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07年11月）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FDCuvee FDCuvee (02)29399886

2 Gary Edson 個人

3 Uta Rindfleisch-Wu 個人

4 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03)5715131

5 人文實踐計畫辦公室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 (02)33661265

6 小強 小強出版社 (02)22394671

7 大圓滿祖師廟 大圓滿祖師廟 0920013568

8 川磊彩色印刷 川磊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4)23106887

9 中市光德文化協會 臺中市烏日區光德文化協會 (04)23368897

10 心正書會(心太平室) 心正書會(心太平室) 0976431186

11 中市旅遊協會 台中市旅遊協會 (04)23727658

12 中市福科國中 臺中市立福科國民中學 (04)24618112

13 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 (04)23236100

14 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豐原區戶政事務所 (04)25221044

15 天后玩易館 天后玩易館 (05)2769571

16 尤男榮 個人

17 元素人創意 元素人創意出版有限公司 (02)28368322

18 中華物聯網與AI開發研究學會 中華物聯網與AI開發研究學會 (049)2735826; (04)22840872

19 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 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 (07)3426031

20 北市文山區公所博嘉里辦公處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博嘉里辦公處 (02)22393029

21 台南應用科大美容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容造型設計系 (06)2422603, 2532106

22 台灣十四經絡學會 台灣十四經絡學會 (04)22334557

23 台灣日本語教育學會 台灣日本語教育學會 (02)26215656

24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台灣老子恆道文教學會 (02)82852629

25 台灣建築史學會 台灣建築史學會 (06)2533131

26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 (02)27324458

27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02)27293933

28 台灣農業標準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標準學會 (04)22521369

29 台灣園藝學會 台灣園藝學會 (04)8531970

30 台灣管理學會 台灣管理學會 (02)26589282

31 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 (03)9328718

32 交大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 交通大學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 (03)5712121

33 吉時印 吉時印出版文化 (02)86926066

34 全球國際電訊 全球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5996909

35 有章藝術博物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 (02)22722181

36 竹縣五峰鄉公所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03)5851001

37 竹縣南外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北埔鄉南外社區發展協會

38 吳文達體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吳文達體育基金會 (02)25038881

39 李世彥 個人

40 李孟臻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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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41 佐爾視覺 佐爾視覺設計社 (04)8325655

42 邱文能 個人

43 亞太連線藝術 亞太連線藝術有限公司 (02)23259390

44 林宇軒 個人

45 周秀蓉 個人

46 林汶諭 個人

47 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04)23590026

48 周榮家 個人

49 花縣山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卓溪鄉山里社區發展協會 (03)8842230

50 泛學國際 泛學國際有限公司 (02)27171357

51 洪三笏 個人

52 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 保證責任台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 (06)5909532

53 南市官田國小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 (06)6901195

54 南市官田國中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06)5791371

55 南市法制處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06)2970020

56 南市動保處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06)6322899

57 南市隆田國小 臺南市官田區隆田國民小學 (06)5791047

58 南市渡拔國小 臺南市官田區渡拔國民小學 (06)6901908

59 洪老典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洪老典文教基金會 (02)23931683

60 洪江淮 個人

61 庠序 庠序出版社 0919700681

62 范良任 個人

63 故事編輯部 故事編輯部 (02)23825572

64 美福惠風齋 美福惠風齋 (0937)909387

65 屏縣東港鎮公所 屏東縣東港鎮公所 (08)8324131

66 建興宮管委會 建興宮管理委員會 (04)26815978

67 真文化 真文化 (02)22181417

68 高市三埤國小 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 (07)6962688

69 高市永安區公所 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07)6912716

70 挪石社 挪石社出版有限公司 (02)23577496

71 高市荖濃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荖濃平埔文化永續發展協會 (07)6882732

72 翁國彥 個人

73 袁尉倫 個人

74 高雄科大文創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07)3814526

75 高雄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07)743-6633

76 孫毓惠 個人

77 康乃云 個人

78 陳明時 個人

79 陳茂村 個人

80 彩虹時間 彩虹時間股份有限公司 (04)350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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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陳政翰 個人

82 莊哲權 個人

83 張捷明 個人

84 基督活力運動全國秘書處 天主教基督活力運動中華民國推行委員會全國秘書處(07)7325135

85 基督徒救世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徒救世會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02)27290265

86 莊嘉錠 個人

87 創思數位科技 創思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77010188

88 最高檢察署 最高檢察署 (02)23167000

89 黃竣民 個人

90 華創國際行銷 華創國際行銷出版企業社 0909530657

91 華傳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普傳會 (02)28730090

92 絕對優選 絕對優選 (02)29859229

93 等燈 個人

94 菩薩藏佛教學會籌備處 菩薩藏佛教學會籌備處 (02)89935275

95 象藝創意 象藝創意有限公司 (02)27657882

96 紫藤廬分公司 紫藤廬有限公司紫藤廬分公司 (02)23637375

97 黃寶慧 個人

98 愛文社 愛文社 0922983792

99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財團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02)27922100

100 新北市都更處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02)29506206

101 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新北市深坑區公所 (02)26623116

102 葉衣婷 個人

103 葉佳艷 個人

104 聖彰書局 聖彰書局 (04)7289486

105 廖永賢 個人

106 聚光文創 聚光文創 (06)2656565

107 瑪佳 瑪佳有限公司 (02)23635123

108 鳳芸宮靈帝殿管委會 高雄市林園區鳳芸宮靈帝殿管理委員會 (07)6415152

109 輔英科大 輔英科技大學 (07)7811151

110 嘉縣協志高級工商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05)2264264

111 彰縣螺青國小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04)8882031

112 臺灣車輛職能發展學會 臺灣車輛職能發展學會 (03)4021529

113 臺灣藝大中國音樂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02)22722181

114 蔡行濤 個人

115 劉沂佩 個人

116 歐風烈 個人

117 劉惠月 個人

118 質園書屋 質園書屋 0936056001

119 澎縣五德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五德國民小學 (06)9951327

120 澎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澎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 (06)995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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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21 劍橋國際教育 劍橋國際教育機構 (02)27116630

122 整禾行銷 整禾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2)27611911

123 龍羽國際文化 龍羽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02)25630601

124 賴宜汝 個人

125 賴豊樹 個人

126 澤燁人文實業 澤燁人文實業有限公司 (02)28055655

127 聯傑會 國立聯合大學傑出校友協會 (037)381030

128 謝燦輝 個人

129 饒仲華 個人

130 蘭後團隊 蘭後團隊 (09)05161961

131 鹽鄉民宿 鹽鄉民宿 (06)786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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