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C MUSICAL製作 C MUSICAL製作

2 小羊工作室 小羊工作室 (08)9346554

3 大同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大同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4 士林開發 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 大鼎書局 大鼎書局

6 王世温 個人

7 方格子文化 方格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3973792

8 王貴美 個人

9 中華道教純陽祖師協會 中華道教純陽祖師協會 (02)29399922

10 天圓娛樂 天圓娛樂有限公司 (02)55687668

11 心融動漫拼圖 心融動漫拼圖有限公司 (04)23202153

12 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 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 (02)28852799

13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02)5576230

14 仕德國際 仕德國際有限公司

15 台灣宏品生技 台灣宏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8823630

16 台灣高飛音樂 台灣高飛音樂有限公司 (07)3222486

17 台灣茶書畫藝術聯誼會 台灣茶書畫藝術聯誼會 0932142156

18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台灣海報設計協會 (02)26518725

19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 (02)26972677

20 台灣陪審團協會 台灣陪審團協會 (02)23218455

21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

22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23 同人誌數位 同人誌數位有限公司

24 糸日藝術 糸日藝術有限公司 0918078428

25 朱清義 個人 0933484287

26 全澄教育文化 全澄教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7 吳永鎮 個人 (02)26023988

28 吳孟韋 個人

29 李佳桂 個人

30 何承冀 個人

31 呂和徽 個人

32 李國明 個人

33 吳崇權 個人 (02)27906895

34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02)23626239

35 股市影武者 個人

36 狐耳 個人

37 林沛瑩 個人

38 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南市臺疆祖廟大觀音亭暨祀典興

濟宮府城觀興文化藝術基金會

(06)2212595

39 奇異鳥實業 奇異鳥實業有限公司 (02)22027090

40 法寂禪林 法寂禪林 (06)573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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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東華大學音樂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 (03)8905153

42 肯塔基文教企業 肯塔基文教企業有限公司

43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03)8650243

44 易禧樂學 易禧樂學有限公司

45 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 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 (03)9323427

46 紀乃仁 個人

47 洪于翔 個人 0905078544

48 南投縣鹿谷鄉農會 南投縣鹿谷鄉農會 (049)2751962

49 姜佩君 個人

50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08)8635612

51 屏東縣振興國小 屏東縣鹽埔鄉振興國民小學 (08)7020501

52 迦南翻譯出版社 迦南翻譯出版社 (04)22427855

53 背號一三 背號一三藝創事業有限公司 (02)27527272

54 流鳶華 個人

55 玹瓏實業 玹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8085416

56 涂昌裕 個人

57 恩美加文化 恩美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3)5575167

58 翁啟訓 個人

59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高醫經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07)2911101

60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61 高雄市鼓壽宮 財團法人高雄市鼓壽宮 (07)2916749

62 桃園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桃園市政府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03)3325215

63 馬準勝 個人

64 唐維良 個人

65 祭祀公業李協勝公 祭祀公業李協勝公 (02)26211441

66 許明香 個人 0928471828

67 陳禹傑 個人

68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07)5628517

69 陳哲斐 個人

70 張嘉洲 個人 0921042991

71 陳懷台 個人

72 陳麗玲 個人

73 黑水溝文化 黑水溝文化 (02)27324475

74 黑白文化 黑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417

75 開物空間文創 開物空間文創有限公司

76 黑松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 (02)27062055

77 黃奎祐 個人 (03)5302255

78 黃建智 個人

79 雲軒整合科技 雲軒整合科技有限公司

80 黃國璽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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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03)9501977

82 群立法律事務所 群立法律事務所 (07)2222833

83 董光義 個人

84 葳果文化企業社 葳果文化企業社 (04)22374923

85 極緻皮膚專科診所 極緻皮膚專科診所 (02)27500066

86 臺北市劍潭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87 蓋邦文化 蓋邦文化有限公司 (02)27357705

88 臺南市菁寮國小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民小學 (06)6621271

89 臺灣法學領航協會 臺灣法學領航協會 (02)23318939

90 劉元春 個人

91 劉俊廷(臺中市) 個人 (04)22196849

92 鄭銘 個人

93 鄭嫣菱 個人

94 橙舍文化 橙舍文化有限公司 0922807373

95 賴源欽 個人 (03)5528080

96 戴立寧 個人

97 謝藩東 個人

98 糧光書坊 糧光書坊 (07)5882751

99 顏志榮 個人

100 羅俊俏xTsaice 個人

101 羅國鶴中醫診所 羅國鶴中醫診所 (03)9515835

102 蘇信豪 個人

103 蘇鈺楠 個人 (02)26317401

104 蘇輗 個人

         3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