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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印刻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張書銘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九歌出版社

成立時間：1978年

發行人：蔡文甫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地址：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

二魚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謝秀麗

電話：02-2397-9694

傳真：02-2397-9719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9樓

人間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陳映真

電話：02-2389-8806

傳真：02-2389-6996

地址：108台北市長沙路二段64號3樓

人類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9年

發行人：桂台華

電話：02-8919-2181

傳真：02-8919-2178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125號7樓

八熊星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9年

發行人：陳朝卿

電話：02-2657-3275

傳真：02-2657-5300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路一段91巷26號4樓

上誼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何壽川

電話：02-2396-5303

傳真：02-2396-2775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75號

三之三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吳文宗

電話：02-2219-2199

傳真：02-2218-9730

地址：231台北市新店市民權路100-1號5樓

三民書局

成立時間：1953年

發行人：劉振強

電話：02-2500-6600

傳真：02-2508-4000

地址：104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三暉圖書發行公司

成立時間：1989年

發行人：許丁龍

電話：02-8751-3866

傳真：02-8751-3858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2號5樓

大田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7年

發行人：吳怡芬

電話：02-2369-6315

傳真：02-2369-1275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5號4樓之3

大安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蕭淑卿

電話：02-2364-3327

傳真：02-2367-2499

地址：100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51號2樓

出版社



��2‧200�台灣文學年鑑

大塊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6年

發行人：郝明義

電話：02-8712-3898

傳真：02-8712-3897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女書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鄭至慧

電話：02-2363-8244

傳真：02-2363-1381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

小兵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柯作青

電話：02-6629-2302

傳真：02-2911-2774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二段218巷4號3樓

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9年

發行人：孫宏夫

電話：02-2389-7013

傳真：02-2375-3598

地址：108台北市康定路62號4樓

小魯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陳衛平

電話：02-2732-0708

傳真：02-2732-7455

地址：106台北市安居街6號12樓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5年

發行人：楊榮川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允晨文化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82年

發行人：廖志峰

電話：02-2507-2606

傳真：02-2507-4260

地址：104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木馬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郭重興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8057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2年

發行人：王力行

電話：02-2517-3688

傳真：02-2517-3685

地址：104台北市松江路93巷1號2樓

天培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蔡澤松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8-9205

地址：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2樓

天衛文化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陳衛平

電話：02-2732-0708

傳真：02-2732-7455

地址：106台北市安居街6號12樓

文史哲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1年

發行人：彭正雄

電話：02-2351-1028

傳真：02-2396-5656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2巷4號

文津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0年

發行人：邱家敬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地址：106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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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經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1年

發行人：趙元美

電話：02-2517-6688

傳真：02-2515-3368

地址：104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66號11樓之1

文學街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8年

發行人：馬水金

電話：04-23141550

傳真：04-2313-8780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甘州四街1號

文鶴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6年

發行人：張富恭

電話：02-2393-4497

傳真：02-2394-6822

地址：106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00號3樓

方智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8年

發行人：簡志忠

電話：02-2570-3939

傳真：02-2570-3636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之1號11樓

水牛圖書出版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66年

發行人：彭誠晃

電話：02-2321-0757

傳真：02-2357-7791

地址：100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4樓之1

水晶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97年

發行人：朱寶龍

電話：02-2791-1197

傳真：02-2795-5824

地址：114台北市新明路174巷15號10樓

水雲齋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1年

發行人：劉墉

電話：02-2771-7472

傳真：02-2741-5266

地址：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11號5樓之5

世一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4年

發行人：莊朝根

電話：06-261-8468

傳真：06-265-2962

地址：702台南市新樂路46號

台灣英文雜誌社

成立時間：1961年

發行人：陳嘉男

電話：02-2912-4356

傳真：02-6628-1312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寶興路45巷1號2樓

台灣商務印書館

成立時間：1897年

發行人：王學哲

電話：02-2311-5538

傳真：02-2371-0274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台灣麥克公司

成立時間：1983年

發行人：黃長發

電話：02-8797-1168

傳真：02-8797-1169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5樓

台灣學生書局

成立時間：1959年

發行人：盧保宏

電話：02-2363-4156

傳真：02-2363-6334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98號

左岸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郭重興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8057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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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58年

發行人：李鍾桂

電話：02-2311-2836

傳真：02-2311-5368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

未來書城公司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侯吉諒

電話：02-2579-3456

傳真：02-2579-6789

地址：105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7號5樓

正中書局

成立時間：1931年

發行人：蔡繼興

電話：02-8667-6565

傳真：02-2218-5221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5年

發行人：魏淑貞

電話：02-2775-3736

傳真：02-2775-3776

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45號3樓之2

印書小舖

成立時間：2004年

發行人：張輝潭

電話：04-2265-2939

傳真：04-2265-1171

地址：402台中市南區南平路330號5樓

立緒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5年

發行人：郝碧蓮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62號1樓

布克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3年

發行人：何飛鵬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2-7676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如何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0

發行人：簡志忠

電話：02-2570-3939

傳真：02-2570-3636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之1號11樓

成文出版社

成立時間：1964年

發行人：黃成助

電話：02-2362-8032

傳真：02-2366-0806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7號3樓

希代書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1年

發行人：朱寶龍

電話：02-2791-1197

傳真：02-2795-5824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樓

志文出版社

成立時間：1971年

發行人：張清吉

電話：02-2871-9141

傳真：02-2871-9151

地址：111台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究竟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簡志忠

電話：02-2570-3939

傳真：02-2570-3636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之1號11樓

和英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9年

發行人：周逸芬

電話：03-520-5500

傳真：03-563-6099

地址：300新竹市金山街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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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詹富宜

電話：04-763-2963

傳真：04-761-2743

地址：500彰化市金馬路三段561-1號13樓

明文書局

成立時間：1980年

發行人：李世琪

電話：02-2375-4679

傳真：02-2361-9101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49號7樓之3

東大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74年

發行人：劉仲傑

電話：02-2500-6600

傳真：02-2506-4000

地址：104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東華書局

成立時間：1965年

發行人：卓鑫淼

電話：02-2311-4027

傳真：02-2311-6615

地址：108台北市峨嵋街105號

果實出版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87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果樹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9年

發行人：張瑛桂

電話：02-2776-5889

傳真：02-2771-2568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71巷15號1樓

林白出版社

成立時間：1968年

發行人：林竺霓

電話：02-2776-5889

傳真：02-2771-2568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71巷15號1樓

新潮社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翁毓謙

電話：02-2664-2511

傳真：02-2662-4655

地址：222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樓

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宋政坤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知本家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陳芳枝

電話：02-2365-1488

傳真：02-2363-1370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9號10樓之6

知書房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0年

發行人：謝俊龍

電話：02-2364-0872

傳真：02-2364-0873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8號6樓

狗屋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7年

發行人：林竺霓

電話：02-2776-5889

傳真：02-2771-2568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71巷15號1樓

青林國際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林訓民

電話：02-8797-2777

傳真：02-8797-2700

地址：11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14號7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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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殿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5年

發行人：謝秀麗

電話：02-2397-9694

傳真：02-2397-9719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9樓

前衛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2年

發行人：林文欽

電話：02-2897-8119

傳真：02-2893-0462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關渡立功街79巷9號1樓

耶魯國際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2年

發行人：周可欣

電話：02-2254-6565

傳真：02-2250-7650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188巷37弄8號

思想生活屋國際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8年

發行人：周可欣

電話：02-2254-6565

傳真：02-2250-7650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一段188巷37弄8號

柏室科技藝術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4年

發行人：董秉哲

電話：02-2722-2230

傳真：02-2723-4394

地址：110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12號10樓之4

春天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蘇彥誠

電話：02-2721-9302

傳真：02-2721-9674

地址：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03號4樓之1

春暉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0年

發行人：陳坤崙

電話：07-761-3385

傳真：07-723-8590

地址：802高雄市正義路3巷8號

相映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3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星定石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羅順凱

電話：02-2364-0507

傳真：02-8243-1138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3號2樓之1

洪範書店

成立時間：1976年

發行人：葉步榮

電話：02-2365-7577

傳真：02-2368-3001

地址：100台北市廈門街113巷17-1號2樓

皇冠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1954年

發行人：平鑫濤

電話：02-2716-8888

傳真：02-2713-3422

地址：105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紅色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8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41-9818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31號11樓

英文漢聲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1年

發行人：黃永松

電話：02-2763-1452

傳真：02-2756-8712

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2巷16弄5之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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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陳曉林

電話：02-2756-0949

傳真：02-2765-3799

地址：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78號7樓之3

唐山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2年

發行人：陳隆昊

電話：02-2363-3072

傳真：02-2363-9735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5年

發行人：孫思照

電話：02-2304-7103

傳真：02-2304-9302

地址：108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240號3樓

書林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8年

發行人：蘇正隆

電話：02-2368-7226

傳真：02-2363-6630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桂冠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75年

發行人：賴阿勝

電話：02-2916-2211

傳真：02-2915-5439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46號2樓

格林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7年

發行人：郝廣才

電話：02-2351-7251

傳真：02-2351-7244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0號6樓

海峽學術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7年

發行人：黃溪南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地址：116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草根出版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林文欽

電話：02-2897-8119

傳真：02-2893-0462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關渡立功街79巷9號1樓

高談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6年

發行人：賴任辰

電話：02-2726-0677

傳真：02-2759-4681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六段76巷2弄24號1樓

健行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蔡澤蘋

電話：02-2577-6564

傳真：02-2579-3056

地址：105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7弄40號

國語日報社

成立時間：1960年

發行人：黃啟方

電話：02-2392-1133

傳真：02-2341-0203

地址：100台北市福州街2號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公司台灣分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郝明義

電話：02-2546-7799

傳真：02-2545-2951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25號10樓之1

啟思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6年

發行人：萬小申

電話：02-2321-8411

傳真：02-2396-5595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60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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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孛羅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8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41-9291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晨星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8年

發行人：陳銘民

電話：04-2359-5819

傳真：04-2359-7123

地址：407台中市工業區三十路1號

鹿橋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1年

發行人：鄧維楨

電話：02-2786-1656

傳真：02-2785-6737

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0巷24號1樓

野鵝出版社

成立時間：1979年

發行人：嚴曼麗

電話：02-2247-5006

傳真：02-8242-3903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167巷34號5樓

商周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何飛鵬

電話：02-2500-0888

傳真：02-2500-7759

地址：104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麥田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2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富春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9年

發行人：邱各容

電話：02-8660-6354

傳真：02-2767-9176

地址：234台北縣永和市環河西路二段223號5樓之2

揚智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0年

發行人：葉忠賢

電話：02-2366-0309

傳真：02-2366-0310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5樓之6

普音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楊枝梅

電話：02-8369-1520

傳真：02-6630-6803

地址：106台北市光復南路390號3樓

智庫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1993年

發行人：華文衡

電話：02-2778-3136

傳真：02-2778-2349

地址：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97巷6號1樓

超越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0年

發行人：劉墉

電話：02-2771-7472

傳真：02-2741-5266

地址：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11號5樓之5

雅典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96年

發行人：黃玉雲

電話：02-8647-3663

傳真：02-2649-3660

地址：221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三段194號9樓之1

雅書堂文化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詹慶和

電話：02-8952-4078

傳真：02-8952-4084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板新路20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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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出版社

成立時間：2000年

電話：0922-232-143

傳真：02-2222-5872

圓神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5年

發行人：簡志忠

電話：02-2579-6600

傳真：02-2577-0338

地址：10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新文豐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70年

發行人：高本釗

電話：02-2308-8624

傳真：02-2302-3870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新自然主義公司

成立時間：1999年

發行人：洪美華

電話：02-2784-5368

傳真：02-2784-5358

地址：106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9號10樓之2

新苗文化事業

成立時間：1994年

發行人：王聖毅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地址：100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之4

業強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4年

發行人：陳春雄

電話：02-2218-3565

傳真：02-2218-3619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4號5樓

萬卷樓圖書公司

成立時間：1990年

發行人：許錟輝

電話：02-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41號6樓之3

漢藝色研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85年

發行人：程顯灝

電話：02-2705-7118

傳真：02-2702-4333

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詩藝文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5年

發行人：賴益成

電話：02-2911-5009

傳真：02-2914-8081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75巷2弄3號1樓

渤海堂文化事業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6年

發行人：高本釗

電話：02-2308-8624

傳真：02-2302-3870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爾雅出版社

成立時間：1975年

發行人：柯青華

電話：02-2365-4036

傳真：02-2365-7047

地址：100台北市廈門街113巷33-1號1樓

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5年

發行人：王榮文

電話：02-2392-6899

傳真：02-2392-6658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稻鄉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8年

發行人：吳秀美

電話：02-2256-6844

傳真：02-2256-4690

地址：220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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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2年

發行人：李赫

電話：02-2926-2805

傳真：02-2924-9942

地址：234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660號5樓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1年

發行人：黃穗生

電話：02-2331-0537

傳真：02-2382-1244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2樓

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1991年

發行人：周明德

電話：02-2382-1120

傳真：02-2331-4416

地址：100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之11

親親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1年

發行人：陳德勝

電話：02-2239-7890

傳真：02-2239-2790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萬和街8號9樓

貓頭鷹出版社

成立時間：1992年

發行人：涂玉雲

電話：02-2356-0933*258

傳真：02-2351-9187

地址：100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駱駝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4年

發行人：陳巨擘

電話：02-2369-5250

傳真：02-8369-1393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樓

優百科國際公司

成立時間：1998年

發行人：陳建樟

電話：02-2392-7272

傳真：02-2327-9292

地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8-1號5樓

繆思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2年

發行人：郭重興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8057

地址：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聯合文學出版社

成立時間：1984年

發行人：張寶琴

電話：02-2766-6759

傳真：02-2756-7914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74年

發行人：林載爵

電話：02-2763-4300

傳真：02-2641-8660

地址：110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藍鯨出版公司

成立時間：2000年

發行人：詹宏志

電話：0800-020-299

傳真：02-2517-0999

地址：106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2號3樓

寶瓶文化公司

成立時間：2001年

發行人：張寶琴

電話：02-2763-4300

傳真：02-2749-5072

地址：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8樓

躍昇文化事業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

發行人：吳貴仁

電話：02-2705-7118

傳真：02-2702-4333

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