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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心沿革

國立空中大學為國內第一所採遠距教學的大學，自製媒體教學

節目及自行編印教科書為辦學特色。在空大創校之初，教科書係

由教務處負責編撰，出版發行由秘書處主政。因應開課數變多及

選課人數激增，為了統籌教科書、視聽教材之出版及發行作業，

於 1991 年 12 月 1 日將隸屬於教務處的教材編纂組及原屬秘書處

的出版組整併，以任務編組成立「出版中心」，1995 年立法院修

正通過「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後，空大組織規程配合修正，正式

將出版中心納入一級單位。

早期教科書在出版中心只做到編輯，印刷前的排版作業也由承

印廠商負責，認可過程多次往返，極其費時。為提昇編印品質、

縮控編印期程及成本，並因應數位編印潮流，自 2010 年開始採電

腦直接輸出製版方式，取代輸出底片與曬版的傳統印刷，自此校

教科書編輯與排版由出版中心自力完成。2011年出版中心啟動「教

科書檔案數位典藏計畫」，完整保存書稿電子檔。教科書除了發行

實體書外，2016 年增加電子書的型式提供閱書人多一種選擇。

出版中心除了出版教科書外，創校不久就和報社合作，定期

刊載「空大專版」，專版前 70 期和中華日報合作，71 期起即與

台灣新生報合作。這個定期刊登之專屬版面，一開始每周出刊二

期，後來改為每周刊四期的專版，報導學校重大新聞和校務訊息

公告，偶爾會有老師提供課程補充教材或師生投稿，是很好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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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溝通及作品發表的園地，可惜因網路取得資訊更便捷，訂報人

數明顯減少，於 103 年 12 月台灣新生報不再提供專屬版面，空大

專版自然停刊，總共出刊 5696 期。

出版中心出版發行的定期刊物除了空大專版外，還出版空大校

訊、前瞻、空大學訊、空大電子報，除了電子報至今還固定於每

周三出刊發行外，校訊、前瞻和學訊都因達成階段性任務而停刊

或轉型。不定期刊物則為空大校慶特別發行的紀念特刊，前後出

版過 10 年、15 年、20 年、30 年校慶特刊。

出版中心歷任主任依序是沈謙、袁金和、周文欽、段昌國、鄭

基良、陳松柏、郭先從、洪錫麟、郭先從、王義榮、郭秋田、黃

素秋，其中有教授兼任也有行政人員專職，每個主任都為出版中

心付出極多心力，使中心業務更加堅實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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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謙 主任

袁金和 主任

出版中心歷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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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欽 主任

段昌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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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基良 主任

陳松柏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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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從 主任

洪錫麟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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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榮 主任

郭秋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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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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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空大以遠距教學為特色，學生不是天天到校上課，標榜時時可

學習、處處是教室，因此自我學習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自我學習

就需要教材，教科書是空大學生極為重要的學習教材。不同於其

他一般大學由授課教師各自指定書本或提供講義，空大是由校方

統一教科書版本，學系開課即邀請學者專家編寫該課程教科書，

供選課學生修讀學習，也是考試評量的命題依據。

教科書編輯與發行是出版中心最主要的任務。一本教科書的製

成，可分成作者書稿撰寫及出版中心編輯二大部分，按「國立空

中大學課程開設通則」之規定，出版中心依學校年度行事曆之暑

期、上學期及下學期分別訂定收稿截止日，以便後續整稿與編輯，

所有當學期開設科目之教科書，大致於開學前半個月印製完成，

驗收無誤，即開始販售。教科書編印作業流程詳如下圖 1。

圖 1　教科書編校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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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科書透過精心規劃之教學設計，邀請學者專家撰稿，

為空大學生重要學習工具，至2020年已發行1340科教科書（如

圖2）。現存最早的空大教科書為 1986 年（與空大成立同年）

出版發行，當時有不少學術界菁英及卓有聲名之大師為空大編

撰教科書及擔任教學節目主講者，並一直持續關注空大發展，

如：「會計學」的鄭丁旺教授、「稅務法規」的張盛和部長、 

「心理學」吳靜吉教授等。

圖 2　空大教科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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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電腦並不普遍，要形成一本教科書，教科書出版流程為作

者執筆撰寫書稿（如圖 3），交付本中心編輯部門，於整稿後送

廠商打字，轉成文字檔案，設計樣張並將文字檔排版、校對後交

付印刷廠進行輸出底片（如圖 4）、拼版等製程，拼版後進行曬

製藍圖（如圖 5），交由編輯確認內容與排版檔相符無誤後進行

印刷。而由於膠製底片保存不易，故片庫廠得全天候 24 小時空調

開放，藉以保持恆溫狀態（如圖 6）；此外，於續開課程印製前，

同仁需重新檢視膠片狀況，如遇勘誤時，還得重新打印黏貼膠片，

完全人工化作業，非常耗時費工（如圖 7）。

圖 3　教科書手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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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教科書膠製底片

圖 5　教科書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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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4小時空調開放的底片庫

圖 7　出版中心同仁檢視片庫廠膠片保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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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空大教科書封面為單一樣式（如圖 8），較為單調，亦較

不易分辨學系別，新版教科書（如圖 9-10），重新設計封面，活

潑配色，俾利同學輕鬆分辨閱讀查看。

圖 8　早期空大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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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新版教科書

圖 10　新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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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教科書出版弁言

莊懷義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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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英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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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揚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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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深勳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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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水深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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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松柏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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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昊校長—出版弁言



26

陳松柏校長—出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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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光碟片

出版中心除發行教科書外，尚發行教學光碟片，供同學閱覽

學習，而教學光碟片之製作流程，係於教學媒體處完成教學節目

錄製、後製、剪接及對拷等層層手續製成教學光碟母片（如圖

11），俟同學下訂購置後，再燒製光碟片、印製課程名稱標籤貼

紙、封面及裝盒，包裝成品（如圖 12-13）提供販售。

圖 11　教學光碟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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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教學光碟片片庫

圖 13　教學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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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專版

早期平面媒體是全國民眾重要訊息的來源，報紙提供固定版

面給空大刊登訊息是很難得的合作，空大為全國唯一於報業擁有

專屬版面「空大專版」之學校，此與新聞報業跨界聯盟之創舉，

藉該報綿密的發行網絡，讓空大享有得天獨厚的平面媒體資源。

1986 年 12 月 5 日「空大專版」創刊於中華日報（如圖 14），隔

年8月7日中華日報停刊，「空大專版」自同年8月11日（第71期）

起改於台灣新生報發刊（如圖 15），直至 2014年 12月 31日停刊，

共計 5696 期。

此外，1997年 7月 7日起，聯合報開闢專屬空大版頁 --「前瞻」

（如圖 16）服務學生。「前瞻」每周一出刊，為遠距教育先鋒，

開設「話題擂臺」廣邀專家學者、社會人士探討遠距教育之未來

發展及願景，期能為學子發聲。「前瞻」於 1998 年 9 月 28 日（第

45 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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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空大專版創刊號 (中華日報 )

圖 15　空大專版轉至台灣新生報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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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聯合報前瞻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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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學訊

「空大學訊」為一專屬於國立空中大學學生學習輔助、報導校

務新動態之半月刊。本校為推動遠距教學，出版發行「空大學訊」

等輔助學習刊物，配合教學進度刊登有關教師之課業輔導、校務

之相關訊息，以協助學生更多元學習。

「空大學訊」於 1987 年 3 月 23 日創刊，早期以紙本發行（如

圖 17-18），2000 年 9 月 16 日（第 438 期）轉型為數位期刊（如

圖 19），復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第 531 期）起改版為 PDF 檔，

供行動載具能即時閱讀。2016年 1月 1日（第 535期）「空大學訊」

停刊，原刊物之訊息內容等，整合轉刊登於學校相關網頁。

圖 17　空大學訊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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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空大學訊創刊號發刊詞

圖 19　空大學訊數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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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校訊及空大電子報

為讓學生能持續關注學校校務訊息，並給學生一個揮灑的空

間，於2002年3月發行「空大校訊」（如圖20），寄送至學生家裡，

除提供學校教務方面訊息，也報導學校生活大小事，讓學生能藉

著閱讀校訊的機會，多加了解空大，這是空大電子報的前身。

隨著網路日漸興盛，空大校訊決定於 2004 年 12 月轉型為數位

期刊，定名為－「空大電子報」（如圖 21-22），內容除繼續提供

校務新聞外，更增加學系各科、社團新知等即時網路新聞，尤其

閱讀前台的段落分明、色彩豐富，讓學生更易閱讀，學生自主訂

閱，電腦編排後立刻發送至學生網路信箱，迄今仍持續發送，讓

學生即時訊息不漏接。

圖 20　空大校訊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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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空大電子報發送後台介面

圖 22　空大電子報閱讀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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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專刊

11 月 2 日為本校校慶，每年校慶學校會規劃系列慶祝活動，

而這些活動在歡樂之餘總感到稍縱即逝，為留下最具意義之紀錄，

學校自 1987 年 8 月 1 日空大創校一週年校慶起，特別編印「校慶

專刊」，記載著校慶活動及回顧，目前共計出版編輯一週年、十

年、十五年、二十年及三十年等 5 本校慶特刊（如圖 23-33）。

圖 23　一週年校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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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首任校長莊懷義先生的校慶詞

圖 25　一週年校慶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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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十週年校慶特刊

圖 27　十週年校慶特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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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十五週年校慶特刊

圖 29　十五週年校慶特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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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二十週年校慶特刊

圖 31　二十週年校慶特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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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三十週年校慶特刊

圖 33　三十週年校慶特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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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電子教科書

1991 年「出版中心」成立以來，為提昇編印品質，縮控編印

期程及成本，並因應數位編印潮流，自 2010 年開始採電腦直接輸

出製版 (CTP) 方式，取代輸出底片與曬版的傳統印刷，自此校教

科書編輯與排版由出版中心自力完成。2011 年啟動「教科書檔案

數位典藏計畫」，目前已存有 493 本教科書完整電子檔，這也成

了在教科書除了發行實體書外，於 2016 年發展教科書電子書型式

的基石，讓電子書提供閱書人多一種選擇。

什麼是電子書呢 ? 電子書的出現，改變了我們對於『書』的定

義，他不再只是用紙印刷著固定的文字，而是具備了多媒體、互

動、超連結、全文檢索功能等等。隨著科技的進步，各項電子產

品提供我們將電子書下載到自己的設備上，隨時可以閱讀，提升

方便性。古代人『學富五車』，現在只要一台電子載具如平版或

手機，可隨時帶著走的恐怕不止『五車』，一整座圖書館的知識，

都可以透過電子書的形式帶著走。所以，簡單的說，電子書是一

種不以『紙』做為紀錄資訊的載體的出版品，而且電子書正以各

種形式慢慢在改變閱讀者的習慣。

電子書的優點非常多，主要的優點如下：

一、環保價值：紙張來源是木材，無紙化是保護地球最直接

的貢獻，省去印刷流程也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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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格較便宜：因製作電子書的成本較低，少了紙張的印

刷自然就少了很多成本，同學可以因此購買到相對紙本

書較為便宜的電子書。

三、全文檢索：這是電子書非常方便的功能，閱讀時可以利

用關鍵字，快速的找到想要的內容。

四、內容更新快速：若書有錯誤部分，經過勘誤，同學只需

重新下載該教科書，立即取得最正確的內容。

五、時時可學習：很多同學利用公餘時間進修，透過電子書

的便利性，可利用瑣碎的時間，隨時以行動裝置閱讀教

科書。

六、保存容易：本校電子書購買後，不論您換過多少不同的

閱讀裝置，購買的書本跟著帳號走，一次購買，終身使

用。

七、減少儲存空間：紙本教科書的收藏也是一項問題，把學

分修完看到家中滿滿的紙本書固然是一種成就，但如果

家中比較沒那麼多空間的同學，只要一台行動裝置，您

就可以從入學到畢業的書一起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