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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的
公共出借權是什麼？為什麼要實施？

「公共出借權」係政府為落實公共
圖書館之核心價值與鼓勵文化創作
力，於成立公共圖書館提供圖書借
閱公共服務之同時，也為保障創作
者權益所提供之補償酬金。二者是
政府於整體文化政策下，所採取的
推廣知識與獎勵創作之並行措施。
透過實施公共出借權，宣示國家對
文化創作者的支持，以獎勵文化創
作，有益出版業之發展。

核心理念

2

試辦期間自109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預計發放109、110、111年度之補償酬金

主辦暨執行單位、實施期間

制度
設計

試辦
執行

試辦
場域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補償酬金發放原則

適用著作範圍
發放對象資格
補償酬金發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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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人或依我
國法令設立登
記或立案之法
人或民間團體

以國家語言
或外語創作

在臺灣出版 具ISBN之
紙本圖書

或👤👤👤👤 👤👤👤👤
👤👤👤👤👤👤👤👤

適用著作範圍

創創作作者者

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
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出出版版者者

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
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創作者已故、法人或民間團體已解散之著作，
不再發放補償酬金

發放對象資格

政府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不列入補償酬金發放對象

或

4

創作者類型

編著者

改編((寫))者

作((著))者

以版權頁為依據



繪本之繪者

口述

撰稿

採訪

紀錄



以「借閱次數」作為計算基準
以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兩館

之年度借閱資料計算，並排除續借

單次借閱發放金額：新臺幣3元

—計算基準—

補償酬金發放

採事後登記制
借閱資料篩選後合併，公布初步篩選清單，

再開放登記清單內之圖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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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在兩人以上之圖書，補償酬金分配比例以均分為原則

此分配比例無涉出版合約中有關著作衍生之利益分配

補償酬金發放下限為30元

依登記資料計算個別創作者及出版者之補償酬金總額，達下限者發放，

個別撥放至創作者及出版者帳戶，未達下限者累計至下一年度計算，

試辦期滿，得全數發放

創作者
70%

出版者
30%

—分配比例及撥款—

補償酬金發放

補償酬金不得讓與

登記作業暨受理方式
受理方式
統計資料公告與登記時程

6

由出版者代創作者登記，檢具
雙方所需之申請文件

第1階段僅受理出版者登記 第2階段開放創作者自行登記

如為個人出版者(限有統編之個
人工作室)，亦可於第一階段進
行登記

如出版者有漏登、拒登、結束營

業之情事，開放創作者於第2階段

進行登記
出版者代創作者登記，所登錄
之創作者，以該圖書出版之版
權頁中有登載者為限

如創作者未能聯繫或拒絕簽署
同意書者，出版者須出具切結
書，試辦館就所登錄之創作者
分配補償酬金

出版者代創作者登記，應對創作者資料負起確認審核之責

受理方式

彙整兩館109年借閱統計資料，
公告符合補償資格之書目清單，
開放第一階段登記

開始試辦

109.1

110.2.1

開放第二階段登記
開放現場登記(4/1-30)

110.4.1

審核確認登記資料，符合
資格者，計算補償酬金

110.5.1起

批次發放
109年度補償酬金

統計資料公告與登記時程

須於公告期限內進行線上登記，逾期未登記者視同放棄

採事後登記制

110.2.1

須逐年於公告時間內登記確認

109.10

開放團體出版者預先註冊、
整理登記清單、準備資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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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版者與創作者、創作者

間或創作者與試辦館間對於

創作者之認定有出入時，將

交由試辦館所成立之工作處

理小組審議，審議結果將作

為試辦館判定之參考。

爭議處理
圖書版權頁之創作者職責敘述不一

版權頁

誰是創作者？

策畫.
撰寫

插圖/
漫畫

譯寫

原創/
原著

編譯 文.圖

編著/
編繪

攝影/照
片提供

THANKS!

8

國立公共圖書館試辦公共出借權計畫

「公共出借權登記系統暨管理平臺」

介紹及操作

主辦單位：教育部、文化部
承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01.網站概述
02.註冊功能
03.登記功能
04.線上問卷

簡報大綱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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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網站概述

網站概述

網址
https://plr.nlpi.edu.tw/

• 公告資訊

• 關於公共出借權試辦計畫

• 申請資格

• 申請流程

• 教學專區

• 資料下載

• 常見問答

10

網站概述

公告資訊

訂閱功能

網站概述

申請資格：發放對象((人)) +適用著作範圍((書))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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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1.註冊帳號
2.查詢並下載可登記書單
3.確認欲登記之著作，蒐集創作
者委託書及版權頁影本。
4.代作者註冊。
5.編修可登記書單(填入作者人數、
有委託及無委託作者) ，上傳後
放入暫存清單
6.上傳版權頁影本
7.送出登記
8.至已登記著作清單產出無法取
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後上傳，完
成。

網站概述
申請流程：

創作者

1.註冊帳號
2.查詢可登記書單
3.確認欲登記之著作，放入暫存清
單。

4.編修暫存清單(填入作者人數、其
他作者)

5.上傳版權頁影本
6.送出登記，完成。

網站概述

教學專區-懶人包

12

網站概述

常見問答：

申請資格、適用著作範圍、補

償酬金計算、檢附文件等。

網站概述

資料下載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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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註冊功能

註冊對象：分為兩階段開放予不同對象註冊及申請。

第1階段(110/2/1-3/31)：
團體出版者(可代註冊及登記)
(具備統一編號或有立案字號之出版者)

第2階段(110/4/1-4/30)：
個人創作者
個人出版者(以個人身份出版、不具統編、未正式立案)

團體創作者(不具出版者身份)

註冊功能:

考量第一年出版者須代
註冊及登記之著作眾
多，故提前至109/10/26
開放出版者註冊，以便
預先整理清單。

14

註冊功能

1.建立身分帳號

2.Email驗證

3.填寫完整個人資料

4.開通：
(1)電子憑證線上驗證。
(2)上傳證明文件

Email驗證碼

註冊功能:

註冊

3.填寫完整個人資料

1.建立身分帳號

2.Email驗證

4.開通：
(1)電子憑證線上驗證：工商憑證/
自然人憑證
(2)上傳證明文件：簽署公司團體/
個人切結書後上傳系統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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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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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代註冊並整
理暫存清單。

註冊功能:

(切結書+存摺封面影本+設立營運證明)

上傳證明文件者，須等待管
理者審核後開通(1-3個工作
天)：但可先整理暫存清單。

範本：切結書(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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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功能:帳號資訊摘要

可查看帳號資訊、補償金摘要

可查看提交作品、審核進度與結果、整理暫存清單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代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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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代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 代註冊前建議先查詢書目(初步篩選清單)，針對可登記著
作的創作者蒐集基本資料及「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

步驟1：查詢並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步驟2：篩選適用著作，並確認要代註冊作者有哪些?

18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代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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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查詢並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步驟2：篩選適用著作，並確認要代註冊作者有哪些?

18

步驟3：聯絡作者簽署「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並蒐集其相關個人資料。
(註：欲以批次進行代註冊者，可先下載「批次註冊範本」填寫創作者個人資料。)

這邊可以下載「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下載「批次註冊範本」，填寫代註冊的作者資料。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 單筆新增
• 批次註冊 步驟4：開始新增代註冊帳號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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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新增：逐筆填創作者資訊，
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批次新增

步驟1：下載「批
次註冊範本」。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20

批次新增

步驟2.編修「批次註冊範本」(填入創作者個人資料) ，完成後上傳至系統。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批次新增

步驟3.批次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
書」(請以創作者身分證字號命名檔案)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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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新增：逐筆填創作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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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批次新增

步驟3.批次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
書」(請以創作者身分證字號命名檔案)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21

21



步驟4.完成送出註冊批次新增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管理代註冊帳號
• 代註冊後，可至「代註冊帳號」查看審核情況。
• 不須等管理者審核通過，出版者即可開始登記著作，然若代註冊帳號未通過
審核、或通知補件後仍未補件，則該作者及出版者將無法領取補償酬金。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22

常見問題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常見問題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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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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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23

23



常見問題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03
登記功能

24

登記功能：出版者登記
(同時為創作者代登記)

登記功能-出版者
1.單筆新增 2.批次上傳

搜尋著作
輸入ISBN/題名/作者/出版者/關鍵字搜尋

勾選書目放入暫存清單

逐筆輸入作者人數、作者身份證字號或姓名

逐筆上傳證明文件
(作者委託暨切結書、作品版權頁影本)

送出申請

列印並簽署「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回傳，完成。

搜尋著作
輸入出版者搜尋/上傳出版者ISBN清單比對

下載可登記作品清單/比對後範本格式excel檔

編修檔案，填妥作者人數、作者身份證字號或姓名

上傳編修後的excel檔並放入暫存清單

整批上傳證明文件
(作者委託暨切結書、作品版權頁影本)

送出申請

列印並簽署「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回傳，完成。

單筆新增
批次上傳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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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註冊功能：代創作者註冊
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03
登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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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批上傳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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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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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團體出版者專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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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單筆新增

1.輸入ISBN/作者/出版者查詢

2.勾選加入暫存清單

單筆新增

出版者逐筆填妥有
委託跟無委託的創
作者。

登記功能-出版者

3.填寫作者並上傳證明資料(版權頁影本)

提醒：無委託創作者包含外國人、已過世者、失聯者，以及其他
原因不欲委託代登記之作者。

26

登記功能-出版者
單筆新增

4.送出登記申請

上傳版權頁後會顯示
「已上傳證明」。

登記功能-出版者
單筆新增

5.單筆新增全部送件後，再到已登記作品下載並簽署「「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並回傳至系統中。

產出「「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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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單筆新增

1.輸入ISBN/作者/出版者查詢

2.勾選加入暫存清單

單筆新增

出版者逐筆填妥有
委託跟無委託的創
作者。

登記功能-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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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無委託創作者包含外國人、已過世者、失聯者，以及其他
原因不欲委託代登記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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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單筆新增

4.送出登記申請

上傳版權頁後會顯示
「已上傳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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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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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1.輸入出版者查詢

2.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3.編修可登記書目清單，填妥作者人數、作者身份證字號或姓名

有委託創作者填身分證字
號、無委託創作者填版權
頁上的姓名/筆名。

創作者不含譯者或
編者，請勿計算。

28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1.輸入出版者查詢

2.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3.編修可登記書目清單，填妥作者人數、作者身份證字號或姓名

有委託創作者填身分證字
號、無委託創作者填版權
頁上的姓名/筆名。

創作者不含譯者或
編者，請勿計算。

28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4.上傳編修後的可登記書目清單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4-1、上傳後放入暫存清單，此時各欄皆已填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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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5.批次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掃描版權頁後請以ISBN命名，
且ISBN須與系統書目的ISBN相
符，否則將無法比對，導致上
傳失敗。

30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批次上傳成功後顯示已上傳證明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6.批次送出登記申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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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5.批次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掃描版權頁後請以ISBN命名，
且ISBN須與系統書目的ISBN相
符，否則將無法比對，導致上
傳失敗。

30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批次上傳成功後顯示已上傳證明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6.批次送出登記申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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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7.欲登記著作全部送出後，至「「已登記清單」」產出「「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簽署後再回傳至系統，完成。

登記功能：創作者登記

32

登記功能-創作者

搜尋著作
輸入ISBN/題名/作者/關鍵字搜尋

勾選書目放入暫存清單

逐筆輸入作者人數、其他共同作者名稱

逐筆上傳證明文件
(作品版權頁影本)

送出申請，完成。

單筆新增

登記功能-創作者

1.輸入ISBN/作者/出版者查詢

2.勾選加入暫存清單

33

32



登記功能-出版者
批次上傳

7.欲登記著作全部送出後，至「「已登記清單」」產出「「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簽署後再回傳至系統，完成。

登記功能：創作者登記

32

登記功能-創作者

搜尋著作
輸入ISBN/題名/作者/關鍵字搜尋

勾選書目放入暫存清單

逐筆輸入作者人數、其他共同作者名稱

逐筆上傳證明文件
(作品版權頁影本)

送出申請，完成。

單筆新增

登記功能-創作者

1.輸入ISBN/作者/出版者查詢

2.勾選加入暫存清單

33

33



登記功能-創作者
逐筆填妥創作者人數跟
其他共同作者。

3.逐筆輸入作者人數、其他作者名稱(須與版權頁上相符)

登記功能-創作者

4.逐筆上傳證明文件(登記著作之版權頁影本)

34

登記功能-創作者

5.送出登記申請，完成。

登記功能-查看已登記清單及審核狀態
登記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查看清單及審核狀
態。也可以到「「帳號資訊摘要」」查看摘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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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功能-創作者
逐筆填妥創作者人數跟
其他共同作者。

3.逐筆輸入作者人數、其他作者名稱(須與版權頁上相符)

登記功能-創作者

4.逐筆上傳證明文件(登記著作之版權頁影本)

34

登記功能-創作者

5.送出登記申請，完成。

登記功能-查看已登記清單及審核狀態
登記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查看清單及審核狀
態。也可以到「「帳號資訊摘要」」查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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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線上問卷

課程結束後，敬請填寫「課程回饋問卷」
網址：https://reurl.cc/x0N57N

36

(04)-22639030
plrservice@nlpi.edu.tw

(04)2262-5100 1413 1402
( 2 )

02 29266888 3513
02 2926-88884

( 2

(02) 7749-3655
lyhan08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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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公共共出出借借權權登登記記系系統統暨暨管管理理平平臺臺

使使用用者者操操作作手手冊冊

操作諮詢服務窗口：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知識組織科

計畫專線：(04)2263-9030

服務諮詢信箱 plrservice@nlpi.edu.tw

3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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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系系統統流流程程示示意意圖圖：：

註冊帳號 

驗證身分資料 

方法 1：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 

方法 2：證明文件上傳 

身分驗證 
是否通過 

代創作者註冊帳號 

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完成代註冊創作者帳號 

查詢可登記著作 

1. 出版者：下載「全部
可登記書單」，編修後

再上傳加入「暫存清

單」。

2. 創作者：將可登記著
作加入「暫存清單」

於「暫存清單」上傳 

證明文件(版權頁) 

於「暫存清單」 

進行登記送審 

出版者：若有無委託創作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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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不通過 

發送通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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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程程 1：：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流流程程 2：：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取得創作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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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系系統統流流程程示示意意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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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傳加入「暫存清

單」。

2. 創作者：將可登記著
作加入「暫存清單」

於「暫存清單」上傳 

證明文件(版權頁) 

於「暫存清單」 

進行登記送審 

出版者：若有無委託創作者，須

上傳「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完成登記著作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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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通知告知 
補件重新驗證 

流流程程 1：：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流流程程 2：：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取得創作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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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1. 首頁點選右上方「「註註冊冊」」

2. 同意「「註註冊冊須須知知」」。

42 4

3. 選擇身分類型，團體公司出版者請選擇「「出出版版者者(公公司司團團體體)註註冊冊」」；
個人創作者請選擇「「創創作作者者(個個人人) 」」。填寫相關資料，送出註冊申請。

註冊申請確認發送驗證信

43 5424



二二、、  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1. 首頁點選右上方「「註註冊冊」」

2. 同意「「註註冊冊須須知知」」。

42 4

3. 選擇身分類型，團體公司出版者請選擇「「出出版版者者(公公司司團團體體)註註冊冊」」；
個人創作者請選擇「「創創作作者者(個個人人) 」」。填寫相關資料，送出註冊申請。

註冊申請確認發送驗證信

43 543 5



4. 至註冊信箱收信取取得得驗驗證證碼碼，至註冊頁輸入驗證碼，進行資料填寫作業
(1) 收信

(2) 輸入驗證碼

44 6

5. 輸入詳細資料及匯款帳號，可暫不填入選擇立即登入(但無法送出登記作品，出版者也無法
使用代創作者註冊功能，系統需驗證資料後，方能使用所有功能)。另可由「「帳帳號號維維護護」」再
補進行資料維護及驗證作業。

45 7446



4. 至註冊信箱收信取取得得驗驗證證碼碼，至註冊頁輸入驗證碼，進行資料填寫作業
(1) 收信

(2) 輸入驗證碼

44 6

5. 輸入詳細資料及匯款帳號，可暫不填入選擇立即登入(但無法送出登記作品，出版者也無法
使用代創作者註冊功能，系統需驗證資料後，方能使用所有功能)。另可由「「帳帳號號維維護護」」再
補進行資料維護及驗證作業。

45 745 7



6. 上上傳傳匯匯款款帳帳戶戶封封面面影影本本並進行身分驗證，完成註冊程序。
本系統提供兩種身分驗證開通方式，一為使用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二為上傳證
明文件驗證，說明如下：

 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使用者於於驗驗證證前前須須先先上上傳傳匯匯款款帳帳戶戶存存摺摺封封面面影影本本(圖片
檔或 pdf檔皆可)，再以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進行線上驗證，驗證後立即開通帳號，可
使用所有功能。

 上傳證明文件驗證：出版者下載並簽署「公司/團體切結書」(內含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
本、公司設立營運證明並簽署用印)；創作者者則下載並簽署「個人切結書」(內含匯款
帳戶存摺封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簽署用印)。掃描後上傳至系統中，送出等待
管理者審核。如資料皆無問題，預計 1-3個工作日內開通帳號。可於「帳號資訊摘要」
檢視審核狀態。

註：未開通前使用者仍可查查詢詢系系統統中中之之書書目目(初初步步篩篩選選清清單單)並並整整理理暫暫存存清清單單，但無法使
用登記著作功能，出版者亦無法使用代創作者註冊功能。

(1) 方法 1、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

46 8

(2) 方法 2、上傳證明文件(切結書)進行驗證：

47 9468



6. 上上傳傳匯匯款款帳帳戶戶封封面面影影本本並進行身分驗證，完成註冊程序。
本系統提供兩種身分驗證開通方式，一為使用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二為上傳證
明文件驗證，說明如下：

 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使用者於於驗驗證證前前須須先先上上傳傳匯匯款款帳帳戶戶存存摺摺封封面面影影本本(圖片
檔或 pdf檔皆可)，再以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進行線上驗證，驗證後立即開通帳號，可
使用所有功能。

 上傳證明文件驗證：出版者下載並簽署「公司/團體切結書」(內含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
本、公司設立營運證明並簽署用印)；創作者者則下載並簽署「個人切結書」(內含匯款
帳戶存摺封面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簽署用印)。掃描後上傳至系統中，送出等待
管理者審核。如資料皆無問題，預計 1-3個工作日內開通帳號。可於「帳號資訊摘要」
檢視審核狀態。

註：未開通前使用者仍可查查詢詢系系統統中中之之書書目目(初初步步篩篩選選清清單單)並並整整理理暫暫存存清清單單，但無法使
用登記著作功能，出版者亦無法使用代創作者註冊功能。

(1) 方法 1、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線上驗證：

46 8

(2) 方法 2、上傳證明文件(切結書)進行驗證：

47 947 9



7. 檢視系統帳號審核狀況，登入後點選「「帳帳號號資資訊訊摘摘要要」」
(1) 登入後，點選「帳號資訊摘要」

(2) 檢視身分驗證狀態

8. 維維護護帳帳號號資資料料
帳戶驗證開通之前，使用者可維護各欄位資料，再進行驗證；然驗證開通後(無論是工商憑
證驗證或上傳證明文件驗證)，匯匯款款帳帳戶戶資資料料不不能能變變更更，其餘資料可變更維護。如須變更匯
款帳戶者，須聯絡系統管理員以退件方式辦理，退件後使用者重新上傳匯款帳戶封面影本或

切結書後，重新驗證送審。

(1) 登入後，點選「「帳帳號號維維護護」」

48 10

(2) 進行資料維護

(3) 儲存編修。

49 114810



7. 檢視系統帳號審核狀況，登入後點選「「帳帳號號資資訊訊摘摘要要」」
(1) 登入後，點選「帳號資訊摘要」

(2) 檢視身分驗證狀態

8. 維維護護帳帳號號資資料料
帳戶驗證開通之前，使用者可維護各欄位資料，再進行驗證；然驗證開通後(無論是工商憑
證驗證或上傳證明文件驗證)，匯匯款款帳帳戶戶資資料料不不能能變變更更，其餘資料可變更維護。如須變更匯
款帳戶者，須聯絡系統管理員以退件方式辦理，退件後使用者重新上傳匯款帳戶封面影本或

切結書後，重新驗證送審。

(1) 登入後，點選「「帳帳號號維維護護」」

48 10

(2) 進行資料維護

(3) 儲存編修。

49 1149 11



三三、、  出出版版者者代代作作者者註註冊冊帳帳號號(代代註註冊冊功功能能)(團團體體/公公司司出出版版者者專專屬屬功功能能)

說明：

 系統提供出版者於開放登記第一階段時間內，提供出版者代創作者註冊帳號服務。

 出版者代創作者帳號註冊完成後，再進行登記著作。

 如何蒐集可登記創作者清單：建議登入帳號後，以出版社名稱查詢可登記著作，下載清單

後，依據資料內容彙整蒐集作者委託書資料。

 出版者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前，請務必確認先取得「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1. 取得作者清單
(1). 登入點選「「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2). 以出版社查詢可登記作品清單

50 12

(3). 下載可登記著作清單

(4). 依據清單蒐集創作者委託資料，雙方簽署「「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

51 135012



三三、、  出出版版者者代代作作者者註註冊冊帳帳號號(代代註註冊冊功功能能)(團團體體/公公司司出出版版者者專專屬屬功功能能)

說明：

 系統提供出版者於開放登記第一階段時間內，提供出版者代創作者註冊帳號服務。

 出版者代創作者帳號註冊完成後，再進行登記著作。

 如何蒐集可登記創作者清單：建議登入帳號後，以出版社名稱查詢可登記著作，下載清單

後，依據資料內容彙整蒐集作者委託書資料。

 出版者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前，請務必確認先取得「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1. 取得作者清單
(1). 登入點選「「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2). 以出版社查詢可登記作品清單

50 12

(3). 下載可登記著作清單

(4). 依據清單蒐集創作者委託資料，雙方簽署「「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

51 1351 13



下載「「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請請至至「「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或或「「資資料料下下載載」」處處下下載載「「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

切切結結書書」」，，提提供供給給欲欲代代註註冊冊的的創創作作者者簽簽署署。。雙雙方方簽簽署署後後請請掃掃描描為為 PDF檔檔以以利利後後續續上上傳傳。。(建
議可同時下載「批次註冊範本」，找尋作者簽署切結書同時蒐集個人資料)

52 14

2. 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單筆新增
(1) 選擇「「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2) 選擇「「新新增增帳帳號號」」

53 155214



下載「「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請請至至「「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或或「「資資料料下下載載」」處處下下載載「「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

切切結結書書」」，，提提供供給給欲欲代代註註冊冊的的創創作作者者簽簽署署。。雙雙方方簽簽署署後後請請掃掃描描為為 PDF檔檔以以利利後後續續上上傳傳。。(建
議可同時下載「批次註冊範本」，找尋作者簽署切結書同時蒐集個人資料)

52 14

2. 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單筆新增
(1) 選擇「「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

(2) 選擇「「新新增增帳帳號號」」

53 1553 15



(3) 填寫資料完成後，上傳經出版者及創作者雙方簽署完成之「「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文
件。

54 16

(4) 完成送出註冊：：出出版版者者代代註註冊冊並並送送出出審審核核後後，，不不須須等等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驗驗證證通通過過，，即即可可開開始始登登記記
著著作作；；但若此送審資料不通過被退件，而出版者在公告期限內又尚未補件者，將影響補償

酬金發放，出出版版者者及及創創作作者者雙雙方方都都將將無無法法領領取取補補償償酬酬金金。

圖說：送出後會顯示待驗證，不須等待驗證通過即可開始登記著作。

55 175416



(3) 填寫資料完成後，上傳經出版者及創作者雙方簽署完成之「「創創作作者者委委託託暨暨切切結結書書」」文
件。

54 16

(4) 完成送出註冊：：出出版版者者代代註註冊冊並並送送出出審審核核後後，，不不須須等等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驗驗證證通通過過，，即即可可開開始始登登記記
著著作作；；但若此送審資料不通過被退件，而出版者在公告期限內又尚未補件者，將影響補償

酬金發放，出出版版者者及及創創作作者者雙雙方方都都將將無無法法領領取取補補償償酬酬金金。

圖說：送出後會顯示待驗證，不須等待驗證通過即可開始登記著作。

55 1755 17



3. 代創作者註冊帳號→批次新增
(1) 下載「批批次次註註冊冊範範本本」(在代註冊帳號頁面或者上傳檔案頁面皆可下載)

圖說：下載批次註冊範本後，填寫創作者個人資料

56 18

(2) 編修「批批次次註註冊冊範範本本」，填填入入各各個個代代註註冊冊創創作作者者的的個個人人資資料料，，完完成成後後準準備備上上傳傳。

(3) 點選「批次註冊」，並上傳編修完成後之「批次註冊範本」。

57 195618



3. 代創作者註冊帳號→批次新增
(1) 下載「批批次次註註冊冊範範本本」(在代註冊帳號頁面或者上傳檔案頁面皆可下載)

圖說：下載批次註冊範本後，填寫創作者個人資料

56 18

(2) 編修「批批次次註註冊冊範範本本」，填填入入各各個個代代註註冊冊創創作作者者的的個個人人資資料料，，完完成成後後準準備備上上傳傳。

(3) 點選「批次註冊」，並上傳編修完成後之「批次註冊範本」。

57 1957 19



(4) 上傳後，將看到系統產生創作者資料

(5) 批次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批次上傳時，「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須以各創作者之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團體立
案字號)命名，以利系統比對，若若未未使使用用身身分分證證字字號號或或統統編編命命名名，，系系統統將將會會比比對對失失敗敗。

58 20

(6) 上傳完成，送送出出註註冊冊
勾選註冊帳號資料，點選「「完完成成送送出出註註冊冊」」

 確認註冊送出審核，完成送審程序

59 215820



(4) 上傳後，將看到系統產生創作者資料

(5) 批次上傳「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

 批次上傳時，「創作者委託暨切結書」須以各創作者之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團體立
案字號)命名，以利系統比對，若若未未使使用用身身分分證證字字號號或或統統編編命命名名，，系系統統將將會會比比對對失失敗敗。

58 20

(6) 上傳完成，送送出出註註冊冊
勾選註冊帳號資料，點選「「完完成成送送出出註註冊冊」」

 確認註冊送出審核，完成送審程序

59 2159 21



4. 檢視代創作者註冊帳號
(1). 登入點選「「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檢視帳號審核狀況

(2). 檢視創作者帳號詳細資料

60 22

四四、、  出出版版社社登登記記著著作作(同同時時為為創創作作者者代代登登記記)

1. 單筆登記作業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進入後，查詢系統中之可登記著作(初步篩選清單)，建議出版
者使用出版社名稱搜尋。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逐筆或單筆點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三：於「暫存清單」中，逐筆編輯創作者資訊(包含填入創作者人數、並將創作者分
為有委託作者及無委託作者…等)，填妥後，再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步驟四：確認「暫存清單」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步驟五：重複步驟一至四，將所有欲登記著作逐筆登記並送審後，再至「已登記清單」產

出並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完成後掃描回傳系統中，方完成登記

程序。

61 236022



4. 檢視代創作者註冊帳號
(1). 登入點選「「代代註註冊冊帳帳號號」」→檢視帳號審核狀況

(2). 檢視創作者帳號詳細資料

60 22

四四、、  出出版版社社登登記記著著作作(同同時時為為創創作作者者代代登登記記)

1. 單筆登記作業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進入後，查詢系統中之可登記著作(初步篩選清單)，建議出版
者使用出版社名稱搜尋。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逐筆或單筆點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三：於「暫存清單」中，逐筆編輯創作者資訊(包含填入創作者人數、並將創作者分
為有委託作者及無委託作者…等)，填妥後，再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步驟四：確認「暫存清單」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步驟五：重複步驟一至四，將所有欲登記著作逐筆登記並送審後，再至「已登記清單」產

出並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完成後掃描回傳系統中，方完成登記

程序。

61 2361 23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出版社名稱搜尋可登記著作

(2) 確認欲登記之著作，並點選「放入登記暫存」，將此筆著作放入暫存清單。
註：系統書目乃是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出版者

登記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所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62 24

(3) 點選「檢視暫存清單」

63 256224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出版社名稱搜尋可登記著作

(2) 確認欲登記之著作，並點選「放入登記暫存」，將此筆著作放入暫存清單。
註：系統書目乃是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出版者

登記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所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62 24

(3) 點選「檢視暫存清單」

63 2563 25



(4) 於「暫存清單」中，逐筆填寫「原始創作者人數」、「創作者有委託」、「創作者無委
託」、「操作–已對應證明文件」。

(5) 編輯「創作者人數」
 創作者人數：請填寫該著作之原始創作者人數(包含原著、已過世及在世者、本國人或
外國人....等，只要是此著作的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皆請納入計算，惟譯者或編輯不視為創作者，
故請請勿勿計計算算。

 本計畫所謂之「創作者」，因著作類型不同而包含(著)者、繪本之繪者、 編著者、改編

(寫)者、口述、撰稿、採訪、紀錄等，須於該著作版權頁有登載。

64 26

(6) 編輯「創作者有委託」
 填入前，請確認是否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完成(如未代註冊，則系統無法代入該創作者)
 輸入創作者身分證字號查詢後選取

(7) 編輯「創作者無委託」
 無法取得創作者委託書、創作者帳號不存在的情形下，可以手動新增無委託創作者。

 請輸入無委託創作者名稱(須須與與版版權權頁頁上上名名稱稱相相符符以利審核者判斷，例如版權頁上使用
的是該作者筆名，則請直接輸入該筆名)。

65 276426



(4) 於「暫存清單」中，逐筆填寫「原始創作者人數」、「創作者有委託」、「創作者無委
託」、「操作–已對應證明文件」。

(5) 編輯「創作者人數」
 創作者人數：請填寫該著作之原始創作者人數(包含原著、已過世及在世者、本國人或
外國人....等，只要是此著作的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皆請納入計算，惟譯者或編輯不視為創作者，
故請請勿勿計計算算。

 本計畫所謂之「創作者」，因著作類型不同而包含(著)者、繪本之繪者、 編著者、改編

(寫)者、口述、撰稿、採訪、紀錄等，須於該著作版權頁有登載。

64 26

(6) 編輯「創作者有委託」
 填入前，請確認是否代創作者註冊帳號完成(如未代註冊，則系統無法代入該創作者)
 輸入創作者身分證字號查詢後選取

(7) 編輯「創作者無委託」
 無法取得創作者委託書、創作者帳號不存在的情形下，可以手動新增無委託創作者。

 請輸入無委託創作者名稱(須須與與版版權權頁頁上上名名稱稱相相符符以利審核者判斷，例如版權頁上使用
的是該作者筆名，則請直接輸入該筆名)。

65 2765 27



(8) 編輯「操作–已對應證明文件」

 上傳版權頁影本，檔案命名請使用本系統書目之 ISBN，例：9867767373.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符合將導致比對失敗無法上傳)

 上傳成功，書目狀態已變更為「已上傳證明」

66 28

(9) 確認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已上傳，點選「批次登記送審」，送出審核。
(此時登記尚未完成，請待全部欲登記著作送出後，再至「已登記清單」產出「無法取
得委託切結書」，簽署並回傳。)

(10) 重複上述(1)至(9)單筆登記步驟，待全部欲登記著作皆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點
選「產產出出及及上上傳傳無無法法取取得得委委託託切切結結書書」，下載「無無法法取取得得委委託託切切結結書書」簽署後再掃描

回傳至系統中，方完成所有登記步驟。

 產出及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67 296628



(8) 編輯「操作–已對應證明文件」

 上傳版權頁影本，檔案命名請使用本系統書目之 ISBN，例：9867767373.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符合將導致比對失敗無法上傳)

 上傳成功，書目狀態已變更為「已上傳證明」

66 28

(9) 確認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已上傳，點選「批次登記送審」，送出審核。
(此時登記尚未完成，請待全部欲登記著作送出後，再至「已登記清單」產出「無法取
得委託切結書」，簽署並回傳。)

(10) 重複上述(1)至(9)單筆登記步驟，待全部欲登記著作皆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點
選「產產出出及及上上傳傳無無法法取取得得委委託託切切結結書書」，下載「無無法法取取得得委委託託切切結結書書」簽署後再掃描

回傳至系統中，方完成所有登記步驟。

 產出及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

67 2967 29



 簽署「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後，掃描檔案回傳。

68 30

 上傳簽署後的「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完成登記作業。

(11) 登記作業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或「帳號資訊摘要」檢視送審資料及審核狀態。

69 316830



 簽署「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後，掃描檔案回傳。

68 30

 上傳簽署後的「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完成登記作業。

(11) 登記作業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或「帳號資訊摘要」檢視送審資料及審核狀態。

69 3169 31



2. 批次登記作業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以出版社名稱查詢可登記著作。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點選「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步驟三：編輯下載後的可登記書目清單，並填寫登記資訊(包含創作者人數、將創作者
分為有委託作者及無委託作者..等)

步驟四：上傳編輯後的可登記書目清單

步驟五：將上傳結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六：於「暫存清單」中批次上傳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
步驟七：確認「暫存清單」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步驟八：可重複步驟一至七，待所有欲登記著作皆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產出並下載

「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完成後掃描回傳系統中，完成登記程序。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出版社搜尋可登記著作

70 32

(2) 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可登記著作清單)

(3) 依下載清單格式與說明，填寫登記創作者資訊。
(註：此清單為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出版者登
記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71 337032



2. 批次登記作業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以出版社名稱查詢可登記著作。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點選「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

步驟三：編輯下載後的可登記書目清單，並填寫登記資訊(包含創作者人數、將創作者
分為有委託作者及無委託作者..等)

步驟四：上傳編輯後的可登記書目清單

步驟五：將上傳結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六：於「暫存清單」中批次上傳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
步驟七：確認「暫存清單」填寫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步驟八：可重複步驟一至七，待所有欲登記著作皆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產出並下載

「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完成後掃描回傳系統中，完成登記程序。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出版社搜尋可登記著作

70 32

(2) 下載全部可登記書目(可登記著作清單)

(3) 依下載清單格式與說明，填寫登記創作者資訊。
(註：此清單為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出版者登
記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71 3371 33



 編修清單，填寫登記創作者資訊。

(4) 上傳已編輯之著作清單

72 34

(5) 上傳後系統頁面下方將顯示清單，請點選「全部可登記書目加入暫存」，亦即將此清單
全部加入「暫存清單」。

(6) 加入成功後，點選「暫存清單」進行檢視。

73 357234



 編修清單，填寫登記創作者資訊。

(4) 上傳已編輯之著作清單

72 34

(5) 上傳後系統頁面下方將顯示清單，請點選「全部可登記書目加入暫存」，亦即將此清單
全部加入「暫存清單」。

(6) 加入成功後，點選「暫存清單」進行檢視。

73 3573 35



(7) 點選「暫存清單」，進行檢視，此時各欄資料皆已填妥。

74 36

(8) 整批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

 請批次上傳版權頁影本，檔案命名請使用系統書目之 ISBN，例：957205211X.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相符無法比對，將上傳失敗)

75 377436



(7) 點選「暫存清單」，進行檢視，此時各欄資料皆已填妥。

74 36

(8) 整批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影本)

 請批次上傳版權頁影本，檔案命名請使用系統書目之 ISBN，例：957205211X.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相符無法比對，將上傳失敗)

75 3775 37



 上傳對應檔名，確定上傳成功

(9) 上傳成功後，點選「批次登記送審」

 確認送審

76 38

(10) 可重複(1)至(9)步驟，待全部欲登記著作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點選「產出及上傳
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後回傳，完成登記作業。

77 397638



 上傳對應檔名，確定上傳成功

(9) 上傳成功後，點選「批次登記送審」

 確認送審

76 38

(10) 可重複(1)至(9)步驟，待全部欲登記著作送審後，至「已登記清單」點選「產出及上傳
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後回傳，完成登記作業。

77 3977 39



 上傳簽署後的「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完成登記作業。

(11) 全部著作登記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檢視清單及送審狀態。也可以到「帳號
資訊摘要」查看摘要。

79 41

 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後，再掃描檔案上傳系統。

78 407840



 上傳簽署後的「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完成登記作業。

(11) 全部著作登記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檢視清單及送審狀態。也可以到「帳號
資訊摘要」查看摘要。

79 41

 下載「無法取得委託切結書」，簽署後，再掃描檔案上傳系統。

78 40 79 41



五五、、  創創作作者者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進入後，查詢系統中之可登記著作(初步篩選清單)，建議創作者使
用自己姓名/筆名搜尋。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勾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三：於「暫存清單」中，逐筆輸入創作者總人數，其他共同作者姓名/名稱(無則免填)。
步驟四：填妥後，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步驟五：可重複一到四步驟，全部完成並確認「暫存清單」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80 42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作者姓名/筆名搜尋可登記著作

(2) 勾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註：系統書目乃是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者登記

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所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81 438042



五五、、  創創作作者者登登記記著著作作

流程說明：

步驟一：點選「登記著作」進入後，查詢系統中之可登記著作(初步篩選清單)，建議創作者使
用自己姓名/筆名搜尋。

步驟二：產生查詢結果後，勾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步驟三：於「暫存清單」中，逐筆輸入創作者總人數，其他共同作者姓名/名稱(無則免填)。
步驟四：填妥後，上傳證明文件(版權頁)。
步驟五：可重複一到四步驟，全部完成並確認「暫存清單」資訊無誤後，送出審查。

80 42

(1) 點選「登記著作」→使用作者姓名/筆名搜尋可登記著作

(2) 勾選欲登記的著作，加入「暫存清單」

註：系統書目乃是初步篩選清單，並非全都符合本計畫所規定之適用著作範圍，者登記

前應先審核並確認該書是否符合計畫所規定條件：

i. 圖書創作者須至少一人為本國人或依我國法令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民間團體。
且該創作者/團體需於受理登記公告期間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設立營
運證明。

ii. 創作者皆已過世或該團體已解散者，其著作不納入適用著作範圍，不可申請補償酬
金。

iii. 該書須在臺灣出版且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若無該書號則不受理。
iv. 須為紙本圖書，圖書之語言及內容主題不限。

81 4381 43



(3) 點選「檢視暫存清單」

(4) 於「暫存清單」中，逐筆填寫「原始創作者人數」、「其他作者」等欄位(「登記作者」欄位
會自動帶入申請者姓名，故不需填寫) 。

填寫說明：

 「原作者人數」：請填寫該著作之原始創作者人數(包含原著、已過世及在世者、本國人
或外國人....等，只要是此著作的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皆請納入計算，惟譯者或編輯不視為創作
者，故請請勿勿計計算算。提醒：本計畫所謂之「創作者」，因著作類型不同而包含(著)者、繪本
之繪者、 編著者、改編(寫)者、口述、撰稿、採訪、紀錄等，須於該著作版權頁有登
載。

 「其他作者」：若該書有其他的共共同同作作者者/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請填寫與版權頁上相符之姓名/筆
名，若無其他共同作者則不需填寫。

 「登記為出版社」：預設為「OFF」(否)，若創作者本人亦為個個人人出出版版者者(無無統統編編)，該書
是個個人人自自行行出出版版，，則則可可將將此此欄欄位位點點選選為為「「ON」」(是是)，如此亦同時登記此書為其所出版。

82 44

(5) 編輯「操作–上傳證明文件」(上傳版權頁影本)
 檔案命名建議使用本系統書目之 ISBN，例：「9789862410684.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符合將導致比對失敗無法上傳)

 上傳成功後，版權頁欄位會顯示上傳的檔案，且書目狀態將變更為「已上傳證明」。。

83 458244



(3) 點選「檢視暫存清單」

(4) 於「暫存清單」中，逐筆填寫「原始創作者人數」、「其他作者」等欄位(「登記作者」欄位
會自動帶入申請者姓名，故不需填寫) 。

填寫說明：

 「原作者人數」：請填寫該著作之原始創作者人數(包含原著、已過世及在世者、本國人
或外國人....等，只要是此著作的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皆請納入計算，惟譯者或編輯不視為創作
者，故請請勿勿計計算算。提醒：本計畫所謂之「創作者」，因著作類型不同而包含(著)者、繪本
之繪者、 編著者、改編(寫)者、口述、撰稿、採訪、紀錄等，須於該著作版權頁有登
載。

 「其他作者」：若該書有其他的共共同同作作者者/重重要要創創作作者者，請填寫與版權頁上相符之姓名/筆
名，若無其他共同作者則不需填寫。

 「登記為出版社」：預設為「OFF」(否)，若創作者本人亦為個個人人出出版版者者(無無統統編編)，該書
是個個人人自自行行出出版版，，則則可可將將此此欄欄位位點點選選為為「「ON」」(是是)，如此亦同時登記此書為其所出版。

82 44

(5) 編輯「操作–上傳證明文件」(上傳版權頁影本)
 檔案命名建議使用本系統書目之 ISBN，例：「9789862410684.pdf」

(檔名請與系統 ISBN相符，若不符合將導致比對失敗無法上傳)

 上傳成功後，版權頁欄位會顯示上傳的檔案，且書目狀態將變更為「已上傳證明」。。

83 4583 45



(6) 所有欲登記著作皆填寫完畢並上傳版權頁後，即可勾選書目，點選「批次登記送審」送出審
核，申請完成。

(7) 登記作業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檢視送審資料及審核狀態，也可以到「帳號資訊摘

要」查看摘要。

84 46 85 478446



(6) 所有欲登記著作皆填寫完畢並上傳版權頁後，即可勾選書目，點選「批次登記送審」送出審
核，申請完成。

(7) 登記作業完成後，可至「已登記清單」檢視送審資料及審核狀態，也可以到「帳號資訊摘

要」查看摘要。

84 46 85 478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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