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L.慢手作 L.慢手作

2 一氏夫婦 個人

3 一粟書畫會 一粟書畫會 (02)27166641

4 九手 個人

5 七朵芸的畫畫 個人

6 大日如來企業 大日如來企業有限公司 0958288429

7 大春工作室 大春工作室有限公司 (02)82111800

8 大洋創意製作社 大洋創意製作社

9 大眾詩學班 大眾詩學班 (02)2962919

10 上善若水出版 上善若水出版 (02)22999329

11 元亨利國際 元亨利國際有限公司 (06)2534089

12 中國科大管理學院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02)29313416

13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中華民國服裝甲級技術士協會 (06)243835

14 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財稅基金會

15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02)25523082

16 日融 個人

17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 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 (07)3426031

18 台北市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02)28954177

19 台北市大稻埕扶輪社 台北市大稻埕扶輪社 (02)22349006

20 巧智創意 巧智創意 (02)89110825

21 台灣古文明研究室 台灣古文明研究室 (04)7124455, 0910334791

22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 台灣幸福科學出版有限公司

23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02)23945121

24 台灣廣覺林佛學中心 台灣廣覺林佛學中心

25 台灣顱顏學會 台灣顱顏學會

26 江季凌 個人

27 江政龍 個人

28 在繁華生活工作室 在繁華生活工作室 0955193856

29 有璽藝術空間 有璽藝術空間 (02)27612881

30 走你文化事業 走你文化事業

31 沈金生 個人

32 找到田出版 找到田出版有限公司 (02)27164025

33 吳孟如 個人

34 克捷圖書行銷 克捷圖書行銷有限公司 (02)26538962

35 李欽德 個人

36 沙港廣聖殿文物典藏館 沙港廣聖殿文物典藏館 (06)9221503

37 沈聰傑 個人

38 沒譜文化出版社 沒譜文化出版社

39 芝蔴數位文教 芝蔴數位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02)25996909

40 知了山房文化 知了山房文化 (03)53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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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邱九桁 個人 (02)27381299

42 卓也文旅景觀 卓也文旅景觀事業有限公司 (037)8797918

43 松山文創園區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松山文創園區 (02)27651388

44 林子牧 個人

45 林玉 個人

46 林玉琴漫畫工作室 林玉琴漫畫工作室 (03)3256773

47 金門縣沙美張氏宗親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張氏宗親會

48 林俊宇 個人

49 知是設計行銷 知是設計行銷有限公司

50 岳淑君 個人

51 林紳馥 個人

52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 (06)2785123

53 林瑪琍 個人

54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和遠圖書資訊出版社 (07)2255309

55 花蓮縣建昇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花蓮縣建昇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7622258

56 花蓮縣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 花蓮縣綠野香坡農村發展協會 (03)8579716

57 英千里先生獎學金基金會 財團法人英千里先生獎學金基金會 (02)33663215

58 苗子強 個人

59 美化企業 美化企業有限公司 (02)89433992

60 洪進益(高雄市) 個人

61 南臺科大多樂系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電

腦娛樂科學系

(06)2533131

62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星濱山共創工作室 (02)24632696

63 核立子身心技法創研社 核立子身心技法創研社

64 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 財團法人高雄市五甲協善心德堂 (07)8217749, 8124847

65 高雄市延墨書會 高雄市延墨書會 (08)7522205

66 高雄科大博雅教育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07)6011000

67 桃園市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 桃園市石門國民小學石門社區複式童軍團 (03)4711752

68 桃園市同德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 (03)3176403

69 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基督教新歌教會 (03)3357581

70 桃園市新屋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新屋區戶政事務所 (03)4772102

71 馬鳴山鎮安宮 馬鳴山鎮安宮 (05)6972045

72 徐境憶 個人

73 格蘭呢羢西服 格蘭呢羢西服有限公司 (02)25717431

74 陳于媃 個人

75 淡水福佑宮 淡水福佑宮 (02)26211731

76 常在建築研究室 常在建築研究室

77 理式意象設計 理式意象設計有限公司 (02)25635886

78 貫昌不鏽鋼藝術園區 貫昌不鏽鋼藝術園區 (04)26879540

79 陳金枝 個人

80 陳明洲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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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張妮娜 個人

82 陳坤祥老師易經讀書會 陳坤祥老師易經讀書會 (02)27251515

83 張東曜 個人

84 張昭珮 個人

85 陳勝利 個人 (03)3333921

86 健維診所 健維診所 (07)3344637

87 添翼創越工作室 添翼創越工作室

88 筆心視覺設計 筆心視覺設計有限公司 (06)2073161

89 普仕德設計 普仕德設計有限公司 (08)7364595

90 黃光芹 個人

91 黃郁晴 個人

92 彭俊凱 個人

93 黃俊璋 個人

94 菁英藝術家 菁英藝術家

95 黃浩洋 個人

96 華夏藝文學院群英會 華夏藝文學院群英會 (02)26872100

97 曾雪梅 個人

98 彭雅美 個人

99 凱斯電子科技 凱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07)3457042

100 黑點小姐 個人

101 楊天攢 個人

102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 (02)26917875

103 新北市淡水國中 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 (02)26227373

104 新北市樹林濟安宮 財團法人新北市樹林濟安宮 (02)26812624

105 萬志超 個人

106 楊展孝 個人 (02)89351497, 0922426290

107 新境龍華 新境龍華有限公司 (04)25209058

108 葉馨文 個人

109 輔大登山社 輔仁大學登山社

110 廖火煌 個人

111 彰化縣趙甲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社區發展協會 (04)8967764

112 臺北市孫易新心智圖法補習班 臺北市私立孫易新心智圖法文理商業技藝短

期補習班

(02)23466136

113 維兒國際 維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4 臺東縣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臺東縣臺東市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089)223203

115 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06)6855102

116 臺南市海東國小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06)2567146

117 臺南市復興國中 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06)3310688

118 廖建華 個人

119 滾動力 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3133

120 睿理能量科技 睿理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03)846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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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嘉義市傳統文化與技藝協會 嘉義市傳統文化與技藝協會

122 瑪赫西維德教育學會 社團法人瑪赫西維德教育學會 (02)27079807

123 實構築 實構築股份有限公司 (02)23022495

124 臺灣陶文化協會 臺灣陶文化協會 (037)624473

125 臺灣產業關聯學會 臺灣產業關聯學會 (02)23637372, 33662667

126 澄清湖畔雅集 澄清湖畔雅集 (07)2151169

127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02)27083700

128 蔚藍藝術經紀 蔚藍藝術經紀有限公司 (06)2955161

129 興大食生系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04)22840385

130 興大磐石產學研究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磐石產學研究中心 (04)22840808, 22856106

131 興大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04)22840868

132 儒行文化 儒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33 燎原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燎原出版 (02)22181417

134 蕭廣政 個人 (049)2730170

135 學興出版社 學興出版社 (06)2095345

136 靜廬陳氏太極拳社 靜廬陳氏太極拳社

137 韓良慧 個人

138 謝雅秀 個人

139 魏健利 個人

140 藏經閣文化創意 藏經閣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5058, 0910598320

141 雙囍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囍出版 (02)22181417

142 寶工實業 寶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3233

143 懸弧令旦文史工作室 懸弧令旦文史工作室 (04)23981285

144 蘇輝湟 個人 0926730886

145 觀古今藝術交流館 觀古今藝術交流館 (02)8964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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