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文化主管部門發佈去年上半年島內出版產業概況分

析報告，數據指仍有73%的民眾偏愛到實體書店購書，網上購書者不到四

成。不過分析報告同時指出，台灣民眾習慣從網絡來獲得新書出版動態，

因此書店同時進行實體店和線上經營，是目前業內最看好的經營模式。

台逾七成人偏愛實體店購書
民眾消費習慣改變 專家倡「實體+網店」模式

據中央社報道， 該份分析報告說，民
眾買書渠道，以連鎖書店57.3%比例

最高，接着是網絡書店36.6%、獨立書店
15.7%。但是，仍有37.7%民眾在去年上半
年不曾去過實體書店，對於實體書店來
說，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逛書店的人越來越少，也迫使業界改
變。分析報告同時指出，民眾獲知新圖書
訊息的來源，前5大資訊來源有4個渠道屬
網絡性質，顯示多數民眾倚賴網絡資訊作
為掌握新書出版動態重要參考。

了解顧客偏好 做個人化推薦
2000年跨足網絡書店，台灣最大的連鎖書
店集團之一「金石堂」兼做實體和網絡書
店，是專家目前最看好的經營模式。營運企
劃處協理汪信次表示，今年將打通實體和網
絡書店任督二脈，作到會員通、商品通、行
銷通，2018會員人數目標破百萬。
他說，因應民眾消費習性改變，金石堂
進入「零售4.0」虛實互通整合。2月起，
嚴選上千種新品，推實體書店和網絡同
價，並將民眾消費資料做大數據處理，進
一步了解顧客偏好，做個人化推薦。
實體書店也會充分運用特性，舉辦新
書、旅遊或親子議題講座。汪信次提到
全台有10幾家分店每個月辦小小店員的
活動，邀小朋友體驗書店工作，在一個
半小時內幫忙整理書、收銀，特別受媽
媽們喜愛。他說：「這可讓小朋友從小
親近書店，作為閱讀習慣的開端。」
另一家知名連鎖書店企業誠品書店也積
極拓展客群，網絡書店預計今年第三季進
行改版，未來不僅會發展電子書平台，也

會考慮出版電子書。

籲發展新形態 結合當地特色
此外，獨立書店受到民眾逛書店和購書

習慣改變的影響很大，台灣獨立書店文化
協會目前正進行全台書店普查，協會理事
長陳隆昊表示，普查至今回報的資料推
估，全台書店數量應不到1,000家。普查
預計6月左右完成。
陳隆昊說，什麼叫做書店？在這波普查

中引發討論。很多地方的書店只有文具、
參考書，但是持續提供機關團體訂書服
務。「我們傾向認為，能在地方上發揮文
化散佈功能的都能叫書店。」
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事鍾尚樺參與執

行普查，他表示，台灣獨立書店各自發展新
形態，像是商品結合農產品或其他在地特
色，這種產生化學變化的書店全世界獨有。
鍾尚樺在高雄經營三餘書店，他不排斥

純參觀、不買書的觀光客。「像來訪陸
客，受到書店海報刺激，這時書店作為資
訊傳遞者的角色就達到了。」
因為台灣獨立書店多樣，他支持書店結

合藝文觀光，可提供在地藝文據點的導
覽；他還想像要聯合不同書店製作網絡地
圖，而且一定要有外文導覽服務。
鍾尚樺表示，在網絡衝擊下，書店思索
如何接招，除了提供新出版趨勢，必須去
了解在地人的需要，經營在地人際關係。
面對民眾購書風氣下滑及大通路的折扣

戰，不少獨立書店感嘆經營不易。不過，
包括媒體人蔡瑞珊的青鳥書店進駐台北華
山，台中東海書苑的廖英良開了第二家書
店「邊譜」，為這塊市場持續注入活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福建省台聯昨日在福州
舉辦在閩台商、台青及台籍學生新
春聯歡會，300多人歡聚一堂。台
胞們一起共話新春，祝福兩岸新年
和順，狗年興旺。不少受訪台胞表
示，受加班機被取消影響，返鄉過
年行程被打亂，不少人提早回台。
但越來越多兩岸婚姻家庭，則選擇
在大陸過年。
何國任是在福州馬尾台創園創業

的台青，妻子趙飛是大陸居民，今
年他們留在福州過年。「不回台
灣，也沒去太太的娘家重慶。」何
國任說，自己的事業在福州進展順
利，去年末又生了二胎，覺得福州
是福地，想留在福州過年。

「福州過年更有年味」
蔡育琴則從台灣新竹嫁到福州，做

福州媳婦已有近十二年。多年來，她
都留在福州過年。「福州過年比較有
年味，夫家親戚朋友多很熱鬧。」蔡
育琴稱，十年來見證了大陸的巨大變
化，也感受到大陸對台胞的重視。
福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陳秀容，是

福州台青、台生中的「大姐」，也留
在福州過年。陳秀容說，很多台商回
家過年計劃被加班機取消打亂了，特
別欣慰的是，廈航主動將取消的加班
機改簽成了定航航班，票價不變，令
台商感動。陳秀容笑言「陸配魅力
大」，越來越多兩岸婚姻家庭留在大
陸過年，春節的時候，會在台胞群裡
喊一聲「沒回台的一起聚餐啊」。於
是，大家每人帶一道菜相聚一起，歡
歡喜喜過大年，也很開心。
在福建中醫藥大學讀書的台南學

生林湧順，也參加了聯歡會。他覺
得這樣的聯誼活動可以讓台胞聚在
一起，互相認識互相關照，感覺是
台胞的第二個家，很溫暖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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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回
顧2017年台灣書市，反映社會情緒和
議題性書籍格外突出。由於整體社會
情緒浮動，根據金石堂的趨勢報告，
2017年心理勵志出版品與業績都大幅
增長，如何面對情緒勒索、負面情緒
以及缺乏標準的善良，這類書籍帶領
讀者了解和活用心理學，重新掌握自
己的人生。
誠品趨勢報告則指出，因應高齡化

社會來臨，長照、老後生活、銀髮樂
活等議題將吸引更多關注。而社會變

遷造成的偽單親、隔代教養等現象，
亦將成今年出版趨勢議題。
此外，詩集銷售成果令人驚艷，金

石堂和誠品的詩集業績成長都超過四
成。斑馬線出版社社長許赫說，「晚
安詩」和去年底結束的「每天為你讀
一首詩」等擁有十萬計粉絲的社群，
對詩的銷售有推波助瀾的功效。
根據台灣文化主管部門發佈的2017

年上半年統計數據，書籍出版銷售額
較上年同期增加3.45%，業界期盼這
是整體業績回升訊號。

誠品報告誠品報告：「：「老後生活老後生活」」議題引關注議題引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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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台商、、台青及台生歡台青及台生歡
聚一堂聚一堂。。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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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雲南的
熱帶雨林被大面積砍伐，改種橡
膠、香蕉等經濟作物，使得綠孔
雀被迫退縮到瀾滄江、紅河等人
跡罕至的地區。根據中科院昆明
動物所最近的一次調查，當前雲
南的綠孔雀種群數量可能已經不
到500隻。
如今，這片綠孔雀最後的棲息地
也在面臨威脅。2016年4月，由雙
柏縣和新平縣合建的戛洒江一級水
電站導流洞工程開工。而雙柏、新
平正是綠孔雀最後一點種群的棲息
地。一旦水電站修好，曾經是綠孔
雀的棲息地也將變為一片澤國。

環保組織提起訴獲立案
去年5月8日，環保部環評司

組織了戛洒江一級水電站項目與
綠孔雀棲息地保護座談會。「在
這個座談會上，水電公司給出的
回覆是『會進一步研究對綠孔雀
棲息地的重要影響，在研究結果
出來之前不會進行蓄水』。我們
認為這是緩兵之計，邊建設邊做
研究的話，很可能得到研究好
了，水電站也建設完了。」環境
律師、「自然之友」法律與政策
倡導部總監葛楓說，「在這種情
況下，我們就開始研究訴訟。」
7月中旬，他們正式向雲南楚雄
中級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要
求停建戛洒江水電站。8月 14
日，該公益訴訟案在楚雄州中級
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經過這些努
力，從2017年8月開始，戛洒江
一級水電站已經暫停施工。雲南
省新發佈的《雲南省生物物種紅

色名錄（2017版）》也將綠孔雀列為「極
危」，雲南省已經完成的生態保護紅線方案
（初稿）還將綠孔雀等26種珍稀物種的棲
息地劃入了生態保護紅線。
但是，「自然之友」總幹事張伯駒表

示，目前戛洒江水電站只是暫停施工，未來
到底建還是不建，還沒有最終的結論，因此
還需要繼續予以關注。 ■《華夏時報》

昨日，在吉林省長春淨月潭上演了一場趣味十足的冰上龍舟賽，8支
隊伍的參賽者在200米的冰上賽道進行熱鬧比拚。 ■文/圖：中新社

昨日，有着百
年歷史的上海市
保護建築玉佛寺
大雄寶殿正式啟
動殿內的佛像文
物裝金工程，意
味着國內首座木
質建築的平移頂
升已經圓滿落
成，並進入下一
環節的內部文物

保護性修繕工作。據院方介紹，大雄寶殿整
體的修繕加固共歷時幾個月時間，並自2018
年起可以安全地對外正式開放。
作為上海市普陀區文物保護單位的玉佛寺
大雄寶殿，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木結構建築，

其平移工程技術複雜屬全國首例，更為珍貴
的是殿內含有諸多佛像文物，隨建築的平移
同時進行了移動。在建築的移步到位後，目
前院方展開對內部佛像文物的保護性修繕、
裝金。
據了解，玉佛寺上一次裝金是在1982年，
距今已有36年之久，殿內的佛像表面已有不
同程度風化、脫落，此次的裝金工程用於保
護佛像文物能夠更長久的存留與世。
此外，平移修繕後的大雄寶殿安全和防震

性能已大幅提升，大雄寶殿前加蓋的觀音殿
和鐘鼓樓也已全部完工並投入使用，這使得
玉佛禪寺的建築佈局更加完整。而且大殿前
的廣場面積，也擴大至原先的2倍，即使在
人流量較大的節日，也能保障人們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玉佛寺內的佛像文物啟
動裝金修繕。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市場諮詢集團艾瑞諮詢認為，在在
線教育高速發展、知識付費理念

興起的行業環境下，「網師」愈加希
望通過互聯網拓展教育輸出渠道，同
時在知識變現方面的需求日漸上升。

市場規模大 去年近2千億
陳志遠在滬江旗下實時互動在線教育

平台CCtalk上教授英文，他更是該平台
上第一個課程收入過百萬的口碑名師。
不過，他並不願意被稱為「網紅」，陳
志遠說「我認為通過網絡傳播自己知識
的叫做網絡老師比較好一點」。
日前，艾瑞諮詢發佈的《中國
B2B2C在線教育平台行業研究報告》
顯示，2017年中國在線教育市場規模
預計達到 1,941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約30%。未來幾年，
中國在線教育的市場增長勢頭保持穩
健，預計在 2019 年市場規模達到

2,727億元。

「網師」靠口碑 熱誠增收入
黃河清和兩個夥伴一起創辦了「孤

獨的閱讀者」，希望把歐美大學頂尖
的課程，用平易近人的價格引進到中
國來。團隊的三個創始人，每個人都
有3,000小時的教學經驗，而其他專
業的課程則聯繫留學哈佛、耶魯、普
林斯頓大學的博士作為師資。黃河清
表示他的用戶當中至少進行過一次付
費的學員大概有10,000名左右，支付
超過5,000元課程費用的有3,000名。
在陳志遠看來，金錢的誘惑與教育

的熱誠並不矛盾，反而互為因果。
「『網師』依靠口碑，口碑何來，來
自於你的初心與認真的教學，這樣才
能實現學員的增長和收入的增長，而
投資人看中的就是增長，好的口碑才
能帶來真正的長足發展。」

■■當前雲南的綠孔雀種群數量可當前雲南的綠孔雀種群數量可
能不足能不足500500隻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知識付費」催生「網師」

授業收穫百萬年薪

在中國在中國，，隨着隨着「「知識付費知識付費」」時代的來時代的來

臨臨，，一個依託互聯網而生的新興職業一個依託互聯網而生的新興職業

「「網師網師」」正在崛起正在崛起，，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

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拿到令人艷羨的百通過自身的不懈努力拿到令人艷羨的百

萬年薪萬年薪，，同時也在刷新着公眾對於傳統同時也在刷新着公眾對於傳統

教育的認知教育的認知。「。「網師網師」」的授課方式靈的授課方式靈

活活、、教學內容多樣教學內容多樣、、一對一的課程體一對一的課程體

驗驗，，並能在平台上獲得持續收入的群並能在平台上獲得持續收入的群

體體，，屬於中國傳統教屬於中國傳統教

育體制之外的產育體制之外的產

物物，，也是新時也是新時

代代、、新經濟催新經濟催

生的新職業生的新職業

代表代表。。

■■中新社中新社

力
阻
水
電
站
施
工

護
綠
孔
雀
棲
息
地

冰 上 龍 舟時隔36年 滬古剎佛像再修金身

■■「「網師網師」」的授課的授課方式靈活方式靈活，，並能並能
提供一對一的課程體驗提供一對一的課程體驗。。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