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Cadmus & Harmony Media Cadmus & Harmony Media

2 tamtamART TAIWAN tamtamART TAIWAN (07)5212723

3 人文三缺一 人文三缺一 0909336328

4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03)9221613

5 于北辰 個人

6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

發展所

(03)5812340

7 千彩絹印中心 千彩絹印中心 (06)2535991

8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07)5252000

9 木心子 個人

10 王立 個人

11 中市東勢幼兒園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04)25875115

12 王光中 個人

13 王志成 個人

14 木果文創 木果文創有限公司 (037)476621

15 元家博愛公益慈善基金會 元家博愛公益慈善基金會 (02)85211230

16 王朝煌 個人

17 中華醫事科大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06)2674567

18 弔詭畫廊 弔詭畫廊 (07)5219028

19 永正出版工作室 永正出版工作室 (02)25639323

20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02)23211822

21 玄清宮 玄清宮 (02)89414211

22 本智日輪 本智日輪有限公司 0931206363

23 北港武德宮 北港武德宮 (05)7821445

24 外語群科中心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外語群科中心學

校(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06)2647425

25 台灣南華太極學會 台灣南華太極學會 (05)2713178

26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台灣程式教育協進會 (02)23167738

27 交大全球公民教育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03)5731848

28 交大創新管理顧問 交大創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3)5891258

29 有方文化 有方文化有限公司 (02)23660845

30 光象 光象出版

31 光華寺 光華寺 (02)23032373, 23051631

32 光點成河 光點成河出版社 (03)4927427

33 佛光聯合醫療企管顧問 佛光聯合醫療企業管理顧問社 (02)27381299

34 李雨星 個人

35 吳坤隆 個人

36 吳英杰 個人

37 吳美鳳 個人

38 何冠禛 個人

39 吳隆中 個人

40 宋惠娟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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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邱凡庭 個人

42 金光明宗佛學會 中華民國金光明宗佛學會 (02)29458595

43 林春燕 個人

44 波斯納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 (02)23142525

45 東縣衛生局 臺東縣衛生局 (089)331171 　

46 阿鏡 個人

47 拾光工作室 拾光工作室 (02)22592766

48 科技部生科司再生醫學科技發展計畫辦公室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再生醫學科技發

展計畫辦公室

(02)23123456

49 南風四重奏 國立政治大學南風四重奏計畫辦公室 (02)29393091

50 珈神生技 珈神生技有限公司 (04)22122318

51 柯祖皓 個人

52 柯莉珊 個人

53 洪國誌 個人

54 泉勝出版 泉勝出版有限公司 0939163677

55 迪墨國際 迪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959994

56 信德管理顧問 信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4)22333031

57 屏縣三和國小 屏東縣里港鄉三和國民小學 (08)7731198

58 苗縣儒耕慈善發展協會 苗栗縣儒耕慈善發展協會 (037)238111

59 促轉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02)37073707

60 核心茱莉亞文化 核心茱莉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教材研發部 (02)27523852

61 桃市台藝書畫學會 桃園市台藝書畫學會 (03)4507386

62 桃市書法學會 桃園市書法學會 (03)4592336, 0920613269

63 高市懷古門美術研究學會 高雄市懷古門美術研究學會 (07)5866391

64 徐欣梅 個人

65 格致文化 格致文化 (02)23702798

66 唐盛陶藝 唐盛陶藝有限公司 (03)5800882

67 清大馬來西亞志工團 國立清華大學馬來西亞志工團 (03)5162071

68 淡大通核中心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02)26215656

69 基市玄帝慈慧功德協會 基隆市玄帝慈慧功德協會 0930044951

70 逢甲建築專業學院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04)24517250

71 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02)25819322

72 章光明 個人

73 張志清 個人

74 陳牧雨 個人

75 張宗林 個人

76 許宜家 個人

77 陳浩天 個人

78 莫偉洋 個人

79 啟景國際顧問 啟景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2)2778-5767

80 陳隆貴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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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張雅婷 個人

82 梵緯工作室 梵緯工作室 (02)27781886

83 陳儀宇 個人

84 黃天牧 個人

85 黃佳慧 個人

86 曾健民 個人

87 智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04)23581866

88 彭聖師 個人

89 雲縣寫生研究會 雲林縣寫生研究會 (05)5841460

90 新北市昌福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02)86773322

91 新北市貂山吟社 新北市貂山吟社

92 楊琴 個人

93 楊慧萍 個人

94 新樺盛國際商業 新樺盛國際商業有限公司 (04)25587153

95 獅嶺畫室 獅嶺畫室 (02)26668547

96 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 德商搖籃到搖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02)25010911

97 臺大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心 (02)33668822

98 臺大醫院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臺大醫院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02)23123456

99 趙佑 個人

100 綵宸實業 綵宸實業有限公司 (07)2362302

101 嘉義博愛社大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嘉義博愛社區大學 (05)2325982

102 蓋德文化 蓋德文化有限公司 (04)23608186

103 嘉縣中埔國小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國民小學 (05)2531003

104 彰縣溪湖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溪湖戶政事務所 (04)8853214

105 臺灣小鎮文化協會 臺灣小鎮文化協會 (04)7783357

106 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02)82581918

107 劉弘宇 個人

108 蔡正勝 個人

109 蔡宛錦 個人

110 鄭家強 個人

111 蔡瑞麟 個人

112 歐樂印刷 歐樂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7)8151234

113 蔡龍進 個人

114 蕭文閔 個人

115 築閱行銷企劃 築閱行銷企劃有限公司 (02)27018781

116 賴薇伊 個人

117 謝正英 個人

118 聯想視覺設計工場 聯想視覺設計工場 (06)6327196, 0953127782

119 韓露廷 個人

120 豐彥財經 豐彥財經股份有限公司 (07)331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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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羅穗生 個人

122 黨產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02)25097900

123 顧峰銘 個人

124 權恩科技 權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358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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