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CH3 Design CH3 Design (02)26548399, 0970777611

2 Robert Pratt 個人

3 丁費宗清 個人

4 丁肇春 個人

5 大開劇團 大開劇團 (04)23586129

6 王瀞 個人

7 中市大甲國中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04)26872564

8 王竹語出版社 王竹語出版社 0902388188

9 巴曼尼德士 巴曼尼德士股份有限公司 (02)86872725

10 王敬仁 個人

11 台大B73三十重聚籌備會 台大B73三十重聚籌備會 (02)2715306

12 北科附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

校

(03)3333921

13 永華藝術 永華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02)86934776

14 平新安 個人

15 田園樂府 田園樂府樂團 (02)88092990, 0937580272

16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02)27458199

17 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聯會 中華民國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2)23312487

18 朱沛貽 個人

19 同你綻放的花鬼 同你綻放的花鬼 0917418059

20 任性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02)23757911

21 朱坤培 個人

22 仲間 仲間出版 (02)22181417

23 竹縣定保公吳姓宗親會 社團法人新竹縣定保公吳姓宗親會 (03)4572334

24 杏仁瓦片的故事館 杏仁瓦片的故事館 0972252158

25 你的故事工作室 你的故事工作室 0920746833

26 吳昌期 個人

27 杏敏 杏敏出版社有限公司 (02)27087315

28 吳國武 個人

29 何堯軒 個人

30 亞太技術學院茶陶系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茶陶創意設計系 (037)605695

31 周志平 個人

32 周卓明 個人

33 林芳珍 個人

34 東盛創意 東盛創意有限公司 (02)89925661

35 林福壽 個人

36 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 (02)25575050

37 邱錦輝 個人

38 洪仁杰 個人

39 帝伊國際企管顧問 帝伊國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32345799

40 紀有鴻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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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屏東能淨協會 屏東能淨協會 (08)7664248

42 柯明裕 個人

43 品萱企業 品萱企業社 (037)366353

44 屏縣港西國小 屏東縣新園鄉港西國民小學 (08)8681644

45 徐尤書 個人

46 高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 (07)6935599

47 桃市新埔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國民小學 (03)3162972

48 桃市藝緣畫會 桃園市藝緣畫會 (03)4931107

49 徐美美 個人

50 原晟企業 原晟企業社 (037)337880

51 高雄科大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07)3814526

52 高雄科大航管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07)3617141

53 桃園農工校友會 社團法人台灣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

友會

(03)3333919

54 清大心諮系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03)571-5131

55 陳中庸 個人

56 陳允萍 個人

57 陳玉庭 個人

58 逢甲航太系 逢甲大學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04)24517250

59 粘本堂 個人

60 陳旭昇 個人

61 國安辦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資通安全辦公室 (02)21912018

62 陳奕秀 個人

63 許柏彥 個人

64 陳美珠 個人

65 陳亮智 個人

66 國家人權博物館 國家人權博物館 (02)22182438

67 許順鏜 個人

68 常愛清 個人

69 紳暉健康 紳暉健康出版有限公司 (04)23136622

70 陳新豐 個人

71 國語幼兒月刊雜誌社 國語幼兒月刊雜誌社 (02)23311656

72 張蓓琪 個人

73 陳榮興 個人

74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 (02)25992531

75 畢德文化 畢德文化 (03)3392054

76 清翫苑懷謙文化藝術 清翫苑懷謙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08)7381349

77 黃冬悅 個人

78 黃勁堯 個人

79 黃鎮淇 個人

80 鄒正中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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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奧斯汀實業 奧斯汀實業有限公司 (03)8335800

82 輔大學務處 輔仁大學學生事務處 (02)29052138

83 夢田文創 夢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02)27076060

84 嘉市母語文化教育學會 嘉義市母語文化教育學會 0921555212

85 睿富者工作室 睿富者工作室 (03)5742224

86 黎世榮 個人

87 歐亞藝術網絡組織 歐亞藝術網絡組織 (02)22487795

88 鄭問工作室 鄭問工作室 (02)27035310

89 慕雅文化 慕雅文化出版社 (02)25179407

90 劉筱玥 個人

91 劉鳴岐 個人

92 慶慶文創 慶慶文創國際有限公司 (02)23692988

93 澎縣將澳國中 澎湖縣立將澳國民中學 (06)9902079

94 賴財慶 個人

95 築韻 築韻出版社 (04)22460846

96 轉向文化 轉向文化有限公司 (02)26911819

97 魏素淦 個人

98 蘇英田 個人

99 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博物館 (03)3283201

100 驛鯨文化 驛鯨文化有限公司 093025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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