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Niels Jensen 個人

2 大南國生活工作室 大南國生活工作室

3 子席國際 子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316690

4 文化大學歐豪年美術館 中國文化大學歐豪年美術館

5 文化臺灣基金會 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 (02)25501665, 25501615

6 日出南方工作室 日出南方工作室

7 王仲榮 個人 (04)25621565

8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9 水沙連社區大學 水沙連社區大學 (049)2915668

10 王庭萱 個人

11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12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0222789888

13 中華國際嘎檔巴佛教總會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嘎檔巴佛教總會

14 台十七文化創意 台十七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6)2589866

15 台三線文化工坊 台三線文化工坊 (03)5933331

16 卯月霽商行 卯月霽商行

17 本本力學實驗室 本本力學實驗室

18 四季天使醫學生技 四季天使醫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912152996

19 本來興業 本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台南市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台南市北區華德社區發展協會 (06)2828001

21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02)22368225

22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 (02)22368225

23 台電訓練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 (02)26667216

24 台灣文化產業學會 台灣文化產業學會

25 台灣太和道學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太和道學協會 (04)22752588

26 台灣花磚文化 台灣花磚文化有限公司 0978763035

27 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社團法人台灣胎兒醫學振興會 (02)66041785

28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 財團法人台灣高爾夫俱樂部 (02)26212211

29 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展翔天地全人發展協會 (02)23677576

30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 台灣博物館教育發展協會 (02)28986935

31 台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台灣緊急醫療救護訓練協會 (03)4940379

32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 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 (02)77491993

33 台灣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新北市台灣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 (02)26968667

34 成大老年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 (06)2353535

35 成大基礎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 (06)2353535

36 成大數位智造工坊 成大數位智造工坊 (06)2757575

37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 有病制作 有病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39 艾瑪藝術工坊 艾瑪藝術工坊 (08)7799328

40 吳太郎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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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文雄(新北市) 個人 (02)29964351

42 呈育整合行銷 呈育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4)22350323

43 李亞明 個人

44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

院

(037)651188

45 狂想劇場 狂想劇場 (02)28982526

46 伯樂健康技研社 伯樂健康技研社 (04)25627166, 0933575089

47 吳學孟 個人 0917217690

48 亞太斷食協會 亞太斷食協會 (02)27866345

49 林永昌 個人

50 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089)347660

51 武安工作室 武安工作室

52 周君山 個人 (04)22260812, 0976167320

53 林志成 個人

54 周秀惠拼布教室 周秀惠拼布教室

55 呼朋引伴工作室 呼朋引伴工作室

56 怡佳娛樂經紀 怡佳娛樂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02)87926676

57 金門縣汶水黃氏宗親會 金門縣汶水黃氏宗親會 0922490913

58 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 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

59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60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 東海國際電腦資訊有限公司

61 周陽山 個人

62 林煥盛修復師事務所 林煥盛修復師事務所

63 林軾壹 個人

64 和線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和線教育基金會

65 郎大容 個人

66 亮光文化 香港商亮光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85228773

67 南投縣原民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南投縣原民樸溯永續發展協會 (049)2941298

68 南投縣嘉和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南投市嘉和社區發展協會

69 姚依伶 個人

70 屏東縣佳冬國小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 (08)8662009

71 屏東縣東港東隆宮 財團法人台灣省屏東縣東港東隆宮 (08)8322961

72 屏東縣泰山國小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 (08)7956274

73 首席經典名品 首席經典名品有限公司

74 苔蘚文化 苔蘚文化有限公司

75 徐千賀 個人

76 徐呂智 個人

77 時書數位內容 時書數位內容股份有限公司

78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07)6629378

79 桃園市捷運局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03)3322030

80 笑獅拔劍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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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秧學教育 秧學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2)77551100

82 唐謨國 個人

83 徐瓊芬 個人

84 淡大田野調查研究室 淡江大學田野調查研究室 (02)26215656

85 張介能 個人

86 張之嵐 個人 (02)29366350

87 頂尖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頂尖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130301

88 郭沛騏 個人

89 國家人權委員會 國家人權委員會 (02)23413183

90 郭敏郎 個人 0933390896

91 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04)7552009

92 張凱隆 個人 0921123844

93 張菀琤 個人

94 莊舒雯 個人

95 陳雯祺 個人

96 陳勝德 個人

97 陳瑋婕 個人

98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出版中心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出版中心 (02)23116767

99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學會 社團法人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學會 (02)23823280

100 涵靜孫學和平論壇 涵靜孫學和平論壇

101 雪翼 個人

102 莊蘭英 個人

103 貳五 貳五有限公司 (02)28850507

104 嵐幽巴恩嵐凡影像工作室 嵐幽巴恩嵐凡影像工作室

105 提恩傳媒 提恩傳媒實業有限公司 (02)22600619

106 富陽文化 富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268270

107 琴葉出版社 琴葉出版社 0933577263

108 葉大強 個人

109 新北市交通局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02)29603456

110 新竹市金山面文化協會 新竹市金山面文化協會 (03)5772652

111 新竹市關埔國小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03)6669086

112 楊雪嬰 個人

113 楊朝皓 個人

114 遍路文化傳媒 遍路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27152022

115 道慈基金會 財團法人世界紅卍字會台灣道慈事業發展基

金會

(02)28238008

116 溫餘 個人

117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04)23149988

118 彰化縣南郭國小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

119 彰化縣清水岩生態文創協會 彰化縣清水岩生態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04)8725086

120 彰化縣福慧行願社 彰化縣福慧行願社 (04)7638271

         3

新申請ISBN出版機構名錄（110年11月）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21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04)7772066

122 臺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母乳庫衛星站 (04)22294411

123 臺北市永建國小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02)29377199

124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125 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02)28961000

126 臺東縣阿美族學學會 臺東縣阿美族學學會 (089)356022

127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 (089)931370

128 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臺南市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 (06)6800895

129 臺南高商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06)2617123

130 彰師大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04)7232105

131 裨海文化事業 裨海文化事業 0928551331

132 彰基文史博物館 彰基文史博物館 (04)7238595

133 碧歐司文化創意顧問 碧歐司文化創意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397808

134 魯啓倫 個人

135 蔡在田 個人

136 鄭清婉 個人 0975212011

137 澎湖縣教育處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06)9274400

138 賣夢工作室 賣夢工作室有限公司

139 樂學舍數位教育 樂學舍數位教育有限公司 (04)22657611

140 聯欣發創客科技行銷 聯欣發創客科技行銷有限公司 (07)7665562

141 謝美燕 個人

142 薪能量文化 薪能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3 環翠軒 環翠軒

144 簡瑞昇 個人

145 嚴培文 個人

146 蘇清貴 個人 (05)371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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