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Tim Lapis 個人

2 丁易章 個人

3 大師棋創 大師棋創事業有限公司 (07)5225115

4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03)5254198

5 中市德化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 (04)26874602

6 日向國際文化創意 日向國際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25705959

7 王宣曆 個人

8 中華中醫實效療法醫學會 中華中醫實效療法醫學會 (07)2362998

9 中華民國養鹿協會 中華民國養鹿協會 (06)2993611

10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 中華傳統養生教育發展協會 (07)3107765

11 永久和平夥伴世界總會 永久和平夥伴世界總會 (02)27693321

12 民生科技傳媒 民生科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85225959

13 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02)29377717

14 打里摺建築藝術 打里摺建築藝術有限公司 (04)36019686

15 白芳容 個人

16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02)23225320

17 台灣動物保健協會 台灣動物保健協會 (04)23177069, 0989705181

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臨安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臨安教會 (06)2586893

19 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 (02)33938008

20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 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 (07)3868607

21 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 (04)22361700, 0989891709

22 成安知 個人

23 有風堂漆藝工坊 有風堂漆藝工坊 (03)5310784

24 吉祥院 吉祥院

25 守善 守善股份有限公司 (02)26867199, 26866668

26 竹縣錦屏國小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國民小學 (03)5841633

27 江麗惠 個人

28 李宇珊 個人

29 李佳珈 個人

30 李季眉 個人

31 李旻愷 個人

32 系品 系品有限公司 (02)26098557

33 吳哲宇 個人

34 角頭文化 角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8121921

35 何樵暐工作室 何樵暐工作室有限公司 (02)25232232

36 李耀文 個人

37 林天成 個人

38 林文聰 個人

39 周希平 個人

40 法務部屏東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08)778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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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松崗數位文創 松崗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2)23830383

42 林逸儒 個人

43 林義証 個人

44 林榮泰(臺北市) 個人

45 花蓮縣邱安德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花蓮縣邱安德文化藝術基金會 (03)8861664

46 宜縣民宿協會 宜蘭縣民宿協會 (03)9641680

47 花縣志學國小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民小學 (03)8662600

48 金融服務業使徒中心 台灣金融服務業基督徒職場使徒中心 (07)7517726

49 法藍瓷 法藍瓷股份有限公司 (02)27670117

50 科丁聯盟協會 社團法人科丁聯盟協會 (02)29106609

51 美力齡生醫 美力齡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06)2531571

52 南市漚汪國小 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民小學 (06)7942012

53 昱光開發 昱光開發有限公司 (07)3384357

54 迪傑魔 迪傑魔股份有限公司 (07)3323113

55 施圓美 個人

56 春雷創意顧問 春雷創意顧問有限公司 (02)89147697

57 音樂園文化 音樂園文化有限公司 (04)23821190, 23893660

58 紅嬰媒體資訊 紅嬰媒體資訊有限公司 (02)25555245

59 時大音樂國際 時大音樂國際有限公司 (02)77134333

60 徐佳永 個人

61 振皓工程顧問 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3456

62 財富方舟 財富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02)77298898

63 高雄市滾水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燕巢區滾水社區發展協會 (07)6160339

64 財經傳訊 財經傳訊出版社 (02)22255777

65 書塔熊工作室 書塔熊工作室 (03)4636403

66 張九驊 個人

67 陳名婷 個人

68 陳孟資 個人

69 陳明毅 個人

70 陸軍第六軍團 陸軍第六軍團 (03)4502101

71 陳昱叡 個人

72 基督教工業福音團契 財團法人基督教工業福音團契 (02)23620657

73 陳銓 個人

74 陳榮安 個人

75 國際扶輪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 國際扶輪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 (04)23593786

76 張慶國 個人

77 張慶輝 個人

78 健諾克 健諾克有限公司 (02)27942644

79 畢鎬嬌 個人

80 翔名國際 翔名國際有限公司 (04)2473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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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黃建旗 個人

82 黃信麒 個人

83 雲縣庵古坑文史工作協進會 雲林縣古坑鄉庵古坑文史工作協進會 0928368309

84 新北市瑞濱國小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 (02)24978184

85 楓林館工作室 楓林館工作室 0925550132

86 彙通文流社 彙通文流社有限公司 (02)82858151

87 誠藝顧問 誠藝顧問有限公司 (02)25455998

88 嘉市保福宮管委會 嘉義市保福宮管理委員會 (05)2385200

89 赫思西亞品牌創意 赫思西亞品牌創意有限公司 (04)24751919

90 嘉義市立美術館 嘉義市立美術館 (05)2788228

91 嘉義高商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05)2782421

92 嘉義縣中寮安溪城隍文教協會 嘉義縣中寮安溪城隍文教協會 (02)25316341

93 實踐大學財金系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02)25381111

94 實踐大學國貿系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02)25381111

95 實踐大學會計學系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系 (02)25381111

96 精靈幻舞舞團 精靈幻舞舞團 (02)26223562

97 臺灣甲子書會 臺灣甲子書會 (02)23642108

98 蔡信義 個人

99 劉駿誠 個人

100 廣鴻興 廣鴻興有限公司 (049)293107

101 駱思安 個人

102 賴美豆 個人

103 衡奕精密工業 衡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8692

104 橙智國際教育集團 橙智國際教育集團 (02)27335338

105 環球科大資訊電商系 環球科技大學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 (05)5370988

106 藍春榮 個人

107 警察故事舘 彰化縣警察局警察故事舘 (04)8335023

108 譽賢文創 譽賢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2)2225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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