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JIT國際美髮連鎖集團 JIT國際美髮連鎖集團 (07)3944560

2 十一空間設計文化 十一空間設計文化有限公司 (03)4287844

3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8511888

4 日下棗 個人

5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所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05)2720618

6 尹信方 個人

7 方俐懿 個人

8 中華世界和平宗教交流協會 中華世界和平宗教交流協會 (02)86678331

9 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 中華甲骨文藝術協會 (04)22635870

10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02)77179933

11 文藻外語大學應華系暨華研所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

(07)3426031

12 台中市逍遙藝術學會 社團法人台中市逍遙藝術學會 0936996828

13 玄古學庫發展 玄古學庫發展有限公司 (03)4571029

14 巧米文化工作坊 巧米文化工作坊 0905077308

15 本在空間 本在空間 (02)26205526

16 正和書院 正和書院 (04)23375709

17 台俄協會 台俄協會 (02)27552773

1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02)27365850

19 台灣天然抱石 台灣天然抱石

20 台灣因哈特國際清真認證 台灣因哈特國際清真認證有限公司 (02)25455998

21 台灣好夥伴 台灣好夥伴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696676

22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03)3281200

23 台灣青年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青年基金會 (04)23148350

24 台灣的故事 台灣的故事有限公司 (02)22238817

25 台灣能源工作室 台灣能源工作室 (02)25456628

26 台灣認知功能促進協會 台灣認知功能促進協會 (02)87730508, 27167685

27 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06)2757575

28 成大創意基地 C-Hub成大創意基地 (06)2757575, (06)2360426

29 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 (02)25562116

30 朱奐玫 個人

31 同音國際 同音國際有限公司 (02)23943348

32 旭晨企業社 旭晨企業社 (07)3425527~8

33 艾邁思國際 艾邁思國際有限公司 (04)24638440

34 朱鴻琦 個人

35 李宛霖 個人

36 李是慰 個人

37 李春學 個人

38 吳凌烟 個人

39 宋銘軒 個人

40 李懿宣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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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東方設計大學設計中心 東方設計大學設計中心 (07)6939504

42 林宗輝 個人

43 金門縣稅務局 金門縣稅務局 (082)325197

44 空軍第三戰術戰鬥機聯隊 空軍第三戰術戰鬥機聯隊 (04)25623411

45 邱俊德 個人

46 周雋 個人

47 林福全 個人

48 花蓮縣詩書畫協會 花蓮縣詩書畫協會 (03)8566099

49 宣言製作工作室 宣言製作工作室 (02)87914181

50 南投縣頂崁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社區發展協會 (049)2774041

51 胡明隆 個人

52 胡美蘭 個人

53 美通印刷實業 美通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04)23215438

54 紅動創新 紅動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02)29081698

55 城鄉風貌工作室 城鄉風貌工作室 (02)29449664

56 柯瓊芳 個人

57 夏恩國際教育 夏恩國際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02)23116000

58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 高雄市雲網路多媒體新聞協會 (07)5867960

59 高雄科大基礎教育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學院基礎教育中

心

(07)3617141

60 桃園市書法教育學會 桃園市書法教育學會 (03)3802208

61 陳大川 個人

62 陳小雀 個人

63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03)9373088

64 乾坤一擊創意 乾坤一擊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0982957458

65 祭祀公業法人嘉義縣王慎齋 祭祀公業法人嘉義縣王慎齋 (05)3714229

66 陳佩幸 個人

67 陳金英 個人

68 陳孟秋 個人

69 陳坩鳳 個人

70 許原豪 個人

71 動健科技 動健科技有限公司 (02)77289361

72 瓷揚企業 瓷揚企業有限公司 (02)22615388

73 張凱清 個人

74 許智涵 個人

75 傅氏國際文化 傅氏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6)3966728

76 紫玄觀 紫玄觀 (037)833598

77 游牧者書房 游牧者書房

78 博苑 博苑股份有限公司 (02)27948008

79 喜皓國際 喜皓國際有限公司 (02)26952998

80 幅新手織織聞設計室 幅新手織織聞設計室 (02)2781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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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華奧博岩品牌創研 華奧博岩品牌創研有限公司 (04)24751919

82 黃衛 個人

83 曾興平 個人

84 晶鯨書軒 晶鯨書軒 (037)561752

85 葉文傑 個人

86 愛文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福音藝術傳播

協會

(02)23691811

87 新狂草藝術 新狂草藝術有限公司 (02)26309889

88 煙花人 個人

89 葉美智 個人

90 葉高潮 個人

91 楊瑄明 個人

92 勤學文化 勤學文化 (06)5985070

93 臺大藥學校友會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校友會 (02)33668744

94 臺中市三田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04)26262400

95 彰化縣萬興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國民小學 (04)8682759

96 彰化縣墨友書畫學會 彰化縣墨友書畫學會 (04)8812966

97 臺南市南區新興國小 臺南市南區新興國民小學 (06)2617452

98 臺南市環湖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大內區環湖社區發展協會 (06)5760165

99 團結出版社 團結出版社 (02)28951317

100 嘉義基督教醫院早療管理中心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早療管

理中心

(05)2765041

101 輔導會彰化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 (03)5688246

102 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昆達里尼瑜伽教師協會 0909370913

103 鄭方靖 個人

104 潘玫足 個人

105 蔡孟璇 個人

106 蔡振念 個人

107 鄭國南 個人

108 樂雅 樂雅有限公司 (02)26976555

109 鄭睦瑛 個人

110 蔡榮發 個人

111 劉榮黔 個人

112 樂疊創意機器人 樂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 (04)24734555

113 興大資工系 國立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04)22840497

114 親子學研文化 親子學研文化有限公司 (02)22263070

115 靜宜大學南島民族研究中心 靜宜大學南島民族研究中心 (04)26328001

116 蕭瑟寡人 個人

117 器觀Studio 器觀Studio 0912137517

118 鍾煊 個人

119 環球七福廣告 環球七福廣告有限公司 (02)25789668

120 薛舜鴻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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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戴嘉明 個人

122 顏睦軒 個人

123 蘇國榮 個人

124 蘇裕盛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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