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Michael Vincent Manalo 個人

2 Zero to One廣告 Zero to One廣告 0926052075

3 八卦 八卦出版社 (08)7385035

4 十朋社 十朋社 0939130689

5 中山大學EMBA校友會 中山大學EMBA校友會 (07)5252000

6 王玉絹 個人

7 中市葳格高中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04)24371728

8 中市圓緣文藝學會 臺中市圓緣文化藝術學會 (04)23800596

9 中市鐵山國小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 (04)26835033

10 中市鐵砧山鄭成功研究會 臺灣臺中市鐵砧山鄭成功研究會 (04)26762645

11 王壽延 個人

12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文藻外語大學出版中心 (07)3426031

13 王耀宗 個人

14 台北海大海空系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

空物流與行銷系

(02)2805-9999

15 北市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 (02)25553000

16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03)5636688

17 台灣金融研訓院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02)33653666

18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產業學院 (06)5718888

19 成大化工系友會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友會 (06)2093822

20 合同文藝工作室 合同文藝工作室 (02)26933900

21 因材施教教育 因材施教教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3727362

22 全臺祀典大天后宮 全臺祀典大天后宮 (06)2211178

23 竹縣竹北社大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03)5533094

24 沈一震 個人

25 吳文祺 個人

26 李正輝 個人

27 吳西東 個人

28 呂松柏 個人

29 沈芠誼 個人

30 邢毓荃 個人

31 宏碁資服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2)26963131

32 李義德 個人

33 李鳳美 個人

34 邑聚藝術顧問 邑聚藝術顧問有限公司 (02)27527002

35 投縣民宿觀光協會 社團法人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 (049)2911899

36 投縣環保局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049)2237530

37 阿甘夫子創意語文工作室 阿甘夫子創意語文工作室 (02)23514543

38 林玫君 個人

39 東和樂器 東和樂器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882215~7

40 林昀臻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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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周盈萱 個人

42 林家靖 個人

43 林婕心 個人

44 林淑芸 個人

45 府都建設 府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6)3910258

46 法鼓山文化中心 法鼓山文化中心 (02)28934646

47 法聚書院 法聚書院 (05)2342121

48 花縣中正國小資優班 花蓮縣中正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 (08)8322819

49 花縣西林國小 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民小學 (03)8771064

50 南市香光功德會 台南市香光愛心功德會 (06)3561111

51 南市勞工局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06)6322231

52 南市樹人國小 臺南市後璧區樹人國民小學 (06)6856445

53 昱盛印刷 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04)23138378

54 施義修 個人

55 洛德畫廊 洛德藝術畫廊 (04)23822896

56 苗縣興華高中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037)663403

57 桃市市港合一協會 桃園市市港合一協會 (03)4916272

58 框外森林設計 框外森林設計有限公司 (02)25090445

59 桃市楊梅高中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 (03)4789618

60 真原文化 真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

61 高雄科大企管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07)3814526

62 高雄科大電機資訊學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07)6011000

63 陳文青 個人

64 張天師府道教總會 中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總會 (02)28366519

65 許正雄藝文工作室 許正雄藝文工作室 (04)22271127

66 許茂堤 個人

67 郭淑芳 個人

68 陳偉愷 個人

69 陳復琴 個人

70 康寧大學休管系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休閒管理學系 (06)2552500

71 陳榮泰 個人

72 祥齡牙醫診所 祥齡牙醫診所 (03)4521850

73 淨覺佛學院 淨覺佛學院 (07)6312069

74 華人一家文化 華人一家文化企業社 0981768095

75 黃比遜 個人

76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6)2148386

77 費家龍 個人

78 黃嘉光 個人

79 普賢法譯學會 中華民國普賢法譯學會 0938506103

80 新一代兒童週報 新一代兒童週報股份有限公司 (02)2649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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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溫子衡 個人

82 新北市育英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育英國民小學 (02)26214390

83 新北市復興商工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02)29262121

84 新北市醫師公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 (02)22782066

85 葉世宗 個人

86 瑞迪阿特 瑞迪阿特 0935815908

87 會唱歌的石頭工作室 會唱歌的石頭工作室 0915104655

88 楊慕理 個人

89 農糧署北區分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 (03)3322150

90 嘉市白川町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西區白川町社區發展協會 (05)2285001

91 銀河舍 銀河舍出版 (02)22181417

92 綠盈牧場 綠盈牧場 (05)2538505

93 臺師大畢聯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生聯合服務會 (02)77341070

94 滿福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滿福文化基金會 (02)26882498

95 彰縣中山國小附幼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7222033

96 臺灣芭蕾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臺灣芭蕾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02)25783828

97 劉昌諒 個人

98 蔡美霞 個人

99 潘罡 個人

100 墨耘智傅典傳社 墨耘智傅典傳社 (06)6353837, 0921987036

101 劉張美鳳 個人

102 鄭義融 個人

103 蔡銘賢 個人

104 賴正雄(臺中市) 個人

105 龍華科大企管系 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02)82093211

106 薛珮瑜 個人

107 謝慧綺 個人

108 簡學 簡學有限公司 0928690373

109 覺愛瑜珈村 覺愛瑜珈村 (04)2569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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