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111教育發展協進會 社團法人111教育發展協進會 0988633525

2 Bear Lake Bear Lake (06)6224946

3 一行出版 一行出版 (02)25976104

4 文化大學國樂系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02)28610511

5 中科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 (03)4712201

6 中華文創發展促進會 中華文創發展促進會 (02)89782858

7 中華民國公道正義協會 中華民國公道正義協會 (049)2310029, 095310029

8 四方行工作室 四方行工作室 (02)82522066

9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02)23812131

10 田宜庭 個人

11 台南市茶藝促進會 台南市茶藝促進會 (06)3356799

12 白碧香 個人

13 台灣左鄰右舍關懷與照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左鄰右舍關懷與照護協會 (03)4818300

14 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 (02)25796262

15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02)23931318

16 台灣環島跑者聯盟協會 台灣環島跑者聯盟協會 (02)29134003

17 江河國際 江河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22553842

18 旭儒 旭儒有限公司 (02)27205810

19 光點吉樹 光點吉樹有限公司 (02)29265848

20 全曜財經資訊 全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82526620

21 李仁富 個人

22 沐光文化 沐光文化有限公司 (02)28052748

23 李全順 個人

24 汪育 個人

25 吳孟璋 個人

26 里約 個人

27 沈冠雄 個人

28 阮俊隆 個人

29 吳洧騏 個人

30 吳啟通 個人

31 吳許得 個人

32 吳靜宜 個人

33 何學儀 個人

34 孟宗山莊大飯店 孟宗山莊大飯店 (049)2612131

35 杯杯文創伙伴 杯杯文創伙伴股份有限公司 (02)25597776, 0975188925

36 宛儒畫廊 宛儒畫廊有限公司 (02)87874050

37 軍式風格多媒體工作室 軍式風格多媒體工作室 (04)36027276

38 致理科大創新設計學院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

院

(02)22576167

39 施勝台 個人

40 思達創旭 思達創旭股份有限公司 (02)6618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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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 科轉計畫-前沿科技轉化暨教育應用推廣 (07)3800089

42 徐心潔 個人

43 峰世展望 峰世展望股份有限公司 (02)27262018

44 浩氣長存生命科學 浩氣長存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0928381383

45 恩惠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恩惠文教基金會 (06)2585765

46 高雄科大資管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07)6011000

47 桃園市光明國小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 (03)3127066

48 桃園市伯達宗族會 桃園市伯達宗族會 (03)3243582

49 徐睿伶 個人

50 陳玉美 個人

51 祭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祭祀公業法人新北市劉毅齋 (02)29100878

52 莊美玲 個人

53 國家藝術聯盟 國家藝術聯盟 (02)29618838

54 基隆市海東書會 基隆市海東書會 (02)24293529

55 曹登雄 個人

56 張瑞竹 個人

57 許聖泓 個人

58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 帶路國際商貿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02)23518797

59 張鳴 個人

60 張燕風 個人

61 馮佩君 個人

62 傅美淋 個人

63 黃登山 個人

64 傅鈺 個人

65 善聞文化創意 善聞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27078599

66 智慧都市網絡 智慧都市網絡

67 復興崗同學聯誼會 復興崗同學聯誼會 (02)22185811

68 就諦學堂 就諦學堂有限公司 (02)77250168

69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02)29099551

70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02)26616442

71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 (02)89661183

72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新北市私立寶貝媽咪托嬰中心 (02)82529955

73 詹明華 個人

74 瑞思媒體 瑞思媒體事業有限公司 0956778280

75 鼎鑫策略管理顧問 鼎鑫策略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89511105

76 臺中市仁仁游泳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仁仁游泳教育基金會 (04)23020007

77 臺北大學冬眠詩文學社 臺北大學冬眠詩文學社 (02)86741111

78 臺北市奎山實驗高中 臺北市私立奎山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02)28212009

79 閩南嶼文化 閩南嶼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095600

80 漢源科技 漢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662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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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睿旗科技 睿旗科技有限公司 (037)690142, 0966633011

82 維濃美學 維濃美學有限公司 (02)82620598

83 鄭以群 個人

84 劉長安 個人

85 劉青松 個人

86 鄭佩芬 個人

87 劉浣青 個人

88 蔡涵羽 個人

89 鄧凱元 個人

90 賴俞伶 個人

91 謝怡如 個人

92 瀀尼課國際 瀀尼課國際有限公司 (07)7116680

93 齁實驗工作坊 齁實驗工作坊 0925779698

94 聽庫土獨立書店 聽庫土獨立書店 093577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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