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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1年臺灣圖書出版現貌 
與趨勢之探討

曾 堃 賢          

國家圖書館自民國78年7月起，全面推行國際標準書號（ISBN）編碼與出版品

預行編目（簡稱CIP）兩項作業制度，為臺灣圖書出版品編碼之標準化與國際化開

創一個新的里程碑，79年2月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下簡稱書號中心）正式成立。

書號中心自開辦起即以自動化作業方式，為出版者編配即將出版新書之ISBN及CIP

資料，同時將出版社等相關名錄資訊導入「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提供

各界檢索最新出版圖書、出版機構查詢，以及新書書目下載服務等功能，以作為出

版業界掌握出版先機，讀者及圖書館界閱讀和選購新書的重要依據。本報告即以探

討各界（含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會社團體和個人），於101年度內向國圖書號

中心申請ISBN暨CIP資料為基礎，統計分析我國各界出版新書之總（種）數、主題

類別、常用分類、翻譯圖書的語文及其來自哪些國家地區、電子書申辦ISBN編碼情

形，以呈現臺灣最新圖書出版風貌及其趨勢，進一步作為提供我國好書資訊平台，

共同提升全民閱讀風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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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圖擁有全國最完整、最新穎的新書出版資訊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於民國78年7月起，正式推行國際標準書號

（ISBN）編碼與出版品預行編目（簡稱CIP）兩項作業制度，為臺灣圖書出版品

編碼之統一化、標準化與國際化開創一個新的里程碑。國圖書號中心自開辦起即

以自動化作業方式，為出版者編配即將出版新書之ISBN及CIP資料，同時將出版

社等相關名錄資訊導入「全國新書資訊網（ISBNnet）」，提供各界檢索最新出版

圖書、出版機構查詢，以及新書書目下載服務等功能，以作為出版業界掌握出版

先機，讀者及圖書館界閱讀和選購新書的重要依據。

為此，自88年元月起國圖更以前一個月向書號中心申請ISBN及CIP的書目資

料為基礎，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迄今已發行170期（民國102年2月號）。

每期提供新書分類目錄、通論、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專題選目、作家與

作品、國際出版觀察、出版大事記，以及年度性臺灣出版Top1圖書、臺灣出版代

表性參考工具書、各類得獎優良圖書報導等多元化、加值化的新書資訊服務。可

說是：全面報導臺灣最新圖書出版訊息與評介兼具之書訊型雜誌，該刊全文電子

檔也在「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isbn.ncl.edu.tw）上發布。

二、   開創書目服務先機，主動提供新書出版訊息

此外，為協助出版業界推廣更多、更新穎的新書出版資訊，書號中心自98年1

月起，推出「每日預告書訊服務」（http://tps.ncl.edu.tw）先導系統 [1]。這項服務

係依據讀者所挑選之閱讀主題（或分類號），每天定時預告國圖前一天剛建檔完

成的新書訊息。該先導系統係將讀者（訂戶）的「閱讀興趣（主題）」，分「一

般民眾」、「學術專業」兩種版本。一般民眾版，分臺灣研究、宗教術數、財經

企管、飲食健康、生活藝術、各類文學及非文學類等；學術專業版，則依據《中

文圖書分類法》架構提供1,000類目，供讀者挑選閱讀主題，並以e-mail每日定時

主動分送給訂閱者。本項服務提供之書目資訊，包括該筆新書之書名、作者、版

次、出版者（簡稱）、預計（正式）出版年月、ISBN與分類號等，並可連結至

[1]　 曾堃賢，〈每日預告書訊服務—臺灣新書出版訊息的最前線〉，《出版界》第86期（2009年

4月）：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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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全國新書資訊網」，查詢書目資訊及是否入館典藏。同時，透過「SFX」

引導連結至本館「館藏目錄查詢」、「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 net）」、

「Findbook」，以及臺灣多家網路書店查詢館藏及訂購相關資訊。

民國100年4月，以「每日預告書訊服務」為基礎，再次推出蒐錄書目資訊類

型更多元化之「主題隨選（SOD）百科書目服務」平台（http://sod.ncl.edu.tw）。

本項服務機制，初期目標以延伸蒐錄正在上市臺灣出版的新書資訊、新收入館的

新書目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甚至擴及電

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2] 之電子書等5個書目資料庫 [3]。各類型圖書館

館員或個別讀者，可藉由此項服務平台之百科主題瀏覽、訂閱服務機制，主動且

持續地將上述不同類型之書目資訊，送到不同資訊需求層次的使用者手中，創新

書書目服務獨步全球。

本報告即以各界（含一般出版社、政府機關、會社團體和個人），於民國101

年度內向本館書號中心申請ISBN暨CIP資料為基礎，統計分析我國各界出版新書

之總（種）數、主題類別、常用分類、翻譯圖書的語文和來自國家地區、電子書

申辦ISBN編碼情形，以呈現臺灣最新圖書出版風貌及其趨勢，進一步作為提供我

國好書資訊平台，共同提升全民閱讀風氣而努力。

三、   101年全臺出版社與出版新書的統計分析

（一）全國5,085家出版社，出版了42,305種新書

依據本館書號中心統計分析顯示：民國101年1至12月間，總計高達5,085家

（單位）出版社出版了42,305種新書。與前一年度（100年）比較，出版機構增加

了116家（單位）成長2.34%；與99年度比較更加301家（單位），惟出版新書總

種數減少了265種。再以近3年申請出版新書之平均種數來看，紙本圖書的出版雖

有「略滑」的現象，但呈現著穩定的「量」（詳如表1）。出版社面對經濟景氣衰

退、電子書的挑戰，仍努力勇往直前。

[2]　 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網址：http://ebook.ncl.edu.tw/webpac/。
[3]　 曾堃賢，〈電子書的國際編碼—以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EPS）」為例〉，載

於：海 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2012第11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

會》，新 北市：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2012年7月，頁15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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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2,305種新書之「出版機構」來分析，一般出版社（單位）出版36,852種新

書（占87.11％）、其次為政府機關4,490種（占10.62％），個人最少僅963種（占

2.28％），詳表2。

 
表1　申辦ISBN之新書種數與出版機構

（民國99年1月至101年12月）

民國 ISBN量（筆） 圖書種數 申請ISBN之出版者（家）

99 46,526 43,209 4,784
100 46,521 42,570 4,969
101 46,853 42,305 5,085
平均 46633.33 42,694.67 4,946

表2　各類型出版機構與出版圖書種數
（民國101年1月至12月）

出版機構類型 圖書種數 百分比

一般出版社 36,852 87.11％
政府單位 4,490 10.62％
個人 963 2.28％
計 42,305 100％

又根據書號中心資料庫統計，自78年7月至本（102）年1月底止，累計達

24,817家（單位）出版社申請ISBN [4]。其中，包括了15,390家（單位）為「一般

出版社」（占62.02％）、3,051為「政府單位」（占12.30％），以及高達6,376屬

於「個人」占了25.70％之多。出版的新書種數不多，但個人出版的風氣，在臺灣

非常風盛，如表3所示。多以個人學術著作、回憶錄與文學作品居多。

 
表3　申辦ISBN出版機構類型

（民國78年7月至102年1月）

出版機構類型 家（單位）數 百分比

一般出版社 15,390 62.02％
政府單位 3,051 12.30％
個人 6,376 25.70％
計 24,817 100％

[4]　 「出版機構網．出版機構統計結果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上網日期：民國102年

2月7日。網址：http://isbn.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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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新書與人口數量相比，傲視全球

國圖蒐集世界重要出版先進國家每年的新書出版總種數，就其人口數量進

行比較分析顯示：在民國101年度我國約近每550個人就擁有一本該年度出版的新

書，僅次於英國的421人。其他如美國的897人，亞洲鄰近的韓國、日本與中國大

陸則分別為1,278人、1,685、3,646人。每550個臺灣人當中，就擁有一本該年度出

版的新書，新書擁有率傲視全球居亞洲之冠。（如表4之比較分析）

表4　重要出版國國民每年擁有之出版新書量

國別 總人口數
圖書出版量
（新書種書）

每年出版新書
與總人口數比

英國 63,181,775 149,800 421.77人

臺灣 23,305,021 42,305 550.88人

美國 311,592,000 347,178 897.50人

南韓 50,851,082 39,767 1,278.73人

日本 127,799,000 75810 1,685.78人

中國大陸 1,347,350,000 369,523 3,646.19人

四、   101年臺灣出版新書的類別與主題分析

（一）新書類別以語文類最多，其次為藝術類、社會科學類、應用科學類

民國101年國圖接受5,085家（單位）出版社（含政府機關構、個人等）申

請，總計核發42,305種新書的46,853筆書號。申請ISBN 之家（單位）數與核發

ISBN總筆數創歷年來的新高，在不景氣的時代，紙本式圖書出版仍然屹立不搖。

惟就出版新書的種數而言，與100年度的42,570種比較，減少265種、比99年度之

43,209種，減少904種，近3年來出版新書呈現「略滑」的現象。

在出版新書的類別統計，依照一般圖書館的分類方式分為總類、哲學類、宗

教類、自然科學（含電腦與資訊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史地/傳記、語言

文學（含兒童文學）及藝術類等。新書分類顯示：以「語言/文學類（含兒童文學

類）」圖書最多（計13,035種，占全部新書總種數的30.82％）；其次為「藝術類

（含各類藝術與休閒旅遊等）」（6,731種，占15.91％）；其次分別為「社會科學

類」（6,217種，占14.7％）和「應用科學類」（6,201種，占14.66％）為最多。其

中，以包括目錄學、圖書資訊及檔案學、國學與群經、百科全書類之「總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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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最少，僅有690種（僅占全部新書總種數的1.64％），詳如表5所示。

表5　出版新書類別統計
（民國101年1月至12月）

序號 圖書類別 圖書種數 百分比

1 總類 690 1.64％

2 哲學 1,757 4.16％

3 宗教 2,039 4.82％

4 自然科學 1,414 3.35％

5 電腦與資訊科學 1,027 2.43％

6 應用科學 6,201 14.66％

7 社會科學 6,217 14.70％

8 史地/傳記 2,284 5.4％

9 語言/文學 10,436 24.67％

10 兒童文學 2,599 6.15％

11 藝術 6,731 15.91％

12 其它 910 2.16％

計 42,305 100％

又依據出版界常用的18種「主題類型」予以進一步分析顯示，在101年出版的

新書：仍以「文學及小說（含輕小說）」圖書最多（計8,624種，占全部新書總種

數20.39％）；其次分別為「人文史地（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等）」

（3,357種，占7.94％）、「社會科學（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法

政、軍事等）」（3,289種，占7.78％），以及「漫畫書」（3,221種，占7.62％）

為最多，詳如表6所示。

表6　出版新書主題類型的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2月）

序號 圖書主題類型 圖書種數 百分比

1
文學  （含文學史、文學評論、散文、詩、劇本
等） 2,409 5.7％

2 小說 （含輕小說） 6,215 14.69％

3 語言 （含語言學及世界各國語言學習讀本） 1,359 3.22％

4 字典工具書 （字典等參考等工具書） 286 0.68％

5 教科書 （含各學程、領域教科用書） 2,492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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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圖書主題類型 圖書種數 百分比

6
考試用書 （含升學、國家考試、就業、自修等參
考用書） 2,587 6.12％

7 漫畫書 3,221 7.62％

8 心理勵志 2,092 4.95％

9
科學與技術 （含自然科學、電腦通訊、農業、工
程、製造等） 2,488 5.89％

10
醫學家政 （含醫學、保健、家事、食品營養、食
譜等） 2,031 4.8％

11 商業與管理 （含工商企管會計廣告等相關用書） 1,386 3.28％

12
社會科學 （含統計、教育、禮俗、社會、財經、
法政、軍事等） 3,289 7.78％

13
人文史地  （含哲學、宗教、史地、傳記、考古
等） 3,357 7.94％

14 兒童讀物 （含繪本、故事書等） 2,747 6.5％

15
藝術  （含音樂、建築、雕塑、書畫、攝影、美
工、技藝、戲劇等） 2,954 6.99％

16 休閒旅遊 1,186 2.81％

17 政府出版品 117 0.28％

18 其他 2,089 4.94％

計 42,305 100％

（二）出版新書的類別與民眾喜愛閱讀的主題大致相符

以最近由國家圖書館公布之101年國人閱讀習慣調查結果：臺灣民眾最有興趣

的閱讀主題分別為「語言文學類」，占年度總借閱量的52.9％，其次分別為「應

用科學類」10.7％、「藝術類」10.6％，以及「社會科學類」的6.6％；而在「最

受歡迎的圖書Top20」中，又以通俗文學18種、純文學作品2種 [5]，皆是文學類

圖書的天下。此項閱讀調查結果顯示，與101年臺灣出版新書的最多的類別（如

表5）：「語言/文學類（含兒童文學類）」、「藝術類（含各類藝術與休閒旅遊

等）」、「社會科學類」和「應用科學類」項目完全相符，僅名次先後略有不同

而已。

再與出版界常用的18種主題類型（如表6）比照結果：「文學及小說 (含輕小

[5]　 〈101年臺灣民眾閱讀興趣〉，於國家圖書館主辦，《樂遊閱世界：臺灣101年閱讀習慣調查

結果記者會暨表揚典禮》，臺北市：國家圖書館，民國102年2月25日，頁9-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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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計8,624種）、「醫學家政」和「商業與管理」併屬之「應用科學類」（計

3,417種）、「人文史地」（3,357種）、「社會科學」（3,289種）、「漫畫書」

（3,221種），以及「藝術類」（2,954種）。前述兩項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均與國

人習慣閱讀主題之調查大致相符。

此外，「兒童讀物（含繪本、故事書等）」（占6.5％）、「考試用書（含

升學、國家考試、就業、自修等參考用書）（占6.5％）」兩個主題新書的大量

出版，與民眾重視兒童教育從小培養閱讀習慣、各級公共圖書館推動「閱讀起步

走」（Bookstart）」等閱讀推廣計畫，讓嬰幼兒及早接觸圖書，擁有快樂溫馨的

早期閱讀經驗，以及在經濟情況不佳時代，準備各項國家考試、公營事業與證照

檢定等就業參考用書，均有密切關係。

（三）適合「樂齡」族群閱讀的書籍，未來出版新書的重要選題

依據出版業界自行填寫新書的「適讀對象」分類，我們發現在民國101年

出版新書中：以屬於「成人（一般）」圖書最多（計27,007種，占全部新書的

63.85％）；其次為「成人（學術）」（7,183種，占16.98％）、「青少年」

（4,757種，占11.25％）為最多。其中，標示屬於「樂齡」族專屬圖書最少，僅有

34種（僅占全部新書總種數的0.08％），詳如表7所示。

根據內政部「內政統計通報」（102年第4週）之民國101年底人口結構分 

析  [6]：「按年齡三段組觀察：高齡者（65歲以上）比率逐年上升，幼年人口

（0-14歲）比率則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101年底15-64歲者計有1,730萬3,993

人占總人口之74.22％，65歲以上者260萬152人占11.15％，0-14歲者有341萬1,677

人占14.63％」。

上述人口結構統計，與101年出版新書適合閱讀對象比照：屬「青少年」、

「學齡兒童」、「學前幼兒」3個年齡層適讀的新書總種數計合占19.09％，與

「0-14歲」人口占14.63％比例接近；惟「65歲以上者」占11.15％與符合「樂齡」

之新書僅占0.08％，非常不協調。

又在國家圖書館公布101年國人閱讀習慣調查之「各年齡層讀者借閱圖書類別

分析表」顯示：31至50歲青壯年，為臺灣閱讀主力人口，借閱冊數占年度總借閱

冊數的44.2％，而「壯年（51-60歲）」及「銀髮族（61歲以上）兩者借閱圖書冊

[6]　 「102年第4週內政統計通報(101年底人口結構分析) 」，內政部統計處。上網日期：民國102年

2月7日。網址：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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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14.1％ [7]。因此，在邁入高齡化社會及中壯族提前退休潮的今日，規劃出版

適合「樂齡」族群閱讀的書籍應該是出版社的重要課題。

表7　出版圖書適讀對象的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適讀對象 圖書種數 百分比

成人（一般） 27,007 63.85％

成人（學術） 7,183 16.98％

青少年 4,757 11.25％

學齡兒童 2,707 6.4％

學前幼兒 609 1.44％

樂齡 34 0.08％

其他 8 0.02％

計 42,305 100％
 

（四）出版圖書的分級註記，協助圖書館、家長選書

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4條規定，出版者應對出版品進行

分級。國圖書號中心依據出版業界自行填寫新書的「分級註記」顯示：在民國

101年度申請ISBN新書中，註記「限制級」圖書有1,736種，占全部新書總種數的

4.11％，且屬漫畫類與輕小說為多。此項功能協助各級學校、公共圖書館與家長

選書助益頗多。

表8　出版圖書分級註記的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圖書分級 圖書種數 百分比

普遍級 40,565 95.89％

限制級 1,736 4.11％

其他 4 0.012％

計 42,305 100％

[7]　 同註3，頁9-10。



108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二年第一期 (2013.6)

五、   101年臺灣出版新書的語文別與翻譯圖書

出版圖書所使用的語文與翻譯圖書源自哪些國家，可以顯示該國國際文化交

流的程度。本報告擬就民國101年國圖接受臺灣5,085家出版社（含政府機關構、

個人等）總計核發42,305種新書的統計分析，試圖探討我國出版新書國際化、與

各國文化交流現貌，作為出版圖書另一種選題的參考依據。

（一）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近九成六為中文，外國語文則以英文、日文為主流

從表9：「出版圖書使用語文統計分析」顯示：我國在101年出版新書所使用

的語文當中，以「正體中文」為主達40,113種，占全部新書總種數的94.82％；而

「簡體中文」也有395種（占0.94％），中文圖書將近九成六之多。特別一提：簡

體中文圖書的出版，除考慮東南亞國家使用簡體的華文圖書出版市場外，亦見業

界開始回銷中國大陸圖書市場，並藉此試探中國大陸可接受程度。

出版新書所使用的語文屬外文者，我們並不意外仍以英文、日文為主，惟新

書種數不多分別為968種（占2.29％）、218種（占0.52％）。其他如韓文、法文、

德文的新書均在20種以內，在國際文化交流所使用的語文，顯見以英文、日文為

主流。

這是我們需要共同努力方向，讓外國人透國她們熟悉的語言文字認識臺灣，

並將我們的歷史文化、政經發展成果、學術研究呈現在國際出版舞台上。

表9　出版圖書使用語文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作品語文 圖書種數 百分比

正體中文 40,113 94.82％

簡體中文 395 0.94％

英文 968 2.29％

日文 218 0.52％

韓文 20 0.05％

法文 11 0.03％

德文 7 0.02％

其他 573 1.36％

計 42,3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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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譯圖書主要自日本、美國、英國與韓國

根據申請者填寫資料顯示：臺灣我國在101年出版42,305新書當中，有8,833種

圖書標示為「翻譯圖書」，占全部新書申請總種數20.88％，占所有出版新書的五

分之一以上。這些翻譯的圖書主要源自哪些國家呢？我們可從表10：翻譯圖書源

自國別統計的統計分析顯示：翻譯圖書的來源，主要來自的日本5,091種（占所有

翻譯圖書57.64％），其次分別為美國的1,933種（占翻譯圖書21.88％），以及來

自英國的556種（占6.30％）與韓國的542種（占6.12％）。

此外，出版業者亦有填寫來自中國大陸，計1,545種，僅次於日本、美國。這

些情形也反映我國在民國101年翻譯的新書當中，主要來自日本、美國、英國與韓

國等4個國家；來自中國大陸之簡體字版圖書，亦達1,500筆以上，有愈來愈多的

趨勢。

表10　翻譯圖書源自國別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翻譯圖書源自國別 圖書種數 百分比

日本 5,091 57.64％

美國 1,933 21.88％

英國 556 6.30％

韓國 542 6.12％

其他各國 369 4.18％

未填寫者 342 3.87％

計 8,833 100％

六、   電子書ISBN編碼推廣與101年申辦成果

國圖為了落實電子書法定送存職掌及其出版書目資訊的有效控制，與配合行

政院於民國98年8月31日核定跨部會「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之推

動，開始積極籌劃國內電子書送存制度之機制建立與執行，並於99年起規劃建置

「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EPS）」（http://ebook.ncl.edu.tw） 並於100年8月23日

正式啟動。本平台系統的建置，係提供我國電子書ISBN申辦、送存典藏、分類

編目、授權閱覽、書訊傳播等一貫作業機制，成為服務全國電子書出版業界進行

ISBN申請、送存典藏的作業平台；而一般民眾也能透過該平台所提供的調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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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線上或離線借閱經過授權的電子書全文內容。在電子書出版書訊傳播方面，

更能協助電子書出版者、各類圖書館及讀者，了解我國最新電子書出版訊息與相

關統計加值資訊等，以試圖達到支援決策全國雲端總書庫服務之目標。此項針對

數位出版品全方位的功能設計，於100年6月間榮獲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2011年國際創新服務獎」之國際性獎項肯定 [8] 及101

年我國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等殊榮。平台系統於101年11月29日起更名為

「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

此外，於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EPS）正式啟動後，國圖先後公布

「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送存要點」與「國家圖書館電子書國際標準書號申請作

業原則」（以下簡稱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以作為推動電子書法定送存及

出版者申辦ISBN作業的依據。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主要內容包括申請電子

書ISBN之適用對象、適用範圍、申請電子書ISBN原則、申請電子書ISBN流程與

要件、電子書ISBN顯示原則與位置和電子書延伸辨識碼應用與顯示等 [9]；又自99

年8月起至101年11月止進行多場次電子書ISBN申辦宣導活動，達42場次計1,230人

參與。玆將101年度內我國電子書出版社（單位），申請ISBN的總（種）數、主

題類別、檔案格式，列表11說明如下：

（一） 有1,287種電子書申請ISBN，類別仍以語文類最多，其次為史地/傳記類、

社會科學類、哲學類

民國101年書號中心總計核發了1,287種電子書的ISBN。對於近幾年來國圖極

力推廣電子書也須申辦ISBN，開始受業界的重視。申請電子書ISBN的數量不多，

須更積極向業界進行宣導。

在出版電子書的類別統計，依照圖書館的分類方式顯示：仍以「語言/文學類

（含兒童文學類）」圖書最多（計602種，占全部電子書總種數的46.78％）；其

次為「史地/傳記類」（148種，占11.5％）；再其次分別為「社會科學類」（96

種，占7.46％）和「哲學類」（93種，占7.23％）為最多。又以「電腦與資訊科

學」圖書申請最少，僅有13種（僅占全部電子書總種數的1.01％），詳如表11所

示。國內出版電子書與紙本式圖書類別的百分比來看，仍以「語文類」最多；意

[8]　 〈國家圖書館於8/23「數位出版品平臺系統」舉辦啟用儀式〉。上網日期：民國102年3月9
日。網址：http://www.ncl.edu.tw/ct.asp?xItem=14326&ctNode=1620&mp=2。

[9]　 「電子書國際標準書號申請作業原則」，於民國100年11月4日訂定公布。上網日期：民國102
年3月9日。網址：http://ebook.ncl.edu.tw/ebookDepositNcl/modules/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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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發現屬於「電腦與資訊科學」類電子書，申請ISBN比例竟然最低；「宗教類」

（61種，占4.74）比例也非常低，上述兩種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分析。

（二）出版電子書之檔案格式以PDF最多、其次為ePub

書號中心核發1,287種電子書ISBN當中：檔案格式以「PDF」最多（計1,037

種，占全部電子書總種數80.58％）；其次為「ePub」（162種，占12.59％）；

「其他檔案格式」（88種，占6.84％）。此現象說明：目前我國電子書市場將原

來傳統紙本圖書內容，直接轉換成「PDF」格式發行之數量居多；國圖規劃建置

之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能夠接受的開放閱覽的格式以PDF、ePub為主，

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表11　電子書類別與檔案格式統計分析
（民國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電子書類別 電子書種數
檔案格式

PDF
檔案格式
ePUB

其他檔案
格式

電子書
類別百分比

總類 66 54 10 2 5.13％

哲學 93 87 6 0 7.23％

宗教 61 46 7 8 4.74％

自然科學 60 32 18 10 4.67％

電腦與資訊科學 13 12 1 0 1.01％

應用科學 83 73 9 1 6.45％

社會科學 96 85 5 6 7.46％

史地/傳記 148 128 15 5 11.5％

語言/文學 440 386 53 1 34.19％

兒童文學 162 88 25 49 12.59％

藝術 65 46 13 6 5.05％

計 1,287 1,037 162 88 100％
電子書檔案格式

百分比
--- 80.58％ 12.59％ 6.84％ 100％

七、
   結語—結合紙本式與電子書之最新出版訊息
   讓臺灣的圖書更具競爭力

國家圖書館自民國78年7月起，即在我國全面推行國際標準書號（ISBN）編

碼與出版品預行編目（簡稱CIP）作業，本年度的出版現況，係以各界（含一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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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政府機關、會社團體和個人），於101年度內向國圖書號中心申請ISBN暨

CIP資料為基礎，統計分析我國的圖書出版社與出版新書總種數、出版新書的類別

與主題、新書使用的語文別，以及翻譯圖書來自國家等統計資訊，供各界參考，

並探討未來可能趨勢。

這些素材資料，均來自出版業界，以一筆一筆申請新書之ISBN暨CIP書目

資訊累計而成。國圖書號中心也透過「全國新書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以及設計符合訂戶（讀者）閱讀之興趣（分類號），即時將前一日最新出

版資訊，以「每日預告書訊」、「主題隨選（SOD）百科書目」服務機制，主動

郵遞至讀者手中，以掌握出版先機。

展望未來，對於電子書出版檔案形式的繁雜、出版發行方式有別於傳統的紙

本圖書、支援閱讀文本內容的閱讀器與檔案格式，以至於原生出版社與電子書平

台及讀者間取得內文的商業模式，包括個人、團體（圖書館）等，都在持續發展

與醞釀。國圖書號中心必須不斷觀察國際間電子書市場最新發展趨勢、國際標準

化組織、國際ISBN總部與產業界標準訂定，以及與出版界業、電子書平台、圖書

館與使用者間的溝通和發展，將前述之「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電子

書刊送存閱覽服務系統」呈現滾動式的發展，均須持續不斷地觀察與研擬相關對

策，才能適應不斷「滾動」的數位出版環境，國圖才使得真正落實國內出版電子

書永久典藏、掌握電子書之最新出版資訊。

最後，我們也期待：在結合紙本式圖書與電子書最新出版資訊之基礎上，將

以更新穎、完整、正確的新書出版訊息，提供給出版界出版選題、圖書館充實館

藏，家長和讀者選購優質圖書的參考依據；而前述的加值統計與分析資訊，除呈

現臺灣最新圖書出版風貌及其趨勢外，進一步作為提供我國好書資訊平台，共同

提升全民閱讀風氣努力，讓臺灣出版的好書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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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ook at Conditions and Trends in 

Taiwan’s Books Publication during 2012 

Kun-hsien Tse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as been promoting ISBN coding and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CIP) since July 1989. This was a new milestone at the time i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ublications coding in Taiwan. In February 
1990, Taiwan’s ISBN Center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Since then, the Center has been 
using an automated system to assign ISBNs and CIPs to new publications. It has also 
import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publishers and related directory to its ISBNnet website, 
providing searches of new books and publishing houses, as well as downloadable 
bibliographies of new publications. This data can be used by those in the publication 
industry to understand publication trends, or by individuals and libraries to make 
reading and acquisition choice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publications by publishers, 
government agencies,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during 2012, based on ISBN and 
CIP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the Center. Specifically,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topic categories, common classification, the language and origin 
of translated books, and conditions regarding ISBN application for e-books will b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trends of new public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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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good books information in Taiwan to be used in 
increasing public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