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酶河 酶河有限公司 (02)22403738

2 Besa Besa 0978260071

3 一念出版社 一念出版社

4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02)25923535

5 工研院綠能所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6 丹合文化 丹合文化 (02)25776981

7 仁傳醫療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仁傳醫療文教基金會 (04)22297222

8 天能勁源 天能勁源 (02)25076819

9 戈雅創意 戈雅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04)25629218

10 以此文創 以此文創有限公司 0923630889

11 台北市吳家錄保險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吳家錄保險文化教育基金會 (02)23898868

12 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瑞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02)25459079

13 台北保安宮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02)25951676

14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02)28341337

15 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藝術與人文發展協會 (02)27082770

16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台灣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 (02)25010852

17 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業協會 (02)25920055

18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19 全國農業金庫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02)23802667

20 旭日羿.吉宏 個人 0975140500

21 江俊億 個人 (03)4115200

22 吳豐山 個人 (02)27192785

23 宋于蘋 個人 (02)26482138

24 李秀珍 個人

25 李宗家 個人 (02)29683321

26 兒童鐵道美術館 兒童鐵道美術館

27 宜蘭縣西山廟管委會 宜蘭縣員山鄉湖西村西山廟管理委員會

28 弦恩音樂 弦恩音樂

29 林怜利 個人

30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06)2759198

31 金清山 個人 (03)8260686, 0919924570

32 長安光電科技 長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04)24717570

33 長京國際文創行銷 長京國際文創行銷有限公司

34 阿賴耶藝術講堂 阿賴耶藝術講堂 (02)26081518

35 信民文教 信民文教事業

36 南管新錦珠劇團 南管新錦珠劇團 0926713366

37 南曦文創 南曦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06)2910838

38 城東大院子文化 城東大院子文化有限公司 0967068054

39 屏東科大智媒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智慧媒材研創中心 (08)7703202

40 屏東縣來義鄉公所 屏東縣來義鄉公所 (08)78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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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是日創意文化 是日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42 洪國為 個人 0952111075

43 洧誠國際 洧誠國際有限公司

44 紅氣球書屋 紅氣球書屋

45 迪芝資訊坊 迪芝資訊坊

46 飛爾創意 飛爾創意有限公司

47 唐慧芳 個人

48 徐淑雅 個人 0928272035

49 桃園市泰雅族大豹群族裔協會 桃園市泰雅族大豹群族裔協會

50 桃園市經濟發展局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03)3322101

51 琉創工園藝術玻璃推廣中心 琉創工園藝術玻璃推廣中心

52 翁珮甄 個人

53 袁興 個人

54 逃亡計劃藝術工作室 逃亡計劃藝術工作室 (04)22628988

55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07)751-1131

56 高雄市梓平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梓官區梓平社區發展協會

57 高雄市鹽埕研究社 高雄市鹽埕研究社

58 乾坤詩刊雜誌社 乾坤詩刊雜誌社 (02)25918211

59 國產署中區分署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04)23025353

60 張育翎 個人

61 張維庭 個人

62 張錦雲 個人

63 掃葉工房 掃葉工房有限公司

64 啟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啟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莊政洲 個人 (02)25560662

66 許全義 個人 0911256047

67 速立欣行銷科技 速立欣行銷科技有限公司 (04)7624948

68 郭武平 個人

69 郭霖 個人

70 陳玉鈴(新竹市) 個人

71 陳怡如(高雄市) 個人

72 陳明宇 個人

73 陳建 個人

74 陳格理 個人 (02)23590458

75 陳偉世 個人 0932585665

76 陳興國 個人

77 陳騰芳 個人 (03)5317123

78 傑析極佳管理顧問 傑析極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922675500

79 勝驛璽月文化 勝驛璽月文化事業

80 彭家盛 個人 (02)2244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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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華祈寧 個人

82 貳拾二點有限公司 貳拾二點有限公司 0979616914

83 辜筱恩 個人

84 雲林科大智地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能地域設計服務研究中

心

85 雲林科大資訊管理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05)5342601

86 黃月桂 個人

87 黑體文化 黑體文化

88 新竹中學校友會 新竹市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校友會 (03)5736600

89 新盼國際 新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0 溫心榆 個人

91 葛都桑音樂工作室 葛都桑音樂工作室 (03)8269243

92 董又董影藝工作室 董又董影藝工作室 (06)2512508

93 路流文創 路流文創有限公司

94 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95 農糧署中區分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 (04)22223001

96 鉑鑉 鉑鑉股份有限公司 (02)25215081

97 嘉義大學傑出校友會 中華民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會

98 廖毓荃 個人

99 彰化縣永靖國小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 (04)8221812

100 榮興工作坊 榮興工作坊 (037)725099

101 精鏡傳媒 精鏡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102 臺中市大安廣安宮管委會 臺中市大安區保安西天廣安宮管理委員會 (04)26804837

103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04)22314031

104 臺中市民政局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04)22289111

105 臺中市鄉村永續生活發展協會 臺中市鄉村永續生活發展協會 (04)26866053

106 臺中科大設計學院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107 臺南市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後壁區頂長社區發展協會

108 臺南市解說員發展協會 臺南市解說員發展協會

109 臺南市灣裡黃金商圈發展協會 臺南市灣裡黃金商圈發展協會

110 臺唐工業 臺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64107

111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動計畫 臺歐盟多邊科研暨創新合作推動計畫 (02)27376755

112 臺灣美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 (04)22232220

113 臺灣鄉村展望學會 臺灣鄉村展望學會

114 蓋婭生活國際 蓋婭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590909

115 劉建宏(新北市) 個人

116 寬鼎設計工作室 寬鼎設計工作室 (049)2380085

117 澎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澎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18 糊塗里文化藝術 糊塗里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02)35907758

119 賴佳瑜 個人

120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公司 優食文化志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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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韓良誠 個人

122 鯨嶼文化 鯨嶼文化有限公司 (02)22182417

123 覺淺文教 覺淺文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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