我們的參考範例；同時，近年來閱讀的功用與重要性在我國也越來

越受矚目。在圖書產業的共同合作下，中央政府、自治區政府，與地方單位已推行不少舉措；

亦因此，對閱讀的蠢動在媒體、論壇，與各式語言組織隨處可見，同時也成為社會關注與討

論的目標，特別是在學校。 
 閱讀及其發展被視為在資訊社會中行使教育文化權利的基本工具；因此，衍生許多加強

閱讀的計畫，強調閱讀在社會日常生活的益處和媒體扮演的關鍵角色，公共媒體尤其應該發

揮推廣圖書與鼓勵閱讀習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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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閱讀重要性的辯論，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多個國際組織提出報告數據，質疑西

班牙學校青少年的閱讀理解能力；然而，這些數據亦有其正面效果，因其指出閱讀的重要性

在於它是評定學習效能的決定性橫向工具。最新校園圖書館研究報告結果讓大眾瞭解到加強

學生閱讀習慣的必要性，而這除了需仰賴物質與人力資源，亦須對該類型圖書館在教育中能

夠且應當具備的功能提出適當規劃。而法令政策層面也已跨出意義非凡的一步：「教育組織法」

首次在第 113 條規定，所有公立學校必需設立圖書館，以增進閱讀，並幫助學生獲得所有學

習領域的資訊，成為參與知識社會不可或缺之動力。學生獲得的資訊必需具備適當的形式與

內容，以及正確的語言用法，只有在拼字、表達和文法等都是正確範例的情形下，學生才能

掌握資訊社會所需之技能：清楚地瞭解與表達。詳盡的文本是教師和學生最佳的資源。 
 
 另一方面，推廣閱讀也是支持西班牙圖書業未來最佳的方式之一，無論以文化或產業面

來看皆然。書籍與圖書業以往係受書籍法第 9/1975 年 3 月 12 日條款約束，但其大部分條文

都已被新憲法所修改，無論是與權利和自由相關的條款，或是新憲法設制的領土框架。1978
年西班牙憲法第 44 條規定，公共機關應監督推動促使大家都有權接觸文化事物；而該條款應

連同第 149.2 條共同闡明，其指出，在無損各自治區權限之下，政府將視文化服務為基本義

務與職責，並於其同意和尊重憲法與自治區法規設定之權限框架下，促進各自治區的文化溝

通交流。 
 
 書籍作為文化表達的典範，政府對其支持可明見於本法，同時，對於與書籍相關之主角

亦表認同。一方面，在無損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之下，對作家、作者、譯者、插畫家，和編

輯等創作者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少了這些人就不會有書籍作品的存在；另一方面，本法提到

我國主要文化產業-圖書業的推廣，特別感謝書商扮演的文化經紀工作。同樣地，也認同政府

支持西班牙語書籍須擴展其國際市場，傳統上因文化語言上互有連繫而以拉丁美洲為主要市

場，但也有志打入所有市場和不同語言之地區。同時，為顧及所有官方語言，亦表明對西班

牙國內之語言多樣性的保護及推動意願。 
 
 關於書籍銷售與相關出版物之立法，主要起因於買賣書籍並非純粹是提供某件商品的信

念：它（書籍）是描寫人類思想、科學和文學創作的有形支架，使得閱讀能成為人類特有的

能力。這些創作的傳播、其文化價值與多元性，無論在其內容品質管控或行銷皆須有一定程

度的保障，使更多讀者能夠接觸到它們；而這個目標須仰賴書籍固定價格或單一定價系統來

達成，該系統能夠讓快速再版或需較長時間才再版之書籍共存在市場上，如此一來書店不僅

能提供最新作品，同時也能具有讓大眾能平等多樣接觸文化之藏書，如同上述我國憲法第 44
條所規定。 
 
 承上述，本法致力於西班牙沿襲過去以來之單一定價系統，此系統很明顯地亦為大多數

歐盟國家所採行；在這方面，歐洲相關單位機構已明文認可西國書籍固定價格法令與歐盟法

規之兼容性，而歐洲議會也主張擬訂關於書籍固定價格之立法提案；同樣地，拉美國家也認

同並加強該類型定價系統立法。 
 本法力求穩固固定價格通則，以合法範疇規範業者特定義務，甚至明令禁止將書籍作為

用來販售其他不同性質產品之商業宣傳。然而，2000 年 6 月 23 日第 6 號皇家法令的教科書

432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附件五  六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相關法規  

定價制度因開放教科書折扣，所以目前該機制被摒除在固定價格系統之外。根據過往經驗，

建議將此獨特之自由折扣系統改為自由定價機制，如此不但有利民眾及家庭節省開銷，亦無

損零售書商利益，因為必須能夠保護現有的書店網路，才能維護多元文化的生存。 
 
 此外，現行之法律已與近幾十年來快速科技發展的現實脫鉤，現今西班牙的圖書與相關

出版業雖已嶄露成熟健全的特質，但同時也面臨新科技及其變化，還有其他無論是產業本身

或市場動態等因素帶來的挑戰，而如此快速的科技轉變造成的結果就是必需重新賦予書籍新

的定義，也是本法擬訂的目標之一。 
 
 同樣地，新的資訊和通訊技術以決定性的方式影響了圖書館這類型的基礎公共服務形式。

依西班牙圖書系統的逐步發展和圖書館的技術演進來看，須重新定義中央政府在該領域扮演

的角色，一方面有利推動西班牙圖書系統互相合作管道，另一方面可增進國有圖書館間的協

調工作。中央政府在與自治區對口機關合作下，應負責研判整體發展情形，全面掌握所有系

統、網路、聯合會，以及隸屬任何公家或私人機關圖書館之概況，以確保有關行政單位能隨

時察覺不足與不平等之處，並依國家法令權限規定給予資源及補強。 
 
 據前述，本「閱讀、書籍，與圖書館法」就文化與市場經濟等雙面考量，來制定與書籍

相關活動之特殊法律制度，不僅為圖書館和推廣閱讀提供了共同的框架，同時，在國家權限

範圍內，顧及上至創意活動，下至最終讀者等各產業之需要。 
 
 本法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為一般規定，第二章為推廣閱讀，第三章係關於推動作者

與圖書產業，第四章為圖書法令制度，第五章為圖書館規範，第六章為懲處條例。 
 

貳 
 第一章定名為一般規定，內含兩項條文。第一條為該條款適用範圍與對象：書籍推廣，

增進閱讀與圖書館發展。 
 
 第二條則是依法律準確性來定義書籍、系列出版品（期刊）、出版商、經銷商、書商、最

終消費者、圖書館、數位圖書館、印刷/製造商，與期刊等項目。 
 

叁 
 第二章題為推廣閱讀，認為閱讀是不斷學習的基本工具，並強調閱讀在日常社會生活的

廣泛益處，同時也提到書籍內容圖像與外觀對美學的貢獻，認為應將其視為一種文化價值來

推廣。為此，訂定增進閱讀計畫與推廣活動，加強圖書捐贈與服務，提倡公家機關與企業、

協會、與基金會合作以促進閱讀風氣，並使用分析工具進行相關活動之評估。 
 

肆 
 第三章名為推動作家與圖書和相關出版物產業，一方面列出西班牙作家之推廣活動，並

設立鼓勵文學、科學與技術等書籍領域之全國性獎項，另一方面，也提出支持圖書產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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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產業增進管理技術、交換資訊及培訓等；同時，提到官方對國內外書展的參與和支持，

並特別指出應鞏固教科書與插畫作者之行銷權益，協助民間業者參與國內外書展等。作為支

持機關，本法在附加條款第二條中規定，須成立閱讀與書籍觀測站。 
 

伍 
 第四章為圖書法令制度，規範書籍固定價格，並列舉例外與特例。依照 6/2000 年 6 月 23
日皇家法令修改條文，教科書並不受固定價格系統規範。同時，也增加書籍國際編號與期刊

的定義。 
 

陸 
 第五章為圖書館規範，集結圖書館專業人員與相關國際組織之最大共識所訂立的原則、

價值與規範。另外，圖書館活動在資訊與通訊技術衝擊下，同樣也將在重要領域善用新技術。 
 

此外，明定中央政府在圖書館領域特有之利益與目標，同時也提到達成這些利益和目標

的方式與途徑，及其基本結構的定義。另外也特別提到的西班牙圖書館系統，強調不同行政

機關間的自願合作關係。 
 
 西班牙文化語言表達的呈現，及其與歷史的融合皆為其豐富之文化遺產。藉由新技術的

幫助，透過數位圖書館傳播這些珍貴的文化寶藏，讓民眾能更方便地接觸文化事物，從而貢

獻知識社會；再者，這樣的數位文物還可融入歐洲數位圖書館，這個計畫須仰賴不同的行政

機關、業者，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來達成。 
 

柒 
 第六章旨在保障本法內容，在尊重各自治區權限下，控管書籍固定價格與行銷廣告方面

之違法情事，並給予制裁，同時也陳列會招致懲罰之非法行為類別。 
 
 本法的制定與程序係徵詢各自治區與相關產業，並統整其意見與強制報告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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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推廣閱讀 

 
第三條 推廣閱讀 

1. 中央政府將會通過並進行推廣閱讀計畫，由文化部負責編輯、評鑑以及定期更

新，期間也有適當的預算來進行這些活動。 
這些計畫將確保從推廣閱讀措施實施開始到閱讀習慣養成之間的延續性。 

2. 在不違悖上述條件下，中央政府將保證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特別是文化部及

教育部兩個主要負責推廣閱讀活動的行政機關。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提案將有主

要目標，這些目標會與各個自治區達成共識。同時，也會促進與當地的機構團

體或其他公共或民營組織單位之間共同合作。 
3. 公立、校內及大學內之圖書館在閱讀習慣養成計畫的實踐和發展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其確保每位市民皆享有相同的使用權，人人都有機會

受到思想以及文化薰陶。為達此目的，中央政府支持以及鼓勵學校圖書館對外

開放給住在附近的市民；另外，也推動新科技設備的裝置。政府將會積極促進

與各自治區行政機關或當地行政單位之間的合作協議。 
 
第四條 推廣閱讀計畫 

1. 推廣閱讀計畫的宗旨是：閱讀如同行使教育和文化權的基本工具，在信息社會

框架內，透過鼓勵閱讀習慣的養成，強調閱讀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的整體利益。

這個鼓勵閱讀計畫會特別關注孩童、青少年以及社會階層較不受益的族群，亦

予身心障礙者特別的照顧，就如同其他市民在各個年齡階層的持續學習。 
2. 此些計畫特別強調圖書館的服務效率以及館藏書目及數量，使讀者能夠更容易

的擷取資訊並且發展他們成為愛讀書的人而建立的有利條件。 
3. 此些計畫項目當中還包含了與其他公共主管行政機構的合作，共同開發瞭解讀

者閱讀的情況以及圖書館的營運效能所設計與採用的分析工具。 
4. 這些計畫將獲得國家補助以及與之有簽訂合作協議的其他公立或民營之行政組

織機關的相關資金。 
5. 計畫本身還包含了預期的評鑑與追蹤措施，為了能夠評量達到的成果以及進行

適當的改善。 
6. 中央政府將推動與傳播媒體之間特別的協議，在閱讀習慣養成的計畫上，積極

促進與公共傳媒間的合作；同時，在這份相同協議的基礎上，促進與自治區的

傳播媒體以及民間傳播媒體之間的合作。 
 

第三章 
推廣作者創作與促進圖書業發展 

 
第五條 鼓勵作者創作 

1. 文化部將偕自治區共同參與及合作發展共同行銷使用西班牙語或其他自治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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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語言寫作之作者。同時，在其文學著作的行銷策略上，文化部應與自治區政

府共同合作。 
2. 中央政府將建立一套獎勵制度鼓勵主流文學界、文化界、學術界和科學技術界

中的作者。公共機關也可以建立其他的獎勵辦法來鼓勵作者創作。 
3. 在宣傳作者活動終將特別注重作者的創作能力，且包括翻譯書原著作者，由於

彼等付出，讓民眾有機會接觸到其他語言的創作，因此應重視並保護彼等智慧

財產權。 
 
第六條 
文化部與其他文化單位的參與及合作，共同推動西班牙語國際計畫，這項計畫將特別重視西

班牙語圖書在伊比利亞美洲（拉丁美洲）的推廣。文化部也會特別重視以西班牙語或其他自

治區官方語言寫作的西班牙作家。 
 
第七條 促進出版業與圖書業貿易 

1. 鑒於一本書籍所代表之文化價值以及對該產業和經濟的重異性，中央政府及其

公共機構將共同制定支持出版業和圖書業貿易之方案，以保證文化多元性及多

樣性，以及建立閱讀的可及性。這些方案應該注意到書店不單為書籍販售場所，

同時應為圖書品質的文化代表媒介。 
2. 中央政府及其公共機構將與西班牙圖書產業之專門單位共同努力合作，一方面

針對所有與鼓勵閱讀習慣及推廣圖書出版品相關活動，另一方面則在有利於讀

者和圖書業者情形下，改善專業佈局與服務；如同推廣應用科技的方式進行管

理、訊息交換和培訓。 
這項活動須與自治區政府共同合作進行，尤其涉及到某自治區域之機構單位權

責。同時，與圖書業共同合作的公家機關可透過證照制度的建立，確保（用來

製作紙漿的）森林木材來源以促進出版製造業的永續經營。 
3. 自治區政府及其公共機構應共同合作推廣西班牙圖書產業於國際市場。特別是

參與國內外主要書展，並鼓勵西班牙圖書出版公司積極參與國外的書展以打開

新的國際市場。 
4. 為了達到前述事項，公共機構應建立一套合作方案。 

 
第四章 

書籍的司法制度 
 

第八條 圖書和期刊出版品的國際標準書號 
1. 國際標準書號（ISBN）為國際通用出版物代號，用為辨識管理之序列號碼，以

明確找到該出版物以及便於書籍在市場上流通，且鼓勵供應商和圖書使用者之

間的合作為其最主要目的。 
2.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所通過法案之執行，係由西班牙文化部負責國內國際標準書

號制度之發展，據以制定合法條件，且不損及自治區權限為基準。 
3. 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是國際通用的期刊出版代號。在西班牙是由國家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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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進行管理，以不損害自治區的權限為基準。 
4. 上面所述，可以理解為保留權限給自治區政府所制訂之法規。 

 
第九條 定價 

1. 所有發行、進口或再進口圖書之出版商或圖書貿易商均應制定一個零售價或對

最終消費者之單一定價，已制定之售價無關書本銷售或販售交易地點。 
為提供明確資訊，出版商或圖書進口商有義務清楚標明圖書的定價。 
2. 如為進口圖書，其定價應由最初進口商制定，其後圖書貿易商應該遵循這個定

價，除了下一條款（第十款）法條所述例外。 
3. 圖書的零售價可以允許定價百分之五以內的波動。 
4. 當圖書單本售賣或另外附有光碟片、碟帶、卡帶、影片、相片、幻燈片、微縮

膠片或其他類型的附屬品以成套的方式促銷時，定價應考量附屬品後一致制

定。 
5. 倘出版商銷售一整套圖書，可制定比單本單價加總要低之價格。 
6. 如以分期付款或是以信貸方式交易，可根據不同付款方式制定與定價不同之價

格。 
7. 與零售商進行圖書買賣時，書商或其他圖書貿易商（包括批發商）均有義務遵

循出版商所制定的定價。 
8. 原則不違悖 1996 年 1 月 15 日第 7 號法案零售商營業相關規定，零售之營業場

所不可以圖書作為商業廣告而販售其他性質不同之商品。 
 
第十條 免除定價之圖書 

1. 可免除定價制度之圖書如下： 
a)藏書類：一般為限量出版品，目標族群有限，連續編號且印刷精緻。 
b)藝術圖書類：一般為全部或部分工藝作品的圖書編輯，使用工藝方法讓藝術

作品再現，其中包括直接創作或手繪插圖，抑或以手工藝品裝訂之書籍。 
c)老舊書籍或已絕版書籍。 
e)在圖書出版前之訂閱書籍。 
f)專門為特定機構或團體所出版發行之出版物，或是將其作為促銷產品之出版物，

均應清楚標示其屬性。倘此類出版品計畫銷售，僅可銷售給同一機構或團體

成員，並以出版商制定定價售出。倘特定文化機關或團體自為出版者，其售

予機關或團體內成員或其他相關單位成員之出版物，可以特別之定價，且須

標示清楚。其他出版品則需遵守此法案所訂立的定價（零售價）制度。 
g)在不同階段的學習課程當中，專門為國小和國中義務教育所編輯出版之教科

書及輔助教材。此謂教材包含學生所使用的輔助材料與教師所使用之教材，

可為印刷品也可為其他方式呈現之教材。以下教材不包含在輔助教材範圍裡

（非用以進行特定課程主題，既使有助教學），如辭典、地圖集、課外讀物、

視聽媒體或科學儀器。 
h)在出版目錄冊上被取消之圖書，指特定圖書被出版商自最新出版目錄冊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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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或以書面方式通知其經銷管道、銷售管道以及西班牙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或不同自治區相應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該等圖書之優惠和展示須與其他標

有定價之圖書清楚區隔。 
i)距上一次印刷發行或進口已經超過兩年且已經在市面上銷售最少六個月以上

之圖書，書商或零售商可以較零售價優惠之價。這些圖書的促銷和展示需和

其他標有定價的圖書清楚區隔。 
2. 上述 h)與 i)兩點，出版商應該履行綜合智慧財產法第 67 條，於 1996 年 4 月 12

日公布通過之第 1 號皇家法令。 
 
第十一條 特別的定價 

1. 在不抵觸本法第九條下，可於以下情況以較售價更低之價格銷售： 
a)在世界圖書日、書展或會議中，若主辦方是圖書出版業者和圖書貿易業者，

渠等可決定以定價最多九折之優惠進行促銷。 
b)若最終消費者為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育中心（學校）、大學或其設立

宗旨以學術研究為主之機構和中心，可享有至多定價八五折的優惠。 
c)透過出版商、經銷商和書商之間相互協議，渠等可在特定資金、確切期間及

有限時間下，制定出版品年度價格。 
2. 本法條規定圖書折扣相關內容不應與 1996 年 1 月 15 日第 7 號法案第 14 條零售

商貿易條款相衝突。 
 

第六章 
懲處制度 

 
第十六條 處分權 

本法案（及所有未涉及的事項中）所適用之處分權，係遵照 1992 年 11 月 26 日

第 30 號公共行政與一般行政訴訟法法案辦理。本案處分權由自治區相關權責機

關依其職責執行。 
因嚴重違法而啟動的紀律處分程序，其訴訟機關須通知負責聘用的公共行政機構

以及負責津貼補助之主管機構。根據適用的法律，視情節需要，可禁止或限制其

聘用或領取補助金。 
 
第十七條 圖書定價、圖書銷售廣告以及對身心障礙人士差別待遇方面的違法與懲處 

1. 在不違反自治區政府相關規定下，以下可能情況可視為違法情節輕微者： 
a)未根據本法第九條之規定，清楚標明出版書籍單冊之定價者。 
b)未依本法第四章明文規定，致書籍售價與市場定價不同者。 
c)妨礙稽查員執行勤務者。 

2. 在不違反自治區政府相關規定下，以下可能情況可視為違法情節重大者： 
a)未依本法第四章明文規定，以不同於市面定價逕銷售一本以上之圖書者。 
b)未依本法第九條第八項法規規定，將圖書作為商業廣告中的宣傳品。 
c)嚴重妨礙稽查員執行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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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對身心障礙人士行差別待遇，妨礙圖書館使用者或館內專業人員資料取得、

設備使用及館內服務等應與其他市民對等之使用權。 
3. 本章所及違法情節屬輕微者，懲處方式如下： 

a)罰鍰一千至一萬歐元不等。 
b)輕度違法者，視情節而定，可不對外公布告誡。 

4. 本章所及違法情節屬重大者，懲處方式如下： 
a)罰鍰一萬零一至十萬歐元不等。 
b)根據違法情況嚴重程度，可進行公開的告誡，即於自治區政府公報以及兩份

於該自治區內發行之報紙公告。只要懲處結果確定，應立即執行。 
5. 執法機關原則依本章規定執行違法事例懲處，惟倘圖書出版貿易商認為其不違

背不正當競爭之立法規定的法律活動前提下，而違反本法規定而取得競爭優勢，

則可進行申訴。 
 
附加條款第一條 法律文庫 

法律文庫的基本任務是保存文化，使任何人均有機會接觸文化遺產、智慧遺產和文

獻遺產；同時，在智慧財產權方面保護作者的著作權。 
建立法律文庫不可或缺的條件乃係確保所有公民都能獲取信息權利，並應在法令規

定的條款下行使。因此，在為期最長一年時間內，中央政府將提交一法案以適用自

治區現有法令以及因應新媒體的出現及出版業的變化。 
 
附加條款第二條 閱讀和圖書觀測機構 

閱讀和圖書觀測機構隸屬於文化部，為一集體機構，其目的係為持續分析圖書、閱

讀以及圖書館之現況。 
該機構同時推廣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特別是與自治區行政機關或當地機關團體之

類似性質的觀測機構或組織進行合作、諮詢顧問以及規劃閱讀、圖書和圖書館方面

相關資料之報告、研究和企畫案。 
該機構的組成、職權和運作將遵循法律規章，以確保本法適從之相關部門均予參與。 

 
附加條款第三條 身心障礙人士閱讀、取得圖書以及使用圖書館使用權 

1. 公共行政機關及其職權範圍內，應鼓勵並推廣身心障礙人士定期閱讀、取得圖書

以及使用圖書館，確保渠等在接受平等服務對待與使用圖書（文化財產）上之平

等權力。 
2. 推廣閱讀計畫和輔助圖書產業計畫應該特別注意身心障礙人士需求，並著重在推

廣、傳播以及格式和基礎讀物的標準化，例如：點字、有聲媒體、數位媒體或其

他便利閱讀系統。 
3. 為達上述目的，文化部以及其他公共行政機關應與非營利身心障礙之社會組織簽

署相關合作協定。 
附加條款第四條 中央政府官方出版品 

中央政府以及其公共機關之出版品，在不違反本法第九條的明文規定下，必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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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2 月 9 日公布之第 118 號皇家法令內官方出版品及其發展規章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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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阿根廷圖書定價法 
第 25542 條 
書刊活動之辯護 
核准：2001 年 11 月 27 日 
頒佈：2002 年 1 月 8 日 
阿根廷國會參議院及眾議院通過本法 
第一條：書籍之出版商、進口商或代理人應予零售價，或編輯及進口書之最終用戶訂立統一

價格。 
第二條：本法條將取得書籍以作為私人用途、由非失業活動傳遞予他人之自然人或法人視為

最終用戶。進口商為一具體外國出版商的主要受託人，文化通訊部將設法追蹤出版

商、進口商及代理人。 
第三條：當書本販售時包含附件，如：光碟、磁帶、照片、幻燈片、錄音帶、練習簿、CD-ROM

或其他任何附件將視為商業元件，其定價須包含整體，以防止附件之獨立分售或遺

漏之。 
第四條：零售價之折扣應如下： 

a. 零售價之 10％的折扣販售，適用於展覽、圖書日或週期間；申報為公益；為主

管當局；該活動地區內。或售予圖書館、檔案中心、教育機構或非營利組織。 
b. 零售價之 50％的折扣販售：當購買者為教育部、國家圖書館或其他政府機構，

為以免費方式分配書籍予教育、文化及科學機構或低收入者而實行採購。在此

情況下，書本將註冊載明禁止販售。 
第五條：持續性或臨時性之出版機構或單位可為其會員或相關者制定特價。其他書店或零售

銷售點則維持本法規定。 
第六條：免用統一零售價之例外： 

a. 限量出版書籍，以提供有限讀者、流水編號並且高品質。 
b. 藝術類書籍，以手工藝及藝術方式呈現而被認定者。 
c. 古書或收藏品 
d. 二手書 
e. 出版商已決定絕版之書籍 
f. 以特價進口之書籍，原產國家之出版商恆以特價販售，根據法律規定同樣有效。 
g. 先前的銷售獲利用以支付特定書籍出版的開銷。 

第七條：出版商、進口商及代理商如欲降價拋售書籍，應將其從目錄中撤銷並收回客戶、自

為降價從目錄刪除起 180 天內的存書。絕版時出版商應通知其客戶。 
第八條：代理進口之進口商不得在發行至市場達十八個月前降價拋售出版書籍。 

如出版社將書籍保留於目錄中，書店和其他零售商仍可在購買期滿十八個月後將

書本降價拋售，惟不得以宣傳特賣方式進行。 
第九條：工業局為本法實施之當局。 
第十條：違反本法規定，將被處以一百到兩萬比索（按：新台幣 352.95 到 70590.75 元）的罰

款。再犯者可勒令書店或書本銷售點地點關閉，為期最長十天。 
第十一條：第十天中所繳之罰款，將由國立大眾圖書款用於推廣閱讀之用途。 
第十二條：與行政部門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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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墨西哥書籍讀物發展條例 
Ley de Fomento para la Lectura y el Libro 
Capítulo I. Disposiciones generales 

Artículo 1. Las disposiciones de esta Ley son de orden público, de interés social y de observancia 
general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Lo establecido en esta Ley se aplicará sin perjuicio de lo 
ordenado en la Ley de Imprenta, la Ley Federal del Derecho de Autor, la Ley General de Educación, 
la Ley General de Bibliotecas y sus respectivos reglamentos, así como cualquier otro ordenamiento 
en la materia, siempre y cuando no contravengan lo que en ésta se dispone. 

Artículo 2. Para efectos de la presente Ley se entenderá como: 

• Edición: Proceso de formación del libro a partir de la selección de textos y otros contenidos para 
ofrecerlo después de su producción al lector. 

• Editor: Persona física o moral que selecciona o concibe una edición y realiza por sí o a través de 
terceros su elaboración. 

• Distribución: Actividad de intermediación entre el editor y el vendedor de libros al menudeo, que 
facilita el acceso al libro propiciando su presencia en el mercado. 

• Distribuidor: Persona física o moral legalmente constituida, dedicada a la distribución de libros y 
revistas. 

• Cadena productiva del libro: Conjunto de industrias que participan en los diversos procesos de 
producción del libro, y está conformada por la de la Celulosa y el Papel, la de las Artes gráficas y la 
Editorial. En la de Artes Gráficas se incluye la participación de los que brindan servicios editoriales, 
los impresores y los encuadernadores que reciban sus ingresos en más de un ochenta por ciento de 
los trabajos relacionados con el libro y la revista. 

• Cadena del libro: Conjunto de personas físicas o morales que inciden en la creación,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promoción, venta y lectura del libro. 

• Libro: Toda publicación unitaria, no periódica, de carácter literario, artístico, científico, técnico, 
educativo, informativo o recreativo, impresa en cualquier soporte, cuya edición se haga en su 
totalidad de una sola vez en un volumen o a intervalos en varios volúmenes o fascículos. 
Comprenderá también los materiales complementarios en cualquier tipo de soporte, incluido el 
electrónico, que conformen, conjuntamente con el libro, un todo unitario que no pueda 
comercializarse separadamente. 

• Revista: Publicación de periodicidad no diaria, generalmente ilustrada, encuadernada, con escritos 
sobre varias materias o especializada. Para el objeto de esta Ley, las revistas gozarán de las mismas 
prerrogativas que se señalen para el li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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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o mexicano: Toda publicación unitaria no periódica que tenga ISBN que lo identifique como 
mexicano. 

• Revista mexicana: Publicación de periodicidad no diaria que tenga ISSN que la identifique como 
mexicana. 

•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Ejecutivo de cada una de las entidades federativas, así como a las 
dependencias o entidades que, en su caso, establezcan para el ejercicio de la función social 
educativa. 

• Sistema Educativo Nacional: Constituido por los educandos y educadores,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s planes, programas, métodos y materiales educativos; las instituciones educativas del 
Estado y de sus organismos descentralizados; las instituciones de los particulares con autorización o 
con reconocimiento de validez oficial de estudios, y las instituciones de educación superior a las 
que la ley otorga autonomía. 

• Bibliotecas escolares y de aula: Acervos bibliográficos que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con la concurrencia de las autoridades locales, selecciona, adquiere y distribuye para su uso durante 
los procesos de enseñanza y aprendizaje en las aulas y las escuelas públicas de educación básica. 

• Salas de lectura: Espacios alternos a las escuelas y bibliotecas, coordinadas por voluntarios de la 
sociedad civil, donde la comunidad tiene acceso gratuito al libro y otros materiales impresos, así 
como a diversas actividades encaminadas al fomento a la lectura. 

• Autor: Persona que realiza alguna obra destinada a ser difundida en forma de libro. Se considera 
como autor, sin perjuicio de los requisitos establecidos en la legislación vigente, al traductor 
respecto de su traducción, al compilador y a quien extracta o adapta obras originales, así como al 
ilustrador y al fotógrafo, respecto de sus correspondientes trabajos. 

• Precio único de venta al público: Valor de comercialización establecido libremente por el editor o 
importador para cada uno de sus títulos. 

• Vendedores de libros al menudeo: Aquellas personas, físicas o morales, que comercializan libros 
al público. 

Artículo 3. El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se establece en esta Ley en el marco de las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de libertad de escribir, editar y publicar libros sobre cualquier materia, propiciando 
el acces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a toda la población. 

Ninguna autoridad federal, estatal, municipal o del Distrito Federal podrá prohibir, restringir ni 
obstaculizar la creación, edición, producción, distribución, promoción o difusión de libros y de las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Artículo 4. La presente Ley tiene por obj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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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opiciar la generación de políticas, programas, proyectos y acciones dirigidas al fomento y 
promoción de la lectura; 

II. Fomentar y estimular la edición, distribución y comercialización del libro y las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III. Fomentar y apoyar el establecimiento y desarrollo de librerías, bibliotecas y otros espacios 
públicos y privados para la lectura y difusión del libro; 

IV. Establecer mecanismos de coordin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con los distintos órdenes de gobierno 
y la vinculación con los sectores social y privado, para impulsar las actividades relacionadas con la 
función educativa y cultural del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V. Hacer accesible el libro en igualdad de condiciones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para aumentar 
su disponibilidad y acercarlo al lector; 

VI. Fortalecer la cadena del libro con el fin de promover la producción editorial mexicana para 
cumplir los requerimientos culturales y educativos del país; 

VII. Estimular la competitividad del libro mexicano y de las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en el terreno 
internacional, y 

VIII. Estimular la capacit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 de los diferentes actores de la cadena del 
libro y promotores de la lectura. 

  

Capítulo II. De las autoridades responsables 

Artículo 5. Son autoridades encargadas de la aplicación de la presente Ley en el ámbito de sus 
respectivas competencias: 

A.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B. 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C.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y 

D. Los Gobiernos estatales, municipales y del Distrito Federal. 

Artículo 6. Corresponde a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y a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de manera concurrente y considerando la opinión y propuestas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I. Elaborar el Programa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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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oner en práctica las políticas y estrategias contenidas en el Programa, estableciendo la 
coordin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con las instancias de los diferentes órdenes de gobierno, así como 
con los distintos sectores de la sociedad civil. 

Artículo 7. Las autoridades responsables emplearán tiempos oficiales y públicos que corresponden 
al Estado en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para fomentar el libro y la lectura. 

Artículo 8. Las autoridades responsables, de manera concurrente o separada, deberán impulsar la 
creación, edición, producción, difusión, venta y exportación del libro mexicano y de las coediciones 
mexicanas, en condiciones adecuadas de calidad, cantidad, precio y variedad, asegurando su 
presencia nacional e internacional. 

Artículo 9. Es obligación de las autoridades responsables de la aplicación de esta Ley, de manera 
concurrente o separada, promover programas de capacitación y desarrollo profesional dirigidos a 
los encargados de instrumentar las acciones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y a la cultura escrita. 

Artículo 10. Corresponde a la Secretari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I. Fomentar el acceso al libro y la lectura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Nacional, promoviendo que en él 
se formen lectores cuya comprensión lectora corresponda al nivel educativo que cursan, en 
coordinación con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II. Garantizar la distribución oportuna, 
completa y eficiente de los libros de texto gratuitos, así como de los acervos para bibliotecas 
escolares y de aula y otros materiales educativos indispensables en la formación de lectores en las 
escuelas de educación básica y normal, en coordinación con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III. Diseñar políticas para incorporar en la formación inicial y permanente de maestros, directivos, 
bibliotecarios y equipos técnicos, contenidos relativos al fomento a la lectura y la adquisición de 
competencias comunicativas que coadyuven a la formación de lectores, en colaboración con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IV. Considerar la opinión de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de 
los maestros y de los diversos sectores sociales para el diseño de políticas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Nacional, con base en los mecanismos de participación 
establecidos en la Ley General de Educación; 

V. Promover la producción de títulos que enriquezcan la oferta disponible de libros, de géneros y 
temas variados, para su lectura y consulta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Nacional, en colaboración con 
autoridades de los diferentes órdenes de gobierno, la iniciativa privada, instituciones de educación 
superior e investigación y otros actores interesados; VI. Promover la realización periódica de 
estudios sobre las prácticas lectoras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Nacional y sobre el impacto de la 
inversión pública en programas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en este sistema, así como la difusión de sus 
resultados en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en colaboración con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otras autoridades, la iniciativa privada, las instituciones de educación superior e investigación,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y otros actores interes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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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Promover el acceso y distribución de libros, fortaleciendo el vínculo entre escuelas y 
bibliotecas públicas, en colaboración con las autoridades educativas locales, las instituciones de 
educación superior e investigación, la iniciativa privada y otros actores interesados, e VIII. Impulsar 
carreras técnicas y profesionales en el ámbito de la edición, la producción, promoción y difusión del 
libro y la lectura, en colaboración con autoridades educativas de los diferentes órdenes de gobierno, 
instituciones de educación media superior y superior y la iniciativa privada. 

Artículo 11. Corresponde a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I. Impulsar, de manera coordinada con las autoridades correspondientes de los distintos órdenes de 
gobierno, programas, proyectos y acciones que promuevan de manera permanente la formación de 
usuarios plenos de la cultura escrita entre la población abierta; II. Promover conjuntamente con la 
iniciativa privada acciones que estimulen la formación de lectores; III. Estimular y facilitar la 
participación de la sociedad civil en el desarrollo de acciones que promuevan la formación de 
lectores entre la población abierta; 

IV. Garantizar la existencia de materiales escritos que respondan a los distintos intereses de los 
usuarios de la red nacional de bibliotecas públicas y los programas dirigidos a fomentar la lectura en 
la población abierta, tales como salas de lectura; V. Coadyuvar con instancias a nivel federal, estatal, 
municipal y del Distrito Federal, así como con miembros de la iniciativa privada en acciones que 
garanticen el acceso de la población abierta a los libros a través de diferentes medios gratuitos o 
pagados, como bibliotecas, salas de lectura o librerías, y VI. Generar programas de desarrollo 
profesional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para la población abierta y para los bibliotecarios de la red 
nacional de bibliotecas públicas. 

  

Capítulo III.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Artículo 12. Se crea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como un órgano 
consultivo de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y espacio de concertación y asesoría entre todas 
las instancias públicas, sociales y privadas vinculadas al libro y la lectura. 

Artículo 13.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se regirá por el manual de 
operación que emita, por las disposiciones contenidas en esta Ley y por lo que quede establecido en 
su Reglamento. 

Artículo 14. El Consejo estará conformado por: 

I. Un presidente, que será el titular de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En su ausencia será 
suplido por quien éste designe; 

II. Un secretario ejecutivo, que será el titular d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En 
su ausencia será suplido por quien éste des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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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l titular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Lenguas Indígenas; 

IV. El presidente de la Cámara Nacional de la Industria Editorial Mexicana; 

V. El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de Libreros de México; 

VI. El presidente de la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Bibliotecarios; 

VII. El presidente de la Sociedad General de Escritores de México; 

VIII. El Director General de Materiales Educativos de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IX. El Director General de Publicaciones d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y 

X. El Director General de Bibliotecas d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Por acuerdo del Consejo se podrá convocar para participar con carácter de invitado no permanente a 
los titulares de las Secretarías, Consejos e Institutos de Cultura de las entidades federativas y el 
Distrito Federal, o a cualquier persona o institución pública o privada que se considere necesario 
para el cumplimiento pleno de sus funciones. 
La pertenencia y participación en este Consejo, es a título honorario. 

Artículo 15.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tendrá las siguientes 
funciones: 

I. Coadyuvar al cumplimiento y ejecución de la presente ley; 

II. Asesorar en el diseño, formulación y ejecución del Programa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6 de la presente ley; 

III. Concertar los esfuerzos e intereses de los sectores público y privado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do 
de las políticas nacionales del libro y la lectura; 

IV. Proponer a las autoridades competentes la adopción de políticas o medidas jurídicas, fiscales y 
administrativas que contribuyan a fomentar y fortalecer el mercado del libro, la lectura y la 
actividad editorial en general; 

V. Servir de instancia de consulta, conciliación y concertación entre los distintos actores de la 
cadena del libro y la lectura en asuntos concernientes a las materias de esta ley; 

VI. Promover el desarrollo de sistemas integrales de información sobre el libro, su distribución, la 
lectura y los derechos de autor, así como crear una base de datos que contemple: catálogos y 
directorios colectivos de autores, obras, editoriales, industria gráfica, bibliotecas y librerías 
mexicanas, disponible para la consulta en red desde cualquier país; 

VII. Integrar las comisiones y grupos de trabajo que sean necesarios para el cumplimiento de sus 
objeti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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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Asesorar, a petición de parte, a los tres niveles de gobierno, poderes, órganos autónomos e 
instituciones sociales y privadas en el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IX. Crear y mantener 
permanentemente actualizada una base de datos, con acceso libre al público, que contenga el 
registro del precio único de los libros; 

X. Promover la formación, actualización y capacitación de profesionales en los diferentes eslabones 
de la cadena del libro; 

XI. Impulsar la participación ciudadana en todos los programas relacionados con el libro y la lectura, 
y diseñar los mecanismos de esta participación; 

XII. Fomentar la cultura de respeto a los derechos de autor; 

XIII. Proponer la realización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que permitan apoyar el desarrollo de sus 
actividades; 

XIV. Proponer incentivos para la creación, edición, producción, difusión, venta y exportación de 
libros en las diferentes lenguas del país, y apoyar la traducción a ellas de textos de literatura 
nacional y universal a las diferentes lenguas del país, y XV. Expedir su manual de operación 
conforme al cual regulará su organización, funcionamiento y trabajo. 

Artículo 16.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sesionará ordinariamente 
como mínimo tres veces al año y sobre los asuntos que el mismo establezca. 

Artículo 17. Las reuniones extraordinarias serán convocadas por el Presidente, o bien por un tercio 
de los integrantes del Consejo, con una antelación de al menos 48 horas. En caso de no haber el 
quórum requerido, se trate de reuniones ordinarias o extraordinarias, se emitirá de inmediato una 
segunda convocatoria para que se lleve a efecto la reunión en un plazo no mayor de 48 horas. De no 
haber quórum nuevamente, se hará otra convocatoria para que se realice la reunión en un plazo no 
mayor de 48 horas. En esta ocasión, la reunión se llevará a efecto con los que asistan a dicho 
encuentro. 

Artículo 18. El quórum mínimo será del cincuenta por ciento más uno de sus miembros, y para que 
sus decisiones sean válidas deberán ser aprobadas por la mayoría de los miembros presentes, salvo 
en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inmediato anterior. 

  

Capítulo IV. De la coordin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intergubernamental y con la sociedad civil 

Artículo 19.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y 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son las instancias responsables de incentivar y promover la concurrencia, vinculación y congruencia 
de los programas y acciones de los distintos órdenes de gobierno, con base en los objetivos, 
estrategias y prioridades de la política nacional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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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ículo 20. Para impulsar la coordinación interinstitucional e intergubernamental en la aplicación 
de la presente Ley, la 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 y el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deberán: 

I. Establecer mecanismos e instrumentos de coordinación, cooperación y vinculación, así como 
promover la celebración de convenios y acuerdos con dependencias de las distintas ramas y órdenes 
de gobierno y los órganos autónomos del Estado, para diseñar, planear, coordinar, aplicar y 
fortalecer políticas, programas, proyectos y acciones de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II. Establecer compromisos con las instancias y organismos internacionales que, mediante 
convenios y acuerdos bilaterales y multilaterales, incentiven el desarrollo integral de las políticas 
públicas en la materia facilitando a autores, editores, promotores, lectores, espacios y alternativas de 
promoción y difusión que favorezcan el conocimiento de nuestra obra editorial y literaria en el 
exterior, y III. Establecer programas que involucren a individuos, instituciones de asistencia privada, 
instituciones académicas, asociaciones civiles y fideicomisos, cooperativas y colectivos, cuya labor 
a favor del fomento a la lectura y el libro han sido fundamentales para el desarrollo cultural en el 
país. 

  

Capítulo V. De la disponibilidad y acceso equitativo al libro 

Artículo 21. En todo libro editado en México, deberán constar los siguientes datos: título de la obra, 
nombre del autor, editor, número de la edición, lugar y fecha de la impresión, nombre y domicilio 
del editor en su caso; ISBN y código de barras. El libro que no reúna estas características no gozará 
de los beneficios fiscales y de otro tipo que otorguen las disposiciones jurídicas en la materia. 

Artículo 22. Toda persona física o moral que edite o importe libros estará obligada a fijar un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para los libros que edite o importe. El editor o importador fijará libremente el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que regirá como precio único. 

Artículo 23. El precio se registrará en una base de datos a cargo d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y estará disponible para consulta pública. 

Artículo 24. Los vendedores de libros al menudeo deben aplicar el precio único de venta al público 
sin ninguna variación, excepto en l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25 y 26 de la presente ley. 

Artículo 25. El precio único establecido en el artículo 22 de la presente ley, no se aplica a las 
compras que para sus propios fines, excluyendo la reventa, hagan el Estado, las bibliotecas que 
ofrezcan atención al público o préstamo, los establecimientos de enseñanza y de formación 
profesional o de investigación. 

Artículo 26. Los vendedores de libros podrán aplicar precios inferiores al precio de venta al público 
mencionado en el artículo 22 de la presente ley, cuando se trate de libros editados o importado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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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de 18 meses de anterioridad, así como los libros antiguos, los usados, los descatalogados, los 
agotados y los artesanales. 

Artículo 27. Las acciones para detener y reparar las violaciones al precio único establecido en esta 
Ley pueden ser emprendidas por cualquier competidor, por profesionales de la edición y difusión 
del libro, así como por autores o por cualquier organización de defensa de autores. Dicha defensa se 
llevara a cabo por vía jurisdiccional y en su caso por medio de arbitraje para lo cual el consejo 
podrá actuar como perito. 

  

Transitorios 

Artículo Primero. La presente Ley entrará en vigor al día siguiente de su publicación en el Diario 
Oficial de la Federación. 

Artículo Segundo. Con la publicación de la presente Ley y su entrada en vigor se abroga la Ley de 
Fomento para la Lectura y el Libro publicada en el Diario Oficial de la federación el 8 de junio del 
año 2000. 

Artículo Tercero. En el término de noventa días contados a partir de la entrada en vigor de la 
presente Ley deberá formarse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con base 
en lo establecido en los artículos 12 y 14 de la presente ley. De no hacerlo, convocará la Secretaría 
Ejecutiva. 

Artículo Cuarto. El 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deberá expedir su 
manual de operación y programa de trabajo a los sesenta días de su integración. 

Artículo Quinto. El Programa de Fomento para el Libro y la Lectura establecido en el articulo 6 de 
la presente Ley tendrá que ser expedido por el Secretario de Educación Pública en un plazo no 
mayor a 120 días naturales contados a partir de la entrada en vigor de esta 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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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書籍讀物發展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法規定依循全國的公共秩序、社會利益及普世價值。 
本法實施不違逆出版法、著作權法、教育法、圖書館法及其相關法規，以及不與

本法條衝突的任何法令。 
第二條：對於該法案的目的，應解釋為： 

出版：構成書本的過程，由挑選文章及其他販售後提供給讀者的內容開始。 
出版商：自然人或法人，篩選、構思並出版，自行或是藉由第三方的制訂發行。 
發行：出版商及書本零售商之間的中介活動，有利於促進書本在市場上的能見度。 
經銷商：自然人或是依法成立的法人，負責書本及雜誌發行。 
圖書製造鏈：包含參與圖書生產中各個流程中的產業，包括紙漿、造紙、製圖及

出版。製圖包含編輯、印刷與裝訂，其收入超過百分之八十來自於書報相關工作。 
圖書鏈：自然人或法人，參與書本的創作、生產、發行、推銷、販賣及閱讀。 
圖書：任何出版品，非期刊，類型可為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教育、資訊或

娛樂，印刷在任一媒介上。其出版一次將全部集印於一冊，或分輯分卷。應同時

包含任何媒介的附件，包含電子產品，隨書一起為一整體，不可單獨發行。 
雜誌：非每日性的週期出品，通常有插畫並裝訂成冊，內文包含各種題材或是專

業文章。 
在本法案中，雜誌同樣享有圖書所擁有的特別權利。 
墨西哥圖書：任何非期刊出版品，其 ISBN 後為墨西哥所屬。 
墨西哥雜誌：非每日性週期刊物，其 ISSN 後為墨西哥所屬。 
地方教育局：各個行政區皆有的機關，實行社會教育的功能。 
國家教育系統：包括學生和教師，教育主管部門，計畫，方案，方法和教材；國

家教育機構及其下轄機關；授權或受官方有效學術認證的私人機構；法律賦予自

治權的高等院校。 
校園圖書館：公共教育部藉由地方當局的協助下選書、獲利、發行，以利在基礎

教育的公立小學中發揮功效。 
閱覽室：學校和圖書館的替代空間，由志願者協調民間。是民眾可免費閱讀書籍

以及其他報刊類的管道，同時致力於推廣閱讀活動。 
作者：用書本作為媒介，散播其作品的人。現行法規無規定成為作者的要求條件。

另有負責翻譯的譯者、負責編輯及彙編的編寫者，以及插畫家和攝影師，各有其

工作職責。 
單一零售價：出版社或進口商為其出版品所自由設定的發行價格。 
零售書商：將書本販賣給大眾的自然人或法人。 
 

第三條：書籍讀物發展法條受到憲法保障，皆保有寫作、編輯、出版任何題材書籍之自由，

有助於促進大眾對書籍讀物的閱讀。無論聯邦、州、市有關當局或墨西哥聯邦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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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禁止、限制、阻礙圖書及報刊之創造、編輯、生產、發行、推廣及散播。 
第四條：該法令旨在： 

一、 鼓勵政策、方案、計畫以及促進推廣閱讀的活動產生。 
二、 促進並刺激書本及刊物的出版、發行及營銷。 
三、 鼓勵和支持書店、圖書館及其他散播書本讀物之公立或私人場所的建立和發

展。 
四、 在全國同等的條件下使書本更易得，使讀者能更加便利並自由運用。 
五、 加強連鎖書店，促進墨西哥的出版業界，以滿足國家對於文化和教育的要求。 
六、 培養墨西哥的圖書及報刊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七、 鼓勵圖書鏈中不同參與者及閱讀發起人的專業培養與訓練。 

 
第二章 
有關當局 

 
第五條：相關當局負責在其責任區內施行本法 

1. 教育部； 
2. 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 
3. 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 
4. 州、市及聯邦政府。 

 
第六條：教育部與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需參考並接收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之意見與提

案。 
1. 制定推廣書籍讀物之程序 
2. 實施程序中包含之政策與策略，利用政府層級的之間督促建立機構之間的協調，

同時也利用民間不同領域的協助。 
 
第七條：有關當局應在官方及公開時間，利用媒體推廣書籍讀物。 
 
第八條：有關當局應同時或個別刺激墨西哥本土書籍及墨西哥聯合出版之之創作、出版、發

行、銷售、販賣及輸出。在適當的質量、數量、價格及種類的條件下，確保國內及

國際上的能見度。 
 
第九條：不論同事或個別，執行該法為當局之責任，推動訓練方案以及負責規劃促進閱讀及

書寫文化人員的專業發展。 
 
第十條：教育部相關之義務： 

1. 促進全國教育系統中書籍讀本的易得性，在學習中推動讀物的理解，並和當地

教育當局協調。 
2. 確保免費教科書能夠及時、完整、有效率的分配，以及校園圖書館、基本教育

之閱讀教育所需之必要教材等公共財分配，並和當地教育當局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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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定政策，參與初始及持續性的培養，訓練教師、管理人員、圖書管理員及專

業技術人員，包含推廣閱讀相關，以及有助於溝通技巧之人員。 
4. 考慮當地教育當局，以及教師和各社會領域的意見，以大眾教育法建立參與機

制，擬定出在全國教育系統中促進閱讀的政策。 
5. 推動書籍的生產，豐富不同種類與主題的書籍的可德行，以提供國民教育系統

閱讀與查詢，當局與不同的政府層級、私營部門、高等教育及研究單位及其他

利益相關者合作。 
6. 推動定期研究，研討全國教育系統中的閱讀方式及對推動讀物教育公共投資的

影響，以及與傳播媒體之利益分配。 
應與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其他當局、私營部門、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國際組

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 
7. 推動書本的可得性和流通，加強學校和公家圖書館間的聯繫。應與當地教育部

門、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私營部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 
8. 在書籍讀物的出版、生產、推廣、發行領域推廣技術及專業生涯。應與各政府

層級之教育部門、高等與中等教育機構、私營部門合作。 
 
第十一條：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之義務： 

1. 與各政府相關當局協調，推動恆久性的方案、計畫及行動，促進大眾寫作文

化的訓練。 
2. 與私人機構共同推行活動，促進讀者的培養。 
3. 鼓勵並推廣大眾參與發展活動，促進讀者的培養。 
4. 保障讀物推行方案及公立圖書館及閱覽室使用者對書面資料的需求。 
5. 要求聯邦、州、市以及聯邦區級之協助，以及私人機構保證大眾各種免費或

付費取得書籍的管道，例如圖書館、閱覽室或書店。 
6. 為大眾及全國的公共圖書館籌畫專業發展方案，促進閱讀風氣。  

 
第三章 

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之義務 
 
第十二條：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旨在提供教育部諮詢及達成共識，並提供公家機關、社

會機構及私人機構讀物相關之諮詢。 
 
第十三條：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受發出之實行方案、本法規定及其規例管理。 
 
第十四條：委員會之組成： 

1. 一名主席，應為教育部負責人。缺席期間應由其指定人代理。 
2. 一名執行秘書，應為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負責人。缺席期間由其指定人代

理。 
3. 國家土著語言研究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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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墨西哥全國出版商會會長。 
5. 墨西哥圖書協會會長。 
6. 國家圖書館協會會長。 
7. 墨西哥作家協會會長。 
8. 教育部教材總幹事。 
9. 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出版總幹事。 
10. 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圖書館總幹事。 
由委員會協定後可以非永久受邀頭銜參加部門、委員會或聯邦及聯邦區文化機

構，或任何其履行功效之必要人、公共或私人機構。 
本會之會員與參與為榮譽制。 

 
第十五條：國家書籍讀物發展會有以下功能： 

1. 促進本法實施與執行。 
2. 提供本法第六條所實行之方案設計、制定與實施之諮詢。 
3. 協調私營及公共部門之投入人力及利益，以持續發展書籍讀物的國家政策。 
4. 向主管部門提出政策、法律及財政、行政措施等建議，協助推動及加強書籍

市場和出版活動。 
5. 負責圖書鏈中各角色及本法有關之讀物協商、調解。 
6. 促進書本、流通、讀物及著作權之整體資訊系統發展，並創建一資料庫，著

重於目錄、作者目錄、作品、出版商、印刷業、圖書館與墨西哥書店，可從

任何國家上網進行查詢。 
7. 統整委員會及為達目標必要的工作團隊。 
8. 經請求後向三級政府機構、自治團體、社會及私人機構提供圖書讀物推廣諮

詢。 
9. 創建並維護一持續更新的資料庫，免費提供民眾書本售價的查詢。 
10. 推動圖書鏈中各個環節專業人員的組成及培訓。 
11. 鼓勵市民參與讀物相關的方案，並籌畫參與機制。 
12. 提倡著作權觀念。 
13. 實施能夠支持活動發展的研究及調查。 
14. 刺激創作、出版、生產、行銷、翻賣及翻譯文學作品出口，並支持文學作品

翻譯成其他語言。 
15. 發佈實行方案以規範其組織、運作及工作內容。 

 
第十六條：國家書及讀物發展委員會每年至少三次就其制定事務定期召開會議。 
 
第十七條：特別會議應由主席或三分之一的委員會成員召開，並提前至少 48 小時通知。 

在未達決定是否為定期會特別會議之所需法定人數時，將立即進行通知以便在

四十八小時內召開第二次會議。如再次未達法定人數，將在四十八小時內召開

另一次會議。在此情況下，將由出席者召開會議。 
最低法定人數為其成員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再加上一人，為使決議生效必須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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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成員多數通過。前述第十七條不受此限。  
第四章 

機構、政府及民間社會間的協調 
 
第十九條：教育部及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根據推行書籍讀物的國家政策的目標、策略及重

點，負責刺激及推動各政府階層間的合作及行動。 
 
第二十條：為促進各機構與政府間在施行本法上的協調，教育部與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必需

完成以下項目： 
1. 建立合作協調之機制與方式，推動自治組織、政府層級與分部締結協議，以

利籌備、計畫、協商加強推廣書籍讀物的政策、方案、計畫及行動。 
2. 透過雙邊與多邊協議，建立國際機構與組織協議，鼓勵公共政策全面發展，

以利作者、出版商、推廣者、讀者、推廣空間發展，提高本國書籍與作品在

海外的辨識度。 
3. 制定方案，包含個人、私營福利機構、學術機構、民間協會、信託協會、合

作協會，皆有推廣書籍讀物的基礎人力，以利國家文化發展。 
 

第五章 
圖書之公平可用性與取得管道 

 
第二十一條：凡於墨西哥出版之書籍，應包含以下資料：書名、作者及編輯姓名、版次、印

書地點及日期、出版社名稱及地址、ISBN 及條碼。 
如不符合上述特徵之書籍，將無法享有稅收優惠及相關法律保障。 

 
第二十二條：凡出版、進口書籍之自然人、法人必須將其書籍制定零售價。出版商或進口商

可自由制定零售價作為單一價格。 
 
第二十三條：價錢將由國家書籍讀物推廣委員會註冊於資料庫中，以供民眾查詢。 
 
第二十四條：零售書商應以單一零售價販售不得改變，除本法第 25 條及 26 條之情形例外。 
 
第二十五條：本法第二十二條不適用於個人使用之購買。個人使用之購買不包含圖書館提供

予民眾之使用或租借、教育及職業培訓機構或研究機構之轉賣行為。 
 
第二十六條：書商可將書本售價調降低於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零售價，使用範圍包含出版

或進口超過十八個月之書籍、古書、二手書、絕版書、瑕疵品及工藝品。 
第二十七條：任何同業、出版專業人士書本發行人、作者及辯護團體，可制止及糾正違反本

法規定之單一零售價行為。 
將藉由司法途徑辯護，並由專業委員會進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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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章節 
第一條：本法於聯邦官方公報公布後翌日生效。 
 
第二條：本法公布生效後，二０００年七月八日聯邦官方公報發表之書籍讀物推廣法隨之廢

除。 
 
第三條：自本法生效起九十天內，應根據本法實施之第十二及十四條組成國家書籍讀物發展

委員會，如未有則由行政院召開之。 
 
第四條：國家書籍讀物發展委員會應在六十天整合期限內發出實行辦法及工作方案。 
 
第五條：本法生效後一百二十天內，教育部應發出本法第六條之書籍讀物推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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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 
PUBLISHING INDUSTRY PROMOTION ACT 

 
Article 22 (Indication of Fixed Price of Publications, and Sale) 
出版品及銷售的固定價格 
 
(1) In cases where a publishing company issues a publi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ale, it shall fix the 
price for sale to consumer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ixed price”), and indicate it on the 
publication, as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The same shall also apply when a fixed price is 
changed. 
出版社出版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物，必須制定零售價格，並在出版物上標明價格。 
 
(2)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 (1), in cases of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the publishing company 
shall specify the fixed price in th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any person who sell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shall indicate the price specified by the publishing company on its sales website so that 
purchasers may recognize the price. 
針對電子形式之出版物，出版社需於書目資訊上標明定價，且銷售者需標明由出版社於銷售

網站上制訂之定價使購買者得知。 
 
(3) Any person who sells publications shall, in cases where any of such publication falls under 
literary works subject to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under Article 29 (2)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sell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xed price: Provided, That he/she may sell 
them by discounting the price of the relevant publications within the limit of 10 percent of the fixed 
price through his/her own methods of discount in order to promote reading and protest consumers. 
出版物若符合獨占規制及公平交易法第 29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出版物要求，出版物銷售者必須

按照定價銷售出版物，但為了促進閱讀及保護消費者利益，可以按照自己掌握的交易方法，

在定價 10%的範圍內打折銷售。 
 
(4) Paragraph (3) shall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符合下列情況的出版物不適用第三項 
 
1. Publications for which 18 months have passed from the publishing date; 
出版超過 18 個月的出版物 
 
2. Publications to be sold to libraries and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銷售給圖書館或是社會福利機構的出版物 
 
3. Publications to be sold to the copyright holder; 
銷售給著作權所有人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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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with the same contents as those of paper publications for which 18 
months have passed from the publishing date; 
出版 18 個月以上的出版物之電子版出版物 
 
5. Other publications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由總統令所規定的出版物 
 
Article 28 (Fines for Negligence) 
罰則 
 
(2) Any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for negligence of not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won: 
違反下列事項處罰金3百萬韓元以上(約台幣八萬六) 
 
<Amended by Act No. 11229, Jan. 26, 2012> 
5. A person who fails to indicate a fixed price on a publication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22 (1), or fails 
to indicate a fixed price in th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or on a sales website, in violation of 
paragraph (2) of the same Article; 
違反本法第22條第1項及第2項 
 
5-2. A person who sells a publication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22 (3); 
違反本法第22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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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PROMOTION ACT 
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執行法令 

 
Article 15 (Indication of Fixed Prices of Publications, etc.) 
出版物定價之指示 
(1) Publishing companies shall indicate fixed prices on the covers of publications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2 (1) of the Act. 
依照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出版社需於出版品之封面上標明定價。 
 
(2) "Publishing date" in Article 22 (3) 1 of the Act means the date of first printing of each edition: 
Provided, That when classifying each edition, cases of reprinting resulted from minor changes, such 
as correction of errors and omissions shall be excluded. <Amend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No. 
22208, Jun. 15, 2010> 
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第22條第3項第1款所規定之「出版日」係指版權頁所記載初版一刷之日，

排除為訂正錯漏字之改版。 
 
(3) "Libraries" in Article 22 (3) 2 of the Act means libraries under subparagraph 1 of Article 2 of 
the Libraries Act and small libraries under subparagraph 4 (a) of the same Article, and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means social welfare corporations under subparagraph 2 of Article 2 of the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Act and social welfare facilities under subparagraph 3 of the same Article. 
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第22條第3項第2款所規定之「圖書館」及社福機構之定義 
 
(4) "Publications prescribed by Presidential Decree" in Article 22 (3) 4 of the Act mean the 
publications falling under one of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韓國出版產業振興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由總統令所規定的出版物」定義如下 
 
1. Publications to be sold to libraries or data rooms of State agencies,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public organizations prescribed by Ordinanc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依照文化體育觀光部之規定，銷售給圖書館、國家機構的資料庫、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

之出版物 
 
2. Publications to be sold to military units,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protection facilities 
prescribed by Ordinanc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依照文化體育觀光部之規定，銷售給軍隊、處置機構和保護機構之出版物 
 
3. Publications to be published in foreign countries; 
在國外出版之出版物 
4. Secondhand publications to be resold, which have been sold to end users; 
直接轉售給消費者之二手出版物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459 



附件五  六國圖書定價銷售制度相關法規 

  

460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附件六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法律比較表  

 
 
 
 
 
 
 
 
 
 
 
 
 
 
 
 
 
 
 

附件六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法律比較表 

  

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對出版產業影響評估研究報告  461 



附件六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法律比較表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法律比較表 
規範內容 台灣 韓國 德國 阿根廷 墨西哥 法國 西班牙 

法源依據 圖書定價銷售

專法（草案） 
出版產業振興

法第 22 條

PUBLISHING 
INDUSTRY 
PROMOTION 
ACT 
韓國出版產業

振興法執行法

令第 15 條 
ENFORCEME
NT DECRE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PROMOTION 
ACT 

圖書定價法 保護圖書活動

法 
書籍讀物發展

條例第 22 條 
The Law for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and 
the Book 

La Loi Lang 
(Lang Law) 朗
法案 

閱讀、圖書暨

圖書館法第四

章 

法規開始施行日期 未定 2003 年 2 月 27
日；2008 年 1
月 20 日修訂；

2014 年 11 月

26 日修訂 
 

2002 年 10 月 1
日；2006 年修

訂。 

2002 年 1 月 8
日 

2008 年 1981 年 8 月 10
日；2003 年 6
月 18 修訂 

2007 年 6 月 22
日 

實行圖書上市固定價格期間 §7，1 年 18 個月，

§22(4) 
18 個月，§8 18 個月，§8 18 個月，§26 出版後 2 年之

內 
出版後 2 年之

內，§10 
書店販售圖書最低折扣 5%  OFF，§4 舊法：10% 最終端零售價 10% OFF，§4  5% OFF 5% OF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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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 台灣 韓國 德國 阿根廷 墨西哥 法國 西班牙 
OFF，加上贈

品規定最多

19% OFF 
新法：圖書定

價銷售制和贈

品規定合計最

多 15% OFF 

格 §5，出版超過

兩年且供應超

過六個月之圖

書。 
§4，訂購或郵

購圖書，第一

版上市後九個

月後 
適用範圍 §2，圖書，指

期刊以外，印

刷成冊或電子

形式、編有國

際標準書號、

訂有價格，且

公開發行之出

版品。 

符合獨占規制

及公平交易法

第 29 條第 2 項

（Article 29 
(2) of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所規定的

出版物 

所有印刷品，

包括圖書、樂

譜、地圖產品

〈地 
圖、地球儀〉、

圖書之重製物

或替代品〈如

e-book 電子

書〉 

書籍 書籍 書籍 書籍 

電子書 Yes，§2 Yes，§22(2) Yes，§2Ⅰ None None None 2011 年 5
月，法國電子

書統一價格法

令正式施行 

None 

不適用範圍-出版超過定價

期限 
Yes，§7 Yes，§22(4) Yes，§8 Yes，§8 Yes，§26 None Yes，§10 

不適用範圍-圖書館或社福

團體採購 
None Yes，§22(4) No，§7Ⅲ No，50%，§4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政府機關、公共

機構採購 
None Yes，§22(4) None No，50%，§4 None Non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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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 台灣 韓國 德國 阿根廷 墨西哥 法國 西班牙 
不適用範圍-軍隊、處置機構

和保護機構採購 
None Yes，§22(4)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銷售給著作權

所有人 
Yes，§7 Yes，§22(4) Yes，§7Ⅰ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銷售給出版社

員工供自用者 
Yes，§7 None Yes，§7Ⅰ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在國外出版之

出版物 
None Yes，§22(4) Yes，§2Ⅱ 

限於境外銷售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二手書 Yes，§7 No，2014/11/26
開始在韓國實

施的「新圖書

定價制」。 

Yes，§3 Yes，§6 Yes，§26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瑕疵書 Yes，§7 None Yes，§7Ⅰ None Yes，§26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在歐盟內跨越

國界之販賣 
None None Yes，§4 

 
None None Yes，§1 None 

不適用範圍-售予教師供授

課測驗之用 
None None Yes，§7Ⅰ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結束營業拍賣 Yes，§7 None Yes，§7Ⅰ None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限量出版品 None None None Yes，§6 None None Yes，§9 
不適用範圍-藝術類圖書 None None None Yes，§6 Yes，§26 None Yes，§9 
不適用範圍-古書或已絕版

書籍 
None None None Yes，§6 Yes，§26 None Yes，§9 

不適用範圍-以特價進口之

書籍 
None None None Yes，§6 None None None 

不適用範圍-出版前預定之

書籍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9 

不適用範圍-專為特定團體

所出版，或作為促銷產品之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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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 台灣 韓國 德國 阿根廷 墨西哥 法國 西班牙 
出版物 
不適用範圍-國中小教科書

及輔助教材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9 

不適用範圍-出版目錄冊上

被取消之圖書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9 

優惠價格-套書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None Yes，§9 
優惠價格-大宗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特定對象可給

予大於 5%之

折扣 

None 

優惠價格-預售價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None None 
優惠價格-為參與發行特定

出版品並經簽約之機構訂定

特價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None None 

優惠價格-雜誌編輯部撰寫

或發行之圖書為其訂戶提供

特價以及分期付款價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None None 

優惠價格-學校 None None Yes，§7Ⅲ 
8-15% OFF 

None None Yes，§3 
最多 9 折 

Yes，§11 
最多 85 折 

優惠價格-圖書館 None None Yes，§7Ⅱ 
5-10% OFF 

None None Yes，§3 
最多 9 折 

Yes，§11 
最多 85 折 

優惠價格-政府機關、教學、

訓練或研究機構、立案之工

會、公司福委會採購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3 
最多 9 折 

None 

優惠價格-出版單位所屬會

員 
None None None Yes，§5 None None None 

優惠價格-以分期或信貸方

式交易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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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 台灣 韓國 德國 阿根廷 墨西哥 法國 西班牙 
優惠價格-圖書日、圖書節、

圖書會議和圖書展覽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None Yes，§11 

最多九折 
網路通路是否受圖書定價規

定 
Non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可否贈送贈品 None Yes，根據《贈

品告示》的規

定，可附加提

供相當於消費

者交易價格

10%的禮品 

None None None Yes，§1Ⅲ零售

商訂貨免費，

將額外服務或

報酬加在公開

售價上 

None 

查核規定 Yes，§9 
主管機關派員

查核 

None None Yes，§10 
查閱帳冊 

None None None 

對於違反規定之裁罰 Yes，§10 
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Yes，§28 
舊法：3 百萬韓

元（按：約新

台幣 85,540
元）以下，新

法：100 萬韓元 

有，最多罰款

6,000 歐元

（按：約 21 萬

新台幣，新聞

資料） 

Yes，§10 
一百到兩萬比

索（按：新台

幣 352.95 到

70590.75
元）、勒令停業

一段時間 

None 100-220 歐元 Yes，§17 
一千至10萬歐

元 
(按：新台幣 4
萬至 4 百萬) 

損害賠償/訴權規定 None None Yes，§9 None Yes，§27 Ye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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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圖書定價銷售草案條文修正建議表 
                             105.07.24 

原條文草案 研究小組修正建議 
第一條 
   為維護圖書之文化價值，促進圖書產業多元發展，增加國民

選擇圖書銷售通路之權利，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定義） 
本法所稱圖書，指期刊以外，印刷成冊或電子形式、編有國

際標準書號、訂有價格，且公開發行之出版品。 

參酌報告第二部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

非加值型之營業稅。」，宜新增明訂圖書之銷售行為涵攝範圍於中華民

國境內銷售圖書或勞務及進口圖書轉銷售或譯本出版轉售行為，以避

免圖書銷售之爭議。 
第三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四條（圖書定價銷售及折扣範圍） 
       出版發行、供應者基於商業目的銷售圖書予消費者時，應依

圖書標定之價格銷售，不受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圖書銷售基於推廣閱讀之目的，出版發行、供應者得以

低於著作權頁標定價格銷售予消費者。但其售價不得低於標定價

格百分之九十五。 
   第一項所稱出版發行、供應者之認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參酌報告第二部分、本草案第二條規定：編有國際標準書號與中華民

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作業相關規定，並無著作權頁之規定，宜將

標定價格與出版年月日載明於書名頁或版權頁上，使其便於查徵是否

為草案第七條之例外情狀外並藉以降低對於圖書出版業者所僱用編輯

之衝擊。 

第五條（制定價格） 
       出版或進口圖書者應將出版、進口銷售圖書之價格標示於著

作權頁內，或以適當方式明確標示。 
    銷售圖書之附件，均視為圖書整體之一部分，不得另訂標價

銷售。      

一、 參酌報告第一部份、韓國(贈品告示)與法國《雅克‧朗法》第一條

第三項「每位零售商必須提供訂貨之免費服務。但如有下列情況，

零售商可將買方要求額外的服務費或報酬加在實際公開售價上，

而且額外衍生的費用必須事先訂定。」，針對圖書銷售之附件、運

費與贈品做統一例示性規定。 
二、 參酌報告第一部份、以色列等國之實際執行經驗，宜限制圖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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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草案 研究小組修正建議 
版與發行業、廣告業與傳播媒體業者及其相關行銷企劃與業務人

員，限制其不得以圖書價格與折扣作為廣告與行銷之方式。 
三、 參酌報告第二部分、草案第二條規定：編有國際標準書號與中華

民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作業相關規定，並無著作權頁之規定

，宜將標定價格與出版年月日載明於書名頁或版權頁上，使其便

於查徵是否為草案第七條之例外情狀外並藉以降低對於圖書出版

業者所僱用編輯之衝擊。 
第六條 

政府機關學校辦理圖書採購，應依圖書定價採購。 
前項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受政

府採購法第○條、第○條規定之限制。 

參酌報告第三部分，配合圖書公閱版制度，宜新增公立圖書館之圖書(
含電子書)之政府採購案，應給付衍生補償金或酬金(remuneration)支給

作家與出版社制度或該圖書館採購圖書時以超過定價之倍數採購並支

給作家與出版社。 
第七條（例外情形） 

銷售圖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四條： 
一、二手書或圖書出版發行滿一年者。 
二、銷售予圖書之作者或出版者所雇用員工者。 
三、因破損或其他錯誤被標示為瑕疵品者。 
四、出版發行、供應者於解散、歇業登記前三十日內處理餘

存圖書者。 
 

一、參酌報告第一部分、阿根廷《書刊活動之辯護法》第 6 條規定、

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第十條之規定，宜針對絕版書、

古書與收藏書再版為放寬規定。 
二、參酌報告第一部分及以色列等國實際執行經驗，於草案條第 2 款

與第 4 款之銷售對象再轉售之行為應受限制，避免破壞圖書定價

銷售政策。 
三、參酌報告第一部分及以色列等國於實際執行經驗，宜限制出版發

行、供應者所承攬委任者均應受到再轉售之限制。 
四、參酌報告第二部分、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第四章第九條、

法國朗法案第二條與德國法第五條之規定：宜針對個人或團體之

大宗採購圖書提供一定限度內之折扣，以降低衝擊。 
五、參酌報告第二部分、西班牙閱讀、圖書暨圖書館法第四章第十一

條規定：宜經主管機關核可之地區性、全國性與國際性之圖書日、

圖書節、圖書會議和圖書展覽等提供一定限度內之折扣，以降低

衝擊。 
六、參酌先前圖書定價銷售制度工作會議結論，以及本報告國外案例，

進口外國文字之圖書應免除圖書定價銷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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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實施圖書定價銷售草案條文修正建議表 

原條文草案 研究小組修正建議 
七、參酌報告第三部分，與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與勞動基準法第二條

規定，草案雇用一詞改為僱用。 
第八條（查核及授權辦法） 

圖書定價銷售查核事宜，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之。 
      第一項銷售圖書定價之管理、查核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參酌報告第一部分、法國《雅克‧朗法》第八條、墨西哥《書籍讀物

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與德國《圖書定價法》第九條之規定：宜賦予消

費者保護相關公/協/基金會、出版社或出版相關公/協/基金會、作家協

會等，得提出圖書銷售停止檢舉或不作為義務違反檢舉或損害賠償訴訟

之權利。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證明文件，對銷售圖書之業者實

施圖書定價查核，上述業者不得規避、妨害或拒絕。 

 

第十條（罰則） 
      出版發行、供應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銷售圖書未依定價。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規避、妨害或拒絕者。 

參酌報告第一部分、阿根廷《書刊活動之辯護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十天中所繳之罰款，將由國立大眾圖書款用於推廣閱讀之用途。」，

宜將相關罰則之罰金應轉為增進社會閱讀風氣之用。 

第十一條 
      本法公布日施行前，出版發行、供應者銷售之圖書，與本法

規定不符者，應自施行後一年內依本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電子書部分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

機關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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