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AM創意工作室 AM創意工作室

2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 (02)25782626

3 乙農企業 乙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8939148

4 力暘能源 力暘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4)37076272

5 三民輔考資訊 三民輔考資訊有限公司 (02)77292329

6 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 (02)26561700

7 元天中醫診所 元天中醫診所 (02)27090013

8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7276001

9 丹之寶 丹之寶有限公司 (02)25335158

10 公益傳播基金會 財團法人公益傳播基金會

11 中華大安修德學會 中華大安修德學會 (02)29772723

12 中興大學出版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出版中心 (04)22840291

13 牙醫助理崩壞版 牙醫助理崩壞版

14 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 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 0955037488

15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 (04)22308430

16 正友企業社 正友企業社 (07)3813054

17 台北律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 (02)23515071

18 玉世家珠寶 玉世家珠寶有限公司 (02)27765249, 27542066

19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基金會 (02)87323216, 87320576

20 弘雅三民圖書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02)25006600

21 立達國際運通 立達國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22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辦

公室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辦

公室

(04)22859256

23 台灣英文新聞 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02)23517666

24 台灣護理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 (02)27552291

25 兆宇藝術中心 兆宇藝術中心

26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 交通科學技術博物館

27 吳方摯 個人 (02)29238458

28 吳永勤 個人 0960082660

29 吳宇 個人

30 伯利恆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天主教伯利恆社會福利

基金會

(06)7830456

31 何武吉 個人

32 狂熱球資訊 狂熱球資訊有限公司

33 克蘭普文化 克蘭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4 松柏林攝影工作室 松柏林攝影工作室

35 武陵十友書畫社 武陵十友書畫社 (03)4971962

36 林勝義 個人

37 林鄭晟 個人 (02)23416067, 0915026738

38 花蓮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花蓮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0912091603

39 拉闊文化 拉闊文化有限公司

40 拾田創意 拾田創意有限公司 (02)2876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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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星巡文化 星巡文化有限公司

42 挖坑自己跳 挖坑自己跳

43 胡秀玲 個人

44 屏東縣西西古文教協會 屏東縣西西古文教協會

45 洪崇文 個人 (05)5342601

46 柯榮三 個人

47 洪嘉隆 個人 (02)82213945, 0922759510

48 南億興業 南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孫台義 個人 0912919579

50 高安勇 個人

51 翁烔慶 個人

52 高雄市油騎兵鐵馬社 高雄市油騎兵鐵馬社

53 徐瑞奎 個人

54 凌群漫畫 凌群漫畫 0933943327

55 泰豐古董藝品行 泰豐古董藝品行 0916095766

56 旅讀出版社 旅讀出版社 (02)23222812

57 紳士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紳士出版

58 陳正民 個人 (07)3866410

59 陳永泰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陳永泰文教基金會 (02)23458088

60 現代語言 現代語言有限公司 0905711356

61 梁金樹 個人

62 陳宥霖 個人 (04)26930675

63 張祖恩 個人

64 笭菁工作室 笭菁工作室 0922010413

65 陳誠亮 個人

66 許瑞珊 個人

67 張瑞釗 個人 (04)27023051

68 費子軒 個人 (02)28965231

69 華之和音 華之和音

70 彭育琦 個人

71 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03)5712121

72 黃建彪 個人

73 買動漫 買對動漫股份有限公司 (02)21001112

74 朝陽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04)23323000

75 智堡科技 智堡科技行銷有限公司 (03)3124777

76 惠豪文化 惠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5)2264820

77 曾德堂 個人

78 智觀文創 智觀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7)3313520

79 新心人類非凡教育訓練 新心人類非凡教育訓練有限公司

80 楊吳鵬 個人 (02)2429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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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葉登賢 個人 0985521728

82 極誌文化SIJIMA 極誌文化SIJIMA

83 微塵國際 微塵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02)25330036

84 微讀 微讀 (02)77292329

85 遐觀書會 遐觀書會

86 輔大領導與科技發展學程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02)29056703

87 臺中市西岐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 (04)26811747

88 臺中市潭陽國小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國民小學 (04)25382255

89 臺北科大互動設計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02)27712171

90 翟金誠 個人 0933259888

91 臺南市玉井國小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

92 臺南市西門實驗小學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93 趙素娟 個人

94 嘉義市教育處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05)2254321

95 嘉義市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東區精忠社區發展協會

96 福祿貝爾教育科技 福祿貝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3)3124777

97 臺灣陶瓷雕塑學會 臺灣陶瓷雕塑學會

98 鄭子寮福安宮 鄭子寮福安宮 (06)2820597

99 蔘利商號 蔘利商號

100 磐怡文化 磐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1 褒忠祠 褒忠祠 (03)4932246

102 鄭農軒 個人

103 龍峰開發 龍峰開發有限公司 0800333658

104 講台文化 講台文化有限公司 (02)25316779

105 戴國峯 個人

106 闕仙羑 個人

107 藍豐有限公司 藍豐有限公司 (04)22608187

108 羅友三資產規劃 羅友三資產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02)27357733

109 羅躍權 個人

110 釋心見 個人

111 蘇獻隆 個人 (03)9589753

112 巔峰潛能 巔峰潛能有限公司 (02)2737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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