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Gosling DLA Press Gosling DLA Press

2 Grace文化工作室 Grace文化工作室

3 RUKA寫真出版中心 RUKA寫真出版中心

4 中一工商廣告社 中一工商廣告社

5 中文版獅子會刊社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MD300中文版獅子會刊

社

(02)27638088

6 方舟藝術 方舟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02)26087307

7 太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太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8 王受祿 個人 0910786141

9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02)22268120

10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02)27220022

11 木頭爵士 木頭爵士有限公司 (04)24966185

12 生命科學出版社 生命科學出版社

13 古馗言 個人 (04)25155333

14 禾硯文創工作室 禾硯文創工作室 (02)25428296

15 禾橙視覺設計 禾橙視覺設計有限公司 (05)7824319

16 台灣北社 社團法人台灣北社 (02)23960900

17 台灣相信世代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相信世代發展協會

18 台灣疼痛醫學會 台灣疼痛醫學會 0965070982

19 朱子明 個人 (03)3884181

20 江井精密工業 江井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1 江冠明 個人 0978576868

22 吉庭國際生技 吉庭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02)89761761

23 江嘉祁 個人

24 伊蓮文字工作室 伊蓮文字工作室

25 吳青 個人 (06)3029135

26 阮清助 個人 (037)861736

27 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 走讀三鶯樹專業社群

28 青木元 青木元有限公司

29 青丘文化 青丘文化有限公司

30 周承慧 個人

31 林孟薇 個人 (03)8572158

32 邱奕文 個人 (02)29052356

33 林品妤 個人

34 林彥昌 個人

35 林韋慈 個人

36 河洛藝文 河洛藝文事業有限公司 0963715853

37 炘宸國際行銷 炘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6)3587786

38 幸福好野人企業管理顧問 幸福好野人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39 洪忍文創美學 洪忍文創美學國際有限公司 (04)7380272

40 南投縣特用作物產銷班第18班 南投縣仁愛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18班 (04)223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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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致怡ZEI 個人

42 洪金標 個人

43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08)7991462

44 南風吹 南風吹股份有限公司 (02)77416008

45 柒拾陸號原子 柒拾陸號原子股份有限公司

46 胡峻賢 個人

47 苗栗縣薑麻園發展協會 苗栗縣薑麻園發展協會 (03)951870

48 風雅存創意 風雅存創意有限公司 (02)23321586

49 施豐坤 個人 (02)22509880

50 家百濃教育諮詢 家百濃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0928038054

51 高金成 個人

52 海洋大學媒體出版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 (02)24622192

53 徐偉珍 個人

54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5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別是巴教會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別是巴教會 (02)26277202

56 郭乃華 個人

57 郭文好 個人

58 唯心科技 唯心科技有限公司 (02)25794501

59 莊月娥 個人

60 陳羽茗 個人

61 陳良沛 個人

62 陳妍蓉 個人

63 深思文化創意科技 深思文化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02)23659739

64 陳俊延 個人

65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 晨風當代藝術團體 (03)4281873

66 許彩梁 個人

67 常景有機生物科技 常景有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2)26530088

68 陳雅婕 個人

69 基隆輕鬆廣播電台 基隆輕鬆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 (02)24252528

70 基督教台灣矽谷雲端職場領袖協會 基督教台灣矽谷雲端職場領袖協會 (02)26276003

71 這樣影業 這樣影業有限公司 (03)4263218

72 華宇國際 華宇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07)8626988

73 雲林家扶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雲林分

事務所

(05)6323200

74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75 黃俊彰 個人

76 發現台灣 發現台灣有限公司 (02)27649285

77 黃媜敏 個人

78 傅詩涵 個人

79 黃鈺涵 個人

80 壹路設計 壹路設計有限公司 (02)2531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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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超鉅智能 超鉅智能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4)23696618

82 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 新心人類未來學教育訓練有限公司

83 新北市立三芝幼兒園 新北市立三芝幼兒園 (02)26361351

84 新北市鼻頭國小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 (02)24911571

85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 新竹縣關西鎮老人會

86 楊育睿 個人

87 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地方創生服務處

88 達達藝術創意 達達藝術創意 (02)26226666

89 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03)9231208

90 臧大年 個人

91 臺大海洋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中心 (02)33661871

92 輔大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02)29052700

93 彰化縣芙朝國小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國民小學 (04)8925057

94 彰化縣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社區發展協會 (04)7876918

95 管中徽 個人 0937931361

96 嘉瓦士 嘉瓦士有限公司 (02)25282196

97 臺北市新建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02)27208889

98 臺北教育大學師培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02)27321104

99 臺東縣消防局 臺東縣消防局 (089)322112

100 維度°壹参壹柒 維度°壹参壹柒 (04)37077131

101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系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102 漾澄製作 漾澄製作

103 臺灣產業創新研究院亞洲學會 臺灣產業創新研究院亞洲學會

104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臺灣國際專業認證學會

105 蔡佩潔 個人

106 劉俐華 個人

107 劉庭瑜 個人 0936510855

108 劉晏瑄 個人

109 蕭若元 個人

110 翰墨淋漓書法社 翰墨淋漓書法社

111 謝金興 個人

112 謝垂展 個人 0926614007

113 簡森林 個人

114 轉轉設計 轉轉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02)27416989

115 蘇秦 個人 (06)7232819

116 寶錸國際 寶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1655

117 鷺 安平美術館 鷺 安平美術館

118 灣合商貿創意文化 灣合商貿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02)2555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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