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叁捌地方生活 叁捌地方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07)5215938

2 Rica Chen 個人

3 小人物文創 小人物文創有限公司

4 大里中興扶輪社 國際扶輪3462地區台中市1-4分區大里中興扶

輪社

5 小角落文化 小角落文化 (02)27472433

6 小栗子 個人

7 士盟科技 士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王田 個人

9 王秀華 個人

10 文林閣管委會 文林閣管理委員會 (03)5924871

11 木荷景觀工程 木荷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02)25812000

12 太陽社Good Day 太陽社

13 中華海洋生技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 中華燃燈印心協會 (03)3796843

15 中華環保安全衛生協會 中華環保安全衛生協會

16 中華職業技術學會 中華職業技術學會

17 文學象形寓意圖 文學象形寓意圖 (02)29465766

18 王儷砡 個人

19 永康紫龍宮管委會 永康紫龍宮管理委員會 (06)3139303, 3120570

20 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5461808

21 古榮政藝術工作室 古榮政藝術工作室 (03)5283828

22 台灣家庭第一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第一協會 (02)27193992

23 台灣浩億 台灣浩億有限公司

24 因長貴 個人

25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02)27361661

26 吳孟平 個人

27 呂芳華 個人 (02)27208706

28 杜富菊 個人

29 林子媛 個人

30 林司婷 個人

31 林希夢 個人

32 金門縣董氏宗親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董氏宗親會 0972326063

33 京秋文化 京秋文化有限公司

34 林香琴 個人

35 亞洲經濟通訊社 社會企業亞洲經濟通訊社 (04)22963890

36 邱筱雅 個人

37 林福邦 個人

38 林碧雲 個人

39 拾一出版 拾一出版有限公司 (02)27526889

40 星合 星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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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洪記印刷 洪記印刷有限公司 (04)23140788

42 耐能智慧 耐能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02)27955229

43 苗栗縣南庄國中 苗栗縣立南庄國民中學

44 美商玫琳凱 美商玫琳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7358066

45 致理科大教發中心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

(02)22576167

46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05)2721001

47 施惠敏 個人 (07)3592618

48 唐文 個人

49 徐文保 個人

50 高雄市姥姥籃球協會 高雄市姥姥籃球協會

51 桑磊栢 個人

52 清大電機系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53 盛介中 個人

54 清水岩寺 清水岩寺 (04)8732306

55 清文華泉 清文華泉事業有限公司

56 荷史工作室 荷史工作室 (02)29635705

57 張金章 個人 (03)4192135

58 陳佳琦 個人

59 陶冠全 個人

60 軟設計 軟設計有限公司 (04)23152015

61 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人權

教育資源中心

(06)2131928

62 常富行 常富行

63 梁越書法工作室 梁越書法工作室

64 張溥騰 個人

65 陳麗芳 個人

66 都蘭山畫院 都蘭山畫院 (089)359146, 0988366759

67 黃文龍(高雄市) 個人

68 黃宋賢 個人 (06)7224925

69 智彙文化工房 智彙文化工房 (07)7499199

70 楷令 楷令股份有限公司 (02)25522619

71 新北市沙崙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 (02)26812764

72 愛向教育 愛向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73 楊昕昕 個人

74 葉釗珍 個人

75 臺大政法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02)33663366

76 臺大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領域教學

推動中心

(02)33663354

77 臺中市石角國小 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 (04)25873011

78 彰化高爾夫 彰化高爾夫股份有限公司 (04)7135799

79 廖明惠 個人

80 臺南市千禧書會 臺南市千禧書會 (06)208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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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臺南市吉貝耍國小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國民小學 (06)6231149

82 臺南市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83 臺灣花園城市發展協會 臺灣花園城市發展協會 (04)23392545

84 潔希李 個人

85 劉禹彤 個人

86 劉柏村工作室 劉柏村工作室

87 劉建茂 個人

88 澎湖竹灣大義宮得善堂 澎湖竹灣大義宮得善堂

89 樓霙 個人

90 聯合大學建築系D&A Lab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D&A Lab

91 鴻祈廣告事業 鴻祈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02)22251121

92 觀心念佛會 觀心念佛會 (02)22260117

93 觀影文化工作室 觀影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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