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出版機構簡稱 出版機構全稱 電話
1 Jeffrey William Hurcomb 個人

2 一頁文化 一頁文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065

3 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千佛山文教基金會 (06)5958106

4 小水滴創藝樂團 小水滴創藝樂團

5 中石化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87878548

6 中華足協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02)25961185

7 中華開放教育聯盟 社團法人中華開放教育聯盟

8 中誠國際藝術 中誠國際藝術股份有限公司

9 予凡命理學苑 予凡命理學苑 0936240318

10 六合境大埔福德祠 六合境大埔福德祠 (06)2138831

11 天韻出版社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出版社 (02)25338082

12 巴迪儂 巴迪儂有限公司 (02)77448808

13 心情雜貨店 心情雜貨店

14 王昱翔 個人

15 王炳森 個人 0932111555

16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02)22368225

17 北市大幼教系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02)23113040

18 半夜城 半夜城

19 卡爾儷健康美學顧問 卡爾儷健康美學顧問有限公司 (02)23010966

20 古風書藝學會 古風書藝學會 (06)221601

21 史丹佛女孩 史丹佛女孩有限公司

22 台南應用科大漫畫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漫畫系 (06)2436522

23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24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2)89675031

25 白培銘 個人

26 光鹽傳播協會 台灣基督教光鹽傳播協會

27 全東明 個人

28 多肯工作室 多肯工作室 (02)23912201

29 有限責任苗栗縣福康油料作物生產合作社 有限責任苗栗縣福康油料作物生產合作社

30 江昇展 個人

31 耳東設計 耳東設計有限公司 (03)9558696

32 耳草人內容工作室 耳草人內容工作室

33 吳威聖 個人

34 呂立成 個人

35 志理國際網絡 志理國際網絡有限公司

36 易可學數位文化 易可學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0937837053

37 易昇健康諮詢中心 易昇健康諮詢中心 (02)29259288

38 林光偉 個人 (03)8549798

39 林艾莉 林艾莉

40 林信華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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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靄彤 個人

42 空中英語教室 空中英語教室教育集團 (02)25338082

43 邱小鳳 個人

44 金門縣許氏宗親會 社團法人金門縣許氏宗親會 (082)326031

45 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06)2785123

46 拾已宇 拾已宇

47 柯順耀 個人

48 柯嘉惠 個人 (07)8012008

49 胡德如 個人

50 孫繼本 個人

51 徐儀錦 個人 0938799665

52 高嘉妤 個人 (02)86689604

53 高嫚講堂 高嫚講堂

54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 (02)25338082

55 培鈺工作室 培鈺工作室

56 張元慶 個人

57 張婉婷 個人

58 從南出版 從南出版

59 異雲書屋 異雲書屋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02)23955858

60 統藝群印 統藝群印有限公司

61 許嘉棟 個人

62 陳美伶 個人

63 陳寬育 個人 0952321181

64 陳麗玫 個人

65 陸府生活美學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陸府生活美學教育基金會 (04)23821191

66 陸蘭貞 個人

67 麥克斯美語補習班 麥克斯美語短期補習班 (04)25272798

68 傑克叔叔文化企業社 傑克叔叔文化企業社

69 媚之典創藝企業社 媚之典創藝企業社 (02)37652280

70 買樂文創 買樂文創有限公司

71 隋馥年 個人

72 雅凱藝術 雅凱藝術事業有限公司 (02)27135355

73 黃佩如 個人 (02)23661252

74 黃素真 個人

75 黑巨傳播 黑巨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760395

76 愛奇智慧科技 愛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新北市立貢寮國中 新北市立貢寮國民中學 (02)24941083

78 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農會 (02)29685191

79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財團法人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02)82280560

80 話外音藝文 話外音藝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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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跨越設計 跨越設計有限公司 (02)25501211

82 嘉瑞開發 嘉瑞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25636319

83 聚能院 聚能院

84 臺大寫作教學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 (02)33669865

85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86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02)77563800

8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茄典教會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中會茄典教

會

(07)6178379

88 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03)3286136

89 齊仲蟬 個人

90 劉桓吟 個人 (02)26737111

91 劉得安 個人 (03)4890251

92 劉菊英 個人 (02)26488668, 0929700516

93 慕溪設計 慕溪設計有限公司 (02)77287028

94 線在創作設計工作室 線在創作設計工作室

95 蔡玉谷 個人

96 鄭芳祥 個人 (03)4227151

97 鬧事設計 鬧事設計有限公司

98 獨眼科技傳媒 獨眼科技傳媒有限公司 0922791344

99 靜宜大學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靜宜大學服務學習發展中心 (04)26328001

100 釋大舫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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