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十三番工房 十三番工房 (03)4985944

2 不二陶工坊 不二陶工坊 (037)234805, 0925208881

3 天王星出版 天王星出版

4 毛志成 個人

5 公益信託刑事學策進基金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公益信託刑事學

策進基金

(02)23493456

6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 (07)2360882

7 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易學教育研究院協會

8 王湘璇 個人 (07)5835560

9 古氏文藝 古氏文藝有限公司 (04)22528068

10 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 (04)22242161

11 目目文創工作室 目目文創工作室 0958580677

12 玉皇文化 玉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4)23609700

13 立夏文化 立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 布袋里代天府管委會 布袋里代天府管理委員會 (06)2467042

15 左鈴鐺 個人

16 台灣女人連線 社團法人台灣女人連線 (02)23929164

17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02)23919529

18 台灣血液基金會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 (02)23951126

19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02)26007975

20 吉山書畫藝術 吉山書畫藝術有限公司 (06)2931321, 0933613557

21 冰之幻影 個人

22 合和堂命理堪輿擇日館 合和堂命理堪輿擇日館 (02)28979423

23 朱昌龍 個人

24 百衛生物科技 百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吳侊峻 個人

26 妙古齋古典美術畫廊 妙古齋古典美術畫廊

27 伯言三日 伯言三日

28 吳汪昶 個人

29 呂映萱 個人

30 吳俊德(南投縣) 個人 (04)92998662

31 沈麗鳳 個人

32 李權益 個人

33 周士軒 個人

34 亞太公私合夥建設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亞太公私合夥建設(PPP)發展協會 (02)87710929

35 周金柱 個人 (02)22879402, 0937836004

36 奇奇畫畫 奇奇畫畫

37 武孟餘 個人

38 呦呦藝術 呦呦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02)23961966

39 林朔雪 個人 0909181771

40 林清池 個人 (02)2556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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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金露 個人

42 姚任祥 個人

43 信仰曆 信仰曆有限公司

44 科均 科均有限公司

45 屏東縣公館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公館國民小學 (08)7522205

46 侯劉昆蘭 個人 (02)23689416

47 徐秋宜 個人

48 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國立高雄大學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49 高雄市甲仙國小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 (07)6751025

50 高華君 個人

51 桃園捷運公司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03)2838888

52 馬誌翎 個人

53 徐權鼎 個人 (02)23023661

54 淂洣國際 淂洣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55 許文昌 個人 0911307669

56 陳氏藝術 陳氏藝術 (02)27522578

57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08)3625125

58 陳芷萱 個人

59 陳昭佑 個人

60 氫淼科技 氫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2)335409

61 陳琪瑩 個人

62 梁榕 個人

63 國際扶輪3522地區 國際扶輪3522地區

64 異點文化出版社 異點文化出版社 0975930933

65 黑木耳&酸辣湯 黑木耳&酸辣湯

66 黃至君 個人 (04)26302066

67 曾育儀 個人

68 晶典國際美學 晶典國際美學有限公司 (02)29756777

69 彭明德 個人 (03)8341367

70 雲林縣石龜國小 雲林縣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 (05)5972354

71 黃厚淵 個人

72 黃冠程 個人 0932039291

73 黃書琅 個人 (02)27319118

74 最強大腦教育科技 最強大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3)4940241

75 博雅出版 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02)27030009

76 萊逸生物科技 萊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4)24736166

77 黃裕隆 個人

78 無雙多媒體出版部 無雙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部門

79 惠璿諮詢中心 惠璿諮詢中心 (02)27120027

80 傅韻麗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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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北市山佳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國民小學 (02)26806673

82 新竹市台灣藝術大學校友會 新竹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友會 0915689865

83 新竹都城隍廟 新竹都城隍廟 (03)5223666

84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室 詩與奇幻冒險工作室

85 葉毅均 個人

86 臺大戲劇系研究所學生會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研究所學生會

87 臺中市新社高中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04)25812116

88 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 (02)86741111

89 臺北商業大學商設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

90 管建忠 個人

91 臺南普賢慈善會 臺南市普賢公益慈善會

92 彰師大出版社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出版社 (04)7232105

93 鄧正梁 個人

94 廣悅科技教育 廣悅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04)22421268

95 鄭漢吾 個人

96 興大國際事務處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

97 學明書局 學明書局 (04)8340360

98 賴岸璋 個人 (04)7139955

99 癌症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金會 (02)27752529

100 礁溪協天廟管委會 勅建礁溪協天廟管理委員會

101 簡立玲 個人

102 羅崧庭 個人

103 蘇美琳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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