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Think & Executive Press Think & Executive Press Inc. (02)29490172

2 七元九鍠 七元九鍠有限公司 0972534688

3 大謙文化 大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3)5780155

4 巴別塔文創工坊 巴別塔文創工坊 (03)3164282

5 日信牙醫診所 日信牙醫診所 (04)23372436

6 王國元 個人

7 中國地理學會 中國地理學會 (02)33665835, 23621499

8 中華文經交流協會 中華文經交流協會 (04)23595723

9 王雅亮 個人

10 北市中山女中第十三屆人社班國文組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第十三屆人文及

社會科學資優班國文組

(02)25073148

11 仝玉潔 個人

12 北市薪傳畫會 台北市薪傳畫會 (02)23718848

13 永明法律事務所 永明法律事務所 (03)9321234

14 古佳峻 個人

15 玄濤書會 玄濤書會 0955653169

16 台灣人智學健康照護平台整合協會 台灣人智學健康照護平台整合協會 0989891709

17 台灣基督長老看西街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看西街教會 (06)2225808

18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台灣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0939647407

19 台灣智威湯遜廣告 香港商台灣智威湯遜廣告有限公司 (02)37661000

20 台灣華德福教育協會 台灣華德福教育協會 0911588264

21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02)33432440

22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02)23123456

23 江弘祺 個人

24 米拉雲先進技術 米拉雲先進技術有限公司 0936321245

25 米國度 米國度有限公司 (02)26813110

26 全國漁會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02)89853966

27 竹縣大坪實小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 (03)5802264

28 吳孟峰 個人

29 沈佳縈 個人

30 李昀築 個人

31 吳秋穀 個人

32 吳翊良 個人

33 足智文化 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02)27565995

34 角斯創意 角斯創意有限公司 (02)25520852

35 李聖婷 個人

36 投縣彬彬社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 (049)2753129

37 呂錫福 個人

38 芝友墨緣 芝友墨緣 (03)5171148

39 東吳文舍明日聚場 東吳大學文舍明日聚場 (02)28819471

40 林岱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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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佳弘 個人

42 亞拿 個人

43 法務部明德外役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06)5782401

44 奇點創新 奇點創新有限公司 (02)27954699

45 延齡堂文化部 延齡堂文化部 (06)2210110

46 夜鶯基金會 財團法人夜鶯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5313125

47 紅中宏企業 紅中宏企業有限公司 (04)8732616

48 南市長興國小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06)2723986

49 洪伯毅 個人

50 柯昤均 個人

51 致理科大校務研究中心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

心

(02)22576167

52 拾熠設計工作室 拾熠設計工作室 (04)22175782

53 苗縣傳統聚落文化協會 苗栗縣傳統聚落文化協會 (037)628187

54 桃市中壢區公所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03)4271801

55 桃市美術館 桃園市立美術館 (03)3322592

56 海軍左支部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07)5856250

57 茱莉亞廣告 茱莉亞廣告傳播有限公司 (02)89280268

58 旅報週刊雜誌 旅報週刊雜誌社 (02)25152999

59 孫敬 個人

60 悅樂文化館 悅樂文化館 (02)86605016

61 許永昌(新北市) 個人

62 張主羚 個人

63 基市輔大聖心高中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

中學

(02)24282454

64 陳志仰 個人

65 陳佩宜 個人

66 張洪志 個人

67 莊建模 個人

68 陳萊利 個人

69 張慈芸 個人

70 張煥松 個人

71 基督教福氣教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福氣教會 (07)3451919

72 曾文忠美術館 曾文忠美術館 (07)5883108

73 黃俊傑 個人

74 農村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02)23583626

75 圓善寺 圓善寺 (05)2756085

76 楊進德 個人

77 臺中科大資工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04)22196325

78 臺北藝術大學通識中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28961000

79 銘傳大學外交學程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 (03)3507001

80 遠錫文化工作室 遠錫文化工作室 (09)39159955, (03)32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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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廖蕙婉 個人

82 臺灣中國古文字學會 臺灣省中國古文字學會 0936323770

83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臺灣臨水文化弘道促進協會 (02)89811568

84 鄭奇文 個人

85 潘庭雅 個人

86 蔡就是蔡文史地工作室 蔡就是蔡文史地工作室 (082)321511

87 劉靖 個人

88 德祺書坊 德祺書坊 (02)23752611

89 龍知文化科技 龍知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5153738

90 盧珮辰 個人

91 橋頭地檢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查署 (07)6131765

92 鍾永和 個人

93 聯邦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聯邦文教基金會 (02)25369999

94 鍾炫基 個人

95 環球科大設計學院 環球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05)5370988

96 點點語文工作室 點點語文工作室 0988324922

97 顏綉錦 個人

98 豐原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80

99 藍毓荀 個人

100 饒義蘭 個人

101 顯達行銷顧問 顯達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02)2914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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