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塩埕烏橋玉聖宮 塩埕烏橋開基玉聖宮 (06)2646715

2 Gary Gibson 個人

3 LOL Travelbooks LOL Travelbooks

4 Wendy 個人

5 一言堂有限公司 一言堂有限公司 (02)26586266

6 三芝智成堂管委會 三芝智成堂文武聖廟管理委員會 (02)26362557

7 大葉大學建研所 大葉大學建築研究所 (04)8511888

8 元大投信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02)27175555

9 心牛藝空間 心牛藝空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6)2056925

10 支流 支流有限公司 (02)37652655

11 天真亥子道總會 中華民國天真亥子道總會 (02)86678331

12 心創世界國際 心創世界國際有限公司 (07)7311878

13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02)23211380

14 中華理燙髮研究協會 中華民國國際理燙髮美容研究協會 (03)3560971

15 中華擎宇武術研究學會 中華擎宇武術研究學會 (03)9353392

16 王遠嘉 個人

17 古月出版 古月出版有限公司 (02)23627275

18 包文理論顧問 包文理論顧問有限公司 0905170917

19 台北蒙特梭利幼兒園 台北蒙特梭利幼兒園 (02)27529503

20 北澤鋼影像 北澤鋼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06)2908086

21 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安全促進協會 (02)23123456

22 成大智創高值醫材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創新高值醫材教學推動中

心

(06)2002426

23 光辰影業文創社 光辰影業文創社 (02)29464221

24 伊諾起思教育 伊諾起思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4)23203579

25 好學教育 好學教育有限公司 (02)55964263

26 成蹊社 成蹊社有限公司 (02)89538588

27 我己文創 我己文創有限公司 (02)26710471

28 沈君玲 個人

29 呂芳上 個人

30 呈果美學 呈果美學有限公司 (04)24069559

31 李佩齡 個人

32 呂冠璇 個人

33 呂理聖 個人

34 李婕漪 個人

35 妞醬 個人

36 沒譜工作室 沒譜工作室 (03)5203063

37 東方設計大學美術工藝系 東方設計大學藝術設計學院美術工藝系 (07)6939055

38 依世代 依世代有限公司 (04)22952558

39 明志科大行動導向辦公室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行動導向辦公室 (02)29089899

40 林志堅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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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物事文化 物事文化有限公司 (06)2936103

42 林亭妤 個人

43 林美玲 個人

44 坤益開發顧問 坤益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03)5338702

45 采晴出版工作室 采晴出版工作室 (02)26098588

46 長榮大學文創學程 長榮大學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06)2785123

47 長榮大學應日系 長榮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06)2785123

48 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典歌詩台灣音樂坊 (02)25622777

49 京誼文創 京誼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02)89433317

50 易潛企業 易潛企業有限公司 (02)77163760

51 林德龍 個人

52 花縣長青書畫會 花蓮縣長青書畫會 (03)8526219

53 兩點開始國際 兩點開始國際有限公司 (02)27372827

54 林鶴雄 個人

55 南山書屋 南山書屋 0939847369

56 施心華 個人

57 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南市至善教育基金會 (06)2936611

58 南市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新市區社內社區發展協會 0932714939

59 南市哈佛蒙式教育協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哈佛蒙特梭利教育發展協會 (06)2631052

60 星奇兒創藝協會 台灣星奇兒創藝協會 (02)27751661

61 南華大學幼教系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05)2721001

62 南開科大文創系 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049)2563489

63 迪華控股 迪華控股有限公司 (02)77163760

64 亮語文創教育 亮語文創教育有限公司 (03)5527720, 5585675

65 為夢而戰的創作基地 為夢而戰的創作基地 (04)25605280

66 科嘉國際網路資訊 科嘉國際網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6884668

67 科際整合月刊 台北市大專教師職業工會科際整合月刊 (02)25021520

68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實施計畫 (02)23432301

69 桃市東門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 (03)3322057

70 唐美惠 個人

71 峰起云湧影業 峰起云湧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023143

72 高雄大學法律系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07)5919549

73 高雄科大休閒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 (07)3617141

74 逢甲外語教學中心 逢甲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04)24517250

75 許玉青 個人

76 張汝秀 個人

77 荷坊 荷坊出版 (03)9558224

78 莊政典 個人

79 捷威科技 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9958865

80 陳美瑛 個人

         2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08年3月）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81 停看聽音樂工作室 停看聽音樂工作室 (02)23463789

82 張桓忠 個人

83 陳淑美 個人

84 惇墨者 惇墨者

85 郭瓊瑩 個人

86 啟耀印刷 啟耀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02)22251121

87 港口總工會船訓中心 中華民國港口總工會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

練中心

(07)8118251

88 彭可欣 個人

89 彭生富 個人

90 黃名毅生活工作室 黃名毅生活工作室 (05)3695845

91 傅旼 個人

92 琥珀動畫 琥珀動畫科技有限公司 (03)2222248

93 華洁國際文化 華洁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02)77231132

94 開創企管顧問 開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29703434

95 童樂繪繪本工作室 童樂繪繪本工作室 (04)23751156

96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02)25363030

97 雲縣豐安國小 雲林縣麥寮鄉豐安國民小學 (05)6932759

98 華藏寺 華藏寺 (03)4795093

99 獅山勸化堂 財團法人苗栗縣南庄鄉獅山勸化堂 (037)822020

100 達少.瓦旦 個人

101 楊可夫斯基 個人

102 群生診所 群生診所 (04)22332616

103 詹前耀 個人

104 詹慈恩 個人

105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05)5323911

106 綠色台灣基金會 財團法人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 (04)8741056

107 夢米星球 夢米星球有限公司 (05)5324580

108 睿果 睿果有限公司 (04)37073666

109 夢裡的揣測者 個人

110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系 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07)6678888

111 彰縣同安寮文化協會 彰化縣同安寮文化協會 (04)7761742

112 彰縣黃姓宗親會 彰化縣黃姓宗親會 (04)7868388

113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02)87735087

114 鄭元璋建築師事務所 鄭元璋建築師事務所 (02)27031980

115 鄭弘葳 個人

116 鄭宇泰 個人

117 蔡欣芸 個人

118 鄧俊經 個人

119 慧通禪師 個人

120 編集者新聞社 編集者新聞社有限公司 (02)235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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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興大自然生態保育社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自然生

態保育社

(04)22840227

122 勵德國際教育 勵德國際教育機構 (03)4265522

123 豐姿企業 豐姿企業行 (07)3710419

124 羅紓筠 個人

125 瓏丁藝文工作坊 瓏丁藝文工作坊 (02)26851978

126 蘭珠安琪爾 蘭珠安琪爾企業社 (049)256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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