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AlohaserNet AlohaserNet (02)29515912

2 大東海國際書局 大東海國際書局有限公司 (02)23315086

3 三重興協宮 三重興協宮 (02)29805123

4 三樂 三樂出版社 0912276416

5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 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2)89780555

6 中正大學政治系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05)2720411

7 中市追分國小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 (04)26932604

8 天生贏家教育 天生贏家教育機構 (03)3461819

9 天行億 天行億有限公司 (02)25620688

10 中國科大規設院 中國科技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 (02)29313416

11 王朝正 個人

12 中華打擊樂協會 中華打擊樂協會 0985268530

13 不然呢青年文集 不然呢青年文集 (02)28765111

14 中華高協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02)25165611

15 中華奧林匹克之友協會 中華奧林匹克之友協會 (02)27789530

16 王瓊瑛 個人

17 方嚴 個人

18 文藻外語大學創藝所 文藻外語大學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創意藝術產

業研究所

(07)3426031

19 北市明光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明光基金會 (04)26980650

20 田尾公路花園盆栽學會 田尾公路花園盆栽學會 0932536991

21 台電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2)23666488

22 台灣口琴藝術促進會 台灣口琴藝術促進會 (03)4940379

23 台灣之美藝術 台灣之美藝術有限公司 (02)27907133

24 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 台灣事業單位護理人員學會 (04)22257126

25 至一顧問 至一顧問有限公司 (02)27392101, 0936689768

26 竹大芳海牛號角企業 竹大芳海牛號角企業社 0919688438

27 先行者皇家學院 先行者皇家學院 0965826386

28 朱隆振 個人

29 沈中華 個人

30 呂廷倫 個人

31 沃時文化 沃時文化有限公司 0933169481

32 含章 含章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02)27525618

33 呂紹榕 個人

34 杜莉德 個人

35 李紫瑜 個人

36 李慧倩 個人

37 東方設計大學文創所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

計研究所

(07)6939661

38 林彥禮 個人

39 林鳳 個人

40 花縣豐山國小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國民小學 (03)865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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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政大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文化教育中心 (02)29393091

42 致出版 致出版 (02)27963638

43 南市秘書處 臺南市政府秘書處 (06)2991111

44 衍芬樓主人 個人

45 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音契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5850866

46 英倫布蕾 個人

47 洪祺森 個人

48 春暉慈孝書畫苑 春暉慈孝書畫苑 (02)29323121

49 科榮企業 科榮企業有限公司 (02)27584191

50 香頭寶寶 香頭寶寶股份有限公司 (03)4952866

51 高市新威國小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國民小學 (07)6871134

52 高市福安國小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小學 (07)6812514

53 海軍教準部 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 (07)5853284

54 袁英麟 個人

55 高雄三信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07)2871101

56 高雄律師公會 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 (07)2154892

57 起鼓音樂文化 起鼓音樂文化有限公司 (02)22192968

58 財經錢線文化 財經錢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3703310

59 翁慶豐 個人

60 海龜之生 海龜之生 (06)9275058, 0975790180

61 高醫大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21101

62 張太白書藝基金會 張太白書藝基金會 0953611975

63 梵谷文化 梵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7)3215401

64 捷沛實業 捷沛實業有限公司 (02)89118055

65 陳幸臣 個人

66 陳音蓉 個人

67 郭俊麟 個人

68 埤島軒 埤島軒 0912510648

69 陳書梅 個人

70 陳國福 個人

71 陳惠美 個人

72 動督盟 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 (02)23214400

73 陳嘉怡 個人

74 開南大學通識中心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3)3412500

75 曾南居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曾南居教育基金會 (05)2541043

76 曾敬三 個人

77 黃愛倫 個人

78 曾新衡 個人

79 賈力耕 個人

80 新北市野柳國小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 (02)2492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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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聖弘企管顧問 聖弘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07)3381221

82 葉青芳 個人

83 溫莎公爵教育 意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溫莎公爵教育機構 (02)77160000

84 愛閱工作室 愛閱工作室 (07)7522707

85 勤德農產食品 勤德農產食品有限公司 (08)7833818

86 萬靈丹科技 萬靈丹科技有限公司 (02)29981880

87 臺北教育大學研發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 (02)27321104

88 輔英科大共同教育中心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07)7811151

89 彰師大輔諮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04)7232105

90 趙鳴 個人

91 臺灣藝大藝教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02)22722181

92 蔡氏族譜編委會 蔡氏族譜編輯委員會 0937713341

93 鄭文凱 個人

94 蔡松潭 個人

95 樂思文化國際 樂思文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02)77099058

96 蔡德宏 個人

97 鄧靜然音樂製作 鄧靜然音樂製作有限公司 0927014321

98 繆斯影藝 繆斯影藝股份有限公司 (02)25091871

99 轉身工作室 轉身工作室 (03)3906096

100 豐群生技 豐群生技有限公司 (04)22336295

101 藏墨數位藝術 藏墨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07)5351067

102 譚慶鼎 個人

103 觀窯陶藝工坊 觀窯陶藝工坊 (04)2479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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