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41%海風的甜度 41%海風的甜度

2 Alain Brian Chang-Sinai 個人

3 Gyan Amin 個人 096205881

4 Hanna Sara 個人

5 ifom伊奴 個人

6 orff新世紀音樂教學中心 orff新世紀音樂教學中心

7 PK Music Center PK Music Center (02)28851038, 0958831390

8 一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 一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 (06)5956997

9 八二八數位智能 八二八數位智能有限公司

10 二心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二心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0983204655

11 丁俊心 個人

12 小牛頓開發文創 小牛頓開發文創有限公司 (02)23707665

13 寸田文化 寸田文化有限公司

14 千弦有聲出版社 千弦有聲出版社

15 凡音文化 凡音文化

16 小島動畫 小島動畫股份有限公司 0953636560

17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8 幻文學 幻文學

19 王旭統 個人 (02)27336539

20 天泉牙醫診所 天泉牙醫診所 (02)28738711

21 中科實中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04)25686850

22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 (07)8055950

23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02)28344409

24 中華新聞記者協會 中華新聞記者協會 (02)23416829

25 平心出版 平心出版 (02)29019913

26 台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 (02)25958872

27 台北市基督教唐崇榮國際佈道協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唐崇榮國際佈道協會 (02)89315431

28 台北市景美集應廟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 (02)29348446

29 永盛車電 永盛車電股份有限公司 (02)26982599

30 卡路風工坊 卡路風工坊

31 巧藝 巧藝有限公司 (06)3960563

32 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地球觀測學會 (037)382372

33 台灣念力覺醒生命文化推廣協會 台灣念力覺醒生命文化推廣協會 (02)27121736

34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台灣武俠傳說有限公司

35 台灣法學雜誌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 (02)23312128

36 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企業工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

企業工會

(07)2828196

37 台灣茶訊雜誌社 台灣茶訊雜誌社 (04)24078770

38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 (02)87682480

39 伍芃 個人

40 任勢知識 任勢知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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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707665

42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03)9871000

43 良好生活 良好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77096957

44 呂宗曄 個人

45 李欣穎 個人

46 李亞臻 個人 (02)22197320

47 李苹 個人 0930332511

48 良品出版社 良品出版社 (03)4283514

49 呂秋薇 個人

50 我家國際文化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3)3551899

51 呂凱文 個人

52 易力行 個人 0936167467

53 林元灝 個人 (02)25422508

54 青田悅 青田悅股份有限公司 (03)3550550

55 佳台書店 佳台書店 0961598069

56 虎尾基督徒聚會處 財團法人虎尾基督徒聚會處 (05)6327882

57 林映慈 個人 0952232568

58 林盈潔 個人

59 周哲水 個人

60 金魚文化 金魚文化 (02)22768940

61 周雅柟 個人

62 林凱斌 個人

63 邵雲龍 個人

64 抱雲齋人文藝術出版社 抱雲齋人文藝術出版社

65 林敬為 個人

66 林業展 個人

67 幸運雜誌社 幸運雜誌社 (02)29330389

68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2785123

69 林翠珊 個人 (02)29361245

70 侏羅紀 侏羅紀股份有限公司 (03)2228300, 2122990

71 南十字書屋 南十字書屋 (06)2215808

72 很小工作室 很小工作室

73 胡和澤 個人 (02)26234567, 0921052358

74 厚浦詹氏家譜續譜委員會 厚浦詹氏家譜續譜委員會 (02)22312899

75 威登文創 威登文創有限公司

76 施善繼 個人 (02)29429640

77 洪聖惠 個人 0908331273

78 前瞻基礎建設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國民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計畫 (02)29387276

79 紀灃酌 個人

80 娜伊瑪出版 娜伊瑪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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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高均數學工作坊 高均數學工作坊

82 原味太太 原味太太

83 馬莉君 個人 0975956831

84 高雄市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杉林區新和社區發展協會 (07)6774419

85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 (07)2828197

86 桃園市頭重溪三元宮 桃園市楊梅區頭重溪三元宮 (03)4825811

87 淨地球 淨地球有限公司

88 唯社文創 唯社文創

89 許美月 個人

90 陳秋錦 個人

91 張桓 個人

92 陳益村 個人 (02)27771355

93 張家現 個人

94 梁恩誠 個人 (02)22912734

95 張晉福 個人

96 移動繪本國際 移動繪本國際有限公司 0918392313

97 張凱竣 個人

98 國際扶輪3462地區總監辦事處 國際扶輪3462地區總監辦事處

99 郭豫珍 個人

100 陳藝堂 個人

101 黃文庭 個人 0800860999

102 陽明交大客家文化學院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03)5712121

103 陽明交大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 (03)5712121

104 程定華 個人

105 曾品屹 個人

106 黃追日 個人

107 凱婕 凱婕有限公司

108 創笙國際 創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639960

109 程遠翔 個人

110 黃鐘加 個人

111 愛人如己文創工作室 愛人如己文創工作室 (02)23635111

112 鼎文資訊 鼎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3319797

113 新店明聖宮管委會 新店明聖宮管理委員會 (02)22171983

114 楊金源 個人

115 楊忠銘 個人

116 萬語研發科技有限公司 萬語研發科技有限公司 (02)87723388

117 詩韻西畫學會 詩韻西畫學會

118 臺中市東寶國小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 (04)25324564

119 臺中市致用高中 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120 彰化縣北斗扶輪社 彰化縣北斗扶輪社 (04)888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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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臺南市保東國小 臺南市關廟區保東國民小學

122 臺南市喜樹國小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06)2622462

123 漂亮家居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漂亮家居出版 (02)25007578

124 綠書店 綠書店 (02)89422896

125 福馬書院 福馬書院

126 豪華文化 豪華文化事業行 (02)23084696

127 嘉義縣立竹崎高中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05)2611006

128 臺灣師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 臺灣師大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 (02)77491127

129 鄧千代 個人

130 蔡仁松 個人

131 質男幫文化 質男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2 劉芳郁 個人

133 蓮房書屋 蓮房書屋

134 劉培相 個人 (04)92772072

135 蔡誠一 個人

136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02)77448087

137 模體文創 模體文創有限公司 (02)23698869

138 獨売出版 獨売出版

139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 學好好學人文教育有限公司 (02)28748586

140 諾米插畫 諾米插畫有限公司

141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 (02)23131100

142 蕭煌麟 個人 0920030791

143 翰輝教育科技 翰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02)29811455

144 戴伴興 個人 0988761799

145 韓治華 個人

146 簡志嘉 個人

147 顏淑芬 個人

148 魏嘉宏 個人

149 羅金玫 個人

150 羅庭瑤 個人

151 穩達達文創有限公司 穩達達文創有限公司

152 蘇栢侯 個人 (04)22626779

153 鷹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鷹出版 (02)221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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