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Andre 個人

2 C. Michael Riches 個人

3 EMZ Art Studio EMZ Art Studio (02)22542936

4 人文社群出版 人文社群出版有限公司 (02)29318171

5 二叔公 個人

6 乂迪生科技 乂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3813698

7 山立坊教育團隊 山立坊教育團隊 (049)2910960

8 小米遊記 小米遊記 (02)29247275

9 大博爾青年服務協會 中華民國大博爾青年服務協會 0937395858

10 太白樂擊文化 太白樂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4)22412030

11 中科院篆刻社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篆刻社 (03)4712201

12 日南慈德宮管委會 日南慈德宮管理委員會 (04)26814098

13 王娟娟 個人

14 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會 中華人文科技創新國際學會 (04)26275367

15 中華自然醫學教育學會花精教研中心 中華自然醫學教育學會花精教研中心 (06)2013243

16 王惠芳 個人

17 中華孫立人研究會 中華孫立人研究會 (02)89782858

18 中華許衡山靈學研究推廣總會 中華許衡山靈學研究推廣總會 (04)22020536

19 中華郵政臺北郵局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02)23114331

20 中華創意科技技術研究發展協會 中華創意科技技術研究發展協會 (04)7272761

21 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02)29110954, 29111217

22 王鼎曄 個人

23 立人國際中小學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 (02)27381188

24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 (02)25599933

25 白色牙材 白色牙材股份有限公司 (04)23205806

26 立光形象創意 立光形象創意有限公司 (02)23316626

27 台灣有機農夫市集發展協會 台灣有機農夫市集發展協會 (04)22803752

28 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02)28921709

29 台灣語言教育學會 台灣語言教育學會 (06)3501010

30 成大化學系友會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系友會 (06)2367490

31 成大醫學院護理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06)2238803

32 吉他好事小咖啡館 吉他好事小咖啡館 0980895882

33 好合顧問 好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787238

34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好客在一起工作坊 (04)24721709

35 秀水高工室內設計科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室內空間設計科 (04)7697021

36 杜世宏 個人

37 君好健康實業社 君好健康實業社 (06)5933400

38 杜岳 個人

39 李明宗 個人

4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03)85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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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02)25926998

42 谷嫚婷 個人

43 巫穗雲 個人

44 吳麗鑫 個人

45 邱文頊 個人

46 亞合力設計 亞合力設計有限公司 (04)23162037

47 林家瑋 個人

48 佳敏企業台北分公司 佳敏企業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02)27837689

49 林國雄 個人

50 金與藍美術 金與藍美術 0988109484

51 和誼創新 和誼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1140

52 春羽茶莊 春羽茶莊 (04)23926611, 0937438998

53 南投縣工藝茶文化研究協會 南投縣工藝茶文化研究協會 (049)2271957

54 南投縣溪南國小 南投縣埔里鎮溪南國民小學 (049)2904517

55 洪添助 個人

56 振成牀飾行 振成牀飾行 (06)2754171

57 神角智識傳播 神角智識傳播有限公司 (04)24751549

58 時空研究書苑 時空研究書苑 (04)22350195

59 宸品文化 宸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9113483

60 鬯流文創工作室 鬯流文創工作室 (04)23384621, 0933426519

61 徐苑榕 個人

62 朗朗小書房 朗朗小書房 (03)5752238

63 真哪噠出版社 真哪噠出版社 (02)86715922

64 高雄市後勁國中 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 (07)3654111

65 倪順成 個人

66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03)4572105

67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桃園市政府法務局 (03)3325731

68 秦鈺勛 個人

69 桂瑞華 個人

70 陳韵芬 個人

71 郭文昌 個人

72 康文傑 個人

73 陳育麟 個人

74 張東田 個人

75 陳美江 個人

76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02)89127388

77 郭紫木書畫工作室 郭紫木書畫工作室 0905281141

78 紳著時尚顧問 紳著時尚顧問有限公司 (03)6212246

79 張智端 個人

80 陶痴雅集 陶痴雅集 093550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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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陳煖慧 個人

82 張璐瑜 個人

83 陳麗娟(語言學) 個人

84 華友文化 華友文化有限公司 (02)77133899, 77291877

85 曾火松 個人

86 復旦高中第59屆醫科面試團 復旦高中第59屆醫科面試團 (03)3215631

87 雲林官邸兒童館 雲林官邸兒童館 (05)5345951

88 游家惠 個人

89 黃孫權 個人

90 黃揚升 個人

91 黃惠婷 個人

92 創寬 創寬有限公司 (03)3185289

93 華藝國際整合行銷 華藝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2)25235448

94 新北市淨心書會 新北市淨心書會 (02)22530603

95 新北市瑞芳書道學會 新北市瑞芳書道學會 (02)24971206

96 新北市環境文教協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環境文教協會 (02)26791760

97 楊永智 個人

98 葉毓勻 個人

99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04)23936767

100 臺中市住宅發展工程處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 (04)22289111

101 臺中市觀世音菩薩信仰弘傳學會 臺中市觀世音菩薩信仰弘傳學會 0965309288

102 臺中科大教務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務處 (04)22195082

103 綜合口味 綜合口味 0973731137

104 寧定威 個人

105 臺南市東山區公所 臺南市東山區公所 (06)6802100

106 廖述麟 個人

107 榴陽王世界郭氏宗親總會 榴陽王世界郭氏宗親總會 (06)3840888

108 趙雅書 個人

109 福興靈糧堂 福興靈糧堂 (04)7776797

110 鄭元東 個人

111 鄭月珠 個人

112 澔思國際 澔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326526

113 墨雲畫會 墨雲畫會 (04)24618089

114 劉靚英文 劉靚英文 (04)23786578

115 蕭健宏 個人

116 璟璇企業 璟璇企業有限公司 (02)24628242

117 儒墨堂文化 儒墨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89935275

118 羅尚明 個人

119 羅盈嘉 個人

120 韻勝樂器 韻勝樂器有限公司 (04)2473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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