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一福文化 一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2)25508599

2 中原大學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中原大學商學院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 (03)2655104

3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協會 中華天牧差傳門訓協會

4 天路雜誌社 屏東市中華路基督教會天路雜誌社

5 文化大學資管系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02)28610511

6 日商波麗佳音台灣分公司 日商波麗佳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5788734

7 比奇波圖文 比奇波圖文創意有限公司 0980838300

8 王仁川 個人 0934267577

9 台中永禾堂中醫診所 台中市永禾堂中醫診所 (04)22985999

10 台澎黨 台澎黨 (04)22256976

11 台灣OM世界福音動員會 社團法人台灣OM世界福音動員會 (02)23687700

12 台灣神經免疫疾病協會 台灣神經免疫疾病協會

13 台灣商管學院聯合會 台灣商管學院聯合會 (05)2729360

14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台灣產業控股協會 (02)23162000

15 台灣無毒世界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無毒世界協會 (07)7226222

16 台灣數位經濟發展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經濟發展學會

17 光鶯出版社 光鶯出版社

18 吉利識 吉利識有限公司 (02)29126657

19 合和藝苑 合和藝苑 0928296999

20 汎星消防器材 汎星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03)3643646

21 自牧文化 自牧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2 佛教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財團法人佛教台灣大慈恩譯經基金會 0920580916

23 你好傳媒 你好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02)27455886

24 呂奇 個人

25 君安企業 君安企業有限公司

26 李君逸 個人

27 李愷鵬 個人

28 沉默老兵電影 沉默老兵電影有限公司 (02)29948817

29 依卡洛斯 依卡洛斯出版社

30 奇來兒 個人

31 林友誠 個人

32 林依萱 個人

33 林侑瑩 個人

34 林俊光 個人 (02)32341268

35 林煌迪 個人

36 林碧霞(彰化縣) 個人

37 長榮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長榮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06)2785123

38 屏東縣長樂國小 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 (08)8811045

39 柯香君 個人

40 柏森建築師事務所 柏森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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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洪佳伶 個人

42 洪碩伯 個人

43 胡若亞 個人

44 郁景軒 郁景軒 (03)3138484

45 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務所 桃園市八德區戶政事務所 (03)3682851

46 桃園市大崗國小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國民小學 (03)3282457

47 耕己行銷 耕己行銷有限公司

48 高雄市三民國小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小學 (07)2810378

49 張宜娟 個人

50 張秋雄 個人

51 張窈慈 個人

52 張睿涵 個人

53 曹志漣 個人

54 淡大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淡江大學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02)26215656

55 淡水三芝九庄輪祀保生大帝文化協會 新北市淡水三芝九庄輪祀保生大帝文化協會 (02)88091622

56 清大師培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03)5715131

57 細着藝術 細着藝術有限公司 (02)77046602

58 莊士玉 個人

59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04)24517250

60 陳文斌 個人

61 陳勇龍 個人 (03)4787065

62 陳琪璜 個人

63 尊品數科媒體 尊品數科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64 曾于軒 個人

65 絕策廣告行銷夥伴企業社 絕策廣告行銷夥伴企業社

66 黃心音 個人

67 新工程教育計畫辦公室 教育部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辦公

室

68 楊世英 個人

69 楊吉成 個人 (07)3619154

70 楊穌愛 個人

71 葉綠舒 個人 (03)8565301

72 鼎信開發 鼎信開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07)2815821

73 僑光科大AI與大數據實驗室 僑光科技大學AI與大數據實驗室

74 僑妍國際 僑妍國際有限公司 0912078080

75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05)2710552

76 嘉義縣更寮國小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05)3796309

77 碧洞山房 碧洞山房

78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04)22627887

79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04)26237141

80 臺南市清風書道學會 臺南市清風書道學會 (06)262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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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會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會 (03)5712121

82 酷米文化 酷米文化有限公司 (02)26241772

83 劉家鈞 個人 (03)3764862

84 劉漢介 個人

85 劉鳳鴒 個人 0928911258

86 練福星 個人 (02)27675999

87 蓮音學苑 蓮音學苑

88 蔡勝雄 個人 (02)89819242

89 鄭麗娥 個人

90 賴明詔 個人

91 嬰兒與母親雜誌社 嬰兒與母親雜誌社 (02)87125959

92 謝昀蓉 個人

93 鴻梅文創 鴻梅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03)5251082

94 鴻霖明大地生態 鴻霖明大地生態有限公司 (02)22289591

95 豐泰企業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6 魏慧美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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