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07年10月）

1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176藝文空間 176藝文空間 (07)7230612

2 Ainosco Press Ainosco Press (02)29266006

3 一方青出版國際 一方青出版國際有限公司 (02)23927742

4 一條全麥麵 一條全麥麵 0912066048

5 千允 個人

6 三元生活實踐社 三元生活實踐社 (03)9615751

7 大林電腦排版印刷 大林電腦排版印刷有限公司 (02)23026596

8 久彌 個人

9 中市仁社 臺中市仁社 (04)25280213

10 中市文昌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文昌國民小學 (04)22361953

11 中市日南國中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04)26813721

12 中市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04)23299310

13 尤姿菁 個人

14 中華世界楊太亟武藝總會 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 0910809150

15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進會 中華金門公共事務協進會 (02)29529668

16 天鵬文化 天鵬文化出版社 (02)29571984

17 石山書院 石山書院有限公司 (04)24376115

18 台日美術協會 台日美術協會 0972950370

19 北市兩岸商務法學會 臺北市兩岸商務法學會 (02)23653636

20 正好文化 正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456688

21 白金廣告設計 白金廣告設計 (05)6326221

22 世界太極拳聯盟 世界太極拳聯盟 (02)25221323

23 台師大藝術系57級同學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57級同學會 (02)89706616

24 世新大學傳管系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02)22368225

25 主禱文教室 主禱文教室 0982301815

26 台灣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 台灣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 (02)29991138

27 台灣包裝工業雜誌 台灣包裝工業雜誌社 (02)28941823

28 台灣盲人重建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建院 (02)29985588

29 台灣基督徒女性靈修協會 台灣國家基督徒女性靈修協會 0968260210

30 台灣基督教恩約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恩約全人轉化協會 0905158733

31 台灣遊讀會 台灣遊讀會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9770

32 台灣語文出版館 台灣語文出版館 (02)27771789, (09)55555600

33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 (02)25492252

34 成大研究總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 (06)2757575

35 有竹居 有竹居 (049)2841019

36 朱真一 個人

37 朱庭宏 個人

38 老高美文化 老高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3)3019901

39 江湖創作團隊 江湖創作團隊 (07)6410778

40 光德寺 光德寺 (07)631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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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地震斷裂帶錯動災害減災學會 地震斷裂帶錯動災害減災學會 0981891999

42 朱駿 個人

43 李子畫室 李子畫室 (04)26877749

44 李玉珍 個人

45 妙兒多文理技藝補習班 臺北市私立妙兒多文理技藝補習班 (02)27624564

46 李秉林 個人

47 吳建鋒 個人

48 里埕設計工坊 里埕設計工坊 (082)375194

49 吳康文 個人

50 李國揚 個人

51 吳國輝 個人

52 李進成(新北市) 個人

53 李菊芬 個人

54 李翔設計 李翔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02)25911652

55 岢倚 岢倚有限公司 0976209500

56 林敏榮 個人

57 兒童燙傷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02)25224690

58 房瑞儀 個人

59 林瑞蘭 個人

60 花縣中原國小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03)8333547

61 阿橋社文化 阿橋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5583610

62 花縣富里國中第三屆同學 花蓮縣富里國中第三屆同學

63 南市大山國小 臺南市麻豆區大山國民小學 (06)5701374

64 南市仙草國小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國民小學 (06)6854144

65 南市財稅局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06)2160216

66 施自和佛店 施自和佛店 (04)7774181

67 飛行船文化教育 飛行船文化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02)27277515

68 思法人數位出版 思法人數位出版有限公司 (04)22255688

69 柯武德 個人

70 約茶不夜 約茶不夜股份有限公司 (02)27088236

71 紅朝出版 紅朝出版社 (037)605558

72 科博思教育文化 科博思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04)23363315

73 香榭綠舍空間設計 香榭綠舍空間設計有限公司 (02)27326633

74 柏樂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 (02)89110825

75 苗縣磚家藝族協會 苗栗縣磚家藝族協會 (037)741507

76 桃市水務局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03)3033688

77 高市殯葬處 高雄市殯葬管理處 (07)3816316

78 海峽美學音響發燒協會 苗栗縣海峽美學音響發燒協會 0972242390

79 徐健進 個人

80 真誠福星 真誠福星有限公司 (02)891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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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烘爐崎親子生態園 烘爐崎親子生態園 0937223922

82 陳子寧 個人

83 郭江宋繪畫修復工作室 郭江宋繪畫修復工作室 (02)82189691

84 頂尖國際顧問 頂尖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3)6688299

85 荷作 荷作出版有限公司 (02)23620298

86 國防大學資決所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02)28966301

87 陳俊瑋 個人

88 張婕誼 個人

89 琅廊國際 琅廊國際有限公司 0972008518

90 理登顧問 理登顧問有限公司 (02)27018696

91 陳蓉萱 個人

92 徠德易學工作室 徠德易學工作室 (02)26924220

93 陳鴻翔 個人

94 黃美玲(臺中市) 個人

95 彭淑貞 個人

96 無極慈聖堂 無極慈聖堂 (07)7831365

97 博毓學園 博毓食農教育學園 0963937541

98 雲縣大義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二崙鄉大義社區發展協會 (05)5982031

99 創學堂文教 創學堂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970511609

100 雲縣榮村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莿桐鄉榮村社區發展協會 0932592631

101 焦點藝術 焦點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02)23718233

102 黃瓊嬌 個人

103 新北市恆毅中學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02)29923619

104 新北市插角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 (02)26720230

105 路徑 個人

106 楊家祈 個人

107 楊錦雲 個人

108 慈濟人文志業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02)28989000

109 慈願禪寺 慈願禪寺 037250360

110 臺中聖賢堂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聖賢堂 (04)22323764

111 臺北大學都研所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02)86741111

112 嘉市崇文國小 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05)2222310

113 網信眾利創新科技 網信眾利創新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2)27596658

114 臺師大特教系暨復諮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復健諮商研 (02)77345027

115 認真出版 認真出版 (02)22181417

116 實構築學會 實構築學會 (04)23164251

117 嘉縣公田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社區發展協會 0928329825

118 臺灣昆達里尼瑜珈教師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昆達里尼瑜珈教師協會 0909370913

119 劉先昌 個人

120 廣兆琚工坊 廣兆琚工坊 (04)2687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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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劉育瑄 個人

122 劉清河 個人

123 鄭曼嫈 個人

124 墨扉 墨扉有限公司 (02)86672227

125 劉澤山 個人

126 褱安 個人

127 樹院子 樹院子可持續股份有限公司 (03)6582660

128 樹德科大課服組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 (07)6158000

129 韓柏檉 個人

130 鴻霖環教 鴻霖環境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2289591

131 簡琇梅 個人

132 簡銘山書法研究苑 簡銘山書法研究苑 (049)2551516

133 鏡采創意行銷 鏡采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02)66333899

134 藝時代 藝時代股份有限公司 (04)22515611

135 籃城書房 籃城書房 (049)2913258

136 蘇慧棉 個人

137 顧靜玉 個人

138 鷹爸快樂教養 鷹爸快樂教養文創有限公司 (03)436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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