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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畊錡　地動　120�121
陳梓瑄、蔡宜臻　地動　122�124
5月（185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白扇記（10）　100�111
6月（186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白扇記（11）　112�123
7月（187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白扇記（12）　108�119
8月（188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白扇記（13）　86�104
黃基博　牛郎和織女的新故事　106�114
9月（189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戰地啼冤（上）　92�115
a�hua	　狗仔過生日　116�122
10月（190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戰地啼冤（中）　110�128
11月（191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戰地啼冤（下）　88�114
黃敬欽　失蹤　116�123
12月（192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九代散（上）　102�120

滿天星
4月（89期）

張榮權　童年的一個大夢　64�68
6月（90期）

張榮權　放大鏡下的世界　63�69

傳記

PAR表演藝術
12月（300期）

編輯部整理　詹傑　舞台影劇創作均佳　筆下議題深

刻寬廣　84�85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2月（162期）

鄭鴻生　他雖在牢裡，但也參加了保釣運動　44�46
郭力昕　黃鐘如何不沒於瓦釜　48�50
藍博洲　從那個栽著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走向山

路　51�61
曾淑美　看圖說話　62�67
葉芸芸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　68�71
季　季　淒慘的，無言的，嘴—再回首陳映真的歷

史現場　72�78
向　陽　台灣的中國左翼作家陳映真　79�85
黃春明、陳若曦、施淑、陳義芝　不可能重遇的思想

交會—老友們談記憶中的陳映真　86�93
林俊頴　在大樓的陰影裡　94�96
簡　白　博多夜船與綠島夜曲　97�99
駱以軍　屬於我的那一個陳映真　100�101
陳榮彬　寫實與象徵，宿命與悲哀　102�103
黎煥雄等　我讀陳映真　104�107
12月（172期）

賴舒勤　她　16
廖咸浩　夕陽下的舞者—追懷曼菲　44�45
鄭秉泓　關於羅曼菲的電影，以及過去了的時代　50�

52
徐　璐　給我擁抱，替我高興　54�56
平　珩　曼菲再見‧再見曼菲　58�59
李　烈　親愛的，妳好嗎？　60�61
鄭宗龍　薪火　62�63
黃　翊　痛恨，倒數的感覺　71�74
林慧玲　另一半的創作靈魂　75�76
李　烈　他們說，給曼菲聽　77

人間思想
10月（16期）

曾健民　重過江山更千里：陳逸松先生生平簡介　174�
177

陳雪梨　陳逸松與台灣社會民主主義的世代傳承　178�
192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火金姑
6月（33卷2期）

顏曉曉　懷念小時候的老師—鄭明進老師　108�108

文訊
1月（375期）

康　原　不安靜的寫作—「親家公」林雙不二三事

　34�42
周浩正　生命，不空過。—「做自己」的黃明堅　

43�48
隱　地　短篇小說之王—悼念人間種植者邵僴老友

　60�63
邵彥玫　關於父親　64�65
邵彥寰，邵彥玫譯　MY DAD　66�67
江　青　貼「心」朋友高友工　68�75
李敏勇　一些敬重，一些惋惜，一些感傷　139�142
李賢文　因為，我們不能從頭來過—敬悼陳映真先

生　143�144
果子離　以紀念碑的形態存活於人間　145�146
尉天驄　知識分子的孤獨—憶陳映真　147�151
陳思和　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先生　152�155
黃國珍　大頭叔叔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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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金　陳映真印象　158�159
曾萍萍　誰怕陳映真　160�161
楊　翠　相送，時代的造景人　162�163
廖玉蕙　「山路」上開出美麗的花來　164�165
黎湘萍　閱讀陳映真是對「人」及其世界的探索　166�

170
2月（376期）

周浩正　紙上風雲第一人—「顛覆者」高信疆　25�
33

陳大為　兼容並蓄的靈魂—羅門及其詩論　52�56
和　權　悼念大詩人羅門　57�58
鄭明娳　「燈屋」的明滅　59�62
編輯部　羅門小傳及著作目錄　63�66
孫嘉懿　藏在抽屜裡的：寄以魯　67�69
趙玉明　花鳥山水立典範—敬送老友雪峰教授　70�

73
吳東權　雪峰不再有花鳥　74�75
3月（377期）

林文義　大寒—試筆三作家　34�36
陳思愚　永遠孤獨。永遠重新開始—側寫邱比　37�

39
彭　歌　他創造了「三民」的金字招牌—悼念劉振

強先生　47�52
方芷絮　樸實無華、平易近人—懷念柯基良主任　

53�54
蔡欣欣　春風送暖．傳藝典範—憶柯基良主任　55�

57
蘇桂枝　樸．學．群．藝，人生走一回—追思柯基

良先生　58�60
張　健　雄獅和烏鴉—悼羅門　61�62
謝　馨　天地線上弦音不絕—紀念大詩人羅門　63�

64
古　月　燈屋歇息，大師好走　65�66
羅　青　山水進行式—懷余承堯老畫師　67�80
4月（378期）

李桂媚　堅若草根，燦如銀杏—向陽的文學年輪　

32�42
吳宏一　為裴溥言先生祈禱　64�67
周志文　「這一徘徊，歲月時光就過去了」—思念

沙究　68�70
吳東權　覽盡滄桑八十年—悼念楚老崧秋先生　71�

73
張　默　新詩書法兩逍遙—悼楊雨河瑣談往事　74�

77
周玉山　我們的劉振強先生　78�80
吳　越　干戈未銷融　風鳴馬蕭蕭—悲憶摯友畫家

鄧雪峰教授　81�85
5月（379期）

朱佩蘭　慕沙老友，安居主懷　61�62
楊迪雅、郭汶伶　劉慕沙小傳及著譯書目提要　63�71
李若鶯　孤星般的燈火，在彼岸亮起—悼念牽手林

佛兒　73�76
陳芳明　南方的果樹園—遙寄林佛兒　77�79
應鳳凰　林佛兒的文學腳印　81�84
張　健　憶溥言師母　85
胡坤仲　耕讀自娛的李威熊　197�200
6月（380期）

須文蔚　常懷島嶼憂傷的詩人陳芳明　35�38
楊佳嫻　抵達之前，及其回憶　39�41
楊宗翰　像他這樣一個學者—試說陳芳明　42�44
向　陽　在論述中前行—側寫陳芳明的社會實踐　

45�47
廖玉蕙　期待繼續將內心的火種再次點燃—在生活

裡的陳芳明教授　48�52
張素貞　信德堂的餐敘—懷念慕沙　60�62
鄧敏君　劉慕沙翻譯文體的探索之路　63�65
郭漢辰　不死的太陽—紀念費啟宇　66�70
黃秋芳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追逐《詩經》老師

裴溥言的行吟印記　71�78
胡台麗　園‧緣‧圓—悼念人類學者李亦園院士　

79�83
楊　濤　詩畫崢嶸千古秀‧春秋傲岸萬年青—懷念

詩人王祿松　84�86
7月（381期）

向　陽　為台灣工人代言的小說家楊青矗　8�12
李宗慈　逃家為讀書的唐潤鈿　50�56
鄭如晴　有鳳歸兮—憶金鳳姊　62�65
8月（382期）

向　陽　大埔城文化的推手王灝　8�12
陳姵穎　宣紙上的真淳初心—李賢文與他的自然之

夢　71�75
朱德蘭　追思一代才女崔小萍的戲劇人生　84�87
郁　斐　永遠的懷念　88�91
9月（383期）

向　陽　台灣「新世代」詩人旗手林燿德　49�55
桂文亞　精神的流亡，形體的出逃—「駱圓紗」與

《河濱戰記》　56�58
應鳳凰　小說家潘壘的文學史位置　59�62
莊　因　不捨，在未來的花園　64�65
楊秋生　緣起不滅　66�68
劉靜娟　捨不得喻麗清　69�72
10月（384期）

黃英哲　悼念塚本照和教授　13�15
李敏勇　夢想著或許有這麼一天而燃起希望之星

火—靜靜地吶喊著的錦連（1928�2013）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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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金　永恆的故鄉與童年—台灣兒童文學耕耘者

馮輝岳　73�79
向　陽　台灣作家的保母林海音　80�85
龍　青　書寫是個人靈魂的獨特體驗—蘇家立與他

的詩　86�88
楊京華　昌元，放下人生功課吧！　89�91
李瑞騰　《生之謳歌》：楚卿老師的第一本書是詩集

　92�93
鍾怡雯演講，陳柏言記錄整理　在邊陲　94�100
11月（385期）

向　陽　「永遠的青鳥」詩人蓉子　50�55
朱佩蘭　病房約會　57�58
許俊雅　思慕微微—送遠行的翻譯家黃玉燕　59�61
陳學祈　文學因緣—懷念與黃玉燕老師的點點滴滴

　62�64
黃漢龍　小說家的句點—敬弔李冰老師　74�77
洪麗玉　追憶李冰老師　78�80
麥　穗　西丁與他的詩刊《詩園地》　86�89
12月（386期）

王德威　原鄉的浪子　98�101
及川茜　通往另一個國度的迷宮　102�104
周昭翡　跨越與回返，聆聽與重現—使者朱鴒　105�

107
高嘉謙　淡水河口的說故事者—記李永平老師　108�

110
須文蔚　編織文字魔性，探索人性黑洞　111�112
楊　索　天真的朝聖者　113�115
詹閔旭　李永平文學事業三階段　116�118
龔萬輝　時光渲染的臉　119�121
余光中　悼念李永平　122
李有成　一介布衣—懷念永平　123�127
胡金倫　俠女隔江猶唱月河曲　128�129
胡耀恆　我與李永平的交誼　130�131
高天恩　憶永平　132�136
張錦忠　故人西辭淡水河—記李永平　137�140
郭強生　9／24　141�143
黃英哲　悼永平兄　144�146
黃碧端　懷念永平　147�148
曾珍珍　默劇—追思李永平　149�150
魏月萍　總是遠航，總是歸岸　151�52
蘇其康　長憶李永平　153�154
何致和　把最好的時間留給寫作　155�156
李儀婷　如風如火的烈酒青春　157�158
桂業勤　憶李永平老師的作文課　159�160
許榮哲　關於小說，我的一流母親，偉大父親　161�

163
李淑華　永遠的二哥　164�165
丘　光　一顆善良、崇高的心—回憶作家、翻譯家

鄭清文　174�176
向　陽　台灣小說界的長青樹鄭清文　177�181
江寶釵　「寫字」せんせい，天國再見　182�185
李金蓮　來自大水河的擺渡者　186�187
李進益　再也沒人跟我搶《朝日新聞》　188�190
李　喬　殘年哭知己　191�192
徐錦成　台灣童心—我記憶中的鄭清文先生　193�

195
許俊雅　不僅僅是台灣文學的景觀—悼念一位誠摯

而純粹的作家鄭清文　196�199
陳雨航　與鄭清文先生的二三事　200�202
彭瑞金　他只是到另一個世界寫—悼鄭清文先生　

203�206
趙自強　寫我與鄭清文老師美好的午後　207�208
鄭谷苑　愛的力量—紀念鄭清文　209�212

文學台灣
1月（101期）

康　原　尋找心靈的長河（5）—側寫賴和先生的身

影　26�45
10月（104期）

鄭烱明　阮真毋甘—追思陳惠芬老師　34�36
張福英著，葉欣譯　《娘惹回憶錄》節選　128�137

台文戰線
7月（47期）

胡長松　伊共花的美麗留佇世間；王貞文是多才多藝

的詩人、藝術家　6�9；39�43
王昭文　王貞文生平　10�14
胡民祥　思思念念相思蟬　15�20
陳逸凡　上帝的疼佇伊內面：數念貞文老師　21�23
楊玉君　昔日戲言身後意　24�27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54期）

馬念慈　飲水思源銘心田—追憶我最敬愛的馬景賢

先生　96�99

幼獅文藝
1月（757期）

蕭義玲　青年陳映真的猶大歷程　74�75
李瑞騰　他確有一種魅力　75�77
曾萍萍　為了不願忘卻陳映真　77�78
鄭政恆　陳映真小說與香港　79�80
祁立峰　又隔蓬山一萬重　81�82

兩岸詩
5月（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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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明　羅門走了……我的心情　42

歪仔歪詩刊
12月（15期）

米敬萱　簡介白夜主人翟永明　17�28

秋水詩刊
1月（170期）

西川等　詩壇指標人物誌（8）：認識女詩人梅爾　5�7
4月（171期）

編輯室整理　詩壇指標人物誌（9）：秋水‧蕭蕭　7
7月（172期）

編輯室整理　詩壇指標人物誌（10）：詩園的耕耘
者—綠蒂　5

編輯室整理　飛躍的羚羊—女詩人李成恩　86
編輯室整理　2016優秀青年詩人獎簡介：蘇家立、李

蘋芬、楚影　94、96、98
彭正雄　我的詩國　永在世間—羅門　99
10月（173期）

編輯室整理　詩壇指標人物誌（11）：詩寫人生—
落蒂　18

乾坤詩刊
4月（82期）

方　明　羅門走了　129

國文天地
12月（391期）

周凌雲　蕭蕭，在詩的原鄉　11�14
黃金明　跨領域、跨海域，詩學與詩藝在海峽兩岸一

起發光且發亮—述蕭蕭在漳州的詩教活動

　15�20
王　勇　打開蕭蕭禪詩的靈視之窗　21�24
林　楓　相信生命中的每次遇見都是最好的安排—

讀蕭蕭茶詩集《雲水依依》與內心的對話　

25�27
張錦冰　清音隨風發—蕭蕭老師古琴緣　28�29
杜文賢　心向天地開放，人與純真往來—與蕭蕭相

處的一天　30�34
胡嬌陽　遇見蕭蕭．遇見自己　35�36
蕭　翔　我不是他的學生，但他是我的老師　37�38
白　靈　黃昏從寂滅中提煉出一抹晚霞—管窺蕭蕭

的詩觀和新詩創作　39�44
陳政彥　泰山不讓，故成其大—蕭蕭詩學評述　45�

50
李桂媚　濁水溪與八卦山的詩歌重奏—蕭蕭的感性

與理性　51�54
李阿利　溫文儒雅　謙謙君子　55�56

楊子澗　蕭蕭天風‧謙謙君子—以此文敬賀蕭蕭兄

七拾生日　57�58
陳麗卿　倡導校園藝文的先鋒隊　鼓動詩教翅膀的領

航人—蕭蕭學長　59�60
高亞謙　蕭蕭—把學生的需要「惦記與給予」　61�

63
羅文玲　雲在青天，風在兩翼—玄思道上的詩人身

影　64�69
謝瑞隆　溫柔敦厚，謙謙詩教—依然是蕭蕭身影　

70�73
陳瑞松　「雲」與「天」的對話—蕭蕭老師vs.劇場

表演藝術　74�75
高秋如　以書傳心‧以詩繫緣　76

創世紀詩雜誌
3月（190期）

陳文發　前輩詩人羅行—談其成長環境與當時的社

會氛圍　48�55
9月（192期）

陳文發　前輩詩人麥穗　34�44

華文現代詩
2月（12期）

劉正偉　羅門走了　19
彭正雄　慟！「我的詩國」永在世間　21�22
謝輝煌　為洋場‧深山‧詩資館—簡介資深詩人麥

穗　34�42
5月（13期）

向　明　此馬非凡馬—懷念羅門　6�7

新使者
2月（158期）

林良哲　台語流行歌壇的傳道師—姚讚福　49�54
12月（163期）

黃馨蓮　台灣文學家鍾肇政與龍潭早期的基督信仰　

50�54

葡萄園詩刊
2月（213期）

賴益成　悼念女詩人晶晶女士　5�6
呂　安　想你　媽媽　7�9
蘇祖怡　若不相欠，何以相見？—悼念敬愛的姥姥

呂劉自亮女士　10
金　筑　婺星垂沉　11�13
莊雲惠　懷念在晶光中閃爍　14�15
涂靜怡　有一種緣分—想念晶晶大姐　25�32
8月（215期）

涂靜怡　懷念汪洋萍大哥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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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
9月（91期）

洪中周　我與林鍾隆老師　73�75
蔡榮勇　兒童文學的大山　76�78

聯合文學
1月（387期）

利文祺　愛爾蘭的苦難、離散和壓迫—保羅‧馬爾

登　154�156
2月（388期）

黃　可　中國特立獨行的作家：李銳　122�124
3月（389期）

盛浩偉　阿爾巴尼亞拾骨者—伊斯梅爾‧卡達萊　

132�140
4月（390期）

印　卡　活在肉食之墳的男人—勞爾‧朱利塔　124�
126

5月（391期）

黃　可　殖民文化的抵抗者—塔哈爾‧本直倫　146�
148

6月（392期）

盛浩偉　自由奔放的日本詩人—野村喜和夫　138�
140

7月（393期）

印　卡　再發明經驗的星空—崔西‧K‧史密斯　
154�156

8月（394期）

黃　可　從批評者到預言者—布阿萊姆‧桑薩爾　

138�139
9月（395期）

盛浩偉　俄羅斯的冰與火—弗萊迪米爾‧索羅金　

154�156
10月（396期）

印　卡　形上學的詞典—邁赫迪‧本哈‧卡桑　178�
180

11月（397期）

黃　可　作為戰鬥者的韓國小說家—孔枝泳　194�
196

12月（398期）

印　卡　土耳其的革命詩人—阿托‧貝江莫谷　170�
172

鹽分地帶文學
2月（68期）

向　陽　以詩為宗教的詩人羅門　16�25
林明理　民族詩人林梵　166�171
4月（69期）

葉澤山　守護鹽分地帶文學第一人　5�7

許達然　情誼六十年　8�11
雷　驤　雷驤來鴻　12�13
應鳳凰　書話林佛兒—林佛兒寫的書，編的雜誌　

14�27
向　陽　心心念念為台灣的詩人林佛兒　43�52
張良澤　林佛兒與我　63�65
李若鶯　孤星般的燈火，在彼岸亮起—悼念牽手林

佛兒　74�79
林禪兒　回憶我爸　81�83
林靖傑　給佛兒堂兄的一封信　96�99
許極燉　悼念藝文奇才林佛兒先生　100�105
林蔚穎　一生精采林佛兒　106�111
喬　林　追思林佛兒兄　112�114
心　岱　風起雲湧的年代　115�118
李敏勇　飄升到宇宙盡頭彼方的鹽的亮光—追念文

學人、出版家林佛兒（1941�2017）　119�124
凌　煙　錯失　125�127
詹俊平　懷念　128�132
陳丁林　悼念林佛兒　205�207
葉蓁蓁　獻給敬愛的林佛兒、林叔叔　208�209
張月環　鹽啊　鹽啊—悼念林佛兒　210�213
曾惠萍　林佛兒、「七逃藝術」，與我　214�217
Sakura	 獻給永遠懷念的林大哥之美好玩伴　218�221
趙迺定　林佛兒的《鹽分地帶詩抄》　222�226
11月（71期）

陳永興　懷念文化戰友—柯旗化老師　186�195
林衡哲　默默耕耘的文化巨人—吳清友　196�205
張良澤　笑容猶在　208�210
下村作次郎　塚本照和先生與台灣文學　211�216
岡崎郁子　在台灣祝賀塚本先生的古稀　217�219
澤井律之　塚本先生與台灣和我　220�221
野間信幸　憶塚本照和先生　222�223
高橋明郎　綿綿相傳　224�226
堤智子　邂逅塚本照和先生、邂逅台灣　227�228
塚本善也　父親之死，那一天　229�232

評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61期）

紀蔚然　艾瑪得死　110�117
2月（162期）

紀蔚然　以文學之名　130�134
3月（163期）

張錦忠　「我的一半是別人」—奈波爾的小說世界

　30�33
傅　雋　奈波爾的三角習題　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