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404資料Be Found 404資料Be Found

2 Amanda繪本吧 Amanda繪本吧

3 Aparallax Aparallax

4 Lemon Tart's Illustration World Lemon Tart's Illustration World

5 NunoFelt Studio NunoFelt Studio (04)25245036

6 Occental TenTen Publishing and Resources Occental TenTen Publishing and Resources Co.,

Ltd.

0979922378

7 Suda書打 Suda書打

8 Wanny Richman 個人

9 川人街工作室 川人街工作室

10 小宇宙文化 小宇宙文化 (02)23702798

11 小窩工作室 小窩工作室

12 凡塵空翼 凡塵空翼

13 上境設計工程 上境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04)23582227

14 王子軒 個人

15 五六七八久社會企業 五六七八久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16 中正大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先進工具機研究中心 (05)2720411

17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03)4227151

18 王若芸 個人

19 王思佳 個人

20 中華民國法友佛教學會 中華民國法友佛教學會 0984208640

21 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 (05)2781779

22 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02)25172871

23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 中華藝創文旅協會

24 日輪 個人

25 台北市私立靜宜大學校友會 台北市私立靜宜大學校友會

26 玄玄道長 個人

27 北市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02)23703739

28 正合印刷 正合印刷有限公司

29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30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南投分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南投分會

31 甘樂阿舍美術館 甘樂阿舍美術館 (06)2229858

32 台灣中油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7)5824141

33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 台灣中醫藥品質醫學會 (02)22818192

34 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02)27554455

35 台灣明愛會 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36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06)5718888

37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 台灣首府大學餐旅管理學院

38 台灣美展免審作家協會 台灣美展免審作家協會

39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02)23685757

40 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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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台灣國際商務及人文研究學會 (07)3010026

42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 (02)23217314

43 朱峯誼 個人

44 李吉男 個人 0910212949

45 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06)2902031

46 希言文化 希言文化有限公司 (02)22075457

47 李牧 個人

48 妙思客娛樂 妙思客娛樂事業有限公司 (03)4700112

49 杜威海外教育 杜威海外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50 李建榮 個人 0932153808

51 吳雅怡 個人

52 沈揚庭 個人 (06)2757575

53 育達科大科技創新學院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科技創新學

院

(037)651188

54 我樂多事務所 我樂多事務所

55 林熺俊 個人 (07)3857720

56 初心者咖啡店 初心者咖啡店 0972839756

57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

文化資產管理處

(05)2779843

58 阿油 個人

59 京采文教 京采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02)29778872

6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 (02)26326939

61 金絡索文藝工作室 金絡索文藝工作室 (02)28948648

62 林富源(臺中市) 個人

63 明新科大華語文教學中心 明新科技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64 長榮大學神學院 長榮大學神學院 (06)2785123

65 周榮國 個人 (06)2005913

66 板橋翻譯社 板橋翻譯社

67 奇蹟製造 奇蹟製造有限公司

68 東籬出版社 東籬出版社

69 韋瓦笛室內樂團 韋瓦笛室內樂團

70 洋芋伯伯數位出版 洋芋伯伯數位出版

71 胡志強 個人

72 南投縣延平國小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民小學

73 屏東縣車城國小射寮分校 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射寮分校 (08)8821010

74 洪射 個人

75 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03)2873066

76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02)22035124

77 苗栗地檢署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037)353410

78 耶斯列國際 耶斯列國際有限公司

79 范雯鈴 個人

80 思瑀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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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浮光讀冊文化 浮光讀冊文化有限公司

82 馬利亞 個人

83 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馬英九文教基金會 (02)27937008

84 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02)24622192

85 桃城陶埕藝術工作室 桃城陶埕藝術工作室 (05)2711855

86 真理大學管理學院 真理大學管理學院

87 泰勒瓦工坊 泰勒瓦工坊 0928782595

88 徐清全 個人

89 浴硯書屋 浴硯書屋

90 桃園市大園區公所 桃園市大園區公所 (03)3867703

91 桃園市以文吟社 桃園市以文吟社 (03)4255943

92 桃園市平鎮觀光文化導覽協會 桃園市平鎮觀光文化導覽協會

93 桃園市就業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94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03)3203711

95 泰墨創藝影像 泰墨創藝影像有限公司 (04)24624218

96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 島嶼的集體記憶計畫

97 郭汭鴻 個人 0909587627

98 張拓 個人

99 莎妹工作室 莎妹工作室 (02)23111390

100 陳洪厘 個人

101 梁籽精 個人

102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103 郭淑華 個人

104 基隆市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中山區新建社區發展協會 (02)24232181

105 寄暢園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寄暢園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7551336

106 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0918152781

107 陳薇真 個人

108 黃啓芳 個人

109 曾文社區大學 曾文社區大學 (06)5703122

110 黃右禎 個人

111 富辰創意印刷 富辰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112 傅吳碧琴 個人

113 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

114 彭雄渾 個人

115 賀賢琳 個人

116 筆頭Penpoint 個人

117 彭馨緣 個人

118 楊心怡 個人 (07)3809899

119 新北市北極宮 財團法人新北市北極宮 (02)26815752

120 新北市板橋區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傳統民俗文化協會 (02)295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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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新北市政風處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02)29603456

122 新北市新住民子女成長協會 新北市新住民子女成長協會

123 遇泉 個人

124 農糧署南區分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 (06)2372161

125 臺大校友雙月刊 臺大校友雙月刊 (02)33662045

126 輔大博物館學研究所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02)29052157

127 臺大醫院移植小組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移植小組 (02)23123456

128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臺中市豐原區農會

129 彰化縣廣興國小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 (04)8962584

130 臺北教育大學性平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02)27321104

131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02)27321104

132 漢殷文化 漢殷文化

133 福智藝術文創 福智藝術文創有限公司

134 輔導會清境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 (049)2802222

135 臺灣各種吧 臺灣各種吧股份有限公司 (02)77515251

136 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 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 (07)5574516

137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臺灣通用設計應用發展協會

138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02)33431221, 33431223

139 臺灣藝大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臺灣文化政策智庫中心 (02)22722181

140 鄧永昇 個人 (07)7668368

141 鄭秀玲 個人 (02)27712171

142 劉廷祖 個人

143 潘宜興 個人

144 劉宸宇 個人

145 澎湖縣社會處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06)9260385

146 鄭榮郎 個人 (07)7358800

147 澎澎工作室 澎澎工作室

148 劉懿德 個人 0983136173

149 獨角文化 獨角國際傳媒事業群-獨角文化 (04)37077353

150 賴怡君 個人 0934134737

151 賴彥亘 個人 (04)7220663

152 頤創藝 頤創藝有限公司 (02)27022471

153 薛如婷 個人 (03)4635476

154 謝承惠 個人

155 優群國際聯合 優群國際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156 轉高高娛樂 轉高高娛樂有限公司

157 豐創投資顧問 豐創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58 羅文男 個人

159 灣顏工坊 灣顏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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