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Pam Pam Liu 個人

2 sKY_Associative sKY_Associative

3 丁正生 個人 (02)27563708

4 丁柏晏 個人

5 十美廣告設計社 十美廣告設計社 (04)26871885

6 小雅文創事業 小雅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7 天寶藝術中心 天寶藝術中心 (03)5330599

8 可樂國際文創 可樂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9 田龜 個人 0921841761

10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02)25424092

11 台灣唯心佛教會 台灣唯心佛教會 (049)2630016

12 台灣偉門智威 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37661000

13 台灣設計研究院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02)27458199

14 台灣發炎性腸道疾病學會 台灣發炎性腸道疾病學會 (02)23146776

15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 (02)29262712

16 台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 台灣護理人員福音協會 (02)23670136

17 光生出版 光生出版

18 好好文薈工作室 好好文薈工作室

19 成實作室影像工作室 成實作室影像工作室

20 光譜映像 光譜映像有限公司 (02)23683252

21 吳水丕 個人 (02)29112175

22 李心惠 個人

23 李文蓉 個人

24 李宜晉 個人

25 沈佳蓉 個人

26 李信慧 個人

27 李書孝 個人 (02)27556595

28 李國憲 個人

29 芥子山房 芥子山房

30 明日公休工作室 明日公休工作室 (08)7210521

31 侒可傳媒 侒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77296189

32 林佑蓉 個人

33 兩岸國學書院 兩岸國學書院

34 金門縣柏村國小 金門縣金湖鎮柏村國民小學 (082)332465

35 林若璇 個人

36 林思德 個人

37 味益食品行 味益食品行 (08)8335930

38 林祐賢 個人

39 林崇舜 個人

40 芳雅寰宇 芳雅寰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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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明道大學精農系 明道大學精緻農業學系 (04)8876660

42 長榮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長榮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06)2785123

43 花蓮縣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社區發展協會 0980020814

44 星空凝視文化 星空凝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88094813

45 施美吉 個人

46 苗栗縣通霄國中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037)752002

47 致理科大商貿外語學院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商貿外語學

院

(02)22576167

48 侯國鈞 個人

49 洪筱函 個人 (02)25046188

50 迷走工作坊 迷走工作坊有限公司 0911214250

51 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真佛般若藏文教基金會 (02)29990469

52 高雄市普濟慈善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普濟慈善文化協會

53 徐德誠 個人

54 淡大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02)26215656

55 康成志業 康成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7705296

56 陳如麟 個人

57 陳孝宣 個人 (08)7510391

58 陳玟方 個人 0970370786

59 張芳誠 個人

60 陳勇文 個人

61 陳香伶 個人 (06)2365798

62 張雅欣 個人

63 陳進紀念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陳進紀念文化藝術基金會

64 張湘娥 個人 (02)27319118

65 張雅智 個人

66 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

67 陳徹達 個人

68 張蔚珩 個人

69 陳潤卿 個人 (02)26728530

70 紫皇天乙真慶宮管委會 紫皇天乙真慶宮管理委員會 (02)26104373

71 黃茂松 個人

72 視界藝術 視界藝術 (06)5900538

73 黃靖琁 個人

74 凱薩GLORY 凱薩GLORY

75 新北市秀峰國小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02)26480611

76 楷禾國際 楷禾國際有限公司 (02)28380162

77 新竹縣交通旅遊處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

78 裏路文化 裏路文化有限公司 (02)22181417

79 壽山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壽山文化基金會 (07)5562175

80 臺中市大秀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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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04)23933800

82 臺中市東海國小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

83 彰化縣竹塘國小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國民小學 (04)8972039

84 臺南市登革熱防治中心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85 臺南市新化美術協會 臺南市新化美術協會 (06)972325

86 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

87 德川書店 德川書店 (03)9322352

88 澎湖縣內垵國小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國民小學

89 澎湖縣馬公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 (06)9272165

90 黎曉鵑 個人

91 擎天生活新知 擎天生活新知股份有限公司 (04)23730050

92 簡靜惠 個人

93 羅惠瑜 個人

94 譚謀遠 個人

95 蘇聖珠 個人

96 顧淑梅 個人

97 龔韻雯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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