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温惠珍 個人

2 André A. Joulian 個人

3 大噐小物藝術設計 大噐小物藝術設計有限公司 (07)6268016

4 女妖綜藝團 女妖綜藝團

5 小澂寶 小澂寶有限公司 (02)27200162

6 日一寸文化 日一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900790620

7 王宇婕 個人 (02)28588398

8 王晃三 個人 (03)2654433

9 天容寶 天容寶股份有限公司 (02)82839228

10 中華文創學會 中華文創學會 (02)87717989

11 中興大學進中文系學會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系學會

12 方曉瑋 個人 (04)23323456

13 台一社 台一社

14 台北市國度使徒性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國度使徒性協會 (02)27113513

15 布拉森 布拉森有限公司 (02)22771018

16 白馬窯業 白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卡爾威特幼兒園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特幼兒園 (02)89518905

18 卡爾威特托嬰中心 新北市私立卡爾威特托嬰中心 (02)89518905

19 台灣永續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永續關懷協會 (02)29517387

20 台灣宇雄國際生醫科技教育 台灣宇雄國際生醫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4)23158895

21 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 (02)25010126

22 台灣電商顧問 台灣電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3582371

23 自立三口組工作室 自立三口組工作室 (02)29251585

24 耳羽工作室 耳羽工作室

25 任陽企業 任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5207287

26 邢台平 個人

27 車昕 個人

28 沈宗南 個人

29 李明哲(桃園市) 個人

30 吳姵璇 個人

31 李泰山 個人 (04)25380839

32 林文彬(雲林縣) 個人

33 易文堯 個人

34 知宇圖書 知宇圖書有限公司 (03)6681936

35 林沛頤 個人

36 周明仕 個人 (04)24737533

37 林幸男 個人

38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亞洲大學護理學院 (04)23323456

39 法界弘法通訊社 法界弘法通訊社 (07)2231825

40 林美卿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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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郁璇 個人 0972396205

42 表現工程管理顧問 表現工程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902279322

43 林莉華 個人 0919909560

44 邵國維 個人 (04)23010016

45 周靖庭 個人

46 金龍海國際 金龍海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02)29563688

47 宜蘭縣九芎城文化發展協會 宜蘭縣九芎城文化發展協會

48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 南台中家扶之友會 (04)23131234

49 美科實業 美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9521800

50 苗庭瑄 個人

51 苗栗縣環保局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037)558558

52 南宮燠 個人

53 胡嘉琪 個人

54 南廬Line群組 南廬Line群組

55 書奴舒奴出版社 書奴舒奴出版社

56 唐忻 個人 (07)3338526

57 納得資產 納得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4)27077959

58 書粥工作室 書粥工作室 0936263913

59 高雄市政風處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07)3368333

60 夏尊湯 個人

61 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龜山區戶政事務所

62 高漢文教科技 高漢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07)2361200

63 陳加峯 個人

64 基因生活 基因生活有限公司 (02)27510082

65 許江河 個人

66 盛宇國際 盛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7 陳明熙 個人 (03)4506333

68 陪思人生管理顧問社 陪思人生管理顧問社 (03)4927427

69 陳俞匡 個人

70 連美娟 個人

71 國家實驗研究院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02)66300675

72 陳淳文 個人

73 惟智學苑 惟智學苑股份有限公司

74 速熊文化 速熊文化有限公司 (02)27135533

75 陳鴻逸 個人 0922882435

76 焦中和 個人

77 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05)5972639

78 晰流心靈文化 晰流心靈文化有限公司

79 華梵大學設計與創意學院 華梵大學設計與創意學院

80 馮斯蒂 個人 092160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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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彭靖(桃園市) 個人 (03)2171322

82 黃瑞茂 個人

83 傑鋒文化 傑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4)24730798

84 舒彌曼陀鈴工作室 舒彌曼陀鈴工作室

85 新竹市竹松社區大學 新竹市竹松社區大學

86 意在藝術文化 意在藝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89218912

87 楊良玉 個人

88 萬泉寺管委會 萬泉寺管理委員會 (08)7764458

89 葉藤庚 個人

90 管大立 個人 (06)2925310

91 睿思特 睿思特股份有限公司 (02)26560689

92 廖美華(彰化縣) 個人

93 裴源 個人 (07)2863725

94 熊貓發明家 熊貓發明家有限公司 (07)2235768

95 鄭价萍 個人

96 滕兆鏘 個人

97 擁抱成功工作室 擁抱成功工作室 (06)2972752

98 龍暐 個人 (08)7703202

99 嚮往影響力投資平台 嚮往影響力投資平台 (07)2228495

100 魏銘億 個人

101 羅祤絹 個人

102 藝樂肆貳行 藝樂肆貳行 (04)7224366

103 釋洞恆 個人

104 蘇欲同 個人

105 囊加果園 囊加果園

106 讚點子數位行銷 讚點子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02)89683089

         3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