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龎家均 個人

2 D.I.N.G.O. TAIWAN愛犬訓練教育 D.I.N.G.O. TAIWAN愛犬訓練教育 (02)29231101

3 HiSKIO HiSKIO

4 一八四一出版 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

5 一冊設計 一冊設計有限公司

6 二十張出版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張出版

7 力山工業 力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下林碧龍宮 下林碧龍宮 (06)2270083

9 于寶紅國際藝術科技 于寶紅國際藝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3819379

10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博物館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中醫藥博物館 (04)22053366

11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 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 (03)8906657

12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02)29332588

13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02)28926222

14 引子藝術團 引子藝術團 0982688138

15 心心永恆文化行 心心永恆文化行 (04)22249350, 0906671709

16 文鼎音樂文化 文鼎音樂文化有限公司 (06)2210177

17 文藝復興電影 文藝復興電影有限公司 0918603906

18 方耀慶 個人

19 木魚書屋 木魚書屋

20 王雄國雕塑工作室 王雄國雕塑工作室 0933443832

21 世新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 世新大學共同課程委員會

22 以利文化 以利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3 可露露 個人

24 台灣科學地 台灣科學地股份有限公司 (02)86673362

25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02)23693081

26 巧智 巧智有限公司 (04)23928877

27 玄宇宙國際開發 玄宇宙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1655

28 宇宙計劃 宇宙計劃

29 收容院工作室 收容院工作室 0917408687

30 何弘光 個人

31 余俊諺 個人

32 吳祈聰 個人 (06)7833837

33 宏德陽實業 宏德陽實業有限公司 (02)22999827

34 李美玲設計工作室 李美玲設計工作室 (02)29208605

35 李錫銘 個人 (05)7882358

36 李苡溱 個人

37 沈上哲 個人

38 沈煥東 個人

39 汪玉川 個人

40 兔仔夢月 兔仔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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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兩三六 個人

42 宜蘭縣文化協會 宜蘭縣文化協會

43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 (089)310000

44 林惠卿 個人

45 林禎唯 個人 (03)4515811

46 泡泡小姐 個人

47 邱佩琳 個人

48 邱顯源 個人

49 金門縣歐陽氏基金會 財團法人金門縣歐陽氏基金會 (02)22196968

50 冠恆諮詢 冠恆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51 南崁五福宮 南崁五福宮 (03)3227909

52 威力大岡文化藝術 威力大岡文化藝術基金會 (02)23681968

53 屏東縣賽嘉國小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國民小學 (08)7992220

54 施暖暖 個人 0911301150

55 星辰幾何 星辰幾何有限公司

56 柯秋逸 個人

57 洪皓軒 個人

58 洪瑞通 個人

59 洪福隆 個人

60 洛桑滇增 個人 0988380802

61 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計畫 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計畫 (05)2720411

62 韋翔國際印刷 韋翔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03)3354280

63 徐明祥書法工作室 徐明祥書法工作室 (04)8854606

64 旅仕行銷 旅仕行銷有限公司 (08)8753989

65 珠式實現編集社 珠式實現編集社

66 蚊子 個人

67 高雄市岡山大專青年協會 高雄市岡山大專青年協會 (07)6250286

68 張旗元 個人 (02)26518983

69 曹同德 個人

70 梁栢楦 個人 (07)3816622

71 梁美珠 個人

72 祭祀公業法人宜蘭縣陳軸 祭祀公業法人宜蘭縣陳軸

73 莊連東 個人

74 莉奈文創 莉奈文創有限公司 0984334998

75 許又中 個人

76 許信道 個人

77 部長部員皆一人出版社 部長部員皆一人出版社

78 郭郭工作室 郭郭工作室 0937692336

79 陳介文 個人

80 陳芸瑛 個人 (03)328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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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陳家祥 個人 (03)4311871

82 陳翊吟 個人

83 陸角銀藝術商行 陸角銀藝術商行 (06)2238133

84 麥奇飛翔 麥奇飛翔有限公司

85 凱奧藝術 凱奧藝術有限公司 (02)25315897

86 森海國際 森海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87 琢璞藝術中心 琢璞藝術中心 (07)2150010

88 華筑企業社 華筑企業社 (03)5834539

89 萌音文化 萌音文化有限公司 (035)310691

90 雅邦設計 雅邦設計事業有限公司 0921132466

91 雲林縣安定國小 雲林縣西螺鎮安定國民小學

92 雲林縣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05)6657686

93 黃至正 個人

94 黃淑容 個人

95 黃筠筑 個人

96 新心資安 新心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175790

97 新北市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新北市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04)7771181

98 瑞士福維克 瑞士商福維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9 臺大醫院基因醫學部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基因醫學部

100 臺北市雨聲國小附幼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01 臺東縣初鹿國小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國民小學

102 臺南市蚵寮國小 臺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06)7863250

103 趙恆振 個人

104 趙純妙 個人 0932518680

105 劉瀚宇 個人

106 德瑞嘉國際 德瑞嘉國際有限公司 (02)88094788

107 樊祖燁 個人

108 蔡麗鳳 個人

109 戴天亮 個人

110 賽勒米文化 賽勒米文化 0922852618

111 藍心辰 個人

112 藍色設計工作室 藍色設計工作室 (02)87738550

113 蹦世界數位創意 蹦世界數位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02)25979725

114 瀚宇科藝 瀚宇科藝有限公司

115 譚宇權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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