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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綱要

業務簡報
--國際標準書號(ISBN)

--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電子書ISBN申辦與送存流程
--出版單位帳號申請
--先申請ISBN後送存
--同時申請ISBN及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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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號中心業務簡報

簡要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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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4月，兼任ISRC管理中心



書號中心業務簡報-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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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圖書商品
號(前置號)

文化傳承 知
識創新(書名
識別號)

臺灣出版品
(群體識別號)

國家圖書
館(出版
社識別號)

檢查
號

ISBN 978-957-678-620-4



群體識別碼



1990-2016年9月止
編配統計：30,146

個出版單位中，
8,009屬於「個人出
版者」（26.6%）



104年有39,638種新書申
請ISBN，其中，電子書
有2,147種。

105年至9月止有28,447種
新書申請ISBN，其中，
電子書有1,422。



國際標準書號(ISBN)功用

整體

•迅速識別某書的

出版國別或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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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與條碼印製位置

封底靠近裝訂處



ISBN與商品條碼（EAN）結合



書號中心業務簡報-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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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

提供出版品重要書目資訊，書名、作者、出版社、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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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預告書訊、主題隨選百科書目服務重要依據



CIP範例

ISBN及裝訂方式

主題詞

分類號



ISBN、CIP與條碼印製位置

版權頁

ISBN 978-957-678-553-5

CIP印製位置



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一、適用對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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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款申請對象以電子書上所標示之
出版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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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二、適用範圍

（一）數位形式之單行本圖書。

（二）以實際載體公開發行之電子書
（如光碟片、USB）。

（三）透過應用軟體，傳輸至閱讀瀏覽
器上且公開發行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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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三、申請電子書ISBN之原則

（一）不同版本、不同語文之電子書應申請不同

的ISBN。

（二）不同檔案格式的電子書（如EPUB、

FLASH、Adobe PDF、Zinio PDF）為個別

發行者，申請不同的ISBN。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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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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四）同一檔案格式電子書，不因實體載具之差異、
系統相關之格式差異、字碼之差異、輸出媒體
或顯示格式之差異而視為新版本。

（五）電子書所連結之圖片或聲音內容，屬該出版

品的一部分，不須另外申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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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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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七）電子書延伸辨識碼：出版者可依據本館已給定之

電子書ISBN編碼，在相對應的檔案格式後，填

寫製作(平台)廠商代碼、版次說明；若有章節區

別之需求，亦可自行加入附加章節辨識碼。

1.電子書延伸辨識碼之應用與顯示見「電子書延伸

辨識碼應用與顯示範例」說 明。(附件)

2.電子書延伸辨識碼「製作(平台)廠商代碼」之3       

位英文代碼，由出版者自行訂定。
20



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四、申請電子書ISBN之流程與要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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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版者於線上上傳或離線寄送未加密電子書
全文檔案、設定在本館可放開之授權使用範
圍或該電子書之封面頁、書名頁、目次頁、
序、版權、簡介、相關頁（畫面）、可供開
放閱覽之精華章節內容等申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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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三）本館檢視由出版者提供之電子書 全文檔案及申
辦文件（畫面）是否完備及符合ISBN編配適用
範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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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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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五、申請電子書ISBN之顯示原則與位置

（一）ISBN的顯示原則：

1.ISBN必須顯示於出版品本身。

2.ISBN十三位數碼應全部顯示，五個單元間用連

字符號「-」相隔，數碼前冠ISBN字樣，俾便

識別。例如：ISBN 978-957-678-431-6

3.如需印製條碼，必須使用與ISO/IEC15420

相符的國際商品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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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二）ISBN的顯示位置：

1.顯示於題名主畫面。

2.儲存於實體物件上的電子書(如光碟 片、USB)，應
印製在永久附著於該物件之標籤（如光碟片之碟面
標籤），及包裝盒、封套、外框等明顯處。

3.無實體物件的電子書（如線上出版品），應顯示
在出現題名的畫面或其他相關畫面（如螢幕的第一
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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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4.建置於各種詮釋資料（metadata）之明顯欄位處。

5.包含各種檔案格式電子書之同一出版品其國際標準

書號須依序排列，並描述其檔案格式。例如：

ISBN 978-957-678-444-6（EPUB）

ISBN 978-957-678-445-3（FLASH）

ISBN 978-957-678-44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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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請作業原則

6.其他顯示處

（1）ISBN應顯示或刊印於出版廣告、出版目錄、庫存
清單、營業書目、或其他顯示刊登書訊之處。

（2）在電子書題名主畫面處，製作連結書目資訊、出
版訂閱資訊與預覽資訊等。

27



附件：電子書延伸辨識碼應用與顯示範例
一、延伸辨識碼應用說明：

電子書
ISBN編碼

檔案
格式

延伸辨識碼
備 註製作(平台)

廠商代碼
版次
說明

附加
章節

ISBN 978-957-678-XXX-X (PDF)
(ebook)

_BCD V# C#S# 
PT#

1.若無製作(平
台)廠商、版次
說明、章節
(部)區別之需
求，則可以空
白。

2.出版社可依左
述說明，自行延
伸應用，以區別
不同產品。
3.各段延伸碼間
以底線「_」隔
開。

1.製作(平
台)廠商代
碼為3個大
寫英文母
組成。
2.廠商代
碼，由 出
版者自行
訂定。

1.版次說明
以第「V1」
至「V999」
分別說明不
同版次。
2.由出版者
自行定義。

1.若需分
別各章節，

可用
「C#S#」
區別第幾
章第幾節。

2.若僅區
分第幾「
部」， 則
用「PT#」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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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電子書延伸辨識碼應用與顯示範例

二、顯示範例：

ISBN 978-957-678-XX2-6(FLASH) 

ISBN 978-957-678-XX3-7(EPUB) _V1

ISBN 978-957-678-XX3-7(EPUB) _V1_C1S1

ISBN 978-957-678-XX4-9(PDF)_BCD_V27_P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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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單位帳號申請



電子書ISBN申辦與送存流程
(先申請ISBN後送存)



電子書ISBN申辦與送存流程
(同時申請ISBN及送存)



電子書ISBN

申辦小幫手
 電子書申辦與送存皆於網路上作業->電子書刊送存閱覽服務

系統(EPS)

 送存會員申請須與第一本欲申請電子書ISBN的書目資料一併
送出。

 於確定出版前3個月內，檢附書名頁、版權頁、目次、部分
內容，置於同一個PDF檔或EPUB檔中。

 於“電子書送存管理”進行所有

申請ISBN與送存等相關作業。

http://ebook.ncl.edu.tw/ebookDepositNcl/modules/login.jsp


電子書ISBN申辦常見問題(1/3)

資料不齊全：申請之檔案，須同時包含
書名頁、版權頁、目次、序(若無目次、
序，須有部份內容)

 資料有誤：

1.申請時間應為出版前三個月內。

2.申請件與所附資料內容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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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ISBN申辦常見問題(2/3)

版權頁有誤：

1.電子檔應是電子書的版權頁，而非紙本書

的版權頁。

2.因電子書無預行編目，請將版權頁之預行

編目資料刪除。

3.版權頁若要標示紙本之ISBN應註明為其它

類型版本，請參考版權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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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版權頁範
例



電子書
版權頁
實例
(PDF)



於EPub3編輯版權頁要符合
IDPF標準(語法)



電子書版權業範例(EPub3)



電子書ISBN申辦常見問題(3/3)

 其他：

1.全文無法開啟

2.非ISBN適用範圍

3.重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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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中心新書書訊服務

87年7月建置

ISBNnet(全國新書

資訊網)

88年元月《全國新

書資訊月刊》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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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isbn.ncl.edu.tw 

具新書書目資訊檢索(含電子書)、
出版機構網、得獎好書註記、新
書月刊電子全文等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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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前身為《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 》，

創刊於民國88年1月，迄今發行至105年9月號(213期)。

1.臺灣最新圖書出版資訊

2.豐富的書評(讀書人語)園地

3.國際與本地出版記事

4.深度的專題書目、作家與作品

5.出版研究及趨勢報導



年度新書出版趨勢報告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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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使用者閱讀興趣，每日收到書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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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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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CIP：http://isbn.ncl.edu.tw

EPub3標準及
台灣出版品數位化發展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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