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三貝德數位文創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2)66355288

2 小霖文教 小霖文教有限公司 (02)32344122

3 文千科技有限公司 文千科技有限公司

4 王子綾 個人 (02)32342783

5 五丰文化 五丰文化有限公司 (04)23109929

6 月見星野 個人

7 元昶 個人

8 中華五股開臺尊王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五股開臺尊王協會 (05)5341916

9 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

10 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

11 北中南東設計團隊 北中南東設計團隊

12 可否文化 可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02)89115515

13 正修科大視傳系 正修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07)7358800

14 加乘烘焙手工坊 加乘烘焙手工坊

15 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牙醫植體醫學會 (02)23076829

16 台灣角川國際動漫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角川國際動漫股份有限公司

17 台灣魚雜誌社 台灣魚雜誌社

18 台灣瓷繪藝術協會 台灣瓷繪藝術協會 (05)2250124

19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02)25851775

20 台灣鍾姓宗親總會 台灣鍾姓宗親總會

21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02)23636419

22 百丈山房 百丈山房 0915065722

23 安卓伊 個人 0921114500

24 字圖所整合行銷 字圖所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02)25171598

25 呂元富 個人

26 吳自若 個人 0972155022

27 宋汝夔 個人 (07)6612987

28 佐佑出版 佐佑出版有限公司 (04)23265530

29 吳啟豪 個人 (06)2050610

30 吳凱琳 個人 (02)27522616

31 林水木 個人

32 於泮 個人

33 兩岸犇報 兩岸犇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長庚科大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系(所)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健康

照護管理系(所)

(03)2118999

35 兩岸書院 台灣兩岸書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6 季風 個人

37 松風閣畫廊 松風閣畫廊 (04)22474215

3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03)9320747

39 青雲印刷月曆 青雲印刷月曆有限公司 (02)86637009

40 明新科大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明新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與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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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邱榮茂 個人 0935709058

42 界外文化 界外文化 0988975212

43 洪守志 個人 0972608907

44 范同學出版社 范同學出版社

45 食品科技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食品科技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

心

(04) 22840780

46 洪禎佑 個人

47 悅知文化 悅知文化

48 荒島 個人 (06)2751243

49 馬偕兒童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兒

童醫院

50 泰運國際 泰運國際有限公司 (02)89250583

51 桃樂絲童書坊 桃樂絲童書坊有限公司 (04)7386060

52 張永騰 個人

53 張志千 個人

54 陳佳豪 個人 (049)2658248

55 旋音音創教育 旋音音創教育有限公司

56 張若琳 個人

57 許哲齊 個人

58 張曼玲 個人 (04)23712884

59 基隆市暖西國小 基隆市暖暖區暖西國民小學 (02)24588583

60 彩酷行銷工作室 彩酷行銷工作室 (04)36008677

61 敏實科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 敏實科技大學智能科技學院 (03)5927700

62 梁廣庫 個人 (02)28738711

63 陳聰信 個人

64 陳懷崇 個人

65 黃世傑 個人

66 智邦數位多媒體 智邦數位多媒體有限公司

67 雲林縣馬光國小 雲林縣土庫鎮馬光國民小學 (05)6653864

68 菁英文化出版 菁英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02)23887005

69 黃建芳 個人 0928525591

70 黃品雲 個人 (03)4501368

71 曾炳榮 個人

72 博特出版 博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04)36115828

73 紫蓮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紫蓮慈善事業基金會 (02)25936611

74 新北市埔墘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 (02)29616690

75 葉玉祥 個人

76 新竹縣芎林鄉立幼兒園 新竹縣芎林鄉立幼兒園 (03)5921135

77 新東海國際科技 新東海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78 圓周綠 圓周綠有限公司 (02)25958637

79 電週文化 電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622880

80 傳華創意企劃 傳華創意企劃股份有限公司 (02)2793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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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葉樹姍 個人

82 臺中市大德國小 臺中市梧棲區大德國民小學 (04)26568928, 26568927

83 臺中市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84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媽祖信仰發展協會 臺中市潭子區大富媽祖信仰發展協會

85 蓋比泰勒製片 蓋比泰勒製片有限公司 (04)22583663

86 臺北市大湖國小附幼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87 蜜莉雪兒創作坊 蜜莉雪兒創作坊

88 嘉義市當代藝術學會 嘉義市當代藝術學會

89 團團創新社 團團創新社股份有限公司 (02)27043128

90 劉俞妤 個人

91 劉富吉 個人 (06)2807675

92 蔡瑞妙 個人

93 慧豐學會 慧豐學會

94 鍾世瑩 個人 (02)27658445

95 謝季中 個人 (06)2375505

96 謝思盈 個人

97 環球生技多媒體 環球生技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02)27261065

98 謝滄益 個人

99 駿燁企業 駿燁企業有限公司

100 簡秀麗 個人

101 闕河淵 個人

102 藍濃 藍濃有限公司 (04)8830981

103 朧月書版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104 靈姬 個人 091517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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