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Oliver Lin 個人 0988781484

2 九思齋 九思齋

3 八塗文創 八塗文創 0911106757

4 十九號文創工作室 十九號文創工作室 0928525591

5 千日安平見 個人

6 大岡藝術雲端科技 大岡藝術雲端科技有限公司

7 文化大學藝術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 (02)28615011

8 火星酷 火星酷股份有限公司 (02)87926582

9 王星元 個人

10 王翊菲 個人

11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台灣太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03)8332060

12 台灣另類暨實驗教育學會 台灣另類暨實驗教育學會 (02)26215656

13 台灣永社 社團法人台灣永社 (02)23883997

14 台灣急診醫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02)23719817

15 台灣茶書畫藝術協會 台灣茶書畫藝術協會 0932142156

16 台灣國際法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法學會

17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02)27569756

18 台灣禮藍動保 台灣禮藍動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91115

19 四樓曾先生 個人

20 巨聖美術 巨聖美術有限公司 (04)25680929

21 民光駕訓班 民光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04)7355195

22 民進黨婦女部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 (02)23929989

23 生命樹文化 生命樹文化

24 石建峯 個人

25 伍木成 個人 0952999603

26 冰晝川 個人

27 吐司姐姐 個人 0915143143

28 后里慈安宮管委會 后里慈安宮管理委員會 (04)25585258

29 宇果藝文 宇果藝文有限公司 0920827828

30 牟建仁 個人

31 竹石齋 竹石齋 (03)3367333

32 你哥影視社 你哥影視社有限公司

33 余小云 個人

34 吳梅瑱 個人

35 吳錦妮 個人

36 呂丹宜 個人

37 希望製造 希望製造有限公司

38 攻玉山房 攻玉山房

39 李橙秉 個人 0987367796

40 沐荷整合設計企業社 沐荷整合設計企業社 (04)2437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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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沃草 沃草有限公司 (02)23617588

42 貝果工作室 貝果工作室 (02)23948588

43 佳洋文教 佳洋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06)3117900

44 卓越全球傳媒 卓越全球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25705439

45 林雨涵 個人 (05)2251546

46 林敬展 個人

47 武陵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市武陵文教基金會 0919236218

48 邱彥豪 個人 (02)23681296

49 采新生技 采新生技有限公司 (02)28282700, 28286862

50 南投縣漳和國小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 (049)2224087

51 品讀文化 品讀文化

52 施美鈴 個人

53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87123866

54 苗栗縣蓬萊國小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037)823385

55 原語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02)23418508

56 捕蟻人工作室 捕蟻人工作室 0933860819

57 桃園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03)3698553

58 草字頭 草字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943826, 0978718268

59 高小倩 個人

60 高雄市溪埔國小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

61 高雄市靜靜園書法學會 高雄市靜靜園書法學會 (07)5532867

62 高齊駿 個人 0911284077

63 康淂美 康淂美有限公司 (03)3013413

64 張心萍 個人

65 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 (02)26812812, 26809683

66 張助產所 張助產所

67 張浮明 個人 (04)22635870

68 這邊出版 這邊出版 (02)22181417

69 郭丁瑋 個人

70 陳玉振 個人 (07)3869961

71 陳沅 個人 0932228599

72 陳奇中 個人

73 陳宣諠 個人

74 陳國慈 個人

75 陳雪莉 個人

76 棲光工作室 棲光工作室

77 絕世勸學會 絕世勸學會 0911575510

78 賀美氏國際出版部 賀美氏國際有限公司出版部 (02)87800811

79 鈞太 鈞太有限公司

80 陽明生醫 陽明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02)2541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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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陽明交大藝文中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藝文中心 (03)5131233

82 黃來鎰 個人 0915608578

83 黃奕晴 個人

84 黃森榮 個人

85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 (03)8565301

86 新北市北港國小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 (02)26462832

87 新象限 新象限國際有限公司 (02)32345945

88 楊玄菱 個人

89 楊國政 個人 0963194988

90 群英社 群英社

91 葉錫圻 個人 0987084526

92 董群省 個人

93 遇見你 遇見你有限公司 (02)24264199, 0936148649

94 鼎豐益科技 鼎豐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臺中市立四箴國中 臺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 (04)26314606

96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小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02)27335900

97 臺南市立柳營國中 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 (06)6223209

98 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06)2631259

99 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

100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 (02)33665831

101 臺灣藝大推廣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02)22722181

102 廣思講堂 廣思講堂 (037)625371, 0930797166

103 標竿得勝者出版 標竿得勝者出版有限公司 (082)311970

104 燈籠出版 數位共和國股份有限公司 燈籠出版 (02)22181417

105 蕭振乾 個人

106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107 鍾元峰 個人

108 雙木林攝影工作室 雙木林攝影工作室

109 顏進德 個人

110 曠佳信 個人 (02)28213611

111 羅敬智 個人 0935601252

112 懸弧文創工作室 懸弧文創工作室

113 蘇玉芳 個人

114 釋心定 個人

115 鹽與光 鹽與光音樂有限公司 (07)5211073

116 麭麭工作室 麭麭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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