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Tina Yang 個人

2 一方齋 一方齋

3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 一心齋淨宗念佛道場

4 一個人出版 一個人出版

5 九天出版社 九天出版社 0968712288

6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 (02)23650530

7 大和童藝文工作室 大和童藝文工作室 (02)29267938

8 小紅指南工作室 小紅指南工作室

9 大復成東興 大復成東興有限公司 0970022780

10 山滴製造 山滴製造事業有限公司

11 小學堂文化 小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 小鬱亂入 小鬱亂入 0977044771

13 王又鵬 個人

14 引目空間 引目空間 (02)27926123

15 王永輝 個人

16 天合劇場 天合劇場有限公司 (02)89787488

17 王明凱 個人 0922729813

18 木倉庫文史工房 木倉庫文史工房 0928875329

19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02)25072155

20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02)23628232

21 中華道醫健康學會 中華道醫健康學會

22 天揚精密科技 天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2805160

23 王雅慧 個人

24 天愛工作室 天愛工作室

25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02)25061023

26 台東天后宮 財團法人台東天后宮 (089)310120

27 台南市天宮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天宮 (06)2375846

28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 世界徐氏宗親總會 (03)4931288

29 世界彰化同鄉總會 世界彰化同鄉總會

30 生原中醫診所 生原中醫診所 (04)25660995

31 台商資源國際 台商資源國際有限公司

32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3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員東路教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員東路

教會

34 台灣陶藝學會 台灣陶藝學會 0937608399

35 台灣豐穗全人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豐穗全人關懷協會 (07)3411522

36 成大化工系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06)2757575

37 成功大學文學院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 (06)2752453

38 好好聽文創 好好聽文創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77099365

39 江孟哲 個人

40 再拒劇團 再拒劇團 (02)8911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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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好亮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好亮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42 吳仁健 個人 (05)2838895

43 何者工作室 何者工作室 (04)25694817

44 佑恩管理顧問 佑恩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7)3430389

45 吳剛毅 個人

46 李清利 個人 (07)2219397

47 李琬婷 個人 (03)3373570

48 吳翰 個人

49 沈鴻哲 個人 (07)6577711, 0933382988

50 林小玲 個人

51 虎尾科大文理學院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 (05)6315800

52 林明辰 個人

53 宗岳門分合太極拳總會 宗岳門分合太極拳總會 (03)5721142

54 周欣慧 個人 0988161868

55 林佳穎(臺北市) 個人

56 空軍氣象聯隊 空軍氣象聯隊 (02)87120336

57 林慧如 個人

58 面白創意 面白創意有限公司 0981501971

59 南投縣營盤國小 南投縣南投市營盤國民小學 (049)2335882

60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 南投縣藝術家攝影協會 (049)2225568

61 洪孟筠 個人

62 屏東縣新埤國小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國民小學 (08)7971027

63 苗栗縣在地文化推廣協會 苗栗縣在地文化推廣協會 0953118143

64 苗栗縣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037)986590

65 是路故事 是路故事有限公司

66 洪儒瑤 個人 0938172857

67 高乙龢 個人

68 桃市消防局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03)3379119

69 真理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真理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學系 (02)26212121

70 起部走 起部走 0983289426

71 退密齋主人 個人

72 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 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

73 耿榮水 個人

74 陳文輝 個人 (02)27529092

75 張台瓊 個人

76 得佳趣藝術 得佳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02)27790100

77 陳冠良 個人 (03)5243798

78 陳煦 個人

79 陳蒼榜 個人 (02)89525999

80 陳黎枚 個人 (06)313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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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陳儀裕 個人 (07)3421196, 0988360105

82 許錦華 個人 (037)651188

83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社團法人華人民主書院協會

84 華加志 個人

85 曾秀鳳 個人 (05)2781137

86 陽明交大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03)5712121

87 無事退朝 個人

88 黃怡雯 個人 (06)2651970, 0931867970

89 雲林縣尚義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大埤鄉尚義社區發展協會 (05)5918501

90 黃癸楠 個人

91 華神出版社 華神出版社 (02)82281318

92 華夏藝術畫院 華夏藝術畫院有限公司

93 紫焰 紫焰有限公司

94 黃榮源 個人 (02)87512757, 0932302932

95 著墨 個人

96 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社團法人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協會 0988249847

97 新竹縣雙溪國小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國民小學 (03)5202151

98 愛彼行銷 愛彼行銷有限公司 (02)28735240

99 農委會農田水利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100 愛的影響力國際 愛的影響力國際有限公司 (04)22605625

101 義泉文化教育企業社 義泉文化教育企業社 (02)29628198

102 嵩雲齋 嵩雲齋 0933991364

103 楊龍杰 個人 (02)26215656

104 臺中市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三角社區發展協會

105 臺中市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社區發展協會 (04)26361368

106 臺中市立大安國中 臺中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04)26872571

107 臺中市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社區發展協會 (04)25132005

108 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 (04)24260045

109 彰化縣小西文化協會 彰化縣小西文化協會 (04)7754187

110 彰化縣好修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和美鎮好修社區發展協會 0910432376

111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院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02)86741111

112 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無子西瓜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6006099

113 臺北市華聲南樂團 臺北市華聲南樂團 (02)25950070

114 臺北科大校友會全國總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友會全國總會 (02)27213948

115 臺東大學原發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

中心

(089)360047

116 臺東縣環保局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117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06)5761076

118 臺南市隆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官田區隆田社區發展協會

119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02)23822699

120 鄭大昕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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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慶台印刷 慶台印刷有限公司

122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02)26550655

123 劉宜蘋 個人 (02)26340838

124 德澤醫學研究基金會 財團法人德澤醫學研究基金會

125 蕭立雯 個人 (02)24602166

126 賴明茂 個人 (05)5342601

127 戴煜 個人

128 謝詩 個人

129 職人烘焙誌文化出版社 職人烘焙誌文化出版社

130 簡玉聰 個人

131 魏伯鈞 個人

132 雙和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

經營)

(02)22490088

133 簡單生活 簡單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134 蘇子喬 個人

135 蘇老師工作室 蘇老師工作室

136 嚴家祺 個人

137 蘭室文創 蘭室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3)387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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