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VOP BOOKS VOP BOOKS (02)25282353

2 人文空間發展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人文空間發展文教基金會 (02)26962869

3 丁占鰲 個人

4 大覺歸真文化社 大覺歸真文化社 (02)25367685

5 中市后豐社大 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 (04)25122551

6 中市南屯區公所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04)24752799

7 分享藝術空間 分享藝術空間 (07)5534125

8 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 中國童子軍教育學會 (02)77341865

9 中華民國砂石公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08)7733386

10 公義樹兒青展演團 公義樹兒青展演團 0933654771

11 北市大地生系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02)23113040

12 北市大特教系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02)23113040

13 北市聯合醫院精神醫療部成癮防治科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療部成癮防治科 (02)27263141

14 加拿大創古寺台中辦事處 加拿大創古寺台中辦事處 0932504401

15 古瓊忠 個人

16 甘露水精舍 一心寺甘露水精舍 (07)3977955

17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台灣建築調適協會 (02)27552218

18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 0930196008

19 台灣基督長老草湖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草湖教會 (04)8862160

20 安可印藝整合行銷工坊 安可印藝整合行銷工坊 0920753599

21 有度 有度出版有限公司 (02)25528600

22 何文高 個人

23 吳秋芳 個人

24 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02)25029606

25 君達育樂 君達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7705988

26 沐獸人傳奇 沐獸人傳奇事業有限公司 (02)23914112

27 亞太國際地產 亞太國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02)25007676

28 林艾比 個人

29 金門官澳龍鳳宮 財團法人金門官澳龍鳳宮 (082)351246

30 采風軒工作室 采風軒工作室 0910719107

31 林姿婷 個人

32 佳音廣告 佳音廣告企業有限公司 (02)27712777

33 林義鈜 個人

34 武廟 武廟 (06)6521264

35 亞億藝術空間 亞億藝術空間 (02)87724787

36 金縣上岐國小 金門縣烈嶼鄉上岐國民小學 (082)362409

37 金融家顧問 金融家顧問有限公司 (02)77021158

38 金縣觀光處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082)318823

39 香瑅思企業 香瑅思企業社 (02)27528086

40 紅毛港文創 紅毛港文創 093694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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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南市大社國小 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民小學 (06)5991593

42 前進新大陸 前進新大陸出版社 (02)23222812

43 屏縣二崙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竹田鄉二崙社區發展協會 (08)7780648

44 夏允中 個人

45 展元文創 展元文創有限公司 (02)27172406

46 徐木笛文創社 徐木笛文創社 (03)4806077

47 高市苓雅區公所 高雄市苓雅區公所 (07)3322351

48 桃市善水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03)4663361

49 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出版中心 (02)24622192

50 徐某出版 徐某編輯出版有限公司 0930252783

51 馬祺 個人

52 海鴿 海鴿出版社 (02)27273008

53 島嶼影像 島嶼影像合創社 (02)23678161

54 清大技創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技術創新與創業研究中心 (03)5715131

55 淡大蘭陽校園主任室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主任室 (03)9873088

56 陳邦恩 個人

57 陳政見 個人

58 陳春敏 個人

59 啟得創意文化 啟得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02)86656864

60 唯然 唯然 (049)2721118, 0934195768

61 陳富美(桃園市) 個人

62 張貴菜 個人

63 郭聖德 個人

64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02)25578801

65 清潔生產與區域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清潔生產與區域發展基金會 (02)33664654

66 湖北文獻社 湖北文獻雜誌社 (0)25038035

67 黃正南工作室 黃正南工作室 (02)26791355

68 華佗指鍼五術文化會館 華佗指鍼五術文化會館 0929004003

69 黑店 黑店公司

70 凱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凱侖教育基金會 (02)23910251

71 傅狷夫書畫學會 傅狷夫書畫學會 (02)27310401

72 番特西手工藝術坊 番特西手工藝術坊 (07)3758390

73 彭媄姝 個人

74 彭雅惠 個人

75 黃煜彬 個人

76 新北市淡江高中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02)26203850

77 鄒佳哲 個人

78 愛兒館國際 愛兒館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037)332362

79 達雯印刷 達雯印刷有限公司 (02)23880676

80 楊凱斌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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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營醫院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06)6351131

82 輔大民生學院 輔仁大學民生學院 (02)29056045

83 綜恆雲端行銷 綜恆雲端行銷服務有限公司 (02)25461777

84 廖惟之 個人

85 趙族宗親總會 中華趙族宗親總會 (02)23030083, 0912269675

86 瑪莎露手作陶坊 瑪莎露手作陶坊 0978625752

87 廖慶章 個人

88 嘉縣太保國小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國民小學

89 臺灣常用郵票研究會 臺灣常用郵票研究會 (02)2380676

90 鞋生活科技 鞋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04)22587336

91 鄭吉村 個人

92 蔡江隆 個人

93 蔡純惠 個人

94 歐普思音樂藝術 歐普思音樂藝術有限公司 (02)25236638

95 璀樂全球 璀樂全球事業有限公司 (02)28946516

96 億學文教 億學文教有限公司 (02)26908233

97 澎縣府政風處 澎湖縣政府政風處 (06)9262732

98 樂學齋 樂學齋出版社 (07)8018570

99 靜心軒 靜心軒 (02)23633738

100 蕭政賢 個人

101 戲點子工作坊 戲點子工作坊 (02)27940540

102 藍玄圃 個人

103 簡信昌 個人

104 霧室 霧室 (02)2737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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