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喩麗華 個人

2 Coco林 個人

3 Edx Education Edx Education Co., Ltd.

4 YIART/沂藝術 YIART/沂藝術 (02)23329008

5 丁文界 個人

6 力和博創新網絡 力和博創新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03)5728857

7 小人小學 小人小學 (02)27262055, 0968686891

8 大心文創 大心文創 (02)27525618

9 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學會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研究生學會 (07)5252000

10 中女校友儀隊百年校慶籌委會 中女校友儀隊百年校慶籌委會 (04)22205108

11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12 中台世界博物館 中台世界博物館

13 中央警察大學水警系 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 (03)3282321

14 王思蘋 個人

15 中華管理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管理發展基金會 (02)27551533

16 台中林氏宗廟 財團法人台灣台中林氏宗廟

17 台南市東原國中 台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06)6861009

18 永添藝術 永添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07)9721685

19 卡登美髮屋 卡登美髮屋 (07)7231168

20 正道出版社 正道出版社

21 古韻琳 個人 (05)5347871, 0905711817

22 台灣地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地理學會

23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24 台灣美術出版社 台灣美術出版社 (02)86260610

25 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02)25684800, 25682852

26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06)2353535

27 台灣新台文推展協會 台灣新台文推展協會 (04)23786409

28 光山的多肉檔案庫 光山的多肉檔案庫

29 任世重 個人

30 兆禾堂 兆禾堂

31 米多利 個人

32 阡筆町企業 阡筆町企業有限公司

33 老爺酒店集團 老爺酒店集團

34 有圖氏藝術企業社 有圖氏藝術企業社

35 有毅生活 有毅生活有限公司 (02)27010056

36 更多研究室 更多研究室

37 李秀芬 個人

38 呂岱如 個人

39 吳致慧 個人 0922802240

40 李顏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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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朋丁pon ding 朋丁pon ding (02)25377281

42 亞立欣科技 亞立欣科技有限公司

43 定禾數位 定禾數位有限公司 (02)27481088

44 雨行創意 雨行創意有限公司 0958209315

45 長坊國際 長坊國際有限公司

46 金門縣沙美基督長老教會 財團法人福建省金門縣沙美基督長老教會 (082)353597

47 林政言 個人

48 林建忠 個人

49 林俊弼 個人

50 邵珮君 個人

51 非馬勸學會 非馬勸學會 0911575510, 0932658004

52 東華大學人社院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03)8905203

53 林菊珍 個人 (04)24932623, 0922075363

54 邱意中 個人 (05)5223121, 0919014095

55 東瑩實業 東瑩實業有限公司

56 承鴻文化工作室 承鴻文化工作室

57 易識語文企業社 易識語文企業社

58 宜蘭縣中華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員山鄉中華社區發展協會

59 政大台灣史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60 政大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安全研究中心 (02)82377228

61 洪脩城 個人

62 南臺科大電子系 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06)2533131

63 浦忠成 個人

64 徐明達 個人

65 埃洛希姆智庫 埃洛希姆智庫有限公司 (02)26595889

66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07)3381810

67 書涵云冰 個人

68 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藏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高英士中華文化典藏教育基

金會

69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07)6991221

70 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桃園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03)3323079

71 桃園市大溪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 (03)3882040

72 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大園區戶政事務所 (03)3862474

73 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03)3315212

74 馬麗涓 個人

75 許天維 個人

76 陳正一 個人

77 陳里己 個人

78 鹿秀社區大學 彰化縣鹿秀社區大學 (04)7785218

79 郭吳麗珠社福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07)2226289

80 張作驥電影工作室 張作驥電影工作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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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陳忠本 個人

82 陳怡妗 個人 (07)8410181, 0935623688

83 張明萊 個人

84 陳宗銘 個人

85 張金鐘 個人

86 常凱崴 個人

87 張綺彣 個人 (05)5912442

88 喜月科技 喜月科技有限公司

89 馮世寬 個人

90 發光體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光體

91 雲林科大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

中心

(05)5342601

92 紫星 個人

93 雲秦舊地 雲秦舊地

94 凱斯整合行銷 凱斯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2)87716606

95 黃詩羽 個人

96 華圓設計行銷 華圓設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97 曾福星 個人 (07)2230007

98 新北市捷運局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99 群青設計工作室 群青設計工作室 (04)22992470

100 經典普羅數位印刷 經典普羅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04)27070333

101 楊春福 個人

102 經濟民主連合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02)23952552

103 臺中市大雅區農會 臺中市大雅區農會 (04)25662216

104 臺中市沙鹿區農會 臺中市沙鹿區農會 (04)26623111

105 臺中市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東勢區農會 (04)25872151

106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04)25811511

107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04)25263188

108 臺北市永春高中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02)27272983

109 趙守彥 個人

110 僑光科大 僑光科技大學 (04)27016855

111 澈見國際資訊 澈見國際資訊有限公司 (02)77515331

112 銀河文化 銀河文化

113 熊東亮 個人

114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115 嘉義市衛生局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05)2338066

116 嘉義市蘇周連姓宗親會 嘉義市蘇周連姓宗親會

117 滴鴞實業 滴鴞實業有限公司

118 瘋戲樂工作室 瘋戲樂工作室

119 蔡玉雲 個人

120 蔡秀樓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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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劉潮菁 個人

122 盧開新 個人 (02)27281505, 0912289806

123 薪威科技 薪威科技有限公司 (04)24520859

124 環景建築 環景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125 戴碩毅 個人

126 顏岑潔 個人

127 簡嘉助 個人

128 蘇伊凡 個人

129 覺愛瑜珈中心 覺愛瑜珈中心 (04)25690656, 0916342679

130 鐵柱 個人 (04)22438533, 0922159898

131 蘿艾絲拉妲藝術創意文化產業工作坊 蘿艾絲拉妲藝術創意文化產業工作坊

132 鷲峰出版社 鷲峰出版社有限公司 (02)26519259

133 靈島美術學會 靈島美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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