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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隨着賭業開放，受惠於內地自由行政策，近年澳門經濟急速發展，政府稅收年年增加，失業

率持續偏低，一派繁榮景象。經濟持續增長帶動價格上揚，首當其衝的是物價持續上升，房

地產更被國內、與香港等外來投資者熱烈炒賣，短短兩三年間樓價升幅平均逾兩倍甚至以上，

而為於黃金地段、人流集中的購物區，舖位價格更升幅達五至八倍，特別是位於市中心的議

事亭前地（俗稱噴水池），兩年前一間舊店，在經濟低迷時約一百多萬澳門幣（下同）樓價升

至現時的近千萬市價，升幅不可畏不驚人。 

 

遊人熙來攘往的噴水池，佈滿大集團連鎖式化粧品、衣服、運動用品商舖與食肆，面積三、

四十平方米的臨街舖位，月租最少要三、四萬元；而位置較佳及面積約二、三百平方米的舖

位，月租最少要十萬元以上。在此黃金地段，本地唯一的二樓書店“邊度有書”卻選擇在此

經營，是充滿優勢，還是困難重重？加上本地閱讀風氣不盛，小書店如何在大型書店、書展

與及鄰近國內眾多的大型書城的競爭中存活？“邊度有書”開業接近三年，過去多年裡，書

店作了多番嘗試，不少更是本地重未嘗試過的創舉，包括將書店用於劇場演出、通宵舉辦書

展，與及各種不同類型配合閱讀推廣的講座、放映等活動，打破本地書店一向給人呆板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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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於本地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將試從訪談與觀察的形式，去研究本地此間二

樓書店於澳門這特殊的生存空間中如何去實踐其經營理念，及在發展過程中於本地生產的文

化意義。 

 

研究流程 

一、確定研究方向 

二、蒐集相關資料 

三、擬定研究架構 

四、設定研究問題 

五、擬定觀察重點、訪談內容 

六、實地考察 

七、資料分析 

八、結論 

 

研究架構 

 以訪問形式分別向書店負責人、職員，本地圖書館業界、出版界代表等了解本地閱讀風氣

與書店的發展空間。 

 透過不同時段以觀察形式，分析書店的特色與顧客的特點及使用書店的行為模式。 

 輔以訪談，訪問書店的顧客，以了解他們的閱讀習慣與使用書店的行為模式。 

 分析過往有關“邊度有書”的報導、專訪及其他專欄文章。 

 

訪談對象與人數 

是次研究成功訪談了書店的負責人及一名全職及一名兼職店員，在現場觀察過程中亦訪問了

八位顧客，與及預約訪問了本地文化界三位較重要的人士，包括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澳門

日報副刊編輯及澳門筆會副理事長。以及分析了過往有關“邊度有書”的報導及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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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於是次研究時間短促，故此訪問人數較小，可能為研究分析帶來局限。 

 

（一）二樓書店的出現 

二樓書店一詞沿於香港，據資料記載第一間於香港出現的二樓書店為一九七三年開業的“阿

虫書店”（傳達出版有限公司）1，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市民對閱讀需求亦有所增加，加上九

十年代香港經濟低迷，租金下調而促使二樓書店的發展，而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有：“洪

葉”、“樂文”、“田園”、“榆林”、“曙光”、“青文”等，還有近年漸露頭角的“阿

麥書房”、“書得起”、“尚書堂”等，除此以外，還有其他二樓書店如“國風堂”、“牛

棚”、“3boxes；11 行”等。由於香港經濟近年持續向好，租金隨之而上升，這些二樓書店

很多已被逼“更上一層樓”，搬到三樓、四樓……甚至有八樓、十一樓等；有些更被迫結業，

如經營了超過八年的“洪葉”。 

 

與香港情況稍有不同，澳門二樓的商業營運並不發達，一般二樓或以上的商店均只會出現於

樓高數層的商塲或連鎖式店舖，而當中以一些地下與閣樓相連的舖位居多，就以全澳門最暢

旺，人流最集中的噴水池一帶（包括議事亭前地、大三巴、白馬行），也只有數間店舖獨立設

於二樓，其他區份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可以說，至現時為止，上樓梯到二樓消費的習慣於澳

門尚未形成。 

 

澳門第一間出現的二樓書店，是位於市中心旺區“賣草地”裕興隆商塲二樓的“文采書

店”，此書店最初只是於商塲內租用其中位於二樓的舖位，而非獨立開設於二樓的書店，及

後經營多年至商場因經營不善而倒閉，商舖被分拆才形成現時書店獨立開設於二樓的模式。

但嚴格來說，“文采書店”此開設於二樓的書店與現時一般稱作“二樓書店”的路線很不相

同。“二樓書店”最初的出現確實是指開在沿街的二樓商住兩用單位，特色是面積較細小，

店員也小，書種不多，一般會以較為鮮明的選書風格作為書店的營業路向，如文、史、哲或

社會科學等，與其他較大型的書局強調的種類齊全，包括雜誌、教科書與文具等經營路線有

                                                 
1 港台節目《窗外有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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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顯著的分別。而“文采書店”所走的路線則明顯為種類齊全的大型書店，只不過其選址於

一大商場的二樓空間而矣，此情況與本地另一間老牌大型書店“文化廣場”開設於商場的地

庫一樣，兩者均有租金上的考慮。故此，嚴格來說，若以上述對二樓書店的定義而言，本地

真正出現的第一間二樓書店，應該是零三年底於於噴水池開業的“邊度有書”。 

 

（二）二樓書店生存空間的形成背景 

澳門自一九九九年回歸後，政治相對穩定，隨著賭權開放成功吸引外資，以及受惠於國內的

自由行政策，使澳門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狀況亦得到很大改善。從訪問中不難發現，由於本

地市民的經濟情況較前理想及整體社會上對知識追求的提升，使本地不少市民對圖書也較以

前有較大的需求，當中包括質與量（質素與不同種類）。可是本地的各大小書店，近年卻鮮有

積極發展，當中包括選書種類、質素、空間佈置、讀者服務等，至今還有不少書店仍未能以

電腦系統查書，更未能提供空間讓人坐下“打書釘”，至使本地市民轉而往鄰近地區，包括

國內廣州、深圳、珠海的書城，或香港以至台灣的書店等採購各類華文圖書，而本地一向近

乎絕跡的外文圖書，則只可於幾個規模較大的網站上訂購。 

 

澳門閱讀風氣不濃，不要說與台灣比較，就算與香港相比亦相去甚遠，澳門的大書店不少，

如“文化廣場”、“星光書店”等經營多年的“老字號”，還有近年發展迅速的“一書齋”、

“宏達圖書中心”及專賣國內簡體字書籍的“新華書店”等，但這些書店一般是賣利潤較高

的文具、中小學教材、工具書，其次是悠閒讀物，顯眼處擺滿所謂暢銷書。當中又以那些辦

公室攻略、炒賣投機、烹調美食、化粧禮儀與愛情小說等最受關注。多名受訪者均表示本地

的大書店過去多年發展太保守，未能滿足讀者所需之餘，書種亦未能有效拓闊本地市民眼光，

而且這些書店太類同，經營方向分別不大，完全未能追上鄰近地區的書店發展。 

 

賣書本來就是一門利薄的生意，故此本地不少書店均以出售文具與教科書來作為書店經營的

主要路線。此外，受惠於本地政府保障本地企業的法例，所有政府公物採購必須以本地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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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公司為主，除非特殊情況如一些專業技術或本地未有代理的產品才可引用其他的法例作

採購。故此，本地主要的圖書館機構，包括由政府管理的“澳門中央圖書館”及“黃營均社

區圖書館” 兩大公共圖書館系統，與及政府監察運作的大學圖書館系統，包括“澳門大學國

際圖書館”、“理工學院圖書館”、“科技大學圖書館”等，均必須嚴從政府的採購法律，

進行圖書採購，故此，以上各個圖書館機構每年用於採購圖書的接近一千五百萬澳門元經2，

大部分被本地書店瓜分。從以上情況可見，於本地經營書店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為政府採購，

其次為文具、教科書，最後才是門市，有鑒於此，門市所出售的圖書實質更似“花瓶”，用

以裝飾門面居多。特別是圖書的時效性，往往相差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新書上架也變成舊書，

經營手法主動性不足，讀者服務欠奉，長期營運墨守成規，為人詬病。加上近年各大書店均

以配合政府推動閱讀的政策為口號，藉機舉辦各種各樣的“書香文化節”、“兩岸四地”等

不同主題的大型書展，從報導中不難發現這些以折扣招來，以圖書雜貨攤形式開展的大型書

展越來越受一般市民歡迎，並為書店帶來不俗的利潤。無容諱言，本地的書展只是提供折扣

優惠的大型雜貨書攤，書本質素不高，多不能滿足愛書人的要求，極其量只能吸引一些湊熱

鬧的市民，此為不少受訪者的觀感。 

 

以上種種，是否已經能解釋本地書店近年不積極發展的原因？與其他鄰近地區如台灣、新加

坡、香港以至國內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的書店與大型書城相比，本地的書店發展相形見拙，

在始消彼長的情況下，漸漸形成一群對圖書質量有要求的讀者，他們未必會滿足於書展的折

扣，而是會有他們閱讀的喜好，並具其個人買書的習慣。而隨着社會發展，這批讀者的數量

只會有增無減。在這樣的環境下，間接開拓了本地二樓書店的生存空間。 

 

（三）“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與特色 

在前文提及的大環境下，二樓書店的經營特色成了其與大書店競爭的唯一手段，從與書店負

責人之一的李銳俊（Jane）的訪談中，不難發現此間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細小店舖以及出奇

地小的人手如何能產出如此強的生命力，一切均與其經營書店的理念與所營造的特色有關。

                                                 
 2

二○○四年度澳門政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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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至深的相信是與四位合夥人各自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邊度有書”開業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五日，十月五日為葡國著名推翻帝制的革命紀念日，澳

門的沙梨頭區及離島路環亦有兩條以“十月初五”命名的街道以茲紀念。“邊度有書”中文

名稱語帶相關，作為動詞是一句疑問句，更是當時一種對社會的反諷，代表了一部分市民“究

竟邊度有我們須要的書？”的心聲，其葡、英名稱 Pinto Livros / Pin – to Book 中的 Pin – to 為

葡國其中一個較為常見的姓氏，如葡國國家足球隊前峰祖、邊度（José Pinto、一般傳媒喜用

“賓度”）及本地著名三級方程式車手賓度的姓氏均為 Pinto。被葡國殖民管治多年的澳門，

Pinto 此名詞於澳門亦很常見。除此書店亦以名字諧音來作為宣傳用語，如通往書店的樓梯便

掛着一塊大文字牌，醒目地寫著：“只要閱讀，澳門邊度有‘輸’”。 

 

“邊度有書”的誕生，源於三年多前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因大家都對閱讀有所追求，同時

最重要的是大家均有一份不計較收獲而去為澳門服務的熱忱，眼看當時本地書店業的發 

展情況，四位合夥人逐決定合資經營一間有特色的書店。在當時的環境，也有一點點革命的

況味。這四位合夥人有著不同的背景，但都與本地文化事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期望

透過他們的專業，使書店經營變得更具文化氣息。這三男一女的組合包括本地藝團“石頭公

社”的創辦人之一 Jane，她已為兩女之母，在經營書店之餘，亦要同時兼顧家庭及其醉心的

編舞工作與藝術教育推廣，Jane 憑著其多年演出與藝術行政工作的經驗，逐漸建立起自己的

“網絡”，其多年來一直捍衛的文化創作自由與感言的形象，加上其本身喜愛閱讀、寫作及

對創作的濃厚興趣，使她成為書店經營的中堅份子。而另一位合顆人吳子嬰（Anson）為旅居

台灣的澳門人，他憑值過往多年於台灣“誠品書店”的工作經驗，將過往工作上的所得與個

人的理想結合，發揮於書店的營運之中。Anson 於“誠品”工作的四年，分別擔任過兩年門

市與兩年採購的工作，累積到一定的經驗、人脈關係與“門路”，此方面對書店的發展有很

大的幫助及影響，以書種來源為例，現時書店出售的台版書約佔七成，甚餘三成分別為國內

版及其他圖書，除了圖書以外，“邊度有書”另一較為出名的地方是其出售的“另類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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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面與 Anson 於“誠品”的音樂採購經驗有很大關係。Anson 自“邊度有書”開業後，已

脫離了“誠品”而於台灣獨立開創自己的 Label（品牌），代理自己喜歡的書與來自世界各地

的音樂，感覺上雖然很小眾，但在多元發展的社會中，Anson 個人獨到的品味總找到不少知

音。港澳不少著名另類音樂會，如蒙古的烏仁娜、台灣的交工樂隊、日本的地下音樂教父灰

野敬二等的演出，均是由 Anson 公司過去多年所籌劃的。現時 Anson 仍主要生活於台灣，對

“邊度有書”的 CD、台灣書採購與了解台灣出版市場情況作出很大貢獻，由於其對台灣出版

業界的了解，對“邊度”的台版書品牌建立，如代理台灣“五觀出版社”一系列博物館管理

與文化行政等書籍較其他書店更具優勢。另一位合夥人李立勝（Mick）為本地資深電台節目

主持人，因長年工作與個人興趣關係，很希望轉於書店方面為往後長期發展，後因個人信仰

等原因，而轉往香港修讀神學，Mick 現時雖然沒有實質參與書店工作，但其對書店的熱忱與

對本地文化發展的關懷，特別是書店籌設期間至開業初期，均有賴 Mick 多年於社會上的經驗

與對文化的深度見解。而最後一位合夥人 Kent，他本身為本地著名平面設計師，同時參與各

方面藝術創作，於視覺元素應用方面有很強的觸覺，加上其長期對設計、建築與藝術的關注，

使書店於此方面的撰書方向有頗佳的風格與品味。Kent 於四人中視藝經驗較豐富，故此於書

店選址上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及至後期如何將四人的理念，落實到平面設計、空間佈局、

室內佈置、燈光等方面，具體地把書店希望帶給顧客的感覺完整地呈現出來。Kent 由於個人

原因於書店開業後已退出，專心從事創作工作，但現時偶爾亦有為書店提供意見及建議。 

 

沿於一份對書店發展的熱誠，四位合夥人逐開始四出找尋資料、籌備相關工作近半年，而在

籌備過程中，有兩件頗有趣的事情讓他們確信開書店不只是一時衝動。由於沒有經營書店的

實際操作經驗，幾位合夥人專程拜訪本地的各間書店，以了解他們的運作與市場狀況，與及

建立合作關係，期望日後能彼此合作，共同開發不同市場；另一方面希望做到知已知彼，百

戰百勝。但所謂同行如敵國，“邊度”意外地獲得本地書店“老大哥”“文化廣場”的幫忙，

還教導他們如何入貨及營運，對“邊度”的籌設有很大幫助。但“凡事有兩面”，“邊度”

跟“文化廣場”學師期間，同時亦看到現時本地書店經營手法與視野的不足，此方面更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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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邊度”的經營理念與發展方向的信心，及書店於市場上的定位，如何針對現存書店的缺

點，特別注重環境、氣氛與及讀者服務，這些都成為了其後“邊度”的經營特點。 

 

另一有趣之處是選址，初時一班合夥人四出找地方，在未完全形成商營書店的念頭之前，曾

有想過向政府申請地方以團體形式辦店的構思，主因還是希望本地的閱讀風氣能得以提升。

但可惜政府的官僚，再一次迫使本地有心人對政府的心灰。“官逼民反，民豈能不反”，在

找舖的過程中，亦有看過其他較大的地舖及不同地區的舖位，最後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找到

現時這個位於鬧市中心的二樓舖，全因為“合眼緣”及租金相宜。從上文的分析，所謂黃金

地段對“邊度”的影響有限，因一般遊客也不會光顧“邊度”，而是借用洗手間居多。但“邊

度有書” 位於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優勢，實質上方便了市民及外來者使用及尋找書店。澳門日

報副刊編輯湯梅笑直言：“書店被多所連鎖式集團如 McDonald, SaSa, Bosini, Starsbucks, 

Giordano 等物質主義強烈的店舖包圍下，‘邊度有書’的存在對城市更產生出另一種特殊的

文化意義。” 

 

綜觀四位合夥人的背景，“邊度有書”的經營風格、發展路線所形成的脈胳非常明顯。書店

的空間佈置上強調舒適感，兩扇臨街的舊式大窗給人開揚、清几明淨的感覺，臨窗的植物綠

意盎然，店內設有數張圓枱與座椅，還有免費咖啡、水供讀者隨意享用，形成一種感覺較為

自由及生活化的氣息，店內除了書架、雜誌架與 CD 架外，只有數張掛畫，其中最突出的當

然是縣掛多年近門處一幅高高在上以 Andy Warhol 手法繪製的“毛主席”像海報，此外牆上

還有數張本地攝影師李銳奮的黑白相片。加上店主精選的另類音樂、室內柔和的光線，營造

Jane 口中所說希望帶給讀者的文化的氣息、一間有氣質的書店。氣質不只外表，更重內涵，

書店經營書種的路線以文學、哲學、歷史、性別、藝術、童書為主，當中亦有推介本地出版

的專架包括“邊度有書”的出版物。排架分類為：社會人文、文學、澳門、生活風格、表演

藝術、視覺藝術、建築及空間、兒童書及繪本，配合為數不多的 DVD 推介及另類 CD。從以

上大類中亦不難發現書店選書的細緻，曾聽說店內每本書都經店員翻閱，全店的書更像個人

 8



精緻品味的推薦多於盲目跟隨市場主導。而在眾多圖書當中，上文提及台灣“五觀出版社”

的圖書特別受歡近，除了本地有一定支持者外，亦有不少香港與及國內的客人專程前來選購

相關藝術叢書；更甚者，書店的訂單亦有來自包括國內北京、上海、重慶與廣州的博物館，

據聞訂單數量更不少，澳門於國內與台灣之間的中轉角色，除了體現於機場的客貨運量外，

更體現於文化事業之上，亦正因如此，書店日後亦有意加強此方面書籍的推廣，包括策劃不

同類型的講座及店內小型書展。 

 

正如“邊度有書”的網站標語：“有書的日子，希望時間過得慢一點，再慢一點…”及“閱

讀、聆聽、慢生活”均貫徹始終書店強調的是悠閒，因社會發展與城市變化太快，城市人的

生活也越來越急速。工作時間越長，休息與陪伴家人朋友或自我放鬆的時間越小，書店希望

透過有限的空間去讓讀者能“慢”下來，就算是不買書，都希望書店的環境、氣氛能吸引讀

者留下來，此點亦為“邊度”與其他書店最大的分別所在。從店員的訪談與現場觀察中得知，

真的有不少讀者喜歡在書店“閒坐”看書，很多人也可以一看個多兩個小時，更甚者有讀者

自備圖書於書店內閱讀，使書店同時發揮圖書館的功能（並提供更好的讀者服務）。書店同時

設有會員制度，為會員提供折扣優惠與及增添收發文化活動訊息的渠道，除了每月三至四次

的新書及活動推介外，書店更會協助轉寄其他藝文訊息，形成書店作為文化訊息發佈與交流

的重要場所。早前書店曾透過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分析與書店的假設完全脗合，大部分會

員讀者均認同書店所走的風格與經營路線。 

 

（四）“邊度有書”的營運狀況及未來發展 

認同歸認同，辦書店首要能決的問題是生存，以“邊度有書”的經營特色與優勢，又是否一

片光明？ 

 

訪談中 Jane 坦言並不是如此理想，雖然有些書的銷量較佳，但某些書種，特別是文學，因“邊

度”不賣流行文學的關係，此方面的銷路並未如理想，現時書店選文學書也會較前審慎，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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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較為“穩陣”的方向，同時數量亦會相對地減少。除此，兒童書不論是一般故事書與近

年十分流行的繪本暫時亦未有很大的銷路，此兩方面的書種日後還須多作推廣去開發市場。

雖然有些書種銷情不太理想，但也會堅持初訂的方向，不會選一些“大路”的流行文學如“哈

利波特”等，書店過往亦試過有一兩部“亦舒”的作品，立刻被讀者投訴影響書店的風格，

故此，書店一直堅持的選書路線實際上也算是頗為深入民心的。但澳門筆會副理事長黃文輝

強調：“書店要建立一種讀者對書店長期依賴的感覺，知道書店能提供他們所須，而不用像

去書展那樣碰運氣。”他坦言：“‘邊度’選書還在摸索期，須要時間捉緊書店的針對目標。”

無疑，書店要建立讓人足以自豪的品格、氣質及自信，也許不是靠平均所得，而是更多的優

質選書。而書應該隨其內容“價值”而非單純從“銷路”來決定上架的量與時間，“邊度有

書”對此方向仍可算是十分清晰。 

 

“邊度”堅持不賣利潤較高的流行文學與教科書，換來的是會員人數的不斷上升，開業至今

會員人數已達八百多人，以澳門只得四十多萬人口中一間走小眾口味的小型書店而言，已算

是不錯的“功績”，但可惜會員數量上升不一定與購買力成正比，否則若八百會員每月光顧

一百元圖書肯定是個不錯的數值！可幸是這些會員多較為忠心，例如會透過書店的訂書服務

去買書，一些香港來的會員會專程到書店“掃貨”，大量買入國內版的雜誌（不論新舊）；而

台灣有一會員每次來澳均會買本地博物館展覽的畫冊與本地作家的作品，而國內的會員除了

對台灣“五觀”的藝術書情有獨鍾外，更喜愛搜購台灣的《誠品好讀》等雜誌。 

 

與本地其他書店一樣，“邊度”亦會參與競投政府採購圖書雜誌的供應。而現時以“邊度”

的營業狀況，來自政府投標的營利與門市的營利差不多是各佔一半。面對這種現狀，書店的

方向是希望可以逐步提升店面的營利，將比例慢慢地變成六比四、七比三……。始終競投政

府採購書單很被動，特別是政府圖書館採購大量流行文學、通俗小說、八卦雜誌、漫畫等，

作為營商考慮，不得不去盡量滿足圖書館書單的採購須求，但同時卻與書店的經營方向格格

不入。據了解，現時“澳門中央圖書館”的採購系統較其他圖書館優勝，最低限度能接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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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推薦書目，在政府官僚架購以內算是較為開放的做法。“邊度”希望日後能逐步影響政

府的採購，最低限度多接納“邊度”提出那些相對比較“另類”的圖書。礙於人手關係，“邊

度”其實一直希望能主動接觸學校的圖書館，因其相信只有在基層方面下手，才能有望改變

社會。誠然，求學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階段若除了課本，而沒有接觸其他讀物，將來長

大後也很難期望他們對閱讀產生興趣，更不用說“邊度”一直推崇的那些優質圖書。未來書

店除了兒童書以外，還會加強多些外國圖書，特別是設計與藝術方面，此為經過過去兩年多

觀察後的決定，相信能被市場接受。 

 

（五）“邊度有書”的店員 

“邊度有書”現時除 Jane 一負責人外，主要有一名全職員工及兩名兼職員工，“邊度”從一

開始時以很強調店員的參與，對聘請店員有很高的期望，所聘請的店員必須積極主動，對書

本有認識及興趣，同時亦須要有個人的想法，因為書店早已預設顧客與店員會有很多接觸的

機會，這是因應書店的個性而成，故此店員應該有自己對書的看法與態度。而於店務上亦可

給予書店意見，如選書、排架等，因店員的喜好，或他們身邊朋友的喜好與對顧客口味的須

求有一定的想法，亦代表了書店部分顧客的意見。 

 

以上種種要求不低，加上“邊度”的小本經營，難以給予較好的待遇，人工低在所難免，沒

有福利更不用多說，對年青人來說很難平衡工作中的長期成長，故此書店的店員流動量亦頗

大。在書店工作接近一年，近數個月才轉為全職的夏原（筆名）可說是其中一位忠心的員工，

她在澳門出生，於香港唸中小學期間已很喜歡閱讀與寫詩，現就讀於澳門大學二年級，主修

經濟，亦有保持寫作。夏原透露於書店工作一直為其多年夢想，現時因學生身份也不會太計

較，會只求付出而不要求回報，況且於書店工作能接觸不同類型的圖書，對學業與個人修養

也有一定幫助。而另一位兼職店員 Tony 與夏原情況所差無幾，都是澳門大學二年班學生，主

修工商管理。也是因為對書有很濃厚的興趣，所以希望於書店工作，他更笑言自己於書店的

收入大部分也用於在書店買書與 CD，故此真正收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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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年青及打扮樸素以外，他們二人均有很強烈鮮明的共同特點，就是喜歡閱讀，喜歡這間

書店的空間、環境所營造的氣氛，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人文精神的理想。此外，他們對書店的

理念與方向均有十分透切的了解。亦明白書店所走的路線雖然不大眾化，但卻正正是目前澳

門所需。他們於工餘，除了應付學業以外，原來還會特別上網去看新書書目做資料搜集，還

會到其他書店，留意他們的價格與“邊度”的差異，觀察其他書店的經營手法與服務，對半

工讀的學生而言，他們的投入已遠遠超出從事店面實務的員工職責範圍。 

 

著名文化人平路認為：“小書店的溫暖，是裡面的店員對於每位顧客的閱讀品味都瞭如指掌，

他們會特別替你留書，甚至猜想你的喜好，幫你訂書，當你看到他們為你選擇的書籍，會感

到既驚訝又適切。”來自台灣的劉黎兒則認為“書店的靈魂除了好書外，還有好店員，店員

愛書、知書，有能力推薦書，讓客人不會買到看了後會後悔的書，人們才會湧起繼續逛書店

以及閱讀的意願。”澳門中央圖書館館長鄧美蓮坦言：“感覺（邊度有書）的店員也是讀書

人，有種很親切的朋友感覺；與店員溝通不一定面對面，於電話上、網上也可以很好地交流

彼此意見。‘邊度有書’的店員明顯是用‘心’去做的，雖然他們不會太熱情，但知道他們

會認真地對待每一位客人。”從多位受訪者的答案中，也發現他們均滿意店員的態度與服務，

並認為店員能協助及解答他們的提問。從不同時段的現場觀察中亦發現，不少顧客也會很主

動地向店員查詢，店員亦多能提供協助。除此，夏原與 Tony 也不約而同地表示對一些時常光

顧的“熟客”會員品味較了解，基本上知道他們的選書品味，此有助於他們選書與及向會員

推介上的工作。 

 

訪談中 Jane 透露書店計劃於六月份安排一次全體員工的台灣書店之旅，與台灣的 Anson 會合

去參觀當地的大小書店。她說選擇台灣的原因不是羨慕他人，而可以說是業務、日常作業上

的考察，重要是去看他人“做書店”的心情，從空間、書種、服務、營運方法、閱讀推廣等

一一不放過，更會拜訪當地的書店負責人與店員，向他們吸取經驗以達到自我調節，重新認

 12



定書店角色功能的目的。台灣良好的閱讀氛圍、書店與出版界的發展均有很多值得借鏡的地

方，所謂他山之石，相信台灣於此方面的感染力定能予書店員工很好的啟發與動力。可惜的

是，甚小關門的“邊度有書”因此要暫停營業數天，本地的書迷可能感到多少失望。 

 

“邊度有書”還設有自己的網頁，主要作為新書推介與會員聯系及發放訊息之用。網頁中有

一“店員日記”的設置，是類似 blog 的設計，所有市民均可隨意瀏覽，讓店員可以自由地抒

寫工作上的心得、書評、藝評或日常所見所聞，是一個比較開放、不受監管的交流空間，只

可惜店內各人，無不擁多叢身份（身兼數職），故此，此為店員而設的網上日誌亦鮮有新文章

出現，有點可惜。據稱，此原先的構想是一個書店與顧客能互相溝通交流的平台，特別是開

放空間讓讀者討論與書有關的事及向書店推薦選書考慮，可惜因反應不理想而被逼取消，最

後更改為現時的店員日記。 

 

（六）舉辦活動作為閱讀延伸的方向 

“邊度有書”的經營方向，還包括各種各樣的推廣活動，辦這些活動是希望書店在賣書以外，

多些想不同的方法，去作為閱讀的延伸，反之亦然；強調創意與個人成長。使書店成為一個

可作交流的平台，而不單單是一個純綷的買賣空間。過去書店曾主辦的活動多不勝數，亦甚

具創意，如聖誕夜與元旦通宵營業的書展，確實能吸引到一些市民於凌晨光顧，可說是開創

本地先河。除此，書店還舉辦各式各樣的小型專題書展，再結合講座作閱續延伸，如情人節

期間便曾邀請了本地三位男性作家談愛情、性別等，還有配合“閱讀城市”的一系列放映會，

讓本地市民能籍著觀摩其他城市發展的經驗，去思考本地的城市規劃與發展。書店還有自己

的出版物，如本地女詩人懿靈的套裝詩集、本地攝影家李銳奮的相片散文集等，也有安排新

書發佈會，讓市民與作家多些機會交流。本地以外，香港的一些新書也曾於“邊度”舉行新

書發佈會，如白雙全的《單身看》與小西的詩集《貓河》。最近書店更推出“從五四到六四：

06 社會人民書展”，特別為此增購多種與社會、權力與政治有關的圖書，“邊度”更希望將

一些活動以年度形式持續舉行。如聖誕、元旦的通宵書市、“從五四到六四”等，漸漸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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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形成為書店的品牌向外推廣，做到遠近馳各。書店雖小，可野心不少！ 

 

書店接着於七、八月期間還會舉行與城市旅行有關的書展，九月份辦兒童故事、繪本的重點

推介，還會繼續與其他文化團體合作，舉辦另類的音樂會，亦計劃於其他場地舉行由台灣文

博機構的策劃人主講一系列與博物館管理與發展有關的講座等。書店每年均會透過店務會

議，廣徵各人的意見，去預早籌劃全年辦活動的主題與方向，於選書時能有所配合。以上所

提及的推廣與閱讀延伸活動，本地其他書店甚小出現，其他書店一般只會於書展期間，通常

為其他租用場地辦一些名作家講座及親子活動，而非像“邊度有書”般全年無休地於書店內

舉行。湯梅笑直言很欣賞“邊度”策劃的活動，但可惜澳門是一座“忙城”，大家也缺少參

與活動的時間，自己也不例外，但會將活動訊息轉寄給其他人。她同時認為“邊度有書”的

優點是“細”，所辦的活動規模雖然“小”，但文化參與的力量“大”，辦活動雖不是書店

的職責與經營範圍，但能夠營造濃厚的文化氣息。鄧美蓮亦認為“邊度”辦的活動給人很好

的形象，是一種人與人、人與書、人與作者之間的互動，能擴闊思想上的交流空間，活動產

出的成果難以估計。此外，她認為“邊度”籍活動而聯繫的一班“文化人”，是一項長期而

具影響力的工作，“邊度”所營造的聚合點效應，能把本地“文化人”於人文素質方面的發

展不斷累積，有機會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並以此來影響社會，包括對其他書店的衝擊與發展，

再反過來刺激“邊度有書”，在相互激勵下不斷發展能影響本地閱讀風氣的發展。黃文輝亦

讚同“邊度”透過活動能使人與書店建立感情。此方面不少受訪者均有近似看法。 

 

“邊度有書”的活動雖然五花八門，種類繁多，但並未對書店購成太大壓力，因始終活動規

模較小，較容易操控，相對地靈活；但礙於空間所限，日後書店亦會考慮在其他場地辦活動，

配合主題繼續推廣閱讀，不會被空間不足這框框限制。 

 

關於活動，“邊度有書”曾有一被受讚賞的創舉，免費借出書店予本地藝團演出一齣以詩人、

寫作有關的多媒體創作劇場《格子爬格子》，由於空間所限，每場演出只能容納三十至四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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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席地而坐，而該次演出的反應非常熱烈，於本地連開四場，不少觀眾對書店空間的可塑

性多了想像，演出更成功地將一些從未到過“邊度”的市民帶到書店。 

 

“邊度有書”所辦的活動雖多，但參與的人數並沒有太大保證；除了一些與本地作家有關的

講座、活動有一定數量的熟人、朋友參與外，其他活動的參與率可說是慘不忍賭，以兩位香

港藝術工作者與作家的新書發佈為例，白雙全的活動只有二人參與，連當值店員也沒有興趣

參加，可以說因白雙全在澳門並沒有太大知名度，此方面與書店在推廣方面沒有着墨，很多

本地讀者均不了解白雙全的創作背景有關，在此等印象模糊的情況下，參與意慾自然偏低。

而另一位香港作家早前來澳發行詩集《貓河》，亦只有四人出席，除本人外，其中一位為店員

夏原，另一位為本地詩人懿靈，第四位為懿靈到場後用電話四出通知趕快到書店的詩人朋友。

在澳門辦活動通常也要有觀眾不多的心理準備，此情況其實不單發生於“邊度有書”，本地

其他文博機構也長期面對同樣問題，故此很多政府機構辦活動專向老人家與青少年及兒童入

手，追求人數多於追求效果。從訪問中不難發現，很多讀者均不清楚“邊度”所辦的活動，

認為書店只靠電郵與人傳人的宣傳渠道不足，很多時也會錯過活動。但相信更直接的問題其

實是讀者不太清楚活動的內容，或是主題不夠吸引，難以提起參與或了解的衝動。而書店於

此方面的解釋是礙於人手，很難作大規模的宣傳，書店也明白嘉賓名氣不足的問題，若有充

足資金當然想請王丹來澳主講“從五四到六四”，但始終未是時候。“邊度”現時仍然會維

持一些小規模的基本宣傳，暫時也不太計較商業上的推廣考慮，唯希望可慢慢將八百多個會

員分類，按他們的興趣作日後活動的重點宣傳與推廣，希望做到較具針對性。 

 

（七）結論 

在《遊逛，在一座閱讀&生活的博物館》此本誠品信義店的夢想工程小冊子中，有一段介紹

他們夢想的文字：“有一家書店，它是創意生活總匯集，全球雜誌百匯，最新閱讀情報店，

文學的主題樂園，人文概念體驗館，影音閱讀展演場，日本文化發信地，專業藝術寶庫，風

格文具櫉窗，人文精神殿堂，城市心靈空間，兒童快樂天堂。它是閱讀的、思考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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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知識的、享樂的、風尚的、遊逛的、國際的。它邀請你尋覓，親炙，鑽研，沉浸，

上癮，玩樂，求知，聆聽，思辯，品賞，體驗。它是全台灣最大的書店，全世界最大的書店，

台灣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而“邊度有書”，則希望成為一間讓本地人感到她“存在的需

要”，及如龍應台口中“要認識一個城市就要去觀察她的書店”的那間澳門代表。台灣“誠

品信義店”之大與“邊度有書”之小，與兩地面積及閱讀風氣均成有趣的正比例，但兩者的

野心卻沒有太大差別。 

 

從訪問中不難發現“邊度有書”的期望與本地不少讀者的想法不謀而合，如鄧美蓮所言“邊

度有書的堅持是澳門的一大好事”；湯梅笑則認為：“以澳門的生存環境（小市場），能繼續

生存也是對澳門文化的一種安慰。與此同時，小書店經營上的靈活性，不用層層管理，亦是

他們最大的優勢。”Jane 亦認為“邊度”一開始時設計的規模（小書店），是令他們至今還樂

此不疲地營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書店不論大小，也會發揮其知識傳播的功能，更能體現

社會的文明程度，如何用“心”經營，體現人文關懷是“邊度”希望貫徹始終的，從這過程

中，使其一直有意無意間成為了城市文化塑造過程中的參與者。不少受訪者也對“邊度有書”

對本地文化生產一定影響作用持正面態度。特別是過往閱讀文化不太受重視，書店若與香港

或台灣相比更顯落後，“邊度有書”的出現，能間接刺激本地書店的改革，整體而言有特殊

的意義。 

 

無可否認，澳門的閱讀風氣發展正是潮着一個資訊閱覽的方向發展，圖象閱讀、報章雜誌、

上網討論區是大趨勢，其次是工具書、流行文學、在始消彼長的情況下，讀者對社會科學、

嚴肅文學的興趣逐漸減低，特別是青少年的閱讀習慣，雖然此方面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但

可以想像若長始下去，社會大眾會逐漸缺乏文化教養，視野也會變得狹窄，最後網上資訊與

電視將佔據着人們日常的休閑生活。面對如此狀況，不單是政府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就算是

民營的書店，不論大小均應發揮其社會上的功能作用。此方面“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十分

清晣：“作為一個打開門做生意的地方，書店再不單單是一個私人空間，其公共空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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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至於一個廣場或一個大型公共圖書館，但其所呈現的角色與影響力卻是不可輕視的，這

正如在龐大示威遊行隊伍中其中一位示威者手持的標語一樣，都會傳達某一種訊息，不論大

眾小眾的訴求，也有其代表性。”故此“邊度”很強調經營者的自覺性，及其於社會上所擔

當的角色，如何能體現於書種選擇上、服務態度上、空間感覺營造上及活動的籌辦之中。 

 

所有接受訪談的人也非常認同“邊度有書”持續舉辦閱讀延伸活動的方向，但同時亦發現絕

大部份受訪者均很少參與這些活動，當中原因包括對活動內容不清楚、不感興趣或個人等不

一而足，但可以肯定的是活動的低參與度對籍着辦活動去提升閱讀興趣、擴闊視野及促進營

銷等方向背道而馳。極其量只能對“邊度有書”推動本地文化發展的形象與市民認知上有着

正面幫助。其實“邊度”所面對的，正是本地社會上面對的問題，本地的市民太忙，即是都

市生活太過忙碌，缺乏了閒暇及參與活動的原動力，雖然受訪者人數較少，但亦不難發現他

們口中的支持正如大部分本地市民一樣只是出於精神上的。若“邊度”不能於日後的宣傳上

或其他方面作更好的配合，這條堅持閱讀延伸的路線恐怕只會姿勢大於實際、徒勞而無功。

故此，如何從消極接受改變為積極面對，可說是“邊度”必須解決的難題。 

 

要發揮“邊度”的影響力，不少受訪者均不約而同地表示並非不可能，特別是於選書方面，

若能摒除面積所限的顧慮，不拘泥於店面，而拓展書店以外的空間，如主動接觸學校，可能

是其中一些可行的方法，當然人手與資金是另一方面考慮因素。與此同時，隨着本地經濟持

續增長，本地的中產階層隊伍正在不斷擴大，如何能更好地開拓此方面客源，不單單是投其

所好而失卻書店堅持的特色，而是籍着書店製造更多書與人相會的機會去作為發展助力，針

對書量及體現“邊度”選書品味的書種作引介，製做良好的閱讀循環均是發展“閱讀開闊

度”的基礎。 

 

現時社會養份不夠是不爭的事實，但透過“邊度有書”的經營理念，卻能體現出文化企業在

營運中所生產出的文化意義，已漸被社會認同。而此背後所體現的，是“邊度有書”過去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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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以年對自身的要求，當中雖然帶有個人理想主義色彩，但亦能表現出書店承擔社會責任

的角色，此方面與一班經營者（包括店員）他們對書、閱讀的信念與強烈的使命感有着密不

可分的關係，正是本文所探討的各個方向，形成各位受訪者，以及本地其他書店負責人也讚

許的一種無形意義，使“邊度有書”繼續為澳門的小城市、小社會的未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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