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巩玥文化 巩玥文化 (02)25988100

2 A. H. Wang 個人

3 丁樫隆 個人

4 人約盟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02)33931815

5 丁強 個人

6 小小市民文化創意 小小市民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23088980

7 小果文創 小果文創有限公司 (02)22263070

8 文化大學都計系 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02)28610511

9 中正大學中文閱讀書寫計畫辦公室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文閱讀書寫計畫

辦公室

(05)2729316

10 中市豐東國中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04)25221743

11 毛炳生 個人

12 心神祕學 心神祕學出版社 (02)29103309

13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02)27047622

14 心想文化創意 心想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27007025

15 王叡栩 個人

16 云藝創研文化推展 云藝創研文化推展事業有限公司 (03)3193800

17 文藻外語大學歷史文化觀光產業創新研究中

心

文藻外語大學歷史文化觀光產業創新研究中

心

(07)3473107

18 北市士林區岩山里辦公處 臺北市士林區岩山里辦公處 (02)28348434

19 玉皇印經會 玉皇印經會 (04)23609700

20 台健空盟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0987914376

21 央團本土語言組 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學習

領域本土語言組

(06)2133111

22 台糖研究所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06)2671911

23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04)22926834

24 台灣猛禽研究會 台灣猛禽研究會 (02)28239028

25 伊布數位文化 伊布數位文化 (02)23511607, 23511549

26 合風蒼飛設計工作室 合風蒼飛設計工作室 (04)23861663

27 朱晴 個人

28 旭崴印刷 旭崴印刷社 (02)29943315

29 竹縣建築師公會 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 (03)6567878

30 李文禮 個人

31 李文鑫 個人

32 更生日報社 更生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03)8340131

33 岑家心 個人

34 吳訓忠 個人

35 李憶含藝術工作室 李憶含藝術工作室 (02)27529495, 27410349

36 投縣集集國小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國民小學 (049)2762027

37 呂學裕 個人

38 沈薇 個人

39 李蘭琴 個人

40 奉元 奉元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79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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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岡仁波齊人生顧問諮詢 岡仁波齊人生顧問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02)27625559

42 林田田 個人

43 林明惠 個人

44 林宜誠 個人

45 非常人藝術文化 非常人藝術文化有限公司

46 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 (02)87728081

47 東華大學英美系 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03)8905648, 8905658

48 邱創智 個人

49 法鼓文理學院阿含經研究小組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阿含經研究小組 (02)24980707

50 周碩泓 個人

51 玫瑰墓 玫瑰墓音樂工作室 (06)3369767

52 林銘麒 個人

53 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和撒那文化事業基金會 (02)27786774

54 宜縣國教輔導團 宜蘭縣國民教育輔導團 (03)9332978

55 采薈軒文創美學 采薈軒文創美學有限公司 (02)29258775

56 南市大內區公所 臺南市大內區公所 (06)5761001

57 品林數位文化 品林數位文化 (02)23511607, 23511549

58 南玥藝術院 南玥藝術院 (02)22190898

59 致理科大多媒體設計系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

系

(02)22576167

60 屏縣東新國中 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08)8324920

61 苗縣南埔國小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 (037)822324

62 屏縣琉球國中 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 (08)8612509

63 南禪生命教育基金會 南禪生命教育基金會 (08)7861856

64 孫文學校 孫文學校 (02)26647780

65 草仔兒工作室 草仔兒工作室 (02)88115693

66 唐幼玲 個人

67 桃市楊梅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楊梅區戶政事務所 (03)4782324

68 桃市龍潭區公所 桃園市龍潭區公所 (03)4793070

69 孫成中 個人

70 格物學術 格物學術出版社 (02)29490172

71 校園文化 校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6598855

72 淡大管科系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02)86313221

73 許永忠 個人

74 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 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 (02)29521388

75 陳至名 個人

76 莊光明 個人

77 陳定中 個人

78 陳彥郎 個人

79 陳彬彬 個人

80 探照文化 探照文化有限公司 (02)2656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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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商赫企業 商赫企業有限公司 (04)22060196

82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02)27819420

83 惜錫 惜錫 (04)23924505

84 逗點創造 逗點創造有限公司 0919133646

85 黃士純 個人

86 黃文政 個人

87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中心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中心 (02)33431100, 33431160

88 善的種子文化協進會 中華善的種子文化協進會 (03)4508159

89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 華品文化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2)66170068

90 雲海武壇傳藝中心 雲海武壇傳藝中心 0911293767

91 創時傳媒 創時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25099616

92 雲縣衛生局 雲林縣衛生局 (05)5373488

93 楊升瀚 個人

94 新北市緣旭書會 新北市緣旭書藝學會 (02)22762754

95 愛呦文創 愛呦文創有限公司 (02)25287229

96 愛社享生活文化 愛社享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04)22230036

97 新教育雜誌 新教育雜誌社 (02)23254598, 0933016875

98 勤勞基金會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2)27122211

99 聖經世界工作室 聖經世界工作室 (06)2367192

100 鉅業展 鉅業展有限公司 (02)22102187

101 新聞局電子書轉製 行政院新聞局電子書轉製 (02)33568888

102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 奧福音樂藝術世界 (02)23635304

103 輔大圖資系學會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會 (02)29056314

104 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系 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 (03)3593872

105 察察 個人

106 彰縣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福興鄉外中社區發展協會 (04)7794707

107 磐石工作室 磐石工作室 0920289778

108 緯育 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02)66152085

109 影言社 影言社 (02)25282353

110 蔡美瑛 個人

111 鄧榮坤 個人

112 蕭朱亮 個人

113 蕭鴻賓 個人

114 燦非 個人

115 謝劍 個人

116 蘇志瑋 個人

117 譯術館 譯術館 (04)22249713

118 蘭嶼核廢料真相調查小組 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 (02)89953456

119 纖維工藝博物館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 (04)2486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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