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温明輝 個人 (03)4506333

2 Skyrock Projects Skyrock Projects (02)28746252

3 丁鴻銘 個人

4 大人物管理顧問 大人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29353999

5 大日文化 大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5813658

6 大島文化 大島文化有限公司 (08)7666348

7 大眾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 (02)87518751

8 王小璘 個人

9 天主教震旦之友協會 中國天主教震旦之友協會 (02)25230538

10 王玉華(新北市) 個人

11 中國藝術家協會 中國藝術家協會 (02)25110780

12 王琪 個人

13 中華民國真龍化境能量研究協會 中華民國真龍化境能量研究協會 (05)2911734

14 四三文化 四三文化有限公司

15 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 北投聖高隆邦天主堂 (02)28915838

16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導航計畫辦公

室

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導航計

畫辦公室

17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台灣畫圈圈藝術關懷協會 (04)24737879

18 安信認證國際 安信認證國際有限公司 (04)22292389

19 李啓源 個人 (02)23897756

20 吳啓禎書法工作室 吳啓禎書法工作室 (02)29262033

21 李文雄(臺南市) 個人 (06)2137522

22 李丞鏞 個人

23 李河漢 個人 0933591858

24 吳英秦 個人 0908993176

25 吳毓星 個人

26 林世俊 個人 (02)27627881

27 知果文化 知果文化

28 長昇法律事務所 長昇法律事務所 (02)27337200

29 佳和宮 佳和宮 (08)7832395

30 林茂雄 個人 (02)25084343

31 法鼓山社會大學 法鼓山社會大學 (02)24082593

32 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 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

33 美伸文化 美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4)22932626

34 建狂社 建狂社 (02)89351828

35 屏東縣來義鄉嘉魯禮發.魯飛禮飛家團傳承文

化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嘉魯禮發.魯飛禮飛家團傳承文

化發展協會

(08)7981518

36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帝門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02)23257881

37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洪茂雄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

38 苗栗農田水利會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03)7335911

39 洪偉豐 個人

40 思創數位文教 思創數位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02)2599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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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02)28336260

42 柏億出版社 柏億出版社

43 蚊子呆 蚊子呆

44 師大書苑出版社 師大書苑出版社 (02)23973030

45 悍兔 悍兔

46 高明珠 個人

47 海軍戰鬥系統工廠 海軍戰鬥系統工廠

48 時時泰工作室 時時泰工作室

49 高雄市勞動生活教育促進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勞動生活教育促進會 (07)7406417

50 倪惠兒 個人 (02)22587027

51 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03)3170511

52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海寶實業有限公司

53 陳于揚 個人

54 淡大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02)26215656

55 張弘遠 個人

56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 (02)29181060

57 兜利 兜利股份有限公司 (04)22870998

58 陳怡君 個人

59 問空間工作室 問空間工作室

60 郭盈秀 個人

61 陳盈蓉 個人

62 這是寶媒體 這是寶媒體有限公司 (02)22504656

63 張恕維 個人

64 陳家福 個人 (03)3282321

65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02)87878850

66 探勘風股份有限公司 探勘風股份有限公司 (02)27290010

67 連章宸 個人 0917217880

68 許淑峰 個人

69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 華人文創產業協會 (03)3120416

70 超五系統顧問 超五系統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71 華宏投資 華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2)23417082

72 曾坤生 個人 (02)27786030

73 游明釗 個人 0910755517

74 寒亭書社 寒亭書社

75 湯盤書會 湯盤書會

76 曾騰輝 個人

77 新竹地檢署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03)6677999

78 新竹縣翠竹書畫學會 新竹縣翠竹書畫學會 (03)5942359

79 葉明和 個人 (07)7172930

80 楊忠俊 個人 (082)32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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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源流學堂國際 源流學堂國際有限公司 (02)25181185

82 詹益銘 個人

83 實似文化 實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4 臺東縣龍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社區發展協會 (089)550163

85 臺南市喜樹國小附幼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6)2622462

86 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3133

87 廖湘靈 個人 0968047828

88 廖瓊正 個人

89 臺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 23751231

90 臺灣厝買賣文化發展協會 臺灣厝買賣文化發展協會 (04)36008677

91 蔡武德 個人

92 潮浪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潮浪文化

93 稻埕聖洋 個人

94 蔡馥伊 個人

95 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96 謝天予 個人 0919498626

97 懂得國際藝術文化 懂得國際藝術文化有限公司

98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銷 曖維多媒體廣告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2)27173337

99 擺渡人生設計 擺渡人生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02)23940238

100 簡靖航 個人 (02)25179948

101 翻滾海貍工作室 翻滾海貍工作室 0972878955

102 釋性一 個人

103 饒茂容 個人 0983456327

104 寶積文化 寶積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105 蘭瑛國際 蘭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2997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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