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咔年國際 咔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4)23592618

2 Daniel C. Oosthuizen 個人

3 Katiyani如觀 個人

4 一角鯨 一角鯨有限公司 (02)33938119

5 十圓科技 十圓科技有限公司 (037)468142

6 大古鐵器 大古鐵器股份有限公司 (04)23598320

7 大晟資產管理顧問 大晟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4)22976555

8 大趨勢國際文教諮詢顧問 大趨勢國際文教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03)5505195

9 水木文化 水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3)5716800

10 今天不吃藥 今天不吃藥 (08)7760041

11 中市宬林補習班 台中市私立宬林文理短期補習班 (04)22412468

12 中市華夏書畫協會 臺中市華夏書畫協會 (04)24838761

13 王君儀 個人

14 中研院政研所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02)26525300

15 心恩 心恩有限公司 (02)23432540

16 中國語文月刊社 中國語文月刊社 (02)23634195

17 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六堆學文化藝術基金會 (08)7710621

18 中華中醫男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中醫男科醫學會 (02)37651123

19 中華古今人文協會 中華古今人文協會 (02)27620112

20 中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會 中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會 (02)25566087

21 中華詩壇 中華詩壇 (04)7863960

22 王智榮 個人

23 中華臺灣客家國際藝文交流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臺灣客家國際藝文交流協會 0983214732

24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社團法人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03)3273730

25 王福田畫室 王福田畫室 (06)2337879

26 文薈樓出版編輯合作社 文薈樓出版編輯合作社 (02)27321104

27 台中東南扶輪社 台中東南扶輪社 (04)22241212

28 北市人智學教育推廣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人智學教育推廣協會 (02)85015822

29 永平財富管理顧問 永平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2)25717585, 25231618

30 本家行卷 本家行卷 (04)26529150

31 民國歷史文化書局 民國歷史文化書局有限公司 (02)23696912

32 丕績尼尼 丕績尼尼有限公司 (07)2226422

33 台灣好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好文化基金會 (02)25234080

34 台灣長照管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 (05)2720411

35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台灣軌道工程學會 (02)27883055

36 台灣組屋 台灣組屋股份有限公司 (02)27847333

37 台灣產紡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02)22685648

38 台灣國際瑜珈協會 台灣國際瑜珈協會 (04)23223903

39 台灣電子商務學會 台灣電子商務學會 (02)25179379

40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台灣感性資訊學會 (04)7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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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台灣愛貓美容協會 台灣愛貓美容協會 0903572603

42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 (06)2353535

43 交大鐵道會 國立交通大學鐵道研究會 (03)5721441

44 存仁院慈善基金會董事會 財團法人存仁院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會 (03)5922112

45 汎升視覺設計 汎升視覺設計 (04)22300701

46 地方藝文創新實驗場 地方藝文創新實驗場 (07)5252000

47 江炫宏 個人

48 字畝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字畝文化 (02)22181417

49 江學瀅 個人

50 吳文瑤 個人

51 吳宏禎 個人

52 余達工業 余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2712255

53 宏業陶藝 宏業陶藝有限公司 (02)26799118

54 宏福資能科技 宏福資能科技有限公司 (07)5557220

55 良樸 良樸有限公司

56 利築樹木保育 利築樹木保育事業有限公司 (04)23582327

57 吳寶安 個人

58 長耳兔心靈維度 長耳兔心靈維度有限公司 (02)26565958, 0932503249

59 金門大學運休系 國立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 (08)2312791

60 周明達 個人

61 芳怡繪本 芳怡繪本有限公司 (06)2595768

62 林保宏 個人

63 東海畜產系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04)23590121

64 林清玄文學館 林清玄文學館

65 林隆光 個人

66 法源文化 法源文化有限公司 (02)27075058

67 林瑄珮 個人

68 花蓮高中走讀社 花蓮高中走讀社 (03)8242236

69 和諧 個人

70 花縣三民國小附幼 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3)8841183

71 花縣中華花藝推廣協會 花蓮縣中華花藝推廣協會 (03)8332727

72 金縣邵氏宗親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邵氏宗親會 (082)329381

73 花縣鳳林國小 花蓮縣鳳林鎮鳳林國民小學 (03)8762031

74 亟大應用 亟大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02)37652191

75 南市水利局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06)6322231

76 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南市施金輝文化藝術基金會 (06)6362397

77 城仲模 個人

78 范欣文 個人

79 柯政寬 個人

80 南臺科大財金系 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06)253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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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屏縣東隆國小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08)8322064

82 孫中山圖書館基金會 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 (02)27889789

83 高市小林國小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07)6761065

84 桃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03)3807122

85 桃市桃園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 (03)3322268

86 高市獅甲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 (07)3311465

87 高市路竹高中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07)6963008

88 孫修睦 個人

89 烏夏數位文創娛樂 烏夏數位文創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0933770929

90 孫紹儀 個人

91 宮華文化 宮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2 海貍咖啡館 個人

93 起翹文化創意 起翹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7)2314567

94 陳氏太極黃國泰研究社 陳氏太極黃國泰研究社 (02)27270271

95 清水孟東方潮流文化 清水孟東方潮流文化 (02)87864767

96 張仁瀚 個人

97 速行網資訊社 速行網資訊社 (02)29328916

98 鹿庭探索與夢想實驗室 鹿庭探索與夢想實驗室

99 許淑貞 個人

100 陳惠珍 個人

101 陳淼勝 個人

102 陳菽蓁 個人

103 張菳鋒 個人

104 野蜂國際開發 野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02)23899296

105 許瑀嫺 個人

106 黃子珍 個人

107 富友文化 富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3081665

108 舜云音樂國際教育 舜云音樂國際教育機構 (04)23011237

109 黃玲玲(高雄市) 個人

110 富貴有道 富貴有道有限公司 (02)23461788

111 黃敬淳 個人

112 愛文福音傳播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02)23691811

113 新北市自強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02)29557936

114 解巧薇 個人

115 極地達人國際顧問 極地達人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2)25818287

116 楊育州 個人

117 愛沛特商行 愛沛特商行 (04)23177069

118 農委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089)324121

119 愛美莉 個人

120 楊恩源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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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萬國書局 萬國書局 (04)22217829

122 臺北大學師培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02)86741111

123 廖抱一 個人

124 彰師大數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04)7232105

125 赫書文化 赫書文化有限公司 (07)3872577

126 廖捨 個人

127 綠瓶子 個人

128 嘉義高工綜高社會科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社會科 (05)2763060

129 滌塵齋 滌塵齋 (04)24916656

130 實踐大學企管系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02)25331111

131 彰縣文開詩社 彰化縣文開詩社 0935978017

132 臺灣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治療學會 臺灣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治療學會 (02)89273456

133 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毫無隱藏關係協會 0958807853

134 臺灣基督長老淡水教會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 (02)26214043

135 鄭文昌 個人

136 劉佩蕾 個人

137 劉祐銘 個人

138 鄭國瑞 個人

139 盧秋志 個人

140 蕭裕正 個人

141 賴錦源 個人

142 謝正雄 個人

143 環球科大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05)5370988

144 謝耀德 個人

145 簡旻柔 個人

146 魏培煌 個人

147 簡單老師 個人

148 擺渡鳥 個人

149 霧件 霧件有限公司 (02)27000762

150 瀚溪出版社 瀚溪出版社

151 羅聖閎 個人

152 譚睛睛 個人

153 關廟山西宮管委會 關廟山西宮管理委員會 (06)5952135, 5957135

154 蘇茂賢 個人

155 蘇馬利體看見影音 蘇馬利體看見影音文化有限公司 (03)2180717

156 蘇瑞慧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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