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Eyko Angay(張月瑛) 個人

2 Watan Diro(瓦旦吉洛) 個人

3 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02)28757698

4 公民力社企 公民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07)5369883

5 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 台中市中國書學研究發展學會 (04)22243531

6 公民會 社團法人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02)23214400

7 王兩傳 個人

8 方振添印刷 方振添印刷有限公司 (06)2617440

9 水豚會 水豚會 0988183326

10 之餘堂 之餘堂 (03)3740428

11 台北海大視傳系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02)28052088

12 可澄音樂文創 可澄音樂文創有限公司 (04)7116632

13 冬勳文教基金會 冬勳文教基金會 (02)23971551

14 台灣劉氏登魁公派下親族會 社團法人台灣劉氏登魁公派下親族會

15 行思策坊 行思策坊有限公司 (04)23763788

16 任智榮 個人

17 竹縣書畫協會 新竹縣書畫協會 (03)5103435

18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03)9871000

19 吳宇棠 個人

20 何典恭 個人

21 李芸萱 個人

22 我悟如是 個人

23 宏國德霖科大室設系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02)22733567

24 快樂泉源 快樂泉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089)771831

25 何醇麗 個人

26 吳穎榛 個人

27 林文彬(臺中市) 個人

28 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研究所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

計研究所

(07)6939652

29 明玥文創 明玥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2)25455998

30 亞杰飛行傘俱樂部 亞杰飛行傘俱樂部 0980136165

31 周越 個人

32 林象元 個人

33 林影一 個人

34 花縣觀音國小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國民小學 (03)8851006

35 胡文梅 個人

36 首宇開發 首宇開發有限公司 0809095999

37 急印夢工場 急印夢工場 (08)7221818

38 胡念祖(雲林縣) 個人

39 面相好好玩工作室 面相好好玩工作室 (08)8869076

40 胡善民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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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洪溫柔 個人

42 苗縣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037)832001

43 屏縣長治鄉公所 屏東縣長治鄉公所 (08)7368215

44 亮點國際影業 亮點國際影業有限公司 (02)25365025

45 徐三翰 個人

46 高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高雄市高師大文創學會 (07)3759251

47 桃市壽山高中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03)3501778

48 高志雲 個人

49 恩克斯網路科技 恩克斯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77307613

50 埔里鎮攝影協會 南投縣埔里鎮攝影協會 (049)2901082

51 凌林煌 個人

52 真理大學應日系 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02)26212121

53 悟善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悟善文化基金會 (02)23890453

54 高斌峰 個人

55 秦鼎文流 秦鼎文流實業有限公司 (04)25873699

56 桃園福宏扶輪社 桃園福宏扶輪社 (03)3766177

57 莊文章 個人

58 陳世傑 個人

59 國防大學法律學系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

60 連純慧 個人

61 許敏 個人

62 健康大腦 健康大腦發展有限公司 (02)23963177

63 鹿港囝仔文化 鹿港囝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933556948

64 張毅民 個人

65 陳誼諠 個人

66 陳韻竹 個人

67 博士門 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 (03)4753901

68 曾心悌 個人

69 曾心瑜 個人

70 雲林科大教卓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 (05)5342601

71 黃宗源 個人

72 開南商工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02)23212666

73 華茲文化 華茲文化有限公司 (02)89725299

74 筆耕墨耘 筆耕墨耘股份有限公司 (06)2680398

75 黑帶.巴彥(Heitay-payan) 個人

76 彭國勝 個人

77 富創國際顧問 富創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7)3387612

78 智榮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02)89789200

79 彭銘君 個人

80 曾榮泰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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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博課師科技 博課師科技有限公司 0963050219

82 雲縣石榴國小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國民小學 (05)5573386

83 當代小丑工作室 當代小丑工作室 0973878917

84 新北市成福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 (02)86764945

85 新北市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02)29603456

86 新北市樹林社大 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 (02)26831680

87 新北市樹林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02)26812014

88 資安會報技服中心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02)27391000

89 新芽 新芽事業有限公司 (02)28207669

90 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

91 雷宜璋 個人

92 傷健策騎協會 中華民國傷健策騎協會 (02)28236450

93 路德傳產基金會 路德傳產基金會 (03)5710023

94 輔大法律學院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 (02)29052784

95 臺大開源社 國立臺灣大學開源社 (02)33662063

96 嘉市保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保安社區發展協會 (05)2335902

97 福安宮管委會 福安宮管理委員會 (04)7761742

98 蜜亞國際 蜜亞國際有限公司 0908650925

99 蒲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蒲添生雕塑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3213539, 0936164338

100 夢想方舟 夢想方舟 (089)360577

101 赫赫文理補習班 台南市私立赫赫文理補習班 (06)3310873

102 彰縣二林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 (04)8964793

103 彰縣松柏書畫學會 彰化縣松柏書畫學會 0975791998

104 養心空間 養心空間 (03)7877969

105 劉思慧 個人

106 整合國際顧問 整合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2)25424892

107 濂洞國小校友會 濂洞國小校友會 (02)25556083, 0927622950

108 親愛愛樂 親愛愛樂 (049)2974590

109 薛仁義 個人

110 薛光華 個人

111 謝雨辰 個人

112 鍊珍堂資訊科技 鍊珍堂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縱橫數位科技 縱橫數位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02)25554977

114 醫大 醫大股份有限公司 (02)39555628

115 羅武 個人

116 藤造美國際文化 藤造美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3)5621177

117 關傳雍 個人

118 寶竺林精舍 寶竺林精舍 0988310351

119 寶宸創意 寶宸創意實業有限公司 (02)23363799

120 響地音樂 響地音樂有限公司 (02)26511501

121 臟經學苑 臟經學苑 (02)275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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