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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業務簡介 
--國際標準書號(ISBN)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 

 ISBN/CIP申辦流程 
--紙本書 
--電子書 
--ISBN申辦常見問題 

新書書訊服務 
--全國新書資訊網/臺灣出版與閱讀/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出版趨勢報告 
--每日預告書訊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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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業務簡介 



3 

國家圖書館於民國78年7月起推行
ISBN制度 

79年2月正式成立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同時辦理 CIP作業 

88年4月，兼任ISRC管理中心 

100年8月推出「電子書刊送存閱覽
服務（EPS）」 

出版品申辦服務重要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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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書號(ISBN)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 

出版品申辦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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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國際標準書號 

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簡稱
ISBN)，是因應圖書出版、管理
需要，並便於國際間出版品的
交流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國際
統一的編號制度。 

國際標準書號(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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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137-386-7 

國際標準書號(ISBN)組成 

圖書商品
號(商品類
型碼) 

《起源》 
(書名識別號) 

臺灣出版品
(群體識別號) 

時報文化 
(出版社識別號) 檢查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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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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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網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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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書號(ISBN)功用 

整體 
•迅速識別某書的
出版國別、出版
單位、裝訂形式
或 電子書檔案
格式，不受語文
限制。 

出版業 
•圖書出版、發行、
經銷、統計與庫
存控制管理作業 

•協助著作權管理 
≠ 著作權取得 

圖書資料單
位 
•簡化採購、編目、
流通、館際互借、
查詢等作業。 

•為檢索該書書目
資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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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與商品條碼（EAN）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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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預行編目（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CIP）就是出版者在新書
出版前，將毛裝本（清樣本）或正文前的書
名頁、版權頁、目次、序、摘要等相關資料，
先送到國家圖書館（或負責辦理CIP業務之圖
書館）予以編目，並於該新書內某一固定位
置上印出CIP書目資料的一項措施。 

申請CIP必須同時申請ISBN。 

 

出版品預行編目 ( C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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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預行編目(CIP)功用 

出版界：書目符合
標準化，提供新書

訊息 

圖書館：縮短技術
服務流程，快速上

架閱覽 

讀者：迅速了解新
書主題內容 

加強書訊傳播 
每日預告書訊、主
題隨選百科書目服
務重要依據 

優化書目資訊 
提供出版品重要書
目資訊，書名、作
者、出版社、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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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範例 

ISBN及裝訂方式 主題詞 

分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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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資料 

包括音樂性資料（含歌曲、演奏、戲曲、
宗教音樂、大自然聲音等）、故事、相聲、
講演、座談、語言教學等錄音資料。  

  音樂性錄影資料 

包括卡拉OK伴唱、MTV(MV)、演唱會、演奏/音
樂會、歌劇、戲曲等以音樂為主軸的錄影資料。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簡稱I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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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C編號：TW-BF1-15-00012  
專輯名稱：104年童心童唱 

曲目名稱：客家桐花祭 

表演者：楊宛樺, 林子莛, 涂緯
騏 ,黃硯琳    
作詞者：鄧榮圻   
作曲者：鄧榮圻 

編曲者：周德威 

曲目長度：3分59秒 

   音樂性影音資料之國際身分證號 
 
‧業    界  產品管理、銷售、資訊傳播 
‧圖書館  徵集、編目 

ISRC 結構說明 
TW  --  BF1  --  15 -- 00012 
國碼:   登記者:       錄製年代:  流水編號 
臺灣    BF1埴鈁藝術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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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CIP申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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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2年4月10日國圖事字第1020001032B號令訂定 

一、本作業要點依國家圖書館組織法第二條第三、四項
規定訂定之。 

二、本作業要點適用於中華民國境內依法出版圖書之公
司行號、政府機關、團體會社、個人等出版者。 

三、本作業要點所稱之出版品，係指印刷成冊、電子形
式，或以印刷為主之其他媒體，且公開發行的圖書。 

四、出版品正式出版前三個月內，得依國家圖書館（以
下簡稱本館）之作業規定申請辦理國際標準書號及
預行編目。 

ISBN與CIP作業要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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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取得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資料者，應依
本館相關作業規定，將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
資料印製或顯示在出版品正確位置上。 

       前項取得之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之書目資料
有變更時，應依本館作業規定辦理。 

六、出版品之國際標準書號及預行編目資料由本館建
檔及維護，並提供查詢、轉錄、下載及新書書目
資訊等服務。 

七、本作業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ISBN與CIP作業要點(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l-axJy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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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頁 

ISBN、CIP版權頁印製方式 

ISBN 978-957-678-553-5 

CIP印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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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與條碼印製位置 

封底靠近裝訂處 



22 

紙本書ISBN/CIP申辦流程(1/2) 

確定出版前3個月內 申辦時機 

排版定稿印刷前之書名頁、版權
頁、目次、序言(或部分內容)  須提供之資料 

出版者識別號資料單、國際標準
書號/出版品預行編目(ISBN/CIP)
申請單、委託同意書（委託代辦時） 
表單下載：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填具申請單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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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ISBN/CIP申辦流程(2/2) 

臨櫃、郵寄、傳真、線上 申請方式 

送件完整之申請件於收件後，
ISBN 3個工作天處理，CIP於
ISBN配編後3個工作天。 

作業時間 

• 非線上申請：申請者可選擇以傳
真、E-mail、郵寄、臨櫃、上網
取件(免帳號)等方式，發送ISBN
給號資料 

• 線上申請：以E-mail自動發送
ISBN給號資料及上網取件通知。 

取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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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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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凡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團體會社、個人等出
版者，在中華民國境內公開出版之電子書。 
 

適用範圍 

(一)數位形式之單行本圖書 

(二)透過應用軟體，傳輸至閱讀瀏覽器上且公開
發行之電子書。 

＊以實際載體公開發行之電子書（如光碟片、
USB）適用紙本書ISBN 

 

電子書ISBN申辦作業 

以電子書上所標示
之出版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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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電子書ISBN之原則 

兩家以上聯合出版的電子書，以版權頁(畫
面) 出版製作敘述排列第一者為出版者。 
不同版本、不同語文之電子書應申請不同 
的ISBN。 
不同檔案格式的電子書（如EPUB、FLASH、 

PDF）為個別發行者，申請不同的ISBN。 
電子書內容之更新、修改或新增資料之篇
幅足以被視為新的版本，則應申請新的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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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電子書ISBN的流程與要件 
 

線上申請 

出版者於「國家圖書館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EPS）」線
上申辦，填寫出版者及書目資料。EPS平台網址： 
http://ebook.ncl.edu.tw 

上傳檔案 

• 先申請後送存：上傳電子書之封面頁、書名頁、目次頁、
序、版權等申辦文件。請合併為單一檔案。 

• 同時申請及送存：上傳未加密電子書全文檔案、設定在
本館可放開之授權使用範圍。 

審核及配
編ISBN 

本館檢視出版者提供之申辦資料及所附檔案內容是否完備及
符合ISBN編配適用範圍。 

通知 
本館依據申請ISBN原則進行編碼，於EPS平台以電子郵件
傳回出版者。 

http://ebook.ncl.edu.tw/ebookDepositNcl/modules/login.jsp�
http://ebook.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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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後加
描述檔案格式 

 電子書ISBN的顯示 
 

版權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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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ISBN 

Q1：我的新書預計６個月後出版，可否現在申請ISBN嗎? 

出版者可在圖書出版前3個月內申請ISBN，申請時要檢附已排版
定稿之相關附件，以避免時間差距使圖書資訊變動過大，或因
故取消出版時造成書號紊亂。最重要的是我們申請案成立後3日
內即可給號，所以不用太早申請取號哦！ 

Ｑ2：現有庫存的圖書，因以前並未申請ISBN，可以補申 
  請書號嗎? 

依規定圖書出版前3個月內申請ISBN，所以必須在出版品尚未印
刷出版前才能申請。已出版圖書唯有重新印刷，於版權頁之版
本項增加刷次方可申請，庫存圖書無法補申請ISBN。 

 

ISBN申辦常見問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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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ISBN 

Q3：已取得ISBN及CIP了，但現在圖書書名或定價、裝 
  訂、頁次等資訊有變動，可以改嗎？ 

可以修改的，請將原先回覆單及更正之版權頁傳真過來，其上
註明欲修正的地方即可 

Ｑ4：同樣內容的出版品再印製時，可否使用同一個ISBN 
  號不再重新申請？ 

已有ISBN號之出版品，如果(1)書名變動 (2)裝訂不同,如精裝
平裝 (3)規格開本不同，視為不同出版品，應重新申請。如果
僅為封面變動及內容稍有修正仍為相同版次，不可重新申請。 

 

 

ISBN申辦常見問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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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ISBN 

Q5：新書出版委託印刷公司申請ISBN號，應如何進行？ 

 ISBN以出版機構為配編對象，原則上應由出版機構提出申請，
如委託其他單位申請ISBN/CIP，以傳真、郵寄、臨櫃方式時，
請檢附委託書（同意書）；學校系所、教師如以學校名義申
請出版，亦請經學校同意並檢附同意書憑辦。 

 建議出版機構利用線上申請方式，由出版社帳號登入自行申
請，不但快速便利亦能維護自身權益。提醒您請務必保管好
自己的帳密。 

ISBN申辦常見問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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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書ISBN 

Q6：不是說申請ISBN及CIP時間只需各3天嗎，為什麼 
  我花了這麼久時間？ 

申請件必須在資料完備及正確無誤才視為收件完成，收件完成隔日
才開始排入作業流程。如果資料或內容不齊，無法進行給號作業。
為利加快收件速度，提醒您： 

 對須補件資料，我們會儘快通知您，所以請留我們可容易連
絡得到方式：電話、手機或email。 

 表單及附件資料內容須一致，書名頁及版權頁等資訊務求正
確相符。 

申請表及相關附件 

ISBN申辦常見問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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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 

Q1：出版機構已申請過紙本ISBN，再申請電子書ISBN時，
  是否需要重新申請新的帳號? 

出版社第一次申請電子書ISBN時，仍需於「國家圖書館電子書
刊送存閱覽服務（EPS）平臺」(http://ebook.ncl.edu.tw) 線
上註冊填寫出版者及書目資料，系統會自動將出版機構之帳號
資料帶出。 

Ｑ2：忘了帳號與密碼要怎麼辦？ 

原申請人請在網頁點選「忘記帳密」後，依畫面登錄原先的
email，等待系統email回覆。如果因為公司人員異動，無法以
原登錄之email查詢，請電話連絡書號中心 02-23619132轉701。 

ISBN申辦常見問題(5/6) 

http://ebook.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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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 

Q3：電子書ISBN申請為何一直被退件? 

常見申辦時退件的原因： 

 資料不全：書名頁、版權頁、目次、序（無目次及序時，須
有部分內容），請合併為單一檔案。 

 資料內容有誤或不符： 

 申請時間應為出版前三個月內 

 出版單位不符：Ａ出版社帳號提出申請，電子書版權頁
為Ｂ出版社 

 附件內容與申請單不符：書名、作者……不符。 

 版權頁內容錯誤：直接使用紙本書版權頁，誤加CIP等， 
電子書範例 

ISBN申辦常見問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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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書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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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新書書訊服務 

87年7月建置 
ISBNnet 

 (全國新書資訊網) 

88年元月發行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106年底停刊 

98年元月推出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102年推出 
《臺灣圖書出版現況
及其趨勢分析》 

107年推出 
《臺灣出版與閱讀》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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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isbn.ncl.edu.tw  

ISBN/CIP書目資料查詢 



38 

前身為《臺灣地區國際標
準書號中心通訊 》，於民
國88年1月創刊，每月報導
臺灣最新圖書出版資訊及
書評，至106年12月底，共
發行228期。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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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起以季刊型式發行，報導出版
與閱讀相關主題的論述，透過專題報
導、讀人、讀書及出版社選書等專欄，
推廣閱讀資訊。 

《臺灣出版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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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書出版趨勢報告 

102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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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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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民國98年1月起推出。  

2.係依據使用（讀）者所選之閱讀主題(或分類)，每
天定時預告，前一天國際標準書號（ISBN）中心
剛建檔完成的新書訊息，以為出版業界掌握出版先
機，讀者及圖書館界，閱讀選購新書之參考依據。 

3.國家圖書館為臺灣ISBN與CIP核發管理機構。 

4.服務範圍：係以出版者向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辦
ISBN/CIP的新書書目資料；以及正式出版後90天
內送存至國圖的新書為基礎。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服務目標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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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設定：依使用者閱讀興趣（主題），分「一
般民眾」、「學術專業」兩種版本： 

1.一般民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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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類。 

2.學術專業版 

依據《中文圖書分類法》架構提供1,000類目，
供訂閱者挑選閱讀主題。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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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遞方式：以e-mail每日定時分送給訂戶。 

2.書訊內容： 
  (1) 書目資訊包括該筆新書之書名、作者、版次、 
     出版者、預計（正式）出版年月、ISBN與分類號。       

  (2)連結至本館之「全國新書資訊網」、「館藏目錄 
     查詢」，查詢是否入館典藏。同時，透過SFX引導連  
     結至「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查詢合作館 

     館藏資訊，以及Findbook、臺灣多家網路書店查詢館 
     藏及訂購相關資訊。        

  (3)書目前若有「☆」者：該書已正式出版上市。 

 服務方式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g11eb19glgrnuv0142848u7qs3&Pfile=1942&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http://aleweb.ncl.edu.tw/F?RN=558877140�
http://aleweb.ncl.edu.tw/F?RN=55887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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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http://tps.ncl.edu.tw/ 
 
  訂閱方式與步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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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訂閱主題-- 一般民眾版/專業學術版 

 訂閱方式與步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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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按下「儲存」後，即可收到訂閱確認函，經確認訂閱
後，每日即可收到新書訊。 

 訂閱方式與步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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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使用者閱讀興趣，每日收到書訊內容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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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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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聆聽與指導 

申辦ISBN服務專線 

02-23619132 

轉701~703 

EPS平台：http://ebook.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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