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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詩壇
1月（97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丁酉年冬至書懷；觀文白爭論

有感　5�14；15�23
貂山吟社　詩運長興；防災避禍　24�31；31�37
瀛社詩學會　資訊時代感詠；自選一種蘭芯　38�40；

41�42
天籟吟社　丁酉孟冬即事；冬晴　43�45；45�46
基隆市詩學研究會　秋月　47�48
基隆市同復詩班　十一、十二月學員作品　49�50
以文吟社　四季吟；冬日即景；迎冬至　51�53；54�

55；55�56
苗栗縣國學會　造橋鄭漢紀念碑；頭屋鳴鳳山古道群

　57�62；62�65
中國詩人文化會　中華文化揚天下　66�69
台中市宗儒文化會　儒風醒世　69�72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73�74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員林采風；勤學　75�78；78�80
香草吟社　野餐；花海　81�82；82�83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紫色危機；關懷獨居老人　84�

86；87�88
興賢吟社　與聖賢為伍；聖賢；活躍老化：養生　89�

90；90�91；9193；93�94
藍田詩學研究社　鐘缽和鳴；吉祥；鳳凰花；網路新

潮；親愛；牆頭草　95�96；96；97；98�99；
99；100

草屯登瀛詩社　106年度《冬日詩稿》　101�104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年金之議；滿州觀潮；電風　105�

107；107�109；109�110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新秋感詠；秋月；夜讀；聖賢　

111�112；112�113；114�115；115�116
樸雅吟社　賀社友林錦花校長榮獲全國優秀詩人獎　

117�118
高雄市詩人協會　詠岡山、路竹、阿蓮、田寮、燕

巢、橋頭、梓官、彌陀、永安、湖內、茄萣

等區人、地、事、物　119�122
黃哲永等　閒詠篇　123�129

3月（98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禮佛　5�13
台灣瀛社　新春感詠　14�18
天籟吟社　戊戌春願；賞櫻　19�21；21�22
松　社　冬日讀史；歲暮書懷　23�24；24�25
基隆市詩學研究會　基津風雨話詩情；海門冬景　26�

29；29�31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一、二月學員作品　32�33
吳公餘順老先生治喪委員會　吳公餘順先生哀榮錄　

34�43
以文吟社　詠內柵仁安宮；淨化心靈　44�48；48�49
竹　社　春日雅集　50�52
苗栗國學會　苗栗賴氏節孝牌坊；公館八角崠山　53�

57；57�62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3�64
香草吟社　中元普渡；恩福；田中映象；詩酒；秋日

賞景；詩酒　65�67；67；68�70；70；71�73；
73

興賢吟社　新歲展望；省思；詠狗；戊戌　74�75；75�
76；77�78；78�79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天空步道；葡萄園　80�84；84�85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戊戌年展望；惜福　86�89；89�

91
藍田書院　藍田之光　92�100
藍田詩學研究社　敬悼吳公應讓先生千古輓聯；時局

感賦；書法；詩人筆　101�102；102�103；
103�104；104

登瀛詩社　106年《春日詩稿》　105�109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寒冬健保；風雨；寒夜訪友；花

鳥　110�111；111�112；113�114；114�115
樸雅吟社　觀世大運有感　116�117
延平詩社　串珠；吾春；友愛；老馬　118；118�119；

119；120
王前等　閒詠篇　121�125
5月（99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清靜　5�10
松　社　鶯聲柳色待行春；桃花源記讀；暮春即事　

11�12；12�14；14�15
基隆市詩學研究會　蛛網　16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三、四月作品錄　17�18
以文吟社　詠朱熹；弘揚孝道　19�24；24�25
苗栗國學會　西湖濕地；銅鑼客屬大橋　26�30；30�34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35�36
香草吟社　尋訪永靖；花竹；酒醉；海風；年夜飯；

年夜　37�39；39；40�42；42�43；43�46；46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開林寺神像重雕金亭重建啟用誌

慶；冬寒保健　47�51；51�52
興賢吟社　幸福台灣；寬恕；詩詠台灣樹王；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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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5；55�56；56�57；57�58
藍田書院　修善果　59�63
藍田詩學研究社　關懷國家；雪霞；啖西瓜　64�65；

65�66；66
登瀛詩社　107年《暮春詩稿》　67�70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高齡社會；魚缸；詩畫　71�73；

73�75；75�76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迎新歲；詩畫；元宵燈會；茶酒

　77�78；78�79；80�81；81�82
樸雅吟社　嘉義縣搏茶會感詠　83�84
鯤瀛詩社、台南市國學會　年金改革；前瞻基礎建設

　85�96；96�103
高雄市詩人協會　大樹武聖山關帝廟謁文武聖；廟

藝；詠大樹、旗山、美濃、六龜、內門、杉

林、甲仙、桃源、那瑪夏、茂林等區之人、

事、地、物　104�113；113�118；119�122
王前等　閒詠篇　123�126
7月（100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闈外英雄　5�10
天籟吟社　汗珠；夏夜　11�13；13�14
鼎　社　禁煙　15�16
基隆市詩學研究會　春宴　17�18
基隆市同復詩班　五、六月作品錄　19�20
桃園龍德宮　聖母；玉帝；觀音；瑤池金母；九天玄

女；文殊；普賢；關帝；玄壇　21�25；25�
29；30�34；34�38；39�43；43�47；47�52；52�
56；56�60

以文吟社　春日風光；重振詩風；公德心　61�63；63�
65；65�66

苗栗國學會、玉衡宮　詩歌錦繡苗栗；鐵道自行車　

67�75；75�80
苗栗國學會　三義木雕博物館　81�84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85�86
興賢吟社　初始之心；童稚；詩詠白衣天使；戰爭　

87�88；88�89；90�91；91�92
香草吟社　賀吳秋奇詞長當選本社第九屆理事長；衛

生紙搶購潮；有無　93；94�96；96�97
藍田詩學研究社　假日活動；虎蜂；考生祈福　98�

99；99；100
登瀛詩社　107年《夏日詩稿》　101�104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賞花紀遊；天地；消暑良方；春

曉　105�106；106�107；108�109；109�110
樸雅吟社　朴子市公所喬遷誌慶；阿里山四季茶旅　

111�112；112
鯤瀛詩社、台南市國學會　台南市文風　113�114
高雄市詩人協會　詠大屏東縣人事地物　115�118
陳進雄等　閒詠篇　119�123
9月（101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乘風破浪　5�10
貂山吟社　風雅情懷；貂山雅集　11�17；17�20
天籟吟社　晚眺　21�23
松　社　福田心耕；夏日遐思　24�25；25�26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七、八月作品錄　27�28
以文吟社　發揮敬老尊賢精神；珍惜統優良文化；鳳

梨　29�32；32�33；33�35
竹　社　竹塹建城三百年之展望　36�39
苗栗國學會　苑裡華陶窯；通宵白沙屯拱天宮；後龍

外埔漁港　40�45；45�50；50�56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57�58
香草吟社　詩詠員林；人客；三月媽祖熱；賀陳建得

詞長榮獲教育部106年全國終身學習楷模獎；

海風；尋訪大村；蘭竹　59�61；61�62；62�
65；65；66；67�69；69�70

興賢吟社　詩詠人民保母；本然；益損之間；名利　

71�72；73�74；74�75；75�76；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旅行；果賤傷農　77�81；81�82
藍田詩學研究社　端正人心；聖賢；松濤；熱心公

益；光影；以禮待人　83；84；84�85；85�
86；86�87；87

登瀛詩社　107年《秋日詩稿》　88�91
雲林傳統詩學會　台海春望；空污；浮落　92�94；

94�9；96�98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啖荔；詩景；賞蓮；荷葉；電視

名嘴；龍鳳　99�100；100�101；102�103；
103�104；105�106；106�107

嘉義縣詩學研究會　嘉義縣詩學研究會柯慶瑞理事長

榮哀錄　108�116
樸雅吟社　公園雨霽；林場風清　117；118
延平詩社　戊戌；赤嵌；詩詠台南；話舊　119；119�

120；120；120�121
陳進雄等　閒詠篇　122�126
11月（102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阿堵物　5�10
瀛　社　滑手機；初夏即事；都門意象；詩盟重敦　

11�13；13�14；14�17；17�18
黃笑園基金會　古韻新吟；鵑城雅集　19�29；30�33
松　社　詩畫人生；選賢與能　34�35；35�36
基隆市同復詩班　九、十月學員作品　37�38
陳麗華等　敬步王前詩家「八八書懷」瑤韻　39�42
仰山吟社　合振吟風；蓮　43�48；48�54
以文吟社　颱風；龍眼；柿子　55�57；58�59；59�60
苗栗國學會　頭屋孔廟至聖先師誕辰誌慶；竹南風

光；竹南中港溪官義渡碑；造橋木炭博物館

　61；62�63；64�69；69�74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75�76
香草吟社　治安感賦—驚悚五六月；除造；寶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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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麗；風景；花壇覽勝；麗佳　77�79；79�
80；80�83；83�84；84�87；87

興賢吟社　止戈息武；制裁；不一樣的七月；忠孝　

88�90；90�91；91�92；92�93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宜賞宜身蝶豆花；三伏養生　94�

98；98�99
藍學詩學研究社　代溝；風景；賞螢；無欲則剛；頒

賜；智者不惑　100�101；101�102；102；103�
104；104�105；105

登瀛詩社　107年《暮秋詩稿》　106�109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豪雨成災；風雨　110�111；111�

112
樸雅吟社　賀吳仁健校長董美玉老師金婚誌慶　113�

114
高雄市詩人協會　詠台南市人、地、事、物及閒詠　

115�119
吳春景等　閒詠篇　120�126

文訊
3月（389期）

葉言都　秋蓮二闕，初秋馴至深秋也　181
4月（390期）

楊震夷　迎新　新吟　218�219
12月（398期）

楊震夷　山菜四味　213

文學客家
12月（35期）

陳笑一　後龍外埔漁港—七絕3首（侵韻）　37

乾坤詩刊
1月（85期）

姜必寧等　姜必寧教授八十九華誕及鑽石婚慶專輯　

右翻4
吳榮富　歸雲集　右翻5
陳子波　荊園吟稿　右翻5
顏崑陽　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　右翻6
王偉勇　台灣采風詩選　右翻7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8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9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10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11
洪淑珍　怡怡窩吟稿　右翻11
黃肇南　肇南詩鈔；肇南詞稿　右翻12；右翻26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13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13
劉清河　笠雲居詩鈔　右翻13
胡爾泰　醉芳吟稿　右翻14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14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15
普義南　達觀詩稿　右翻15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16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16
簡龍昇　龍昇詩鈔　右翻16
郭怡良　臨退雜思　右翻17
楊竣富　南薰閣詩鈔　右翻17
鄭中中　中中詩選　右翻17
吳佳璇　迎之齋詩鈔；迎之齋詞稿　右翻17；右翻26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18
林碩雍　碩雍詩鈔　右翻19
陳頤錚　扶風詩鈔　右翻19
曾勝輝　勝輝詩鈔　右翻19
廖謙德　謙德詩鈔　右翻19
蔡麗琴　麗琴詩鈔　右翻19
孔捷生　題襟集　右翻20
楊永可　永可詩鈔　右翻20
楊永超　永超詩鈔；永超詞稿　右翻21；右翻26
鄭　杰　鄭杰詩鈔　右翻22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鬷邁廬詞稿　右翻22；右翻27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3
李伯雲　白雲詩鈔　右翻24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24
翟紅本　今日農家　右翻24
王　博　談瀛集　右翻25
王同興　彤星詞稿　右翻27
吳東晟　東城詞稿　右翻27
胡學超等　第20回主題徵詩：歲時節令　右翻28�29
李佩玲等　春江花月夜特輯　右翻30�32
4月（86期）

陳冠甫　贈北京中華詩詞學會顧問：台灣第一詩人林

恭祖　右翻8
林正三等　林恭祖詩翁懷念集（上）：輓詩　右翻14
王偉勇　國立成功大學祭吳教授榮富文　右翻18
成大中文系等　詩人吳榮富教授追思集（上）：輓聯

　右翻19�20
王三慶等　詩人吳榮富教授追思集（上）：輓詩　右

翻19�29
陳子波　荊園吟稿　右翻30�31
顏崑陽　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　右翻31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31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32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32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33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33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33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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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珍　怡怡窩吟稿　右翻33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34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34
曾勝輝　勝輝詩鈔　右翻34
林碩雍　碩雍詩鈔　右翻34
廖沛慈　沛慈詩鈔　右翻35
蔡麗琴　麗琴詩鈔　右翻35
簡龍昇　龍昇詩鈔　右翻35
林曉筠　貓咪窩詩鈔　右翻36
黃錦玫　錦玫詩鈔　右翻36
廖謙德　謙德詩鈔　右翻36
吳東晟　東城詩稿　右翻36
孔捷生　題襟集　右翻37
龔　敏　巢湖集　右翻37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38
李伯雲　白雲詩鈔　右翻38
鄭　杰　鄭杰詩鈔；鄭杰詞稿　右翻38；右翻40
翟紅本　異鄉采風　右翻38
王　博　談瀛集　右翻39
雷培宇　雨帶詞稿　右翻40
畢日陞　鬷邁廬詞稿　右翻40
陳文華等　第21回主題徵詩：蟲豸詩（上）　右翻41�

42
7月（87期）

陳慶煌、陳麗華、吳東晟　饒漢濱詞長懷念集　右翻

4�5
顏崑陽　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　右翻13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13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14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15
林正三　惜餘齋詩草　右翻16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16
黃鶴仁　光纖吟稿　右翻16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16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17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18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19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20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20
洪淑珍　怡怡窩吟稿　右翻21
普義南　達觀詩稿　右翻21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21
郭怡良　臨退雜詠　右翻21
吳昌崙　昌崙詩稿　右翻22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22
廖沛慈　沛慈詩鈔　右翻22
簡龍昇　龍昇詩鈔　右翻23
曾勝輝　勝輝詩鈔　右翻23

蔡麗琴　麗琴詩鈔　右翻23
林碩雍　碩雍詩鈔　右翻23
王淑宜　淑宜詩鈔　右翻23
黃淑美　淑美詩鈔　右翻23
林曉筠　貓咪窩詩鈔　右翻24
馬詣淳　憶舊　右翻24
楊永可　永可詩鈔　右翻25
楊永超　永超詩鈔　右翻25
畢日陞　鬷邁廬詩鈔　右翻25
龔　敏　巢湖集　右翻25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6
黃新銘　新銘詩鈔　右翻26
周達斌　達斌詩鈔　右翻26
李伯雲　白雲詩鈔　右翻27
江　晟　江晟詩鈔　右翻27
鄭　杰　鄭杰詩鈔　右翻27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28
凌遠科　凌霄巖詩鈔　右翻28
王　博　學獺集　右翻28
林宸帆　重到江城　右翻29
尹　諾　憶童年4首　右翻29�30
朱荀博　返港憶舊4首　右翻30
廖莛諼　憶舊情　右翻30�31
吳紘禎　憶往4首　右翻31
陳信宇　失情雜感4首　右翻31
陳秀櫻　學詩四詠　右翻31�32
林文淵　春日憶舊4首　右翻32
王偉勇　詠「管」絕句21首　右翻33�35
李復甸　為民進黨拔管3首　右翻35
唐欽孝　即事2首　右翻35
張常臺等　曾參殺人　右翻36
吳佳璇　即事　右翻36
普義南　即事有和　右翻36
徐世澤等　壽星集：徐世澤詩翁九十壽詩集　右翻37�

38
李珮玲等　催妝集：陳暐、吳佳璇結婚誌喜　右翻39�

40
吳佳璇　迎之齋詩鈔　右翻40
張大春等　第22回主題徵詩：飲酒詩　右翻41�42
陳文華等　第21回主題徵詩（下）：蟲豸詩　右翻43�

48
10月（88期）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11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12
王偉勇　直齋詩鈔　右翻13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14
林正三　惜餘齋詩草　右翻15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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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霖　忘齋詩稿　右翻16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17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18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19
徐世澤　世澤詩稿　右翻20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20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21
吳俊男　白雲齋詩稿　右翻21
李佩玲　微雪齋吟草　右翻22
吳昌崙　昌崙詩稿　右翻22
吳秀真　秀真詩稿　右翻22
郭怡良　臨退雜詠　右翻22
普義南　達觀詩稿　右翻23
吳佳璇　迎之齋詩鈔　右翻24
楊永可　永可詩鈔；永可詞稿　右翻24；右翻32
楊永超　永超詩鈔；永超詞稿　右翻24；右翻32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鬷邁廬詞稿　右翻25；右翻32�

33
龔　敏　巢湖集　右翻25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6
鄭　杰　鄭杰詩鈔；鄭杰詞稿　右翻27；右翻32
翟紅本　異鄉采風　右翻28
劉家杰　家杰詩鈔　右翻28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28�29
凌遠科　凌霄巖詩鈔　右翻29
李伯雲　清風齋吟稿　右翻29
江　晟　江晟詩鈔　右翻29
王　博　談瀛集　右翻30
金華君　金華君詩鈔　右翻30
郭鴻森　鴻森詩鈔　右翻31
吳東晟　東城詩稿；東城樂府　右翻31；右翻33
楊永超等　第23回主題徵詩：戊戌懷古　右翻31
王孝峰　孝峰詞稿　右翻33
鄧璧等　壽星集（續）　右翻34

散文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73期）

簡　白　讀心　12
王曉雯　得獎感言：一個瞬間　79
小　杜　得獎感言：一篇小說的緣分　121
石梓元　得獎感言：的最後故事　176
2月（174期）

簡　白　身土　10
盛浩偉　霧與碑拓　18
翁禎翊　夜間駕駛訓練　20

川貝母　寫字畫圖與記憶的戰鬥　22
曾治淇　一邊厭世一邊勸世的擺渡人　24
吳　晟　厝邊隔壁—我的惡鄰、世俗人生‧世俗文

章　46�57
陳美桂　值得多元閱讀的國民詩人　96�97
吳岱穎　詩格與人格　98�99
宋怡慧　聽見吾鄉—土地的聲音　100
黃琇苓　吳晟。吾鄉　101
張文馨　賞詩寫思　102�109
唐　諾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

（十二）　112�122
陳芳明　穿越歷史的門檻　124�129
傅月庵　冬日筆墨　130�132
西　西　我的玩具—聰明蛋　134�135
李　黎　迴音　136�143
朱嘉漢　尋回的時光　150�151
夏　夏　鹹蛋苦瓜　152�155
顧玉玲　從河面吹來的風（下）　156�162
吳柳蓓　四分之一天的飛刑　163�167
3月（175期）

簡　白　廢墟　10
蔣亞妮　幸福之道　18
楊双子　青春期逆襲　20
駱以軍　無涯之河，無言之敘事，無法撿骨之度亡　

24�29
盧郁佳　祕密、徬徨、脆弱的告白　78�83
朱和之　飄飛在歷史濁流上的一首長詩　84�85
林佑軒　南島永劫，溫柔回歸　86�89
朱嘉漢　可能者與不可能者：閱讀童偉格的悖論　90�

91
葉佳怡　被童偉格冰凍的蜉蝣們　92
陳柏言　內向的演化　93
林妏霜　妖精的尾巴　94
李奕樵　抽牌吧！決鬥！　95
羅文佑　童話故事前後　96
林美秀　超越視線所及　97
唐　諾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

（十三）　100�109
陳芳明　眺望維多利亞海港　110�115
傅月庵　浮生　116�117
李　黎　純真博物館　134�143
野　夫　土耳其進行曲　144�147
徐國能等　光陰書繭　148�153
黃以曦×黃建宏　首先是感性，終於流變為人　154�

163
林佳樺　吳晟的詩，與我的母土　164�165
黃庭鈺　她還年輕　166�167
池映慧　天地不言之美　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