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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徐芬春

地址：900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9號

電話：08-737-9423

傳真：08-738-5866

苗栗縣文化局

局長：周錦宏

地址：360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電話：037-352-961

傳真：037-351-626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謝小韞

地址：330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1號

電話：03-332-2592

傳真：03-331-8634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葉景雯、王志誠（7月以後）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42號

電話：07-222-5136

傳真：07-222-1581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施並錫、吳旭峰（02.01後）

地址：820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

電話：07-626-2620

傳真：07-625-8164

基隆市文化局

局長：楊桂杰

地址：202基隆市信一路181號

電話：02-2422-4170

傳真：02-2428-7811

連江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邱金寶

地址：209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5號

電話：0836-22393

傳真：0836-22584

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林日揚、劉銓芝（12月以後）

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電話：05-532-7613

傳真：05-535-3790

新竹市文化局

局長：林松

地址：300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電話：03-531-9756

傳真：03-532-4834

新竹縣文化局

局長：曾煥鵬

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6號

電話：03-551-0201

傳真：03-553-2781

嘉義市文化局

局長：饒嘉博

地址：600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05-278-8225

傳真：05-278-4859

嘉義縣政府文化局

局長：鍾永豐

地址：612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電話：05-362-0123

傳真：05-362-3636

彰化縣文化局

局長：陳慶芳

地址：500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電話：04-725-0057

傳真：04-724-4982

澎湖縣文化局

局長：曾慧香

地址：8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電話：06-926-1141

傳真：06-927-6602

文學活動相關基金會

九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朱炎

執行長：李瑞騰

聯絡人：陳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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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劉真

執行長：施金池

聯絡人：陳志先

地址：106台北市永康街13巷25號

電話：02-2321-8754

傳真：02-2393-6054

文學台灣基金會

董事長：鄭炯明

聯絡人：彭瓊儀

地址：830高雄縣鳳山市武慶二路70號

電話：07-716-6464

傳真：07-716-6475

台中市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胡志強

聯絡人：黃國榮

地址：403台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

電話：04-2372-7311*124

傳真：04-2371-1469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王杏慶

執行長：蘇瑤華

聯絡人：王淑瑱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7號

電話：02-2351-8525

傳真：02-2351-8520

台北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洪吉春

執行長：魏定龍

聯絡人：黃清芬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電話：02-2960-3456*4609

傳真：02-8953-5302

台東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徐慶元

執行長：林永發

聯絡人：林永發

地址：950台東縣台東市南京路25號

電話：089-320-378

傳真：089-321-223

台南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許添財

執行長：許自貴

聯絡人：游慧香

地址：708台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

電話：06-298-0211

傳真：06-298-3308

台南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蘇煥智

執行長：葉澤山

聯絡人：葉澤山

地址：730台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

電話：06-635-7973

傳真：06-633-0962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曾繁城

執行長：郭珊珊

聯絡人：鍾美琴

地址：300新竹市科學園區力行六路8號

電話：03-666-5030

傳真：03-567-0121

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王榮文

執行長：封德屏

聯絡人：杜秀卿

地址：桃園縣楊梅鎮金溪里迎旭一街34號

電話：02-2343-3142

傳真：02-2394-6103

仰山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李添財

執行長：簡楊同

聯絡人：陳俊怡

地址：260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222號

電話：03-935-4080

傳真：03-935-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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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星雲法師

執行長：妙圓法師

聯絡人：妙圓法師

地址：840高雄縣大樹鄉興田路153號

電話：07-656-1921*1119

傳真：07-656-1573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董事長：陳奇祿

執行長：林淇瀁

聯絡人：曾秋美

地址：104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0樓

電話：02-2712-2836

傳真：02-2717-4593

吳三連獎基金會

董事長：陳奇祿

執行長：吳樹民

聯絡人：陳義霖

地址：104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0樓

電話：02-2514-0640

傳真：02-2717-4593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巫永福

執行長：巫永福

聯絡人：巫永福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一段101號3樓

電話：02-2703-6438

李江卻台語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林皙陽

聯絡人：陳豐惠

地址：108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06號9樓

電話：02-2311-2199

傳真：02-2311-2210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郭盈蘭

執行長：趙翠惠

聯絡人：孫心怡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明德路52號3樓

電話：02-2917-8770

傳真：02-2917-8768

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

董事長：林基源

執行長：朱學恆

聯絡人：盧韻竹

地址：235台北縣中和市中和路306號8樓之1

電話：02-2921-0551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林榮三

執行長：蔡素芬

聯絡人：曾娓華

地址：241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三段10號5樓

電話：02-2977-2067

傳真：02-2977-2097

花蓮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謝深山

執行長：吳淑姿

聯絡人：陳佳琳

地址：970花蓮縣花蓮市文復路6號

電話：03-822-7121*503

傳真：03-823-5562

金門縣社教文化活動基金會

董事長：李炷烽

執行長：李錫隆

聯絡人：張孝芳

地址：893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66號

電話：082-325-643

傳真：082-320-431

金車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李添財

執行長：孫慶國

聯絡人：曾清芸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30號

電話：02-2368-0273

傳真：02-2365-9053

信誼基金會

董事長：何壽川

執行長：張杏如

聯絡人：莊妙吟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段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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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396-5303

傳真：02-2396-2775

南投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林宗男

執行長：林義雄

聯絡人：李水木

地址：540南投市彰南路二段61號

電話：049-223-5559

傳真：049-220-7939

屏東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吳應文

執行長：徐芬春

聯絡人：林明珠

地址：900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9號 

電話：08-736-0311

傳真：08-737-0686

建弘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白培英

執行長：胡翡雯

聯絡人：楊文宜

地址：100台北市博愛路53號10樓

電話：02-2331-4600

傳真：02-23314700

苗栗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傅學鵬

執行長：傅學鵬

聯絡人：周錦宏

地址：360苗栗市自治路50號

電話：037-324-288

傳真：037-351-626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董事長：孫震

執行長：黃茂德

聯絡人：胡湘君、張亞琴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7號38樓

電話：02-2733-8000*8248

傳真：02-2736-7184

時報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余範英

執行長：余範英

聯絡人：袁世敏

地址：108台北市大理街132號

電話：02-2306-5297

傳真：02-2306-7783

桃園縣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朱立倫

執行長：謝小韞

聯絡人：黃心怡

地址：330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1號3樓

電話：03-331-5212

傳真：03-333-4318

耕莘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甘國棟

執行長：曲慶浩

聯絡人：王俐媛

地址：100台北市辛亥路一段22號4樓

電話：02-2365-5615

傳真：02-2368-5130

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陳其邁

執行長：葉景雯

聯絡人：張菁玲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電話：07-222-5136*315

傳真：07-2231311

高雄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楊秋興

執行長：吳旭峰

聯絡人：陳力菱

地址：820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

電話：07-626-2620*2506

傳真：07-626-0664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董事長：李魁賢

執行長：蘇昭英

聯絡人：羅怡華

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電話：02-2754-1122

傳真：02-2707-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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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許財利

執行長：楊桂杰

聯絡人：林銘益

地址：202基隆市信一路181號

電話：02-2422-4170*358

傳真：02-2427-4192

崇友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王昭明

執行長：唐秋鈴

聯絡人：廖佩芬

地址：100台北市公園路30號10樓A室

電話：02-2381-3345

傳真：02-2381-3605

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地址：100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58號10樓

電話：02-2391-3221

傳真：02-2392-1086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彭明敏

執行長：陳儀深

聯絡人：李俊達

地址：104台北市松江路9號14樓

電話：02-2517-5681

傳真：02-2517-5682

雲林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李進勇

執行長：林日揚

聯絡人：葉彥萍

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電話：05-534-3693

傳真：05-533-0895

愛盲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鄭龍水

聯絡人：謝發財

地址：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50號13樓之19

電話：02-2361-6663

傳真：02-2375-3925

新竹縣文化基金會

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6號

電話：03-553-9020

傳真：03-553-9020

新竹社會教育館社會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盧貞吉

聯絡人：葉國安

地址：300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電話：03-526-3176*30

傳真：03-249-387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蘇貞昌

聯絡人：簡美娟

地址：100台北市北平東路30號10樓

電話：02-2392-9989*310

傳真：02-2393-0146

嘉義市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陳麗貞

執行長：饒嘉博

聯絡人：李秀珠

地址：600嘉義市忠孝路275號

電話：05-278-8356

傳真：05-278-4859

彰化縣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卓伯源

執行長：陳慶芳

聯絡人：蔡滄龍

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

電話：04-725-0057*379

傳真：04-725-5982

澎湖縣文化基金會

地址：880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

電話：06-926-1141

傳真：06-927-6602

賢志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趙賢明

執行長：唐經湳

聯絡人：林淑華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6巷5號

電話：02-2523-9999

傳真：02-254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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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鄭順娘

執行長：鄭順娘

聯絡人：鄭順娘

地址：400台中市民族路29號

電話：04-2222-6003

傳真：04-2224-2958

賴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賴悅顏

執行長：林明德

聯絡人：張綵芳

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42號4樓

電話：04-724-1664

傳真：04-727-1412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王必成

執行長：夏訓夷

聯絡人：陳潔明

地址：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2樓

電話：02-2756-9063

傳真：02-2756-9070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曾貴海

執行長：鍾鐵鈞

聯絡人：鍾鐵民

地址：843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朝元95號

電話：07-682-2228

傳真：07-682-2228

蘭陽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劉守成

執行長：陳登欽

聯絡人：吳孟真

地址：260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電話：03-935-9244

傳真：03-935-9245

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地址：234台北縣永和市保生路2號21樓

電話：02-8231-6789

傳真：02-8231-5889

全國性文學相關團體

中國文藝工作者協會

理事長：王青華

地址：324桃園縣平鎮市莊敬街101號

電話：03-469-783

中國文藝協會

理事長：王吉隆

秘書長：葉于模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27號9樓

電話：02-2363-8684

傳真：02-2365-4988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理事長：林明德

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電話：04-2723-2105*2601

傳真：04-2721-1181

中國婦女作家協會

理事長：邱秀芷

秘書長：李宜涯

地址：106台北市雲和街85號

電話：02-2369-1221、0952-769-313

傳真：02-8369-2479

中國詩歌藝術學會

理事長：周伯乃

秘書長：方心豫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7號9樓

電話：02-2363-0460

傳真：02-2363-0460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

理事長：馮品佳

秘書長：李紀舍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台灣大

學外文系轉比較文學學會

電話：02-8811-5222

傳真：02-8811-5222

中華民國民間文學學會

理事長：應裕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