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温紹炳 個人 (06)2346599

2 Christopher Chen 個人

3 Draw Dream Draw Dream (07)3420603

4 Mirror 個人

5 Savannah Berman 個人 (04)23265008

6 乙泰企業 乙泰企業有限公司

7 一爐香文化 一爐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9178500, 23458819

8 山人好居工作室 山人好居工作室

9 大禾音樂製作 大禾音樂製作有限公司 (02)25788182

10 小魚乾工作室 小魚乾工作室

11 大寬文化工作室 大寬文化工作室

12 大藝術家畫廊 大藝術家畫廊 (02)85015683

13 中原大學USR計畫辦公室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USR計畫辦公室 (03)2656219

14 五倍創意 五倍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02)28910804

15 中華人權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 (02)33936900

16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 中華宗教生命關懷教育推廣學會 (02)29052796

17 中華家族傳承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家族傳承發展協會 0928935415

18 中華數位科技暨教育協會 中華數位科技暨教育協會 (07)2850321

19 王詣典 個人

20 方圓齋畫室 方圓齋畫室

21 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影音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 (02)27403169

22 台西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西文教基金會 (05)69814000

23 卡米爾 卡米爾股份有限公司

24 台東天主教會教義中心 台東天主教會教義中心

25 包果室 個人

26 未來敘事工場 未來敘事工場股份有限公司 (02)27652000

27 禾家工作室 禾家工作室

28 白尊宇 個人

29 白嘉莉 個人

30 申學彥 個人

31 台灣中油油品行銷事業部蘇澳供油中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東區

營業處蘇澳供油中心

(039)969341

32 台灣移工聯盟 台灣移工聯盟

33 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 0925232820

34 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

35 江勇 個人

36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南工處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

處

(05)3628111

37 交通部鐵道局 交通部鐵道局 (02)80723333

38 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02)23328558

39 李奇昌 個人

40 貝格爾育成 貝格爾育成有限公司 (02)2728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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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淑鉁 個人

42 見域工作室 見域工作室

43 林仁傑 個人

44 林主賢 個人 (089)530431

45 金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國立金門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46 尚忠義 個人

47 周美玉女士護理教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周美玉女士護理教育發展基金會 (02)87923100

48 林彥廷 個人 (07)7513125, 0926250832

49 幸福灣出版中心 幸福灣出版中心

50 卓麗貞 個人 (03)8572158

51 政大教育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52 胡少華 個人 0935058105

53 柏羽數位科技 柏羽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2)28313668

54 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55 南投縣山崇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竹山鎮山崇社區發展協會 (049)2625270

56 南投縣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049)2850036

57 故事文創國際 故事文創國際有限公司 (02)22310966

58 相知國際 相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9 苗栗縣卓蘭鎮觀光休閒產業文化發展協會 苗栗縣卓蘭鎮觀光休閒產業文化發展協會 (04)25892892

60 保進文教 保進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7)2236302

61 俠義國際 俠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2 家扶基金會屏東分所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

事務所

(08)7537123

63 家扶基金會屏東家扶 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

事務所

(08)7537123

64 高雄市太平國小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 (07)8019006

65 高雄市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寮區中庄社區發展協會 (07)7018500

66 高雄市灣子內朝天宮管委會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內朝天宮管理委員會 (07)3821734

67 桃園市大園仁壽宮 財團法人桃園市大園仁壽宮

68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平鎮區戶政事務所 (03)4580112

69 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70 張三酉 個人

71 許生霖 個人

72 陳衣華 個人 (02)26645451

73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06)2090300

74 許宣印 個人 (02)25853645, 0917666821

75 郭姿均 個人

76 許業武 個人

77 梁禎祥 個人 (04)7692261

78 許蕙纓 個人

79 童文薰 個人

80 曾育萱 個人 (089)38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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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雲林科大設計研究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研究中心 (05)5342601

82 傅裕上 個人

83 彭筠婷 個人

84 智擎數位科技 智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5239777

85 遊山玩水旅行社 遊山玩水旅行社有限公司 (04)22422209

86 楊文旭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楊文旭慈善事業基金會

87 新北市土城藝術文化促進會 新北市土城藝術文化促進會 (02)22619285

88 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 新北市現代藝術協會

89 董炎山 個人 (06)6802582

90 詹前裕 個人

91 輔大織品服裝學院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院

92 彰化縣二林戶政事務所 彰化縣二林戶政事務所 (04)8960683

93 彰化縣北鎮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田尾鄉北鎮社區發展協會

94 彰化縣成功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

95 彰化縣陝西國小 彰化縣秀水鄉陝西國民小學 (04)7692242, 7698067

96 趙永寧 個人

97 廖宗傑 個人

98 臺南市林鳳國小 臺南市六甲區林鳳國民小學 (06)6983583

99 臺南市南瀛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瀛文化協會

100 臺師大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

101 廖盛芳 個人 (06)2712009, 0979699240

102 聚落書坊文教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聚落書坊文教發展協會 0905581182

103 嘉義縣竹崎國小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國民小學 (05)2611018

104 臺灣科大應用外語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02)27333141

105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06)2253218

106 劉惠蓉 個人

107 澎湖縣湖西國小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國民小學

108 劉睿兩岸高中數學出版社 劉睿兩岸高中數學出版社 (02)27217968

109 學習王科技 學習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545789

110 興翰文教科技 興翰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3581851

111 聶佑芸 個人

112 藍海萍 個人 (07)6435401

113 魏筱珊 個人

114 藝朵文化 藝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5 羅字凱 個人

116 魔法兔兒童瑜珈社 魔法兔兒童瑜珈社 (03)368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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