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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簡稱 ISRC），係聯合國「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ISO）於西元 1986 年所制定之一套國際性編碼系統（ISO 
3901）。國際唱片業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簡稱 IFPI），於 1988 年將
ISRC 編碼系統推薦給其會員國，並於 1989 年被 ISO 認定
為 ISRC 管理權責機構。ISRC 編碼之於錄音錄影資料，就
如同 ISBN 之於圖書、ISSN 之於期刊，是國際間通用之資
料識別碼，作為辨識錄音資料及音樂性錄影資料之國際標
準，可協助上述有聲產品資訊之交換、傳播及管理。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之管理，原則上由各
國政府機關負責，倘若沒有官方主管機關，則由該國 IFPI
分支機構代為管理。國內自 1993 年開始引進並推行 ISRC
編號制度，由於當時尚無官方主管機關，故由臺灣 IFPI「財
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 IFPI Members’ 



2 前言 

 

 

Foundation in Taiwan）負責執行，其自 97 年 11 月 1 日
起更名為「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ecording 
Industry Foundation in Taiwan，簡稱 RIT）」。為促進
我國錄音錄影資料流通國際化、發行管理自動化，經濟部
中央標準局（標準檢驗局之前身）於 1995 年 10 月委託中
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擬「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國家標準（草案）。為此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成立工作小
組，結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中華有聲出版事業協會、
中華影視製作事業協會、財團法人中華視聽傳播基金會、
臺灣區視聽錄音工業同業公會等相關業界代表，參考 ISO 
3901 及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提供之作業手
冊，於 1996年 4 月完成草案初稿，再經中央標準局國家標
準制定程序，終於在 1997 年 10 月 1 日通過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審核，獲頒 CNS 13947並公布施行。 

 

由於錄音及音樂性錄影資料與圖書同屬文化資產，行政院
新聞局鑒於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推行國際標準書
號（簡稱 ISBN）之成效，乃於 1998 年 11月函教育部建議
本館為「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核發與管
理之主管機構，希望藉由本館之推廣與管理，能改善目前
因民間機構主導以致難以普及之現況，更期望這套國際統
一之 ISRC 編碼系統能改善整體有聲出版業環境，提升我國
錄音暨音樂性錄影產品之國際競爭力。經本館評估報部
後，教育部於 1999年 4月 3日臺（88）社（三）字第 88025960
號函指示本館辦理該項業務，本館責成國際標準書號中
心，正式兼任我國 ISRC 管理中心（以下簡稱 ISRC 管理中
心）。2013 年訂定「有聲出版品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
碼申請注意事項」（國圖事字第 1020000679B 號令）供各
界申辦 ISRC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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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接辦 ISRC 業務以來，ISRC 管理中心積極規劃 ISRC 相
關作業，ISRC 電腦查詢系統及作業平臺亦於 1999 年 10 月
完成開發，於 11 月中旬起正式上網供民眾查詢使用。為使
ISRC 資料庫更充實豐富並兼容不同體裁之錄音資料，例
如：音樂、戲曲、相聲、演講集等，ISRC管理中心於 2002
年 1 月底，增加線上登記者代碼申請、ISRC 線上回報、新
專輯介紹等功能。2010 年 6 月完成新系統改版上線，清新
畫面與簡易操作普獲各界好評，並製作電子版使用手冊、
服務成績單，提供前 12 個月每月份新增專輯、ISRC、核發
業者、個人申請等統計，同時於本館電子報定期發布服務
成果。2016 年 8 月起製作 ISRC 摺頁提供下載、新增 ISRC
歷年統計，包含每年核發 ISRC登記者代碼數量、專輯張數、
登錄 ISRC 曲數等資訊；為減少檔案格式交換上之不便，便
利民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各項申辦表格皆提供可支援
ODF 文書格式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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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ISRC 結構 
 

 

 

 

依 CNS 13947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共 12 個
碼，由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所組成，代碼前冠以「ISRC」
字樣，之後分成 4 段，其間以連字符號相隔。說明如下： 

ISRC 結構 
國家代碼（2） - 登記者代碼（3） - 錄製年代碼（2） - 資料代碼（5） 

TW - 影音製作公司 - 西元年份後 2碼 - 同年不得重複 

一、國家代碼：由 2 個大寫字母組成，為錄音、錄影資料
錄製者或擁有者之居留地。 

二、登記者代碼：由 3 個英文數字組合而成，為初次擁有
者代碼。 

三、錄製年代碼：由 2 個數字組成，為西元年之後兩位數。 

四、錄音/錄影資料代碼：由 5 位數字組成，為作品流水號，
同一年度中不可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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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相信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6 年所發行一張錄
音專輯，收錄 11 首歌曲，則此專輯即有 11 個單曲之 ISRC。 

茲就其中一筆單曲「ISRC TW-K23-16-09101」加以說明： 

第一段：「TW」代表國家代碼（Country Code），此代碼
是 依 據 ISO 3166-1981 Code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mes of Countries 而定，
表示錄音、錄影資料登記者之居留地。 

第二段：「K23」為登記者代碼（Registrant Code），代
表錄音、錄影製作人（公司）或第一個所有人。
該代碼是由各國 ISRC 管理機構所賦予。若是錄
音、錄影製作人（公司）在被賦予代碼前，即將
該錄音、錄影作品之所有權利轉讓予他人時，則
該受讓人即成為此所謂之第一個所有人。 

第三段：「16」為錄音、錄影作品製作完成之西元年代（Year 
of Reference），即 2016 年，係取西元年代中之
後兩位數字。此項代碼是由錄音、錄影製作人（公
司）或第一個所有人所賦予。 

第四段：「09101」為錄音資料名稱代碼（Designation 
Code），係由登記者按年度製作順序所賦予，可
從 00001 開始賦予流水號。請注意此代碼不可以
在同一錄音、錄影作品製作年代中，再重複被賦
予其他錄音、錄影作品使用。 

 



6 ISRC結構 

 

 

ISRC 可用於錄音作品及音樂性錄影作品，因此在使用 ISRC
時須加以區別，ISRC 管理中心採用以「登記者代碼」之最
後一位數來區別，亦即申請者將同時被賦予錄音及音樂性
錄影兩組連續之代碼，辨別方法如下： 

一、「單號」代表錄音作品：例如「K23」代表相信音樂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之錄音作品。 

二、「雙號」代表音樂性錄影作品：例如「K24」代表相信
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錄影作品。 

三、尾數「0」、 「9」作為保留碼，暫不予以分配。 

四、政府/學校機關之「登記者代碼」均以「G」開頭，尾
數為「數字」者代表錄音作品，尾數為「英文大寫字
母」者代表音樂性錄影作品。例如：「GT2」代表臺北
市立交響樂團的錄音作品；「G5A」代表臺北市立交響
樂團的錄影作品。 

 

ISRC 之於錄音、音樂性錄影資料，如同 ISBN 之於圖書，
不同的是 ISBN 是由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予以每一種即將出
版之新書編配書號；而 ISRC則是由登記者針對每首樂曲自
行給號，或由 ISRC 管理中心收到資料後針對每首樂曲核發
ISRC 編碼。若一單曲以原聲母帶的型式被分別收錄於不同
的專輯內，雖然二個專輯的發行年代不同，但仍共用同一
組 ISRC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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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ISRC 適用範圍 
 

 

 

 

 

一、錄音資料 

包括音樂性資料（如歌曲、演奏、戲曲等）、有聲書、
相聲、演講、座談、語言教學、大自然聲音等與「聲
音」有關之錄音作品。 

 
 
 

二、音樂性錄影資料 

包括歌曲 MTV（MV）、KTV 伴唱、演唱會、演奏會、歌
劇/音樂劇、音樂會、傳統戲曲等以「音樂」為主軸的
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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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SRC 功能 
 

 

 

 

一、ISRC 是世界公認之國際性識別標準代碼，有助於有聲
出版品資訊之傳播。 

二、ISRC 便於著作權人管理其著作。 

三、ISRC 編碼實施無須特殊之設備及額外之投資，僅需由
業者選派專責人員管理即可。 

四、ISRC 可協助業者建立有聲出版品資料庫系統，便利自
動產生管理性報表。 

 

ISRC 係一個國際性標準，具有促進有聲出版品資訊之傳播、
管理與建立產品資料庫等功能，面對有聲出版品盜版猖獗、
錄音錄影產品在網際網路上以 MP3、RealAudio 傳播型態之衝
擊，申辦 ISRC雖無法防杜盜版亦與取得作品之版權或著作權
無關，然而未來有聲出版品的遠景需立足於這項國際標準
上，有賴業者積極之參與並共同推動 ISRC之申請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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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ISRC 標示方式 
 

 

 

一、燒錄 ISRC 

在錄音產品母帶製作過程中，ISRC 必須被燒錄於母帶
中。即，母帶中應存有完整的錄音作品及其所對應之
ISRC。U-Matic、Exabyte 等磁帶或是 CD-R（一次寫入
光碟）、CD-MO（可重複讀寫光碟）都可被用來當成 CD
母帶前置作業之媒介物，DVD（數位影音光碟）母帶則
可使用數位線性磁帶（Digital Linear Tape,DLT），
因在製作 CD 母版過程時，ISRC 或其他 PQ 資料被存放
於 U-Matic 磁帶（或其他母帶前置作業媒介物）中，
同時燒錄於 Q-Channel，所以 ISRC 代碼必須燒錄於母
帶之每一音軌上。音樂性錄影產品（類比格式）也應
將 ISRC 放置於 Time-Clock（時間碼）上。 
 

二、印製 ISRC 

ISRC 應標示於錄音/音樂性錄影產品之外觀及歌本等
印刷品上，由於 ISRC 可能與其他編碼並用，故標示時
應將「ISRC」字樣冠於編碼前，以便識別，例如：ISRC 
TW-U71-16-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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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 ISRC注意事項 
 

 

 

國內從事錄音及音樂性錄影著作之業者，無論是工作室、
製作或發行公司、機關團體或個人，皆可免費向國家圖書
館 ISRC 管理中心申請 ISRC 登記者代碼。 
 

一、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一）一般業者（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申請 

方法 1：表格下載 

請至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http://isrc.ncl.edu.tw/），「ISRC 導覽」左
方「各種表格」下載並填寫「ISRC 登記者代碼申請
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須加蓋申請
單位大、小章），並連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以電子郵件、傳真或
郵寄方式至國家圖書館 ISRC管理中心申請。若申請
者為政府機關，請檢附公文及「ISRC 登記者代碼申
請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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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線上申請 

請至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http://isrc.ncl.edu.tw/），「業者專區」項下
「我要線上申請」鍵入資料，點選「確定申請」。
再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並連同「ISRC 登記者代碼申請表（工作
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須加蓋申請單位大、
小章），以電子郵件、傳真或郵寄方式至國家圖書
館 ISRC管理中心申請。申請資料經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審查、建檔後（約需 1 至 2 個工作天），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回復申請者。 

（二）個人申請 

請至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http://isrc.ncl.edu.tw/），「ISRC 導覽」左
方「各種表格」下載並填寫「ISRC 編碼申請表（個
人申請專用）」正本（申請者須簽名或蓋章），並
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即將發行「錄音/音樂
性錄影著作」樣本一份，以確保該個人為確實從事
「錄音/音樂錄影著作」者。外國人（無中華民國國
民身分證者）請檢附「護照」影本、「工作證明」
影本與即將發行「錄音/音樂性錄影著作」一份。請
以郵寄或臨櫃方式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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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配 ISRC編碼 

業者取得登記者代碼後，即可開始對近期將發行之錄
音、音樂性錄影作品進行編碼，亦可溯及已發行之作
品，並應將編好之 ISRC 資料以線上、傳真、郵寄或電
子郵件方式回報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俟完成資
料審核後，即存入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
詢系統提供業者及民眾查詢使用。 

個人申請其給號方式與一般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給
號方式不同，則由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收到資料
後，依據著作數目核發 ISRC編碼，再以電子郵件方式
回復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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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者編配 ISRC 注意事項 

（一）編碼時各項資訊應詳細著錄 

業者編配 ISRC 與曲目資訊，需載入 ISRC 編碼、曲
目名稱、表演者、作詞/作曲/編曲者、曲目長度、
專輯名稱、製作公司、發行公司、錄製日期、發行
日期等。 

（二）負起編配 ISRC 並回報資料 

業者將完成編配 ISRC 及曲目資料，利用 ISRC 國際
標 準 錄 音 錄 影 資 料 代 碼 查 詢 系 統
（http://isrc.ncl.edu.tw/），「業者專區」項下
「業者登入」鍵入業者代碼及業者密碼後，點選左
方「專輯/ISRC 回報」回傳資料；或至系統「ISRC
導覽」左方「各種表格」下載並填寫「ISRC 資料回
報單（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傳送至國
家圖書館 ISRC管理中心。 

（三）提供音樂活動訊息與介紹 

業者可提供音樂活動訊息與相關介紹資料，在 ISRC
國 際 標 準 錄 音 錄 影 資 料 代 碼 查 詢 系 統
（http://isrc.ncl.edu.tw/），「業者專區」項下
「業者登入」鍵入業者代碼及業者密碼後，點選左
方「音樂活動訊息」上傳資料，可於網頁上刊登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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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ISRC 查詢系統介紹 
 

 

 

 

自 1999 年 8 月起國內有聲出版業者，可向國家圖書館國際
標準書號中心（暨 ISRC 管理中心）申請國際標準錄音錄影
資料代碼（ISRC）之登記者代碼，以便為其每一錄音/音樂
性錄影作品編配 ISRC 代碼，並將編製完成之 ISRC 清單回
報，據以建立全國有聲出版品 ISRC 資料庫，提供各界查詢
利用。 

為使 ISRC 資料庫系統更充實豐富，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
中心於 2002 年 1 月底更新網頁，增加登記者代碼線上申
請、ISRC 線上回報、音樂活動訊息等功能。2010年 6 月更
進行系統改版，期使經由網路科技之效益，有助於 ISRC 編
碼之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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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之各項功
能，說明如下： 
 

一、首頁：刊登最新消息、音樂活動、最新專輯、熱門專
輯等報導資訊。  

 

ISRC服務網站（http://isrc.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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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SRC 導覽：包含「ISRC 說明」、「各種表格」、「相
關網站連結」及「與我們聯絡」四部分。 

（一）ISRC 說明 

涵蓋 ISRC 發展歷史簡介、ISRC 結構、ISRC 適用範
圍、ISRC 標示方式、申請 ISRC 注意事項、ISRC 查
詢系統介紹、ISRC 功能、ISRC 作業問答、ISRC 登
記者代碼申請、ISRC 資料回報、ISRC 編碼作業流
程、ISRC 使用手冊與摺頁、參考文獻、代碼申請注
意事項、ISRC 歷年統計等。 

 

ISRC歷年統計服務 

（二）申請表格 

提供 ISRC 編碼申請表（個人申請專用）、ISRC 登
記者代碼申請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ISRC 資料回報單（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ISRC 使用手冊、ISRC 摺頁等，供使用者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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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ISRC各項表格 

（三）相關網站連結 

分為國內管理機構、國外管理機構、一般網路資源
及政府網路資源四類。國內、外管理機構提供全球
ISRC 相關事務之聯絡資訊及網站；一般網路資源可
連結已申請 ISRC 登記者之國內業者網站；政府網路
資源則是連結已申請 ISRC 登記者之政府單位網站。 

 

ISRC相關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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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我們聯絡 

提供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之聯絡地址與地
圖、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網站等。 

 

ISRC管理中心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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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介紹：包含「新專輯介紹」、「金曲獎介紹」、
「音樂活動訊息」及「音樂搜尋」四大項。 

（一）新專輯介紹 

介紹近期發行專輯，提供專輯名稱、表演者、作詞
與作曲者、發行日期等資訊，以迅速掌握有聲出版
消息。 

 

有聲出版專輯相關介紹 

（二）金曲獎介紹 

包括金曲獎沿革、金曲獎獎項介紹、各屆入圍/得獎
名單三部分。在金曲獎沿革中，介紹金曲獎之由來
和歷史；金曲獎獎項介紹是依各獎項內容，列出各
獎項歷屆之入圍/得獎名單；至於各屆入圍/得獎名
單中，則為各屆的入圍/得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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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獎入圍/得獎記錄介紹 

（三）音樂活動訊息：報導近期各種音樂活動消息。 

 

宣傳報導音樂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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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搜尋 

含專輯搜尋、曲目搜尋、業者搜尋三部分。專輯搜
尋可選用專輯名稱、表演者、製作公司、發行公司
等欄位進行檢索；曲目搜尋提供包括 ISRC 編號、曲
目名稱、表演者、曲目製作公司等作為搜尋項目；
業者搜尋則輸入有聲出版者名稱查詢。 

 

曲目搜尋提供多項檢索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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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者介紹：分為「業者介紹」、「業者連線」及「業
者搜尋」三部分。 

（一）業者介紹 

可依業者中文名稱瀏覽和所在縣市瀏覽，使用者可
直接點選瀏覽系統中所有 ISRC 登記者資料。 

（二）業者連線 

將所有 ISRC 登記業者按其代碼之順序呈現，所呈現
內容有業者公司全銜、電子郵件、網址及 LOGO。 

（三）業者搜尋 

使用者可檢索 ISRC 登記者之業者資料，其查詢條件
包括公司名稱（中、英文）、中文簡稱、中文地址
等項目。 

 

業者連線中載明業者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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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下載：使用者可在「音樂註記下載」或「業者註
記下載」中，將查詢結果中勾選要下載之資料後，按[點
我下載]即可直接下載專輯曲目資訊。 

 

音樂註記下載檔案 

 



24 ISRC查詢系統介紹 

 

 

六、業者專區：提供「我要線上申請」、「申請進度查詢」
及「業者登入」三部分。 

（一）我要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功能提供有聲出版業者申請 ISRC 登記者
代碼，業者點選「我要線上申請」，輸入各項資料
後，再點選送出申請資料。惟業者需另填「ISRC 登
記者代碼申請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須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併同「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以電子郵
件、傳真或郵寄方式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申
請，經審查、建檔後 (約需 1 至 2 個工作天) ，以
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回復申請者。 

 

業者可線上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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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進度查詢 

利用線上申請 ISRC 登記者代碼之業者，可利用申請
進度查詢功能瞭解處理進度。 

 

查詢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進度 

（三）業者登入 

業者取得 ISRC登記者代碼後，輸入其代碼與密碼即
可登入系統後臺，以進行資料回報、上傳、修改或
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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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輸入 ISRC代碼與密碼登入系統後台 

有聲出版業者登入系統後臺，可利用「專輯/ISRC
回報」、「基本資料修改」、「年度使用編號查詢」、
「線上回報進度查詢」、「年度回報量統計表」、
「音樂活動訊息」等功能，茲分述如下： 

1、 專輯/ISRC 回報：此功能包含專輯新增、專輯
查詢、ISRC 新增和 ISRC 查詢四個項目。業者
對於即將發行或是已發行之專輯，可點選「專
輯新增」和「ISRC 新增」進行線上回報，並提
供專輯、歌手、演奏團體等介紹資訊。業者若
要查詢其全部專輯或曲目之資料，則可利用「專
輯查詢」和「ISRC 查詢」，來查詢該公司所有
已回報之專輯或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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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線上回報專輯與 ISRC相關資料 

2.基本資料修改：提供業者修改基本資料、更改密
碼、上傳 LOGO，惟業者更改基本資料後，請通知
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 

3.年度使用編號查詢：業者可以查詢每一年度 ISRC
編號使用之最大號碼（但僅適用於以流水號為順
序之業者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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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各年度 ISRC使用之最大號碼 

4.線上回報進度查詢：業者可查詢線上回報之專輯
目前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處理情形。 

5.年度回報量統計表：各年度業者回報 ISRC曲目數
量之統計。 

6.音樂活動訊息：業者可將近期之活動訊息上傳，
提供各界查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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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成績單：提供前 12 個月每月份的新增專輯數量、
ISRC 曲目數量、核發業者/個人代碼等數量統計。 

 

服務成績單提供 ISRC各項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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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Q&A：各界可在「我有話要說」提出 ISRC 相關問題，
由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為您解答。 

 

使用者提出 ISRC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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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ISRC 於 Data.gov.tw 

開放使用 
 

 

 

 

 

自 2016 年 10月起，本館 ISRC 管理中心配合推動政府資料
開放（Open data）政策，每年 3 月及 10 月開放每半年由
各界向 ISRC 管理中心申請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ISRC）之單曲資訊，提供包括 ISRC 編號、曲目名稱、表
演者、作詞者、作曲者、編曲者、專輯名稱、發行公司、
發行日期、製作公司、著作類別等資訊，全部公開於「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提供業者、民
眾、機關團體瀏覽、共享及加值應用，達到資訊公開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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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C資料開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提供 CSV檔案格式供各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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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ISRC 作業問答 
 

 

 

 

Q1、如何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答：我國 ISRC 管理中心為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
請者可連線至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http://isrc.ncl.edu.tw/），「業者專區」項下「我
要線上申請」鍵入資料，點選「確定申請」。再檢附「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並連同
「ISRC 登記者代碼申請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
用）」（須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以電子郵件、傳真
或郵寄方式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申請。 

連絡方式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暨 ISRC 管理中心） 
館址：1000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 號 1樓 
電話：(02)2361-9132 分機 703   
傳真：(02)2311-5330 
電子郵件：isrc@ncl.edu.tw   
服務網站：http://isrc.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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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是否要加入「財團法人臺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RIT）」
會員才能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答：不是，凡國內從事有聲出版業之工作室、製作或發行公
司、機關團體或個人均可免費申請。 

 

Q3、是否申請 ISRC 就會有國際商品條碼，這二者有沒有關
係？ 

答：不是，ISRC 與國際商品條碼兩者並無關係，ISRC 是針對
錄音錄影資料所作之國際標準資料代碼，並無法轉換成商
品條碼，若需要申請商品條碼，請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商品條碼策進會」（http://www.gs1tw.org/）瞭解。 

 

Q4、業者若取得先前就編有 ISRC 之作品，是否需再重編配新
ISRC？ 

答：不用，ISRC 可以沿用。ISRC 通常編配給第一次使用此合
法錄音/音樂性錄影作品之登記者，一旦編配後，此錄音/
音樂性錄影作品之 ISRC 就不再改變，即使以後發行權改
變，也不會影響該 ISRC 編碼。 

 

Q5、個人創作之有聲出版品，是否能以「個人名義」申請 ISRC
編碼？ 

答：自 2008年 10 月 1 日起，開放個人申請 ISRC 編碼，惟其
給號方式與一般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給號方式不同。請
填妥「ISRC 編碼申請表（個人申請專用）」正本（申請者
須簽名或蓋章），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即將發
行「錄音/音樂性錄影著作」樣本一份，以確保該個人為
確實從事「錄音/音樂錄影著作」者。外國人（無中華民
國國民身分證者）請檢附「護照」影本、「工作證明」影
本與即將發行「錄音/音樂性錄影著作」一份。請以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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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臨櫃方式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申請。 
 

Q6、在什麼情況下，必須重新編配新 ISRC代碼？ 

答：若作品重新錄製或重新編曲混音時，應視為一新作品，
可編配新 ISRC代碼。 

 

Q7、業者若將庫存產品數位化後重製母帶再發行，即，一個
作品有兩種產品版本，則 ISRC 是否可以共用？ 

答：不可以，經過重製母帶之作品，必須編配新 ISRC，以保
證每一作品之 ISRC 獨一無二。 

 

Q8、若先前已發行之錄音/音樂性錄影作品未編配 ISRC，是否
可以回溯編碼？ 

答：可以，但要注意登記者代碼是否正確。 
 

Q9、ISRC 之年代碼，是否有千禧年之問題？ 

答：ISRC 編碼系統目前尚未存在千禧年之問題，因 ISRC最早
之年代碼為 1940 年。然而，國際 ISRC 工作小組正尋求
2040 年以後因應方式，以避免問題之發生。 

 

Q10、公司發行之有聲出版品包含錄音作品及視聽教學之錄影
作品兩種版本，是否都可以取得 ISRC？ 

答：ISRC 只限用於錄音作品與音樂性錄影作品，故音樂性視
聽教學錄影作品可以編配 ISRC，非音樂性錄影作品則不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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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在同一家公司如何使用 ISRC 編碼系統來區分錄音作品
及音樂性錄影作品？ 

答：ISRC 登記者代碼第三位之單雙數來區別錄音著作和音樂
性錄影著作。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分配兩個連續之
登記者代碼給同一家公司，單數者必須使用在錄音作
品，雙數者必須使用在音樂性錄影作品，例如：「A03」
為錄音作品；「A04」為音樂性錄影作品。 

 

Q12、業者應如何配合 ISRC 編碼工作？ 

答、業者取得登記者代碼後，請負起編配 ISRC 之責任，應避
免重複分配或錯誤分配之問題發生。 

 

Q13、如何處理 ISRC 編配錯誤之問題？ 

答、業者必須主動通知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刪除編配錯
誤之 ISRC 資料，業者可再重新分配此號碼給其他作品，
惟應留意避免重複分配之情事。 

 

Q14、如何將數位發行之歌曲標註 ISRC 編碼？ 

答、IFPI 倫敦總部建議（2011 年 7 月 14 日）：數位發行之 ISRC
碼燒錄，可使用 Red Book 規格之母帶製作軟體，例如 CD 
Architect、Roxio Jam or Emagic Waveburner（總部所
列舉），即可順利將 ISRC 碼燒錄進去。另一種方式是將
ISRC 碼加在 MP3 形式之 TAG 中，但此法容易被複製。   

Q15、如何將 ISRC 編碼順利燒錄在實體 CD 中？ 

答、建議將已編好 ISRC之歌曲送交合法之 CD壓片廠燒錄 ISRC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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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申請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2年 3月 6 日國圖事字第 1020000679B 號令訂定 

一、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利有聲出版品國際標準錄

音錄影資料代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cording 

Code，以 ISRC標示）之核發與管理，依本館組織法第二條第

二、三項，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中華民國境內出版之有聲出版品。 

前項所稱有聲出版品，指著作權人為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

或法人之各種錄音著作，或以音樂性為主之錄影著作。 

三、申請人為公司法人、獨資或合夥商號，或個人工作室者，以

領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者（如：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或商業登記抄本）為限，得向本館辦理

登記，取得登記者代碼。政府機構之有聲出版品，須以機關

名義申請。 

四、申請人在取得登記者代碼後，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3947

號規定，對製作發行之有聲出版品進行編碼，並得溯及既往。 

五、申請人就有聲出版品每一曲目或單項節目進行編碼，編碼資

料應記載下列事項：1、ISRC編號；2、表演者（如：演唱者、

演奏者、主講者等）；3、表演作品相關著作者（如：作詞者、

作曲者、編曲者、編劇等）；4、製作公司；5、曲目或節目

長度；6、出版品名稱（專輯名稱）；7、發行公司；8、發行

日期；9、著作類別；10、媒體型式之國際商品條碼。 

六、有聲出版品之編碼資料送交本館正式登錄後，即上網提供查

詢服務。 

七、本注意事項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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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ISRC編碼作業流程圖  

 

 

通過 

通過 

送件 

一般業者（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申

請 

*ISRC登記者代碼申請表（加蓋申請單

位大、小章）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個人申請 

*ISRC編碼個人申請表（須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即將發行有聲著作樣本一份 

審查 
非錄音/音樂性錄影著

作不受理 補件 

管理中心建檔 

回復業者 

業者收到 

ISRC登記者代碼 

進行編配 ISRC 

 

通知業者修

正 

上傳至 ISRC資料庫 

ISRC提供業者及民眾查詢利用 

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個人申請 

依所提供之有聲品創作數

目樣本，直接核發 ISRC 

資料不符 

補件完成 

資格不符 

 

回報管理中

心審查 

不通過 

再送審 

回報方式 

*線上回報 

*電子郵件 

*傳真 

回復方式 

*電子郵件 

*傳真 

 

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 

*電子郵件 

*傳真/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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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ISRC登記者代碼申請表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暨 ISRC管理中心） 

TEL：02-23619132#703                    URL：http://isrc.ncl.edu.tw/ 

FAX：02-23115330                        E-mail：isrc@ncl.edu.tw 

地址：1000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號 

ISRC 登記者代碼申請表（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申請單位中文全銜： 

申請單位英文全銜： 

申請單位中文簡稱： 

申請單位中文地址： 

申請單位英文地址： 

申請單位負責人： 承辦人： 

申請單位連絡電話： 申請單位傳真： 

申請單位網站： 申請單位 E-mail： 

ISRC資料回報單位： 

 

ISRC資料回報連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連絡人 E-mail： 

備註：1.一般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請將「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連

同本申請表傳真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2.政府機關請檢附公文，連同本申請表，申請 ISRC登記者代碼。 

3.本申請表請加蓋申請單位之公司大、小章。 

4.待收到「登記者代碼」後，請儘速將貴公司已編妥之 ISRC 編碼填妥「ISRC 資料回報單」

回報至「國家圖書館 ISRC 管理中心」，或至 ISRC 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查詢系統

（http://isrc.ncl.edu.tw/）「業者專區」完成線上回報。 

申請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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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ISRC編碼個人申請表 

國家圖書館 ISRC 中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RC Center 

TEL：02-23619132 # 703  FAX：02-23115330 

地址：1000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 號 

Address：No.20, Zhongshan S. Rd., Zhongzheng Dis., Taipei 10001, Taiwan 

URL：http://isrc.ncl.edu.tw/  E-mail：isrc@ncl.edu.tw 

ISRC 編碼個人申請表 Individual Request Form of ISRC Number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s Name： 

聯絡地址 Address： 

TEL： FAX： 

URL： E-mail： 

個人申請 ISRC 編碼有聲出版品資料 Creation Materials 

 專輯名稱：                              (若無專輯名稱，則以申請人姓名為專輯代稱) 

發行日期： 媒體形式：□實體專輯 □數位發行(請勾選) 

序號 
NO. 

有聲著作名稱 
Name of Creation 

表演者 
Performer 

作詞者 
Lyricist 

作曲者 
Composer 

編曲者 
Arranger 

曲目長度 
Seconds 

1       

2       

3       

4       

5       

6       

7       

8       

繳交證件: 1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2即將發行有聲著作一份 

以上資料請連同本申請表正本，郵寄至「國家圖書館 ISRC管理中心」。 

Documents Provided: 1. Passport photocopy. 2. Work Permission Proof photocopy. 3. The sample of creation 

Please mail the three materials and this Request Form original t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RC Center. 

申請人簽章 Applicant’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Date：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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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ISRC資料回報單 

ISRC 資料回報單（工作室/公司/機關團體專用） 

專輯名稱  國際商品條碼  

發行公司  CD  

發行日期  DVD  

著作類別 錄音□  錄影□ (請勾選) 其它  

 

曲 目 名 稱 表演者 作詞 作曲 編曲 製作公司 曲目長度 錄製時間 

1 
        

ISRC： 

2 
        

ISRC： 

3 
        

ISRC： 

4 
        

ISRC： 

5 
        

ISRC： 

6 
        

ISRC： 

7 
        

ISRC： 

8 
        

ISRC： 

9 
        

ISRC： 

10 
        

ISRC： 

資料登錄人員：                              TEL： 

登錄日期：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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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者：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發行人：曾淑賢 

出版者：國家圖書館 

地  址：1000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 號 

電  話：（02）2361-9132 轉 703 

傳  真：（02）2331-6515 

網  址：http://isrc.ncl.edu.tw/ 

出  版：2016 年 10 月（數位第 3 版） 

 

ISBN 978-957-678-626-6（PDF 版） 

GPN 4710502380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Windows O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文字檔 

播放軟體：PDF Reader 

使用載具：電腦 

 

【國家圖書館版權所有】 
 



 

 

 

 

 

 

 

 

 

歡迎加入 ISRC行列 

國家圖書館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暨 ISRC管理中心 

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7：30 

館址：1000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號 

電話：（02）2361-9132轉 703 

傳真：（02）2311-5330 

電子郵件：isrc@ncl.edu.tw 

網址：http://isrc.ncl.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