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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作品分類選目

小說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73期）

王曉雯　歸程　38�78
小　杜　吉他與手槍　80�120
石梓元　下葬在禮拜天　122�175
2月（174期）

黃暐婷　紅氣球　144�149
朱國珍　夢想大郡　168�176
3月（175期）

童偉格　田園：第一紀事　環墟　50�77
周芬伶　亞歷山大之眼　170�181
4月（176期）

鄧慧恩　亮光的起點　34�60
蔣曉雲　南窗雨　146�182
5月（177期）

陳玉慧　德國丈夫　34�63
黃寶蓮　冒生　140�146
陳淑瑤　分居　176�181
6月（178期）

張奔煬　父親的祕戀　144�151
陳　雪　男孩為我唱首歌　172�181
7月（179期）

瓊　瑤　小傢伙、愛情，不純砍頭　48�65
吳億偉　練習生　174�182
8月（180期）

麥　家　雙黃蛋　142�147
蔣亞妮　後來的我們不回家　172�182
10月（182期）

蕭培絜　在船上　118�123
夏曼‧藍波安　大海之眼—失落在逐夢的歲月中　

170�182
11月（183期）

郭強生　尋琴者　42�79
王定國　訪友未遇　166�182
12月（184期）

鄭觀傑　樂園　26�32
涂瀞尹　做臉　34�43
戴小媛　犬齒　45�52

孔元廷　失去衛星訊號　54�64
唐　墨　港外　66�74
蔡素芬　露西的旅館筆記　172�182

九彎十八拐
1月（77期）

黃春明　把瓶子升上去　8�10
5月（81期）

賴　和　前進　9�10
9月（81期）

賴　和　鬥鬧熱　10�12
10月（13周年特輯）

黃春明　照鏡子　6�9
11月（82期）

呂赫若　冬夜　7�1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3月（14期）

吳明益　天橋上的魔術師　354�367
5月（15期）

阿　盛　白玉雕牛　274�277
李金蓮　浮水錄　278�283
7月（16期）

黃雯雪　震央　332�335
林素玲　典當　336�337
9月（17期）

曾昭榕　天龍國的開票日　268�273
曾龍文　今夜煙花璀璨　274�278
11月（18期）

梁育瑋　蝴蝶鎮　254�265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吳孟樵　豬八妹（1）　15�19
陳瑞璧　那，我們兩個算什麼　20�25
鄭宗弦　惡搞屋子的老狗（上）　26�30
蕭逸清　大兇並不兇　31�38
鍾宜秀　我家阿秋　39�44
8月（2期）

吳孟樵　豬八妹（2）　19�23
鄭宗弦　惡搞屋子的老狗（下）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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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期）

吳孟樵　豬八妹（3）　26�31
吳　櫻　保生大帝，生日快樂　32�44
12月（4期）

吳孟樵　豬八妹（4）　29�34
吳　櫻　阿爸你真酷　35�47

中國語文
1月（727期）

張春榮　耳語　53�55
2月（728期）

張春榮　十誡　25�28

文訊
5月（391期）

許悔之　媽祖，和她的義子　47�52
楊双子　孟麗君　180�185
6月（392期）

高鳳池　寒雨　187�192
7月（393期）

洪中周　寧德女　214�219
8月（394期）

李奕樵　大荒：一片巨大的荒野　91�98
9月（395期）

謝宜安　拾荒者言—夢鷗先生的小說課　30�37
朱宥勳　帕米爾的某一午後—尉天驄與《筆匯》的

追尋　38�45
李奕樵　田原：與栩栩如生的回憶們玩耍　46�53
廖宏霖　小說再實驗—續寫黃凡的〈小說實驗〉　

70�77
張貴興　油鬼子　97�101
10月（396期）

朱宥勳　圖書館的某一午後—在「道藩樓」醒轉的

夢　24�33
謝宜安　來自島上的淘金者—魏子雲《金瓶梅》研

究其後　34�43
王如斯　大善人　141�146
高鳳池　老景　185�187
11月（397期）

蔡旻軒　幸而唐文標永遠學不會冷漠　36�45
翁智琦　在荒野種花的女人：童真　64�73
12月（398期）

徐禎苓　難忘，一九五二—張漱菡的那些年　28�35
楚　然　獲得廣茫的園地：廖漢臣　88�95

文創達人誌
2月（53期）

伊格言　我的肉體app　22�28

文學台灣
1月（105期）

李　喬　生命劇場（1）　165�179
陳明克　芒花的翅膀　180�195
楊雨亭　老魏的最後一杯咖啡　196�203
4月（106期）

李　喬　生命劇場（2）　212�222
7月（107期）

謝里法　在金瓜石的童年　105�119
李　喬　生命劇場（3）　120�148
10月（108期）

謝里法　木乃衣　129�152
李　紀　序曲—私の悲傷敘事詩　153�162

文學客家
6月（33期）

羅秀玲　家劫（上）　85�102
曾俊鑾　阿啾唧打更　103�104
劉增興　四條豬仔共下得　105
9月（34期）

黃火廷　問天　98�110
羅秀玲　家劫（下）　111�118
曾鳳嬌　八仙个傳說—鍾離權个傳說　119�123
12月（35期）

羅　伯　天堂　92�93
曾鳳嬌　八仙个傳說—呂洞賓个傳說　94�102

火金姑
4月（34卷1期）

鄭宗弦　離開綠色隧道　127�133
陳榕笙　毛毛蟲的逆襲　134�139
7月（34卷2期）

黃　海　機器人掉眼淚　132�135
鄭宗弦　預約天氣在浮島　136�143
12月（34卷4期）

鄭若珣　小世界嬰兒認養事件　138�141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86期）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5）　25�28
蕙　安　十五khoo：一線天（1）　29�32
2月（287期）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6）　30�32
蕙　安　十五khoo：一線天（2）　33�36
3月（288期）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7）　28�30
蕙　安　十五khoo：一線天（完）　31�36
4月（289期）



期刊作品分類選目／小說 167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8）　25�29
黃靜惠　烏人有四个某（1）　30�34
5月（290期）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9）　27�29
黃靜惠　烏人有四个某（2）　30�34
高嘉徽　Ài�tsîng	lin�long�s h　35�36
6月（291期）

黃文宏　大坪頂：風雲乙未年（1895）（10）　28�30
藍春瑞　一醒四冬ê麻雀夢（上）　31�33
陳　雷　燒灰仔山（上）　34�36
7月（292期）

藍春瑞　一醒四冬ê麻雀夢（下）　24�27
陳　雷　燒灰仔山（下）　28�32
柳青亮　韌命台灣出gâu人—囡仔先（上）　33�35
8月（293期）

柳青亮　韌命台灣出guâ人—囡仔先（下）　40�41
程惠如　松梧仔　42�44
9月（294期）

鍾育紋　蹛tī慢慢仔國ê阿清　40�41
蔡錦德　陪guán看月娘（1）　42�45
10月（295期）

蔡錦德　陪guán看月娘（2）　43�45
11月（296期）

邱丹霓　小妹　41�42
陳惠美　莊阿姨（上）　43�45
12月（297期）

陳惠美　莊阿姨（下）　40�42
Khóo	Sè�lâm　阿明仔嬸　43�46

台文戰線
1月（49期）

陳金順　春蕊　109�135
王羅蜜多　歹星仔　136�138
杜信龍　天星溪河　139�145
崔根源　蓮花化心（上）　146�187
胡長松　幻影號的奇航（10）　188�203
4月（50期）

劉承賢　翻身‧番身　161�179
陳金順　挽字　180�183
賴朝和　殘戀　184�202
崔根源　蓮花化心（下）　203�233
胡長松　幻影號的奇航（11）　234�251
7月（51期）

胡長松　迷宮　6�13
蔡錦德　水圳的水猶閣咧流　113�139
王羅蜜多　雙眼　140�164
賴朝和　海角風雲　165�168
林俊育　音樂點t h性命　169�188

胡長松　幻影號的奇航（12）　189�202
10月（52期）

陳金順　惡夢　186
賴朝和　漂泊的蘭花　187�212
小城綾子　劫數　213�228
凃妙沂　牛是一隻青色的夢　229�242
胡長松　幻影號的奇航（13）〔連載未完〕　243�254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25期）

黃勁連　府城膨舍龜　44�51
林美麗　花坩　172�185
蔡宜勳　紺色的哀怨（上）　186�198
5月（26期）

林美麗　變鬼　158�167
王羅蜜多　皺皮水雞　168�171
蔡宜勳　紺色的哀怨（下）　192�205
8月（27期）

楊振裕　戊戌年做大水　130�145
黃文俊　喘氣（上）　146�160
林美麗　五爪��ê佮我　205�227
11月（28期）

小城綾子　烏龍大的　162�183
阿　南　變猴弄　184�189
黃文俊　喘氣（下）　190�197
陳品松　木工師傅佮上帝爺　198�203
陳正雄　命　204�229

幼獅少年
1月（495期）

蕭鈞毅　餓夢（下）　60�72
7月（501期）

洪佳如　《7月7月鬼門開》摘錄　80�83
11月（505期）

陳　碏　《古靈精怪：蛙神嫁女》摘錄　78�81

幼獅文藝
1月（769期）

張文薰　逢魔之島　67�71
2月（770期）

江昺崙　戰火餘生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　70�74
鹼性人　鎂光燈效應　113�117
3月（771期）

楊双子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　109�118
4月（772期）

小　令　沒有表情的製冰機　87�91
蔡佩均　東京的烏鴉與熱帶的椅子　123�125
5月（7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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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鈺凱　霧社魔音　111�115
6月（774期）

陳詠雯　寄宿處的女教師　89�93
7月（775期）

楊　婕　成為身體　109�114
8月（776期）

林秀赫　冰箱　97�103
蔡佩均　向左走向右走—台灣散策1930　108�112
唐　墨　我只是一如既往地清場　113�117
9月（777期）

陳育萱　流浪記　68�73
劉旭鈞　白　80�84
許瀧尹　海子　87�91
10月（778期）

簡榕萱　日食　108�112
11月（779期）

張桓溢　橋　103�108
12月（780期）

詹雅晴　南島之初　87�93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1期）

高翊峰　黑黑黑（上）　118�121
9月（2期）

高翊峰　黑黑黑（下）　118�121
12月（3期）

柯盈如　所戀之谷　148�156

有荷文學雜誌
3月（27期）

張育甄　荒寂；貝媞絲　10�11；13
園　長　戳肚子　84�87
沈　默　逝水流光　88�89
阿　土　白狐　90�94
徐成龍　願望　95�97
Fulis	 月昇　98�105
6月（28期）

沈　默　刀劍論　69�73
墟　女　緩慢的貓頭鷹　74�77
園　長　人際　78�80
余　生　沉默的日子　81�85
戴　樸　平面幾何　86�95
秀　實　襲擊貓熊記　96�99
9月（29期）

ocoh	 行程　80�86
Pin�Zhu	Chen　飛踢　87�91
沈　眠　姐妹饕　92�97
墨子卿　拾異錄‧釣叟　98�102

12月（30期）

蔡沂倢　獨步春　11�12
黃可偉　街魔術手　16�17
余　生　天涯　78�79
鳩茲爰　攝氏零度　80�83
沈　眠　蛇獄　84�86
林剪雲　一支龍蝦腳　87�97

兒童文學家
10月（60期）

李明足　《我並不孤單—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摘

錄　57

明道文藝
5月（474期）

邱常婷　阿帕拉契的火（上）　66�77
7月（475期）

婁儷嘉　成長痛　70�76
陳擷文　餞別　78�84
鄭心禕　一半　86�89
張育銓　路不拾遺　91�98
曾偉筑　對不起　100�103
蘇筠喬　跳舞的梵谷　105�111
邱靖棠　方程沒有市　113�119
11月（476期）

邱常婷　阿帕拉契的火（中）〔連載未完〕　85�99

金門文藝
5月（65期）

李福井　蔣介石密碼　70�75
黃東濤　落番長歌　76�81
北川靜　老欉　119
朵　拉　那日有霧　120�121
10月（66期）

牧羊女　王小春升官記　106�109
安　靜　背著大背包的女孩　110�113

皇冠
2月（768期）

方秋停　花瓶石　158�169
李秉朔　紅色簾幕　202�223
3月（769期）

蔡孟利　死了一個研究生之後　104�121
陳浩基　山羊獰笑的剎那　122�141
Joyce	 正義魔人（上）　206�237
4月（770期）

羅曉盈　手煞車　120�143
Joyce	 正義魔人（下）　2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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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71期）

陳栢青　穿紅鞋的神明　130�147
6月（772期）

胡淑雯　海洋　64�73
孤　鴻　表演　176�179
7月（773期）

胡淑雯　餘地　68�81
伊格言　霧中燈火　136�151
林　倚　孤　216�237
8月（774期）

陳浩基　靈視　10�19
笭　菁　加班　20�31
張渝歌　七月流火　32�41
湖南蟲　討債鬼　42�47
孫武宏　夢魘　48�55
劉梓潔　外面的世界　110�119
9月（775期）

胡淑雯　同情　88�93
羅浥薇薇　浪琴記　152�161
張維中　雨割特典　162�173
10月（776期）

笭　菁　目擊者（上）　66�83
敷米漿　能夠載你去的遠方　158�169
11月（777期）

笭　菁　目擊者（下）　66�81
陳柏言　夜行記　168�177
12月（778期）

盧慧心　Z	For	Zero　16�25
楊双子　和泉小姐的昭和十九年聖誕節　26�35
劉梓潔　脫線　36�43
笭　菁　Copycat　70�87
顏　訥　我不曾擁有過的孩子，之死　88�101
胡淑雯　少女　116�122
文　善　逆向大盜　178�207

海翁台語文學
2月（194期）

劉承賢　愛你幸福　78�95
3月（195期）

陳金順　亂鐘仔　84�86
月　雲　恬靜的厝角鳥　88�96
5月（197期）

林榮淑　牽手趕一段崎嶇路　100�105
6月（198期）

蒲松齡原著，林黛麗台譯　菱角　102�106
12月（204期）

沙奇原著，月雲改寫　拍開的窗仔　92�96

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
3月（93期）

洪中周　〈我的獨立戰爭〉等5篇；掉了的青春　51�
56；57�62

林金郎　島嶼的朋友　63�74
9月（95期）

洪中周　慢了三十年、兩個老人　49�51

聯合文學
1月（399期）

蕭鈞毅　根據詞頻分析結果試作甘耀明風格仿寫〈小

煩惱〉　27
楊勝博　紙夢歲月　36�39
李伍薰　靈魂之筆　40�43
伊格言　來自夢中的暗殺者　44�47
張亦絢　路易想到她們的下面　52�53
羅浥薇薇　斷代史　74�78
2月（400期）

張亦絢　路易聽說小鳥啾啾，並且走到對面去　54�55
3月（401期）

張亦絢　路易思考「性能力很強」一語並回想起「G

點」　60�61
4月（402期）

張亦絢　路易回溯性高潮之前，祕密的練B時光　58�
59

5月（403期）

張亦絢　路易在不同時光中，想到「我的水」　68�69
6月（404期）

李奕樵　艾蜜莉與艾蜜莉，或其實並不是艾蜜莉　60�
61

方清純　冤家　62�63
張亦絢　路易、鴕鳥、胸部、背部與手部　70�71
7月（405期）

張亦絢　路易聽說他的同學再也不看A片了　62�63
洪茲盈　第86本日記的自白　116�120
8月（406期）

張亦絢　路易和瑞典人散步，但卻沒有上床　64�65
9月（407期）

張亦絢　路易問：妳愛得過所有的人加起來的性焦慮

嗎　52�53
小　令　心之錐　116�117
許舜翔　小情人　122�126
10月（408期）

張亦絢　路易想起沛被當作「複（雜）二代」　64�65
張英珉　血樟腦（節錄）　116�119
葉公誠　追音（節錄）　120�124
莊家輝　檳榔樹下（節錄）　144�149
11月（4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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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潓　日光無聊（節錄）　133�135
12月（410期）

張亦絢　阿儀媽媽玩了三次套圈圈遊戲　58�59

鹽分地帶文學
1月（72期）

宋澤萊　一個小鎮上不及格的驅魔士　57�70
吳鈞堯　時間鵝　71�85
洪明道　改札口　87�97
3月（73期）

郭漢辰　抓猴者　66�75
呂　昱　45號房的那一夜　76�93
梁育瑋　千年孤寂　94�104
5月（74期）

子　于　省城高中宿舍裡的私密　83�87
奔　煬　長青戀　92�105
詹明儒　少年紅頭師　108�122
林央敏　無上瑜珈劫　129�148
劉詠倢　母親的子宮　156�163
宋澤萊　一個有關笑和自由的故事；我在阿爾卑斯山

腳下任教的故事；龐克耶穌　172�174；175�
179；180�185

7月（75期）

呂　星　哭泣的冬日暖陽　124�142
陳明克　像伊甸的草原　143�158
靜　川　幻影之海　159�168
垂　陽　門神之戀　169�179
9月（76期）

梁育瑋　癡情玫瑰花　124�137
黃　海　哭泣的心臟　138�156
王幼華　福爾摩沙疲憊　157�190
蔡　怡　夢魘　191�196
11月（77期）

吳品瑜　大舞台，心與眼的迴視空間　115�129
奔　煬　春琴戀　185�201
李　紀　私の悲傷敘事詩—浮萍　202�210

現代詩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2月（174期）

吳　晟　〈烏心石〉等8首詩　38�45
3月（175期）

零　雨　〈蚊子〉等5首　124�129
6月（178期）

林　梵　詮釋—給瓦歷斯‧諾幹　78�79
10月（182期）

許明智　三別　110�111
李冠玟　副作用　112�113
11月（183期）

夏　夏　對早晨的必然感傷　144�147

九彎十八拐
1月（77期）

余光中　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望海　3
路寒袖　春天的花蕊、畫眉、煞戲　34
非　馬　蛇snake	35
李品萱　想念　35
3月（78期）

邱雲冠　煙花　33
張繼琳　百年校慶、郊區、想到梵谷　34�35
5月（83期）

周　凱　窗　33
鍾庭恩　雪山隧道廣播　34
李易宸　在地觀察—一位專記雪隧通車後生活紀錄

片導演的隨手筆記　35
7月（80期）

于　成　寺蟻日誌　34
賴相儒　墓誌銘　34
廖淯琪　江雪　35
吳旻妍　烏衣巷　35
9月（81期）

鍾　喬　血液的旅程　34

10月（13周年特輯）
黃春明　雞冠花、我有恐龍多好　4�5
陳義芝　〈可不可以，阿勃勒〉等7首　12�20
楊　澤　〈東海岸暮色特快〉等6首　27�32
宇文正　快遞一朵雲、有一天　33
廖祐華　記憶中的里肌肉總匯　57�58
陳義芝　我年輕的戀人　58
李亮萱　微光　58
吳孟珊　存在之必須　59
陳慧庭　夏末　59
邱玉琳　紅顏不老　59
11月（82期）

李敏勇　在一位沖繩詩人詩碑前　34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7月（16期）

渡也　螞蟻　366�367
亞　彬　忘川　368�369
9月（17期）

王　勇　螢火蟲　298�303
楊瑞寶　微新詩5首　30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