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喆閎人文工作室 喆閎人文工作室 (02)22770675

2 Black Turtle Press Black Turtle Press

3 GuliGuli繪本工作室 GuliGuli繪本工作室

4 Nicholas E. Veitch 個人

5 Soul夜人 Soul夜人

6 一覺元學會 一覺元學會 0966733800

7 上好社會企業 上好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9072306

8 山角行 山角行有限公司 0928993830

9 爿爿花 爿爿花

10 五甲龍成宮 五甲龍成宮 (07)8312677

11 天堂雨林室內裝修設計 天堂雨林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02)26032350

12 王惠玲 個人

13 中華藝術文化新創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藝術文化新創協會 0939519453

14 中道文化 中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55769119

15 王璽涵 個人

16 中壢國小校友聯誼會 中壢國小校友聯誼會

17 台中樂成宮 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 (04)22111928

18 台北市醫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醫師公會 (02)23510756

19 台南市基督教活水基督教會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基督教活水基督教會 (06)2239418

2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02)23696912

21 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 (02)23510116

22 台灣安徽同鄉會 台灣安徽同鄉會

23 台灣原住民紗夢國際文創交流協會 台灣原住民紗夢國際文創交流協會

2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泰雅爾中會 (037)993778

2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 (03)5217125

26 台灣勞動智庫 台灣勞動智庫有限公司

27 台灣揚琴樂團 台灣揚琴樂團 (04)26326066

28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02)25286786

29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082)89255555

30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工處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02)86875156

31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07)7408133

32 江婕瑞 個人

33 光華雜誌社 光華雜誌社有限公司 (02)25072807

34 如意貓 個人

35 汪飛帆 個人

36 吳若彤 個人 (03)3250600

37 李清木 個人 (07)7778255

38 何錦榮 個人 (06)2618939

39 周炳銑 個人 (02)25075921, 0927207385

40 林恆範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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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晉名 個人 (06)2396512

42 邱龍昌 個人 (02)77380145

43 映心 個人

44 苦行生化科技 苦行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02)22227646, 23368581

45 南投縣萬豐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仁愛鄉萬豐社區發展協會

46 屏東縣塭子國小 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 (08)8662094

47 屏東縣萬丹鄉藝術文化協會 屏東縣萬丹鄉藝術文化協會

48 建國工程 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2)27849730

49 柯肇逐 個人 (04)7270398

50 恩有文化工作室 恩有文化工作室

51 桑吉塔靜心空間工作室 桑吉塔靜心空間工作室 0920595259

52 高名憲 個人

53 徐健賢 個人

54 荊棘 個人 (02)29413242

55 高雄市援中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國民小學 (07)3612193

56 高雄師大原住民專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

班

(07)7172930

57 桃園統天宮 桃園統天宮 (03)3344875, 3472844

58 陳姸安 個人

59 陳生步 個人

60 陳永富 個人 (082)316339

61 許西州 個人

62 陳至柔 個人

63 頂尖國際工程顧問 頂尖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3)6688299

64 張育銓 個人

65 陳明利 個人

66 陳秉紘 個人 (02)23328379

67 陳祁愈 個人

68 陳香吟 個人 (06)2650246

69 陳翾文 個人

70 黃亞萍 個人

71 雲林縣成功國小 雲林縣林內鄉成功國民小學

72 菁英美語 菁英美語股份有限公司

73 黃耘 個人 0975471405

74 黑書人 個人

75 智泰科技 智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672688

76 植宿餐飲 植宿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77 黃鈴君 個人 (02)27120027

78 新北市大坪國小 新北市萬里鄉大坪國民小學 (02)24929461

79 新北市聖心小學 新北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02)26182330

80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03)533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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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竹市衛生局 新竹市衛生局 (03)5355191

82 新竹縣新瓦屋花鼓隊 新竹縣新瓦屋花鼓隊

83 楊振植 個人

84 臺中市大甲高中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04)26877165

85 臺中市線上家教促進協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線上家教促進協會 (04)23723103

86 彰化農田水利會 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04)8332581

87 臺北市仁愛國小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 (02)27095010

88 臺東縣taljaljibi百合花記永續發展協會 臺東縣taljaljibi百合花記永續發展協會 (089)229465

89 臺東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臺東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089)340298

90 臺南市山上國中 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 (06)5781023

91 臺南市下營國小 臺南市下營區下營國民小學 (06)6892181

92 摘星教育 摘星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82)373417

93 廖英琪 個人 (04)23321199, 0971468788

94 嘉義縣梅仔坑藝文推廣促進會 嘉義縣梅仔坑藝文推廣促進會

95 臺灣科大工業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02)27376342

96 臺灣愛爾西斯 臺灣愛爾西斯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1266

97 臺灣環境公義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環境公義協會 (04)23210703

98 蔡旻秀 個人 0917552168

99 墨客會社 墨客會社有限公司 0963369648

100 澎湖觀音亭 澎湖縣馬公市觀音亭 (06)9278535

101 磐鈺建設 磐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4)22545388

102 貓在吃草 貓在吃草股份有限公司

103 謝伃婷 個人

104 鍾振斌 個人 (08)7368398

105 羅宜柔 個人

106 蘇西心靈工作室 蘇西心靈工作室 0960742142

107 釋法欣 個人

108 蘇俊雄(桃園市) 個人 (03)4010506

109 釋圓環境設計苑 釋圓環境設計苑有限公司 (07)392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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