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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園作家

訪談錄／李瑞騰總策劃，郭永吉

、洪珊慧主編

台北：釀出版，12月，25開，347
頁，460元

評論

台灣歌仔戲史論：文本、展演與

傳播／蔡欣欣著

台北：政大出版社，1月，18開，

521頁，460元
想像、凝視與追尋—1960世

代台灣詩人研究集／王文仁著

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390頁，450元
新詩跨領域現象／白靈著，李瑞

騰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340頁，450元
邊緣之境—華文創作中的凝視

聲響到生命記憶／邱珮萱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月，18
開，184頁，220元
國文開外掛：自從看了這本課本

以後……／人渣文本等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2月

，25開，220頁，320元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

學與政治／鍾明德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3月，18開

，368頁，380元
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文學

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宋澤萊

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3月，18開，

624頁，600元
台灣布袋戲的表演．敘事與審美

／吳明德著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3月，18開

，351頁，600元
台灣詞社研究／蘇淑芬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3月，18
開，396頁，520元
圖解台灣戲劇史綱／黃宣諭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4月，18開

，288頁，450元

文本深層—跨文化融合與性別

探索／鍾玲著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5月，

25開，680頁，700元
和解—文學研究的省思／李有

成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5月，25開

，320頁，320元
芝麻開門—青少年文學的閱讀

與創作／張子樟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6月，18
開，320頁，430元
圖像．敘事與多元文本／林淑貞

著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6月，18開

，515頁，750元
大廟埕—林茂賢台灣民俗選集

／林茂賢著

台中：豐饒文化社，7月，18開，

480頁，480元
台灣兒童文學史／林文寶、邱各

容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7月，18
開，326頁，500元
與日常碎片一起漂移—夏宇詩

的空間與夢想／林芳儀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240頁，300元
戲棚腳—林茂賢台灣傳統戲曲

選集／林茂賢著

台中：豐饒文化社，7月，18開，

480頁，480元
子夜：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與

社會／鄭聖勳著

台北：蜃樓出版社，8月，25開，

268頁，330元
台南布袋戲研究／楊雅琪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51頁，320元
台南歌仔戲研究／林永昌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99頁，380元
交會的風雷—兩岸四地當代詩

學論集／楊宗翰主編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8月，25開

，344頁，350元
林錫嘉現代詩賞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84頁，420元
美濃現代作家的家鄉書寫研究／

傅含章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8月，

25開，558頁，660元
胭脂／鄭聖勳著

台北：蜃樓出版社，8月，25開，

268頁，320元
晝夢／鄭聖勳著

台北：蜃樓出版社，8月，25開，

292頁，350元
現代田園詩人許其正作品研析／

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394頁，520元
莫渝現代詩賞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16頁，320元
陳寧貴現代詩研究／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65頁，380元
陳福成著作述評—他的寫作與

人生／陳福成編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72頁，420元
曾美霞現代詩研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39頁，360元
劉正偉現代詩賞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274頁，400元
鄭雅文現代詩之佛法衍繹／陳福

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161頁，240元
生態與旅行—台日韓當代作家

研討會論文集／崔末順、吳佩珍

、紀大偉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28頁，300元
色彩．符號．圖象的詩重奏／李

桂媚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316頁，390元
國族音影：書寫台灣．電影史／

洪國鈞著，何曉芙譯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25開

，272頁，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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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牧神之歌—余光中作品評

論與研究／蘇其康、王儀君、張

錦忠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40頁，300元
詩語言的美學革命—台灣五○

、六○年代新詩論戰與現代軌跡

／陳康芬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18
開，184頁，260元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台灣與星

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張曉威

、張錦忠主編

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11月，16開，262頁，300元
世界粗礪時我柔韌／白靈著，李

瑞騰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76頁，340元
台灣文學論叢（九）／李癸雲主

編

新竹：清華大學，12月，18開，

214頁，3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1‧林語堂／須文蔚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591頁，6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2‧洪炎秋／陳萬益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37頁，3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3‧李曼瑰／徐亞湘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13頁，31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4‧王詩琅／許俊雅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36頁，3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5‧李榮春／彭瑞金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261頁，25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6‧吳瀛濤／林淇瀁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75頁，39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7‧王藍／應鳳凰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24頁，32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8‧郭良蕙／王鈺婷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01頁，4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9‧辛鬱／陳義芝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81頁，39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0‧黃娟／張恆豪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16頁，330元
台灣黃金礦山傳奇民間文學研究

／林全洲著

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602頁，600元
台灣當代施家朱家姐妹九○年代

小說創作風貌／李宜芳著

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12月，25
開，474頁，760元
兒童文學與閱讀（二）／林文寶

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2月，18
開，282頁，400元
虹橋與極光—紀弦、覃子豪、

林亨泰詩學理論中的象徵與現代

／朱天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484頁，590元
時間的擾動／夏婉雲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350頁，420元

兒童文學

小水鴨，兩個家／王文華著，顏

銘儀圖

台南：科寶文化事業公司，1月，8
開，32頁，280元
小紅飛機的休假日／蔡美保著、

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25開，40
頁，280元
小時候，小石猴—台灣獼猴的

故事／洪佳如著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月，

18開，200頁，250元
小猴子大冒險／Lynol著、圖

台北：小光點，1月，20×21.6cm

，48頁，280元
小黑熊勝利／Lynol著、圖

台北：小光點，1月，20×21.6cm

，48頁，280元
小螃蟹遊台江／廖炳焜著，哇哈

圖

台南：科寶文化事業公司，1月，8
開，32頁，280元
什麼這麼好笑？—繪本職人的

閱讀地圖3／賴嘉綾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3月，18開

，186頁，360元
天啊！我們撿到一把槍（增訂新

版）／陳榕笙著，那培玄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12頁，260元
布朗克動吃動／妙蒜小農著、圖

台 北 ： 妙 蒜 工 作 室 ， 1 月 ，

23×29cm，44頁，340元
和你在一起／詹迪薾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16開，56
頁，300元
狐說八道4—投石問錯鹿／劉

思源著，九子圖

台北：小天下，1月，25開，144頁

，280元
玩具診所開門了！／方素珍著，

郝洛玟圖

台北：小天下，1月，22×27cm，

44頁，320元
金太陽銀太陽（創作20週年紀念

版）／賴馬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1月，25×26cm

，36頁，360元
是誰躲在草叢裡／鄭潔文著、圖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1 月 ，

25.5×27cm，40頁，330元
看見龍山寺／許育榮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菊8開

，40頁，330元
烏龍小學的唐詩遊樂園4—小

笨的暗戀日記／阿德蝸著，任華

斌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