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AKRU 個人

2 Dreamkeepr Dreamkeepr

3 三日月書版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02)27992788

4 尤怪工作室 尤怪工作室 (03)5991030

5 丹青圖書 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6 王貞 個人

7 文訊月刊雜誌社 文訊月刊雜誌社

8 月球 月球有限公司

9 中華人工智慧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人工智慧協會 (02)25411315

10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總會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總會 (02)27321422

11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財團法人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02)27754145

12 台北市法自然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基金會 (02)23410390

13 台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 台北儒林升大學補習班

14 加貝先生與加貝太太 加貝先生與加貝太太

15 生命之道國際顧問 生命之道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02)25778655

16 北星文化 北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9229001

17 古結保安廟 古結保安廟

18 台灣中藥臨床學會 台灣中藥臨床學會 (04)23722301

19 台灣藝術學會 台灣藝術學會

20 光行文化 光行文化

21 朱茂男 個人

22 全球小紅帽協會 全球小紅帽協會 (02)2301 2160

23 沈文俊 個人

24 呂秀蓮 個人

25 巫登益美術館 巫登益美術館

26 吳榮泰 個人

27 何漢嘉 個人

28 吳鱷 個人

29 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

30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1 林振山 個人 (06)6850981

32 金榜筆記企業社 金榜筆記企業社

33 陌上商行 陌上商行有限公司

34 風月襟懷 風月襟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7752163

35 香光莊嚴雜誌社 香光莊嚴雜誌社 (07)7133891

36 美的旋律出版社 美的旋律出版社

37 范特喜微創文化 范特喜微創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4)23050519

38 胡鼎宗 個人

39 原住民族語言新竹學習中心 原住民族語言新竹學習中心 (03)5715131

40 桃園市圳頭國小 桃園市大園區圳頭國民小學 (03)386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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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原圓出版社 原圓出版社 (02)22560148

42 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43 淨心老和尚紀念會 淨心老和尚紀念會

44 莊昌霖 個人

45 陳威均 個人

46 陳保霖 個人

47 張捷誠 個人

48 許博倫 個人

49 莊萬貴 個人 (03)5935218

50 陳聖道 個人

51 張碧惠 個人

52 陳鵬仁印文社 陳鵬仁印文社 (02)27059121

53 紫牛文化 紫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7)3227493

54 黑白格文藝事業 黑白格文藝事業

55 華以勒 華以勒有限公司

56 黃永傳(臺北市) 個人

57 棋朋樂器行 棋朋樂器行

58 華茂國際企業 華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1621787

59 智遠文化教育 智遠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04)22651380

60 葉乃琳 個人

61 鼎甲文教 鼎甲文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62 新式樣智權開發 新式樣智權開發有限公司 (02)27082770

63 臺大醫院企劃管理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企劃管理部 (02)23123456

64 臺大鐵道暨火車研習社 國立臺灣大學鐵道暨火車研習社

65 臺中市立人高中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04)24834138

66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懷協會 臺中市麻糬社志願服務關懷協會

67 臺中市朝中畫會 臺中市朝中畫會

68 臺北文創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文創基金會 (02)66226888

69 鳳甲美術館 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鳳甲美術館 (02)28942272

70 境好出版 境好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71 臺南市東陽國小 臺南市學甲區東陽國民小學

72 熊亮原 個人 0935925456

73 廖冠凱 個人 (02)26633536, 0919101872

74 熊哥漫漫喬工作室 熊哥漫漫喬工作室

75 趙展毅 個人 (06)2670798

76 樂田出版社 樂田出版社

77 樂彩森林創意文化 樂彩森林創意文化 (02)26627261

78 蔣雅文 個人

79 龍行文教 龍行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3)4593388

80 蕭美玲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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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興毅總壇 財團法人興毅總壇 (03)4116999

82 魏道密 個人 (02)26871038

83 鷹巢形象 鷹巢形象 (07)3705228

84 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 (02)8231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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