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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雖然電子化已是普遍趨勢，數位印刷在品質與速度皆朝向提供少量多樣、快
速即時、多元需求的印刷服務，顯示出客製化印刷日漸盛行。在現今創新求變的
印刷市場中，已逐漸形成一股新潮流。根據 OCLC「五年資訊型態趨勢」
（Five-Year
Information Format Trends）研究報告指出，紙本圖書會逐漸式微，POD 將會是
圖書在朝向數位傳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階段，大眾與學術資料產生新的轉移，由
紙張到 POD 與電子版並存的持續發展，預測直到 2007 年，每年產生的電子資源
仍會持續快速地成長。就長遠觀察，POD 的比重會逐漸增加並引起各領域的注
意。無論是學者教授或是實務從業人員皆肯定 POD 所存在的價值。美國內華達
州雷諾市大學圖書館資源採購組長安德森（Rick Anderson）認為，五年內圖書主
要仍以紙本的型態印刷，但是 POD 將是主要之利用方式；美國羅徹斯特科技學
院羅馬諾（Frank Romano）教授也相信在 2015 年，48%的圖書將會以數位方式
POD 印製1。
在資訊傳遞中作者、出版者、圖書館和讀者等四種類群經常被定位為所謂的
資訊社群「Information Community」2，隨著網路蓬勃發展，數位資源的大量產
生，四者間的關係更是趨於交錯緊密。由於目前台灣電子書的市場環境尚未成
熟，選書的依據、數位出版品的授權等問題仍有待克服，而 POD 所具備的依照
顧客的需求，同時為顧客量身訂做的服務，在這變化的出版市場提供了新的發展
機會。雖然目前已有不少的資料庫服務商與印刷業者可以提供 POD 服務，但是
出版社目前多半困擾在與作者的著作授權以及作者、出版商、印刷商的合作機制
與合理計價，因此配合的腳步也很緩慢，絕大多數都是觀望再觀望，既期待市場
蓬勃成熟，但卻無力去突破發展。現今出版產業所面臨的侷限，若是由最中立於
作者、出版商、印刷商三者間的角色，可以提供作者保障其著作權的原則、協助
出版商進行資料內容的加值分析、促進印刷商與資料庫服務商協同合作，並且以
自身服務的經驗掌握使用者的需求，完整適時地給予協助，這樣的角色莫過於圖
書資訊的從業人員來扮演最適合不過，也可進一步發揮圖書資訊專業的優勢。

1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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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思考工商圖書館基於出版社與作者的中介角色，也是最接近使用者的
資訊提供與傳播中心，在這紙本與電子二元資料型態共存的時代，如何滿足讀者
客製化的需求，提供量身訂做的資訊服務？能否藉由專業特性，進行資訊內容的
整合與加值分析、協助作者進行授權與計價模式的規劃？能否進一步扮演 POD
「市場創造者」
（Market maker）的角色，協助出版商規劃 POD 商務出版的營運
模式？有別於傳統出版印刷的 POD，其客製化、量身訂做的資訊服務，能否達
到損益平衡並創造利潤營收？能否為工商圖書館創造附加價值，帶來新的前景？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 POD 商務出版的營運模式，並以圖書館之專業角度
進行規劃與實行，提供未來出版商或圖書館從業人員的實務參考。本研究擬達成
下列目的：瞭解 POD 的內涵與各領域應用現況，掌握競爭優勢與利基市場。分
析 POD 商務出版的內容特性與系統需求建議，整合內外部可用資源。探討 POD
商務出版的系統流程運作與成本評估，達到效能與效益。規劃 POD 商務出版整
體營運模式，以最少資源創造最大效益。開創 POD 加值推廣，促進作者、出版
商、圖書館之互惠合作。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POD），也可解釋為隨選列印。有別於傳統印
刷，指有需要時可以快速地取得回應3，POD 指使用數位印刷技術來支援少量且
具經濟效益的印量，用在圖書生產甚至達到一次印製一本4。POD 為滿足顧客對
印刷產品數量、生產週期和印刷質量等特殊要求的一種印刷方式，乃利用電子檔
在數位印刷機或快速印表機上，即時印製圖書或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方式，每次可
以只印一本書，使用者可以自行在網路上選擇所需要的書籍或其中的章節，加以
列印成書，而不需經過傳統製版及印刷的流程5。如同 POD 所應用的範圍，篇章
按需銷售（Articles On Demand, AOD）、按需印書（Book On Demand, BOD）等
皆是與 POD 概念相同的延伸應用。
電子化資訊時代的來臨，帶出新的資訊生產、傳遞、檢索與利用的模式，雖
然正式的學術研究傳播主要仍依賴印刷式資料，但是網路影響了學術傳播的各個
層面，網路資源在數量上呈現指數式的增長，電子期刊、電子書、資料庫、線上
會議、電子論壇等皆成為學術傳播的重要方式6，許多出版品會兼具二元發展的
型態，除了以一般紙本式印刷品出版外，並且藉由網路的便利性，加速傳播最新
訊息，提供使用者多元化取得的管道，例如發佈電子報、網路販賣，或是以電子
期刊與電子書銷售。美國羅徹斯特科技學院羅馬諾（Frank Romano）教授在 2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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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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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諼，
「電子資訊資源、電子出版、學術傳播」
，圖書與資訊學刊 40 卷（民 92 年 2 月）
，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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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行一項有關於「Printing in the age of the web and beyond」的研究中預測紙本
與電子型式佔資訊的比例以及互相改變的關係。1971 年哈特（Michael Hart）的
古騰堡計畫，收錄的電子書都取材自不受著作權限制的公共文化財，包括通俗文
學、經典名著與參考工具書，截至 2002 年共有 6267 本電子書在古騰堡計畫網站
提供使用7。其後出現各類型的電子書，2000 年美國著名驚悚小說家 Stephen King
與 Barnes & Noble 書店合作，透過網路發表最新小說「子彈之翼」（Riding the
Bullet）
，短短 24 小時被下載超過 40 萬次，掀起再一波電子書熱潮，也引發許多
出版商投入於電子書的新興市場中。
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並行發展形成數位出版趨勢的兩大主流。成熟的網路環
境提供彼此互通有無傳遞交流資訊，作者除了可以依循紙本印製程序出版外，還
可藉由網路設計電子報、期刊或電子書，利用網路加速傳播，由讀者自行選擇數
位印刷或下載至電腦上觀看。電子出版的特質為合作與雙向式傳播，週期縮短，
可以依據客戶的需求隨時產製各類形式電子出版，印刷圖書或電子書均可，並可
大量客製化，出版商會依照讀者的需求產生各種資訊媒體，讀者會有多元的選擇
機會，印刷服務、數位出版或數位閱讀8。
印刷商配合著市場需求的改變，也開始逐漸發展少量多樣、支援急件印刷、
及時修正與低廉成本，並且滿足客戶期望的數位印刷服務，隨著印刷技術的不斷
革新，低數量低成本的印刷變成可行，進一步改變了出版品的存在方式，出現了
少量多樣的 POD 出版型態，出版商接受以一本為單位的「個人化服務」出版將
會開始普及9。越來越常見的數位技術與産品不知不覺地融入我們的生活，例如
企業的標案計畫書、專案計畫書、宣傳單、DM 及個人印刷品。隨著市場多元化
的需求，客製化的需求也日益增長，傳統印刷方式已逐漸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各類型印刷產品也有所改變。期刊的部分內容與內頁廣告，逐漸轉向電子化，在
電子報或網站上刊登，所以紙本厚度減少，甚至可提供 POD 的方式在書店或辦
公室隨需印製。圖書的印刷量會酌量減少，教科書、學術、參考用書逐漸轉為電
子型態，需要印刷的書在形式上將逐漸以 POD 為主，甚至提供以一本為單位的
印刷服務，像銀行自動提款機（ATM）般的隨需印書機也開始發展，提供讀者
以 POD 印製部分的文章與合併相關的文章，或者下載至電子閱讀器上10。網路
帶動個人出版的快速成長，每個人可以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11 ，數位印刷的需
求，以按需（On Demand）的型式供給已漸漸成形。因此，產生了可依照需求、
少樣多樣、並具備經濟效益的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 POD）
、可以就書刊內
容單篇單章訂購的篇章按需銷售（Articles On Demand, AOD）以及對於絕版書與

7

Project Gutenberg Official Home Site, http://gutenberg.net/index.html; Retrieved: 2003/11/8.
王梅玲，「從學術出版的變遷探討學者、出版者與圖書館的角色」
，國家圖書館館刊 92 卷 1 期
（民 9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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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市場性的書籍，可提供一次印製一本的按需印書（Book On Demand, BOD）
的印刷應用服務。
傳統印刷與 POD 最大的不同，在於傳統印刷乃以 CMYK 四色進行套版，在
油墨印刷前還必須先經過製版程序再行印刷輸出，POD 乃根據使用者或市場需
要，藉由磁片、光碟、網路等傳遞媒介將待印的電子檔案傳送到數位印刷機，即
時地輸出印刷品。除了不用製版、輸出底片，節省人力、物力與製作費用，電子
檔案在印刷輸出成品之前還可即時更改。但是 POD 不比傳統印刷在於印刷的輸
出品質，黑白印刷已達到視覺上可以接受的解析度（約 600dpi），但在彩色印刷
上無法滿足高解析度（約 1200dpi 以上），若是旅遊攝影等以圖片為主的資料，
還是達不到傳統印刷的精美度，所以 POD 的印刷品質趨於影印機與傳統印刷機
之間（如圖 1-1）。

印刷品質

傳統印刷
按需印刷
POD
影印

10

50

100

500

1000

2500

5000

印刷數量
圖 1 POD 與影印及傳統印刷之比較
POD 主要用途包括電子圖書的紙本印刷、絕版書的再版、印量很小而難於
購到的圖書、遠距離銷售且不適合大量重印的圖書、將不同圖書按使用者需要，
重新組合印刷、提供各種已絕版的報紙、雜誌印刷以及發行量小的專業書12。在
上述的領域中，適合 POD 發展的印刷品類型包括：
1. 校園應用：會議論文集、博碩士論文、教授授課講義。
2. 公司內部應用：公司簡介、House Journal、財務說明書、股東說明書、會
議文件等。
3. 產品說明：產品型錄、使用說明書、訓練手冊、操作手冊等。
4. 促銷活動：廣告、傳單、公關說明書。
5. 圖書期刊：出版試刊、內容篇章、樣書、再版書、絕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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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創立網路出版實現智的飛躍，www.cnbook.com.cn/epub/second/talk/chuangli.htm；檢
索日期：2003/6/2。
4

POD 的即時印刷、少量多樣，滿足客製化需求，並徹底告別了絕版，使個
性化出版得以實現，無論何時何地，使用者都可以利用 POD 獲取所需要的內容。
POD 的特點為：可以按照需求、需要的時候再印；可以極少印量、只要印
一份也不成問題；時效迅速、可以等在旁邊看著印好；可作可變資料印刷、每一
頁都能部分或全部不同。因此，POD 具備的特性可以歸納為可變資料印刷
(Variable Data Printing)、短版數位印刷（Short Run Digital Printing）與單冊成本
不變13。

第三節

研究設計研究架構

為規劃 POD 商務出版營運模式，從而探討 POD 的內涵與應用現況，達到完
整 POD 商務出版的整體營運模式，並進而開創 POD 加值推廣，促進出版商、印
刷商、圖書館之互惠合作。本研究主要採深度訪談的方式，根據 POD 市場發展
的觀點、POD 商務出版所面臨的困難分析，以及 POD 商務出版發展的利基之三
項議題，汲取專家學者的意見，並將受訪者所提出之觀點與詢問之問題，依照研
究個案實際規劃的營運模式，做出驗證與修改。訪談對象涉及三種業別，包括印
刷業、出版業與圖書資訊業，其中四位為出版與印刷產業專家、一位為政府出版
專業人士，和四位研究出版、印刷與圖資領域相關的學者，共計九位，其背景專
長如下表所示14。訪談為實地拜訪，過程採開放式問答，於訪談前提供邀請簡函
與訪談大綱，在簡要介紹研究個案與規劃之 POD 營運模式後，針對訪談對象所
提問之問題予以回覆說明，過程全程錄音並詳加記錄整理。
表 1 訪談名單與背景專長表
項目
類別

公司/學術單位

訪談者

嶄新科技股份有
呂理哲
限公司
聯合報系

職稱

總經理

那福忠

顧問

領域 城邦出版集團網
薛良凱
路事業部

經理

產業

天下雜誌網路事
周珊汶
業部

業務背景及學術專長
 經營嶄新電子報（印刷出版資訊網站）
 專欄作家（出版印刷趨勢的報導）
 電子出版專家
 嶄新電子報專欄作家
 負責編輯、企劃與網路行銷
 策劃推動城邦電子花園數位出版計畫

資深

 負責編輯與企劃工作

編輯

 規劃與執行數位資料庫計畫

13

那福忠，按需印刷迅速發展，http://www.brainnew.com.tw/Article/na2003/n_091003.asp；檢索日
期：2003/9/18。
14
大學校院一覽表及碩博士班概況檢索系統，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200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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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公司/學術單位

訪談者

職稱

政府 國家圖書館國際
曾堃賢
領域 標準書號中心

執行

 負責《新書資訊月刊》編輯與出版

編輯

 推動 ISBN 制度與數位物件識別碼研究

類別

淡江大學資訊與
邱炯友
圖書館學系

學術
領域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資
徐明景
訊傳播學系

助理

世新大學平面傳
郝宗瑜
播科技學系

助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應用媒體藝術 謝顒丞
研究所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業務背景及學術專長

 出版與資訊研究專題、讀者服務專題、
電子出版專題、研究方法
 彩色電子印前系統、整合電子出版、數
位影像處理、整合數位出版
 印前製程、數位印刷技術、電腦組版、
電子出版系統
 研究方法、印刷技術、應用統計、平面
傳播科技

註：各領域代表依姓名筆畫排列。

第四節

研究結果

訪談過程中，依研究歸納為電子出版、數位印刷、圖書資訊相關領域，首先
以文獻資料匯集相關專家學者，並以電話與 Email 方式邀約訪談。但是部分學者
表示未深入涉及 POD 研究領域、部分出版社表示資源規模小，無運作經驗，無
法提供意見、法人團體如雜誌公會、印刷公會等，則表示無專業人士協助，乃轉
介支援廠商提供。所以初期尋找訪談對象時出現困難，後續乃藉由內部同事推薦
與相關領域研究同學介紹取得對本研究議題有所著墨之學者專家，包括對數位出
版領域有所涉略並發表過相關議題探討、具備發展悠久且有較多內容量並已進行
數位出版規劃的出版社，以及研究電子出版、數位印刷領域之學者為主。聯繫接
洽過程雖繁瑣迂迴，但是受訪對象皆致力於推動出版與印刷領域的開路先鋒，因
此期望藉由產學合作的互動中，能夠促進出版、印刷與圖書資訊等領域的交流，
帶動 POD 商務出版的前端研究，開創數位出版的新潮流。

一、訪談綜合整理
由於 POD 在數位印刷的應用正處於成型狀態，因為尚未出現獲利的商業模
式，因此在訪談中受訪者有些對 POD 採觀望，有些是樂見其成的態度，但都卻
期望有個成功發展的先鋒案例。受訪者普遍認同 POD 的發展潛力，並認為是有
成功的機會，因此肯定本研究 POD 營運模式的做法。根據受訪者實地訪談，整
理歸納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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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訪談意見
市場發展

POD 的市場發展之專家訪談意見表

受訪者

觀點

周珊汶

若以營利導向來考量，POD 先期要投入多少時間、
成本以及人力，之後預期的效益多大，業者態度通常
較為保留。目前市場上尚未顯見成果與成功的典範。
POD 的前景何時才會出現，這可能是還要再觀察的。

邱炯友

POD 現在的市場應用上來說並不是很大，在新絲路
的失敗個案後，目前是否有市場？如果單是 POD 目
前發展現況，成熟度有待觀察。

徐明景

POD 就架構而言，技術上以及可行性無庸置疑。但
是在國內 POD 是否能讓顧客感覺是有價值，甚至是
提供加值的服務，套用於商業模式之中，仍需要好好
來觀察。

薛良凱

就出版社的角度來看，所針對的是產業面，技術上一
定辦的到，只是對於產業會不會造成影響，則有待觀
察。

呂理哲

以今日的印刷純熟的技術和設備來看，幾乎都可以解
決 POD 問題面和發展層面的問題，不可諱言地，POD
的確有潛在的利基，它可以有少量需求者，也可有大
到需要系統來服務的潛力。

那福忠

美國這幾年在 POD 的發展有目共睹，應用的領域廣
泛。由於台灣出版銷售量大約是幾千本，幾百本，不
像中國大陸印量一次五萬本，幾十萬本都有，因此相
當適合數位印刷，台灣頗適合 POD 市場的發展。

郝宗瑜

POD 的設備器材並不貴，空間使用上約一個辦公室
即可，基本上是相當可行的。但是 POD 多用於測試，
例如新書出版前期，所以在正式出版適合擔任配角的
角色，但如用於特定少量的出版，POD 無疑地扮演
舉足輕重的地位。

曾堃賢

茲就當前台灣出版市場來講，POD 剛開始起步，尚
未構成威脅。整體而言，POD 適合一個嘗試準備示
範，它可能是試探性出版或是小眾出版的，滿足小眾
出版的需求。POD 是一個機會，或許說可以試試看。

謝顒丞

國外的 POD 成功的商業模式已經發展，基本上 POD
是可行，而且很好的趨勢。在技術、資訊科技產業都
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台灣 POD 的發展指日可待。

尚未成熟
有待觀察

合適市場
具發展潛力

合適市場
具發展潛力

註：各觀點依受訪者姓名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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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觀點探析
在傳統出版市場的競爭壓力與滿足顧客的多元需求下，的確需要注入一股新
的潮流。而 POD 所提供的少量印製需求與客製化的印刷品，確實創造市場發展
的新方向。受訪者一致認同國外的成熟發展，可以提供台灣市場發展良好的借
鏡，也造就出 POD 市場形成的驅動力，雖然目前仍處於漸進發展的環境，但其
潛力是不容忽視的。受訪者並認為對於合適的內容，是可以嘗試發展 POD 的市
場。舉凡 POD 適合的內容，都可以利用它的優勢加以利用，無論是少量需求的
政府出版品與客製化的講義集，或是針對企業與個人的公司內部文件與個性化印
刷品。對於台灣的出版市場而言，面臨市場上每年 4 萬 2 千餘筆的新書量，POD
可以藉以前測市場的反應，如此並不會對現今出版市場造成威脅，這也是受訪者
所認同的觀點。
受訪者認為隨著現今的印刷技術與資訊科技，都具備發展 POD 的能力與要件，
實際運作的成本並無外界所認為的高門檻。尤其技術的問題向來是最容易克服與
解決，相關的設備與應用也會不斷更新進步，提供 POD 市場運作的基石。因此
未來發展的機會，確實是無庸置疑的。受訪者對於本研究仍肯定樂觀的支持，並
且在未來實際市場推動期望能成就標竿典範。因此促使研究個案後續實證的助
力，將 POD 的優勢成功地運用在工商圖書館提供的內容加值運用，並結合了出
版、印刷等相關資源，在系統設計與設備支援上，完成 POD 商務出版的基礎作
業，並研究推導出得宜的營運模式。

三、POD 商務出版面臨的困難
根據受訪者實地訪談，在現今資訊技術與基礎建設都已具備的條件下，POD
市場發展是眾所樂觀的，也一致認為其市場是具備發展的潛力。不可否認的，雖
然 POD 在運作會面臨到一些困難，但是受訪者仍肯定 POD 的價值，並加以提供
有效見解來改善指導。綜合上述訪談者的觀點，歸納出 POD 發展所面臨的困難，
在內部需考量成本投入、著作權、組織協調之推動因素；外部則需考量專業領域、
印刷品質與讀書風氣之影響因素。以下則根據整理之困難要點加以論述探析。
（一）成本問題：成本的問題無法回收，POD 在推動上就不可行。成本包括系
統平台建置、支援設備與紙張油墨等耗材，加上人員的投入，這些都是在運作前
所必須考量的項目。
（二）著作權：著作權問題是 POD 發展的瓶頸。受訪者一致認為在發展 POD 商
務出版前首先必須克服的就是著作權，以及權利金的合理分配。
（三）組織協調：由於 POD 的運作乃為專案合作的團隊工作，因此彼此之間必
須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受訪者表示其中牽涉的人員力量是需要注意的，包括內
容提供者、軟體設計者、資訊加值者與各部門主管的意見，內部運作的力量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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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的溝通協調會影響 POD 推動的順暢與否。
（四）專業領域：POD 牽涉到印刷業、資訊業、出版業與圖書資訊業等不同業
態的專業領域。受訪者表示專業領域的門檻是單一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例如
印刷的專業技術對資訊人員構成困難，同時資訊科技的應用良窳也會影響出版社
接受 POD 的程度，出版商或內容提供商對於其他的專業領域或是技術並不熟
悉，也造成會對 POD 卻步的刻板印象。
（五）印刷品質：POD 的印刷品質現今跟傳統印刷仍有差距，對於彩色印刷目
前提供的解析度維持在 600 至 1200dpi 間，受訪者表示對於色彩要求較高的內容
較不適合。
（六）讀書風氣：台灣出版環境的競爭，圖書出版量居高不下，書店新書充斥市
場，確實會影響 POD 市場的發展。但是也因為要抓住出版市場的脈動，提供符
合讀者的需求，POD 才能解決大宗印刷所帶來的滯銷庫存問題。

四、POD 商務出版發展的利基
受訪者一致認為具備良好的發展利基，有助於 POD 商務出版推動的可行性。因
此本節依照各受訪者所提出之觀點，歸納出 POD 商務出版發展的利基，並根據
研究個案論述其具備之發展優勢。成功的 POD 商務出版營運模式除了克服上述
的面臨困難外，還需要具備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根據受訪者實地訪談，歸納出
包括有價值的內容、內容種類與數量、需求量與使用量、顧客群與市場與收支平
衡之四項發展利基。
（一）有價值的內容：要有好的內容，POD 才有發展的條件與構成營運模式的
利基。受訪者表示 POD 重點並不在於印刷成品本身，而是提供需要的內容。內
容價值高，才會有人願意想閱讀，吸引後續的使用與消費。因此受訪者對於中國
生產力中心本身歷史發展悠久，專業資訊匯集有成，所提供之 POD 內容是給予
肯定的，包括工商業前瞻的經營管理、企業診斷的技術手法與新知報導的書籍、
雜誌、技術報告與會議論文集。
（二）內容種類與數量：受訪者表示除了內容的品質，提供的數量與種類也是必
備的要件。要滿足顧客有多樣的選擇，才能持續吸引消費的誘因。
（三）需求量與使用量：在 POD 發展運作中，評估需求量與使用量是規劃的重
點。受訪者認為，能否吸引顧客消費在於內容的種類與數量，而對於組織內部與
印刷廠商平衡成本的考量點就是使用量的多寡。因此在確立提供的內容後，營運
的策略目標訂定是很重要的。以受訪者的觀點必需進行先前的評估，包括提供市
場發展的內容資料量、顧客的需求量、內容使用率預估、經濟效益的推算。
（四）顧客群與市場：明確的訂定顧客群的類型與消費市場，才能構成 POD 的
目標發展與策略推動。受訪者一致認為內容、顧客與市場三者是構成 POD 發展
所必須具備的。
（五）收支平衡：POD 商務出版能否推行成功，最大的關鍵即在於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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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受訪者強調的觀點。凡是以營利為導向的企業，發展目標則是先求收支平
衡，再朝向獲利模式邁進。以本研究的成本分析，結合本身資源，不需百萬的投
資打破了所費不貲的迷思，在兩年內損益平衡的目標制定下，符合受訪者所提出
的收支平衡。一旦 POD 運作在市場上有獲利模式產生，無論是在出版業、印刷
業、軟體系統業者或是其他產業，都會是一股有效的強心針。在訪談過程中，由
市場分析、面臨困難到發展利基，由研究個案的實證推導，運用工商圖書館既有
的優勢，將 POD 的優勢加以運用，POD 的劣勢加以突破，受訪者多贊同與肯定
本研究的可行性，並且期望以其創造出新的 POD 新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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