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菓子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菓子文化 (02)22181417

2 黄怡蒨 個人

3 Boney Lee Kross 個人

4 Brandon Brander 個人

5 Langeweile Press Langeweile Press

6 一刻鯨選 一刻鯨選 (02)86925588

7 人間文教基金會(嘉義縣)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 (05)3412029

8 丹風事務所 丹風事務所

9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中華福音橋傳道會 (02)86662541

10 禾禾文化工作室 禾禾文化工作室

11 台北電影節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電影節 (02)23082966

12 北辰文化 北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86262760, 0939554728

13 出走文創工作室 出走文創工作室有限公司

14 甘泉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甘泉教育基金會 (08)7211586

15 世新大學華語文中心 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02)22368225

16 台灣山葉音樂 台灣山葉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02)77418888

17 台灣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學會 (06)2146488

18 台灣東鯤文史協會 台灣東鯤文史協會 (04)25359125

19 台灣基督長老榮星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榮星教會 (02)25419038

20 台灣琴會 台灣琴會

21 台灣環境教育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教育協會 (02)23925338

22 台灣薩迦利眾佛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薩迦利眾佛學會 (07)3986565

23 同 長老 個人

24 全音音樂文摘雜誌社 全音音樂文摘雜誌社

25 艾唯恩 個人

26 光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光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27 何方 個人

28 吳介禎 個人

29 吳友聰 個人 (02)29772161

30 李明哲 個人

31 李春男 個人

32 余奕凱 個人

33 李迪權 個人

34 吳烈偉 個人

35 李淑秀布娃娃工坊 李淑秀布娃娃工坊 0955099091

36 吳陽春 個人 0915545311

37 吳聲彥 個人 (03)4572334

38 林子弘 個人

39 尚禾田 尚禾田股份有限公司

40 林永盛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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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忠正 個人 0987667111

42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亞東紀念醫院教學部圖書館 (02)77282432

43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04)23323456

44 周振泰 個人

45 明道大學媽祖文化學院 明道大學媽祖文化學院 (04)8876660

46 易趣 易趣有限公司 (02)23515999

47 尚儀數位學習 尚儀數位學習有限公司 (02)55713636

48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49 知識達數位科技 知識達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政大外交系友會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系友會 (02)29393091

51 苔米青文化工作室 苔米青文化工作室

52 恆成紙業 恆成紙業

53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08)7850086

54 洪誓鴻 個人

55 真元宮參贊堂管理委員會 真元宮參贊堂管理委員會

56 徐聿 個人 (02)29019655

57 徐志明 個人

58 荏苒 個人 0912182212

59 家風文創工作室 家風文創工作室 (02)2934756

60 夏晟珮 個人

61 高素娟 個人

62 祖國雜誌社 祖國雜誌社 (02)27212121, 0934062152

63 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07)2235828

64 袁詩堯 個人 0937831644

65 倍增宣教事工 倍增宣教事工 (06)2527183

66 夏麋 個人

67 高薛琳姬 個人

68 孫鴻潔 個人

69 莊文松 個人

70 張月娥 個人

71 陳玉英(臺北市) 個人

72 陳永鑑 個人

73 陳志彬 個人

74 許伯陽 個人 (05)2721001

75 陳函弘 個人 (06)2333460

76 張建成 個人 (07)2256278

77 陳炫助 個人

78 陳建宏 個人

79 張苑絲 個人 (04)8536286

80 基隆市五堵國小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國民小學 (02)2451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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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深緣及水 深緣及水有限公司

82 張劍敏 個人

83 程亦君 個人

84 景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景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5 雲林縣安溪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協會

86 集晴工作室 集晴工作室

87 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 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

88 朝陽科技大學霧詩社 朝陽科技大學霧詩社

89 壺意堂陶瓷美術館 壺意堂陶瓷美術館

90 童髻文殊 個人

91 黃韻璇 個人

92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07)6577711

93 楊東連 個人

94 楊宗霖 個人

95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公司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公司

96 愛爾比 愛爾比

97 愛德卡實業 愛德卡實業有限公司 (02)28882772

98 製菓部 製菓部 (03)3859999

99 蓋比泰勒 蓋比泰勒股份有限公司 (04)22583663

100 漪欣數位科技 漪欣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2)82868556

101 臺南市臺灣藝術大學校友會 臺南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友會

102 碧盈美學集團 碧盈美學集團 (02)27764381

103 睿科管理顧問 睿科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4 磁量生技 磁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86671897

105 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 新竹縣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社團法人臺灣琉

璃光幼兒教育協會申請辦理)

(03)5576131

106 滿滿藝工作室 滿滿藝工作室 (05)2770832

107 臺灣趙子龍文化協會 臺灣趙子龍文化協會

108 臺灣雙語無法黨 臺灣雙語無法黨 (02)23951014

109 樂在文化教育 樂在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0912001082

110 墨言文化 墨言文化 0952221664

111 劉奕傑 個人

112 蔡素琴 個人

113 澎湖縣稅務局 澎湖縣政府稅務局 (06)9279151

114 貓康文舍 貓康文舍

115 頸椎骨折 個人

116 糖翼 個人

117 謝耘耘 個人

118 臨時動議有限公司 臨時動議有限公司 0934281183

119 羅家玲 個人

120 騰窯交趾陶工作室 騰窯交趾陶工作室 (05)284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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