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瑠公水利會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02) 27130025

2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 (02)28150660

3 ONF Co., Ltd. ONF Co., Ltd.

4 PAPARAYA 個人

5 Susan Patrice De Simone 個人

6 一葦文思 一葦文思

7 丁俊民 個人 (02)27072411

8 大興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彰化縣大興文教基金會 (04)7792251

9 云云手創坊 云云手創坊

10 文心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文心藝術基金會 (02)26588886

11 方巧如 個人

12 王艾琳 個人 0908188173

13 王志強 個人

14 中油攝影社 中油攝影社 (07)5824141

15 中科院系統發展中心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

16 中科院系發中心雄風計畫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雄風計畫

17 中國女紅坊 中國女紅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3960097

18 中華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差傳會 社團法人中華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差傳會 (04)22358286

19 中華亞洲藝術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亞洲藝術協會

20 央團本土語文組 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語文領域

本土語文組

21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02)23119062

22 台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發展協會 (02)83692860

23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 台灣國際文化藝術大聯盟 0975255529

24 台灣摩訶瑜伽行者真理實踐會 台灣摩訶瑜伽行者真理實踐會

25 台灣濕地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學會 (03)5553081

26 台灣藝起公益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藝起公益協會 (02)28965518

27 江金曄 個人

28 江素媚 個人

29 全球基督徒禱告院 財團法人全球基督徒禱告院 (089)361165

30 名媚國際 名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4)7861915

31 何啓峰 個人 (02)29434517

32 呂日星 個人

33 住邦佳士得國際資產 住邦佳士得國際資產有限公司 (02)37655678

34 何佩華 個人 0921606654

35 巫佳蓮 個人

36 李威辰 個人

37 李若梅 個人 (0836)25474

38 佛哲書舍 佛哲書舍有限公司 (02)23704971

39 吳紹祺 個人 (07)6939652

40 沃傑文化 沃傑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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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吳貴德 個人

42 吳鳳旗 個人

43 李營生 個人 0937688104

44 宏觀視野 宏觀視野股份有限公司 (02)87913391

45 林川又 個人 (06)2134792

46 亞太永和 NGO亞太永久和平聯盟 (02)27693321

47 邱浩彰 個人

48 周朝南 個人

49 杰華經管工作室 杰華經管工作室 (07)7108005

50 阿葉 個人 (02)29305520

51 林滄池 個人

52 忠義行出版社 忠義行出版社

53 奇遠科技 奇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5221695

54 夜夢晨光工作室 夜夢晨光工作室

55 金縣斗門社區發展協會 金門縣金沙鎮斗門社區發展協會 (08)2352582

56 紀少陵 個人

57 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

58 拾青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拾青文化

59 柯孟軒 個人

60 屏東縣九如國小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 (08)7392159

61 屏東縣舊寮國小 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 (08)7962994

62 南島之眼文化工作室 南島之眼文化工作室 (03)9511464

63 若微玹 個人

64 侯壽峰 個人 (04)22212222

65 留一點空間工作室 留一點空間工作室

66 栗子文創工作室 栗子文創工作室

67 高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07)6701847

68 高市國教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十二年國教課程發展

團隊

(07)3590116

69 真光社(臺北市) 真光社

70 展翊愛樂 展翊愛樂暨音樂文化教育推廣協會

71 高雄市龍肚國小 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 (07)6851124

72 高雄科大外語學院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外語學院 (07)6011000

73 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籌備處 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籌備處 (03)3594000

74 桃園市誠信愛心家園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誠信愛心家園

75 財團法人鹿江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鹿江教育基金會

76 高醫大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07)3121101

77 淡江教會 淡江教會 (02)26267454

78 淡江網路新聞報 淡江網路新聞報

79 許春美(屏東縣) 個人 (08)7851000

80 健康煮出版社 健康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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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張婷雅 個人

82 鳥語文化出版 鳥語文化出版

83 黃子珊 個人

84 黃怡雅 個人

85 雲訊科技企業 雲訊科技企業

86 博倫思國際 博倫思國際健教事業有限公司

87 註異文庫 註異文庫 (02)29321314

8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03)4855368

89 黃彩雲 個人

90 黃裕祁 個人

91 舒瑪可國際 舒瑪可國際有限公司 0963498569

92 曾德偉 個人 0905052877

93 雲縣環保局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05)5340414

94 新北市二二八總會 新北市二二八總會 (02)26404295

95 新北市柑林國小 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 (02)24931624

96 董玉麟 個人 0988666526

97 新竹縣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關西鎮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03)4071288

98 葉曼玲 個人

99 勤誠興業 勤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鼎緒洋行 鼎緒洋行 (08)8323365

101 腳踏實地文史工作室 腳踏實地文史工作室 (04)25242262

102 臺東農田水利會 臺灣臺東農田水利會 (089)326100

103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 (06)6982001, 6982284

104 鳴個喇叭文化工作室 鳴個喇叭文化工作室 0939111325

105 嘉縣中埔鄉公所 嘉義縣中埔鄉公所 (05)2533321

106 綵灃文創 綵灃文創有限公司

107 臺灣小百合國際蒙特梭利全人教育發展學會 臺灣小百合國際蒙特梭利全人教育發展學會 (02)27920986

108 臺灣竹會 社團法人臺灣竹會 (05)5379755

109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02)27898166

110 鄭志浩 個人

111 劉崇義 個人

112 黎漢軒 個人

113 劉孋 個人

114 賴瑞星 個人 (037)230620

115 盧錫煥 個人

116 謝三泰 個人

117 蘇子進 個人 0979606924

118 寶嚴國際文教圖書 寶嚴國際文教圖書有限公司 (07)522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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