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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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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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的「朋友」／李嘉倩著、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4月，

14×20cm，176頁，280元
我的心，停在最想念的時光／

涵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192頁，280元
我們都在咖啡店：YABOO姊妹交

換日記／蔡婷如、蔡詩敏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4月，

25開，224頁，350元
往事浮光／林婉珍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24頁，280元
南溟秋興—黃冠英散文選／黃

冠英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416頁，500元
恆溫行李／林達陽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56頁，280元
流光緩緩，迷了路又何妨／尹啟

銘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08頁，280元
雪泥鴻爪異國情／賴淑賢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252頁，310元
普通人／張紫蘭著

台北：從容國際文化事業公司，4
月，16開，328頁，320元
愛的幸福存摺／游乾桂著，Yumi 

You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08頁，280元
台北亂走／ 簡宏逸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5月，25開，

160頁，250元
台南巷框—遇見文學大師葉石

濤的時光散步／1/2藝術蝦著、

圖

台北：山岳文化，5月，25開，304
頁，380元
池上二部曲：最美好的年代／李

香誼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240頁，280元
你媽知道你在發廢文嗎？／郭岱

軒著

台北：華方整合行銷公司，5月，

25開，304頁，360元
客家植物系列故事：桐花與樹蘭

／邱春美著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環安系，5月

，18開，48頁，200元
酒的遠方／林文義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80頁，300元
梧葉食單／吳秋霞、衛壘壘著

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5月，

25開，320頁，420元
植氣生活：植物系女子的山居日

誌／曾泉希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5月，25開

，336頁，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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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與糖煮魚／吳敏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24頁，300元
運字的人：創作者的鑿光伏案史

／小寫採訪團隊著

新北：小寫創意，5月，25開，400
頁，580元
請你留在十七歲：還沒唱完的那

首歌／許斐莉著

台北：櫻桃園文化，5月，25開，

256頁，320元
凝望／陳維賢著

台北：獨立作家，5月，25開，324
頁，390元
歸人絮語／陳玉琳著

桃園：華夏書坊，5月，25開，410
頁，400元
2017飲食文選／洪雪芬等著，

吳岱穎主編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6月，25開

，272頁，340元
小女子的筆耕春秋／寒玉著

金門：作者自印，6月，25開，208
頁，300元
天下第一巷：人才紅利時代之二

／羅青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18開，

240頁，360元

兄弟行／周南山、周玉山、周陽

山著

台北：三民書局，6月，25開，448
頁，300元
另一種日常：生活美學讀本／張

曼娟等著，凌性傑、范宜如編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6月，25開

，288頁，350元
字游：陳世憲的書法世界旅行／

陳世憲著

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6月，25
開，230頁，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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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異國婚姻／陳名珉著，許

匡匡圖

台北：圓神出版社，6月，25開，

256頁，300元
汽車冒煙之必要：廖玉蕙搭車尋

趣散文選／廖玉蕙著，蔡全茂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25開，

272頁，340元
幸福的心靈／沈素英著 

金門：作者自印，6月，25開，200
頁，350元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黃懷恩

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256頁，240元
莒光作文簿：我在馬祖當兵的故

事／陳廷豪著，鄭介瑤圖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6月，25開

，308頁，300元
散散步，欣賞啊！—尋找過去

的記憶／李淵洲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176頁，200元
人生的解答—在寂寞裡／王學

敏著

台北：情書出版社，7月，25開，

288頁，320元
用手走路的人：拐扙支撐一身傲

骨（增訂新版）／李惠綿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88頁，320元
玩味北京／劉怡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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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7月，25
開，128頁，250元
海角相思雨／阿盛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24頁，260元
帶走一個時代的人：從李敖到周

夢蝶／隱地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7月，25開，

224頁，260元
細姨街的雜貨店／鄭如晴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192頁，280元
意外的旅程：我的都蘭農舍生活

／江冠明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7月，18開

，312頁，399元
漫遊旅人—旅行文學讀本／沈

惠如編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7月，18
開，216頁，310元
縱橫北美—從花果飄零到落地

生根／王紅梅等著，姚嘉為等主

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408頁，500元
點滴城市（全新版）／侯文詠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08頁，280元
九天講古與湘夫人文集／顏湘芬

著

台北：大元書局，8月，25開，328
頁，300元
人間筆記：莊坤良書畫集／莊坤

良著

台 北 ： 書 林 出 版 公 司 ， 8 月 ，

15.5×19cm，224頁，300元
仙洲野夫話桑蔴／陳榮泰著

金門：作者自印，8月，25開，622
頁，500元
在我和世界之間有一座島／蔡其

祥著

金門：蔡就是蔡文史地工作室，8
月，25開，256頁，250元
自八卦山出發—風土漫遊／李

展平著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55頁，100元
行旅練習帖／揚見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8月，25
開，224頁，360元
那一片松林／洪明傑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8月，25開

，256頁，280元
幸福住台中／方秋停等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197頁，320元
青春關不住／廖玉蕙、林芳妃主

編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24頁，250元
城愁／阮慶岳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8月，32
開，200頁，330元
看見金門新力量／陳秀竹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8月，25開

，272頁，280元
美好人生的修補藝術：墨鏡下的

生命風情／林萬來

新北：菁品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56頁，250元
島嶼曙光／楊忠海著

金門：作者自印，8月，25開，233
頁，350元
時光走向女孩／黃庭鈺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72頁，350元
根在水返腳：汐止老街人，老街

事／楊芳芷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268頁，390元
剪一座神：媽祖相隨—2018

媽祖徵文比賽得獎作品集／梁評

貴等著，王志誠主編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208頁，250元
發光的房間：從黃銅冰杓、探照

燈到鯨魚尾工作椅，收納百年的

生活記憶，重獲民藝的時光／楊

凱麟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8月，18開

，192頁，380元
等待花開的小花苺／林榮淑著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181頁，100元
華文散文百年選．台灣卷1／賴

和等著，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320頁，360元
華文散文百年選．台灣卷2／林

文月等著，陳大為、鍾怡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336頁，380元
鄉戀食光／張愛金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8月，

25開，272頁，280元
微醺／鄧榮坤著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175頁，100元
當我成為我們：愛與關係的

三十六種可能／陳雪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8月，

25開，256頁，320元
聚繖花序Ⅲ／瘂弦著

台北：洪範書店，8月，25開，304
頁，350元
樂聲迴盪滿浯島／翁維璐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8月，25開

，256頁，280元
䒌靘處細雪飄落／葉含氤著

台北：釀出版，8月，25開，212頁

，270元
入門溪州：外省媳婦愛農鄉／劉

克敏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9月，18
開，224頁，340元
天地瀟灑一書生—馮清春老師

紀念文集／古秀妃等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9月，16開，

288頁，300元
水沙連／林柏維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17頁，250元
台灣妖見錄：20處日治妖怪踏查

現場／周鼎國著

新北：文經社，9月，25開，328頁

，380元
左心房漩渦（經典復刻典藏版）

／王鼎鈞著

台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9
月，25開，272頁，340元
老來不相忘—郁思文集／郁思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96頁，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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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心如大海／許悔之著

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232頁，350元
花開蝶自來—雲霞文集／雲霞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72頁，380元
追尋凡夫俗子的天命／葉愚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272頁，320元
情非得體：致那些使我動情的破

美人／羅浥薇薇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9月，32開

，352頁，380元
尋訪歐洲名人的蹤跡／呂大明等

著，高關中、楊翠屏主編

台北：釀出版，9月，25開，320頁

，460元
尋蹤：走讀彰化文學故事／周馥

儀主編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61頁，420元
街道、豆子、月亮／Autumn 

enfant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9月，25開

，96頁，200元
黑暗聖經（經典復刻典藏版）／

王鼎鈞著

台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9
月，25開，240頁，320元
新手作家求生指南／陳又津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25開，208頁，350元
溺日／黃繭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32開，224頁，350元
落地生根／馮清春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9月，16開，

166頁，250元
銀光閃閃的歲月／胡坤仲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71頁，250元
邊讀，邊走／李明璁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9月，25開

，352頁，480元
下雨何必帶傘／明德不新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10月，25開

，323頁，300元

失肘港／伍季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66頁，220元
目送（十週年紀念版）／龍應台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18開，360頁，360元
回望：比雷爾與我／江青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0月，25開，

288頁，380元
回憶打著大大的糖果結：給孩子

的情書／吳鈞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在此／在彼：旅行的辯證／胡錦

媛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0月，25開

，256頁，300元
老宜蘭的臉孔／吳敏顯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07頁，300元
吹不散心頭上的身影：王建生散

文選／王建生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80
頁，240元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

思索／唐諾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18開，344頁，370元
我的蘭陽米其林／李昂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191頁，300元
我將前往的遠方／郭強生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10月，

25開，240頁，360元
來不及美好／郭強生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10月，

25開，256頁，360元
雨中向晚／詠棠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10月，25開

，200頁，280元
前往曼徹斯特的高速列車：英國

留學隨筆／邱奕齊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0月，25開

，192頁，330元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楊富

閔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56頁，320元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楊富閔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56頁，320元
計程車司機／駱以軍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25開，352頁，360元
桃花流水杳然去（經典復刻典藏

版）／王鼎鈞著

台北：馬可孛羅文化事業公司，10
月，25開，384頁，450元
純真的擔憂／駱以軍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32開，336頁，350元
深淵與火／陳芳明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18開，264頁，330元
雲淡風輕：談東方美學／蔣勳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10月，

18開，272頁，450元
義大利小城小日子／韓良露、朱

全斌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256頁，350元
詩的偏見：向明讀詩筆記／向明

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10月，25開

，222頁，450元
聽我胸中的烈火—余光中教授

紀念文集／李瑞騰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368頁，450元
大地泥肉个芬芳／梁純綉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0月，25開，

171頁，200元
大漢溪紀行：大漢溪桃園流域的

人文生態與地景錄／陳銘磻著

台北：布克文化，11月，25開，

272頁，420元
母語園地不拋荒／陳忠本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271頁，200元
有時出走：島嶼抒情手記／陳韻

文（Miss Fotogrape）著

台北：山岳文化，11月，25開，

288頁，360元
我們都是有歌的人／姚謙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1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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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280頁，350元
物志：從古典到現代的文學「物

」語／鄭穎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1月，

18開，248頁，330元
食在客家女性／王碧雲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239頁，200元
時空之旅一瞥／虞和芳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1月，

25開，498頁，580元
時間的影子／虞和芳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1月，

25開，292頁，440元
記住，一定要幸福／顧靜玉著

新北：前程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295頁，350元
掌牛刻仔／吳餘鎬著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1月，

18開，216頁，320元
琥珀時光／溫佑君著

台北：商周出版公司，11月，32開

，176頁，350元
碧水清流：客（華）語散文集／

黃碧清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83頁，200元
濫情中年：米果的大人情感學／

米果著

台北：大田出版公司，11月，25開

，224頁，280元
總有天光日照來—蔡文傑散文

集／蔡文傑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192頁，260元
邊陲文化筆記—台灣文壇遊走

四十年的驚奇／傅銀樵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295頁，200元
大平原上一顆閃耀的星：農鄉散

文家林鵬來傑作選／林萬來著，

林政華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28頁，360元
女同志×務農×成家：泥地漬虹

／陳怡如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192頁，280元

中山堂視野：說不盡的台北故事

／黃國琴主編

台北：爾雅出版社，12月，25開，

170頁，250元
文學種籽（全新修訂典藏版）／

王鼎鈞著

新北：木馬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288頁，380元
生命的浮影—跨世代散文書旅

／石曉楓編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2月，25開

，304頁，350元
如果我十五歲：成長是組合的遊

戲／郝明義著

台北：網路與書出版，12月，32開

，240頁，280元
我的初書時代：台中作家的第一

本書‧第三輯／李升如等著，王

志誠主編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2月，

18開，298頁，350元
周代四書／周代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2月，25開

，336頁，350元
看不見的看見—從心轉動人生

的23堂課／楊聖弘著

新北：耶魯國際文化事業公司，12
月，25開，208頁，280元
海腳／黃山高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12月，25開，

158頁，250元
現場：走過傷痕、愛與和解的人

生日記／陳德愉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25開，344頁，350元
普通的戀愛／謝凱特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320頁，350元
最愛是詩：五十則擁抱生命的詩

句，喚回人生的美好記憶／ 涵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88頁，320元
遍路台北／顧蕙倩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170頁，320元
截竹為筒作笛吹：截句詩「誤讀

」／余境熹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152頁，220元
播種者—鍾一萍文集／鍾一萍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40頁，360元
誰的青春不跌傷：所有歷程都是

最好的滋養／游知牧著

台北：台灣東販，12月，25開，

156頁，320元
護火：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

文學得獎作品集（五）／乜寇‧

索克魯曼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240頁，350元

劇本

謝雪紅：汪其楣劇作／汪其楣著

，李耀宗譯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5月，25開

，130頁，250元
阮劇團2016劇本農場劇作選IV／

林俐馨、白樂惟、汪兆謙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9月，

25開，261頁，300元
兒童劇《蠻牛傳奇》改編記／謝

鴻文著

桃園：大真文化創意出版公司，11
月，25開，36頁，90元
蔚藍海洋  墨舞風華—2018第

8屆蘭陽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歌

仔戲劇本卷／林玉芬等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445頁，200元

傳記

舉起文化使命的火把—彭正雄

出版及交流一甲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308頁，480元
我們那山東老爸／高治宇著

台北：文訊雜誌社，12月，25開，

192頁，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