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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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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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開，200頁，300元
憂傷似海／邱振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86頁，350元
歐崇敬詩集13：帝國或者紅樓／

歐崇敬著，歐崇敬、歐栩韶、歐

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1月，25開，

273頁，450元
凝視的背影—蔡梅芬詩集／蔡

梅芬著

台北：新世紀美學出版社，1月，

18開，192頁，430元
厄法達—當代天主教漢語詩選

／任安道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月，

25開，348頁，480元
我年輕的戀人／陳義芝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月，25
開，176頁，300元
念念詩穎—蔡榮勇漢英雙語詩

集／蔡榮勇著，戴珍妮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月，

25開，134頁，200元
笛之韻詩書集／徐享捷著

苗栗：永續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

2月，25開，296頁，350元
喚月：唯有成為太陽，才能喚醒

月亮／風車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2月，

18開，272頁，280元
換貓上場了／林于玄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2月，32
開，144頁，280元
慢慢短詩集／許水富著

台 北 ： 唐 山 出 版 社 ， 2 月 ，

20×20cm，240頁，390元
歐崇敬詩集14：二拍—解密紅

樓夢中情108暗碼／歐崇敬著，

歐崇敬、歐栩韶、歐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2月，25開，

244頁，450元
貓眼，或者黑眼珠—莫渝情詩

集／莫渝著，劉岱昀圖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月，

25開，120頁，200元
光與影的旋律—胡淑娟詩集／

胡淑娟著

台北：新世紀美學出版社，3月，

18開，192頁，320元
我的生活我的歌／謝輝煌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3月，25開

，253頁，500元
重組東海岸／周慶華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3月，

25開，230頁，280元
剛剛發生的事（十週年精選加新

作典藏版）／林婉瑜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3月，25開

，192頁，350元
超重低音／鍾宗憲著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240頁，250元
雲間冥想—蕓朵詩集／蕓朵著

台北：新世紀美學出版社，3月，

18開，192頁，320元
愛河Love River—李昌憲漢英

雙語詩集／李昌憲著，非馬等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3月，

25開，202頁，260元
暴民之歌（修訂版）／鴻鴻著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3月，25
開，216頁，320元
歐崇敬詩集15：一陣風  一處防

身／歐崇敬著，歐崇敬、歐栩韶

、歐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3月，25開，

138頁，260元
貓貓雨—劉正偉詩選／劉正偉

著

台北：新世紀美學出版社，3月，

18開，192頁，280元
一朵粉紅：王素峰情詩集／王素

峰著

台北：藝術家，4月，25開，192頁

，250元
一場雨的時間／翔雲著

台北：釀出版，4月，25開，128頁

，200元
千手晨光—陳顏詩集／陳顏著

台中：左葉文化創意工作室，4月

，25開，232頁，350元
內傷的觀望者／eL著

台北：商周出版公司，4月，25開

，128頁，280元
光之翼／坦雅著

台北：典藏文創，4月，25開，209
頁，280元
困難／達瑞著

桃 園 ： 逗 點 文 創 結 社 ， 4 月 ，

12×17cm，192頁，350元
我用日子記得你／楚影著

台北：啟明出版事業公司，4月，

25開，160頁，380元
空間筆記：陳皓詩集1½／陳皓

著

新北：小雅文創，4月，32開，232
頁，320元
恐懼先生／潘柏霖著

新北：作者自印，4月，25開，160
頁，500元
海！已讀不回—客語小詩選／

葉日松著

台中：文學街出版社，4月，菊32
開，159頁，200元
迷路蝴蝶／李有成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4月，25開

，192頁，390元
淡水Tamsui—楊淇竹漢英西三

語詩集／楊淇竹著，王清祿、蘇

逸婷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136頁，200元
發酵—詹澈詩集／詹澈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368頁，420元
葉日松小詩選—LINE一份思念

回花蓮／葉日松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4月，25開，

88頁，150元
試嘗集／江夏著

台南：成功大學出版中心，4月，

32開，180頁，300元
零點漂移／生奶著

台北：島座放送，4月，25×35cm

，64頁，600元
滾動的移工詩情／康原、郭澄芳

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4月，

25開，208頁，300元
輕裝詩集／辛鬱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4月，32
開，224頁，380元
八月。白宮。／巫守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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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普林特印刷公司，5月，25
開，219頁，160元
犬犬 謙謙 有禮—林煥彰詩畫

集／林煥彰著

台北：釀出版，5月，16開，158頁

，300元
以千年的髮／龔華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5月，25開

，120頁，200元
我詩  我島：附耳，牛角灣／劉

枝蓮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5月，

25開，232頁，320元
我願是妳的風景—羅葉詩選（

增訂版）／羅葉著

台北：典藏文創，5月，25開，284
頁，320元
放生—利玉芳詩集／利玉芳著

，顏雪花、簡瑞玲譯

台北：釀出版，5月，25開，218頁

，270元
保密到家／段戎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184頁，320元
風中情話：陳正雄的抽象藝術（

增訂版）／風之寄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226頁，440元
島嶼的航行 The Voyage of Island

—利玉芳漢英西三語詩集／利

玉芳著，顏雪花、簡瑞玲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174頁，230元
浪跡／謝予騰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5月，25
開，192頁，280元
航向驚嘆島／望海甘比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5月，25開，

176頁，360元
迴路詩集／林理惠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5月，32開，

120頁，380元
媽媽+1—二十首絕望與希望的

媽媽之歌／林婉瑜等著，潘家欣

主編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5月，32
開，96頁，280元
愛，若隨風轉向／劉懿漫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230頁，400元
葉日松詩選（2010-2017）—

童年‧故鄉／葉日松著

台北：釀出版，5月，25開，270頁

，340元
歐崇敬詩集16：上帝支持的隋唐

階級革命／歐崇敬著，歐崇敬、

歐栩韶、歐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5月，25開，

288頁，480元
歐崇敬詩集17：三拍—紅樓夢

藥方解密／歐崇敬著，歐崇敬、

歐栩韶、歐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5月，25開，

130頁，220元
魔歌（增訂新版）／洛夫著

新北：目色文化，5月，18開，336
頁，400元
2017台灣詩選／白靈主編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6月，25開

，272頁，340元
二流人生／文字慾著

台北：尖端出版公司，6月，32開

，256頁，350元
八德路詩文／何雨彥著

高雄：作者自印，6月，25開，210
頁，300元
囚徒劇團／許赫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6月，

14×17cm，320頁，350元
如果沒有見過地獄你會相信世界

上真的有永遠／張哲鳴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168頁，240元
成廣澳的黎明／紀州人著

新北：作者自印，6月，菊32開，

224頁，350元
此時此地／阿布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160頁，270元
我們的戒菸失敗／恣睢麻利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6月，菊32
開，224頁，350元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反勞基法

修惡詩選／盧其宏等著，蔣闊宇

、周聖凱主編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6月，32

開，176頁，250元
花蜜釀的詩—百花詩集：台灣

原生篇／紫鵑等著，王志誠主編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6月，

18開，216頁，300元
花蜜釀的詩—百花詩集：特色

花卉篇／趙衛民等著，王志誠主

編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6月，

18開，216頁，300元
迷糊夢／夏維恩著

台北：悅知文化，6月，32開，192
頁，320元
棄之核／林餘佐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32開，

192頁，260元
淡水詩情—陳秀珍詩集／陳秀

珍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232頁

，280元
眾神與野獸／陳牧宏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88頁，320元
陰刻／波戈拉著

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192頁，340元
無聲的催眠／詹佳鑫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162頁

，220元
暈船的魚／王嘉澤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6月，32
開，144頁，350元
歲月花影—不管三七二十一詩

集／李彩琴著

台北：一方山水文化事業公司，6
月，25開，64頁，260元
歐崇敬詩集18：祿星高照  空間

神韻／歐崇敬著，歐崇敬、歐栩

韶、歐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6月，25開，

302頁，540元
字跡的弧度和曲折／李立柏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7月，25開

，165頁，400元
垃圾分類說明／陳克華著，林為

正譯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6月，25開

，272頁，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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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子獸／潘家欣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7月，32開

，184頁，350元
淚水釀成蜜—詠金門詩歌107

首／黃克全著

台北：情書出版社，7月，25開，

208頁，300元
無人劇場／李承恩著

台北：避風港文化公司，7月，32
開，192頁，350元
詩雨紛飛的四季／黃仁義著

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224頁，250元
層層疊疊　三層山：客話詩集／

劉明猷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7月，25開，

352頁，350元
誰打翻燈塔任思念東湧／小實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7月，

16×20cm，160頁，320元
褪獸期／夜無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7月，

13×15cm，92頁，250元
變奏的開端／邱振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308頁，360元
少女詩篇／鄭聖勳著

台北：蜃樓出版社，8月，25開，

144頁，320元
光陰絮語／蔡振念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8月，32開，

240頁，260元
回憶之翼：詩，流著淚／愛蓮娜

著

新北：驛鯨文化，8月，32開，176
頁，280元
宇宙通信／陳昭淵著

南投：作者自印，8月，32開，224
頁，380元
夾娃娃機的異想世界／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8月，25
開，275頁，200元
耶加雪菲的據點／劉梅玉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8月，25
開，144頁，350元
迷藏詩／楊敏夷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176頁，220元

骨皮肉（21年經典修訂復刻版）

／顏艾琳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32開，224頁，380元
聆聽寂靜／陳胤著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183頁，100元
鹿谷黃錫三秀才詩集／黃錫三著

，黃允哲、楊維仁、詹培凱編輯

南投：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8月

，25開，173頁，250元
窗前佛顏／滿觀著

新北：香海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144頁，250元
新嘗試集／哲明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176頁，250元
模樣—林暐哲詩集／林暐哲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32開

，128頁，160元
歐崇敬詩集19：戰國爭霸／歐崇

敬著，歐崇敬、歐栩韶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8月，25開，

174頁，300元
靈魂起源：十七歲少女的情詩書

／吟先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304頁，300元
次元旅行☆跳躍了／四貓貓、林

群盛著，兔姬圖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8月，32
開，100頁，350元
自討苦吃的人／李豪著

台北：采實文化事業公司，9月，

32開，208頁，320元
我的踢踢踢／蔡澤民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99頁，250元
紋身—張國治詩畫集／張國治

著

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455頁，350元
透明—流動的永恆／林廣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99頁，250元
堤外．泅泳／頹小疤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9月，25開，

376頁，360元

登瀛雅韻‧第2集／許賽妍主編

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委會，9月

，8開，240頁，未訂價（附光碟）

詩的異托邦—2018台北詩歌

節詩選／鴻鴻主編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191頁，100元
歐崇敬詩集20：新詩說—國際

法哲學．國際關係／歐崇敬著，

歐崇敬、歐栩韶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9月，25開，

273頁，450元
歐崇敬詩集21：梧桐雨的聲音／

歐崇敬、黃玲碩著，歐栩韶、歐

栩彤譯

台北：停雲出版社，9月，25開，

136頁，220元
一定曾經有狂喜  才讓追逐深深

寫進基因裡／朱菲著

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10
月，25開，250頁，450元
大自在截句／蕭蕭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214頁，330元
幻所幻截句／葉莎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48頁，360元
台灣詩學截句選300首／白靈編

選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364頁，420元
生命之歌／黃榮村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25開，272頁，300元
你在雨中的書房，我在街頭—

蘇紹連詩攝影集／蘇紹連著

新北：小雅文創，10月，16開，

134頁，360元
春天逃城／阿鏡著

台北：作者自印，10月，25開，

880頁，700元
秋禪／陳金順著

高雄：台文戰線雜誌社，10月，25
開，153頁，250元
倒著說晚安／葉雨南著

新北：零極限文化出版社，10月，

25開，416頁，430元
書店裡的星空／追奇等著，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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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夢田影像公司，10月，192
頁，18開，380元
許水富截句／許水富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98頁，300元
截句詩系／孟樊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80頁，280元
嘴臉／陳克華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10月，32
開，440頁，350元
寫真／林季鋼著

台北：尖端出版公司，10月，32開

，200頁，350元
德布希小姐／夏夏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0月，

32開，228頁，320元
靈魂个故鄉—邱一帆客語詩歌

文集／邱一帆著

苗栗：桂冠圖書公司，10月，25開

，224頁，250元
日頭雨截句／王羅蜜多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74頁，280元
台灣1970世代詩人詩選集／陳

皓、楊宗翰主編

新北：小雅文創，11月，18開，

464頁，380元
用詩之名—行讀苗栗／林錫霞

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59頁，250元（附光碟）

余光中  美麗島詩選／余光中著

，陳幸蕙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11月，25開，

320頁，360元
走詩貓裏／丁威仁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03頁，200元
林煥彰截句—截句111，不純

為截句／林煥彰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66頁，300元
林廣截句／林廣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20頁，320元
思樂康／陳彥妏、陳愛姍、花綺

夢著

台北：島座放送，11月，25開，

144頁，360元
胡淑娟截句／胡淑娟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52頁，240元
時間之外—劉美娜詩集／劉美

娜著

新北：小雅文創，11月，25開，

192頁，280元
骨折—陳秀珍台華雙語詩集／

陳秀珍著，李魁賢譯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266
頁，320元
培生吟草／耿培生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1月，18
開，176頁，300元
盛開的臉譜／游淑如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32開，

167頁，200元
紫色習作—秀實截句／秀實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60頁，260元
華文俳句選—吟詠當下的美學

／吳衛峰等著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162
頁，300元
意識生活／張寶云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11月，25
開，136頁，280元
詹澈截句／詹澈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30頁，220元
說時遲那時詩／王大豐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32開，

199頁，200元
劉梅玉截句—奔霧記／劉梅玉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28頁，240元
劉曉頤截句／劉曉頤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92頁，290元
緬華截句選／王崇喜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74頁，400元
遯菴詩集校注／蔡復一著，蔡振

念校注

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571頁，500元
一點一點流光／洪丹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2月，25開，

208頁，320元
王勇截句／王勇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196頁，320元
永無止境的現在／隱匿著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12月，32
開，224頁，300元
安好／陳怡安著

台北：布克文化，12月，17×15cm

，120頁，480元
活著，在這一年—林煥彰中英

對照詩集／林煥彰著，黃敏裕譯

台北：釀出版，12月，16開，186
頁，300元
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自由時

代／廖亮羽等著，曾魂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22頁，270元
冥王星的溫柔／陳楷琋著

台中：文興出版事業公司，12月，

25開，175頁，300元
時間的迷霧／莫云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04頁，250元
馬華截句選／辛金順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26頁，360元
野生截句／白靈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14頁，320元
魚跳—2018臉書截句選300首

／白靈編選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376頁，470元
菲華截句選／王勇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66頁，420元
越華截句選／林曉東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80頁，430元
郵政櫃檯的秋天／許赫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12月，

14×17cm，272頁，320元
開房間／王天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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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288頁，380元
新竹風：陳美燕客語詩歌文集／

陳美燕著

苗栗：桂冠圖書公司，12月，25開

，190頁，250元
新華截句選／卡夫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08頁，310元
詩，花或其他—林煥彰小詩集

／林煥彰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月，

32開，173頁，240元
詩說新北／李魁賢等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304頁，300元

散文

田園之秋：彩色插圖本（修訂新

版）／陳冠學著，何華仁圖

台北：前衛出版社，1月，18開，

360頁，400元
因為尋找，所以看見：一個人的

朝聖之路／謝哲青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304頁，399元
早安，自然選修課／劉克襄著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月，

13×21cm，184頁，320元
我非我：卻顧所來徑／林淑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394頁，470元
見字如來／張大春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1月

，25開，368頁，400元
府城竹籬笆歲月／蕭文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176頁，240元
流眄／林淑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370頁，440元
寫意年代—台灣作家手稿故事

2／向陽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304頁，360元
潮本／陳淑瑤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月，

25開，200頁，240元
靈感／王鼎鈞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25開

，288頁，320元
2017林文義：私語錄／林文義

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2月，25開，

288頁，320元
九歌40：關於飛翔、安定和溫情

／李瑞騰、陳素芳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320頁，380元
山羌圖書館／連俞涵著

新北：凱特文化創意公司，2月，

32開，288頁，340元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伐依絲‧牟

固那那著

台北：山海文化雜誌社，2月，25
開，256頁，250元
回家好難—寫給故鄉的33個字

詞／林蔚昀著

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2月，

25開，240頁，320元
回家種田—一個返鄉女兒的

家事、農事與心事／劉崇鳳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月，25開

，296頁，320元
巫婆的七味湯／平路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月，25
開，224頁，280元
來亂／祁立峰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月，25開

，248頁，280元
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黃榮村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月，

25開，312頁，340元
移動的夢想：給下一輪少年的備

忘錄／林黛嫚著

台北：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月，

25開，240頁，320元
黑潮漂流／廖鴻基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2月，

32開，272頁，330元
九歌106年散文選／劉璩萌等著

，王盛弘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432頁，400元

出發趣：旅行文學讀本／陳克明

等著

台北：三民書局，3月，18開，192
頁，260元
如果有人問我世界是什麼形狀／

張讓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208頁，260元
有時跳舞  New York／何曼莊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256頁，320元
我和一枝筆  在路上2／張知禮

等著，汪詠黛、廖淑華主編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3月，

25開，400頁，450元
我輩中人：寫給中年人的情書／

張曼娟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3月，

25開，240頁，360元
新編蟲洞書簡／王溢嘉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3月，

32開，256頁，330元
與騎鯨少年相遇—陳克華的「

詩想」／陳克華著

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3月，25
開，240頁，350元
貓天下／心岱著，薛慧瑩、葉懿

瑩、達姆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3月，

17×20cm，232頁，380元
懷鄉思親念美濃／劉洪貞著

新北：生智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208頁，250元
小千世界／卜一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216頁，380元
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龍應台

著

台北：天下雜誌，4月，18開，320
頁，450元
水是故鄉甜（增訂新版）／琦君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24頁，260元
台北‧職人食代／王瑞瑤等著

台北：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4
月，32開，155頁，250元
你，會長大嗎？—記那些隱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