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MIA 個人

2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Taiwan Mandarin Institute Co. (02)23653859, 0970629824

3 一品景造園 一品景造園有限公司 (04)24793541

4 二重港仁安宮 財團法人二重港仁安宮 (06)7862013

5 王有康 個人

6 文珍印刷 文珍印刷有限公司 (07)6962002

7 元國印刷廠 元國印刷廠 (04)23145931

8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02)23121965

9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03)4255336

10 中華國際原生復育協會 中華國際原生復育協會 (07)5584589

11 中華數位設計創作協會 中華數位設計創作協會

12 引興精實管理顧問 引興精實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4)23586399

13 台中巿基督教富足靈糧堂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中巿基督教富足靈糧堂基金會 (04)24823627

14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15 令和開發 令和開發有限公司

16 可洛洛文化創意 可洛洛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02)26971176

17 台灣E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E化資安分析管理協會 (03)3282321

18 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生活規劃術協會

19 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利未支派事奉協會 (02)27771977

20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 台灣頂極工藝協會

21 台灣鐵道故事館 台灣鐵道故事館有限公司 (04)23389733

22 百合歡專業攝影社 百合歡專業攝影社 (03)5529889

23 宇波光科技 宇波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31248775

24 百通科技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6926066

25 沐日設計工作室 沐日設計工作室 (037)358509

26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成數位出版分

公司

27 沐光畫會 沐光畫會 (04)22478585

28 吳哲銘 個人 (02)22304711

29 那條魚國際 那條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 吳雪粧 個人

31 吳進輝 個人 0933490490

32 吳道文 個人 0905159985

33 余瑞萍 個人

34 你說說工作室 你說說工作室 (03)8705360

35 吳談 個人

36 典心小舖 典心小舖

37 松茂詩人的家 松茂詩人的家

38 林泰璋 個人

39 林淑萍 個人

40 邱惠雪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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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阿道夫樂器 阿道夫樂器有限公司 (02)22527878

42 欣嘉和 欣嘉和有限公司

43 阿爾堤斯科技 阿爾堤斯科技有限公司 (07)3337733

44 花蓮縣新社國小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民小學

45 金融家月刊有限公司 金融家月刊有限公司

46 飛凡文化 飛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姚以婷 個人

48 風車生活 風車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28286969

49 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社團法人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 (049)2326196

50 南投縣慈恩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埔里鎮慈恩社區發展協會 (049)2900157

51 屏東縣南和國小 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民小學 (08)8791263

52 柏瑞克 柏瑞克股份有限公司 (02)23582958

53 洗錢防制辦公室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02)23222618

54 師大美術館籌備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館籌備處

55 凌宇 凌宇有限公司 (02)25566226

56 孫老師行銷講堂 孫老師行銷講堂 (02)89705518

57 高明堂圖文創意工作室 高明堂圖文創意工作室 (02)27882538

58 孫國祥 個人

59 高雄市大山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旗山區大山社區發展協會 (07)6662889

60 高雄市篆刻學會 高雄市篆刻學會

61 高雄市蟯港人文協會 高雄市茄萣區蟯港人文協會 (07)6905937

62 高雄市寶來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社區發展協會

63 涅普頓藝術 涅普頓藝術有限公司 (02)28213439

64 孫傳莉 個人

65 徐錦坤 個人 0932504612

66 陳文琦 個人 (02)26601088

67 陳文榮(臺北市) 個人 0978826606

68 健行科大民生與設計學院 健行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

69 張志豪 個人 (049)2316872

70 庸金誠 個人

71 許明徹 個人

72 陳香君 個人

73 陸軍通訓中心 陸軍通信電子資訊訓練中心

74 陳星雄 個人 0935965252

75 張瑋心 個人

76 許瑞暖 個人

77 黃上恩 個人

78 黃文珊 個人 (02)29053268

79 黃明雄 個人

80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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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開朗文化 開朗文化

82 游家楷 個人 0933022112

83 朝陽科大航空機械系 朝陽科技大學航空機械系 (04)23323000

84 傑閣書會 傑閣書會

85 彭慶東 個人 (0)422629660

86 黑潔明工作室 黑潔明工作室

87 新北市生態生活促進會 新北市生態生活促進會

88 葉宇軒 個人

89 葫蘆墩易學文創 葫蘆墩易學文創有限公司 (02)29673888

90 臺中市博愛國小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 (04)25943446

91 臺中市霧峰國小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 (04)23393069

92 彰化縣姊妹會 彰化縣姊妹會 (04)7223867

93 彰化縣環保局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04)7115655

94 臺北大學人文學院 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 (02)86741111

95 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6 臺北市大安高工圖書館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圖書館 (02)27091630

97 臺北東山雅集 臺北東山雅集 (02)28326202

98 廖兆旻 個人 (03)4924611

99 碩果文化創意 碩果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87869899

100 臺東縣大溪國小 臺東縣太麻里鄉大溪國民小學

101 臺東縣豐年國小 臺東縣臺東市豐年國民小學 (089)226733

102 趙恒玉 個人

103 蓉貴軒 蓉貴軒 (04)36028799

104 嘉義縣興中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發展協會 (05)2213914, 2217505

105 劉良萊 個人

106 蔡沂蓁 個人

107 劉宗聖 個人

108 劉朝來 個人

109 劉曉菁 個人 (03)9310421

110 蔡錦源 個人 (02)26955786

111 蕭明鈞 個人 (02)25410111

112 學研翻譯出版 學研翻譯出版有限公司 (02)25867889

113 聯中雄國際貿易 聯中雄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 優品文化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85213848

115 謝錦榮 個人 (03)3311545

116 簡昌達 個人

117 麗娜藝術 麗娜藝術有限公司 (02)29876389

118 嚴玟鑠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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