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晧月佛教文化學會 晧月佛教文化學會 (05)2791775

2 Pascale Schmied 個人

3 Yu Chieh Hsiao 個人

4 一年一本游擊編輯組 一年一本游擊編輯組 0952316635

5 八面出鋒書會 八面出鋒書會 0928730241

6 十駕齋書法研究室 十駕齋書法研究室 (04)23770505

7 小小毛克利探索教育協會 中華亞太小小毛克利探索教育協會 (02)55964263

8 上承 上承出版社 (02)27252099

9 大風文創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0701

10 三絕藝術中心 三絕藝術中心 (05)5222722

11 大碩教育 大碩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2)23814314

12 中山大學社發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中心

13 中市協和長青協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協和長青協會 (04)23276622

14 中市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04)25245036, 25272798

15 王淑慧(彰化縣) 個人

16 尤錫輝 個人

17 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永久和平發展協會 (02)27693321

18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 (02)23717101

19 田文文創 田文文創出版社 0968120425

20 生命之光雜誌 生命之光雜誌社 (03)8873299

21 台南扶輪社 台南市台南扶輪社 (06)2997700

22 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 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 0958116999

23 台灣原住民族推廣與關懷協會 台灣原住民族推廣與關懷協會 (02)26470217

24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 (02)27584837

25 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 (07)5254154

26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0988332184

27 成大臺灣化工史料館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臺灣化工史料館

28 后厝龍鳳宮 后厝龍鳳宮 (037)464620

29 竹縣關西鎮公所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03)5873180~3

30 朱薏璇的塗鴉室 朱薏璇的塗鴉室 (04)25629218

31 冶市仔 冶市仔有限公司 0931629772

32 何玉媚 個人

33 村居品卷 村居品卷有限公司 (049)2987735

34 李長穆 個人

35 呅晨 呅晨有限公司 (02)27783058

36 投縣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南投縣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049)2911591

37 邱廼懿動態圖像研究室 邱廼懿動態圖像研究室 0919598902

38 青山工程顧問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893988

39 林三益筆墨專家 林三益筆墨專家 (02)25566433

40 林壯欽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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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亞洲藝企 亞洲藝企有限公司 (02)25963812

42 東海出版中心 東海大學出版中心 (04)23590121

43 亞埠通路 亞埠通路有限公司 (02)86633513

44 林雅叙 個人

45 法鼓文理學院 法鼓文理學院 (02)24980707

46 林慧虔工作室 林慧虔工作室 (02)26602887

47 林震煌 個人

48 易學 易學有限公司 (04)24614219

49 花縣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038)760530

50 花縣東里國小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 (03)8861161

51 宜縣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0958228749

52 春山出版 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02)29318171

53 施文玲 個人

54 南市東原國小 臺南市東山區東原國民小學 (06)6861042

55 范永泉 個人

56 南市南化國小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06)5771118

57 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06)2221181

58 南市陶藝學會 台南市陶藝學會 (06)3556073

59 南市學甲國小 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 (06)7833220

60 南市警察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06)6321390

61 英邦德科技 英邦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856802

62 南美館 臺南市美術館 (06)2224096

63 香柏樹心靈工作室 香柏樹心靈工作室 0929566019

64 苗栗大明社大 苗栗大明社區大學 (037)327401-2

65 洪敏雄 個人

66 前進出版 前進出版有限公司 (03)3978360

67 屏縣車城國小保力分校 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保力分校 (08)8821009

68 屏縣林邊鄉公所 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08)8755899

69 屏縣春日國小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 (08)8782433

70 屏縣勝利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08)7652038

71 骨力冊房 骨力冊房 (06)2216152

72 高市觀音山人文工作協會 高雄市大社觀音山人文工作協會 (07)3511339

73 耘非凡美術館 富立建設耘非凡美術館 (06)2977858

74 海卓文化 海卓文化 0900630711

75 振坤宮 振坤宮 (04)24914499

76 真理大學人事室 真理大學人事室 (02)26212121

77 高雄科大通識教育委員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07)3617141

78 害喜影音綜藝 害喜影音綜藝有限公司 (02)28838283

79 悍圖社 悍圖社 (02)25857600

80 高銘謙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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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書歸 個人

82 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83 崇右影藝科大經管系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02)24237785

84 陳正勳 個人

85 國防大學應用藝術系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 (02)28919084

86 荷坊攝影 荷坊攝影 (03)9569428

87 陳明德 個人

88 陸軍航勤廠 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 (06)2391562

89 莊惠婷 個人

90 張誠之 個人

91 隋乙萱 個人

92 程世清 個人

93 黃巧惠 個人

94 富邦國際 富邦國際有限公司 (03)3600688

95 黃金紀元文化 黃金紀元文化出版社 0905668307

96 黃重球 個人

97 黃思凱 個人

98 黃昱慆 個人

99 普特企業 普特企業有限公司 (02)28806977

100 進雄宮管委會 進雄宮管理委員會 (05)5896627

101 游樹林 個人

102 新北市鄉土文藝推廣協會 新北市鄉土文藝推廣協會 (02)29189860

103 解行林佛學講堂 解行林佛學講堂 (04)22399319

104 極美畫會 極美畫會 0915146563

105 聖雅各幼兒園 聖雅各幼兒園 (04)23726081

106 楊蕎安 個人

107 臺中光大二村聯誼會 臺中光大二村聯誼會 (07)2257998

108 臺北城市科大通識教育中心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28927154

109 綠主張 綠主張股份有限公司 (03)3889125

110 銘軒工作室 銘軒工作室 (02)24514539

111 精進財商顧問 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6862

112 廖舜濔 個人

113 彰縣地方稅務局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05)7239131

114 趙錦松 個人

115 彰縣線西國中 彰化縣立線西國民中學 (04)7584129

116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 臺灣璞育文教發展協會 (06)6624123

117 慧利眾科技 慧利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3676472

118 樂金文化 樂金文化 (02)23702798

119 黎明星工作室 黎明星工作室 (06)2381588

120 劉典嚴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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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鄭斯堯 個人

122 賴如足 個人

123 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靜宜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04)26328001

124 薪傳國際管理顧問 薪傳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77135616

125 羅貝嘉 個人

126 蘇月英 個人

127 讓豬仔飛 讓豬仔飛 097537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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