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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

1. 收錄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文學獎得獎名單，共收錄85筆。

2. 文學獎按揭曉／頒獎日期先後排序，記載文學獎名稱、舉辦相關單位、揭曉／頒獎日期、評審委員、獎項名

稱、得獎者姓名、得獎作品名稱。

3. 文學獎索引按首字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454 106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454 106年閩客語文學獎

454 2017台灣兒童文學傑出論文獎

454 2017阿却賞：台語短篇小說kap台語繪本故事

455 2017創世紀詩獎

465 mapatas—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第9屆）

467 Openbook好書獎（第2屆）

455 九歌106年度文選

458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第26屆）

463 大武山文學獎（第17屆）

455 中國文藝獎章（第59屆）

457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第35屆）

468 天籟詩獎

459 文薈獎（第14屆）

461 台中文學獎（第7屆）

461 台文戰線文學獎（第6屆）

456 台北文學獎（第20屆）

454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464 台南文學獎（第8屆）

464 台南市古典詩主題徵詩（第4屆）

462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第15屆）

461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22屆）

459 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

458 台灣文學數位遊戲腳本徵選

468 台灣文學獎

458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16屆）

468 台灣詩學「詩創作獎—散文詩獎」（第5
屆）

455 台灣歷史小說獎（第3屆）

462 打狗鳳邑文學獎

469 全國大學青年超新星文學獎（第5屆）

460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

465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18屆）

466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第10屆）

457 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

469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第8屆）

457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36屆）

469 竹塹文學獎

455 行政院文化獎（第37屆）

458 吳濁流文學獎（第49屆）

462 吳濁流文藝獎（第18屆）

456 巫永福評論獎暨文學獎

456 周夢蝶詩獎（第2屆）

466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第10屆）

470 旺旺‧時報文學獎（第39屆）

456 東華奇萊文學獎（第18屆）

463 林榮三文學獎（第14屆）

462 林語堂文學獎

458 法律文學創作獎（第6屆）

470 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暨十大影響力好書（第34
屆）

455 金車現代詩網路徵文獎（第6屆）

460 金鼎獎（第42屆）

467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暨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

表專案

456 阿公店溪文學獎（第11屆）

455 信誼幼兒文學獎（第30屆）

468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457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

466 後山文學獎

463 後生文學獎

458 書寫高雄出版及文學創作獎助雙計畫

455 桃城文學獎（第9屆）

469 浯島文學獎（第15屆）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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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台灣兒童文學傑出論文獎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主辦，1月20日頒獎。

得獎者　王蕙瑄〈台灣童書出版發展史研究〉（博士

論文）、陳佩怡〈李潼「台灣的兒女」系列小說多重

組構之研究〉（碩士論文）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2月6日頒獎。

小說類　金宇澄《金宇澄作品選輯：輕寒‧方島‧

碗》、黃崇凱《文藝春秋》、周芬伶《花東婦好》

非小說類　林育立《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

己》、李欣倫《以我為器》、李玟萱《無家者：從未

想過我有這麼一天》

編輯獎　自製類王梵、莊瑞琳《億萬年尺度的台灣：

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非自製類嘉世強、鄭雅

菁、張瑋庭《我們一無所有》、《行過地獄之路》、

《呼喚奇蹟的光》

106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國家電影中心承

辦，3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呂蒔媛、李達義、李耀華、唐在揚、馬

欣、黃政淵、黃麗群、楊莉莉、葉丹青、嘉世強、劉

梓潔、蔡銀娟

得獎者　首獎王莉雯〈引爆點〉，特優徐慧芳〈醫生

懸命〉、羅芽里〈西信一家〉、徐彥平〈傅培梅‧時

間〉、劉存菡、張庭翡〈煞塵爆〉、高炳權〈江湖無

難事〉、陳芯宜〈樹人〉，優等王瑞〈吳健雄〉、

陸慧綿〈漂浪之鳥〉、李蘄寬〈窺〉、繪武〈愛的

詐欺犯〉、盧怡君〈迷走青春〉、張婉兒〈一渺流

年〉、王希捷〈買屋記〉、吳旻炫〈我是劉立偉〉、

王毓茹〈漂浪時代〉、劉碧玲〈生日快樂〉、張英珉

〈臉〉、王仁芳〈不死之骨〉、林昀姍〈罪‧形〉

2017阿却賞：台語短篇小說kap台語繪本
故事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主辦，3月10日頒獎。

台語短篇小說　從缺

台語繪本故事　鍾育紋〈鳥仔囝揣媽媽〉（幼兒kap國

小低年級）、林榮淑〈小穩士想欲有一間厝〉（國小

中、高年級）、吳家銘〈Ko-hiông 228〉（國中生）

106年閩客語文學獎
教育部主辦，3月12日頒獎。

現代詩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王興寶〈上一條看袂到

日出的船〉，第2名李桂媚〈月光情批〉，第3名陳利

成〈故事跟綴吳濁流的跤跡〉；閩南語教師組第1名

林文平〈三月的畫展〉，第2名黃明峯、蘇靜雯〈家

466 馬祖文學獎

468 高雄文藝獎

469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第17屆）

460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458 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第6屆）

461 梁實秋文學獎（第31屆）

459 移民工文學獎（第5屆）

467 菊島文學獎（第21屆）

465 新北市文學獎（第8屆）

465 新住民文學獎

458 楊牧詩獎（第5屆）

470 葉紅女性詩獎（第13屆）

466 詩的蓓蕾獎暨台灣詩人流浪計畫（第5屆）

465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第9屆）

463 夢花文學獎（第21屆）

468 獎卿詩學獎（第6屆）

456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第8屆）

462 磺溪文學獎（第20屆）

459 聯合報文學大獎（第5屆）

461 鍾肇政文學獎

469 瀚邦文學獎（第5屆）

470 鏡文化「2018年度好書」

469 鏡文學影視長篇小說大獎徵件

464 蘭陽文學獎（第8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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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寫予陳進，日本時代台灣第一位女畫家〉，第

3名柯柏榮〈夜讀和仔仙〉；閩南語學生組第1名李長

青〈故事〉，第2名林益彰〈bī-完成ê馬祖石〉，第3名

王倩慧〈抾黑金的阿財〉；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王興寶

〈日出南庄〉，第2名鄭雅怡〈Lanˇ-ximˊ-su欒心樹〉，

第3名王永成〈一支瀰濃个油紙遮仔〉；客家語教師

組第1名、第2名從缺，第3名吳餘鎬〈遮仔夢〉、陳

子祺〈記得柑仔園香滿山野該當時〉；客家語學生組

第1名王倩慧〈歲月對山窿肚行等來〉，第2名張捷明

〈攣〉，第3名陳美燕〈牽起阿姆个手〉

散文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許烱輝〈樓頂樓跤〉，第

2名董耀鴻〈Hi-nóo-khih〉，第3名陳利成〈落筆才知

疼〉；閩南語教師組第1名林連鍠〈甘蔗ê滋味〉，第2
名王崇憲〈藏佇水底的愛〉，第3名蘇世雄〈鼓井〉；

閩南語學生組第1名從缺，第2名洪協強〈鑼鼓〉、王

倩慧〈菜市仔〉，第3名吳嘉芬〈「雲端」來的批〉；

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陳美蓉〈學「老」〉，第2名張馨

如〈運命交叉點〉，第3名曾秋梅〈茶芯祖孫情〉；

客家語教師組第1名吳餘鎬〈掌鵝仔〉，第2名張瑞玲

〈䀯老鼠〉，第3名黃士蔚〈客家姊妹〉；客家語學

生組第1名陳美燕〈五十歲个留學生〉，第2名張捷明

〈尋聲〉，第3名王倩慧〈和挼个山〉

短篇小說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王永成〈雙眼〉，第2
名陳鎮旭〈黃金雨〉，第3名劉承賢〈蜈蚣湯〉；閩南

語教師組第1名蔡錦德〈夜婆車〉，第2名陳龍廷〈疏

開〉，第3名鄭昱蘋〈福州囡仔〉；閩南語學生組第

1名王倩慧〈白老猴的悲歌〉，第2名洪協強〈Pak-hái 
thuân-suat〉，第3名沈宛瑩〈海翁號〉；客家語社會

組第1名曾秋仁〈水筆仔〉，第2名徐貴榮〈秤頭〉，

第3名徐秀英〈阿生伯公个農藥店〉；客家語教師組

第1名從缺，第2名徐姿華〈二手人生〉，第3名林瑞珠

〈「嬰兒」同學〉、謝如珍〈十月半　下元節〉；客

家語學生組第1名從缺，第2名張捷明〈李仔溪崁个塘

虱〉，第3名羅秀玲〈家劫〉、黃火盛〈失心〉

九歌106年度文選
九歌出版社主辦，3月14日頒獎。

年度散文獎　顏擇雅〈賽跑，在網中〉

年度小說獎　郭強生〈罪人〉

年度童話獎　陳素宜〈沒鰭〉

小主編推薦童話獎　許姿閔〈便利之門〉

2017創世紀詩獎
創世紀詩雜誌社主辦，3月17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李進文、張漢良、須文蔚

得獎者　宋尚緯

台灣歷史小說獎（第3屆）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3月17日頒獎。

評審委員　平路、李敏勇、宋澤萊、吳念真、范銘如

得獎者　首獎柯宗明〈陳澄波密碼〉，佳作張英珉

〈阿香〉

信誼幼兒文學獎（第30屆）

信誼基金會主辦，4月14日頒獎。

圖畫書創作獎　首獎吳語緁〈小房子烏比〉，評審委

員推薦獎翁藝珊〈好忙的除夕〉，佳作劉韻竹〈抓髻

娃娃的森林〉

圖畫書文字創作獎　首獎從缺，佳作李依亭〈小熊的

禮物〉、王嫽〈等車〉

桃城文學獎（第9屆）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4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林央敏、簡白、宇文正；散

文：陳昌明、許正平、鄭順聰

短篇小說　第1名楊杏秀〈毋驚春雨路〉，第2名郭昱

沂〈飄浪之女〉，第3名王美慧〈豬事大吉〉，優選

陳昱良〈三叉口〉、張耀仁〈燃燒的雨豆樹〉、李璐

〈正被顯影的我〉

散文　第1名張耀仁〈陪父親說話〉，第2名邱致清

〈阿爸的飯桌仔〉，第3名沈重宗〈斑馬煙〉，優選王

淑美〈罐〉、何志明〈經過〉

行政院文化獎（第37屆）

行政院主辦，文化部承辦，4月26日頒獎。

得獎者　吳念真、謝里法

中國文藝獎章（第59屆）

中國文藝協會主辦，5月4日頒獎。

榮譽中國文藝獎章　廖瓊枝（戲劇類）、愚溪（文化

類）、周澄（藝術類）、張己任（音樂類）

文藝獎章　文學創作獎楊宗翰（文學評論類）、賴文

誠（詩歌類）、王素峰（新詩類）；美術創作獎王瓊

麗（油畫）、劉國正（水彩）、徐享捷（書法）、

龔朝陽（書法）、張永隆（攝影）、黃思惠（兒童

繪本）；舞蹈類陳姿宇（舞蹈編導）；戲劇類劉慧芬

（戲劇教育）、林建華（戲曲創作）、張珈羚（國劇

表演）、鄭芷芸（歌仔戲表演）、蔡長青（影視設

計）、鄭孝先（劇場設計）、朱逸群（演藝教育）；

曲藝類王騰懋（民俗類）；文藝工作獎劉小華；海外

文藝工作獎彭南林

金車現代詩網路徵文獎（第6屆）

金車文教基金會文藝中心主辦，5月19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柯嘉智〈廣場〉，特優吳緯婷〈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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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李振豪〈還能更糟糕〉、周漢輝〈我們的孩

子〉，優選巴許布姆〈從今天開始〉、珸瑪芾〈部落

傳統領域〉、吳俊霖〈心經〉、李靜旻〈霧霾打算殺

死我們〉、李蘋芬〈金色—記舟越桂〉、林宇軒

〈史前〉、林郁茗〈愛情地理學〉、林益彰〈五棧樓

仔，掛號〉、邱煜智〈白繭之墓〉、崔舜華〈與夏卡

爾為伴的一年〉、郭哲佑〈明信〉、陳坤琬〈沒有其

他〉、陳雨汝〈外語〉、曾貴麟〈愛的變形記〉、楊

智傑〈去見帕斯捷爾納克〉、楊瀅靜〈問道於盲〉、

蠢貨〈沒什麼〉、蔡文哲〈有願〉、謝祥昇〈1987南

陽街印記〉、韓祺疇〈迴〉

周夢蝶詩獎（第2屆）

中華民國周夢蝶詩獎學會主辦，5月19日頒獎。

評審委員　陳義芝、楊澤、羅智成

得獎者　王冬冬〈世紀〉、蔡琳森〈局部與團圓〉、

徐珮芬〈黑噪音〉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第8屆）

淡江大學文學院、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淡江大學中

文系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工作小組、淡江大學驚

聲古典詩社承辦，5月19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文幸福、李知灝、許清雲

得獎名單　第1名林宸帆〈重到江城〉，第2名為尹諾

〈憶童年4首〉，第3名朱荀博〈返港憶舊4首〉，佳作

廖莛諼〈憶舊情〉、吳紘禎〈憶往4首〉、陳信宇〈失

情雜感4首〉、陳秀櫻〈學詩四咏〉、林文淵〈春日憶

舊4首〉

巫永福評論獎暨文學獎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主辦，5月20日頒獎。

文學評論獎　陳瀅州《戰後台灣詩史「反抗敘事」的

建構》

文化評論獎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

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

文學獎　詹明儒《西螺溪協奏曲》

台北文學獎（第20屆）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文訊雜誌社承辦，5月26日頒

獎。

評審委員　小說：平路、林俊頴、范銘如、郭強生、

駱以軍；散文：宇文正、陳雨航、廖玉蕙、廖鴻基、

簡媜；現代詩：李敏勇、唐捐、孫維民、陳育虹、楊

澤；古典詩：林正三、陳文華、曹淑娟、曾守正、顏

崑陽；舞台劇本：王嘉明、呂柏伸、袁瓊瓊、鴻鴻、

魏瑛娟；台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向陽、胡金倫、劉

克襄、蔡素芬、盧郁佳

小說　首獎李奕樵〈鴿之舞〉，評審獎游善鈞〈少女

斜巷〉，優等獎許淳涵〈小夜班〉，李得魚〈靈鳥〉

散文　首獎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評審獎蔡

宗佑〈蜃樓〉，優等獎熊瑞英〈包餃子〉、游書珣

〈白河〉

現代詩　首獎ㄩㄐ〈遷徙〉，評審獎李蘋芬〈週間許

願〉，優等獎羽弦〈城市搬家工人獨白〉、游書珣

〈早安，早安〉

古典詩　首獎李藝明〈新公園故蹟詠懷四首〉，評審

獎彼岸花〈重到紅樓〉，優等獎風雲〈憶台北故居四

首並序〉，林勇志〈台北四事〉

舞台劇本　首獎美丁〈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評審

獎清〈無搖滾〉，優等獎陳建成〈在世紀末不可能發

生的事〉、李沐恩〈公寓〉

台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　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李屏瑤「同志百工圖」

東華奇萊文學獎（第18屆）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牟宗燦講座基金主辦，5
月31日頒獎。

林君鴻全國兒童文學童話獎　首獎紀博議〈邏輯上的

河流〉，評審獎范嘉茵〈沒有選項的午後〉，推薦

獎張昕雅〈人氣〉、沈芃君〈流念〉、楊諺珽〈兒

時—致己〉、張劭暐〈Dia—向坤伶致敬〉、陳采

翎〈寫生〉

東華奇萊全國高中文學獎（現代詩）　第1名謝牧容

〈大灰狼與聰明的白兔子〉，第2名朱浩一〈小石獅不

見了〉，第3名黃脩紋〈斑斑的生日〉

阿公店溪文學獎（第11屆）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岡山大專青年協會合辦，6
月3日頒獎。

散文　大專組第1名崔德輝〈對焦〉，第2名翁家宏

〈時移〉，第3名鄭筠琳〈枇杷樹〉，優選楊佳蕙〈穿

越三十年的時空〉、戴子寧〈情繫港都風情〉、沈信

宏〈成父之路〉、蔡毓珊〈情繫蚵寮〉、林益彰〈左

營退伍兵的後頭厝〉、曾紫萭〈第二個家〉、吳俊賢

〈歲月的放映師、收藏家、傾訴者〉、葉芷芸〈父

愛〉、楊美麗〈粿的記憶〉、謝宜蓁〈316.8公里〉；

高中組第1名蔡毓庭〈這城市　喘息中〉，第2名邱淳

琪〈鏡〉，第3名謝明翰〈阿嬤的碗粿香〉，優選李

承哲〈大冠鷲的未來〉、蘇映瑜〈天公的生日趴〉、

劉耀暘〈揭開故鄉的神奇面紗〉、楊宸〈終點站—

我的家〉、楊璧綺〈日出舊鐵橋〉；國中組第1名陳姿

綺〈落葉—關於他的故事〉，第2名鄭睿樺〈逃跑少

年〉，第3名高怡萱〈聆聽故鄉這片土地的聲音〉，優

選許育慈〈我的家鄉是一首動人的歌〉、劉孟翰〈營

造一塊屬於家鄉真正的淨土〉、葉昱〈崗山夜思〉、

蔡承穎〈故鄉—無聲的呼喚〉、萬育君〈來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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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阿爸〉、孫澔潁〈融化在家鄉的景致中〉、

蔡旻樺〈幫媽媽染髮〉、戴志瑜〈驚覺南岸沙灘的

美〉、倪御維〈冰封的過往〉；國小組第1名萬禹佟

〈不老千歲團〉，第2名涂雅涵〈一個讓阿爸歡喜又憂

傷的地方—石螺潭〉，第3名歐芸瑄〈在家鄉的土地

上，我發現自己的真摯笑容〉，優選方品鈞〈一彎清

淺，觸動心靈〉、李家宸〈感性的音樂會〉、葉湘云

〈科工館之旅〉、劉巧翊〈大岡山嘻遊記〉、胡宜臻

〈紫色小仙子〉、鄭涔妘〈最多回憶的大樓〉、呂維

真〈高雄市市場裡的糖果屋〉、金峻辰〈徜徉於大自

然，讓愛在我心中〉、潘君慈〈慈祥的外婆〉、劉紘

宇〈永遠的雨豆樹爺爺〉

童詩　台語組第1名陳語彤〈寫予秋天ê批〉，第2名孫

珮瑄〈庄跤人ê本色〉，第3名陳育睿〈阿母ê灶跤〉，

優選陳俞安〈龍坪步道之旅〉、蔡孟庭〈雙跤踏水

車〉、呂芯瑜〈淳樸ê內門〉、張庭嫣〈春天ê花蕊〉、

楊叡傑〈野球〉、蕭丞育〈過新年〉、戴慈蓉〈來去

旗後〉、黃嵐歆〈旗津ê今昔〉、林俊豪〈大自然ê糞埽

車〉、陳侑歆〈香爐〉；客語組第1名劉家妤〈白雲遊

美濃〉，第2名鍾昀哲〈樹仔〉，第3名古鎧瑜〈美濃

特色〉，優選張閔如〈美濃特色〉、曾雅芳〈美濃个

靚〉、黃建騰〈美濃个靚〉、楊斐鈺〈美濃風光〉、

羅天佑〈 心中最登真个〉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
南華大學文學系主辦，6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林達陽、凌明玉、廖志峰

得獎者　大專組首獎沈信宏〈不黏〉，推薦獎張庭

瑋〈五度音〉，佳作梁評貴〈魚訊〉、范亦昕〈小

蟲〉、莊家輝〈下一站〉；高中組首獎陳孟娟〈走

過那段路〉，推薦獎楊崴婷〈破戲〉，佳作陳雅涵

〈她，家〉、李昭紳〈與爺爺的時光書簡〉、洪孟杰

〈讓我，為你淋場雨〉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36屆）

明道中學、明道文藝、現代文學館主辦，6月10日頒

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高中組廖輝英、林黛嫚、蔡素

芬；散文：高中組吳晟、廖玉蕙、簡媜，國中組陳幸

蕙、蕭蕭、路寒袖；新詩：高中組白靈、陳義芝、焦

桐，國中組渡也、許悔之、楊佳嫻

短篇小說　高中組第1名婁儷嘉〈成長痛〉，第2名陳

擷文〈餞別〉，第3名鄭心禕〈一半〉，佳作張育銓

〈路不拾遺〉、曾偉筑〈對不起〉、蘇筠喬〈跳舞的

梵谷〉、邱靖棠〈方程沒有市〉

散文　高中組第1名鍾庭恩〈小蜜蜂〉，第2名盧涵雍

〈龍爪映象〉，第3名蘇玟予〈起床氣〉，佳作吳培鎰

〈遠方印象〉、呂冠儀〈迷香〉、林奕君〈二十一世

紀的大正時代〉、劉旭鈞〈搬遷〉、范嘉茵〈因為我

是姐姐〉、柯采玉〈越界〉、何松澄〈選擇〉、羅羽

軒〈孤島有光〉；國中組第1名許立蓁〈茶韻小調〉，

第2名黃喬柔〈釀〉，第3名熊文瑾〈從小吃店到商業

樓〉，佳作劉若葳〈音樂，世代之間〉、涂畫〈從巧

克力大樓到青石小巷〉、蕭柏荃〈默‧漠〉、邱慶价

〈半壁江山一臉傷〉、李偉達〈騎單車的男人最帥〉

新詩　高中組第1名紀博議〈動物標本館〉，第2名吳

品葳〈神祕的飲水機阿姨〉，第3名周予寧〈思春期

飲食指南〉，佳作張育銓〈關於阿嬤的眠牀〉、陳品

融〈荒海〉、鄭語萱〈會痛的詩〉、鍾庭恩〈風箱樹

之歌〉、黃婧萓〈餘震—致花蓮震災〉、陳映彤

〈異類〉、顏培如〈嘆息橋〉、張凱翔〈在咖啡冷掉

之前〉；國中組第1名胡竣揚〈耳機症〉，第2名黃秋

燕〈夜讀〉，第3名唐翊雯〈月亮的孩子〉、陳昌琪

〈傘〉，佳作黃苡絜〈詠屈原〉、彭晨祐〈曇花〉、

丁予柔〈記憶駭客〉、郭岳振〈蠹蟲〉

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
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主辦，6月15日頒獎。

得獎者　林益彰、張心柔、陳威宏、葉緹、霍育琥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第35屆）

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6月21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宋澤萊、范銘如、陳雪；散文：向

陽、廖鴻基、鍾怡雯；新詩：白靈、岩上、羅智成；

古典文學：李建崑、李建福、林淑貞

小說　第1名許宸碩〈孤證〉，第2名涂瀞尹〈氧

化〉，第3名鄭博元〈和睦家〉，佳作張純甄〈地球

的背面〉、黃百晟〈封印〉、張弘政〈根〉、陳信傑

〈牆之國〉

散文　第1名蕭信維〈扛轎〉，第2名黃茵〈快樂童

年〉，第3名蔡政洋〈後院〉，佳作藍舸方〈賭徒素

描〉、戴小媛〈霧件〉、徐滋妤〈從青梅到牡丹〉、

蔡旻螢〈鬼故事〉

新詩　第1名柯佑臻〈生字練習〉，第2名王信文

〈糸〉，第3名陳碩甫〈同學會〉，佳作鄭堪遠〈翻譯

是一種艱難的工作〉、蔡凱文〈一頁溫柔的故事—

記裴嘉妮修女的奉獻〉、曾貴麟〈獅子魚〉、紀志新

〈「宰我」篇〉

古典文學　第1名江曉輝〈遊書肆等10首〉，第2名尹

諾〈丁酉年冬夜詠懷等10首、寧外校園遊記〉，第3名

謝定紘〈韶華集10首〉，佳作林宸帆〈彼岸吟草—

詩詞10首〉、呂希真〈語文教育「文白之爭」之我

見、聶隱娘等詩詞9首〉、戴雪雯〈丁酉刪存6首〉、

何維剛〈雲涯遊草10首、荊楚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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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高雄出版及文學創作獎助雙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文學創作獎助6月22日、出版

獎助7月25日揭曉。

文學創作　李念潔〈任時間抽長陽光〉（散文）、葉

思吟〈哈囉！山上的朋友：台20號公路旅行〉（報導

文學）、林姿伶〈留痕，咱的記持〉（台語新詩）、

郭銘哲〈雄著味：從時代入山海，尋訪高雄各區之

傳家手藝與食飲私味〉（報導文學）、柳一〈此地〉

（新詩）、蔚宇蘅〈入陣〉（散文）

出版　李友煌〈貝神的召喚〉（報導文學）、洪明道

〈等路〉（小說）、李阿明〈漁港的人〉（報導文

學）、凌煙〈乘著記憶的翅膀尋找幸福的滋味〉（散

文）

楊牧詩獎（第5屆）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辦，7月1日揭曉。

評審委員　李進文、徐國能、陳義芝、焦桐、劉克襄

得獎者　廖啟余《人子》

吳濁流文學獎（第49屆）

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主辦，7月21日頒獎。

小說　正獎黃崇凱《文藝春秋》

新詩　正獎騷夏〈淤積的字〉等10首，佳作林婉瑜〈萬

聖節派對〉等10首、崔舜華〈口信〉等10首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16屆）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主辦，7月28日頒獎。

評審委員　Clain、杜鵑窩人、哲儀、陳蕙慧、寵物先生

得獎者　首獎宋杰〈致命偶像〉，入選克拉珊〈牆破

證〉、王稼駿〈亞斯伯格的雙魚〉、冒業〈古典力學

的象徵謀殺〉、厭世學者〈廣告超人〉

法律文學創作獎（第6屆）

台北律師公會主辦，8月3日揭曉。

評審委員　小野、易智言、張大春、黃丞儀、蘇哲賢

極短篇法律小說　首獎不帶劍〈殺人自白〉，評審獎

凱哥〈地方特考〉、吳依庭〈經驗〉，佳作藝萱〈貓

的證言〉、張俐雯〈警探心事〉、玖〈不打招呼〉、

張澤〈死得其所〉、小毛巾〈代媽媽〉、傅凱羚〈會

客菜〉

法律電影故事大綱　首獎蔡宗倫〈藍色沙漠〉，評審

獎鄧湘全〈萬物可當〉、武曲〈一根煙〉，佳作J.S羊

羊〈引路人〉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第26屆）

九歌文教基金會主辦，8月7日頒獎。

評審委員　凌性傑、張桂娥、陳安儀、黃秋芳、鄭淑華

得獎者　首獎鄭若珣〈翩翩〉，評審獎邱靖巧〈小豬

撲滿〉，推薦獎范芸萍〈不嚕樂園〉，榮譽獎董少尹

〈恐懼的馬赫數〉、周禮群〈虎爺〉

台灣文學數位遊戲腳本徵選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8月18日頒獎。

評審委員　林信志、林景瑞、張郁靂

得獎者　社會組金獎陸如淑〈1940〉，銀獎謝佩蓉

〈音域幻象〉，銅獎陳鈺璇、王献章〈文魂與鏡〉，

佳作張俐璇〈府城行卷—葉石濤的時空歷險〉，

入選魏正婷〈箱中疑雲〉、袁佩琪〈文學之鬼的書

房〉、林廷珊、陳佳伶〈城市詩人〉、李婉瑈〈以

龍瑛宗先生生平與其物品輪椅為發想〉、許孟霖

〈箱〉；學生組金獎潘瑩真、潘秋如〈夢獸之島〉，

銀獎黃榆茹〈英子與千山之國〉，銅獎田敬暘、謝人

文〈藤椅〉，佳作黃卉君〈象尋之處〉，入選甘嘉蓉

〈失われた〉、林岡儒〈找回印象〉、劉芷晴、劉耀

之〈黑色太陽〉、吳雅婷〈調皮的小夢獸〉、厲元蕾

〈你想要的，你願意用什麼來交換？〉

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第6屆）

教育部主辦，台東大學承辦，8月18日頒獎。

現代詩　蔡光輝〈Ini bi Kndka ka Alang da〉（故鄉已

完全不一樣了，太魯閣語）、葉夏生〈na mequdjilj 
anga asaw〉（葉子都變紅了，東排灣語）、利芳慈

（Tamiku‧Paqaliyus）〈kinasaljinga〉（願望，東

排灣語）、柯玉卿〈thalrilridu si matiadirivanane ikay 
tenaenale〉（山林裡的美麗與哀愁，霧臺魯凱語）、

方双喜〈kining, ’iror〉（紀念，回憶，馬蘭阿美語）、

章錦明（Kacaw‧Loay‧Kolas）〈Ciapolay ko-fi〉（吉

阿坡琜咖啡，海岸阿美語）、張月瑛〈Mahadoway ko 
faloco’〉（迴盪，秀姑巒阿美語）、楊韶華〈o capox〉
（秧苗，馬蘭阿美語）、張秋生〈pawayal su’？〉（你

接受嗎？，賽考利克泰雅語）、打亥‧伊斯南冠‧犮

拉菲〈isa kasun〉（你在哪裡，郡群布農語）、馬麗

琴〈Inak lumaq tu sinbalung〉（我家的牆壁，丹群布農

語）、林富輝〈Sui〉（錢，丹群布農語）、蔡詠淯

〈’esi kesoni kasua, ’esi kara kasu taramamanung？〉（你過

得好不好，卡那卡那富語）、王商益〈matitaukat hanuk 
a balaki〉（吾之祖先說道著，道卡斯語）、潘美珠

〈Mangidi naki a lama〉（哭阿！我的一生，巴宰語）、

潘正浩〈Ana pahaihén pinialay a hinis〉（莫忘初衷，噶

哈巫語）

散文　阮翠芳〈singelit〉（想念，東排灣語）、尤

育玲（Ipang Tjaljiges）〈aidriva lja aidriva anga〉（媳婦

的祈禱，中排灣語）、吳伯文〈einuua’e hpxhpxngx〉
（敬重山林，鄒語）、楊讚妹〈O’orip nomaku〉（我

的一生，海岸阿美語）、曾博英〈O’ilor ako to wina 
ato mama〉（對父母親的思念，海岸阿美語）、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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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瑛〈O safohat to taneng no to’as ko sowal〉（語言是

揭開祖先生活智慧之索，秀姑巒阿美語）、羅初妹

〈Fatad no talid〉（半瓶仔，馬蘭阿美語）、全茂永

（Atul‧Manqoqo）〈matingmut tu acang〉（部落的清

晨，卡群布農語）

翻譯文學　蔡愛蓮（Ljumeg‧Patadalj）〈vaquan a itung 
nua mamazangiljan〉（國王的新衣，南排灣語）、蔡慧

琴、林春月（Maliko‧Sapayan）〈adri piyamaumau na 
kiteng na maymay〉（醜小鴨，南王卑南語）、陳韻儀

〈Asan（1868-1934）〉（阿珊〔1868-1934〕，海岸阿

美語）、朱清義（Kolas‧Foting）〈Macakat toya Kwan-
Cyi Hanany a tongroh、O harateng to lafii^〉（唐詩〈登鸛

雀樓〉、〈夜思〉，秀姑巒阿美語）

短篇小說　根阿盛（kil tatini’ ma kakita’〉（與祖相會，

賽夏語）、楊進德（o pitapi’ ni Panay〉（Panay獻工的故

事，海岸阿美語）

文薈獎（第14屆）

國立彰化美學生活館主辦，9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文學：丘秀芷、吳晟、陳義芝，圖畫：郝

廣才、賴馬、蘇振明

文學　大專社會組第1名鄭國珍〈如果我能再唱一曲

思想起〉，第2名王秋蓉〈如果我能識字〉，第3名洪

春峰〈如果我能找回心遺忘的節奏〉，佳作吳雅蓉

〈我騎著單車〉、田宜君〈如果我能擺渡辭海細述

流光〉、白修宸〈如果我能再次聽見父母爭吵的聲

音〉；學生組優等臧成哲〈如果我能施展魔法〉、游

高晏〈如果　沒有如果〉、邱映蓉〈如果我能穿越時

空〉、陳柏翰〈如果我能—從北緯23.5度出發〉、

林奕佐〈假如我能許自己一個願—走進屬於我的書

裡〉、許吉秀〈一場夢境〉，佳作林彥碩〈如果我

能〉、王柏皓〈勇敢逐夢唱出生命之歌〉、黃薇安

〈如果我能留下一些風景〉、梁家瑄〈如果我能成為

孩子生命中的老師〉、陳誼〈如果我能開口說話〉、

張惠鈞〈迎風而飛〉、劉彥葳〈如果我能—起死回

生〉、徐可庭〈如果我能擁有超能力〉、蒙建安〈如

果我能踏上讀大學的路〉、邱瑞益〈如果我能〉

圖 畫 　 大 專 社 會 組 第 1 名 劉 子 榕 〈 如 果 我 能

HEARD〉，第2名郭湘瀅〈如果我能成為助人傳愛

畫家〉，第3名張艾娟〈如果我能……〉，佳作袁

鵬偉〈如果我能再擁抱妳一次〉、詹政融〈如果可

以〉、施慧英〈小豬好緊張〉、謝宇軒〈如果我能訴

訴情懷成家立業〉、羅緯城〈如果我能—有夢最

美，期許自我〉；學生組優等吳陌毅〈欣中的異想世

界〉、吳雅惠〈夢想高飛〉、林依柔〈如果我能變成

新娘子〉、謝承佑〈夢想實踐家〉、林侑緯〈如果我

能—蝶啊！蝶〉、許瀚阜〈我想練武術〉、曾博笙

〈如果我能〉、林家弘〈如果我能成為一個畫家〉、

彭宇瑄〈如果我能開口對你說〉、張慧瑜〈如果我能

成為烘焙師〉、王妤文〈如果我能擁有心想事成的魔

法〉、賴櫟安〈如果我能成為療癒畫家〉，佳作熊祖

〈火車的新舊時代〉、胡瑩鈴〈如果我可以〉、蘇雅

慧〈如果我能聽得見〉、許維亞〈跟姐姐摘蘋果〉、

陳冠霖〈轉變心情〉、趙子茜〈美滿家庭〉、趙晉

呈〈如果我能改變自己〉、黃子瑋〈交通工具大集

合〉、項柏威〈好想出去玩！去哪裡呢？到動物園YA
耶！〉、楊淋翔〈聖誕party〉、廖晨然〈如果我能在

水中呼吸〉、廖羿光〈如果我能有一扇任意門〉、劉

昱辰〈如果我能聽得見〉、涂仕軒〈如果我能是一隻

鳥〉、廖仁維〈如果我能要求平等的聲音〉、朱偉譯

〈如果我能更好〉、蔡泓光〈我想要成為鼓手街頭藝

人〉、王游詮〈熱鬧的街〉、鄭皓文〈如果我能像海

豚一樣聽話〉、鍾維珍〈如果我能〉

聯合報文學大獎（第5屆）

聯合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9月9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德威、邱貴芬、梅家玲、陳芳明、楊

澤、詹宏志、鍾文音

得獎者　駱以軍

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9月19日揭曉。

得獎者　博士論文陳允元〈殖民地前衛—現代主義

詩學在戰前台灣的傳播與再生產〉、高鈺昌〈「聽—

見」城市：戰後台灣小說中的台北聲音景觀〉，佳作

翁柏川〈「軍中三劍客」的文學創作與活動研究〉、

張毓如〈廣播小說：二十世紀中期台灣聽覺文化與聲

音敘事〉；碩士論文林祁漢〈華語語系脈絡下的少數

族裔寫作：夏曼‧藍波安、達德拉凡‧伊苞及阿來的

移動敘述研究〉、黃勝群〈台灣護理散文研究：以趙

可式、林月鳳、胡月娟、洪彩鑾為例〉、蘇筱雯〈尋

愛以安身？—郭強生小說研究（1980-2015）〉、

陳雨柔〈殖民地台灣「童心主義」的移植與變貌—

以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中的兒童形象為中心〉，佳作

黃湘涵〈從台北詩歌節探研鴻鴻的策展理念〉、郭

如梅〈輕小說的跨國傳播與在地形塑〉、李佩儒〈台

灣「乩將（降駕型塗面扮神將）」之研究〉、廖紹凱

〈孩童、家族、後鄉土：袁哲生與童偉格小說研究〉

移民工文學獎（第5屆）

東南亞教育科學文化協會主辦，9月30日頒獎。

評審委員　決審：于淼淼、侯季然、陳冠中、藍佩

嘉、蘇美智，青少年評審：陳以恆、楊欣盈、董瑞

欣、劉雨婷、蔡佩芙

得獎者　首獎Loso Abdi〈關於愛〉（Tentang Cinta），

評審獎Melinda M. Babaran〈鞭打的痕跡〉（Latay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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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n）、Louie Jean M. Decena〈爸爸的神祕箱子〉

（Ang Mahiwagang Kahon ni Itay），優選龍潭女子監獄

〈破碎的夢想及四面圍牆〉（Nabigong Mga Pangarap 
At Pader sa Paligid）、Yuli Riswati〈那個傷口依然在

我體內〉（Luka Itu Masih Ada di Tubuhku）、Pratiwi 
Wulansari〈人力儲備中心裡的人們〉（Orang-orang 
Penampungan），青少年評審團推薦獎Loso Abdi〈關於

愛〉（Tentang Cinta）、Louie Jean M. Decena〈爸爸的

神祕箱子〉（Ang Mahiwagang Kahon ni Itay）、Nguyen 
Nhat Huy（阮日輝）〈人肉〉（Thịt người），澳門特

別獎Diệc Vĩ Lâm（曾偉林）〈如果那天能休颱風假〉

（Nếu hôm đó được nghỉ làm tránh bão?）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
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新匯流文化基金會、INK印刻文

學生活誌主辦，10月2日揭曉。

評審委員　小說：陳雪、童偉格；散文：楊佳嫻、高

翊峰；新詩：楊澤、羅智成

小說　首獎蕭培絜〈在船上〉，佳作張毓中〈機

艙〉、許明智〈生而為人的日子〉、林鏡宇〈逸軌〉

散文　首獎李唯廷〈房間〉，佳作陳研諭〈藍色印

記〉、許巽絜〈少年馬賽克〉、朱延喻〈安全碰撞距

離〉

新詩　優選許明智〈三別〉、李冠玟〈副作用〉，佳

作陳濟玫〈幼稚園〉、拉麵〈信徒〉

金鼎獎（第42屆）

文化部主辦，10月4日頒獎。

特別貢獻獎　陳素芳

雜誌　人文藝術類獎《Voices of Photography攝影之

聲》；財經時事類獎《今周刊》；兒童及少年類獎

《中學生報》；學習類獎《親子天下》；生活類獎

《秋刀魚》；新雜誌獎《小行星幼兒誌》；專題報導

獎劉致昕、邱碧玲、陳宗怡、田習如「假新聞撕裂歐

洲」《商業周刊》，專欄寫作獎留佩萱「諮商師的懇

親時間」《人本教育札記》，攝影獎程思迪「800根

煙囪的家」《商業周刊》，主編獎郭奕伶《商業周

刊》，設計獎吳恩均《LEZS》
圖書　文學圖書獎黃崇凱《文藝春秋》、謝海盟《舒

蘭河上：台北水路踏查》、周芬伶《花東婦好》、平

路《袒露的心》；非文學圖書獎林書帆等《億萬年

尺度的台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的身世》、賴慈

芸《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

怪象大公開》、張雍《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人生

百味《街頭生存指南：城市夾縫求生兼作樂的第一堂

課》；兒童及少年圖書獎張友漁《壞學姊》、張國

立《海龍‧改改》、張哲銘《菜市夜市套書》、林世

仁《字的小詩：讀一首詩，交一個字朋友》（全三

冊）；圖書編輯獎張詩薇《解碼台灣史1550-1720》；

圖書插畫獎劉旭恭《車票去哪裡了？》

政府出版品　圖書獎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佛里神父Père Urbain 
Jean Faurie》（中文版）；數位出版獎熊熊數位文化公

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圓夢繪本資料庫」 
數位出版　數位內容獎「全台發電廠荒謬記事」，數

位創新獎「天下全閱讀」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10月4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教師組王邦雄、李瑞騰、周芬伶、

曾昭旭、廖玉蕙，學生組尤雅姿、吳鈞堯、黃林雙

不、鍾文音、鍾怡雯；短篇小說：教師組平路、范銘

如、黃海、蔡素芬、蘇偉貞，學生組王聰威、宇文

正、吳敏顯、許琇禎、彭樹君；童話：教師組林少

雯、許建崑、游珮芸、楊茂秀、嚴淑女；詩詞：教師

組李勤岸、陳啟佑、楊佳嫻、楊澤、羅智成，學生組

唐捐、孫梓評、翁文嫻、陳黎、須文蔚；戲劇劇本：

教師組石光生、朱之祥、李其昌、楊士平、鍾明德，

學生組王友輝、李啟源、沈文凱、孟諴、魏瑛娟

散文　教師組特優李鄢伊〈潔淨之地〉，優選任宇

文〈想像的遺囑〉、沈芳如〈破曉〉，佳作江伊薇

〈止痛藥〉、陳春妙〈大齡女子〉、陳永信〈布床人

生〉；學生組特優林文心〈好好照顧我的花〉，優選

秦佐〈隔窗〉、邱詠仁〈鬥雞眼〉，佳作陳碩甫〈阿

公的桃子園〉、羅苡珊〈我踩的是生靈的夢〉、沈宗

霖〈腕〉

短篇小說　教師組特優翁淑慧〈之外〉，優選王淑玲

〈春雨來的那一天〉、呂政達〈前往星球樂園〉，佳

作林佳樺〈那一扇門〉、陳彥廷〈伴生緣〉、許琇禎

〈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學生組特優蘇禹安〈我

們〉，優選高博倫〈飛碟離開了這座城市〉、張純甄

〈好天〉，佳作林文心〈女神〉、朱浩一〈奇蹟的一

天〉、陳信傑〈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

童話　教師組特優蔡秉諺〈十萬光年的心願〉，優選

陳文森〈火之書〉、洪雅齡〈我遇見我自己〉，佳作

蔡鳳秋〈 魔法貓救援任務〉、王宇清〈星願親子餐

廳〉、鄭玉姍〈神仙的暑假作業〉

詩詞　教師組特優馬玉紅〈有貓在的時候〉，優選

賴文誠〈黑暗中的隨堂練習〉、李鄢伊〈她的母語

日〉，佳作游淑如〈廚房書簡〉、陳春妙〈走在夢的

路上—致張岱〉、顏嘉琪〈我的太空爸爸〉；學生

組特優林佑霖〈像我這樣的待業男子〉，優選柴柏松

〈藍色的裙子〉、梁峻瑋〈切割歐亞的交線〉，佳作

趙文豪〈問石〉、張英珉〈天宮就要墬落〉、吳俊霖

〈藏氣〉

戲劇劇本　教師組特優從缺，優選舒宗浩〈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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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胡錦筵〈oh！Hero〉，佳作陳彥廷〈娃娃之

家〉、鄭玉姍〈鍾馗的心願〉；學生組特優王健任

〈男人與他斷掉的左手，偶爾還有不聽使喚的肚

子〉，優選李孟豪〈無明〉、林國峰〈回看〉，佳

作朱曼寧〈以珍珠形容碳酸鈣〉、郭家瑋〈尋找水

星〉、鄭堪遠〈詩人〉

台中文學獎（第7屆）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承辦，10
月6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陳雨航、平路、蔡素芬；散文：陳

憲仁、鄭瑜雯、鍾怡雯；新詩：向陽、吳晟、蕭蕭；

童話：王金選、李懿倫、曹俊彥；青少年散文國中

組：方梓、石德華、陳幸蕙，高中職組：楊翠、楊錦

郁、劉克襄；母語詩台語組：方耀乾、李勤岸，客語

組：曾貴海、鍾永豐

文學貢獻獎　周芬伶

小說　第1名莊宜文〈時差〉，第2名李冠玟〈藍色

巢穴〉，第3名陳昱良〈空屋〉，佳作何美諭〈巧遇

者〉、張英珉〈死海復活的那一天〉、鄭博元〈葫蘆

墩國〉、蕭信維〈有身〉

散文　第1名簡敏麗〈載妳去墓仔埔〉，第2名王鈞

德〈透明的窗〉，第3名陳欣隆〈蝶〉，佳作林念慈

〈爸爸去哪兒〉、陳茂賢〈清平調〉、黃文俊〈荔枝

命〉、江襄陵〈身上最孤獨的花園〉

新詩　第1名賴文誠〈來自南方的妳〉，第2名田煥均

〈熱帶生活的一天〉，第3名葉琮銘〈無用的日子—

老者觀葉有感〉，佳作熊佳慕〈一個不存在的孩子的

自畫像〉、葉彥儂〈我們寧願在夜晚的雨中易碎—

給記憶中的太陽餅〉、蔡欣德〈公車站停〉、黃炳彰

〈油存記憶—側寫清水大楊油庫〉

童話　第1名王昭偉〈龜奔術〉，第2名陳秋玉〈普靈

奧的占卜箱〉，第3名李柏宗〈神仙保鑣公司〉，佳作

孫慕恩〈說書的狐狸〉、許庭瑋〈「！」的味道〉、

陳佩萱〈阿祖的秘密〉、李郁棻〈捕風少年〉

青少年散文　高中職組第1名王曉珍〈還在〉，第2名

汪松毅〈焊接親情〉、呂冠儀〈八極少女〉，第3名

林上真〈化為千風〉、鄧芃華〈V8裡的父親〉、鄭

亦芩〈白鍵‧黑鍵〉，佳作廖筱安〈理髮〉、蔡佩儒

〈幸福來了？〉、陳品瑜〈魚的聯想〉、黃方〈我的

好兄弟〉、傅柏誌〈奔馳〉、潘麗琳〈橘子阿姨及布

朗尼〉、李沛諠〈缺角〉；國中組第1名沈利倩〈我

的美人腿〉，第2名張博安〈老絲瓜〉、王聖喆〈勇腳

馬的樂高夢〉，第3名羅方佐〈雨散〉、黃璿聿〈比

海還深〉、林渝喬〈我的神話手機〉，佳作黃斌〈忘

不了〉、黃繹璇〈向上看的城市〉、黃冠嘉〈我的顏

色〉、鄧永芳〈素描，那一片黑與白的波動〉、魏思

涵〈後來〉、吳佩珍〈蟻失〉、洪睿欣〈紅筆〉

母語詩　台語組第1名紀志新〈泡茶〉，第2名陳利成

〈心悶，大肚山〉，第3名王永成〈老電風〉，佳作陳

淑慧〈炮彈佮玫瑰〉、紀明宗〈深山林內〉、柯柏榮

〈阿母的記持愈來愈汫〉；客語組第1名黃彥菁〈妹

仔妹仔〉，第2名賴貴珍〈番，不番〉，第3名陳亭儒

〈梨山个阿姆〉，佳作吳餘鎬〈孤栖〉、王興寶〈詩

跌聖筊聲〉、林建志〈信爪〉、徐熏娸〈高美燈塔个

心肚話〉

台文戰線文學獎（第6屆）

台文戰線雜誌社主辦，10月13日揭曉，2019年1月19日
頒獎。

評審委員　王羅蜜多、宋澤萊、林央敏、胡長松、慧

子

台語短篇小說　頭等陳玉珠〈磅空〉，優等黃文俊

〈萬能kám仔店〉

台語現代詩　頭等黃明峯〈第六十九批〉，優等柯柏

榮〈戲唱迎曦門〉、陳明克〈弟弟的相辭〉

梁實秋文學獎（第31屆）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10月17日揭曉。

評審委員　散文創作：徐國能、曾文娟、焦桐、鍾怡

雯、顏崑陽；翻譯：高天恩、梁欣榮、梁孫傑

散文創作　文化部首獎李巧玲「老去的小鎮」，評審

獎方秋停「違建天堂」、吳品瑜「臨在，終點的起

點—德國居家安寧紀實」、邱怡青「兩者」

翻譯（英譯中）　譯詩組文化部首獎從缺，評審獎陳

蒼多、李清華、鄭遠濤；譯文組文化部首獎從缺，評

審獎鄭遠濤、王聞、陳蒼多、李明哲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22屆）

真理大學台文系主辦，10月20日頒獎。

得獎者　楊青矗

鍾肇政文學獎
桃園市立圖書館主辦，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聯合文學

雜誌承辦，10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長篇小說：平路、李昂、李瑞騰、季季、

廖輝英；短篇小說：花柏容、胡淑雯、張亦絢、黃麗

群、楊富閔；新詩：阿芒、唐捐、孫梓評、陳克華、

焦桐；散文：李欣倫、周芬伶、凌性傑、張曉風、劉

克襄；報導文學：向陽、邱祖胤、彭瑞金、須文蔚、

劉還月；兒童文學：小野、林世仁、凌拂、凌明玉、

蔡銀娟

長篇小說　正獎張英珉〈血樟腦〉、葉公誠〈追音〉

短篇小說　正獎陳怡潓〈日光無聊〉，副獎陳泓名

〈妻子〉、陳新添〈水塔與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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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　正獎汪子翔〈柿情〉，副獎游書珣〈在詞語的

世界裡〉、田煥均〈最近的遠方〉

散文　正獎范富玲〈伯公下做大戲〉，副獎呂政達

〈大出海時代〉、葉衽榤〈魚〉

報導文學　正獎古少騏〈來自東寧橋畔〉，副獎薛若

儀〈化南緣〉、林以君〈不會滑壘的球隊〉

兒童文學　正獎蔡淑仁〈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副

獎李威使〈海上漂來一間房〉、張英珉〈一貨公司〉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第15屆）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主辦，10月21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甘耀明、林俊頴、駱以軍、黃麗

群、童偉格，新詩：許悔之、陳義芝、廖咸浩、鯨向

海、羅智成，散文：向陽、柯裕棻、焦桐、廖玉蕙、

鍾文音

小說　首獎呂翊熏〈有聲〉，二獎賴君皓〈熱鐵皮

屋裡的春天〉，三獎張嘉真〈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

睛〉、呂佳真〈外來者〉，優選陳澤恩〈東東的足球

鞋〉、陳子珩〈顏色〉、陳姵妤〈瘤〉、宋明珊〈窺

屏〉

新詩　首獎周予寧〈一起褪色〉，二獎王采逸〈雨

光〉，三獎馬安妮〈未成年的魚〉，優勝張世姁〈我

們順著它走〉、蔡佩儒〈你問天主在哪兒？〉、紀博

議〈網路視界〉、李季璇〈唯一〉、宋梵遠〈黎明之

前〉

散文　首獎夏芘〈黑瞳〉，二獎曾俊翰〈小帳〉，三

獎王柏雅〈無題〉，優勝陳品融〈現行記〉、廖予親

〈痕〉、陳佳筠〈眼〉、胡皓羽〈空地〉、宋文郁

〈上年〉

打狗鳳邑文學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聯經出版公司、聯合文學雜

誌承辦，10月27日頒獎。

評審委員　高雄獎：李志薔、李敏勇、凌性傑、曾貴

海、蔡素芬；小說：李志薔、郝譽翔、彭瑞金、蔡素

芬、鍾文音；散文：林文義、凌性傑、孫梓評、楊

索、廖鴻基；新詩：吳晟、曾貴海、須文蔚、楊佳

嫻、鄭烱明；台語新詩：方耀乾、李敏勇、李漢偉、

李魁賢、陳昌明

高雄獎　游書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譯〉

小說　首獎莊家輝〈檳榔樹下〉，評審獎蔡慧晴〈綠

色的鬼〉，優選獎汪恩度〈鯨落〉

散文　首獎劉璩萌〈南方〉，評審獎林俐馨〈鳳梨

心〉，優選獎腳腳腳腳〈一秒二十四格的老好日子〉

新詩　首獎游書珣〈重編《新英文法》之例句翻

譯〉，評審獎紀小樣〈埋伏在我喉間的母語〉，優選

獎腳腳腳腳〈可能的朋友〉

台語新詩　首獎黃明峯〈寫予你的批〉，評審獎陳正

雄〈衛武營記事〉，優選獎陳利成〈大船入港――打

狗進行曲〉

吳濁流文藝獎（第18屆）

新竹縣政府、新竹縣議會主辦，10月27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宇文正、吳鈞堯、鍾文音；兒童文

學：方素珍、馬筱鳳、顏艾琳

散文　首獎陳維朗〈在風與煙的旅程〉，貳獎黃靖文

〈列車暫停行駛〉，參獎左家瑜〈印尼的女兒〉，佳

作邱晞傑〈二十一天〉、林佳樺〈美人膏〉、林青蓓

〈心底的幾抹味道〉

兒童文學　首獎陳韋任〈小縫隙的大冒險〉，貳獎葉

衽榤〈移動世界〉，參獎王昭偉〈熱血男孩的飲料

攤〉，佳作邱素青〈翻轉的願望〉、李光福〈那間慢

吞吞的店〉、蔡其祥〈我看見我的獨特〉

林語堂文學獎
林語堂故居主辦，10月27日頒獎。

評審委員　何致和、袁瓊瓊、鍾正道

得獎者　首獎黃厚斌〈叫爸爸〉，貳獎陳泓名〈海

廟〉，參獎張心怡〈山魈〉，佳作洪放〈冬至〉、王

選〈現形記〉

磺溪文學獎（第20屆）

彰化縣政府主辦，彰化縣文化局承辦，10月27日頒

獎。

評審委員　新詩：吳晟、陳黎、隱匿；散文：周芬

伶、孫梓評、劉梓潔；短篇小說：方梓、宋澤萊、李

昂；報導文學：胡慕情、楊渡、鍾喬；微小說：瓦歷

斯‧諾幹、朱宥勳、劉克襄；劇本：王莉雯、易智

言、鄭秉泓

特別貢獻獎　劉靜娟

磺溪獎　游書珣〈數學‧詩〉

新詩　首獎游書珣〈數學‧詩〉，優選賴文誠〈時

鐘—記彰化扇形車庫〉、丁威仁〈時間的封條—

記鹿港杉行街兼致獨立書店「書集喜事」〉、蔡馨慧

〈從紙角寫起—記榮光村〉、田煥均〈時間的蚵

化〉、游淑如〈溪湖不是媽媽家〉、王宗仁〈敦厚飽

滿的燈籠—致父親〉

散文　首獎梁雅英〈光田〉，優選陳昱良〈黑水〉、

〈李喬智〈三叔公是進士〉、張簡士湋〈尋找水源

地〉、林佳儀〈成家〉、林佳樺〈石磨記〉、黃彥綺

〈淑惠〉

短篇小說　首獎蘇飛雅〈爸爸的康乃馨〉，優選陳昱

良〈交岔口〉、張簡士湋〈龍眼樹上〉、賴祥蔚〈尋

找戴潮春〉、王仁劭〈牛奶墓碑〉、謝宜安〈油蹄

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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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文學獎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辦，10月31日揭曉。

評審委員　利玉芳、呂紹澄、張典婉

短篇小說　首獎從缺，優選張淑玲〈黃蓮〉、蕭信維

〈水道〉，佳作黃可偉〈電音家族〉、張簡敏希〈收

冬在那座山上〉、任德駿〈帶點鼻音的那聲嘿！〉

散文　首獎葉書羽〈永恆的致謝詞〉，優選從缺，佳

作謝子凡〈犬之女俠〉、夏意淳〈巴西客〉、莊貿捷

〈最近還好嗎？〉、黃可偉〈餘音的氣息〉、張簡敏

希〈小花姨婆的豆干湯〉、陳俐蓉〈舊物記〉、徐浩

文〈新年快樂〉、許瑞君〈回佳‧回家〉、楊卉榆

〈都市裡的油桐花〉

小品文　首獎許勝雲〈蟬〉，優選黃勝群〈一頁鹹

菜〉、曾紫萭〈阿婆的灶下〉，佳作李靜旻〈念粢

粑〉、黃百晟〈根〉、蔡昇融〈裡面外面〉、黃千芸

〈雕〉、黃佑婷〈為妳執傘〉、張簡敏希〈茶心〉

客語詩　首獎從缺，優選廖筱安〈家鄉有妳的痕

跡〉、王翊宏〈方口獅个後撐仔〉、陳偉之〈玉蘭寄

情〉、黃勝群〈在路項〉，佳作徐名君〈伙房屋的

貓〉、陳盈如〈茶壽〉、羅郁瑛〈伯公有閒	〉

林榮三文學獎（第14屆）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主辦，11月3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平路、范銘如、郝譽翔、郭強

生、陳雨航；新詩：李進文、李瑞騰、孫維民、陳育

虹、鴻鴻；散文、小品文：阿盛、封德屏、陳義芝、

張瑞芬、鍾怡雯

短篇小說　首獎曹栩〈魚的境況〉，二獎北比〈四十

度的夏天〉，三獎劉真儀〈守口如瓶〉，佳作李俊學

〈地仗〉、蕭信維〈豕者〉

散文　首獎胡靖〈洗事〉，二獎曾柏勛〈出張〉，三

獎李家棟〈鯨落〉，佳作陳其育〈天空〉、佳樺〈閻

王低頭〉

新詩　首獎林儀〈注音練習〉，二獎何亭慧〈給孩子

的詩〉，三獎663〈菜鳥〉，佳作陳牧宏〈石榴花〉、

蔣闊宇〈共乘〉

小品文　王思婷〈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伍季

〈十三年〉、陳東海〈球審的卵葩〉、陳冠良〈遊牧

的螞蟻〉、陳逸勲〈賞味期限〉、曾元耀〈我是芙

里尼〉、黃文俊〈他們洗澡的時刻〉、蕭信維〈收

淚〉、賴冠樺〈孤兒〉、簡君玲〈母親的布店回憶〉

大武山文學獎（第17屆）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主辦，11月3日頒獎。

評審委員　社會組新詩：向陽、郭漢辰、張月環，社

會組散文：余昭玟、林達陽、苦苓，社會組報導文

學：吳鈞堯、徐嘉澤、黃惠菁；黃金組、文青組：吳

晟、岑澎維、林秀蓉

社會組

新詩　首獎賴文誠〈留言板—詩致霧台〉，評審獎

林秀蓉〈MASALU！不再流浪的石板屋〉，佳作李宜

恩〈Kima〉、王興寶〈有鯨出沒—詩寫曾貴海〉、

林益彰〈阿緱囡仔〉

散文　首獎張簡士湋〈南迴鐵路員〉，評審獎陳昱良

〈不苦〉，佳作蔡翠華〈Miling’an米靈岸〉、朱麗禎

〈五種鑰匙〉、翁碩黛〈海海人生〉

報導文學　首獎劉國信〈滄海月明珠有淚—墾丁國

家公園與恆春半島的愛恨情仇〉，評審獎洪麗雯〈尋

巫〉，佳作徐震宇〈迴盪的將軍令〉、楊語芸〈排灣

族的織夢人—施秀菊與蜻蜓雅築的珠藝之路〉、蔡

仲恕〈還我清清水源—固床工治水實錄〉

黃金組　首獎郭秀端〈鷹之路〉，評審獎王麗娟

〈埕〉，佳作陳秀青〈生歌天天的老爸〉、汪美月

〈我的母親我的女兒〉、鄭健民〈關於攝影的狂想組

曲〉

文青組　高中組評審獎楊佳儒〈池邊散記〉、劉天浩

〈孢子〉，優選嵇鳳娟〈七里香〉、林宇鳳〈山的約

定〉、洪翊庭〈少年的旅程〉、郭尚恩〈我會在雨豆

樹下等你〉、涂采玲〈雨〉、洪慈珮〈青春解碼〉、

許月秋〈南國的孩子〉、蔡喬伃〈秋調〉、蔡昀珈

〈虹蟬〉、朱芊慈〈破蛹〉、葉善欣〈莊稼〉、張心

慈〈潭墘里崇德一路〉、陳昕愛〈鄧典‧熱點〉、

余昱穎〈憶〉、曹雯鈞〈離鄉‧思鄉〉；國中組評

審獎洪鈺婷〈追逐文字的翅膀〉、林于琦〈與山邂

逅〉，優選蔡昕語〈一顆螺絲釘〉、陳宥任〈大自然

之美〉、謝采蓉〈雨中美景〉、黃鈺婷〈背影〉、王

宇弘〈風一樣的貓 〉、陳玥伶〈原來……〉、蕭宇

涵〈夏雨〉、顏甄〈書法〉、李立豔〈秘境〉、洪于

婷〈推開那扇門〉、施純彥〈窗—時間映像〉、劉

亦雯〈華麗〉、吳柏翰〈黑板〉、林敏書〈遇見陶淵

明〉、林熙家〈螢光筆〉；國小組評審獎沈孟潔〈大

武山下的解憂火車〉、陳可馨〈屏東小角的幸福〉，

優選陳宥妍〈人生啟迪—屏東書院〉、曾家穎〈小

虎與我〉、黃宥熏〈天氣〉、朱芷葶〈幻化成夢〉、

陳品嘉〈打桌球〉、楊恩熙〈我和我的vuvu〉、羅恩

雅〈走過走廊ljiling〉、田祐僖〈和妳說再見〉、邱

水怡〈房間變身記〉、魏敏欣〈粉墨登場〉、周彥丞

〈堅持的美味〉、黃瑋甯〈尋鸚記〉、陳品臻〈鄉下

的生活〉、黃貞慈〈媽媽的手〉、陳品妤〈當小河不

再清澈〉

夢花文學獎（第21屆）

苗栗縣政府主辦，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承辦，11月4日頒

獎。

新詩　首獎林念慈〈獅潭品茗—兼懷余光中〉，優

選林世明〈子母隧道記〉，佳作江自傑〈晚餐也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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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配電視—for Aylan Kurdi〉、何志明〈我該如何凝

視紋面〉

散文　優選林麗秋〈三分地〉，佳作蔡其祥〈只因為

我們一起走過〉、吳榮修〈希諾其的奇幻旅程〉、梁

純綉〈跟爸爸說再見〉、陳亭儒〈破繭〉、劉冠顯

〈變奏〉、王俍凱〈位置〉

短篇小說　優選張舜忠〈心晃蕩〉、陳廣道〈牛草

哥〉，佳作江茂丹〈飛越歲月長河〉、吳瑞玲〈兩

者〉、陳秉楠〈窒〉、陳韋任〈直播進行中〉

報導文學　優選胡遠智〈再見‧東聲老戲院〉，佳作

江寶琴〈愛善美的追求者—帶給人熱情希望的賴梅

春〉、張欣芸〈客庄造紙，不「紙」如此—水妹手

作坊的紙藝追尋〉、張旭英〈薪傳〉

母語文學　佳作杜信龍〈尖筆山血路〉、黃碧清〈燈

籠光〉、洪協強〈正義ê堅持〉、鍾林英〈收冬戲〉、

李秀娟〈妝點校園的秘密基地—烤火寮故事屋〉、

林彭榮〈 水崎之戀〉、徐姿華〈美蘭〉、曾菁怡

〈油車間〉、柯柏榮〈油桐花tiâu tī看守所ê KhaÖn-
páng〉、林益生〈三義師刻夢花〉

台南文學獎（第8屆）

台南市政府主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8日頒

獎。

評審委員　劇本：石光生、黃玉珊、蔡依仁；台語

詩：向陽、李勤岸、施俊州；台語散文：丁鳳珍、林

央敏、陳明仁；華語短篇小說：舞鶴、賴香吟、蘇偉

貞；華語散文：林文義、陳昌明、鄭順聰；報導文

學：古蒙仁、劉克襄、楊翠；青少年組新詩：白聆、

林德俊、顏艾琳；青少年組散文：王建國、朱國珍、

楊富閔

一般組

劇本　首獎吳昱錡〈畢業〉，優等蕭博勻〈新老

師〉，佳作林俐馨〈事與願違〉

台語詩　首獎杜信龍〈拍交落的亡魂〉，優等鄭雅怡

〈酸豆—紀念湯玉〉，佳作林益彰〈Lai-Tsug囡仔，

阮叫陳金鋒〉、柯柏榮〈1粒重頭生e心leh跋允准e聖
杯〉、陳金順〈跤踏實畫〉

台語散文　首獎杜信龍〈告別〉，優等王永成〈大寒

的暗暝〉，佳作黃月春〈母仔！趕緊、轉來啦！〉、

陳淑慧〈松柏不再，坑水長流〉、陳廷宣〈海的彼

爿〉

華語短篇小說　首獎吳品瑜〈大舞台，心與眼的迴視

空間〉，優等葉公誠〈水流觀音〉，佳作王席綸〈安

身〉、陳正恩〈長堤悲歌〉、郭桂玲〈遇見薛淑芬〉

華語散文　首獎陳怡潓〈迷幻蒼蠅〉，優等陳昱良

〈望梅〉、佳作李孟豪〈誰是我〉、張雅芬〈格里高

爾，我〉、李憲昆〈二級玩家狂想曲—讀《如果沒

有今天，明天會不會有昨天？》有感〉

報導文學　首獎郭美伶〈尋回失落的文青拼圖—延

平商業大樓〉，優等胡遠智〈手繪電影看板‧顏振發

師傅〉，佳作陳桂蘭〈西市場的美麗與哀愁〉、陳昱

成〈那一窗美麗的書店風景—從草祭二手書店到烏

邦圖書店〉、郭桂玲〈記錄一條豐美的老街—新美

街今昔憶〉

青少年組

新詩　第1名張博鈞〈早晨、哲學、培養皿〉，第2名

李昭紳〈沒有孩子的濱海小鎮〉，第3名李季璇〈躁鬱

十六〉，佳作郭豐維〈舌尖上的思考〉、趙萃〈十五

歲的車站〉、馬安辰〈小丑〉，評審特別推薦余侑蓁

〈一線之隔〉

散文　第1名張育銓〈探路〉，第2名林琨育〈日

頭〉，第3名周馨慧〈搖椅〉，佳作黃睿呈〈表演〉、

陳品翰〈蜂狂之夜〉、潘瑋婷〈契雞〉

台南市古典詩主題徵詩（第4屆）

台南市政府主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8日頒

獎。

評審委員　吳東晟、周益忠、張富鈞、陳美朱、楊雅惠

得獎者　一般組首獎陳文峯〈南瀛懷古3章〉，優選

林文龍〈億載江潮—台南記憶〉、陳亭佑〈台江

詠古3章〉，佳作簡帥文〈台南三味〉、何維剛〈億

載金城懷想3章〉、龔必強〈億載江潮3首〉、林勇志

〈觀台南三大匾有懷〉、唐欽孝〈府城印象—城南

（眷村）、城西（古蹟）、城北（夜市）〉、許朝發

〈府城憶舊3首〉、宋人文〈台南運河憶古今〉、林綉

珠〈台南花季〉、廖泊喬〈詠懷億載金城3首〉、蔡

中村〈關嶺紀跡〉；學生組首獎吳韋諒〈台江內海感

懷〉，優選陳信宇〈撫今追昔，有感而作〉、楊翊暄

〈普濟殿元宵觀燈〉，佳作胡廸豪〈題億載金城〉、

吳紘禎〈聞人遊四草紅樹林綠色隧道，遂起興作詩，

邀友同往〉、黃絹文〈遊億載金城〉、曾俊源〈訪探

億載金城〉、胡家蓉〈遊火山碧雲寺〉、喬情〈詠五

妃〉、陳坤第〈題台灣府志〉

蘭陽文學獎（第8屆）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主辦，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

應用學系規劃執行，11月10日頒獎。

散文　第1名徐麗娟〈我所在的時光〉，第2名陳曜裕

〈薅惱〉，第3名陳怡如〈漬〉，佳作林佳樺〈鐵木秋

葉黃〉、蔡翠華〈午後的摩托車〉、陳俐蓉〈浮在平

原上的島〉

新詩　第1名趙文豪〈一位青年舞蹈家的雕像—致

羅曼菲〉，第2名李靜旻〈有一棵百果樹〉，第3名林

秀蓉〈拾光：在山與海之間〉，佳作張英珉〈伐木年

代〉、李鄢伊〈媽媽，我的宜蘭腔怎麼不見了〉、王

宗仁〈阿爸和我的打鐵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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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　第1名王宇清〈黑傘女孩〉，第2名張英珉〈最

後的甘蔗汁〉，第3名李鄢伊〈爸爸的大夜班〉，佳作

陳俊志〈勇士的考驗〉、郝妮爾〈向大海走去〉、陳

煥中〈喵喵與女孩辰星〉

歌仔戲劇本　第1名從缺，第2名林玉芬〈醉月〉，第3
名陳昱彣〈十五暝〉，佳作黃子建〈命中注定〉、簡

淑寬〈冥判〉、李金財〈鴛鴦燈〉、何恃東〈花神之

陽關再唱〉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第9屆）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11月15日頒獎。

得獎者　優等陳凱筑〈狂飆年代〉，佳作張世嫺〈化

外之醫〉、吳瑾蓉〈失戀旅行團〉、吳思惠〈放鰻

吧〉、鐘建仁〈累犯〉、林俐馨〈雪山隧道廣播〉、

陳柏宗〈惡女鍾馗〉、于尚民〈最惡：在落日之

前〉、林珮瑜〈選戰女王〉、鄧慧恩、徐元〈醫師

島〉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18屆）

賴和文教基金會主辦，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協辦，

11月17日揭曉。

得獎者　首獎葉田甜〈一名高中生的校園公共實

驗—記2017-2018台南女中公共平台搭建紀錄〉，

第2名陳志翔、邱譯賢、吳昊〈港蒲浪濤訴真情—

高雄紅毛港與大林蒲遷村的故事〉、黃勝旭〈「眷」

戀〉，第3名林琦萱〈發現，李榮春〉、傅郁芳、吳永

珍、柳佳妏、陳亮安〈「記憶不朽‧打鐵不鏽」—

南屯老街上的慶隆犁頭店〉、鄭淨文〈穿越日治田野

路到現代捷運隧道—潛水伕心聲誰人知？〉，佳作

林雨潔、張靖彤、蘇彥誌〈Rose〉、謝孟吾、李雨桐、

柯采元〈溫泉鄉旅，似水年華〉

新北市文學獎（第8屆）

新北市政府主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17日
頒獎。

評審委員　黃金組：向陽、蔡素芬、季季；散文成人

組：王盛弘、宇文正、鍾怡雯，青春組：王聰威、阿

盛、郝譽翔；新詩成人組：陳義芝、楊渡、羅智成，

青春組：白靈、李敏勇、須文蔚；短篇小說：陳雨

航、陳雪、鍾文音；職場書寫：李瑞騰、黃威融、廖

振富；繪本故事：林煥彰、馬筱鳳、張子樟；舞台劇

本：王友輝、卓庭竹、耿一偉

黃金組　首獎宋淑芬〈那一夜，月光流過〉，優等

王慧綺〈雞腿阿嬤〉、楊雲三〈我得了「庫賈氏

病」？〉，佳作林月慎〈鏡湖的柑仔店〉、吳餘鎬

〈父親的香菸〉、張知禮〈畢業服〉

散文　成人組首獎蔡政洋〈Hardcore Dance〉，優等沈

信宏〈說話魚〉、林念慈〈早安人生〉，佳作陳昱良

〈空門〉、陳柏翔〈浪子吟〉、陳春賢〈我們只是來

吃個早餐〉；青春組首獎吳浩瑋〈鏡眼〉，優等羅王

真〈乾柴香肉〉，佳作莊智捷〈生病〉、鄭捷勻〈迷

宮〉、李芷萱〈沉穩的悸動〉、王紫雲〈魚〉

新詩　成人組首獎劉曉頤〈這是好宅〉，優等游淑如

〈看不見的病史〉、李昭鈴〈父親的生日禮物〉，佳

作馬玉紅〈B-612會議室〉、陳春妙〈生存遊戲〉、若

爾‧諾爾〈看屋〉；青春組首獎李柏欣〈漂流記〉，

優等李昭紳〈最後的人類學家〉、鍾庭恩〈等〉，

佳作白樂祺〈巴黎〉、吳宗澤〈那些失眠夜裡的青

春〉、周予寧〈安穩的糖粉〉、林琦萱〈植樹〉

短篇小說　成人組首獎蔡昀庭〈一日〉，優等蕭鈞毅

〈飼育〉、黃可偉〈寶貝甜心〉，佳作楊沛容〈漏

水〉、吳雁婷〈離家記〉、程裕智〈窺〉

職場書寫　成人組首獎廖紋伶〈創世紀〉，優等趙筱

蓓〈寫在田中央〉、黃經綸〈人命成本〉，佳作江洽

榮〈巫師〉、林郁茗〈烘焙人生〉、陳鈞昂〈四杯咖

啡〉

繪本故事　首獎高綿憶〈阿嬤躲貓貓〉，優等王怡

祺、王夏珍〈健忘的貓頭鷹奶奶〉

舞台劇本　首獎吳政翰〈饅頭〉，優等王振皓〈艾格

史塔〉、陳彥廷〈成詩〉

新住民文學獎
新北市政府主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17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中文組：向陽、汪詠黛、李瑞騰；

散文‧非中文組：林煥彰、平路、須文蔚；影像短文

組：劉克襄、蔡素芬、鍾文音

得獎者　散文‧中文組首獎利志華〈白襯衫〉，優等

阮氏梅〈難忘的背影〉、蔡歐趴〈連結永和的三座

橋〉，佳作谷耀道〈媽媽的枕頭濕了〉、黎氏桓〈眷

戀不已的章回—致新北〉、蔡麗華〈咖哩〉；散

文‧非中文組首獎Agus Susiyanti〈Care taker〉，優等Tak 
ada lagi airmata〈nimas anggraini〉、Susiati〈ADA RINDU 
DI TUMPUKAN SAMPAH〉，佳作SRI LESTARI〈XIN 
ZHUMIN〉、楊志勇〈Tình yêu nảy nở trên thành phố 
Tân Bắc〉、Jose Gabriel Castro Rodriguez〈Passing Tamsui 
Rivier〉；影像短文組首獎謝宜蓁〈問天〉，優等許

怡萍〈堅毅與思念之禮〉、蘇宇揚〈圓夢〉，佳作謝

宜宸〈潑水節〉、利志華〈一個人的團圓〉、賴泓瑋

〈最幸福的一餐〉

mapatas—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第9屆）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山海文化雜誌社、中華民國台

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承辦，11月18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李永松、里慕伊‧阿紀、浦忠成、

董恕明、舞鶴；散文：巴代、吳鈞堯、李癸雲、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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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簡齊儒；新詩：林瑞明、孫大川、許維玲、楊

澤、顏艾琳；報導文學：瓦歷斯‧諾幹、利格拉樂‧

阿 、馬紹‧阿紀、陳芷凡、魏貽君

小說　第1名胡信良〈一世紀的距離〉，第2名何伯瑜

〈阿嬤的掰掰肉〉，第3名葉長春〈泥土〉，佳作蔡宛

育〈Epiphany〉、陳宏志〈秘密〉、周牛莒光〈倪墨

（Nima），誰的〉、潘鎮宇〈足跡〉

散文　第1名潘貞蕙〈難以成眠的長夏〉，第2名程廷

〈咖哩火雞〉，第3名胡惠莊〈沉默就好〉，佳作陳恩

澤〈山城海域〉、陳奕宏〈變〉、林佳瑩〈拿刀的女

人〉

新詩　第1名黃璽〈采風隨筆集〉，第2名亞威‧諾

給赫〈yaki把我的手握起〉，第3名陳宏志〈埋葬

yutas〉，佳作潘宗儒〈Semankasikasiu 伐樹歌〉、林

纓〈童年的歌聲〉、潘一帆〈留下給你〉、蔡宛育

〈Comprehending〉、拉夫喇斯‧璟榕〈城市裡的蛇〉

報導文學　第1名從缺，第2名乜寇‧索克魯曼〈一個

豆子的生命旅程—布農族傳統豆類農作之生物文化

多樣性〉，第3名蘇美琅〈盡頭之後〉，佳作趙聰義

〈在淚之路，修回一棟家屋—記錄佳心石板屋的修

復過程〉

馬祖文學獎
連江縣政府主辦，連江縣政府文化處承辦，11月18日
頒獎。

評審委員　現代詩：劉梅玉、劉正偉、顧蕙倩；散

文：宇文正、瞿欣怡、劉枝蓮；故事書寫：陳高志、

劉宏文、劉家國；青年散文創作：馬翊航、喜菡、盧

美杏

散文　首獎徐麗娟〈最初的遠方〉，評審獎林郁茗

〈藍夜〉，優選陳盈如〈懸崖華爾滋〉、鍾金英〈跳

島遊。點亮我心〉

現代詩　首獎游淑如〈填空練習〉，評審獎吳鑒益

〈你謝巴沒？〉，優選王淑美〈蜿蜒的記憶—記東

引安東坑道〉、劉亦〈遲來〉

故事書寫　首獎張舜忠〈星光晶燦〉

青年散文創作　侯芷芸〈島嶼進行曲〉、李中翔〈心

連江海〉、楊雅棻〈鄉〉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第10屆）

彰化高中圖書館主辦，11月20日揭曉。

評審委員　朱宥勳、陳萬益、楊傑銘

得獎者　首獎施易呈〈紅符〉，貳獎鄭楷錞〈魘〉，

參獎詹圓圓〈謝謝你的愛1999〉，佳作曾子嘉〈遺忘

時空〉、吳玟錡〈核花源〉

詩的蓓蕾獎暨台灣詩人流浪計畫（第5屆）

文化部主辦，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執行，11月

25日頒獎。

評審委員　沈花末、陳芳明、陳義芝、曾淑美、紫

鵑、須文蔚

詩的蓓蕾獎　李蘋芬

台灣詩人流浪計畫　洪逸辰「優雅國度下的貧民

窟—大阪西成區流浪計畫」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活動（第10屆）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承辦，11
月30日頒獎。

評審委員　田開良、袁瓊瓊、郝譽翔、張士達、塗翔文

得獎者　金劇本獎柯佳蕙〈小春與豬排〉，銀劇本

獎唐福睿〈童話世界〉，銅劇本獎丁啟文〈謝絕照

顧〉、王維佐〈馭風少年〉、包容任〈在我腦海的聲

音〉

後山文學獎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12月1日頒獎。

評審委員　在地書寫‧散文：方梓、廖鴻基、羅秀

美，在地書寫‧新詩：吳晟、張芳慈、陳黎；全民書

寫‧短文：王萬象、朱國珍、游勝冠

在地書寫

散文　社會組第1名游智雄〈飛越都蘭山〉，第2名

廖宏霖〈I〉，第3名陳俐蓉〈老戲院〉，優選邱常婷

〈如何測量閃電〉、李福隆〈大巴六九溪、愛犬與

你〉、吳瑋婷〈島上愛與死〉、涂瑛砡〈一塊載玻

片〉、陳品竹〈仙女國〉；高中職組第1名丘翊〈獵

寮〉，第2名李羿陞〈補怛洛迦〉，第3名張芮嘉〈蓮

藕粉料理記〉，優選賴威銘〈譜寫將心—燈花萬盞

時〉、余寬〈悲傷於我〉、曾亦辰〈粽香〉、林欣頤

〈童年回憶―植物之夢〉、鄭琮翰〈港〉；國中組第

1名羅王真〈假音〉，第2名王琇葶〈輕風行〉，第3名

蘇品綸〈麻荖漏〉，優選游牟晨睿〈師的鐵路走〉、

邱文靚〈阿度蘭‧遙想〉、宋唯品〈年祭〉、廖云傑

〈與海〉、吳承祐〈心之饗宴〉

新詩　社會組第1名林佑霖〈像我這樣的代課老師〉，

第2名陳品竹〈女生宿舍〉，第3名柴柏松〈面朝大

海：鹽寮海岸台11線〉，優選林宗翰〈挖山—記反

對亞泥花蓮新城山礦區礦權展延事件〉、賴相儒〈有

月光的夜是藍色的〉、辜意珺〈家庭主婦〉、黃玉蘭

〈悲喜公路之瞬間定格〉、陳信傑〈健行〉；高中職

組第1名王貴福〈山頂的故事〉，第2名沈詩芸〈新的

原點〉、第3名楊諺珽〈柔軟的存在〉，優選彭以恩

〈我夢狂野〉、賴佳怡〈沒有熱狗的大亨堡〉、張育

維〈翻夜〉、吳沛潔〈魚目〉、李羿陞〈佛滅—悼

潮音洞〉；國中組第1名邱文靚〈老戲院〉，第2名楊

正〈飛行的字〉，第3名羅菩兒〈待，祈歸〉，優選葉

柏亨〈佛頭果〉、羅王真〈愛〉、邱文彤〈尋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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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晏珣〈尋找〉、鄭安安〈黑暗走過橋〉

全民書寫

短文　特優許博棋〈頭目的象徵〉，優選林佾靜〈這

個地方，Mukumugi〉、陳亭攸〈憶花東〉、何承蔚

〈鰻仔栽〉、楊凱文〈回診〉、陳光廷〈鐵花村的小

步練習〉、林姿伶〈化作東海岸的月光‧小棧〉、王

宗仁〈朝日的朝日—側寫朝日溫泉〉、游淑如〈郵

遞成功〉、鄭世欽〈後山縱谷行〉、林亞萱〈藍藥水

（八嗡嗡之清晨）〉、邱筱茜〈島嶼的邊緣彎彎曲

曲〉、廖筱安〈胎記〉、張青松〈石梯坪星海〉、尹

雯慧〈蠹蟲〉、李家棟〈天鵝一類的—致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菊島文學獎（第21屆）

澎湖縣政府主辦，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2月1日頒

獎。

評審委員　現代詩：孫梓評、陳育虹、渡也；散文：

何寄澎、吳鈞堯、歐銀釧；短篇小說：甘耀明、黃克

全、廖輝英

現代詩　社會組首獎紀明宗〈西嶼燈塔的絮語〉，優

等王永成〈九十個島嶼的母親〉，佳作蔡馨慧〈再

現――咾咕石屋和它的說法〉、黃昱嘉〈大義〉、林

宇軒〈神話—記黑嘴端鳳頭燕鷗〉；青少年組首獎

吳易檠，〈老漁人〉，優等羅菩兒〈海魚〉、李恩妤

〈潮分奎壁〉，佳作李亮玫〈阿公的歎嗟〉、許婕紜

〈中央街拾掇一二〉、羅王真〈漁火的旋律〉

散文　社會組首獎王麗雯〈夏之愛〉，優等徐麗娟

〈冬日午後在馬公〉、何承蔚〈冬日土魠〉，佳作黃

有卿〈澎湖來的人〉、陳珮珊〈石	排骨湯〉、張簡

忠逸〈北岸石青〉；青少年組首獎沈弘祥〈囍〉，優

等許栢睿〈麵香棋〉，佳作羅王真〈水鬼〉、賴迎曦

〈菊島　掬禱〉、陳芝函〈玄武岩先生與燕鷗小姐〉

短篇小說　社會組首獎汪恩度〈浮島〉，優等陳韋任

〈沙化儀式〉，佳作張舜忠〈愛　跨海而來〉、李鄢

伊〈城前沙灘的流星雨〉、劉恩豪〈澎湖的外婆灣〉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暨馬華長篇小說
創作發表專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12月7日揭曉。

評審委員　宋澤萊、胡金倫、陳昌明、彭瑞金、楊

翠、廖志峯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張英珉「櫻」、周梅春「長

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書名暫定《大海借路》）」、

甘耀明「夏末來的清算者」、朱和之「三叉山上的終

戰」

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黎紫書「流俗地」

Openbook好書獎（第2屆）

Openbook閱讀誌主辦，12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文學類：郝譽翔、尉遲秀、張亦絢、連明

偉、陳雨航；非文學類：王怡修、李令儀、翁稷安、

張嘉泓、黃桂瑩；美好生活書：古國萱、吳佳璇、夏

瑞紅、許琳英、蔡南昇；童書／青少年圖書：何雲

姿、董景生、劉鳳芯、蔡明灑、蘇敬菱

年度好書‧中文創作　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

博覽會》、駱以軍《匡超人》、金宇澄《回望》、李

時雍等《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蘇碩

斌等《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張貴興

《野豬渡河》、劉紹華《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李

奕樵《遊戲自黑暗》、李雪莉等《廢墟少年：被遺忘

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西西《織巢：《候鳥》姊妹

篇》

年度好書‧翻譯書　韓江，尹嘉玄譯《少年來了》、

奧列格‧賀列夫紐克，陳韻聿譯《史達林：從革命者

到獨裁者》、修‧萊佛士，陳榮彬譯《昆蟲誌：人類

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W.大衛‧馬克思，吳

緯疆譯《洋風和魂：日本如何在戰後歷史與文化交流

中保存了美國時尚風格》、達格‧索爾斯塔，非爾譯

《第11本小說，第18本書》、約翰‧威廉斯，馬耀民

譯《奧古斯都》、約瑟‧傑貝利，徐瑞珠譯《當大腦

開始崩壞：科學×人性×歷史，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

奮戰》、史考爾，梅苃芢譯《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

到精神醫學，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開沼

博等，劉格安譯《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全紀錄》、艾

莉森‧貝克德爾，葉佳怡、劉文譯《歡樂之家：一場

家庭悲喜劇／我和母親之間：一齣漫畫劇》

美好生活書　西山雅子，王華懋譯《一個人大丈夫：

微型出版的工作之道》、比爾‧海耶斯，鄧伯宸譯

《不眠之城：奧立佛‧薩克斯與我的紐約歲月》、白

虹口述，陳亭聿著《妖姬‧特務‧梅花鹿：白虹的

影海人生》、比昂卡‧波斯，駱香潔譯《侍酒之人：

那些葡萄酒宅神教我的事》、王瑞閔《看不見的雨

林—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休‧路易斯-瓊斯、卡

麗‧赫爾伯特，堯嘉寧譯《探險家們的寫生簿：70位

探險家的冒險生平與探索世界的偉大熱情》、李阿明

《這裡沒有神：漁工、爸爸桑和那些女人》、凱特‧

費根，何佳芬譯《麥蒂為何而跑：一個典型青少年的

私密掙扎與死亡悲劇》、麥可‧麥卡錫，彭嘉琪、林

子揚譯《漫天飛蛾如雪：在自然與人的連結間，尋得

心靈的療癒與喜悅》、肯‧修曼，王念慈譯《優雅的

告別：現代醫療對我們是恩惠還是折磨？》

最佳童書　丹尼爾‧費爾文，塞莉絲特‧艾里斯圖，

酪梨壽司譯《左先生與右先生》、秦好史郎，陳朕疆

譯《奇妙的海洋滅絕動物繪本圖鑑、奇妙的陸地滅絕

動物繪本圖鑑》、慶惠媛，賴毓棻譯《恐龍X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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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文，盧貞穎圖《蝸牛：林良的78首詩》、喬‧柯特

李爾，楊佳蓉譯《檸檬圖書館》

最佳青少年圖書　強納森‧立頓，湯瑪士‧海格布魯

克圖，林大利譯《地球之書：探索地球的運作、生命

演化、多樣生態系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安妮‧法蘭

克，大衛‧波隆斯基圖，阿里‧福爾曼編輯，呂玉

嬋、葉懿慧譯《安妮日記（漫畫版）》、賈柯莫‧馬

札里歐，倪安宇譯《弟弟追著恐龍跑：我和多了一條

染色體的喬弟的故事》、陳俊堯，FOREST圖《值得認

識的38個細菌好朋友》、法蘭西絲‧哈汀吉，趙永芬

譯《謊言樹》

天籟詩獎
台北市天籟吟社、台灣三千藝文推廣協會主辦，12月8
日頒獎。

評審委員　社會組沈秋雄、林文龍、陳文華，青年組

吳雁門、洪淑珍、徐國能

得獎者　社會組首獎鄭景升〈讀台灣地圖史有作4
首〉，優選林宸帆〈滬尾有懷〉、林懷益〈追懷劉銘

傳等4首〉、黃福田〈台灣舊事　扶桑篇4首〉，佳作

洪淑珍〈寧靖王朱術桂等4首〉、許朝發〈詠陳肇興

等4首〉、簡帥文〈萬華古蹟感賦4首〉、陳文峰〈讀

史4則〉、鄭世欽〈詠史4首〉；青年組首獎吳紘禎

〈Alphago〉，優選陳信宇〈VR觀星〉、林立智〈3C
電子產品(監視器)〉、陳坤第〈詠智慧型手機即時通

訊〉，佳作楊竣富〈鍵盤〉、蘇思寧〈詠鍵盤〉、洪

筱婕〈耳機〉、邱瀚霆〈智慧型手機〉、許嘉鴻〈相

機〉

台灣文學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12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長篇小說：朱天心、阮慶岳、范銘如、陳

芳明、舞鶴；散文：李瑞騰、阿盛、亮軒、張瑞芬、

黃碧端；劇本：周慧玲、林于竝、邱坤良、耿一偉、

傅裕惠；台語散文：丁鳳珍、向陽、李勤岸；客語散

文：江秀鳳、曾貴海、張典婉；原住民漢語散文：林

瑞明、浦忠成、董恕明 圖書類　長篇小說金典獎林俊

頴《猛暑》，散文金典獎謝旺霖《走河》

創作類　劇本金典獎馮翊綱〈謊然大誤〉，台語散文

金典獎呂美親〈佇普悠瑪列車內面Tī Phóo-iu-má Lia̍t-tshia 

Lāi-bīn〉，客語散文金典獎謝錦綉〈kodama庄最尾正徙

走个人家〉，原住民漢語散文金典獎游以德〈游阿香〉

台灣詩學「詩創作獎—散文詩獎」（第5屆）

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主辦，12月8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林念慈〈回頭是岸〉、〈人權宣言〉

和〈浪漫的邀約〉，優等獎沈宗霖〈藥〉、〈拔

罐〉、〈澡〉，佳作獎吳添楷〈草食男〉、〈沙發馬

鈴薯〉、〈秘密甜心派〉、李嘉華〈跳高〉、〈拼

圖〉、〈生火〉、曾國評〈查無此人〉（組詩）、

黃承達〈致日星鑄字行—那些被捨棄的字並非自

願的〉、〈觸碰〉、〈看〉、簡美玲〈古剎〉、〈逐

路〉、〈獨目人〉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南投縣政府主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2月8日頒

獎。

評審委員　新詩：蕭蕭、向陽、簡政珍；散文：陳憲

仁、謝海平、李寶玲；短篇小說：季季、應鳳凰、方

梓；古典詩：李威熊、簡榮聰、廖振富；報導文學：

余美玲、李展平、陳銘磻

文學貢獻獎　林黛嫚

文學創作獎

新詩　首獎丁威仁〈重生的福音—寫在埔里桃米生

態村與紙教堂〉，優選林世明〈返鄉〉、賴文誠〈每

一朵雲都應該有自己的名字—詩致雲的故鄉仁愛鄉

武界〉、林郁茗〈安寧病房內〉，南投新人獎林沅澔

〈土石流下的外婆〉

散文　首獎徐麗娟〈時光的香氣〉，優選梁評貴〈蒸

一塊寶石〉、謝綉華〈父親河〉、劉美雪〈草離

離〉，南投新人獎郭伊婷〈子年的約會〉

短篇小說　首獎姜天陸〈鬼打牆〉，優選張舜忠〈絆 
KIZUNA〉、趙品瑄〈花開荒蕪〉、蔡昇融〈飼雞〉，

南投新人獎郭伊婷〈團圓飯〉

古典詩　首獎李英勇〈台省14號公路景點四季漫

遊〉，優選林文龍〈南投縣境展覽館四詠〉、何維剛

〈水沙連聚落懷想4首〉、李彥瑩〈日月潭全國鐵人三

項錦標賽四詠〉，南投新人獎吳宗評〈南投山水行吟4
首〉

報導文學　首獎吳奕均〈望鄉山外的虯髯客〉，優選

陳葚慈〈魚市場裡的布農獵人〉、吳永瑞〈蓮花公主

的美麗與哀愁〉，南投新人獎從缺

高雄文藝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12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文翠、王世芳、李小平、周素玲、張守

真、陳水財、黃文博、劉富美、蔡素芬

得獎者　巴代（文學）、王隆興（文化公益）、張新

國（傳統藝術）、盧明德（視覺藝術）、文學台灣基

金會（文學推廣）

獎卿詩學獎（第6屆）

高雄市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主辦，亞太綜合研究

院承辦，12月8日頒獎。

得獎者　第1名龔必強，第2名陳亭佑，第3名張崇鈴，

佳作王命發、吳東晟、林勇志、林文龍、黃哲永、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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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謙、廖泊喬、巫漢增、陳福居、李玉璽、劉光照、

簡帥文、戴裕記、蔡元直、楊東慶、謝鉉龍、洪阿

寶、邱素綢、李藝明、謝秋美、黃飛龍、賴文雄、吳

舒揚、陳耀安、王啟銘、詹培凱、劉誌文、黃色雄、

陳世銘

浯島文學獎（第15屆）

金門縣文化局主辦，12月9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李昂、王振漢、郝譽翔；散

文、小品文王盛弘、彭樹君、蔡振念

短篇小說　首獎陳慶翰〈四月麥田〉，優等何國華

〈藍色畫布〉、陳錦雲〈紗羅〉、張英珉〈0〉，佳

作張舜忠〈金城的呼喚〉、張姿慧〈春風隨著春風走

了〉

散文　首獎徐麗娟〈遠方不遠〉，優等宋蕭波〈洞內

與洞外〉、張慧玲〈植物與家族側寫〉、夏婉雲〈鱟

的啟示錄〉、陳昱良〈夜中島〉，佳作林青蓓〈剪一

段時光慢慢懂這座島〉、李智揮〈戍坵手記〉、周志

強〈碎瓷片的記憶〉

小品文　優等徐麗娟〈跑過一座島〉、游善鈞〈報備

進入砲堡〉、詹鎮宇〈穿越海峽的時空記憶，最長的

一日〉、楊筑君〈父親的身影〉、陳昱良〈童年防空

洞〉、李彥瑩〈烈嶼禽挑〉、黃主真〈小島微光〉、

林青蓓〈忽然花開〉、劉志宏〈生活，如死囚背上的

號碼〉、翁君菱〈守候幸福〉

鏡文學影視長篇小說大獎徵件
鏡文學主辦，12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野、王小棣、葉如芬、劉蔚然、駱以軍

得獎者　首獎HCl〈綻放年代〉，評審獎灰階〈搶錯

錢〉

全國大學青年超新星文學獎（第5屆）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主辦，12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宇文正、唐諾、楊照、楊澤、蔡素芬

得獎者　首獎鄧觀傑〈樂園〉，優等涂瀞尹〈做

臉〉、戴小媛〈犬齒〉、孔元廷〈失去衛星訊號〉、

唐墨〈港外〉

竹塹文學獎
新竹市政府主辦，新竹市文化局承辦，12月15日頒

獎。

短篇小說　第1名陳昱良〈暗巷〉，第2名陳錦雲〈阿

仕〉，第3名董雅芳〈狗生〉，佳作陳安香〈青春都一

响〉、鄭佾佳〈月半聖詩〉

現代詩　第1名游淑如〈恆溫呼吸〉，第2名何志明

〈無塵衣的方式〉，第3名陳書伶〈教學首要目標

是〉，佳作謝欣芸〈想掘一塊田〉、徐浩祥〈草場〉

童詩　第1名江亭妘〈抉擇〉，第2名方子嫣〈被

罵〉，第3名葉羽芹〈夢〉，佳作羅友莎〈心事〉、

彭宣語〈童年〉、黃紫綺〈木棉花種子的旅行〉、黃

禹翰 〈游泳〉、吳定洸〈鱷魚〉、吳怡臻〈竹塹女

王〉、陳浚霖〈起床大戰〉、王薇甯〈再見〉、郭庭

安〈突如其來的大雷雨〉

青春散文　第1名藍怡安〈浮。鯨〉，第2名王亭雲

〈綠洲〉，第3名林子淇〈哀號〉，佳作劉芳妤〈潔

癖〉、羅少君〈宅〉、邱品涵〈過客〉、廖芠逸〈時

光漩渦〉、洪瑞辰〈蕨〉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第17屆）

國語日報社主辦，12月15日頒獎。

得獎者　第1名朱佳妮〈什麼都有電影院〉，第2名鄭

若珣〈糖、辛香料和美好的事物〉，第3名祖聰聰〈煙

婆婆的收藏〉，佳作陳昇群〈扌‧工廠〉、賈為〈起

飛，大鳥〉、彭婉蕙〈那隻壁虎〉

瀚邦文學獎（第5屆）

瀚邦國際慈善基金會主辦，台灣盲人重建院承辦，12
月15日頒獎。

極短篇小說　大眾組第1名陳昱良〈一隻蚊子〉，第2
名張俊堯〈邱生〉，第3名黃子庭〈螢火蟲〉，佳作郭

宏昇〈尋狼記〉；視障組第1名曾信榮〈人導法〉，

第2名李欣怡〈盲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第3名楊昀芝

〈報案〉，佳作李紹慈〈黑木瓜〉

小品文　大眾組第1名翁碩黛〈父親的看法〉，第2名

黃秀卿〈阿公與阿爸〉，第3名蔡琳森〈擁有呂柳仙的

聲音時代〉，佳作何志明〈父親的時光〉；視障組第1
名陳文雄〈在雨中透明〉，第2名徐志杰〈看，有很多

種，你的是哪一種？〉，第3名蒯耀平〈水餃〉，佳作

李森光〈以「聲」相許〉

新詩　大眾組第1名蔡文哲〈春天的事〉，第2名陳亮

文〈暗闇〉，第3名江自傑〈純真，是你們的名字—

寫電影《純真11歲》〉，佳作林益生〈目睭〉；視

障組第1名陳傑閔〈愛的撲滿〉，第2名鄭宇廷〈聽

書〉，第3名王裕翰〈有人邀我向橋的彼端致敬〉，佳

作謝雅如〈雨停時分〉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第8屆）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12月16日頒獎。

貢獻獎　楊牧

創作獎

歷史小說　佳作潘榮飲〈反叛之前〉、黃茵〈紅色茉

莉花〉

報導文學　首獎乜寇‧索克魯曼〈Pistibuan社返家護

火隊紀實〉，二獎陳芸英〈一根繩子〉，三獎李展平

〈東螺溪的花園與沉淪—母河滄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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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散文　首獎張馨潔〈挖掘的練習〉，二獎謝

宛臻〈微微遷徙〉，三獎汪龍雯〈大樹公〉，佳作侯

向陽〈木牛流馬〉、賴俊儒〈煩惱溜過掌心〉、吳俊

霖〈水問〉、林郁茗〈薰〉、凌俊嫻〈印度解脫禪林4
帖〉

人間禪詩　首獎石麗蓉〈七月‧晨走〉，二獎周盈秀

〈記雨後撞見的一束雲隙光〉，三獎蔡國保〈行走的

寺廟〉，佳作辛金順〈空無〉、詹佳鑫〈蚊〉、王淑

美〈線索〉、曾元耀〈讓〉、沈信呈〈我居住在母親

裡〉

葉紅女性詩獎（第13屆）

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耕莘青年寫作會協辦，12月16
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李癸雲、李進文、翁文嫻、馬鈴薯兄弟、

藍藍

得獎者　首獎高自芬〈大鹿角女孩〉、〈他〉，優選

張雅芳〈育夫術〉、〈他伸進來的手是詩的〉，佳

作熊芳〈潔癖〉、〈撫摸夜色〉、洪秀〈酗酒的蝴

蝶〉、〈將生命擱置在一旁〉、陳容〈沒有人不想成

為公主—寫給年輕女孩自主的身體與感情〉、〈暗

房〉、李鄢伊〈水平面之下〉、〈她是美女，我們都

是野獸〉、李昭鈴〈我願靜靜任憑妳〉、〈我們的辮

子〉、宇秀〈馬王堆丞相夫人〉、〈夏至〉

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暨十大影響力好書
（第34屆）

金石堂書店主辦，12月18日頒獎。

年度出版風雲人物　何琦瑜

年度作家風雲人物　駱以軍

十大影響力好書　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

子》、恩田陸，楊明綺譯《蜜蜂與遠雷》、張曼娟

《我輩中人》、Susan Kuang《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

趨勢，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人生》、許皓宜《情緒寄

生》、丹‧布朗，李建興譯《起源》、李崇建《薩提

爾的對話練習》、哈拉瑞，林俊宏譯《21世紀的21堂

課》、賴馬、賴曉妍《朱瑞福的游泳課》、顏擇雅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鏡文化「2018年度好書」
鏡週刊主辦，12月18日揭曉。

評審委員　陳栢青、傅月庵、黃宗潔、盧郁佳

華文創作　蘇碩斌等《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

故事》、李娟《記一忘三二》、路內《花街往事》、

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顧德莎《驟

雨之島》、鯨向海《每天都在膨脹》、林靜儀《診間

裡的女人：婦產科女醫師從身體的難題帶妳找到生命

的出口》、李雪莉等《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

庭孩子們》、白虹口述，陳亭聿著《妖姬‧特務‧梅

花鹿：白虹的影海人生》、洪明道《等路》

翻譯　安東尼‧杜爾，施清真譯《羅馬四季》、修‧

萊佛士，陳榮彬譯《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
種方式》、韓江，尹嘉玄譯《少年來了》、櫻木紫

乃，劉子倩譯《冰平線》、麥可‧路易士，吳凱琳譯

《橡皮擦計畫：兩位天才心理學家，一段改變世界的

情誼》、雪莉‧特克，洪慧芳譯《重新與人對話：

迎接數位時代的人際考驗，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

法》、深谷薰，丁世佳譯《夜巡貓》、羅伯特‧摩

爾，駱香潔譯《路：行跡的探索》、約翰‧齊佛，余

國芳譯《離婚季節》、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林蔚

昀譯《跳舞的熊》

旺旺‧時報文學獎（第39屆）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主辦，12月22日頒獎。

新詩　首獎袁紹珊〈快照亭〉，二獎陳育律〈杜布羅

夫尼克〉，三獎洪秀珍〈愛情戒斷症〉

散文　首獎白樵〈當我成為靜物並且永遠〉，二獎林

徹俐〈廚房〉，三獎林家樺〈吹笛人〉

影視小說　首獎張英珉〈雪線〉，二獎周桂音〈迷漾

時光〉，三獎周新天〈彩蝶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