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黃永達 個人 (02)29308926

2 天使亞倫 天使亞倫有限公司

3 王寶惜 個人

4 文玄企業 文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4252423

5 合發生物科技 合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7)3511148, 0910802653

6 東吳大學人社院USR計畫 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USR計畫 (02)28819471#6256

7 魏文祥 個人 0932256623

8 林盈縈 個人

9 優美文化藝術 優美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02)26711256

10 醫教諮詢 醫教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11 鄭鴻祺 個人 (02)27310099

12 財團法人祥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祥和文教基金會 (04)24723032, 0910561675

13 順益鑫國際 順益鑫國際有限公司 (02)26737835

14 群青文創 群青文創

15 資料交換研究室 資料交換研究室

16 周棟祥 個人

17 青葉彩色印刷 青葉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03)9322928

18 台灣香港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香港協會

19 暨大歷史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049)2910872

20 騰黃資訊 騰黃資訊有限公司 (02)23644000#20

21 金漳浦山城吳氏族譜編委會 金漳浦山城吳氏族譜編撰委員會

22 陳兆麟 個人

23 吳宗翰 個人 0911734431

24 壞壞設計工作室 壞壞設計工作室

25 獻璜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獻璜文教基金會 (02)26223135

26 胡崇元 個人

27 盧玉華 個人

28 潘振宇 個人 (06)2757575#54149

29 台東縣診所協會 台東縣診所協會

30 高雄市金山國小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國民小學 (07)6164328#710

31 喆盤古形象設計 喆盤古形象設計有限公司

32 元識覺健康生活 元識覺健康生活有限公司

33 德來幼兒園 桃園市私立德來幼兒園 (03)3323351

34 洪文鍊 個人 0921728096

35 金谷園 個人 (089)322527

36 黃思綺 個人 (02)27116258

37 修平科大管理學院 修平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04)24961100#2010

38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04)23507586

39 劉知芹 個人

40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財團法人高雄高爾夫俱樂部 (07)3701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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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呂邱刊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呂邱刊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6705000

42 蘇義哲 個人

43 Atomo Canglah 個人

44 高朕慶 個人 0938666159

45 大大樹音樂圖像 大大樹音樂圖像有限公司

46 臺北市代府殿吳府千歲協會 社團法人臺北市代府殿吳府千歲協會 (02)23088078

47 製肉本屋 製肉本屋

48 Chinese Bible Mission Chinese Bible Mission

49 吉祥數位印刷社 吉祥數位印刷社

50 奧森文化 奧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2596441

51 無雙多媒體 無雙多媒體有限公司

52 五帝廟 五帝廟

53 張清龍 個人

54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 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 (02)22126632

55 陳永正 個人

56 林詞成 個人 0937855989

57 異想世界/異鄉視界 異想世界/異鄉視界

58 陳寶桂 個人

59 林靖祐 個人 (04)23262618

60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辦公

室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生醫產業與新農業

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

(02)23123456#88596

61 國際佛教法林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佛教法林基金會 (049)2899100

62 詹俊裕 個人 0935150148

63 吳恭瑞 個人 0916469632

64 林李水仙 個人 (02)25982302

65 孫愛珍 個人

66 林慧玲(苗栗縣) 個人

67 亞太商工總會 亞太商工總會 (02)27601139

68 台洋文化 台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69 華品影視傳媒 華品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02)66170068

70 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 高雄市茄萣舢筏協會 (07)6903072

71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 (05)5331540

72 林口頂福巖 林口頂福巖 (02)26016636

73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 (02)23114670

74 林若君 個人

75 許鎧麟 個人 (07)3814526

76 吳佳樺 個人

77 藏美整合行銷 藏美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78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系 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系

79 闐空文化工作室 闐空文化工作室

80 微光生活設計室 微光生活設計室

         2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10年9月）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81 桃園市霞雲坪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坪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03)3822689

82 南港村褒雄宮管委會 南港村褒雄宮管理委員會 (049)2451952

83 進懋有限公司 進懋有限公司

84 台灣EZ Art協會 台灣EZ Art協會 (03)455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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