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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最前線 
──國家圖書館的新書資訊服務與佛教出版 

申辦 ISBN/CIP 觀察報告 
曾賢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 

【摘要】本報告就長期以來負責執行臺灣 ISBN 編碼作業之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的主要業

務談起，簡述國際標準書號（ISBN）、出版品預行編目（CIP）、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國際

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等申辦業務，以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全國新書資訊網」

與「每日預告書訊」服務。其次，就佛教印經會或相關出版單位在新書出版前申辦 ISBN/CIP 作業

時，經常造成作業困擾的因素，如常缺書名頁或版權頁、各著錄來源之書目資料常有差異、圖書「版

次」和「刷次」觀念常混淆、多種書合刊無主要題名，著者敘述交代不清或未予尊重等。 

    同時，列舉「圖書書名葉標準」、「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與過往學者專家們所提出建議，

整理一份「圖書書名頁暨版權頁應記載事項檢視單」，提供佛教印經會或相關出版單位，及有興趣

者自我檢視，並與一般商業出版社刊載在書名頁或版權頁上的著錄項目，作一比較分析。最後提出

為了讓佛教印經及其出版之品質提升，認為我國佛教印經會及其相關出版單位，須加強認識現代圖

書結構與編輯印製流程之教育訓練活動、呼籲擬訂印經會（佛教）各類型出版品之基本形制、透過

書號中心予以多方宣導，以及傳播尊重作品著作權與製版權的觀念等建議事項，以獲得大眾的重視、

增加典藏價值、讓圖書館易於管理、方便讀者閱讀徵引，以符節能減碳的新經濟潮流，進而開拓印

經會（佛書）出版的新視野。 

關鍵詞：國際標準書號；出版品預行編目；佛教出版；印經會；版權頁；預告書訊 

 

 

一、ISBN/CIP、ISRC、ISSN 與國際標準

書號中心 

國際標準書號（簡稱 ISBN），是因應圖書出

版、行銷管理的需要，並便於國際間出版品交流

與統計所發展的一套國際統一編號制度。此項編

號制度源始於 1967 年英國圖書業，1972 年經國際

標準組織（ISO）正式將國際標準書號訂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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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108 號國際標準，該標準係由一組 10 個數碼

所組成的國際性圖書編碼制度。目前該組書號由 4

個英文字母「ISBN」及分成 5 個單元的 13 位數碼

組成，用以識別圖書業、圖書出版品所屬國家地

區（語文）、出版機構、書名、版本、裝訂方式

或出版形制，這組號碼可說是圖書的代表號碼。

（註 1）目前分配「957」及「986」兩組 3 位數號

碼，分別代表臺灣圖書出版品的群體識別號。為

因應國際間圖書出版量大幅增長及與商品條碼

（EAN）結合，ISBN 總部宣布：自 2007 年 1 月

起正式全面實施 13 碼新制。 

（一）ISBN/CIP 與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負責執行臺灣 ISBN 編碼作業之國家圖書館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下簡稱書號中心），於 1989

年 7 月起在臺灣地區推行 ISBN 制度，翌年 2 月書

號中心正式成立，積極實施 ISBN 編碼與出版品預

行編目（簡稱 CIP）作業制度，為臺灣圖書出版品

的統一化、標準化與國際化開創了一個新里程。

書號中心自開辦日起即以自動化作業方式，為出

版者編配 ISBN 及編製 CIP 書目資料。1993 年將

ISBN/CIP 書目資料定期轉入「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NBINet）」（http://nbinet.ncl.edu.tw/）內，供

各大圖書館採編作業轉錄使用。1997 年完成在

NCR 主機上的建置，並在該館全球資訊網

（WWW）上提供全國新出版圖書資訊的檢索服

務，1998 年 7 月網頁更名為「全國新書資訊網

（ISBNnet）」（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同年 10 月起增加書目下載服務。1999 年 1 月起，更

以前一個月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CIP 的書目資料

為基礎，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下簡稱月

刊），迄今已發行 126 期，為報導臺灣的新書出版

訊息與評介兼具的書訊型雜誌。2003 年 10 月，將月

刊最新一期的內容，分成「每月新書」、「出版閱

讀」，以及「最新消息」，發行「全國新書資訊網

電子報（ISBNnet News）」，將最新出版訊息透過

電子報的發行，提供圖書館界、出版業界與喜好閱

讀民眾的選書參考。 

（二）ISRC 之核發管理與 ISSN 申辦資訊服務網 

1998 年 11 月，行政院新聞局函教育部建議國

家圖書館成為「ISRC」核發與管理之主管機構，1999

年 4 月起書號中心正式兼任我國 ISRC 的管理中

心。ISRC 係指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是針對

錄音及音樂性錄影資料，所制定的一套國際性編碼

系統。ISRC 之於錄音錄影資料就如同 ISBN 之於

圖書、ISSN 之於期刊，是國際間通用的資料識別

碼，作為辨識唱片（phonograms）等錄音資料及影

碟片等音樂性資料（music videograms）的一種國

際標準，不同之處在於 ISBN 是由書號中心給予每

一本書編號，而 ISRC 係由 12 個英文字母或阿拉伯

數字所組成（如：ISRC TW-A01-04-00001），其作

品流水號，則由登記者自行給號。（註 2）在書號

中心多年努力下，更將經業者授權同意下約 1 分鐘

左右的試聽曲，於「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

詢系統」（http://isrc.ncl.edu.tw/）上，為讀者提供

最新音樂出版資訊。 

此外，書號中心還提供國際標準期刊號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簡稱 ISSN）

之代轉申請與相關諮詢服務工作。2007 年 11 月

起，書號中心協助臺灣期刊（含報章雜誌）出版

業界申辦 ISSN 的資料、申辦進度、ISSN 相關資

訊及其網站連結等，建置一個新穎、透明化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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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平臺──國際標準期刊號資訊服務網

（http://issn.ncl.edu.tw/issn/），以提供申辦者、全

國民眾瀏覽檢索。 

因此，屬於傳統出版品，諸如紙本式的圖書、

期刊以及有聲音樂性出版品的國際標準編碼，均

透過書號中心之編配管理或轉件申辦，對於全面

掌握我國的出版資訊、協助國家圖書館書刊資料

之送存和典藏國家文獻助益不少。 

（三）《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全國新書資

訊網」與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1.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的創刊與特色 

月刊（按：前身為《臺灣地區國際標準書號

中心通訊（月刊）》，1990 年 3 月至 1996 年 8

月止，總計出版 78 期）於 1999 年 1 月開始發行，

其創刊宗旨為：(1) 蒐集、編印臺灣地區完整之出

版新書資訊；(2) 刊載新書介紹與書評，藉以提升

出版品質；(3) 提供圖書出版與行銷之訊息，以促

進圖書行銷、嘉惠讀者及提升讀者利用圖書資訊

之素養；(4) 提供圖書館及各界人士新書資訊，作

為圖書採購之參考。（註 3） 

月刊自創刊以來，一直以提供臺灣完整的最

新圖書出版資訊、豐富的新書介紹、深度的專題

書目、多元的書評園地與出版研究及趨勢報導，

作為編輯方針。十年多來總共企劃新書書目、新

書介紹、通論、書評、讀書人語、作家與作品、

專題選目、專訪、出版觀察、「出版代誌（大事

紀）」、「童書賞析」，以及 98 年 2 月新闢之「2009

國圖服務」和「出版曲線」等專欄。歸納各專欄

編輯成果，月刊具備下列幾個編輯特色： 

(1) 新穎且多樣化的「新書書目」 

每期除刊載前一個月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CIP 的最新出版圖書書目外，同時提供新申

請 ISBN 出版機構名錄、新書書目分類統計、申請

ISBN 出版機構類型與「ISBN/CIP/ISRC/ISSN 各年

度統計」（註 4）等實用資訊，以彩色圖表呈現，

讓讀者以最簡明易懂的方式，了解前一個月臺灣

圖書出版的最新概況。同時提供線上檢索瀏覽與

下載新書書目功能，這是臺灣報導新書出版消息

的專業雜誌中少有的做法。 

(2) 嚴謹而具代表性的「新書介紹」 

從各出版機構（含個人）送存國家圖書館及

定期採購的新書中，較具時效性、學術性或可讀

性的圖書輯成。每書約 180 字左右的簡介並附該

書書影，註明適讀對象為一特點。此外，每年配

合臺北國際書展活動，策劃「臺灣出版 TOP1」專

欄，刊載各出版社自行推薦前一年度最具代表性

圖書 1 至 2 種；每年 9、10 月間推出「臺灣出版

參考工具書──年度書目」，收錄前一年出版的

重要參考工具書，並選出其中較具代表性的 100

種左右撰寫提要，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同時輯印成

「年度參考工具書書目」（註 5），供各界參考；

也是臺灣唯一能長期且持續出版介紹新版參考工

具書的指引。 

(3) 主題式的「書評」經營 

月刊採計畫編輯方式發行，不定期賦予一個

「主題」，讓「通論」、「書評」、「讀書人語」、

「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童書賞析」

等單元環繞在當期所企劃的中心主題上，並兼顧

「大眾」和「小眾」的閱讀需求，頗具特色。 

(4) 深入而完整的「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 

不定期推出「作家與作品」、「專題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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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試圖透過專家學者或有經驗的圖書館員，

編製深度的專題、作家作品及其評論的書目，以

作為圖書館暨資料單位、研究人員，以及對該主

題或作家有興趣的讀者，建立評估館藏資源與研

究參考書單的依據。 

(5) 蒐集臺灣出版活動的「出版代誌」與具國際視

野之「出版觀察」 

廣泛地蒐集出版事業主管或相關政府機關、

圖書館界、出版與書店業等專業組織、出版教育

單位以及業界訊息，供讀者了解目前臺灣圖書出

版事業最新動態。同時，加上以報導美國、英國、

日本、中國大陸等地區圖書出版的現象與市場趨

勢，如暢銷書、熱門話題書、適合各類型圖書館

典藏的參考工具書與經典作品、國際書展活動、

推廣閱讀等資訊，以提供國內出版業界或圖書館

界選題及採購圖書參考。 

(6) 傳播服務與臺灣新書出版趨勢的「2009 國圖

服務」和「出版曲線」 

今（2009）年 2 月新闢之「2009 國圖服務」

和「出版曲線」二個專欄，係將國家圖書館的服

務理念、最新活動報導及其成果，呈現給讀者；

而「出版曲線」欄目，則以前一至二個月內，各

界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CIP 的新書書目為基

礎，提供熱門出版主題、暢銷書等觀察報告，試

圖勾勒臺灣最新出版現象。 

2. 全國新書資訊網及其電子報 

誠如前述，書號中心自 1989 年 7 月開辦臺灣

地區的 ISBN 申辦作業後，即以自動化方式，為出

版者編配 ISBN 及編製 CIP 書目資料。1998 年 7

月完成建置「全國新書資訊網（http://lib.ncl.edu.tw/ 

isbn/index.htm）」專屬網頁，除供各界檢索我國

即將出版之新書資訊外，同時增加書目下載服

務，最近幾年以來，每年平均下載達 100 萬筆以

上，充分發揮新書書目傳布之功能。茲將專屬網

頁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1) 書號中心導覽 

介紹書號中心各項業務，包括 ISBN、CIP、

ISSN、ISRC 作業說明及連結、申請須知、印製方

式，申請表格及其列印。網頁也同時提供英文版

之業務簡介（About ISBN）與月刊歷年來各專欄

（新書介紹及新書書目除外）全文電子檔。2007

年 11 月完成，國際標準期刊號資訊服務網

（http://issn.ncl.edu.tw/issn/）提供 ISSN 轉件申辦

進度查詢服務。 

(2) 新書介紹 

以最近三年內刊載於月刊上「新書介紹」專

欄為範圍，分別可用類別、出版機構、月份、適

讀對象等方式查詢，同時可於勾選書目後，點選

顯示詳細資料查看內容簡介或點選放入下載專

區，再至下載專區之選書清單下載書目資料；同

時，也可利用 e-mail 推薦給朋友。 

(3) 書目資料庫 

將所有編配 ISBN/CIP 的書目資料，提供關鍵

詞全文檢索及進階查詢功能，檢索項目有書名、

作者、出版者、叢書、標題、分類號、ISBN、正

確出版年月、預計出版年月，並可以 AND、OR、

NOT 做邏輯運算。每筆書目資料項目包括書名、

作者、版次、出版者、出版年月、定價、ISBN、

裝訂型式、頁數、高廣、標題、類號、適讀對象、

售價、到館記錄以及跨異質性資料庫檢索連結；

而書目資料也可以選擇 MARC 格式、卡片格式呈

現與下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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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機構網 

收錄所有申請 ISBN 代碼的出版機構，包括一

般出版社、學術團體及政府機關。資料項目包括

全稱、簡稱、地址、電話、傳真、門市地址、門

市電話、英文名稱、英文地址、出版範圍、劃撥

帳戶名稱、劃撥帳號、前置號（ISBN 代號）、網

址（URL）、電子郵件（E-mail）及門市地址地圖。 

(5) 線上申請 

分業者專區提供出版機構 ISBN/CIP 線上申

請、申請進度查詢、出版與銷售訊息維護等線上即

時服務；另有書目下載帳號申請與線上申請說明。 

(6) 下載專區 

提供一般使用者查詢註記資料下載，以及已

申請帳號者，以 ISBN 或其他方式進行批次書目資

料下載，可選取 ISO-2709、MARC 格式、卡片格

式、採購清單等下載格式，並可選擇 ISBN 10 碼

或 13 碼以 PC 存檔或 e-mail 方式下載書目資料。 

(7) 電子報 

提供「全國新書資訊網電子報」訂閱／取消

功能與訂閱者基本資料建檔。 

電子報以月刊最新一期內容為主，分成「每

月新書」、「出版閱讀」，以及「最新消息」三

個專欄，以擴大傳布臺灣最新出版圖書資訊。 

(8) 得獎記錄 

提供國內各項優良得獎與推薦好書之書目資

訊，並持續對這些書目資料進行彙整註記，以提

供完整之得獎圖書目錄，供各界瀏覽下載之用。 

3.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為協助出版業界推廣更多、更新穎的新書出

版資訊，書號中心自今（2009）年 1 月起，推出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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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前一天國家圖書館剛建檔完成的新書訊息，以

為業界掌握出版先機，讀者及圖書館界，閱讀選

購新書的參考依據。 

(1) 訂閱方式與服務範圍 

＊服務範圍：係以出版者向本館書號中心申辦

ISBN/CIP 的新書資目資料、出版業者隨時提供

之「新書通告（資料卡）」登載「正式出版（上

市）日期」，以及正式出版後 90 天內送存至國

家圖書館的新書為基礎。系統依據讀者所挑選

之閱讀主題，每日定時預告即將出版之新書訊

息，以作為各界閱讀選購之參考。 

＊主題設定：系統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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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

號架構，供訂閱者挑選閱讀主題。 

＊傳遞方式：以 e-mail 每日定時主動分送給訂閱者。 

＊書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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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連結至書號中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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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Net）」、「Findbook」，

以及臺灣多家網路書店查詢館藏及訂購相關資

訊。書目資訊前若有「☆」者，即代表該書已

正式出版上市。 

＊訂閱步驟與服務諮詢：有興趣訂閱者可連結「每

日預告書訊服務」首頁（http://tp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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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網頁說明，逐步建立個

人資料及設定閱讀興趣。登

錄基本資料時，務請注意電

子郵件網址的正確性。若有

疑問，請洽服務諮詢專線：

（02）23619132 轉 250 或

E-mail：ref@ncl.edu.tw。 

(2) 與 iGoogle 結合的個人化新

知服務 

書號中心並積極研發設計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小工具，

上傳至 iGoogle 供各界分享。有

兩種方案可供訂閱者設定。方

案一：進入 iGoogle 個人首頁，

依照「新增小工具」說明，逐

步設定「每日預告書訊服務」

即可。方案二：進入「每日預

告書訊服務」，點選「新增至

iGoogle」，依說明逐步設定即

可。（註 6） 

 

 

二、印經會（佛教）出版圖書申辦 ISBN/ 
CIP 造成的困擾 

誠如前述，「ISBN」由 4 個英文字母為首，分

成 5 個單元的 13 位數碼，足以用來識別圖書業、

該圖書出版品所屬國家地區（語文）、出版機構、

書名、版本、裝訂方式（開本大小）或出版形制，

這組號碼可以說是國際間賦予圖書的統一編號。因

此，書號中心在其作業手冊當中，特別說明： 

1. 申請單上有關書目資料的項目，應依排版定稿

之書名頁、版權頁所製作的內容據實填寫。 

2. 申請單填妥後，連同新書排版定稿之書名頁、

版權頁影本，以傳真、郵寄、線上申請或親自

送件方式申請。（註 7） 

釋見篤曾在〈從圖書編目立場看佛書出版應

有的書目資料〉乙文，觀察坊間眾多佛教（或印

經會）出版品當中，發現有些圖書雖然內容豐富，

‧「每日預告書訊服務」首頁（http://tps.ncl.edu.tw/） 

‧完成設定之 iGoogle 個人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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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精美，可惜出版的書目資料不全，造成圖書

館編目上的困難，甚至影響典藏的可能性。尤其

書目資料中普遍「缺乏 ISBN 或 CIP 資料」，導

致圖書館無法充分利用 ISBN 與 CIP 的功能來進

行有效管理。（註 8）為此，筆者綜合釋見篤所發

現，以及在書號中心長期觀察印經會（佛教）出

版者，在申辦 ISBN/CIP 資料時，經常造成書目資

料建檔上的困擾現象，分析說明如下： 

1. 經常缺書名頁、目次頁、版權頁或資料不全 

書號中心進行 ISBN 給碼或 CIP 編製，係依據

該新書「排版定稿之書名頁、版權頁所製作的內

容據實填寫」。我國圖書館界，對於館藏圖書資

料編目整理，所採用的《中國編目規則》也明確

規定：「圖書」主要著錄來源為「書名頁，若無

書名頁，則參考版權頁、封面、書背、卷端、簡

略書名頁及逐頁書名等……。」（註 9）許多印經

會新書出版前向書號中心申請 ISBN 的案件，經常

有缺書名頁、版權頁或僅提供封面（套）的影印

資料而已，甚至沒有提供任何有關該書之出版

者、編印者及出版日期等訊息，致使書目建檔人

員無所依據，更有可能產生混淆的現象。 

2. 各著錄來源之書目資料，也常有差異 

在 ISBN/CIP 申請表單上所填寫之書名、編著

譯者、出版者等書目資料，於書名頁、版權頁或

封面上出現的訊息，經常不一致。 

3. 圖書「再版」、「重刷」及其出版日期交代不

清與混淆 

根據標準書號的編號原則：每種圖書在第一

次出版時即應在出書前申請編號，重印（如二刷、

三刷）時不必申請新號，沿用舊的 ISBN 即可。若

新版的書與原版內容有所更新、增刪、裝訂方式

或規格改變，並非文字勘誤而已，則可稱為「再

版」書，再版書必須重新申請 ISBN。申請者對於

「版（edition）」及「刷（print）」觀念不清楚，

承辦同仁須花相當時間解釋，同一個「版」但「再

刷」的書，可以不必重新申請 ISBN。 

4. 翻譯或抽印作品未註明來源出處或編譯著者 

佛教出版品中，有翻譯國外作品或抽印某書

（經典）一部分成書者，卻未註明原編（著、譯）

者、資料出處來源與採用版本敘述，致使無法將該

書之書目資料完整著錄，也造成編目人員的困擾。 

5. 多書合刊無主要題名，編者交代不清或未予尊重 

佛經常將多部經典或幾本篇幅較少的書合訂

（刊）一起，申請 ISBN 時未給予該書一個具代表

性的書名，也沒有整理彙編這些資料的編輯者，以

及編輯動機、收錄範圍與出版目的，使得編配 ISBN

或製作 CIP 同仁於書目著錄時，難以下手。 

6. 其他如不具備書籍形式，多半以宣導小冊子或

頁數未滿 20 頁等方式出版發行，均未具申辦

ISBN 或 CIP 的條件。 

三、擬訂印經會（佛教）圖書出版品之基

本形制 

依據我國「圖書書名葉標準」，對「書名頁

（title page）」定義：（註 10） 
圖書起始葉之一，通常為書名葉正面。載有完

整書名、副書名、著者敘述、版本、出版者、

出版地與出版日期。書名頁上所記載的資料可

分印於兩相對頁上，即簡略書名葉（half-title 
leaf）背面與書名葉正面，此兩頁合稱為書名頁。 

版權頁是指：圖書中印有著作權所屬的發行

人、書名、著作者、出版日期與其他相關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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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一頁；西式書籍之版權頁一般印在書名頁的

背面，中式圖書則常印於全書的最後一頁。這兩

者都是認識一本書的基本資料，同時也是圖書編

目時著錄款目和記述編目的主要依據。（註 11）

誠如前文所分析，國內許多出版的佛書或印經會

在申請 ISBN 時，經常缺書名頁、版權頁或僅提供

印有書名的封面（套）資料而已，致使書目建檔

人員無所依據，產生混淆的現象。本段針對一般

出版業界與政府出版品對於書名頁、版權頁與封

面上記載事項予以比較分析，進而提出我國印經

會（佛教）圖書出版品之在「圖書封底、書脊及

封面」、「圖書版權頁」、「圖書書名頁」之基

本形制（草案），供業界及發心印製佛教經典或

圖書者之參考。 

（一）圖書出版業界、政府出版品對書名頁、

版權頁著錄比較分析 

本段特以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之「圖書書名葉

標準」、行政院研考會之「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

要點」，以及釋見篤在〈從圖書編目立場看佛書

出版應有的書目資料〉乙文的建議事項（簡稱釋

見篤版）為基準，分別抽點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聯經）、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時報）與世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世樺），對於書名頁、版權頁等「應記載」事

項和該出版社出版之圖書「所登載」事項，逐項

比較如附表一。（註 12） 

1. 在「書名頁」方面：雖然「圖書書名葉標準」

與「釋見篤版」建議記載事項包括完整書名、

著者敘述、版本敘述、出版者、出版地與出版

日期等事項；惟檢視坊間「聯經」、「時報」、

「世樺」及行政院研考會之「政府出版品管理

作業要點」均僅登載書名，其次為著者敘述與

出版者而已。 

2. 在「版權頁」方面：經檢視坊間各出版社對於

ISBN、CIP 資料、完整書名、編著譯者與編輯

者（含不同職責敘述）、版本敘述、出版者、

出版地、出版日期，以及版權聲明、法律顧問、

出版登記字號等資訊皆有登載。 

3. 惟以印經或佛學圖書出版為主的世樺公司，在

版權頁上，特別有：「回向文」、「藏版者」、

「印贈流通處」登載項目，為一般出版圖書所

無。筆者也檢視其他曾經申請過 ISBN/CIP 之

印經會出版品上的版權頁，還有「倡印者」、

「助印者」與「排版所／製版所」等相關資訊，

這些都是印製佛教經典或佛學出版圖書，比較

常見的資訊。 

（二）印經會（佛教）圖書出版品之基本形制

──以圖書為例（草擬） 

筆者即根據上述的比較分析與檢視結果，對

於我國印經會（佛教）圖書出版品之在「圖書封

面、書脊及封底」、「圖書版權頁」、「圖書書

名頁」上應有的記載事項，草擬一個基本形制（如

附表二），以提供出版業界、印經會及發心印製

佛教經典或圖書者之參考。 

1. 圖書封面、書脊及封底：包括該書的封面、封

底與書脊三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1) 封面：書名、著（編、譯）者、出版者。 

(2) 封底：ISBN 及其條碼、定價資訊。 

(3) 書脊：書名、著者與出版者。 

2. 圖書書名頁：書名（副書名、並列書名）、著

（編、譯）者、出版者三項，必要時可記載該

書之出版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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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版權頁： 

(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CIP）。 

(2) 書名／副書名、並列書名或書系叢書名。 

(3) 著（編、譯）者、釋義、繪圖、分科、重校標

點者等，以及編輯分工（不同職責敘述），如

執行編輯、責任編校、美術設計。 

(4) 發行人。 

(5) 出版者／地址、電話、傳真、郵撥帳號、網址、

電子信箱。 

(6) 排版所／製版所／地址、電話。 

(7) 印刷所／裝訂所／地址、電話。 

(8) 藏版者。 

(9) 倡印者。 

(10) 流通處／地址、電話、傳真、郵撥帳號、電

子信箱等。 

(11) 出版年月／版刷次（本版印製冊數）。 

(12) 開本／ XX 開（○○ X ○○公分）。 

(13)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本書另有電子版，取得

方式或網址。 

(14) 版權聲明／法律顧問／新聞局登記字號。 

(15) ISBN 978-XXX-XXX-XXX-X（裝訂方式）。 

(16) 定價／非賣品。 

(17) 回向文。 

(18) 其他資訊，如：缺頁、裝訂錯誤寄回處所。 

(19) 助印者（亦可單獨另頁說明）。 

四、結語──呼籲積極擬訂佛教各類出版

品書名頁與版權頁基本形制 

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自 1989 年 7 月起，為我

國即將出版的新書進行 ISBN 之編碼及推動 CIP

作業制度迄今二十年。目前 ISBN/CIP 作業系統內

累積高達 18,800 多家以上的出版單位、近 70 萬書

目資料。服務對象包括：一般出版社、各級政府

機關、學術團體與個人，且為免費申辦。書號中

心以此新書書目為基礎，分別建置「全國新書資

訊網」、編印《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發行「全

國新書資訊網電子報」，提供新書分類目錄、新

書簡介、書評、童書賞析，各類得獎優良圖書註

記、出版趨勢、國際出版觀察、年度代表性參考

工具書和臺灣出版 Top1 圖書徵選等，多元化、加

值化的新書資訊服務。今（2009）年 1 月起，推

出之「每日預告書訊服務」系統，更是將每日建

檔維護的書目資訊或送存本館的最新出版圖書，

依據讀者所挑選之閱讀主題（或分類號），定時

預告臺灣的新書出版訊息，以為業界掌握出版先

機，讀者及圖書館界，閱讀選購新書的參考依據。 

然而，檢視近年來印經會（佛教）出版者，

在申辦 ISBN/CIP 資料時，經常發現：書名頁、目

次頁、版權頁等附件資料不全、各著錄來源之書

目資料常有差異、圖書之「再版」和「重刷」及

其出版日期交代不清、翻譯或抽印作品未註明來

源或原著者、佛經（出版品）常有多種書合刊沒

有標示主要題名，以及許多不具備書籍形式，多

半以宣導小冊子之形式出版，造成書目著錄人員

考慮是否予以編配 ISBN 或編製 CIP 資料的困

擾。為此，筆者比較分析與檢視坊間重要出版社

所出版圖書的「登載事項」，針對印經會（佛教）

圖書出版品之封面（底）、書名頁與版權頁上，

至少應記載的事項草擬建議及圖示，以供出版業

界及發心印製佛教經典或圖書者之參考。 

「書目」是圖書館服務的骨幹、知識傳播的

重要工具。圖書館界對於館藏圖書資料之分類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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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最主要的著錄來源即為「書名頁」與「版權

頁」；另一方面，書號中心進行新書出版前編配

ISBN 與 CIP，所依靠的也是出版者提供該新書排

版定稿之書名頁與版權頁上的內容。因此，筆者

特別呼籲印經會及佛教圖書出版業者，重視下列

幾個建議事項： 

1. 針對出版者、編輯者及印製者，提供現代圖書結

構與編輯印製流程之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同時，

邀請有經驗的出版社或編輯者，進行編輯工作，

編製具嚴謹結構的圖書出版品，書目資料將會更

趨完整，進而縮短圖書館書目技術服務流程，加

速新書上架，提升閱覽流通服務功能。 

2. 結合印經會（佛教）書刊資料出版者及其編輯

人員、佛教圖書館界與學者專家，對於佛教各

類型出版品，包括圖書、期刊（連續性出版品）、

視聽資料及電腦檔、資料庫及網頁等數位資源

之「圖書封底、書脊與封面」、「書名頁」、

「版權頁」上應記載（或呈現）之事項和基本

形制，以茲遵循。 

3. 長期以來負責執行臺灣 ISBN 編碼與 CIP 編製

作業之書號中心，透過不同管道與印經會（佛

教）圖書出版業界接觸，除推廣 ISBN 暨 CIP

作業制度、新書資訊服務內容外，對於「書名

頁」、「版權頁」與「封面」應記載事項及其

基本形制亦應多方宣導。 

4. 傳播尊重作品著作權與製版權的觀念。除一般人

熟悉之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外，對於無著作財

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作或美術著作，

製版人須依法登記，其權利亦自製版完成時起算

存續十年之相關規定（註 13），亦須了解。當然，

這些觀念正確的建立，對於印經會或佛教出版圖

書之書目完整著錄，助益相當大。 

【附註】 
註 1：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國際標準書

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使用手冊》，（第二版，臺北：

國家圖書館，民 95 年 10 月），頁 5。 

註 2：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國際標準錄

音錄影資料代碼使用手冊》，（三版，臺北：國家

圖書館，民 93 年 6 月），頁 2-3。 

註 3：莊芳榮，〈發刊辭〉，《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 期

（民 88 年 1 月），頁 1。 

註 4：此項「書號中心各年度工作統計」，完整呈現自 1989

年以來，業界申辦 ISBN/CIP 之新書統計資訊，參閱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25 期（民 98 年 5 月），

頁 78。 

註 5：參考組輯印的專書，包括：《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

2000 年度書目》（民 90 年 9 月）、《臺灣出版參考

工具書：2001 年度書目》（2002 年 10 月）、《臺灣

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2 年至 2007 年（2003 年至

2008 年）及《臺灣出版參考工具書書目：2000 年至

2002 年》（2003 年 9 月）9 種。 

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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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期（2009 年 4 月），

頁 70-79。 

註 7：同註 1，頁 8。 

註 8：釋見篤，〈從圖書編目立場看佛書出版應有的書目

資料〉，《佛教圖書館館訊》，20 期（民 88 年 12

月），頁 21-23。 

註 9：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分類編目委員會增修，《中國

編目規則》，（第三版，臺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民 94 年 10 月），頁 47。 

註 10：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圖書書名葉標準」，（民 84

年 11 月 30 日公布）。 

註 11：周利玲，〈書名頁與版權頁主要著錄內容：對佛教

圖書出版之建言〉，《佛教圖書館館訊》，5 期（民

85 年 3 月），頁 11。 

註 12：1.「圖書書名葉標準」，同註 10。 

2.「釋見篤版」，同註 8，頁 26-28。 

3. 「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政府出版品管

理作業手冊》，（民 97 年 10 月），頁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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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聯經」，係參考《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民

97 年 6 月）。 

5. 「時報」，係參考《民族的新世界地圖》，（民

97 年 6 月）。 

6. 「世樺」，係參考《大乘妙法蓮華經》，（民

92 年 5 月）。 

註 13：「著作權法」第四章製版權（第 79 條）內容如下：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

術著作，經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理印刷，或就美術

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類似方式重製首次發行，

並依法登記者，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

刷或類似方式重製之權利。 

製版人之權利，自製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年。 

網址：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201.asp 

附表一：圖書書名頁暨版權頁應記載事項檢視單 
（△代表該出版社的圖書書名頁或版權頁有刊載者） 

圖書書名葉標準 
政府出版品 
管理作業要點 

釋見篤版 聯經 時報 世樺 
自行

檢視 

書名頁上 
書名（副、並列書名）

書名 書名 
△ △ △  

著者敘述：個人、團體

著者、編輯者、其他

合著者（例：評論

者、翻譯者、插圖者）

著（編、譯）者 著者敘述 
△ △ 

著譯編者 
△ 

 
  

版本敘述（含版本之著

者與合著者） 
 △  

   

出版者（印製與發行的

個人或團體） 
 △  △ △ 

印行者  

出版地（出版者、負責

發行或印製機構所

在地） 

 △  
   

出版日期  △     

書名葉（背面） 
CIP 資料（卡片式） 

版權頁 
CIP 資料（上半頁） 

版權頁 
CIP 資料 

△ 
版權背面 

△ 
背面 

△ 
背面  

 書名（書系叢書名） 書名 △ △ △  

 
著（編、譯）者 著者 

編輯者 
△校對 
  封面設計 

△ 
主編 

封面題

字、美編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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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書名葉標準 
政府出版品 
管理作業要點 

釋見篤版 聯經 時報 世樺 
自行

檢視 

出版機關（地址、

網址、編印或統一

分發單位電話） 

出版者 
出版地 
地址電話 

△出版者 
△ 

服務專線   
出版者 
出版地 

  編輯部、主編

（地址、電話）
△總編輯   

出版者、經銷者、印刷

者、裝訂者等名稱與詳

細地址 

  
發行人 發行所

（地址、電話）

△ 
董事長   

出版日期 出版年月 出版時間 △ △（日） △  

重印或其他版本變更

情形 
版（刷）次 版本 

△ △ △  

   印刷者（地

址、電話）  
藏版者

（世樺）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      

 定價 價格 △ △   

 展售處（地址、電

話、網址） 
 △門市（地

址、電話）  
△印贈 
流通處  

   郵撥帳戶 
電話資訊 

△ △  

ISBN 與 ISSN GPN 與 ISBN ISBN △ △ △  

著作權聲明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版權宣告 △ △   

其他（例：其他語文發

行的書名、限量發行補

充說明） 

 新聞局出 
版登記 
法律顧問 

△新聞局出

版登記字號 
缺破損寄回 

△ 
法律顧問 

回向文 
登記局 
版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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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圖書封面底、書名頁暨版權頁應記載事項示例 

 

書 
名 

 
 
著 
者 

 
 
出 
版 
者 

 

 
 
 

             

 
 

四四、、展展望望未未來來  

 

著(編、譯)者 

書      名 

著(編、譯)者 

 

封  底 書脊 封  面 

ISBN  
ISBN 條碼 
定價 

版權頁 書名頁 

出版者 

出 版 者 

回 

向 

文 

國家圖書館出版品預行編目資料 

書名/(副書名或書系叢書名)     
著(編、譯)者/釋義、繪圖、分科、重校標點等 

/執行編輯、責任編校、美術設計 
發行人/ 
出版者/地址、電話、傳真、郵撥帳號、網址、 

電子信箱 
排版所/製版所/地址、電話 
印刷所/裝訂所/地址、電話 
藏版者/ 
倡印者/ 
流通處/地址、電話、傳真、郵撥帳號、電子信箱 
出版年月/版刷次（本版印製冊數） 
開本/ XX 開（○○ X ○○公分） 
其他類型版本說明/本書另有電子版，取得方式 
版權聲明/法律顧問/登記字號  
缺頁裝訂錯誤寄回/ /助印者 
ISBN 978-957-XXX-XXX-X（裝訂方式） 
定價/非賣品 

書     名 
（副書名、並列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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