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JC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JC魔法音樂學校-趙偉竣音樂工作室 (02)28851038

2 也品文藝工作室 也品文藝工作室 (09)21717306

3 小括代誌工作室 小括代誌工作室 (05)6328225

4 山家清供 山家清供 (02)26239044

5 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學會 中華民國口腔顎顏面放射線學會 (07)3121101

6 中市忠明高中 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 (04)23224690

7 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南屯區戶政事務所 (04)24736255

8 中市龍津高中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 (04)26304536

9 中央警察大學防災所 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 (03)3282321

10 六杉品牌設計 六杉品牌設計有限公司 (02)26952233

11 內門南海紫竹寺管委會 內門南海紫竹寺管理委員會 (07)6671400

12 內容力 內容力有限公司 (02)25816682

13 不動產代銷全聯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

(02)27268871

14 中華城市管理學會 中華城市管理學會 (02)25068193

15 心覺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心覺醒文教基金會 (04)35026686

16 北市福星複式童軍團 臺北市福星複式童軍團 0973349906

17 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 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 (089)931993

18 北鉅精機 北鉅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1280

19 台灣北北新巢協會 台灣北北新巢協會 0931530191

20 台灣失智症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02)25988580

21 台灣防火材料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防火材料協會 (02)86676111

22 台灣基督長老太魯閣中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 (03)8316290

23 竹市竹塹城社區協進會 新竹市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 (03)5221910

24 先知資訊 先知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3110098

25 如是文化 如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23511607

26 冰鳥工作室 冰鳥工作室 (02)25038708

27 壯三新涼樂團 壯三新涼樂團 0932358879

28 里仁事業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456535

29 吳文斌 個人

30 吳忠雄 個人

31 李孟雲 個人

32 呂淑珍 個人

33 李淑惠(臺南市) 個人

34 李福登 個人

35 林文嶽 個人

36 阿色紀 阿色紀有限公司 (03)8320119

37 知足知不足無可無不可之齋 知足知不足無可無不可之齋 0939902081

38 杰昇書畫工坊 杰昇書畫工坊 (03)3578066

39 林建宏(苗栗縣) 個人

40 林亮吟畫室 林亮吟水墨膠彩畫工作室 (06)296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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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阿珠畫畫室 阿珠畫畫室 (06)9265648

42 承誌 承誌 0988532755

43 宜縣二月美術學會 宜蘭縣二月美術學會 (03)511179

44 金縣文藝協會 金門縣文藝協會 0928771901

45 延齡國際醫療集團 延齡國際醫療集團 (02)27381299

46 宜蘭東嶽廟 宜蘭東嶽廟 (03)9322590

47 南市文山國小 臺南市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 (06)7862060

48 南市安定區南興國小 臺南市安定區南興國民小學 (06)5931038

49 恆永企業 恆永企業有限公司 (02)22424552

50 南市長安國小 臺南市安南區長安國小 (06)2569914

51 南市建功國小 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民小學 (06)7880114

52 南市雙清文獻研究學會 臺南市雙清文獻研究學會 (06)7937125

53 飛行文創工作室 飛行文創工作室 (03)4824899

54 科技創意發明教育學會 社團法人科技創意發明教育學會 (04)24624962

55 南風人文工作室 南風人文工作室 (04)22311633

56 柯虹宇 個人

57 建國科大土木工程系(所) 建國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暨土木與防災研究

所

(04)7111111

58 首萊特文創 首萊特文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4)23195067

59 俞靜如 個人

60 桃市府工務局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03)3322101

61 挪亞方舟書房 挪亞方舟書房 (05)3620749

62 徐賓遠 個人

63 教育部彈薪辦公室 教育部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 (02)29378532

64 張金生 個人

65 陳致瑋 個人

66 張春福 個人

67 國泰金控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2)27087698

68 張連成(臺中市南屯區) 個人

69 健康你好 健康你好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02)23701628

70 國際巧固球台灣總會 國際巧固球總會台灣總會 (07)6975784

71 崧燁文化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3703310

72 張樹欉 個人

73 順天禾科技 順天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4995601

74 游尹君 個人

75 黃志銘 個人

76 華風藝術中心 華風藝術中心 (02)27099815

77 黃意晴 個人

78 筑墨軒 筑墨軒 (02)25017242; 0920608479

79 雲縣潮厝華德福教育實小 雲林縣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 (05)6972644

80 焦點廣告 焦點廣告設計社 (04)2262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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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鈺川 鈺川有限公司 (06)3117260

82 楊士賢 個人

83 新北市碧華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 (02)28577792

84 落雨藝術雜誌社 落雨藝術雜誌社 (06)2470268, 0956207667

85 楊英棻 個人

86 傳記工廠 傳記工廠個人工作室 (03)3179977

87 傳神關懷傳播協會 社團法人傳神關懷傳播協會 (02)23576300

88 楊慧琴 個人

89 新營文化中心 臺南市新營文化中心 (06)6321047

90 臺北科大建都所永續都市與社區規劃研究室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永

續都市與社區規劃服務研究室

(02)27712171

91 嘉市攝影學會 嘉義市攝影學會 (05)2230777

92 臺南市大成國小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 (06)5837520

93 領飛無限文創 領飛無限文創出版有限公司 (02)77459384

94 熊家豬腳 熊家豬腳 (08)7810980, 0937812521

95 維基媒體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 0911245114

96 彰縣西海岸環境教育保護協會 彰化縣西海岸環境教育保護協會 0919688438

97 劉子平 個人

98 鄭庭 個人

99 蔡進閱 個人

100 澎縣望安國小100週年校慶籌委會 澎湖縣望安鄉望安國民小學創校100週年校慶

籌備委員會

(06)9991006

101 蔡耀弘 個人

102 蕭哲明 個人

103 謝牧岐 個人

104 謝蔭恩 個人

105 藍約翰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藍約翰文教基金會 (07)3636608

106 麗典堂 麗典堂有限公司 (02)23706628

107 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7939922

108 蘇一雄 個人

109 蘇芸瑩 個人

110 蘇信嘉 個人

111 嚴凰城壺雕創作室 嚴凰城壺雕創作室 (049)235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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