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AHPA Comics AHPA Comics

2 Beck 個人

3 Gong Yu Gong Yu (02)24690800

4 Peiching Kuo 個人

5 Scott Weaver 個人 0930774321

6 一卷文化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卷文化 (02)22181417

7 大肚山產業創新基金會 財團法人大肚山產業創新基金會 (04)22220620

8 中華民國無二講堂菩提協會 中華民國無二講堂菩提協會 (02)22231391

9 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會

10 天虹 天虹有限公司

11 木炎御 個人

12 王麗蓉 個人

13 北一女中80級同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80級同學

14 台灣原住民族賽德克族語言文化學會 台灣原住民族賽德克族語言文化學會

15 台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 (02)21002091

16 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發展學會 台灣新高齡社區健康發展學會 (08)7703202

17 田榮 田榮股份有限公司 (04)7719047

18 吉力果喜 個人 (04)37064896

19 有生命的漢字書坊 有生命的漢字書坊 (04)24830320, 0932658136

20 朱慧慈 個人

21 羽漾生活 羽漾生活有限公司 (02)87871877

22 伯特利實業 伯特利實業有限公司 (02)29372771

23 吳雅蓉 個人

24 李子介 個人

25 李承勳 個人 (03)4825986

26 李英聯 個人

27 沃帝華科學藝術 沃帝華科學藝術

28 奇奇數位文創 奇奇數位文創有限公司 (02)23713125

29 府會春秋雜誌社 府會春秋雜誌社 (02)27638787

30 林志興 個人

31 林奕辰 個人 0939956900

32 松尼創意國際 松尼創意國際有限公司 0980942405

33 知田出版 知田出版

34 芭娜娜藝術工作室 芭娜娜藝術工作室

35 金明怡 個人

36 阿亮Ah Leon 個人 (02)24958165

37 雨果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雨果文化教育基金會 (05)2771099

38 俞金厚 個人 0933707950

39 查爾斯運動行銷 查爾斯運動行銷有限公司 (02)22552102

40 美力台灣3D協會 社團法人美力台灣3D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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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 風球文化創意企業社 09262850860

42 桃園市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43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03)4772111

44 特大影印社 特大影印社

45 紙粹的家 紙粹的家

46 高雄市內興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內門區內興社區發展協會 (07)6681096

47 基石築夢工場 基石築夢工場有限公司

48 基督權能福音基金會 財團法人基督權能福音基金會 (02)27004400

49 莊煥銘 個人 (05)5342601

50 許瑋恬 個人 0978592367

51 郭源下 個人 0928528291

52 陳念霞 個人

53 陳玥慈 個人

54 鹿港甘仔店懷舊餐廳 鹿港甘仔店懷舊餐廳 (02)89667998

55 斯穆絲酷兒 斯穆絲酷兒股份有限公司 (02)82613187

56 華茂科技 華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366369

57 華梵大學斲琴工坊 華梵大學斲琴工坊 0223772020

58 雲林縣城鄉發展處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05)5522760

59 黃淑貞(臺東縣) 個人

60 黃智茂 個人 (03)4927618

61 黃欽成 個人 (04)22988545

62 黃詠琳 個人

63 慈德慈惠堂 慈德慈惠堂 (04)23251734, 23252815

64 愛護眼睛工作室 愛護眼睛工作室

65 楊皓然 個人 0921809731

66 煙燻鮭魚工作室 煙燻鮭魚工作室

67 萬得福興業 萬得福興業有限公司 0973508012

68 嘉義市精忠國小 嘉義市精忠國民小學 (05)2760474

69 廖宗聖 個人

70 彰化縣立鹿港國中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71 滿地富生活創意設計坊 滿地富生活創意設計坊

72 臺中市石友會 臺中市石友會 (04)22355193, 0922367538

73 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臺東縣卑南鄉公所 (089)381368

74 臺南市仁和國小 臺南市仁德區仁和國民小學

75 臺南市仙草實小關嶺分校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實驗小學關嶺分校

76 劉時淼 個人 0910388390

77 歐家洽 個人 (02)22591052

78 墨提斯出版 墨提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79 錦聿豐企業社 錦聿豐企業社

80 靜簏苑 靜簏苑 093169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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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濡墨雅集 濡墨雅集 (049)2229234, 0933500590

82 繆司企業 繆司企業

83 謝應德 個人 0953993719

84 鍾育霖 個人

85 隱藝空間工作室 隱藝空間工作室 (03)2875687

86 禮婕教育科技 禮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7 薩所羅蘭分析顧問 薩所羅蘭分析顧問有限公司

88 藍孝純 個人

89 蘇真弘 個人

90 鯤洲宮 鯤洲宮 (07)6662847

91 酆士昌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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