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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料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百冊提要／封德屏總策劃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月，18
開，215頁，200元
《台灣現當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

》從2010年展開

至今，已匯集出

版100位台灣現

當代作家的研究

資料，奠定台灣

文學史料的重要基礎。本書將百冊

成果以書目提要方式呈現，簡介各

冊作家生平、編選人介紹、綜述摘

要、收錄篇目等，書後附作家姓氏

筆畫索引與生卒年索引，提供快速

便利的使用指引。

日治時期南社詩選：壹‧文獻卷

、貳‧主題詩卷、參‧詩人詩選

卷／施懿琳、王雅儀、謝宜珊主

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6月，

25開，157、284、444頁，160、
280、450元
南社，1906年由

蔡國琳、胡殿鵬

、趙鍾麒等在地

文人創立，與台

中「櫟社」、北

台灣「瀛社」鼎

足而三。本套書

共三冊，文獻卷據《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等報刊所載，梳

理南社沿革、參與成員與詩會活動

；主題詩卷則依「南社文學活動」

、「臺南民俗節慶物產」、「臺南

文學地景」分類編排，呈現當時台

南的風土文化；詩人詩選卷以藝術

性、在地性、時代性、議題性四種

面向，編輯了1906至1945年間社員

詩歌作品。

1946年《中華日報》日文版文

藝副刊作品集‧中文譯注（上、

下）、原文校注（上、下）／黃

意雯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25開，332、335、389、382頁，

1400元（不分售）

本套書分為「原

文校注」與「中

文譯注」各2冊

，收錄1946年2
月24日至10月24
日《中華日報》

日文版文藝、文

化、家庭三專欄和少部分非專欄的

文學、文化相關詩文。惟家庭欄的

部分篇章不收錄內文，僅於書末附

錄存目。

台灣客家文學發展年表／黃子堯

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16開，199頁，320元
本書旨在探討記

錄客家文學之表

現成果及其影響

。客家文學做為

族群文學、母語

文學的文學史料

研究意義，本書

採用之方法包括文獻分析、資料訪

查，圖像文字匯集、藝文活動檔案

、媒體刊物、出版品等，依照年代

順序列表做出說明。內容探討客家

文學，描述各地客家文化的傳播與

演變，表現文學發展、文史淵源，

解讀客家語言文學表現的篇章。

編輯整理／丁千惠、潘佳君

一般書目

小說

之初／洛心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352頁，320元
女人權力／平路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月，25
開，196頁，280元
工廠女兒圈／楊青矗著

台北：水靈文創，1月，25開，256
頁，300元
日出三角湧／王湘琦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月，25
開，352頁，350元
字母會G系譜學／童偉格等著，

楊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60
頁，280元
字母會H偶然／胡淑雯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52
頁，280元
字母會I人稱／盧郁佳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68
頁，280元
字母會J賭局／陳雪等著，楊凱

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52
頁，280元
字母會K卡夫卡／駱以軍等著，

楊凱麟策畫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56
頁，280元
字母會L逃逸線／黃崇凱等著，

楊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60
頁，280元
字母會M死亡／胡淑雯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1月，32開，160
頁，280元
神秘女子／阮慶岳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月，

32開，284頁，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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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渦／黃碧燕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月，

25開，208頁，250元
影劇六村活見鬼／馮翊綱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月，

32開，208頁，300元
慾望道場／朱國珍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月，

25開，360頁，380元
九命貓／泠雨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176頁，240元
工廠人／楊青矗著

台北：水靈文創，2月，25開，256
頁，300元
中藥舖的女兒／湯素貞著

台北：蓋亞文化，2月，25開，304
頁，320元
金陵福：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

／張國立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月，

25開，320頁，350元
華文小說百年選．台灣卷1／賴

和等著，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320頁，360元
華文小說百年選．台灣卷2／朱

天文等著，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336頁，380元
13／邵慧婷著

台北：水靈文創，3月，25開，256
頁，280元
九歌106年小說選／伊格言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352頁，380元
呂赫若小說全集（上、下）／呂

赫若著，林至潔譯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3月，

25開，各392頁，各350元
那三十八天的戀情／徐鈺晶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3月，

25開，248頁，250元
意想不到的結局／於梨華著

台北：停雲出版社，3月，25開，

366頁，550元
楊桃將軍／黃文俊著

作伴（三十週年精選復刻）／郭

強生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6月，16開

，288頁，320元
我的精神病姊姊／余國英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6月，

25開，278頁，340元
狂風沙（上、下）〔經典復刻版

〕／司馬中原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6月，

25開，560頁、576頁，各480元
金瓶梅同人誌：成人向／蘭陵笑

笑生、高翊峰等著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6 月 ，

11×18cm，160頁，250元
阿飄／上官鼎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480頁，460元
紅絲鳳（經典復刻版）／司馬中

原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6月，

25開，240頁，240元
狼煙（上、下）〔經典復刻版〕

／司馬中原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6月，

25開，各448頁，各380元
荒原（經典復刻版）／司馬中原

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6月，

25開，352頁，280元
夢想畫：劇場書／阿樂著

彰化：可澄音樂文創公司，6月，

25開，239頁，500元
靈河（經典復刻版）／司馬中原

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6月，

25開，592頁，480元
十字路口／鳴鏑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294頁，360元
上流兒童／吳曉樂著

台北：鏡文學，7月，25開，280頁

，320元
凡人女神（二十週年復刻增訂新

作）／鍾文音著

台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7
月，25開，336頁，380元
五月花夫人：孟絲短篇小說集／

台南：島鄉台文工作室，3月，25
開，176頁，250元
撕書人／伍軒宏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3月，25
開，384頁，380元
論劍閻王殿／王大智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3月，18
開，206頁，280元
不看海的人／敷米漿著

台北：水靈文創，4月，25開，192
頁，250元
另一種生活／章緣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4月，25
開，240頁，320元
奇蹟／波奇著

新北：博誌文化 ，4月，25開，

200頁，220元
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2：小

說／蕭紅等著，陳大為、鍾怡雯

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320頁，360元
鏡屋的沙漏／畢宿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4月，25開

，520頁，450元
本壘板／丁又培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456頁，420元
冰霜都市／靜川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212頁，250元
花開少女華麗島／楊双子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56頁，300元
踏上旅程之前／許敦品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32開

，94頁，100元
櫻子‧第一部：閨蜜的祕密／紅

色筆電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288頁，280元
大話山海經：靈魂收集者／郭箏

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25開

，288頁，250元
在離去與道別之間／於梨華著

台北：停雲出版社，6月，25開，

522頁，780元



文學新書分類選目／一般書目 141

，256頁，420元
擴散：失控的DNA／邱挺峰（

Roy Chiu）著

台北：日日學文化，7月，18開，

544頁，499元
一夢真如／金經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216頁，280元
大話山海經：顫抖神箭／郭箏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8月，25開

，280頁，250元
台海狂想曲／施純傑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304頁，280元
失恋愛／何貞儀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8月，32
開，208頁，280元
來如春夢去似雲／樸月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8月，25
開，336頁，340元
勇者不再／陳志軒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56頁，300元
烏番叔／陳長慶著

金門：金門文藝雜誌，8月，25開

，288頁，300元
無法目擊的美麗／倪子耘著

台北：庫伯力克創意，8月，25開

，416頁，380元
我愛．機車男／高小敏著

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9月，25
開，128頁，200元
旁觀者：流浪者之歌三部曲／駱

圓紗著

台北：睿思勤創，9月，25開，384
頁，300元
假塑膠花／王善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9月

，25開，264頁，320元
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李永平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9月，25開

，274頁，320元
野豬渡河／張貴興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9月，16開

，416頁，380元
蓮花化心／崔根源著

台北：致出版，9月，25開，158頁

，220元

二○一二：與魔鬼的契約／關眴

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0月，25開

，112頁，200元
大話山海經：追日神探／郭箏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0月，25開

，280頁，260元
白色之網：葉石濤文學地景作品

選集（二）Ⅰ、Ⅱ、III／葉石濤

著，陳正雄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487頁，600元（3冊不分售）

舌行家族（增訂新版）／臥斧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56頁，300元
血樟腦／張英珉著

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37頁，300元
更衣室女人的告解：章緣20年短

篇精選／章緣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0月，25
開，352頁，360元
那天那些死去「的」與世紀初的

世紀末／J.Y.S著

台北：致出版，10月，25開，288
頁，360元
食夢之獸：葉石濤文學地景作品

選集（四）Ⅰ、Ⅱ／葉石濤著，

陳正雄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303頁，600元（2冊不分售）

追音／葉公誠著

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23頁，300元
棄子：城市黑幫往事／楓雨著

台北：要有光，10月，25開，238
頁，290元
黑色之光：葉石濤文學地景作品

選集（三）／葉石濤著，陳正雄

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47頁，600元
Beyond EMBA：古典音樂的十三

堂職場狂想曲／黃莉翔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208頁，280元
一路逆瘋／馬尼著

台北：鏡文學，11月，25開，288

孟絲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7月，25開，

224頁，260元
生命劇場／李喬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25開，288頁，300元
字母會N游牧／童偉格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44
頁，280元
字母會O作品／胡淑雯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44
頁，280元
字母會P摺曲／胡淑雯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44
頁，280元
字母會Q任意一個／駱以軍等著

，楊凱麟策畫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44
頁，280元
字母會R重複／童偉格等著，楊

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44
頁，280元
字母會S精神分裂／黃崇凱等著

，楊凱麟策劃

新北：衛城出版，7月，32開，160
頁，280元
杏花渡傳說／鄭丰著

台北：奇幻基地，7月，25開，256
頁，250元
封神榜裡的哪吒／奚淞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7月，25
開，224頁，380元
昨日繾綣：林衡茂短篇小說選集

／林衡茂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7月，25開，

232頁，260元
野韻／巴代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25開，328頁，350元
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鄧九雲著

台北：南方家園文化事業公司，7
月，32開，168頁，350元
新俠女圖／李永平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7月，25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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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1月，25
開，168頁，280元
半空的椅子／若爾‧諾爾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128頁，200元
台灣記遊詩／李居福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1月，25開

，224頁，300元
光從未來對你寫生／涂沛宗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月，

25開，208頁，260元
多風地帶／許玄妮著

新北：小朋友文化公司，1月，32
開，167頁，300元
我的音樂盒／孟樊著

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192頁，300元
那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時空／陳昱

達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176頁，250元
花間作詞—輕‧暖攝影詩集／

楊子澗著

新北：小雅文創，1月，25開，184
頁，320元
故鄉的溪流—張玉芸詩集／張

玉芸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00頁，250元
昨日之蛇—洛夫動物詩集／洛

夫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月，

18開，136頁，400元
動人情書／法斯著

桃園：這光工作室，1月，菊32開

，64頁，250元
喵！記得明天依然愛／張耀仁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月

，20×21cm，180頁，320元
湖濱詩記／陳光政著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111頁，160元
感應Response—李魁賢台華英

三語詩集／李魁賢著、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48頁，300元
寫生／郭哲佑著

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1月，

頁，320元
大裂：胡遷中短篇小說集／胡遷

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352頁，380元
正義謊言的罪人／陳金漢著

台北：健行文化，11月，25開，

272頁，320元
在僻處自說Ⅳ／張至廷著

新北：島讀文化學社，11月，25開

，276頁，280元
多出來的那個人／陳輝龍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0月，32
開，200頁，250元
男身（二十年修訂珍藏版）／孫

梓評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1月，25開

，240頁，300元
貝神的召喚：穿越南鄒迷霧的拉

阿魯哇／李友煌著

台北：新自然主義，11月，18開，

208頁，480元
風從台灣來／林振明、林千畬著

新北：藍海創意文化公司，11月，

25開，312頁，350元
問天／Yang著

台北：字遊出版社，11月，25開，

448頁，380元
惡俗小說／羅士庭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192頁，260元
黿神廟傳奇（經典復刻版）／司

馬中原著

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1月，

25開，384頁，340元
三個月亮／賀婉青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2月，25
開，260頁，320元
下淡水溪風雲／羅景川著

高雄：巨流圖書公司，12月，18開

，354頁，380元
大話山海經：傷心百惡谷／郭箏

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2月，25開

，280頁，260元
沉默之火／胡仲凱著

台北：要有光，12月，25開，202
頁，250元

刺蝟女孩：為什麼痛的是我？／

張閔筑著

台北：三采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2
月，25開，288頁，330元 

性感槍手／陶曉嫚著

台北：鏡文學，12月，25開，320
頁，340元
所謂愛情，只不過是獨占與反叛

／苦苓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192頁，300元
東海伏妖誌（上卷）／東燁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352頁，350元
洪鐵濤小說集／洪鐵濤著，王雅

儀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309頁，300元
看不見的戰爭／梁德煌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12月，25開，

336頁，300元
紅磚港坪—鄭清文短篇連作小

說集（1-3）／鄭清文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2月，25開

，1424頁，1500元（不分售）

倫‧不倫，愛之外的其他／蔡孟

利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12月，25
開，128頁，280元
假如‧我是一個月亮／高小敏著

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12月，25
開，224頁，250元
愛在‧桃花盛開的日子／高小敏

著

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12月，25
開，128頁，150元
違憲紀念日／唐墨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2月

，25開，280頁，330元

詩

山水譜曲—輕‧暖攝影詩集／

楊子澗著

新北：小雅文創，1月，25開，168
頁，320元
日子持續裸體／小令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