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猫猫文創 猫猫文創有限公司 0938020313

2 Hui-Lin Lee 個人

3 STEEDUDE 個人

4 力宇教育 力宇教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83758

5 大湖廟宇聯合管委會 大湖廟宇聯合管理委員會 (07)6933008

6 水月管理顧問 水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23962001

7 中市岸裡國小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 (04)25222215

8 中原大學人育學院 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 (03)2656502

9 王海南 個人

10 天恩樂文化 天恩樂文化實業 (03)5615877

11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中華科學新知推廣協會 (06)2377455

12 中華國際藝術推廣交流協會 中華國際藝術推廣交流協會 (02)22518443

13 王肇崑 個人

14 牛欄河微創文化 牛欄河微創文化有限公司 (03)5872792

15 心靈極光文化 心靈極光文化社 0987248067

16 北市十信高中 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 (02)28921166

17 台北海大 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02)28059999

18 台灣福興工業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7)6225151

19 台灣露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02)23711406

20 好生活 好生活企業社 (03)3618362

21 多特瑞 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4)22107011

22 全富數位 全富數位有限公司 (04)22372060

23 回憶工房 回憶工房 (07)2010099

24 吳文偉 個人

25 宋青華 個人

26 何柏蒼 個人

27 妙高峰上文化 妙高峰上文化 (02)28054275

28 長住久安國際 長住久安國際有限公司 (04)24717570

29 林建宏(苗栗縣造橋鄉) 個人

30 季風帶文化 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02)87328546

31 金剛山般若學院 金剛山般若學院 (04)22396695

32 忠泰集團 忠泰集團 (02)87721688

33 林國均 個人

34 林國信 個人

35 林國軒(臺南市) 個人

36 周達仁 個人

37 林錫波 個人

38 胡乃云 個人

39 南市西勢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西勢國民小學 (06)2712841

40 星出版 星出版 (02)221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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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南市長平國小 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學 (06)7931146

42 南市紀安國小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 (06)5722306

43 南市崑山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06)2711640

44 科技部第三期高瞻計畫辦公室 科技部第三期高瞻計畫辦公室 (02)77343427

45 屏縣加匏朗平埔族生活促進會 屏東縣萬巒鄉加匏朗平埔族生活促進會 (08)7831400

46 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47 虹橋傳道會 財團法人虹橋傳道會 (06)2971595

48 桃市體育局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03)3194510

49 馬光中醫診所 馬光中醫診所 (08)7661218

50 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02)24622192

51 海保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07)3382057

52 徐暄景 個人

53 莎士比亞文化 莎士比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3780458

54 基市信義區公所 基隆市信義區公所 (02)24282101

55 張宏洲 個人

56 康堤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0908689955

57 張欽豐 個人

58 郭新政 個人

59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02)23116767

60 國際扶輪3521地區 國際扶輪3521地區 (02)27350885

61 國際親密之旅 國際親密之旅有限公司 (02)25677890

62 陳默君 個人

63 野薑花詩社 野薑花詩學出版社 0919122283

64 陳鶴廷 個人

65 黃尹青 個人

66 華辰影像 華辰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9904093

67 創客魔豆 創客魔豆有限公司 (02)23329100

68 黃華書院會館 黃華書院會館 (07)533437, 0988303500

69 黃義和 個人

70 晶實科技 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7118838

71 測驗出版社 測驗出版社 (02)77200868

72 新大華國際 新大華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0958299893

73 瑞風文創 瑞風文創 (06)2522053

74 慎信印刷 慎信印刷有限公司 (02)25631616

75 媽祖田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土城區媽祖田社區發展協會 0935500251

76 楊貴媚 個人

77 鄒慶士 個人

78 遊戲教育協會 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 (05)2613519, 0988803313

79 臺北科大規劃與數位都市研究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規劃與數位都市研

究室

(02)27712171

80 趙華江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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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赫綵電腦 赫綵電腦有限公司 (02)23886688

82 廖慧雪 個人

83 趙德樞 個人

84 劉迅 個人

85 樂芙瑞工作室 樂芙瑞工作室 0935407517

86 劉茂約(嘉義市) 個人

87 賦富 賦富有限公司 (02)27311976

88 鄭寶寧 個人

89 賴玉梅 個人

90 禪心書院法辭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禪心書院法辭教育基金會 (02)27185529

91 藝殿國際圖書 藝殿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02)29369738

92 灃食基金會 財團法人灃食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 (02)25131683

93 贖君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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