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GLOs GLOs (02)27963638

2 Terrier Cyrille 個人 (02)22430112

3 了凡出版 了凡出版有限公司 (02)29351011

4 小人工作室 小人工作室

5 大屯火山觀測站 大屯火山觀測站 (02)28614852

6 大玩創意 大玩創意有限公司 (03)3262912

7 久畝故事發展 久畝故事發展有限公司

8 中央書局 財團法人上善人文基金會中央書局

9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天主堂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鹿港天主堂 (04)7772650

10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 天主教鳳山耶穌君王堂

11 王柔文 個人

12 中國文字學會 中國文字學會 (04)24517250

13 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團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效力志工團 (02)22642178

14 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

15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 0987792093

16 中興大學校史館 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 (04)22840290

17 中鋼公司企業工會 高雄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8 心麗創藝 心麗創藝有限公司 (04)26802369

19 玄玄 個人

20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

(02)25558595

21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 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 (02)27735982

22 台北藝術院 台北藝術院

23 台南市將軍社區發展協會 台南市將軍區將軍社區發展協會 (06)7946368

24 古裕發商號 古裕發商號 (03)3320919

25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台灣兒童文學學會

26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冤獄平反協會 (02)27374700

27 台灣國家聯盟 社團法人台灣國家聯盟 (02)23217398

28 台灣腎臟醫學會 台灣腎臟醫學會 (02)23310878

29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發電廠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04)26302133

30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 (03)3283201

31 台灣獨家傳媒 台灣獨家傳媒有限公司

32 台灣藺草學會 台灣藺草學會 (037)744252

33 江之翠劇場 江之翠劇場 0921081611

34 回看工作室 回看工作室

35 老圃造園 老圃造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2)28728448

36 朱家韻 個人 (03)4203468

37 至善文化電子書 至善文化電子書 (02)26238942

38 伊德品牌設計 伊德品牌設計有限公司 (04)22468535

39 米蘭教育 米蘭教育有限公司

40 吳先健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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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宋秉修 個人 0988611566

42 吳盈著 個人 (04)8780496

43 李翊寧 個人

44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02)86310133

45 青少年純潔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02)23660664

46 東台方舟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東台方舟文化藝術基金會 (06)2158703

47 東昇新創 東昇新創國際有限公司 (07)7517726

48 邱怡甄 個人

49 波通有限公司 波通有限公司

50 法務部臺中戒治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04)23803642

51 幸聞園 幸聞園有限公司 (02)27714677

52 林翰 個人

53 宜蘭縣北成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社區發展協會 0935869890

54 哇大創意整合 哇大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0937076600

55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 (02)29357651

56 姚守衷 個人 (02)29179629, 29100531

57 屏東縣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58 屏東縣來義國小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 (08)7850411

59 屏東縣來義國小附幼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8)7850411

60 為為設計 為為設計有限公司

61 洪添賢插畫設計工作室 洪添賢插畫設計工作室 0919002861

62 若貽 個人

63 型創科技顧問 型創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89690409

64 保聖那管理顧問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2)27082929

65 姚輝 個人

66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 (03)9359917

67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07)3237248

68 桃園市秘書處 桃園市政府秘書處 (03)3341428

69 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 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 (03)3596480

70 秦裕倫 個人 (02)27712171

71 桃園觀光雜誌社 桃園觀光雜誌社 (03)3315873

72 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財團法人唯心聖教功德基金會 (04)24727757

73 莫仔 莫仔有限公司 (04)23398250

74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 (02)33663366

75 常名 常名股份有限公司 0928227633

76 陳秀炘 個人

77 許志明 個人

78 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美術學科中心

(02)25019802

79 陳志榮 個人

80 張季雅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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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陶宗瑋 個人

82 莊建隆 個人

83 陳昱融 個人 0988013461

84 淬書客工作室 淬書客工作室

85 陳國泰 個人

86 陳淑娟(新北市) 個人

87 笙旌國際開發 笙旌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03)3751189

88 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02)24322699

89 張凱琋 個人 (02)24553340

90 陳瑞麟 個人

91 硫酸俱樂部 硫酸俱樂部有限公司 (02)22173310

92 陳黎美明 個人

93 野穢 野穢

94 許藍方 個人

95 黃千芳 個人

96 黃文炫 個人 (07)3418128, 0933715286

97 就曰設計 就曰設計有限公司 (02)25211248

98 雲林科大精進技職教育中部區域辦公室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精進技職教育中部區域辦

公室

(05)5342601

99 黃孟雯 個人

100 雲林縣傳統工藝文創產業發展協會 雲林縣傳統工藝文創產業發展協會 (05)7837556

101 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 華拓藝術家國際交流協會 (06)2139932

102 華商整合行銷 華商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3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 番割田創意工作室

104 朝陽科大研究發展處 朝陽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04)23323000

105 湯皓茹 個人

106 童漫秀多媒體 童漫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107 超藝術空間 超藝術空間有限公司

108 曾櫳震 個人

109 喜歡文創 喜歡文創有限公司 0932754679

110 新北市菁桐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社區發展協會 (02)24951511

111 萬吉建設機構 萬吉建設機構 (08)7321218

112 源泉科技 源泉科技有限公司

113 楊奕農 個人 (03)3351203

114 溯源顧問工作室 溯源顧問工作室

115 趙文心 個人

116 彰化中學59年級畢業50周年紀念冊編委會 彰化中學59年級畢業50周年紀念冊編輯委員

會

117 臺中市大楊國小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 (04)26200634

118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04)22211088

119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臺中市立啟明學校 (04)25562126

120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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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臺北市政風處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02)27208889

122 臺北市清江國小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02)28912764

123 綠色和平基金會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02)23612351

124 漂帆漢文工作室 漂帆漢文工作室

125 翡冷翠文創 翡冷翠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02)27728880

126 睿和茶 睿和茶有限公司 (07)2238636

127 廖雨濃 個人

128 臺南市和順國小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學

129 臺南市省躬國小 臺南市南區省躬國民小學 (06)2622460

130 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南市臺灣首廟天壇 (06)2211156

131 臺南藝術公社 臺南藝術公社

132 瑪納文化 瑪納文化

133 綺莉思出版社 綺莉思出版社

134 寧斐御業 寧斐御業有限公司

135 嘉義市媽爸寶貝育兒發展協會 嘉義市媽爸寶貝育兒發展協會 (05)2279807

136 嘉義市警察局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05)2220579

137 臺灣樂屋文化協會 臺灣樂屋文化協會 (03)5260733

138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 0971628163

139 鄧兆旻 個人

140 潘秀玲 個人

141 德明財經科大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42 蔡海如 個人

143 蔡振為 個人

144 劉雪娥 個人

145 鄭晴 個人 0918646520

146 劉登科 個人

147 盧卡斯薩克斯風愛樂社 盧卡斯薩克斯風愛樂社

148 盧德勝 個人

149 鍾宏彬 個人

150 鍾松晉 個人

151 鴻恆行銷有限公司 鴻恆行銷有限公司 (04)23753572

152 優識文化 優識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27525031

153 簡銘伸 個人 0922916612

154 羅凡晸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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