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术說地方生活 术說地方生活有限公司 (089)327347

2 Aya Ling 個人

3 Brahim Khalil 個人

4 CCYeH-A插畫 CCYeH-A插畫

5 iNGO永久和平夥伴總會 iNGO永久和平夥伴總會 (02)27693321

6 Lei Studios Lei Studios 0930535282

7 一木工作室 一木工作室

8 一粒麥子傳媒中心 合一堂一粒麥子傳媒中心 (02)29319436, 77091144

9 上品生活科技 上品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4388

10 也美書法藝術工作室 也美書法藝術工作室 (05)7832209, 0932557821

11 中山工商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07)7815311

12 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04)24730022

13 王文革 個人

14 中正大學通識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5)2720489

15 中市居仁國中 臺中市立居仁國民中學 (04)22223620

16 方啟宗 個人

17 中華生活數學推廣學會 中華生活數學推廣學會 (02)86607442

18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 (05)2720411

19 王傳才 個人

20 中橡林園先進材料 中橡集團林園先進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5316556

21 台北室內合唱團 台北室內合唱團 (02)27764089

22 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3703579

23 代延玉 個人

24 永康鹽行天后宮 永康鹽行天后宮 (06)2532323

25 瓦當人文 瓦當人文有限公司 (03)5952625

26 卡德爾 卡德爾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4178

27 台灣中油油品行銷事業部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02)87898989

28 台灣巴哈伊 台灣巴哈伊出版社 (02)27070347

29 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 (07)2316588

30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0223569461

31 台灣乳房醫學會 台灣乳房醫學會 (02)25239118

32 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全民台語聖經協會 0922429420

33 老高美設計 老高美設計有限公司 (03)3019982

34 任軒瑩 個人

35 李文鴻 個人

36 吳佳蓁 個人

37 李宣萱 個人

38 李昭儀 個人

39 希格斯星際量子茶會 希格斯星際量子茶會 (04)23960776

40 李國欽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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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吳翼中 個人

42 林中華 個人

43 青出宜蘭合作社 保證責任宜蘭縣青出宜蘭農業運銷合作社 (03)9515915

44 邱秀英 個人

45 來青閣畫室 來青閣畫室 (02)27113878

46 林哲賢 個人

47 林衡茂 個人

48 花學堂 花學堂 (04)22549038

49 林麗如 個人

50 宜蘭利澤簡信義公族譜纂委會 宜蘭利澤簡信義公徒台支系族譜纂修委員會 (03)9507876

51 政大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部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02)29387674

52 胡文華 個人

53 南民工作室 南民工作室 (02)28056610

54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財團法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02)87977333

55 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07)3617141

56 科見藝術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科見藝術文教基金會 (02)25818511

57 侯彼德 個人

58 活泉人文館 活泉人文館 (05)2712159

59 風雲科技文創 風雲科技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3)5713596

60 科普產學合作計畫辦公室 科普產學合作支援計畫-計畫辦公室 (02)22360065

61 柔聲音樂 柔聲音樂 (03)5711217

62 高市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07)8061622

63 桃市養工處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03)3396122

64 翁志宗 個人

65 徐佩涵 個人

66 真哪噠 真哪噠股份有限公司 (02)86715922

67 高雄大學藝創系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07)5919271

68 夏紫庭 個人

69 唐華瑄 個人

70 海樺出版 海樺出版 (02)25235077

71 崑山科大視訊系 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 (06)2727175

72 逢甲社會創新學院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 (04)24517250

73 現代美 現代美股份有限公司 (02)89537799

74 陳艾七 個人

75 陳阿水 個人

76 張宗欽 個人

77 張明義 個人

78 梁書瑋 個人

79 張晉嘉 個人

80 麥桿星人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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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梁雪婷 個人

82 涵集工作室 涵集工作室 (06)2587619

83 深智數位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02)27327925

84 陳筠茹 個人

85 張學德 個人

86 黃文龍 個人

87 童玉娟 個人

88 黃郁升 個人

89 黃郁芳 個人

90 凱恩文化工作室 凱恩文化工作室 (07)5224086

91 黃啟泰 個人

92 喬智形象設計 喬智形象設計有限公司 (02)27321234

93 黃熙文 個人

94 新北市柑園國中 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 (02)26801958

95 新北市深坑國小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 (02)26624675

96 楊各華 個人

97 聖皇新天公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聖皇新天公教育基金會 (02)86678331

98 雷涵琳 個人

99 楊渝惠 個人

100 詹詠幀 個人

101 想閱文化 想閱文化有限公司 (08)7329090

102 愛鄰舍書屋 愛鄰舍書屋 (02)29612214

103 臺大藥品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藥品產業創新領域教學推動中

心

(02)23224392

104 臺中科大圖書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圖書館 (04)22195460

105 廖武治 個人

106 臺師大噴泉詩社 臺師大噴泉詩社 (02)77341021

107 實修般若讀書會 實修般若讀書會 (02)27833308

108 實踐大學應外系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應用外語學系 (02)25381111

109 嘉縣中埔鄉農會 嘉義縣中埔鄉農會 (05)2532201

110 臺灣李喬文學協會 臺灣李喬文學協會 (04)22471441, 0933428534

111 臺灣網路認證 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02)23708886

112 蓮因寺 蓮因寺 (049)2770790

113 劉金蓉 個人

114 蔡佳璋 個人

115 劉禹瑢 個人

116 範時尚插畫經紀工作室 範時尚插畫經紀工作室 (02)28325223, 0970062626

117 劉義榮 個人

118 潘燕楠 個人

119 蔣濟翔 個人

120 賴玉貞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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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蕭辰倢 個人

122 曉明女中藍墨水文藝社 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藍墨水文藝社 (04)22921175

123 曉然文化藝術工作室 曉然文化藝術工作室 0937128733

124 樹德科大室設系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07)6158000

125 默默團隊 默默團隊 (03)4506333

126 彌勒商學院 彌勒商學院 (07)3800107

127 藝友出版社 藝友出版社 (02)27089348

128 藝術鑑賞協會 中華民國藝術鑑賞協會 (04)22982511

129 關懷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關懷文教基金會 (04)724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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