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Brain in a Jar Books Brain in a Jar Books

2 Germain Coulombe 個人 0963628010

3 Stokes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Stokes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4 一家親出版 一家親出版有限公司 (02)82379955

5 三七堂 三七堂實業有限公司 (049)2582337

6 山中猴子創意行銷 山中猴子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7 大必佳國際文教 大必佳國際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6)2741681

8 大東海開發 大東海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4)22216176

9 三絲文創 三絲文創

10 小燕尾出版社 小燕尾出版社 (07)5526589

11 大鴻海文化 大鴻海文化有限公司

12 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心 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心

13 火星頑童 個人

14 文案達人管理顧問 文案達人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5 巴斯特製藥科技顧問 巴斯特製藥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4)24523339

16 中華商海 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 (02)24922119

17 中華國際文化教育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國際文化教育協會 (02)25459667

18 允臧齋藝術 允臧齋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19 台中市台中扶輪社 台中市台中扶輪社 (04)22237750

20 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04)22910516

21 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 台北市文化探索協會

22 台北市萬隆基督的教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萬隆基督的教會 (02)29336548

23 永和獅子會 國際獅子會臺灣總會新北市永和獅子會

24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25 四點設計 四點設計有限公司

26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有限責任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2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 (07)3110125

28 台灣國際文教公益協會 台灣國際文教公益協會

29 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05)2310292

30 台灣歌仔冊學會 台灣歌仔冊學會

31 冰屋書創 冰屋書創

32 老神堂 老神堂 (06)2250021

33 有無堂 有無堂有限公司 0938589111

34 吳汶珊 個人

35 吳定寰 個人

36 李怡衡 個人

37 吳昱霆 個人

38 吳偉烈 個人 (02)29207874

39 邢莉麗 個人 (02)22345331

40 宏視國際 宏視國際有限公司 (02)2716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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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曜偉 個人 (02)82111980

42 牧于森工作室 牧于森工作室 (03)8511423

43 雨苓 個人

44 欣境界 欣境界事業有限公司 (06)2706992

45 邱顯貴 個人

46 政治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02)29393091

47 屏東縣北葉國小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 (08)7991649

48 屏東縣立瑪家國中 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 (08)7994343

49 屏東縣崎峰國小 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民小學 (08)8752400

50 胡展榕 個人

51 姚淑芳 個人

52 恆善天下心靈文化 恆善天下心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4)23125085

53 英瑞孚文坊 英瑞孚文坊

54 夏士清 個人

55 徐玉娟彩風畫室 徐玉娟彩風畫室 0952618299

56 夏和光影像 夏和光影像有限公司

57 高英男 個人 0933603152

58 高雄市小金剛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小金剛文教基金會 (07)7682666

59 桃園市龍潭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龍潭區戶政事務所 (03)4792394

60 陳乃綸 個人

61 張元榛 個人 (04)8536057

62 張先覺 個人 (02)29139623

63 莫昕工作室 莫昕工作室

64 陳金文 個人

65 陳欣琪 個人

66 張笑禎 個人

67 張敏秀 個人

68 莊普藝術工作室 莊普藝術工作室 (02)27096007

69 張嘉仁 個人

70 陳曉慧 個人

71 陳寶樹 個人

72 黃有為 個人

73 游浩 個人

74 森彩創意行銷 森彩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3)9560696

75 湯瑞雯 個人 (02)28559413

76 黃楷傑 個人 0981043904

77 童繪工作室 童繪工作室

78 新文潮出版 新文潮出版 (02)27963638

79 楊淑峰 個人 (03)3768882

80 楊雅棠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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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詮達文教 詮達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2800239

82 輔大醫院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02)85128888

83 夢方文創 夢方文創有限公司

84 臺中市定古蹟摘星山莊 臺中市定古蹟摘星山莊 (04)25343859

85 臺中市益民國小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國民小學

86 臺北商業大學管理學院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管理學院 (02)23226253

87 趙秀娟 個人

88 臺東縣竹湖國小 臺東縣長濱鄉竹湖國民小學 (089)831295

89 臺南市紀安國小附幼 臺南市麻豆區紀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6)5719503

90 銘創有限公司 銘創有限公司

91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用學程 銘傳大學金融科技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03)3507001

92 嘉義縣大同國小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05)3792144

93 墨文出版 墨文出版

94 德月堂生活美學 德月堂生活美學有限公司 (02)28233681

95 鄭文嵐 個人

96 嘰呱工作室 嘰呱工作室 (08)7220120

97 黎信 個人

98 蔡郁雯 個人

99 蔡榮和 個人 0988956726

100 蔡維珊 個人

101 樂學網科技 樂學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00888347

102 鞋類暨運動科研中心麥子庇護工場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麥子

庇護工場

(04)23590112

103 諾菲工作室 諾菲工作室 0925245036, 0900751995

104 樹德科大橫山USR專案推動辦公室 樹德科技大學橫山USR專案推動辦公室

105 簡易文化 簡易文化

106 離城生活工作室 離城生活工作室 (03)3506535

107 蘇氏國學書局 蘇氏國學書局 (02)22765232, 0922393530

108 覺醒出版 覺醒出版 09176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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