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2 2018 台灣文學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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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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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婷　醇厚的情味　168�169
高佳煜　願鳥鳴取代喧囂　169
4月（176期）

簡　白　出土　10
徐國能　給無以名之的美麗　18
賴志穎　聖羅蘭大道上的火　20
蕭詒徽　分身　22
江　鵝　珍愛薔薇　24
鄧慧恩　與王雨卿低語細談　32�33
唐　諾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

（十四）　94�105
陳芳明　在陌生的歷史水域　106�111
傅月庵　少女的復仇　112�113
新井一二三　米苔目、烤鴨、毒蘋果—今年3月台北

行　118�123
朱嘉漢　夢境　124�126
徐禎苓　習慣，不習慣　128�131
卓韻芝　敘述馬爾他　132�141
5月（177期）

簡　白　愛慾　12
何致和　摩西　20
陳柏言　溫州街的故事　22
陳芳明　與鄭南榕的相見　86�91
洪滋敏　我只能成為我自己　92�95
傅月庵　偶然　96�98
吳俗霈　為那拚命而留不住的，嘆息　99
廖偉棠　洛夫的得失，我們的得失　100�104
陳文芬　初與石黑一雄面對面　118�121
鄧九雲　日日月月　148�157
連明偉　辨神　158�162
朱嘉漢　時差　163�165
謝旺霖　巴布與茱莉亞、我的洗禮　166�175
6月（178期）

簡　白　好酒？　12
朱　疋　遷徙　20
李雲顥　慾，虫　22
潘弘輝　春風化雨在囹圄　24
陳又津　山寨歌手　26
瓦歷斯‧諾幹　影想系列　48�77
劉智濬　聆聽泰雅　95�97
陳芳明　十五年後，鮭魚返鄉　100�105
傅月庵　漫讀隨寫生活　106�108
洪滋敏　你怎麼把數字算得這麼清楚　110�113
陳文芬　瑞典學院「春鬥」—殃及諾貝爾文學獎停

頒一年　114�121
蔡琳森　為了那個真實的世界—記零雨、唐捐的對

談：「混搭‧膚色的時光」　122�125
朱嘉漢　禮物　140�143

何敬堯　神鬼暹羅：曼谷國際書展面面觀　154�158
房　人　工地人生—流轉的點工們　159�161
7月（179期）

簡　白　愛情　12
徐譽誠　重要的事　20
何敬堯　新手書店緣結記　22
瓊　瑤　握三下，我愛你　66�71
劉叔慧　少女時代與瓊瑤　126�129
張怡微　愛的路上千萬里，我們可能沒能走過去　130�

137
一把青　瓊瑤：當她們遇上她們　138�141
陳芳明　悼亡之旅　142�147
傅月庵　老娘　148�150
洪滋敏　我仍在學著怎麼照顧自己　152�155
編輯部整理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侯文詠、楊雅

喆、黃河與易智言談記憶與創作的連結　160�
167

何榮幸　世界杯三帖　168�170
林偉淑　炫麗又迷幻的腳力　171�173
8月（180期）

許亞歷　籬笆裡　8
簡　白　壯士　10
徐禎苓　負重　18
張馨潔　拍子降靈會　20
蔡俊傑、葉薔整理　邊走邊唱—楊澤vs.胡德夫　26�

41
胡德夫　〈匆匆〉等6篇　44�65
孫大川　Senay	zata	Senay：唱自己的歌　66�70
李明璁　面朝太平洋、大武山，繼續練習當個自由人

　71�75
張鐵志　他的生命就是一首民歌　76�78
利格拉樂‧阿 　舅舅　79�81
董恕明　如詩的歌者—致胡德夫老師　82�85
馬翊航　小型時間　86�87
陳芳明　靜靜的舊城校園　88�93
傅月庵　老娘（下）　94�96
洪滋敏　我從來沒有哭過—口述翻譯自一位於波士

尼亞戰爭那年出生的女孩　98�99
朱嘉漢　如同仰頭觀星那般最本質的探索　120�123
夏　夏　銘刻在生命年輪上的聲音　138�141
麥　家　小說短篇　148�149
邱常婷等　光陰書繭　150�155
黃以曦、伊格言　小說的智性　156�166
楊富閔　父親的修業、二五八牛墟　167�171
9月（181期）

簡　白　慶生　12
田威寧　青城之戀　28�30
江伊薇　隱身記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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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曜裕　吾土的風景　34�36
荷塘詩韻　擺渡文字流域　37�39
徐淑賢　通勤在森林裡，一晃眼就看到大海的日子　

40�41
游淑如　趨光之旅　42�43
賴琬蓉　我與文學的二三事　44�46
潘如玲　認出　47�49
陳育萱　看見的意義　50�52
曹　尼　公民課的朗讀　53
陳美儒　青春正甜，回味無窮　54�61
楊子霈　作答的時刻　64�67
陳美桂　文字迷戀者如我　68�71
呂瑞萍　一之七席的日常記事　72�75
黃琬瑜　偽煉金術士的流沙生活　76�77
薛好薰　校園敘事　78�80
黃森茂　說故事　81�83
陳嘉英　不記得‧記得　84�86
林皇德　一起看星星　87�89
張瓈方　故事　90�91
石　虔　童蒙，吉　92�94
侯建州　洄瀾千島小宇宙　95
賴鈺婷　相互靠近的練習　98�100
方秋停　講台與鐘聲　101�103
曾昭榕　文青夢：致所有血液帶有憂鬱體質的藍色公

主（格格blue）　104�106
黃庭鈺　文字作為一種抵抗　107�109
李佩蓉　月迷津渡—談文學迷途與教學創作　110�

113
林佳樺　拄著文學的拐杖　114�117
宋怡慧　漫游、行慢、品慢—文學生活三慢曲　118�

121
卓翠鑾　詩，想起—　122�124
雪　泥　我與深化訊息的學生們　125
凌性傑　失去的藝術　128�131
林剪雲　萬紫千紅總是情傷處　132�134
蔡淇華　吃方塊字的孩子　135�137
張經宏　我的文學，我的人生　138�140
梁金群　心之菩提　141�143
蔡其祥　在沉靜中綻放　144�146
黃炳彰　從南島到新鄉土—一段尋覓字我與台灣文

學的旅程　147�149
喜　菡　文學的路慢慢走　150�152
陳彥廷　關於寫作、生活、教學、以及一切其他　153�

155
江逸蹤　東京遊夢　156�160
謝凱蒂　歸騎　161
胡皓羽　潮一般地湧來　164�165
賴君皓　文學的眼睛　166�167

宋梵遠　青春的夕陽　168�169
李季璇　低谷中的微光　170�171
周予寧　遇見詩　172�173
陳姵妤　所行之處　174�175
曾俊翰　文學‧我‧科學　176�177
王柏雅　文學觀測　178�179
10月（182期）

簡　白　初心　10
龍貓大王　有些人不滿足只當個票房巨星　18
何敬堯　一琴一弦走天涯，唸歌有情傳古今　20
陳芳明　盛夏的左營陽光　88�93
洪滋敏　人生最終的目的就是療癒自己　94�97
傅月庵　日頭落山　98�100
應鳳凰　反傳統者的獨白—李敖第一本書《傳統下

的獨白》　102�103
李唯廷　房間　114�117
李春鳳，張豫整理、註釋　寫日子—《野花》我的

母親李春鳳女士的家族手札　137�143
熊宗慧　《白夜》—一本城市旅遊的通行證　146�

152
朱嘉漢　終局　154�156
歐宗智　精神的貴族‧彩色的人生　157�159
余秀華　秋日小語、瘋狂的愛更像一種絕望　160�165
郭強生　記得　難得　捨得　166�169
11月（183期）

簡　白　知音　10
林妏霜　夢遊後的織物　18
劉文傑　謝謝，再見　20
周芬伶　悲傷的時鐘　80�84
郝譽翔　花冠頓萎，天人五衰――郭強生的〈尋琴

者〉　85�87
蔡素芬　郭強生――也純真也蒼涼　88�91
西村正男　惑文本與惑鄉――《惑鄉之人》譯後記　

92�94
陳芳明　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下　114�119
洪滋敏　彈琴時我會看見彩虹　120�122
周芬伶　後張愛玲時代—談馮睎乾《在加多力山尋

找張愛玲》與新閱讀法　140�143
許亞歷　飢餓的幸與不幸：大胃王的繪本擂台　157�

159
田威寧　十年　160�162
楊　婕　扯鈴女孩　163�165
12月（184期）

簡　白　遺忘　10
鄭觀傑　懷舊奇觀重生為絕佳器皿　33
涂瀞尹　莊重對待後的回應　44
戴小媛　愛是在輕易收手的時候繼續寫下去　53
孔元廷　認同，而非以肯定抵銷痛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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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墨　另類的還願　75
陳芳明　意外的東京之旅　98�103
洪滋敏　今晚我遇見魔法　104�106
簡　媜　爸爸的故事與錢幣簡史　108�133
廖智賢　電影院奇遇　150�163
姚秀山　上帝保佑　164�167
徐禎苓　夜遊廣場　168�170

PAR表演藝術
3月（303期）

成英姝　未竟的承諾　62�63
阮慶岳　哀傷就是我的本質　64�65

九彎十八拐
1月（77期）

李奭學　黃昏的故鄉　10�11
李家同　我的恩師　12�14
莊芳華　休假的田野　15�17
王詒高　得閒，回家看看　18�21
墨　灣　串串玉蘭花　22�23
林鳳英　來自星星的我　24�25
徐惠隆　魚雜好味道　26�28
編輯部　編後記　36
3月（78期）

黃春明　兒戲　2�3
琦　君　媽媽的手　8�9
豐子愷　車廂社會　10�12
林央敏　南崁溪流過去　12�13
宇文正　筷子　14�15
吳鈞堯　陪爺爺過長長的夜　16�17
張光斗　我的這段情　18�19
黃瑞田　在布拉格遇見卡夫卡　25�27
張輝誠　我認識的舊書店主人　27�29
阿　土　絨花：一响貪戀的清歡　30�32
編輯部　編後記　36
5月（79期）

黃春明　低級感官　2�3
吳妮民　右傾世界的左派分子　11�13
蘇小歡　海邊的神父　14�15
林明進　阿母的腳　20�23
莊芳華　啊！彩鷸　24�26
楊奕成　風中的玫瑰　31�32
編輯部　編後記　36
7月（80期）

黃春明　鄉愁商品化　2�3
琦　君　百補衣與富貴被　8�9
王壽來　530公車上的故事　10�11
吳敏顯　牙仙寶盒　12�14

黃春明　很久沒有畫畫了—《王善壽與牛進》新版

序；王善壽與牛進有話要說—舊版序；王

善壽考　16�17；17�18；18�19
張輝誠　我的心肝阿母　20�25
綺莉思　一眼千年　26�27
陳曜裕　魚化　27�30
阿　土　蘿藦—隱居鄉野的草藥之土　31�33
編輯部　編後記　36
9月（81期）

黃春明　拜託拜託！　2�3
陳義芝　別後消息　13�15
駱以軍　幸福紀念日　16�17
方　梓　「他者」的心情　18�20
沈花末　一株印度黃檀　20�23
鄒敦怜　與老者言　24
莊芳華　識草　26�29
楊　寒　看松鼠的好日子　29�31
鍾　喬　血液的旅途　32�33
編輯部　編後記　36

10月（13周年特輯）
陳義芝　洪水過後　10�12
簡　媜　〈水證據—給河流（節錄）〉等3篇　20�26
宇文正　〈青春小鳥〉等3篇　34�38
黃春美　〈我討厭榕樹〉等5篇　39�48
姚中華　牛肉麵的記憶　55�56
11月（82期）

黃春明　老話一則　2�3
林語堂　大自然的享受—樂園失掉了嗎　13�15
李　潼　漁港早市　16�18
祝建太　夏荷的邂逅　18�22
陳義芝　戰地斷鴻　24�26
向　明　五叔的毛筆字　26�27
葉國居　螳螂問道　28�30
徐惠隆　鱸鰻　30�32
編輯部　編後記　36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2月（20卷1期）

解昆樺　另一座漫長的史詩—《繆斯與酒神的饗

宴：戰後台灣現代詩劇文本的複合與延異》

撰寫思維歷程　188�194
林鶴宜　不羈的美學，無間的合作—《東方即興劇

場：歌仔戲做活戲》　195�199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1月（13期）

郭強生　我將前往的遠方　28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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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期）

蔣　勳　坐看雲起與大江東去　314�327
黃光男　找頭路—天道酬勤　328�333
蔡其祥　只有海水的靜默抵達岸邊　368�377
5月（15期）

小　野　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		284�289
鍾文音　捨不得不見妳		290�303
潘人木　有情襪		304�317
9月（17期）

奚　淞　神話是一首傳唱的歌—七十回顧少年「哪

吒」　206�221
謝旺霖　猜火車　280�285
11月（18期）

石德華　約今生　266�277
方秋停　美麗風暴　284�285

大海洋詩雜誌
1月（96期）

王慶生　寄語「大海洋」　11
畢華豔　畢華豔詩文專輯　126�127
雨　弦　再見，天津—記第三屆天津詩歌節　148�

150
7月（97期）

張永健　愛我中華，中華愛我—追悼我和台灣詩人

余光中教授的往情　11�13
吳菀菱　行星　90�91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吳　櫻　發刊詞：一隻小鹿的誕生　1�2
馮輝岳　家在營房邊　95�97
傅林統　一所兒童文學館的成立—從《偵探班出

擊》說起　141�144
康　原　唱比講的較好聽　145�147
許建崑　請來香榭大道走一回—花格子《香噴噴大

道》有趣又感人　148�150
陳宜政　誰都不能奪走的勇氣—莉安‧茉芮《最貧

窮的哈佛少女》　151�157
林孟寰　一個實驗：兒童劇怎麼讀？如何演？　158�

160
編輯部　編後語　165�166
8月（2期）

莫　渝　鯤鵬鯊鹿，小鹿向前跑　6�7
馮輝岳　撿「禾串」　69�70
邱各容　編後語　124�125
10月（3期）

蕭秀芳　大家來「閱」「讀」—《小鹿》兒童文學

雜誌　6�8

陳素宜　阿公的綠色小蜻蜓　74�76
張啟文　難忘的夏日午後　77�79
葉裴娜　慢慢來，媽媽　80�82
邱各容　編後語　123�125
12月（4期）

康　原　語文教育與兒童文學　6�8
許建崑　人生只怕沒問題—讀王文華兩本書四個好

故事　109�112
陳宜政　三毛前世回憶似的鄉愁—《撒哈拉的故

事》　113�117
邱各容　編後語　123�125

中國語文
1月（727期）

張素貞　現代詩話—余光中的「彩石」評文　29�32
姚榮松　敬禮！愛晚亭　33�36

文化台中
7月（32期）

陳彥斌　五桂樓的前世與今生　24�25

文化桃園
3月（12期）

黃秋芳　駐留在中壢　83�86
錢鴻鈞　我在中壢的成長悲歡　87�89
6月（13期）

張英珉　桃園跑步風景　82�87
9月（14期）

趙書德　城市人文內涵結晶—走讀文學桃花園　16�
21

文訊
1月（387期）

封德屏　芳草如茵，綿延天際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童元方　科幻小說之外，還有電腦程式—拜倫之女

與雪萊之妻　8�10
何敬堯　魔島詩人—孫元衡眼中的山海幻境　16�17
許亞歷　愛你愛我　18�19
陳栢青　說好「書的故事」與說「好書」的故事　20�

21
向　陽　金針繡繁花‧細筆書大河—《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百冊提要》導論　110�113
廖振富　標誌時代意義的巍然巨著　114�116
李瑞騰　宏偉的人文華廈落成—記《台灣現當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　117�118
陳昌明　文學長河永不休止　119�121
李進益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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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3
陳芳明　大河的匯流與分流—《台灣現當代作家研

究資料彙編》的出版意義　124�126
張恆豪　《吳濁流》彙編的一些說明和期望　127�128
單德興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主編《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齊邦媛》始末與感想　

129�131
許俊雅　群星光耀文壇，明珠嘉惠學界—我思我見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32�134
彭瑞金　在文學資料的大海泅泳—《台灣現當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編後感　135�137
須文蔚　為現代文學思潮重新拼圖—我的《台灣現

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經驗談　138�140
王醒之　關於父親的二、三事—寫於《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王拓》編纂之後　141�
145

向　明　且看我這本厚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向明》　146�148
李　喬　台灣文學史的磐石　149�150
余令恬　懷念母親　151�154
林　瑋　小太陽看大太陽—我讀《台灣現當代作家

研究資料彙編‧子敏》　155�157
陳明台　寄語《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58�

159
張玉園　重新喚起往日的回憶—我讀《台灣現當代

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張文環》　160�161
彭　歌　不廢江河萬古流　162
鄭清文　文學的另一種聲音　163�164
瘂弦口述，王則翔記錄整理　憶雪桑—與我一起寫

詩的哥兒們　165�173
彙編工作小組　憶苦思甜那些年—《台灣現當代作

家研究資料彙編》編輯心聲　174�179
梁評貴　夢幻泡影　180�183
楊双子　昭和少女台中市街徒步日記—歷史小說

《花開時節》的文學地景散步　205�208
謝子凡　味覺的覆寫與拗執　209�211
謝旺霖　大河出海　212�217
吳敏顯　閱讀的趣味　227�229
劉靜娟　一定愛寫起來　230�231
朱佩蘭　因病得福　232�233
楊允達　為中央社開創兩個辦事處　234�235
唐潤鈿　閃電人生　236�238
2月（388期）

封德屏　文學草原，清芬不絕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楊　明　文學網站與勞資關係　8�10
吳妮民　雪色之外　16�17
林韋地　獨立書店之困　18�19

張怡微　《長恨歌》的互文　20�21
黎湘萍　初讀「年代五書」感思　41
余光中　由不惑到堅定—祝福九歌四十歲誕辰　80
楊小雲　像一股清流，似縷縷清風　81�82
高天恩　九歌書香代代傳　83�85
黃國彬　一千七百五十四頁慷慨　86�87
廖輝英　文人和出版社的情誼比婚姻長　88�90
邱坤良　記蔡文甫先生與九歌出版社二三事　91�93
傅佩榮　與九歌的善緣　94�95
林清玄　長歌舞春風　96�97
向　陽　九歌四十，再造盛世　98�100
虹　影　我開始說話　101�103
蔡素芬　堅持文學奮戰向前　104�105
徐錦成　與九歌一起成長四十年　106�108
張經宏　感念與感謝　109�110
鄭宗弦　九歌少兒文學苗圃裡的種子如我　111�113
陳思宏　一排綠綠的　114�115
言叔夏　劃撥單的遠方　116�117
楊富閔　台北故事　118�120
孫梓評　一個會議記錄者的小感想　122
凌　煙　百萬小說獎與我　123
陳思宏　脫逃與榮耀　124
張韶祁　廿年前後，有詩—文學獎與我的古典創作

路　125
林秀赫　我在文學獎的時代　126
徐禎苓　進步的可能　127
石芳瑜　如一盞煤油燈　128
林育德　與文學獎無關的斷片回憶　129
李　璐　致不在場的他們　130
馮勃棣　地方的評審們需要打工　131
秦　佐　名　132
言畢生　文學獎救操行　134
陳詠崴　掛號印刷品　135
張庭瑋　重新‧開始　136
陳蕙慧　遠眺橫濱港，文學心揚帆—參訪神奈川縣

立近代文學館小記　148�149
王定國　浪漫主義者的現身—序《2017／林文

義—私語錄》　162�163
徐惠隆　宜蘭中興文創園區的前世今生　164�167
劉靜娟　京都的「滷肉」先生　180�183
心　岱　浪頭上的貓　184�186
傅林統　繞圈　187�189
高鳳池　橄欖篇　190�191
陳蒼多　俄波波之旅的人文波漪　192�195
3月（389期）

封德屏　伸手摘星，繁星璀璨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童元方　兩個木蘭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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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叔夏　天涯歌女　20�21
吳億偉　醒來　22�23
馬翊航　裝病　24�25
白先勇　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　32�42
詹　澈　我為何試寫「五五詩體」　53�56
麥　穗　談潘壘與《詩誌》—兼談《詩誌》種種　

67�70
謝輝煌　前輩風範—記劉心皇先生為文章負責的精

神　71�72
呂佩珊　大同‧中正‧萬華的舊夢時光　82�84
王韶君　文化‧國際‧知識風—閱讀一九二○年代

的大稻埕　85�90
吳亮衡　搖擺二○年代—大稻埕文青的生活誌　91�

96
張琬琳　城裡城外，博覽政權—說一段曾經交會又

斷裂的文化記憶　97�101
蔡蕙頻　奔向美麗新世界的女孩們—日治時期的粉

領族　102�106
郭怡棻　聚珍萬華—縱印全台的活字時代　107�113
楊麗玲　夢回艋舺　114�116
楊宗翰　路徑殊異，奇特並存—一九八○年代台灣

新興詩社與詩刊　118�122
楊　渡　革命前夕的春風少年兄　123�126
蕭　蕭　詩的生態是一種多變的姿態—序《貓貓

雨—劉正偉詩選》　155�156
劉靜娟　畫看板的阿舅　184�185
樂茞軍　友情之旅　186�188
失字者　失字者札記9　189�191
許其正　繼續前進，只是腳程已慢……　192
台　客　嘉明湖攀爬記　193�195
4月（390期）

封德屏　因為詩的緣故　1（編按：編輯室報告）

何敬堯　魔鬼歌唱—唸歌的怪譚藝術與啟發　16�18
陳栢青　圓弧下襬穿搭—2017年台灣小說印象　19�

21
許亞歷　後院的東西　22�24
張錦忠　一座豐盈的海：記與有成交往四十年　38�43
李有成　從踰越到和解—《和解：文學研究的省

思》自序　44�46
李有成　詩無定法—詩集《迷路蝴蝶》自序　47�50
涂千曼　文學是可能的事　112�114
楊勝博　文學‧舞蹈‧老書局—見證時代變遷的中

山人文風景　115�118
陳柏言　大安時區　119�122
翁智琦　文山故事　123�126
謝子凡　我們沿水而行　130
楊佳嫻　書店、咖啡館之間　134

徐禎苓　一個多年的老友　138
林　婷　在天堂裡的四度空間　150�152
林群盛　日出金色，四度空間，以及林燿德　153�154
吳明興　回首四度空間並憶林燿德　155�156
魯　蛟　生活是詩的礦源—讀《輕裝詩集》兼談作

者辛鬱　172�175
殷登國　子于‧傅老師‧我—《飄零—子于短篇

小說選》代序　191�193
巴　代　寂寞之後—陳皓詩集《空間筆記》評序　

194�195
朱全斌　未竟之業的連結—使愛人活得比生命更久

　204�206
劉靜娟　舊衫改新　220�221
廖玉蕙　人生緣會　222�225
陳文榮　捐贈手稿　226�227
徐惠隆　喜逢京劇演員　228�230
邱　傑　有水車的峽谷公園　231�223
5月（391期）

封德屏　每一個作家，就是一個文庫　1（編按：編輯

室報告）

童元方　夢裡時空　8�10
楊　明　胡同‧紅樓‧圓明園—說說北京的風花雪

月　11�13
吳妮民　等待字句的人　20�21
林韋地　文學雜誌之困　22�23
張怡微　女子或可以才名　24�25
楊永智　康莊洋蘭繞紙柔—側寫台日藏書票交流夙

緣　32�34
金海燕　福建少兒社的「林海音情結」—寫在林海

音誕辰100周年之際　35�39
許悔之　那裡有些什麼？　41
姚立儷　詩人‧書人‧抄經人—「許悔之詩文創作

暨手墨展」策展緣起　42�45
杜秀卿　山與溪醞釀的文學風景　72�74
劉曉頤　書香‧流火‧市井聲—士林文學輿圖　75�

82
張韶祁　詩話士林—八芝蘭的文學足印　83�85
李文媛　上山去，找那批文大的—文化大學文藝創

作組與陽明山　86�87
郭志榮　北投溫泉的歷史之味　88�91
羅　揚　群星薈萃的人文地景—從台北競馬場到北

投復興崗　92�94
王品涵　北投全景切片—讀雷驤《隨筆北投》　95�

96
顏艾玨　內湖樂活新天地—媒體業群聚的大本營　

97�100
趙文豪　因為詩的緣故—內湖與《創世紀》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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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治　遷徙、望遠、馳騁與放牧新陸版圖—細說

主編《新陸現代詩誌》的歲月履痕（1988�
1991）　106�111

毛襲加　交錯的生命律動—由新陸詩社的起源兼述

詩刊二三事　112�113
陳　謙　夜裡那燭火照亮的新詩版圖—追記《新

陸》詩刊創辦人王志堃（1964�1990）　114�
117

張錦忠　跨域夜行：當華語語系遇上馬來語語系—

《夜行：台馬小說選譯》編選後記　136�137
陳幸蕙　春天的甜度（二帖）　145�146
劉靜娟　樹仔跤的party	197�199
郁　思　陪伴狗兒走過悲喜路　200�201
邱　傑　北岸無亭　202�204
6月（392期）

封德屏　回憶是文學的私密花園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言叔夏　河龜　16�17
吳億偉　孩子　18�19
馬翊航　攤開時節　20�21
邱怡瑄　在東台北的交界處　70�72
王品涵　庶民與菁英文學交錯的松山區文學故事　73�

75
游常山　綠蔭蔥蘢，文字生花—民生社區五位作家

的故事　76�81
鄭勝吉　來時路，信義區的前世今生　82�85
蔡蕙頻　想我四四南，以及消失的東與西　86�89
瀟湘神　魔神仔出沒的茶鄉　95�98
單德興　南港風光與中研歲月　99�103
顧蕙倩　地平線上的稜光　114�117
田運良　詩地平線上的青春凱旋　118�119
康文炳　一個編輯人的思考—自序《深度報導寫

作》　150�151
瓦歷斯‧諾幹　台灣原住民文化故事（之一）　164�

167
古蒙仁　愛上大溪　175�177
劉靜娟　塗礱　178�179
謝武彰　失字者札記10　180�181
朱佩蘭　特特加希羅　182�183
傅榮珂　泰安序　184
張　默　輕敲幽邈的狂喜—讀龔華《以千年的髮》

小記　185
俞允平　以地名製聯　186
7月（393期）

封德屏　35年雲和月　1（編按：編輯室報告）

童元方　賴恬昌的中國餐桌：回憶兼及回譯　10�12
何敬堯　瘴母、瘧魔、癩病蟲—疾病的妖魔化想像

　18�20

陳栢青　文學與文學獎作為一種異物　21�23
許亞歷　愛的顏色　24�25
劉　墉　那段歲月的朗誦詩　26�31
向　陽　在台灣文學的森林中不斷前進—為《文

訊》開放「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喝采

　61�63
朱立立　王文興老師的五封來信　64�67
朱雙一　在編刊的寬廣包容中見證文學的包容廣大　

68�72
李瑞騰　流離中的居所—閱讀王默人《跳躍的地

球》　73�76
非　馬　漂流文庫：非馬藝術世界　77�78
袁勇麟　從最基礎的史料出發　82�84
張良澤　鉛筆的使徒　85�87
張　默　潺潺不絕的春泉—祝賀《文訊》創刊35周

年　88
許俊雅　故事書札：書信文獻與王詩琅研究　89�92
陳芳明　楊牧是我閱讀的重要驛站　93�95
黃英哲　讀許壽裳遺稿〈中國小說史〉　102�105
劉　俊　白先勇：現代作家的古典情懷　106�108
駱以軍　文學界的堅固守護團隊　115�116
應鳳凰　我的柏楊研究史　117�121
隱　地　從交出「一張年表」說起　122�124
蘇其康　三十五年雲和月　125�126
顏艾琳　薪火點燃的那些柴　136�139
初惠誠　寫詩嗎？喫茶去！　140�141
徐　大　薪火奇緣　142�143
黃震南　從狂飆巔峰到忍淚歡呼—記1930年至1945

年文學書籍展　158�163
周南山、周玉山、周陽山　關於《兄弟行》　176�177
瓦歷斯‧諾幹　台灣原住民文化故事（之二）　188�

191
劉靜娟　這个醫生趣味趣味　200�201
傅林統　童心美感經驗　202�204
楊允達　我與元代書畫小品　205�208
唐潤鈿　我看《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

界》　209�211
黃信樵　醉　212�213
8月（394期）

封德屏　穿越時光見到你　1（編按：編輯室報告）

楊　明　有些記憶不應該散去—關於當代文學資料

庫的建立　8�10
林韋地　獨立出版之困　16�17
吳妮民　疰夏　18�19
張怡微　寄生的天意　20�21
傅林統　一首童詩一幅版畫—解說桃園市兒童文學

館設立的理念　28�30
楊宗翰　揣想前賢，故事書寫—為何與如何「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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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見到你」；把文學作大—澳門文學獎

的國際視野　90；166�167
白　靈　從霧中走出來的詩—序劉梅玉詩集《耶加

雪菲的據點》　155�159
張堂錡　澳門文學最耀眼的競技場—「澳門文學

獎」向全球開放徵文　164�165
言畢生　我不是文青　170�172
劉靜娟　你毋甘嫌啦　186�187
程樹榛　走姥家—少年鄉居生活記趣　188�192
吳敏顯　奉養狗兒孫的狗連長—和流浪狗分享退休

俸的應世飛　193�195
9月（395期）

封德屏　文學不了情　1（編按：編輯室報告）

童元方　靈修協奏曲—讀陸達誠神父散文集　8�10
言叔夏　枕草一年　84�85
吳億偉　在里斯本朗讀　86�87
馬翊航　教師的鄉村　88�89
李蘋芬　最好的距離—蘭陽平原上的《歪仔歪詩》

　156�157
吳緯婷　桃源與方桌—我的歪仔歪詩社　158�159
楊富閔　山路中：兒子視角與行車敘事　161�165
樂茝軍　北窗下種花　175�177
劉靜娟　啥人敢看阮無點！　178�179
失字者　失字者札記11　180�181
高鳳池　永恆之姿　182�183
邱　傑　柴為捨報　184�187
10月（396期）

封德屏　整裝上路，等待知音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黃英哲　三都物語　10�13
何敬堯　妖怪花蓮：阿里嘎蓋踏查　89�91
許亞歷　大象背元年　92�93
陳栢青　為你草擬給作家的合作邀請函SOP　94�97
楊富閔　地號：墓寮　134�136
蘇家立　迷宮組曲　137�140
沈孟儒　最好的時光：展讀昭和時空膠囊　168�175
周　愚　憶同學張心庸　190�191
趙淑敏　弟弟的書　192�194
劉靜娟　LINE的世界　196�197
11月（397期）

封德屏　因為愛，文學長在　1（編按：編輯室報告）

楊　明　宮廷劇的美學詮釋　10�12
童元方　寂靜：在風聲與水聲之間　13�15
黃崇凱　就只是寫—愛荷華隨筆；寫作中　21�24；

25�26
吳俞萱　野莽的心—聖塔菲駐村碎筆（二之一）　

27�31
廖宏霖　一場並不孤單的獨腳戲—存在的書寫，不

存在的貢敏訪談　56�63
吳妮民　待兔　100�101
林韋地　寫作之困　102�103
張怡微　永別以前　104�105
騷　夏　著驚　113�115
傅月庵　保衛大台灣—風雨飄搖下的出版品　120�

125
范銘如　異鄉人的文學行旅—序章緣《更衣室女人

的告解》　130�132
陳若曦　有著碧波粼粼風景的起始點—想當年創辦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時；小兒子從軍記

　185�186；188
吳敏顯　教授當廟公　193�195
劉靜娟　時鐘　196�197
方億玲　記得媽媽的味道—廖玉蕙的蹄花麵線；回

憶旅行的原味—韓良憶的番茄蛤蜊烤魚　

198�199；200�201
12月（398期）

封德屏　走過文學的春夏秋冬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晏山農　無用之用是為用—記屠格涅夫誕生兩百年

　10�12
吳俞萱　成為自己的遠方—聖塔菲駐村碎筆（二之

二）　18�23
熊一蘋　江山樓的那個郭秋生　80�87
言叔夏　一樣的人　96�97
吳億偉　冷天　98�99
馬翊航　直到長出青苔　100�101
駱以軍　純真的相遇，純真的擔憂　102�105
白　靈　世界粗礪時我柔韌—序《自由時代—風

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　113�116
秦賢次　日治及光復初期台灣名人誌　117�121
謝子凡　增重　149�151
李瑞騰　截句斷想　192�193
蕭　蕭　七首截句所呈現的台灣新詩伏流　194�195
林煥彰　小詩，可殊途同歸—從六行看「截句」　

196�197
林　廣　截句，不只是「截」句　198�199
靈　歌　截句推了新詩運動一把　199�200
葉　莎　大江如此流　201
寧靜海　截句，詩的另一種姿態—淺談截句詩創作

觀察與迴響　202�203
王崇喜　橫空爆響的春雷—《緬華截句選》編選及

截句經驗　204�205
王　勇　菲華截句，揚蹄躍進　205�206
林文義　馬六甲河岸　216�217
劉靜娟　我好運，交著這款朋友　218�219
高惠宇　我們那山東老爸　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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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達人誌
1月（52期）

林　野　西班牙的血與金　36�42
2月（53期）

林　野　戀物情結　29�32
3月（54期）

林　野　戀戀布拉格　29�35
4月（55期）

宇文正　有媽媽陪妳長大、貓化之城　28�37
林　野　告別二林　38�41
5月（56期）

林　野　高盧手記　39�57
6月（57期）

林　野　走訪童話的國度　32�36
7月（58期）

林　野　美好記憶　47�52
8月（59期）

林　野　亞得里亞海的淚珠　34�39
9月（60期）

林　野　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　23�28
楊樹清　九天講古，傳奇未了　98�108
阿　魚　阿爸來ㄚ！　108�110
湘夫人　堆疊的記憶　111�115
10月（61期）

林水福　阿寶、手錶　14�23
林　野　走近峽灣之國　24�29
11月（62期）

李欣倫　古早味、《以我為器》後記　12�14
林　野　歸鄉情怯　15�20
12月（63期）

林　野　悲愴的波蘭旅行　27�34

文學台灣
1月（105期）

黃玉燕　探望葉石濤先生　9�12
張武彥　歡見榕樹欣向榮—參加日本「榕社」第17

回台灣文化研究發表會有感　13�16
陳銘堯　不可直視　17�19
謝理法　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從台灣看琉球　20�22
楊超然　扶桑散記（2）　23�26
幼　魚　迪化街的囝仔　27�30
趙彩秀　臨終　31�34
邱國禎　有血有肉的工人書寫　35�38
曾建元　永恆的國家記憶—陳英泰《回憶》2�4序　

39�44
翠　屏　我的寫作來時路（下）　45�53
陳芳銘　林慶雲‧夢裡東港　54�58
陳至興　煮糜　59�60

陳益文　竹椅匠的故事　61�67
彭瑞金　回首　149�164
趙崇良　三六九小報再申復　236�239
鄭烱明　台灣文學本土化的燃點　240�247
彭瑞金　台灣作家有兩種　249�252（編按：編輯室報

告）

4月（106期）

鄭烱明　關於詩的再思考　8�9
彭瑞金　染上「異色」之後，再也洗不乾淨的《歌德

激情書》—《歌德激情書》導讀；為台灣

舞蹈定錨—序徐瑋瑩的《落日之舞》　10�
16；30�33

連文山，許素絨譯　給彭老師的一封信　17�18
愚　庵　一首歌的命運交響曲　19�22
洪中周　此情此景碰撞時—解讀江自得《生活》的3

首詩　23�29
渡　也　打開童詩的廳門　34�42
翠　屏　一位老師的畫像　133�139
蔡國彬　寫給我的最愛　140�146
廖永來　最後　147�151
言　葉　我的青春記事　152�157
陳至興　幾針？　158�159
蔡忠修　童年三帖　160�161
謝理法　父與子—論郭雪湖與郭松棻　162�178
彭瑞金　生活、散步、柺杖　262�265（編按：編輯室

報告）

7月（107期）

鄭烱明　日本關西人文之旅　無頁數

楊超然　扶桑散記（3）　8�12
陳蒼多　醫生與病人　13�14
何瑞雄　世間（2）　15�18
葉　欣　穹之音　19�22
林念慈　錯置與別緻　23�27
彭瑞金　台灣妓女共和國—《藍彩霞的春天》導讀

　28�34
莫　云　詩，是植根生命的無悔—《白萩詩選》序

　35�37
陌上塵　老殘雜記　43�54
翠　屏　登山賦　55�58
彭瑞金　迎接文學AI時代的到來　233�236（編按：編

輯室報告）

10月（108期）

編輯部整理　客家文學日譯本作品出版　封面內頁

邱振瑞　文豪的台前幕後—太宰治　15�21
愚　庵　河堤　22�25
黃文龍　《靈海聖山—為藻礁生態系祈福》序　26�

30
陌上塵　老殘續記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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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屏　此情可待成追憶　76�82
陳芳銘　焚燒的蝴蝶—「大林」林冠華　83�89
葉　欣　繁華與榮光的翦影—檳城娘惹博物館　90�

97
吳菀菱　學院派　98�104
李　喬　我思我行我感恩（1）　105�128
彭瑞金　走出文學等於文字藝術的魔咒　246�248（編

按：編輯室報告）

文學客家
3月（32期）

徐貴榮　春雨連連憶福椿　16�18
余惠蓮　春寒盼望春暖　19�22
游瑞珠　打粄　23�24
江　昀　四月紫藤　30�33
徐銀珍　百乳子　58�65
綠　茵　難忘个往事一籮筐　66�70
廖惠貞　硬頸个菜瓜　71�74
吳美成　報得三春暉—華人神探李昌鈺同阿姆　75�

80
黃美貞　玻璃菜PK結頭菜　81�82
葉玉嬌　行　來去曬菜脯　83�84
李源發　海南博鰲另類个論壇　85�92
張捷明　初一朝晨食齋煠青菜講好話　93�94
邱建綸　城東老阿伯　95�102
6月（33期）

徐貴榮　奶係故鄉甜　29�31
張捷明　路脣个叭哈花　32�34
逩地龍　菜瓜　35�38
張玉珍　递藤　39�40
左春香文，鄭貞妹圖　轉妹家　41�44
綠　茵　菜園情懷　61�64
黃美貞　	等　65�66
莊家冀　阿婆，您好無？　67�68
徐秀英　引擎隨筆　69�70
邱文偉　心專石穿　71�74
廖淑媛　粢粑伯　75�77
李得福　喊魂　78�79
湘　子　來去連城　80�84
9月（34期）

曾鳳嬌　石斛蘭花絮　32�34
江　昀　學騎自行車　69�71
徐貴榮　豬埔仔兩三事　72�74
曾俊鑾　有該豆豉汁，無該豬目矻　75
逩地龍　番豆　76�77
劉菊英　瓠仔摎菜瓜　78�79
張瑞珍　天轉笠嫲花　80�81
張美煜　學日文，想阿姆　82�87

莊家冀　第一擺上客話課；南十字星靚麗摎憂愁　88�
89；91�93

葉玉嬌　姑婆摎叔婆　90
江秀蘭　目神仔變忒了　94�95
曾俊鑾　阿啾唧打更　96�97
12月（35期）

廖均懋　油畫隨筆　16�18
張捷明　車寒著个福利—烳柑仔　46�47
邱文偉　幸福巴士266—坐車看人生路長　情較長；

龍潭地豆糖，懷念个味瑞　53�54；66�68
李得福　影仔；自轉車輪溜過个　55�62；84�91
逩地龍　架仔床　63�65
黃美貞　爛布子　69�70
徐春生　摝屎烏蠅　71�72
莊家冀　外籍移工　73�75
陳笑一　一個婚姻个故事　76�78
李源發　馬偕水寨下古道摎北隘勇古道　79�83

火金姑
4月（34卷1期）

游珮芸　回到初心　8�13
許建崑　成長的兒童文學觀—我所追求的兒童文學

理念　15�20
可　白　編輯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　21�23
蔡淑媖　要活就要動，靠人氣讓兒童文學的家活絡起

來　24�26
祝建太　加入理事、監事工作團隊之後　27�28
鄭志芬　忘年薪傳愛交流　29�30
彭素華　讓兒童參與活動成功的秘訣　31�33
王金選　感恩與學習　34�35
林　瑋　感謝您的參與　活動圓滿成功　36�37
樓桂花　帶著孩子參與兒文活動創造幸福　38�39
李明足、邱灝芝　向古書借影子，寫新故事—創意

改寫之三　92�101
曹俊彥　畫圖桌上寫文章　102�105
陳燦榮　食物　124�125
賴嘉綾　童書遊歷　多玩一點—倫敦「插畫之屋」

　140�144
幸佳慧　「花婆婆、魯冰花、蘿絲達克」再想想　152�

158
7月（34卷2期）

游珮芸　我們需要更多跨界的對話與交流　8�9
李明足　向古書借影子，寫新故事—創意改寫之四

（故事從經典出走）　122�128
曹俊彥　雞啼天光，雞無啼天嘛光　129�131
賴嘉綾　童書遊歷　多玩一點—慕尼黑「國際青少

年圖書館」　174�177
蘇懿禎　鹿島茂收藏法國繪本展看展心得　17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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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文亞　筆墨相隨，班長不下台—《班長下台》25
周年紀念版有感　187�192

黃愛真　《梅岡城故事》導讀　201�206
9月（34卷3期）

張素卿　追求夢想有年齡限制嗎？　8�9
呂毅新　用戲劇為青少年打開一扇窗：「十六小劇

場—青少年扮戲計畫」　50�56
花格子　娃娃兵進音樂廳—從《香噴噴大道》故事

音樂劇談起　57�65
關　崴　兒童文學的邊緣系—兒童劇團　66�71
李美齡　充滿無限可能的內海國小戲劇課　72�78
陳素宜　鼓勵、點評與激賞都是堅持寫作的動力　119�

121
陳素宜　我有一件百納衣　166�170
李明足　向古書借影子，寫新故事—創意改寫之五

　187�193
曹俊彥　慢慢來，不用急　194�197
12月（34卷4期）

李雀美　愛；淺談兒童主日學　8�9；39�49
張淑瓊　童書裡的荒漠甘泉背後的故事　24�30
施錦雲　聖誕奇蹟繪本　31�38
邱各容　讓文獻三度重見天日—記「日治時期兒少

文學讀本叢書」出版　118�124
陳木城　我們是怎麼把小孩嚇大的？　142�145
蘇量義　我的詩經　146�149
李明足　向古書借影子，寫新故事—創意改寫之

六‧《聊齋》中狐狸都是壞人嗎？　156�162
曹俊彥　畫賀年卡　163�166
賴嘉綾　最受禮遇的繪本家安野光雅　167�171
陳玉金　虛構故事交換真情感動—記繪本讀者閱讀

反應　185�193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86期）

謝慈愛　練功真趣味　10�11
蔡惠芬　善心種福田　善行代代傳　12�13
陳俐雯　勇敢做你愛！　13
康韶真　Tńg（轉）來番仔厝歇熱　14�17
許炯輝　減香？滅香？　18�19
Pîng�si	Bóng　話奈米　21�22
Pais	A	biki	Ngá�î　Laulong	Tevorang（荖濃大武壠）夜

祭（1）　35�45
2月（287期）

黃靜惠　水hi p仔　10�11
陳俐雯　記持ê	tshiau揣　11�12
林淑珍　Guán象��ā阿爸　13
N̂g	Siok�kuan　Tshing�bîng�tseh	Tsi h	Lūn�piánn　14
呂杭貴　Bah�tsàng	14

陳語彤　我上kah意ê	tshit�thô�mih仔　15
高嘉徽　Im�g k�huē　18
曾江山　That車　19�20
林榮淑　自然起呸面　21�22
林桂鄉　偉大ê母愛　23�24
I h	Tsùn	Hông　Lâ�lí　25�26
Pais	A	biki	Ngá�î　Laulong	Tevorang（荖濃大武壠）夜

祭（2）　37�45
3月（288期）

賴朝和　鳥仔ê話　18�19
易俊宏　痟媽祖，mā	ài	bat媽祖魚！　21�22
Pais	Abiki	Ngá�î　Laulong	Tevorang（荖濃大武壠）夜祭

（3）　37�45
曾江山　退火薰（上）　12�14
袖　子　啥m	 	h是tng	ti h時？　15
蔡慧芬　第三��ê上有孝　16�17
Âng	Sió�sim　Chham�ka	228	Liām	Si	Tui�su	O h�tāng	Kám�

sióng	18�19
易俊宏　烏雉雞（帝雉）　23�24
Pais	Abiki	Ngá�î　Laulong	Tevorang（荖濃大武壠）夜祭

（完）　35�45
5月（290期）

黃明勝　印象上深ê一个人　7
曾江山　退火薰（下）　8�11
林榮淑　無鬚m知老　12�13
蔡蕙芬　阿母ê肉粽　13�14
陳語彤　難忘ê旅行　15
楊振裕　趣味ê「羊仔走tiâu」—溪湖ê民俗傳說　16�

20
Chiúⁿ Ûi�bûn　Ti h	Chhui�sak	Eng�gí	Chò	Tē�it	Koaⁿ�hong	

Gí�giân　21�22
易俊宏　長尾山娘（台灣藍鵲）　23
林桂鄉　我上難忘ê代誌　24
Pais	Abiki	Ngá�ī　尾聲：根ê呼召（1）—	Makattao復

振運動先鋒潘謙銘　37�45
6月（291期）

曾善麟　假日ê代誌　6
楊浿妍　熱天　6
林駿翔　Tsit擺我總算做到��ah　7
洪憶心　海洋ê tsőo囡　12�13
何筱莉　阿爸教泅水　13�14
Lîm	Jū�khái　Tâi�gí	Chhú�kéng	15�17
Khóo	Sè�lâm　媽祖神話ê內涵　18�20
張智峯　布袋戲kap我　21�23
Chiúⁿ J t�êng　Jīn	Pún�thó 	͘chiah�sī	Jīn	Chó �͘sian　24�25
易俊宏　赤米龜（柴棺龜）　26�27
Pais	Abiki	Ngá�ī　尾聲：根ê呼召（2）—	Makattao復

振運動先鋒潘謙銘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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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2期）

魏素湄　印象上深ê一个所在　6�7
林榮淑　節能減碳，人人有份；綠色消費，守護家園

　8�9
林淑珍　做生理　10
林日益　竹仔尾ê冬瓜　11
簡妙嬬　芋仔kap番薯（一之一）—	Guán阿公阿媽ê

故事　12�15
徐嘉彤　厝內ê人　15
郭展馳　我ê家庭　15
陳姿伶　緣投ê槓球阿爹　21
易俊宏　塗龍（山椒魚）　22�23
Pais	Abiki	Ngá�ī　尾聲：根ê呼召（3）—	Makattao復

振運動先鋒潘謙銘　36�45
8月（293期）

林俊育　點t h	ê蠟燭—吳月雲ê故事（1）　7�10
侯寀靖　我ê阿爸　10
姚芠歆　朋友　10
陳俐雯　價值ê思考　12�13
陳春美　Tńg彎s h角ê人生　17
許炯輝　做烏��ê　18
白麗芬　蜜芋仔　19�20
黃桂蘭　椰子　21�22
呂美親　母語新世代、台文新光景—紹介師大台文

系學生ê台語創作　23�24
胡柏勳　時　26
何孟臻　歇熱頭一工　27�28
Khóo	Sè�lâm　太平天國之秋ê故事　29�31
簡妙儒　芋仔kap番薯（一之二）—	Guán阿公阿媽ê

故事　32�34
易俊宏　嘉義青ioh（諸羅樹蛙）　38�39
9月（294期）

許量凱　我ê	má�tsih　6
姚詠心　印象上深ê一个人　6
劉依晴　阿媽兜火燒山事件　7
陳奕嘉　台北teh施工　8
林呈翰　我ê戀愛古，頭章　9�10
林俊育　點t h	ê蠟燭—吳月雲ê故事（2）　11�13
蘇晏德　新竹苗栗兩日遊　14�16
遊　子　翠峰湖　17�18
凌　儀　好bái真歹講　24�25
林桂鄉　故事　26�27
簡妙儒　芋仔kap番薯（二之一）—巷仔口ê	kám仔店

　28�29
下村海南，吳柳澤譯　台灣漫感Ⅰ　30�31
易俊宏　石虎　35�36
曾江山　六坪ê暮色（1）　37�39
10月（295期）

李芊瑢　我上好ê朋友　6
陳姿勻　我ê小弟　6
吳函篩　Siān�âng�á	阿明ê故事　8�10
莊碧錦　澎湖ê好食m	 	h—tsìnn棗　13
呂光家　塗豆糖　14
蔡慧芬　來去馬祖食tshenn�tshau	15�17
林桂鄉　Guán	tsia	ê	好食m	 	h—台東ê山珍海味　18
何筱莉　鹹豆奶　19�20
高嘉徽　Guá	Kah�ì	Tsò	ê	Tāi�tsì　21�22
謝維哲　無beh做台語文盲　23
林盈辰　為啥m	 	h	beh來上課　23
林冠婷　我學台語羅馬字ê感想　24
簡妙儒　芋仔kap番薯（二之二）—巷仔口ê	kám仔店

　25�26
Khóo	Sè�lâm　白團—蔣介石kap日本真實ê關係　27�29
下村海南，吳柳澤譯　台灣漫感Ⅱ：台北博物館　30�

31
Chiúⁿ Ûi�bûn　Sim�thâu	Li h	hō 	͘Tiāⁿ,	Kha�pō 	͘Chò�hóe	Kiâⁿ	

32�33
易俊宏　「陸蟹」＆白gōng仔（黃灰澤蟹）　35�36
曾江山　六坪ê暮色（2）　37�40
張寶明　Peh蔥仔頭　41�2
11月（296期）

梁玉倫　Guán	tsit口灶　6
王翊蘋　我ê合唱團老師　7
謝長宏　我ê台語老師　7
董昀鑫　我ê阿母　8
孫靜思　印象上深ê一个所在　8�9
邱宴藜　「手」ê故事　10�11
王建豪，邱宴藜譯　Lán	lóng是過路人　12�13
陳明雄　外公留��落�來ê遺詩　14�15
林榮淑　拍拚得人疼　16�17
龔乾權　上班ê感覺　17�18
魏素湄　姊妹仔　19
下村海南，吳柳澤譯　台灣漫感Ⅲ：Fernandz	kap	

Campbell　20�21
黃靜惠　結髮夫妻，恩愛不移　26�28
呂杭貴　Sió�h k�sing,	Kok�tiong�sing,	Ko�tiong�sing　29
張智峯　Ài�nû少女奮鬥故事（1）　30�32
易俊宏　烏面lā�pue（黑面琵鷺）　37�38
柳青亮　燒lō	ê燈仔樹　39�40
12月（297期）

陳語彤　我ê台語老師　6
馬子晴　我ê家庭　7
魏嘉慧　過年　7
Gû�sái	 六一六　9�10
陳姵彣　再會��lah！2017年　11�12
曾江山　「提拉米蘇」ê季節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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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翠苓　熟sāi	ê感覺，tsiânn好　15�17
下村海南，吳柳澤譯　台灣漫感Ⅳ：錦水kap福留君　

18�19
Tân	Kim�hoa　Kiâⁿ�chhut	Lô�má�jī	ê	Kok�chè	Koan　20�21
簡妙嬬　攑香tuè拜　22�24
林桂鄉　我對台灣選舉ê看法　25
張智峯　Ài�nû少女奮鬥故事（2）　26�28
易俊宏　蘭嶼貓頭鳥（蘭嶼角鴞）　33�34
陳俐雯　慾貪苦　35�36
高嘉徽　Tâi�gí	ián�káng　37
Âng	Eksim　越南筆記　38�39

台文戰線
1月（49期）

胡長松　成做台語文學的消費者佮支持者　6�8
楊振裕　玉山，請等阮一下！、山暗光來阮兜　53�64
Lîm	Chùn�i k　小說傳福音ê《天上卷軸上卷》讀後感　

65�72
林桂鄉　牛的傳說　73�75
4月（50期）

胡長松　加倍收成，加倍掖種　6�8
胡民祥　蒙古行散文篇章　10�43
林佳燕　台灣心×宜蘭情　71�75
陳金順　福報　76�82
曾杏如　朋友來的時　83�85
袖　子　一ê恬靜ê勇者—參加劉柏煙老師紀念音樂會

ê感想　86�88
楊振裕　茶鄉太平冬遊記　89�95
王崇憲　阿母的臭汗酸味　96�97
林桂鄉　沉島傳說　98�100
林俊育　《白袍‧白杖》譯序　150�151
7月（51期）

韓　滿　紩夢的戀歌　29�36
10月（52期）

宋澤萊　時代在辛波絲卡詩中的反影　7�9
胡長松　西莫斯‧黑尼小傳　60�64
崔根源　我台譯毛系詩的著作　71�72
楊振裕　老衰ê無奈、行tī石山ê引水道　103�111
曾江山　自知��的＞＞Kháng　112�114
林俊育　英語譯台語ê工具　115�118
許立昌　予世界變閣較媠的代誌　119�120
吳正任　弄蟬記　121�123

台北文獻
12月（206期）

莊永明　以揚風雅的《詩報》　3�4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25期）

編輯部　編輯手記　4�5
陳正雄　陪王育德行路　20�35
李清雲　醃腸熟肉　43
杜信龍　回鄉‧旅行　63�75
葉錦心　造業的菩薩　124�125
楊振裕　溫柔ê陪伴　126�135
柳青亮　齣頭‧出頭　136�147
許正勳　烏面舞者　148�156
黃書翰　漫談詹雅雯的人生公路kap澎湖戀歌　157�164
李文正　寫hōo我上敬愛ê丈人—陳鐙宏先生　165�

168
黃文俊　壁頂的記持　169�170
阿　南　《講到太平洋》真歹勢，害你無位通坐！　

243�247
5月（26期）

編輯部　勞力（lóo�l t），感謝　4�6
鄭邦鎮　台灣民間音樂的大夢　8�12
陳正雄　走揣小封神的神鬼傳奇（1）　24�37
林榮淑　台北盆地˙榮總˙青春歲月　61�72
木　蘭　放手　73�77
吳嘉芬　「雲端」來的批　78�86
林桂鄉　懷念的古早味　87�88
黃阿惠　來去藏金閣抾寶　89�92
周梅春　思念的時陣　93�95
田美瑜　珍藏的意愛　96�97
陳　畀　機密任務　98�105
黃桂蘭　過貓　106
黃靜惠　秋雨送客　136�144
余致毅　我的代課之道　145�152
陳品松　命運　153�155
8月（27期）

編輯部　久久長長的理想佮熱誠　4�5
陳正雄　走揣小封神的神鬼傳奇（2）　13�24
吳正任　Pin�pông‧口沙仔‧麻米‧蒜絨枝　32�37
吳家偉　記持中的民主公園　38�45
吳嘉芬　綴春風lai逐花　46�53
周梅春　一蕊玉蘭花　54�56
張翠苓　燒燒的面布　65�67
余致毅　洄游　68�83
林姿伶　飼一隻思念　228�234
阿　南　彼鍋（ue）滷肉的聯想　244�248
11月（28期）

編輯部　歡喜同行　4�6
田美瑜　數念的故鄉　44�47
Alana	Hana　工業區的前後　48�49
陳秉熹　厝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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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佑　阿爸回診的日子　68�69
郭文玄　日記　70�79
楊振裕　白露暗，想阿母　80�88
張家榮　記持中的芳味　89�95
林榮淑　島嶼‧後山花園‧一首詩　115�124
周梅春　寫予家己的一張批—歐洲 日記　125�

132
謝慈愛　逐位攏是博愛座　233�235
賴朝和　囡仔愛蟲豸　236�243
曾江山　尿帕仔搵豆油　244�248

台客詩刊
3月（11期）

柳青亮　走無離　150�151
彭碧珠　一物一故事，項項有段情　152�153
康詠琪　記2010年6月6日呂興昌老師的演講　154�156
6月（12期）

康詠琪　《托爾金傳》ê閱讀心得　177
黃碧清　貼簝　178
9月（13期）

彭碧珠　參加2018年非洲教師研習會有感　146�147
古能豪　寫佇《類遺囑》手抄真跡台語詩集出版頭前

　148
11月（125期）

范文芳　鳥仔在客語文化个聯想　132�134
柳青亮　姑情　135
艾琳娜　阿爸个飯篼仔　136�137
彭鈺雯主講，賴貴珍采錄　鐵精伯公　138�140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58期）

廖振富　台灣文學的春光　1
張信吉　台灣文學獎的發展與國際獎項　8�11
連明偉　從地方史考掘—《青蚨子》的書寫歷程　

26�27
詹　傑　下一站，幕啟　41�43
陳慕真　金典輸出—台灣文學金典獎得獎作品英譯

計畫　44�45
蔡怡軒　說不完的故事—齊東詩舍故事志工「為兒

童說故事」　52�53
曾定璿等　當少年少女遇上文學經典　54�61
吳克威　宛如創世的初始：地圖‧路徑‧啟程‧尋回

　62�65
李魁賢　21世紀國際詩壇給台灣機會　85�87
羅聿倫　爵士年代裡的文學身影—美國文學交流與

參訪紀行（下）　88�97
蔡沛霖　點一盞燦亮詩路—散步齊東詩舍文學詩牆

　98�99

辜貞榕、林琦君　「江」水長「流」攜手合作—全

台第一間文學館舍×唯一國家文學博物館　

100�106
林佩蓉　文學桂冠的一記腳印　110�111
張信吉　新正年頭的祝願　112（編按：編輯室報告）

6月（59期）

廖振富　長夏漫漫　1
張榮興　聾情覓意的文學與推展　13�17
董維琇　「以聾為榮」特展的社會參與藝術實踐　18�

22
鄭雅雯　聾文化特展的意義與收穫　23�27
謝韻茹　音樂響起前的豐饒空白—以聾為榮：聾人

的內在世界特展　28�31
瀟湘神　鬼怪、文化、奇幻文學—談台灣鬼怪學的

未來　36�39
何敬堯　傳統與創新：簡述台灣鬼怪史　40�44
宋家瑜　在蓮霧樹下聆聽心之俳句—郭水潭捐贈展

記事　46�49
許淑娟等　文學教室17期私淑紀實　52�56
林玉珉　行旅‧書寫‧跋涉：連明偉的寫作之路　70�

73
張信吉　陳耀昌的另類歷史書寫；新瓦屋朗朗客語

情：錄記曾俊鑾講座　74�78；79�85
賴禹亘　鄉土寫作的聆聽—台灣文學獎得主巡迴演

講映像　86�87
鄭清鴻　進入文學世界的港口鑰—從「館藏近用」

思索文學博物館的可能性　88�92
陳慕真　典藏呂赫若—呂芳雄先生來函及其他　96�

101
林佩蓉　看見，活下去的勇氣—〈我還有一隻腳〉

的生命力量　109�110
張信吉　多寡的反逆觀察　112（編按：編輯室報告）

9月（60期）

蕭淑貞　原聲　1
簡弘毅　讓我們說一個故事—「原來如此：原住民

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策展始末　6�13
陳芷凡　動詞的文學火塘—《山海文化》25周年的

返本與開新　14�18
劉智濬　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歌謠創作　19�22
徐國明　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的運動性　23�28
潘青林　陪西川滿回家：會津若松一行有感　73�77
程鵬升　掌中乾坤任遨遊—Beacon地圖導覽上線　

90�92
盛浩偉　召喚台灣文學：關於故事、改編、非虛構寫

作與轉譯的經驗與思考　93�96
覃子君　我們徵選故事編織者—2018台灣文學數位

遊戲腳本徵選評審感想　99
林佩蓉　原民的聲音，生命的腳蹤—〈泰雅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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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　108�109
張信吉　花甲少年　112（編按：編輯室報告）

12月（61期）

蘇碩斌　歲末新正寄語平安　1
林佩蓉　3D藏品和他們的故事；神奇與聰明—林海

音的大象朋友　6�9；110�111
田哲維　在文學的宇宙裡尋找一顆星　10�13
程鵬升　實體展覽的第二春—文學線上展示計畫　

14�19
張俐璇　台灣文學研究與數位內容創作　20�23
陳榕笙　野餐　48�51
張信吉　深情如潭　52�54
翁碩黛　文學教室與我的奇幻情緣　71�72
鄭宏斌　文學藏品的日常應用　84�87
陳昱成　走入那一片南投森林—2018年志工幹部館

外觀摩之旅　104�107
張信吉　大鳥在太平洋濱　112（編按：編輯室報告）

台灣出版與閱讀
9月（3期）

隱　地　握住人類最光輝燦爛的紙筆年代：兼談影響

台灣出版業的幾個名字　4�11
應鳳凰　有山有水有人文：記常去的幾家舊書店　12�

21
邱各容　游彌堅與東方出版社　34�43
葉麗晴　遠方有風景：遠景的榮光與願景　44�49
曾偉綾　寂寞重慶南路：老靈魂的行走路線　66�76
張圍東　台灣藏書家舉隅　78�87
12月（4期）

柯品文　從閱讀與書寫出發：創造寫作人生的想像力

　66�73

台灣現代詩
3月（53期）

邱若山　新里程碑　1
蔡秀菊　文學無國界，唯愛與美善；編後記　82；125
江　昀　念茲在茲台灣情　83
袖　子　一場童心邂逅—遇見たたけいこ與「森の

おしやべり」　84�85
瑀　璇　第5屆「2017亞細亞詩感想祝祭」感想　86�87
林俊樑　參與「2017亞細亞詩感想祝祭」會後感　87�

89
陳香君　秋日約會—亞細亞詩感想祝祭　90�91
陳文卿　話異國詩情　92
陳銘堯　屋頂上的哲學家　94
6月（54期）

謝安通　張力讓詩的生命更強大　1
陳銘堯　色界　86�87

蔡秀菊　編後記　125
9月（55期）

葉宣哲　為何寫詩　1
陳銘堯　歌人；William　52�53；63
王韶君　我的詩想像　76
江　昀　一首詩的誕生　77
牧　林　詩情與詩意　78�79
袖　子　一首詩的完成　80
陳銘堯　英雄氣與浪漫　81
陳明克　想像力　82�85
賴　欣　我寫詩的習慣　85
瑀　璇　我的詩想像　86
蔡秀菊　引起共鳴的詩；編後記　87；125
蔡榮勇　學詩手札　88�90
11月（56期）

和　希　詩比宇宙大　1
陳銘堯　銀河之蛙；花非花　60�61；85
賴　欣　第一本詩集與我的詩路　101�103
李桂媚　移工，台灣的風景　104�106
蔡秀菊　編後記　125

幼獅少年
1月（495期）

張綵玲　愛鳥的作家劉克襄　90�91
游絲喬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余光中　92�93
黎子嘉　珍惜家人、愛護物品—我讀哲也　93
蕭　瑤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邱妙津　94
2月（496期）

侯佳弦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白先勇　90�91
王巧霖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吳沁婕　91
3月（497期）

陳幸蕙　滑世代的時光寶盒　42�43
桂文亞　貓的天堂　86�89
田允承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鍾鼎文　90�91
陳奕辰　跨越時空的明鏡：王溢嘉和《蟲洞書簡》　

91
曹詠甯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王文華　92�93
4月（498期）

陳幸蕙　樹的回憶　86�87
5月（499期）

陳幸蕙　愛與痛的練習曲　66�67
6月（500期）

韓　秀　小說家的關懷　58�60
陳幸蕙　一位死刑犯的臨終告白　78�79
7月（501期）

陳幸蕙　人生以幸福為目的　40�41
8月（502期）

陳幸蕙　玩樂不斷電，悅讀不斷電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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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03期）

陳幸蕙　仲夏驚魂記　52�53
楊富閔　颱風的剩餘　54�55
10月（504期）

陳幸蕙　有一個男孩叫豆皮（上）　46�47
11月（505期）

陳幸蕙　有一個男孩叫豆皮（下）　42�43
王品涵　多才多藝的創作者：許丙丁　82�87
12月（506期）

陳幸蕙　下個狗年，沒有浪浪！　36�37
陳正雄　小風神文學講座　76�77

幼獅文藝
1月（769期）

馬翊航　恍惚的搬運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鄭清文　4�5
陳栢青　世界上最遙遠的旅行　6�7
鍾旻瑞　末日的一代　8�9
盧奕昕　境內日常：台北的小菲律賓　16�20
陳栢青　馬尼拉之心　29�31
連明偉　移動的恍惚　32�34
張　立　艾奎諾三世的微笑　35�37
賴奕諭　成為真正的菲律賓人：戒嚴時期的菲律賓音

樂　38�40
翟　翱　由島至島：台菲之間的冷知識　52�53
何敬堯　追尋龍銀　54�55
陳牧宏　今天　56�57
陳因奉　記得時間的浪　58�59
劉亦修　三分鐘留轉世界　60�61
羅苡珊　在貧困與富饒的熱帶，凝視無止境　62�66
徐振輔　湖泊會記得哪些事？　72�77
簡莉穎　頂樓的Jealous　94�95
乜寇‧索克魯曼　布農族「如何」談音樂　96�97
廖梅璇　破病雞仔　98�99
崔舜華　市場　100�101
沈　眠　《謎途：流亡路上的烏托邦》，那些無人知

曉的回返　104�109
盧筱雯　福爾摩沙的眼淚—評顧玉玲《我們—移

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109�111
呂俊葳　再探國際的家務分工—讀《跨國灰姑娘》

　111�114
馮百駒　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死刑，消失了—讀

《殺戮的艱難》　114�117
百　蟬　青苔認同――旅人憂鬱的邊界　118�119
2月（770期）

馬翊航　在寫之內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西蒙‧波娃　4�5
陳栢青　旅行的雨天備案　6�7

鍾旻瑞　從基努李維開始　8�9
謝宜安　召喚記憶的無限可能：閱讀桌遊《說妖》　

26�29
巴　代　你們過年嗎？　39�41
蔡文騫　大富翁　42�44
周芬伶　芳香之年　45�47
楊棣亞　外勞姑娘王子夢　48�50
馬尼尼為　理直氣壯回娘家吃團圓飯　51�53
崎　雲　幸福的樣子　54�55
楊智傑　920704　56�57
許亞歷　波羅　58�59
曲　辰　一棵棗樹加一棵棗樹到底等於幾棵棗樹　64�

65
楊双子　大正時代的台灣少女會夢見女總統嗎？　66�

67
方清純　這裡沒有同性戀　68�69
蕭鈞毅　原鄉　85�86
邱怡青　女孩們的蝴蝶結　99�103
阮芳郁　世界的畫像：小林豊的繪本及其人　108�109
3月（771期）

馬翊航　偷竊來的光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佛洛伊德　4�5
陳栢青　講旅館鬼故事的方法　6�7
鍾旻瑞　九歲的作文課　8�9
蔣亞妮　真實練習　42�43
神　神　沙茶山茼蒿火鍋　44�45
林餘佐　夢中夾縫、靜電般的回憶　46�47
潘家欣　襪子　48�49
游善鈞　攔腰　50�51
陳柏煜　咬指甲　52�53
簡莉穎　在西門町洗腎　60�61
乜寇‧索克魯曼　Masamu	pataz	tumaz布農族忌殺黑熊

的保育思維　62�63
廖梅璇　婦科內裡　64�65
廖珮妤　另一種畢旅—北海道旭山調查　71�73
張玉芸　坐火車二三事　74�75
翟　翱　魂未斷在中山陸橋　94�95
賴鈺婷　親愛與星散　96�97
盛浩偉　音樂遊戲的回憶　98�99
白　晢　琴事　100�101
楊　婕　最後一個孩子　106�108
4月（772期）

馬翊航　心的萬重浪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洪炎秋　4�5
陳栢青　食差　6�7
鍾旻瑞　上次的太陽　8�9
洪瑩發　媽祖：走在流行尖端的女神　21�24
林茂賢　媽祖信仰在台灣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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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雄　從「觀音的一滴血」到「媽祖的眼淚」—

台灣「媽祖戲」的發展與延續　28�31
梁碧茹　百變千換不思議：1950到1980年代媽祖電影

形象建構　32�35
楊雅儒　在海洋台灣同濟眾生：空海與媽祖的西門因

緣　36�40
陳允元　銀花與春夢—日本時代及戰後初期台灣文

學中的媽祖形象　41�44
徐禎苓　神壇到文壇—文學媽祖的寫與讀　45�48
廖振富　苑裡小鎮的時光穿越劇　49�52
林巧棠　ㄟ　53
楊勝博　你的微笑萬里無雲　54
林育德　真‧女神轉生　55
吳緯婷　K　56
黃暐婷　惡人　57
黃羊川　夢中人　57
徐禎苓　給媽祖的信　59
曲　辰　二嬤嬤要的鹽會不會是藍色的？　60�61
楊双子　哈囉，有哪位姊妹「穿越」回到日本時代

嗎？　62�63
方清純　上升天蠍的絕境　64�65
余致毅　隧道口　71�75
林佑軒　DT電鍋　94�95
葉佳怡　敲碎鋼琴　96�97
林妏霜　旁鶩不飛　98�99
陳冠亨　有人在追思會上喊安可　100�101
周丹穎　群鳥　102�103
洪明道　樂團皮妖獸骨—與《妖怪鳴歌錄Formosa：

唱遊曲》有約　112�113
楊勝博　在時間與空間之外的救贖可能：《跨界通

訊》　114�115
5月（773期）

馬翊航　易物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普拉斯　4�5
陳栢青　一人份潑水節指南　6�7
鍾旻瑞　千迴百轉的心　8�9
翁稷安　記憶所繫之處：舊物的生命、文化與日常　

22�26
解昆樺　追捕名為繆斯的嫌犯—詩手稿文字偵探　

33�36
蔡旻瑩　老成自己的模樣—台大磯小屋　37�41
陳睿穎　光影的拾遺者（才不是！）—與國影中心

膠卷典藏的一場邂逅　42�45
瓦歷斯‧諾幹　影想：社會變遷、現代醫療　50�53
廖振富　兩個清水來的「抗日英雄」—蔡惠如與廖

添丁　54�57
張經宏　回收場的魚　58�59
曹馭博　廢墟裡的歌　60�61

謝凱特　假音　62�63
李屏瑤　橫越宇宙，以及羅斯福路　64�65
乜寇‧索克魯曼　打造家園　66�67
簡莉穎　關於micro	step這件事，以及鼻屎　68�69
廖梅璇　敏感世情　70�71
徐珮芬　不錄了，Blue了　72�73
汪正翔　拍攝弱勢題材的攝影會有什麼問題？　74�76
柴柏松　搬家了　108�110
林佳樺　水滸牌　116�119
6月（774期）

馬翊航　漂流教室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克莉絲蒂娃　4�5
陳栢青　穿過長長的隧道就是　6�7
鍾旻瑞　羞恥感的養成　8�9
蔡旻軒　不用上課的時候，跟著老師去旅行　28�31
蔡佩含　一次假裝正常的回家　44�47
王麗雯　畢業旅行　52�53
林念慈　北城舊事　54�57
楚　然　胡蘿蔔　58�59
沈信宏　爆炸頭　60�61
葉語婷　熊男　62�63
林徹俐　今夜好不好　64�65
楊双子　你知道花岡二郎也讀吉屋信子的少女小說嗎

　68�69
方清純　寫給父親的信　70�71
區秀詒　紀錄片的身體航程　72�76
潘柏霖　還是需要甜味劑吧　98�99
廖振富　一本書的時空旅行　110�113
康　原　文學青年織夢的搖籃　115�120
梁育瑋　二月新娘　121�122
7月（775期）

馬翊航　當時的月亮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書法老師」　4�5
陳栢青　小阿姨　6�7
鍾旻瑞　最初認識的死亡　8�9
林秀赫　一座記不起傷痛的島嶼：消失的台灣災難文

學　28�29
楊莉敏　惡魔的模樣　30�31
邱常婷　潛沉於水下的人們　32�33
田威寧　洚餘錄　34�35
李家棟　水與大氣　36�37
多馬斯　記憶大潭　38�39
林倩如　A	Love	Letter	to	Kucapungane　40�41
余美玲　台灣古典詩中的「災異」　42�45
林月先　看（不）見空汙災難：林泰州的實驗性紀實

與影像行動主義　56�59
乜寇‧索克魯曼　布農族的嬰兒祭與神奇的菖蒲草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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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莉穎　上班的動力是羞愧吧　66�67
廖梅璇　不對　68�69
劉庭妤　地理講義　70�71
李達達　界外球　72�73
葉語婷　如果濃縮雨天　88�89
李蘄寬　幹的哀傷約分　90�91
李牧耘　椎間盤移位的時代　92�93
廖振富　大歷史與小歷史：記一段霧峰小故事　98�101
神小風　吃早餐　102�103
楊富閔　三合院創作課　115�119
8月（776期）

馬翊航　不一樣的記得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伍迪‧艾倫　4�5
陳栢青　不安全的渴望　6�7
鍾旻瑞　很小很美的事　8�9
林瑜馨　一半的一半　27
黃　岡　人不能強於獸　28�29
黃　璽　遙望　30
Nakao	Eki	Pacidal　雪國再見—一個屬於泰雅的靈魂

世界　31�32
啟明‧拉瓦　迷霧　33�34
顏恔賢　我們理應有知　35�36
蔡佩含　Korero	Mai：關於紐西蘭毛利的三個單字　42�

44
潘宗儒　在離家與返家之間成家　48�50
沙力浪　找不到的石板屋　60�61
多馬斯　泰雅之音　62�63
林嵐欣（Lamulu	Pakawyan）　Emayaayam，鳥鳴之聲　

64�65
蔡俊傑　蟻　66�67
曲　辰　四郎為何託生於現代？　68�69
楊双子　少女啊，要胸懷百合！成為小說家吧！　70�

71
方清純　生命中的輕與重　72�73
林振群　海　88�91
李筱涵　花露水　118�119
9月（777期）

馬翊航　倘若牠不在那裡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希斯克里夫　4�5
陳栢青　零點　6�7
鍾旻瑞　你記得我嗎？　8�9
盛浩偉、林佑軒　動物變態中　26�29
許亞歷　放空練習、許亞狗　30�31
莫　澄　時間的謎底　32
周　凱　殺死動物　33
游書珣　蝙蝠　34
姚秀山　盒裝蝦蛄與手指妻　35
林季鋼　寶玉不在　36

謝予騰　同車　37
楊　索　貓來的時候　38�39
果子離　無法逃脫的悲傷　40�41
振　鴻　陌生的真實　42�43
葉佳怡　動物園大遊行　44�45
劉亦修　來自深海的回聲　50�53
米　雅　岩村和朗教我的事　54�57
伊絲塔　森林的擊鼓手　58�60
反　枕　蛇　61�62
乜寇‧索克魯曼　我的叔叔Tama	Lian　92�93
簡莉穎　深圳行之卡洛琳的微信　94�95
廖梅璇　疣　96�97
趙文豪　那段見不得的時光　98�99
李蘋芬　物件無名的場合　100�101
陳詠崴　監管者聆聽中　102�103
王曉珍　還在　104�105
廖振富　「自自冉冉」知多少？　106�109
陸怡臻　斑駁花領帶　112�113
沈如瑩　遊樂場裡的賽車手　114�115
10月（778期）

馬翊航　逃水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Y學長　4�5
陳栢青　騎腳踏車的好日子　6�7
鍾旻瑞　吉他社時光　8�9
崔舜華、羅浥薇薇　情感健身房　27�29
段　戎　發光的遺憾　51�52
林新惠　孤寂環生孤寂　53�54
楊富閔　在山中：大西仔尾的故事　69�73
曲　辰　五日內，可否請武松先歇歇腿？　88�89
楊双子　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還有一些囂張　

90�91
方清純　好好當個壞孩子　92�93
曾谷涵　鑰匙掉了　94�95
小　令　仙仔　96�97
翁禎翊　記得煙花　98�99
顧蕙倩　懸宕之心　100�101
陳鵬尹　男孩與老狗　106
謝佳臻　地方備忘錄　107
廖振富　聽，土地說故事：台中舊城區漫遊　114�117
林　倚　站外的身影　118�119
11月（779期）

馬翊航　普通的池水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楊翠　4�5
陳栢青　風景區裡老有一堆父母在幫孩子拍照　6�7
鍾旻瑞　游泳池時光　8�9
陳思宏、陳夏民　地方崩壞紀事　26�29
林佑軒　2081年山島遊記夫文學獎全球徵獎簡章　30
熊一蘋　2018○○市文學獎—放眼在地，紮根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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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張純昌　非詩意的棲居：負面的地方書寫　32�34
吳佳鴻　快風景或慢地方？—重思島嶼的可能性　

35�36
嚴毅昇　關於光還那件小事　37�38
許宸碩　這是一個其實並不存在的大學生與他的其實

並不存在的通識報告　39�40
楊智傑　月面探勘指南　41�42
李家棟　綠島居住指南　43�44
楊芩雯　不能太飽，不能太懶—來台南絕對不要做

的幾件事　45�46
洪啟軒　動物園沒有　47�48
Apyang	Imiq　瀟灑的傻　49�50
劉　亦　馬桶列島　51�52
陳育萱　無限復返的命題　53�54
乜寇‧索克魯曼　U`buan，月亮墜落之處　62�63
簡莉穎　同志文學好沉重所以我看「安價」　64�65
廖梅璇　看護　66�67
陳冠良　負語　68�71
楊　婕　抱食症　72�73
許　瞳　日本語　88�89
林巧棠　草莓人　90�91
顏嘉琪　星期天早晨　92�93
陳柏煜　西遊　94�95
小　令　神明廳裡的上帝　116�120
黃亭皓　憂鬱的年份，只能待在咖啡館　121�122
12月（780期）

馬翊航　海的彼端　1（編按：編輯室報告）

張亦絢　我討厭過葉石濤　4�5
陳栢青　釣鱷魚　6�7
鍾旻瑞　操場時光　8�9
陳栢青、顏訥　客製化盲旅人生提案　26�29
馮啟斌　你看到的沖繩是誰的沖繩　40�43
朱宥任　一同贏得的優勝錦旗：沖繩棒球奮鬥史　52�

55
詹雅晴　沖繩四則小補帖　56
劉怡臻　受痛的珍珠們：高良勉〈塔威塔威〉導讀　

60�61
劉庭妤　日常速寫二則　80�84
陳泳翰　被置換的時間　94�95
黃庭鈺　愛的羅曼史　96�97
曲　辰　六月的那一天是否總該成為一種印記？　98�

99
楊双子　胡太明的妹妹有沒有她的華麗島漫遊錄？　

100�101
方清純　斷捨離重新開始　102�103
廖振富　滄桑如夢憶群英――秋日萊園漫遊　111�114
林　熹　小綠電風扇　12�122

朱宥任　來自台灣的沖繩第一人：金城政夫　123�124
Willa	 跑者　125

未來少年
3月（87期）

陳幸蕙　讓自己成為這世界的一個禮物　76�77
4月（88期）

陳幸蕙　一個微笑鬥士的故事　86�87
5月（89期）

陳幸蕙　有一隻狗狗叫信心　84�85
6月（90期）

陳幸蕙　我想為台灣做的一件事（1）　48�49
7月（91期）

陳幸蕙　我想為台灣做的一件事（2）　86�87
8月（92期）

陳幸蕙　我想為台灣做的一件事（3）　84�85
9月（93期）

陳幸蕙　米老鼠之外　82�83
10月（94期）

陳幸蕙　坦克‧紅魔‧藍武士—2018世界盃足球賽

沉思（上）　46�47
11月（95期）

陳幸蕙　坦克‧紅魔‧藍武士—2018世界盃足球賽

沉思（下）　78�79
12月（96期）

陳幸蕙　學會愛自己　44�45

未來兒童
2月（47期）

林世仁　鼓勵，是幸福的陽光　68�69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1期）

言叔夏　刺點　112�113
黃品秀　出發　114�115
吳妮民　除黴之人　116�117
梁宵萍　一隻蚱蜢不忍離去　122�123
9月（2期）

Teresa	Su　永不隨風而逝　97
楊双子　你說的輕，是什麼輕：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98�99
陳皮梅　轉個彎吧，在至善園的時空　100�103
黃品秀　清明節的幸福春捲　117
12月（3期）

王景新　媽祖跟前的囝仔　138�139
Teresa	Su　外婆的蝴蝶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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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3月（3期）

莊瑞琳　名為進步的風暴　3
潘怡帆　流變――他者（Devenir―Autre）　105�110
薛憶溈　與「未來」定約　125�131
陳栢青　巴洛克式猜想　132�139
林蔚昀　獨身國――讀《字母會C獨身》時想到的二三

事　140�144
連明偉　差異與對差異之抗衡　145�149
胡慕情　事件的毀滅與創生　150�158
賀淑芳　時間所予　159�164
童偉格　一個他人的夏天　166�171
蔡慶樺　藏書者　191�199
6月（4期）

莊瑞琳　現代性：人類文明的輻射演化　3
潘怡帆　文學的介入　149�152
童偉格　河岸與最後一人　164�168
蔡慶樺　一個民族，兩個國家　86�191
9月（5期）

莊瑞琳　孩子：世上最危險的身分　3
胡淑雯　記憶，你還要我嗎？　110�115
童偉格　成為黑人；大霧清晨抵達美國　116�121；

156�160
林蔚昀　和敵人一起老去呷菜，然後，走入暴雨　141�

144
陳思宏　揉身術　145�148
蔡慶樺　托瑪斯‧曼致波昂大學的公開信　171�175

有荷文學雜誌
3月（27期）

陳育仙　室友和衣櫃和室友　11�12
蘇慧貞　嫁妝　14�15
Azure	 鯨落　52�53
來　特　氣味的歌唱　54�55
雅　子　一把小雨傘　56�57
反　枕　風物詩　58�64
余　生　還好嗎？　65�67
Enigma　關於出國旅遊這檔子事　68�71
慕　松　沙漠的記憶　72�74
龍　妍　我的雲豹在那裡？　75�77
田運良　中年所在　78�80
吳菀菱　情書　81�83
李婕旖　我害怕人類，可是我卻是人類　106
余奐錚　冰品　107
秀　實　詩歌與歷史　108�109
江明樹　放曠山海。野性的呼喚—江冠明的大地之

歌　110�112
顧德莎　傳統文學與我的現代詩書寫　113�115

喜　菡　在城市裡建築山上的家—御書房　116�117
荷塘詩韻　賃屋購屋　121�123
謝予騰　倒媒　124�125
6月（28期）

來　特　貓咖啡；我很希望國文課是這樣教的　56；
58�59

胡　也　跨時代的劇場藝術—暗戀桃花源，經典

三十年　57
胡草漫　馬來一夜　60�61
徐成龍　地圖情結　62�63
慕　松　母親與粄條　64�65
反　枕　際　66�68
荷塘詩韻　巴掌兒成長路　121�123
謝予騰　選戰與選邊站　124�125
9月（29期）

李金霖　嗆水的自由式　11�12
邱柏愷　老眷村的喧囂　12�13
洪冠諭　一抹彩虹　14�15
反　枕　蒲公英　58�60
陳　靚　永不開花的相思　61
蘭　兒　他鄉　62�63
索　付　史三爺　64�67
田運良　慢，城之履程　68�70
來　特　雪在四月撒下來　71
葛小明　舞動的紅色　72�73
溫智仲　母親～結　74�77
徐成龍　享受朗讀時光　78�79
楊頤瑾　灰與彩　104
黃暄媞　迷與悟　105
秀　實　築購地標性藝術效果—我寫《滿地蒹葭》

　108�109
荷塘詩韻　淺談兩性職場壓力　121�123
謝予騰　沒有手機的日子　124�125
12月（30期）

張靖榕　流浪—心理具象的物理實際　15�16
田運良　節‧奏　65�67
反　枕　老房子　68�69
胡　也　致負傷少女　70�71
徐成龍　連環畫裡的時光　72�73
溫智仲　沒鬼沒鬼我愛你—鬼月說鬼　74�77
荷塘詩韻　雲南旅遊記趣　114�116
秀　實　余光中的一份手稿　117�119
謝予騰　不要也不行—我們竟是這樣投票的　124�

125

吹鼓吹詩論壇
3月（32號）

向　明　詩的偏見—向明讀詩筆記代序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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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逸　魯啦啦　魯啦啦　魯啦魯啦咧　2�11

兒童文學家
2月（59期）

林良口述，彤彤記錄　林良爺爺生日感言　2
麥　莉　林爺爺總是對的　5
何綺華　我心目中的好好先生　6�7
游淑貞　時光的祝福—記2017.10.07林良老師94榮壽

誌慶　8�11
黃　海　記兩岸兒文與科幻交流—出席北京星雲獎

有感；科幻從未長大，永遠在努力長大—

北京2017科幻星雲獎〈我與少兒科幻〉座談

發言　12�13；14�18
蔣　風　讓童話教育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19
子　魚　兩岸兒童文學交流，回顧洪汛濤執斧破冰　

22�23
方素珍　舊玩具的新生命　38�39
張　峰　《小苗》好園丁　40�42
李　黨　說說張嘉驊的《少年讀史記》　43�44
冷林蔚　一本兒童文學雜誌和它的成長—記《十月

少年文學》創刊一周年　60�62
白玉玲　影子伴我們成長　64�65
10月（60期）

方素珍　長路漫漫繪本30年　2�3
管家琪　從1992�2018　4�5
林世仁　我的兩岸兒童文學交流經驗—為福少「兩

岸交流三十週年論壇」而寫　6�7
祝建太　兒童文學的聚會　8�10
韋　葦　笑瞇瞇的大師給我頒獎　11�12
洪畫千　紀念洪汛濤先生九十誕辰　13�17
韋　伶　他們的家裡都藏著藍石頭　18�20
湯素蘭　種蓮子，開荷花　21
李　黨　另一種交流　29
黃　海　童話為王　幻想常新—兼談兩岸科幻小當

前情況和發展　32�35
張水金　影響我一生的一張便箋　43
張子樟　淺談「淺語」　44�45
金海燕　寫在林海音誕辰100週年之際　46�49
桂文亞　正向又暖心—讀陳素宜生態童話　50�51
任繼敏　穿過幽暗的歲月—記孫建江先生偶遇故居

　58�65
陳芷昕　初遇寶島台灣　68

兒童哲學
2月（59期）

阿　健　回歸！充滿魔力的回歸！　30�33
4月（60期）

阿　健　城市傳說之「銅像只有頭被切掉再接新的」

　26�29
6月（61期）

阿　健　動起來、不動起來、動不起來　26�28
8月（62期）

阿　健　青春有時間躍動起來嗎？　26�31
10月（63期）

阿　健　見過地獄的人　28�31
12月（64期）

雷　驤　鞋子和池塘　25�26
阿　健　系統的駕駛員　28�30

明道文藝
5月（474期）

李加尉　書寫‧紀錄與致敬　1（編按：編輯室報告）

李洛克　人人都是部落客之寫文心法　5�12
Lynn	 有何不來寫科普文？—最好的溝通訓練以

及建立自身品牌　13�17
嚴振邦@好青年荼毒室　「好青年荼毒室」荼毒工程大

剖析　18�23
李加尉　書寫一場名之為「我」的旅行—　24�30
曾琦惠　臉書時代，閱讀書寫新視界　31�35
李後璁　撞到月亮的樹　48�52
丁威仁　詩寫移工的日常，詩攝日常的移工—序康

原老師《滾動的移工詩情》（摘錄）　57�58
向　明　隱地的文學姻緣，力寫「年代五書」　63�65
陳品竹　逝去　78�81
朱正勛　妳薄汗的瀏海額頭曾駐我心　82�85
張博琳　齒患　86�88
蕭詒徽　抽屜裡的別人　95�98
謝文賢　日記的記　99�102
鹼性人　築城記　103�106
黃德秀　余光中詩園籌建始末　141�143
謝宜庭　幽默生活家余光中—我看〈開你的大頭

會〉有感　144�145
陳儀臻　〈母難日〉心得　146�147
張天馨　聽，大時代裡飄洋過海的鄉愁　148�149
黃邵頎　詩人的愛戀　150
鄭凱睿　李白三部曲—戲李白　尋李白　念李白　

151�152
胡明珠　搖滾精神詩人余光中　153�154
孫鐿榛　我看余老的漂泊歲月—從〈蒲公英的歲

月〉與〈九張床〉談起　155�156
黃姿惠　再會，高雄港的汽笛聲　157�158
劉裏歐　讀詩的四重境界　159�162
李光亞　與老先生的一次擦肩而過　163�164
郝思怡　士人風骨，笑看人間—紀念余光中先生　

165�166
董雯潔　你是人間的第三種絕色—憶余光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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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8
李傑晟　而運河始終滿而不溢，而疾馳的輪胎始終濺

不起月光的浪花　170�171
安玉行　余先生　172�173
衣芃歡　我與先生　174�175
7月（475期）

李加尉　才情縱橫，蓄積待發　1（編按：編輯室報

告）

鍾庭恩　小蜜蜂　122�124
盧涵雍　龍爪映象　126�128
蘇玟予　起床氣　130�132
吳培鎰　遠方印象　134�137
呂冠儀　迷香　139�140
林奕君　二十一世紀的大正時代　142�143
劉旭鈞　搬遷　145�148
范嘉茵　因為我是姐姐　150�152
柯采玉　越界　154�157
何松澄　選擇　159�161
羅羽軒　孤島有光　163�167
許立蓁　茶韻小調　193�194
黃喬柔　釀　196�197
熊文瑾　從小吃店到商業樓　199�200
劉若葳　音樂，世代之間　202�203
涂　畫　從巧克力大樓到青石小巷　205�206
蕭柏荃　默‧漠　208�209
邱慶价　半壁江山一臉傷　211�212
李偉達　騎單車的男人最帥　214�216
11月（476期）

張毓軒　時刻珍惜，我們正走著的路　1（編按：編輯

室報告）

李後璁　島遇，依海而生　38�42
張致忻　尋屋記　43�46
許婉姿　更好的地方　47�51
陳栢青　消失於黃金城　52�56
張維中　這一趟旅行，我們不看風景　57�60
凌性傑　同行—繼2018哲蚌寺雪頓節　61�65
廖亮羽　第一個十年　66�68
曾貴麟　風向球：成為明日的氣象指標　69�71
曾　魂　我們或終將在風中謀面　72�74
白　哲　離開睡眠的時間　100�103
素　佐　聽說她是客家人　104�109
陳思宏　三六四三　111�115
李惠貞　閱讀是一道光　116�119
張硯拓　卸下求勝心，擁抱柔軟的自己—聊那些陪

我長大的影視作品　120�123
黃玉峰　處處友情，幽默人生　124�131
祁立峰　古文裡滿滿的斜槓青年？　134�134
何若瑜　麵攤女兒　135�136

張育銓　一份自由業者的白描　137�139
陳擷文　職人—庵野秀明　140�142
王明琛　與天空，一朝一會　143�144
歐劭祺　老師　145�148
唐翊雯　時間的解答　149�151
陳俞均　理想模樣　152�154

金門文藝
5月（65期）

李台山　永不褪色的桂冠　2�3
楊筑君　走向文學的奇幻旅程　4�5
蔡其祥　在我和世界之間有一座島　42�47
宋蕭波　女兒的叫聲　48�52
林青蓓　我們的故事還在繼續　53�58
周志強　那時，月白風清　59�63
吳邦立　沙堆的童年　64�69
盧翠芳　叢菊盛開—蕪園筆記3　96�100
盧秋瑩　四季佛蒙特　101�104
翁　翁　冷冬　105�109
洪玉芬　入味三種　110�112
李少彤　燈火斑斕的青春　113�116
陳大謀　我與臭豆腐的二三事　117�118
林益彰　舉火的浯魂—見《金門文藝》有感　139
張　易　探訪古厝—聽見《海邊的風》　140�141
張姿慧　春天的旅程　148（編按：編輯室報告）

10月（66期）

陳博德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濃度40%的自

白》　12�13
蔡登山　從作品「重看」沈從文　16�21
蕭義玲　家，封鎖了—張愛玲〈色戒〉中的時代動

盪與心之戰亂　22�27
秦賢次　投江自殺的新月派詩人—朱湘　28�33
游常山　既主流又顛覆的林語堂　34�37
楊穆郁　在白馬湖畔閃爍的一顆星—夏丏尊　38�41
非城隼　動亂中國下的作家木心與其文學祕徑　44�47
林文義　島的對望　72�74
古　月　夏光　瀲艷　75�76
張國治　濱海5則　77�79
吳鈞堯　外雙溪　80�83
林怡翠　跳舞的羚羊　84�87
盧翠芳　茉莉飄香的院子—蕪園筆記4　88�91
張日郡　造船、女工與半子　92�95
洪玉芬　強大的心　96�98
張麗霜　木麻黃輓歌　99�101
李少彤　愛的魚眼睛　102�104
楊永斌　我在家鄉求學的那段歲月　114�116
欣　桐　海島的月亮　117�118
張姿慧　所幸這世上還有文學　132（編按：編輯室報



期刊作品分類選目／散文 255

告）

客家文化
9月（65期）

鍾怡彥　艱困年代的好滋味　28�30
張維中　愉悅地用心咀嚼　31�33
張郅忻　一碗小餛飩　一次小團圓　34�35
李　悅　母親的客家小炒　40�41
林昀樺　角落裡的蘿蔔乾　42

歪仔歪詩刊
9月（16期）

鍾宜芬　編輯室報告　8�12
一　靈　導言：一筆接青黃　14�17
羅　青　我愛「文化中國」　22�34
張繼琳　夏天吃瓜　89�92
伊絲塔　閱讀達菲的種種方法　94�98
許宸碩　維新的女性，情感的革命：我讀與謝野晶子

《亂髮》　99�107

皇冠
1月（767期）

伊迪‧沙琪瑪　圓圓滿滿吃湯圓　156�159
2月（768期）

謝旺霖　夢燃　98�103
3月（769期）

謝旺霖　他們的「口水」　78�83
5月（771期）

鍾文音　和母親的玉市流動饗宴　10�15
徐譽庭　吉光片羽　16�21
朱國珍　愛在今日　22�27
黃惠偵　廚房　28�33
林蔚昀　醫院裡的愛麗絲　34�39
韓良憶　浮生‧半日‧里斯本　54�63
6月（772期）

毛　奇　春天與小羊羔　40�47
楊富閔　落腳處　74�79
湖南蟲　假煙火　92�97
7月（773期）

劉崇鳳　民以食為天　36�43
楊富閔　失去聯絡　82�87
8月（774期）

凌明玉　三千個瞬間　76�85
胡淑雯　未知　120�125
楊富閔　暴雨將至　126�131
9月（775期）

楊富閔　最北地　94�101
10月（776期）

胡淑雯　掃廁所的人　104�109
楊富閔　鴿異　110�115
11月（777期）

胡淑雯　一分鐘心理劇場　106�109
楊富閔　斜坡的祝福　110�115
12月（778期）

張　西　末日情書　10�15
廖鴻基　來回　62�69
楊富閔　我們春天的校慶　124�131

秋水詩刊
1月（174期）

鄢丹萍　與台灣詩人綠蒂老師相遇　111�113
7月（176期）

楊雅惠　飛逝的列車窗景　81
10月（177期）

曉　雪　空靈清新　明澈靜美—讀綠蒂《北港溪的

黃昏》　35�37
落　蒂　程度與角度—讀石秀靜名的詩《浪子》　

55�56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93期）

李勤岸　鐵枝路頂ê逃亡：1969，新化—《青春人面

冊》37　66�68
楊振裕　薑麻園露營記　69�77
吳正任　一「大埔」「杜」；「二濫」「蘇」　78�79
黃靜惠　張愛玲的烏色家庭羅曼史　80�85
謝慈愛　真情膨紗衫　86�87
小雁子　一日平安，一日福　88�89
黃勁連　貞節媽林春娘　90�94
黃瓊儀　二十年後的我　136�137
林桂鄉　逐家來唱燒肉粽　138�139
2月（194期）

盧繼寶　歌聲的人生—邱府　林惜老太夫人一生行

誼紀略　56�59
李勤岸　我ê死亡經驗—《青春人面冊》38　60�63
曾江山　割引　64�68
黃基博　心悶的香格里拉　69�72
遊　子　太平山　73�74
蔡惠芬　姻緣天註定　75�77
冷　魚　食著藥，青草一葉；食毋著藥，人參一石　

96�97
黃勁連　日頭偏佮枝無葉　98�103
小雁子　莫講無可能　136�137
李柏緯　一擺練習的機會　138�139
3月（195期）

李勤岸　有影無？英語beh做第二官方語言／2018，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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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青春人面冊》　60�62
蔡連真　麥芽糖　63�64
陳曉慧　師徒情　65�67
許嘉勇　纏綴　68�69
顏浩弘　春尾的懺悔　70�75
沙山懷若　廳頭灶跤　76�82
森　子　生囝毋是師父，飼囝才是師父　98�99
黃勁連　店仔口張丙反清　100�104
吳正任　我上愛唱的囡仔歌　130�131
張淑柑　欲按怎運用網路資源　132�133
4月（196期）

李勤岸　世界母語日，台灣母語日—《青春人面

冊》40：2018，高雄　82�84
曾江山　看戲、搬戲　85�86
許正勳　洗碗、摒糞埽、予某唸　87�91
謝金色　來去tshit�thô　92�95
吳正任　「大崗山」十八面　96�97
遊　子　惜物　98�99
顏之群　我的校車司機　100�101
李　鳳　用跤頭趺想嘛知　102�103
黃勁連　重慶寺的醋缸　104�106
田美瑜　我上佮意的禮物　134�135
陳綉燕　印象上深的一個人　136�137
5月（197期）

李勤岸　饒赦ê藝術：台北，2018—《青春人面冊》

41　68�69
許正勳　台灣的歌，土地的聲　70�75
楊振裕　筅黗，想起早當年　76�80
黃基博　一欉茄苳樹仔跤　81�83
吳正任　「羅漢門」傳奇—「九萬十八千

（tshing），八秀三貢生（sing）」　84�85
謝金色　來去台東　86�93
謝慈愛　愛花的阿母　94�95
許芳菁　媒人婆仔佮王祿仔仙　96�98
吳昭平　也著神，也著人　106�107
黃　連　李五放山東　108�115
森　子　我的心內話　132�133
陳慶雄　一粒米百粒汗　134�135
純妤、小月　我上佮意的 物仔　136�137
6月（198期）

李勤岸　我ê青春你ê青春—序《青春寫真》散文集　

68�69
楊振裕　帖比倫美景初探　70�74
張東雄　輕描淡寫萬年筆　75�77
蔡連真　快樂的出帆　78�79
黃基博　古錐的囡仔心　80�83
蔡子鈞　遊中興文創園區　84�86
顏浩弘　財神爺生　87�93

小雁子　也著箠，也著糜　94�95
黃勁連　艋舺苦行僧　96�100
陳綉燕　我上佮意的 物仔　138�139
羅雅婷　我上佮意的 物仔　140�141
7月（199期）

李勤岸　國家語言無法度發展？：2018，台東—

《青春人面冊》41　64�66
許正勳　異鄉訪大師　67�71
黃靜惠　張愛玲的等待　72�76
曾江山　戇戇仔等待　77�78
張寶明　六點矣，好佳哉！　79�81
盧繼寶　一頓久久，兩頓相拄　84�85
冷　魚　做乞食袂曉揹加薦，做小旦袂曉點胭脂　86�

88
黃勁連　大道公傳奇　90�95
林桂鄉　逐日好心情　學習才會成　138�139
吳盈亭　幸福的滋味　140�141
8月（200期）

李勤岸　問題學生問題老師：2018，台北—《青春

人面冊》43　72�74
曾江山　石聲　75�78
張東雄　漫漫長路讀冊夢　79�81
月　雲　講話的藝術　82�85
陳錦月　生活筆記～普渡　86�87
盧繼寶　鴨牢內，無隔暝杜蚓　88�89
陳雅菁　窒車　90�91
森　子　六月芥菜，假有心　92�93
黃勁連　宜蘭的開基祖　94�98
黃慧雯　阿爸上愛講的一句話　138�139
高雨雪　對減用塑膠袋仔談起　140�141
9月（201期）

蔡連真　同窗會　84�85
周梅春　看著牛車寮　86�87
賴朝和　茫霧中的憂愁　88�94
黃基博　字的對話　95�96
黃勁連　草地人驚掠，府城人驚食　98�99
李　鳳　有燒香有保庇，有食藥有行氣　100�102
林桂鄉　我的老師　138�139
陳綉燕　難忘的故事　140�141
10月（202期）

盧繼寶　我100歲的夢　80�81
曾江山　日光遍（炤），月光遍（炤）　82�84
顏浩弘　牽豬哥　85�91
蔡子鈞　「麥當勞」點餐記　92�94
許芳菁　雪文會講話　95�97
吳昭平　前人栽樹，後人蔭影　98�99
黃勁連　林道乾鑄銃拍家己　100�104
王宏益　難忘的旅行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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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子　我的囡仔伴　140�141
11月（203期）

黃勁連　一諾千金　78�82
李勤岸　母語文學kap雙語教育　83�86
楊振裕　山，永遠佇遐　87�91
蔡連真　故鄉的黃昏　92�93
小雁子　大格雞慢啼　94�95
月雲改寫　阿定伯賣鬼　96�100
林桂鄉　難忘的旅行　136�137
陳綉燕　幸福的滋味　138�139
林榮淑　上課敢一定愛考試　140�141
12月（204期）

黃勁連　往事知多少　62�70
盧繼寶　我的放尿問題　71�72
謝金色　講台語　真歡喜　73�75
周梅春　時間親像咧飛　76�77
黃靜惠　張愛玲的作品愛看幾改才有夠　78�80
林義和　淺談台灣歌謠發展史　81�90
冷　魚　會生得囝身，袂生得囝心　98�99
陳雪卿　我上佮意做的代誌　138�139
吳青佩　難忘的畢業旅行　140�141

高雄文獻
11月（8卷3期）

莊淑姿　城市歷史書寫進行式—高雄小故事　170�
180

國文天地
7月（398期）

陳長慶　在不同的文學國度尋找知音—寫在《陳長

慶短篇小說集》越南文本出版之前　46�50
11月（402期）

張素貞　楊喚、葉泥與《南北笛》　86�92

笠詩刊
2月（323期）

李敏勇　一首詩成為一座磚雕　3�5
胡民祥　蒙古草埔唸詩—追思2首物理詩　27�30
郭成義　重讀笠第113期（上）　104�114
4月（324期）

李敏勇　觀照之窗，凝視之鏡　3�7
蔡榮勇　我們都想這樣觀看世界　69�74
郭成義　戰爭與和平‧愛與死—重讀笠第113期

（下）　127�137
6月（325期）

李敏勇　滴血尋找舊創傷—一首詩和一首詩跨越國

度的相遇　3�8
莫　渝　期待詩的光芒！—《2017年台灣現代詩

選》話語　143�145
岩　上　詩的存有榮耀—《白萩詩選》推薦序　146�

149
曾貴海　詩誌（一）：詩無常　174�175
8月（326期）

李敏勇　詩，政治　3�8
李昌憲　西拉雅尋詩行旅　9�12
郭成義　這對夫妻很有趣　141�149
10月（327期）

李敏勇　世代與時代—那年我三十歲，我主編了

《笠》　3�6

野薑花詩集
3月（24期）

掌門詩社編輯室　文訊‧掌門‧紀州庵—掌門詩社

介紹　44�45
6月（25期）

千　朔　夢想詩、夢想—淺談「北門高中第一屆林

佛兒新詩文學獎」有感　41�43
9月（26期）

沈　眠　黑暗中的母親們—閱讀《媽媽＋1—二十

首絕望與希望的媽媽之歌》　196�198
12月（27期）

張　默　披星戴月一甲子—《創世紀》詩雜誌簡史

　34
陳徵蔚　微創作：短，也要讓人印象深刻　201�204

創世紀詩雜誌
9月（196期）

李錫奇　劉登翰的水墨書法　1�2
楊允達　《以千年的髮》讀後　205
12月（197期）

張日郡　十年—廖亮羽詩集《時間領主》　34�35
哈　雷　「詩歌榕城」及城市詩人深呼吸　136�140

華文現代詩
2月（16期）

陳福成　說說〈時尚海報〉一詩的故事—慕夏　42�
46

麥　穗　滿腹經綸的謝輝煌　47�49
陳寧貴　閃小詩打開詩大門　50�52
劉正偉　卡夫《截句選讀》讀後　53�55
向　陽　蒼茫與化境同在—讀落蒂詩集《大寒流》

集　56�57
謝輝煌　天外飛來的一塊「詩碑」　58�60
王　勇　讀詩筆記　61�65
亦　林　讀殷建波〈生日〉詩有感　66�67
陳寧貴　江昀个客語詩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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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期）

麥　穗　尋找苦學成功的雪柔　29�32
秦量扉　異性、同性、神性—劉正偉折射虹光的

〈珍珠〉　39�42
余境熹　有影成三人—吳錡亮、李白、陶淵明交誼

考　43�45
邱逸華　奧他維奧‧帕斯〈例證〉詩裡的莊周夢蝶　

46�48
朱名慧　賞讀劉正偉詩〈三個字〉　49�50
陳寧貴　曾貴海的《夜合》　160
8月（18期）

向　明　書，銀＆輸，贏　8�9
陳永軒　利玉芳的作品　159
11月（19期）

向　明　我對詩的偏見—劉曉頤新書發表會上的發

言附記　12�13
陳寧貴　詩壇憶往　35�38
方耀乾　葉日松的作品　151
陳寧貴　向陽的作品　156

新使者
9月（166期）

林俊育　《陳夫人》小說台語漢羅版ê緣起　56�57

新活水
1月（3期）

鄧小樺　寶藏巖的鬼　102�103
顏　訥　詛咒　104�105
3月（4期）

駱以軍　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我還是手寫　6�7
張維中　火車是魔幻的　102�103
黃麗群　末稍開花　104�105
5月（5期）

吳美枝　咖啡‧浮游‧存在：台北文青在咖啡館的覺

醒與噤聲　84�89
李志銘　冷戰下的世界華文典籍中心：台灣出版翻印

與書店文化；傳統與跨界的前衛：台灣現代

音樂與民歌採集運動　90�91；94�99
徐明瀚　拿出真實的東西：現成物藝術與真實電影的

歷史境遇　100�105
李道明　我的啟蒙年代：台灣前衛影像‧《劇場》及

《影響》　106�109
張鐵志　當全世界都在反抗：1968的台灣，發生了什

麼　110�113
許裕全　從咖哩麵到饅頭夾蛋　118�119
黃麗如　醒來，就是一整張圓桌的盛宴　120�121
7月（6期）

鍾永豐　〈對面烏〉歌詞手稿　6�7

林易澄　黑狼那卡西〈大腳桶〉：歌唱2010年代的方

法　46�47
楊隸亞　9m88〈九頭身日奈〉：每個類型的女孩都能

走上伸展台　48�49
李屏瑤　鄭宜農〈光〉：等待天亮　50�51
盛浩偉　熊寶貝〈年年〉：長大，並不那麼一無是處

　52�53
胡慕情　病的治癒，從來不是單靠文字可及　88�93
林育立　重新找回成為記者的初衷　94�97
趙思樂　「母題」存在之必要　98�103
諶淑婷　非虛構寫作在台灣　104�105
丁名慶　鄉之音　114�115
郭　娟　新時代的口音　116�117
9月（7期）

葉宇萱　《寶島搜神記》溫王爺手繪稿　6�7
11月（8期）

鍾春蘭　「還我客家話」宣言手稿　6�7
蔡亞崧　母語運動30年　18�27
鄭順聰　我的台語文學實踐　38�39
周盈成　會台語讓我感到自由　40�41
羅思容　重返杜潘芳格的詩歌家園　56�57
葉國居　母語寫作，是找到回家的線索　58�59
高翊峰　說客語，客家文化就不會消失　60�61
巴　代　運用中文書寫，保留住族語聲軌　80�81
楊邦尼　青春鳥飛去哪兒了？　108�109
楊隸亞　女孩們的ABC冰　110�111

葡萄園詩刊
2月（217期）

謝輝煌　這裡‧那裡‧想當然　13�17
涂靜怡　記憶的錦盒—歲末‧回顧‧感懷　18�23
洪加祥　無弦抒歌，抱石畫心—章安君《無弦琴》

序　26�27
5月（218期）

謝輝煌　寫在《我的生活我的歌》卷頭；《我的生活

我的歌》後記；文警之治的曙光在那裡　10�
11；12�13；14�18

涂靜怡　我的文學夢（一）—我的創作年表　19�24
8月（219期）

涂靜怡　我的文學夢（二）—我的創作年表　13�18
龔　華　親情詩集的背後—《以千年的髮》詩集後

記　22�23
11月（220期）

涂靜怡　我的文學夢（三）—我的創作年表　19�27
向　明　詩應向陌生表現進發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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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欣賞
12月（36卷4期）

李幼鸚鵡鵪鶉　李幼新著vs.李幼新著vs.李幼新編vs.李

幼鸚鵡鵪鶉著vs.鄭秉泓編／李幼鸚鵡鵪鶉著

的9本書　56�69

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
3月（93期）

一　石　為新詩金典獎從缺鼓掌　1
洪中周　題材哪裡來？　2�3
許定一、游量勛　側寫霸凌　34�35
6月（94期）

洪中周　兒童文學如何看待兒童懂事以後的叛逆；

寫詩的孩子—小時了了大定必佳（1）、

（2）　2�3；36�40
鄧筑尹等　側寫霸凌　53�55
今未央　小確憂　68�70
林金郎　親子共賞兒少作品—奇蹟男孩　71�73
9月（95期）

徐夢陽　一套難忘的書　73�74
12月（96期）

許定一等，紀小樣指導　試著鑽入一首詩的骨髓　36�
44

洪中周　強行有志挑擔子　74�77

閱讀的島
1月（2018特刊）

盧郁佳　你會不會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創業23年的

女書店，即將結束　150�161
11月（5期）

楊　婕　告白　58�59

橋
12月（8期）

張郅忻　紡織、家族與記憶：《織》與我的追尋；

《織》選摘　6�9；10�19

聯合文學
1月（399期）

王聰威　期盼在任何一處與您相遇　9（編按：編輯室

報告）

陳春燕　媒體本身即其訊息？—文學的新媒體時代

　14�17
Elek	 數位化推動的文學操作　18�20
陳思宏　口袋裡的數位歌德—以電子介面重現德語

古籍出版的光澤　21
盛浩偉　漫談日本的文學與新媒介　22
王聰威　請來與我們相遇　23

印　卡　明天的罌粟田有昨天的罌粟夢　28�31
哈　金　小眾與大眾　48�49
温又柔　自我介紹　50�51
朱嘉漢　東西方最矛盾的風景—薩爾曼‧魯西迪　

56�57
謝旺霖　前進！前進！　70�73
許育榮　為什麼我會畫龍山寺？　122�123
蔡琳森　靈感角落：街續　138
2月（400期）

王聰威　重新面對行刑隊執行槍決的那一刻　9（編

按：編輯室報告）

哈　金　鄉愁的陷阱　50�51
温又柔　老紳士的日語　52�53
楊　婕　蜜噪音　72�74
盧慧心　靈感角落：木僧　130
3月（401期）

王聰威　令人討厭的珍奧斯汀　13（編按：編輯室報

告）

趙恬儀　談情說愛的前奏—舞會上的社交戀愛學　

34�35
馮品佳　魚雁傳情—奧斯汀小說中的書信奇蹟　36�

37
吳家恆　鋼琴、組曲與鄉村樂師—珍奧斯汀音樂小

史　40�41
邱　晴　愈用心，愈輕描淡寫—珍奧斯汀的時尚腳

本　42�43
哈　金　故鄉與家園　56�57
温又柔　三月的記憶　58�59
陳伊諾　將筆尖射向惡的核心—丁柚井　64�66
陳克華　你不必再替我們潰爛了—寫給鄭問　80�81
陳牧宏　靈感角落—在沙發上　130
4月（402期）

王聰威　以前開跑車現在開休旅車的范銘如　13（編

按：編輯室報告）

胡晴舫　為何是紐約？　20�23
林俊頴　城市的勝利　24�27
但唐謨　後九一一的廢墟紐約三部曲　28�31
紀大偉　跟《渺小一生》進出紐約　32�35
伍軒宏　廢墟中，尋找紐約—保羅‧奧斯特《紐約

三部曲》　36�39
陳　穎　同志柯波帝與酷兒荷莉　40�43
劉　文　《鹽的代價》—動盪年代之中緩慢行進的

性別革命　44�46
郭強生　尋找下一個蓋茲比　47�49
黃　羅　偵探小說之父在紐約：愛倫坡奮力一搏的倒

數五年　50�52
哈　金　國家的神話　54�55
温又柔　他者的語言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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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漢　蒼白過曝下的陰暗面—蕾拉‧司利馬尼　

62�64
言叔夏　靈感角落　130
5月（403期）

王聰威　幾幾乎乎與戰爭無關的日常　17（編按：編

輯室報告）

吳俞萱　醜惡墜落於無　47�49
龔萬輝　貓的眼睛　56
王盛弘　但耐心總是有的　57
劉梓潔　北鎌倉，尋找「無」　58
八木春奈　小津安二郎的孩子們　62
哈　金　愛國的條件　64�65
温又柔　深愛語言的柺杖　66�67
印　卡　迎接失語而澎湃的光明世界—楊‧凱普林

　72�74
謝旺霖　克里須納之城　120�126
蕭詒徽　靈感角落：原諒的浴室　138
6月（404期）

王聰威　百合的一瞬間　17（編按：編輯室報告）

哈　金　人權也是中華文化對人類的貢獻　66�67
温又柔　幸福的境遇　68�69
洪明道　用小說攻心—芭芭拉‧金索沃　74�76
吳敏顯　人和神都要讀書　126�130
瓦歷斯‧諾幹　〈影想〉系列　132�134
楊隸亞　靈感角落：八打靈再也（遇見黑暗之光）　

154
7月（405期）

王聰威　New	kid	in	town　15（編按：編輯室報告）

趙文豪　詩社的故事—側記《創世紀》在左營的初

始　26
楊書軒　等待熟成的稻浪洶湧而至—歪仔歪詩社　

32
李奕樵　想像朋友寫作會　38
哈　金　成功的迷津—張愛玲的英文小說（上）　

58�59
温又柔　我是「新日本之子」　60�61
朱嘉漢　化自身為語言的交會點—Fran	ois	CHENG	

66�68
神　神　嬰兒的襪套與Morandi的靜物畫　80�81
郭正偉　靈感角落：近中年開始上的體育課　146
8月（406期）

王聰威　時光機器的可能　13（編按：編輯室報告）

范宜如　當我們討論愛情　30�32
夏　夏　戀愛的無差別格鬥　34�37
孫梓評　告白是馬賽克忽然消失的色情電影　38�41
朱嘉漢　肉體的惡魔：關於親密關係的經驗，我們該

如何面對　42�45
林蔚昀　何不好好來失戀　46�49

黃以曦　不甜，也是戀愛的一部份：談幾部以戀愛為

題的紀錄片　56�58
哈　金　成功的迷津—張愛玲的英文小說（下）　

60�61
温又柔　「中間的孩子們」的特權　62�63
印　卡　讓冰山也說話—松　68�70
莫　澄　靈感角落：長夜之夢　138
9月（407期）

王聰威　無人站立的公寓陽台　9（編按：編輯室報

告）

哈　金　險惡時刻　48�49
洪明道　說一個關於大屠殺的笑話—艾加‧凱磊　

56�58
楊富閔　地表QR扣：小西仔尾的故事　72�74
吳敏顯　六代人木雕神像—木雕師傅林朝崑速寫　

76�80
吳賢愷　無知的孤獨　118�120
張渝歌　靈感角落：角落生物　138
10月（408期）

王聰威　史上第一次雜誌防雷區　11（編按：編輯室

報告）

陳泓名　如法炮製難解案件的科學守則　22�25
Bubu貓　濃縮台下十年功，東野圭吾成為「東野圭

吾」的推理之路。　30�31
重點就在括號裡　留白的信　33�34
米　果　東野圭吾大概是日本小說影視化的王者　34�

35
余小芳　我殺了他—論東野圭吾小說中的犯罪動機

　38�41
温又柔　我的課題；我遇見的那些台灣作家　50�51；

62�63
哈　金　文學的結構　60�61
朱嘉漢　文學虛構起社會中寫作的自己—安妮‧艾

諾　68�70
朱國珍　洗腦式告白　80�81
劉璩萌　南方　141�143
崔舜華　靈感角落：貓的所在　162
11月（409期）

王聰威　改留長髮的她開懷地笑著　21（編按：編輯

室報告）

陳思宏　與丹田失散　38
劉梓潔　靈魂脫窗　39
姚秀山　疼且沉重卻輕盈　44
楊莉敏　食慾　45
言叔夏　紙娃娃　52
連明偉　到遠方去生病　53
湖南蟲　心病　59
林俊頴　規律與迷路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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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金　你的讀者是誰？　60�61
温又柔　永遠的距離　62�63
張亦絢　路易好友表明，沛若穿裙子，她會更想死。

　64�65
陳勁甫　依舊是朦朧的今天—多多　68�70
徐麗娟　最初的遠方　116�117
李　昂　太平山　118�119
張龍光　古稀不還鄉，何處是兒家？　122�126
王　琄　釀遊　馬祖　127�128
姜子安　伯公下做大戲（節錄）　132�133
古少騏　來自東寧橋畔（節錄）　135�136
王溢嘉　飛出尼采森林的孤鷹　141
王　離　靈感角落：專注前進　146
12月（410期）

王聰威　忘記傳臉書訊息去罵維菁　17（編按：編輯

室報告）

哈　金　飢餓與寫作　54�55
温又柔　失敗也不壞　56�57
熊宗慧　家族史的離散滄桑，道不盡蘇聯歷史創

傷—柳德蜜拉‧烏利茨卡婭　62�64
林文義　記憶的河流　78�80
何致和　校園裡的王語嫣　124
廖啟余　學姐梅超風　125
盧慧心　憐妳多愁　126
陳柏言　西夏旅館虛竹之夢　127
沈　默　名為孤獨的毒　128�129
廖文綺　那些手不釋卷的武俠太太　130�132
葉含氤　靈感角落：行入寂靜　162

鹽分地帶文學
1月（72期）

吳　晟　土地從來不屬於吳晟　5�9
季　季　非典型回憶錄2—一日之始，雜菜滋味　

10�18
林衡哲　畫出台灣人的夢想與現實—《望鄉—父

親郭雪湖的藝術生涯》序　19�22
王幼華　神與罪　24�32
舞　鶴　南橫路上　33�40
楊富閔　文學惡地形—地號「花窯頂」　41�47
張恆豪　去看更高大的山！　234�237
3月（73期）

劉克襄　在香港修路　7�10
林文義　無事　11�13
宋澤萊　輝煌的燈會—父親的海德格式人生　27�31
黃春美　安迪的黃昏　32�36
賴舒亞　霧中風景　37�44
吳東晟　台南日常　45�50
郭宇璇　飲水機　143�145

張恆豪　文格與人格合而為一　236�237
5月（74期）

季　季　非典型回憶錄3—戰爭尾巴，心靈修補　

5�15
吳　晟　世俗人生、世俗文章：平民飲食　16�21
賴舒亞　橋的另一頭　31�38
羅麗容　雙子座的仲夏桃花　39�45
林衡哲　境外之春—在美國南加州創立「台灣文學

研究會」的歷史回顧　70�81
宋澤萊　輝煌燦爛的燈光；千燈中的安慰　168�169；

170�171
張恆豪　文學主體性的展現　236�237
7月（75期）

劉克襄　小黑　5�9
林文義　只是，旅行者　10�14
林央敏　尖石隨筆　15�19
楊　平　切‧格瓦拉來台一遊　21�34
楊富閔　地號：大溝　35�41
蔚宇蘅　幽魂月津　42�46
李筱峰　我的「芳鄰」與「惡鄰」　47
張耀仁　紅風箏　48�59
詹明儒　上窮碧落下黃泉　幽怨不撫不做仙—序許

献平《西港鄉有應公廟採訪錄》　96�97
張恆豪　春雨綿綿　236�237
9月（76期）

季　季　非典型回憶錄4—七月普渡，肉身修補　

5�10
鍾延威　一個年代容顏的消亡　11�13
連美恩　隱藏人格之養成　73�83
潘廣泰　世上沒有徹底的逃脫　84�85
李　紀　私の悲傷敘事詩—日蝕　104�111
楊富閔　內在的國土　112�123
葉連鵬　愛，在福爾摩沙—記康原與黃慧鳳「滾動

的移工詩情」對談　213�216
編輯部　無以名狀，無法詮釋的恐怖　236�237
11月（77期）

林衡哲　向張清吉先生致敬—《新潮文學》五十年

的回顧與展望　5�15
劉克襄　翻越奧鬼怒　16�21
林文義　半世紀　22�27
陳德政　給2018年狄倫的一則私訊　73�75
吳孟樵　搖滾，滾動出我的心，跳　76�83
王子瑄　當一位饒舌歌手獲得普立茲—Kendrick	

Lamar的種族尋根與文學性　84�97
中坡不孝生　「水晶」注—Line談被遺忘的搖滾地緣

政治學　98�105
陳怡潓　迷幻蒼蠅　130�138
杜信龍　拍交落的亡魂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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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伶　尋回失落的文青拼圖—延平商業大樓　149�
157

張知禮　我的鎖麟囊　175�178
黃作炎　我的摩洛哥旅行　179�184
編輯部　搖滾，同樣映照著記憶之於時代裡的牢靠與

不牢靠　235�237

古典散文

乾坤詩刊
1月（85期）

唐　羽　棲蘭文稿　右翻42
4月（86期）

吳東晟　校書樓隨筆　右翻42

劇本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林孟寰　魔神候補生（上）　98�128
8月（2期）

林孟寰　魔神候補生（下）　71�93

文學客家
3月（32期）

曾鳳嬌　煞猛打拚正會出頭天　106�111
6月（33期）

曾鳳嬌　拚經濟个阿嬌姐　106�111

火金姑
9月（34卷3期）

林孟寰　小潔的魔法時光蛋　132�165

台文通訊BONG報
3月（288期）

林綉華　遠足　8�14
11月（296期）

張世拓　三仙遊樂世界（1）　33�36
12月（297期）

張世拓　三仙遊樂世界（2）　29�32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25期）

陳建成　台灣英雄傳之—海島男兒（上）　199�212
5月（26期）

陳金順　雞卵面美人心（上）　172�191

陳建成　台灣英雄傳之—海島男兒（中）　206�232
8月（27期）

陳金順　雞卵面美人心（下）　161�175
陳建成　台灣英雄傳之—海島男兒（下）　176�203

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
5月（4期）

王友輝　《沒毛雞》無言劇—構想啟發自陳致元

《沒毛雞》　389�396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93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九代散（中）　96�114
2月（194期）

邵江海原著，魯直編注　九代散（下）　104�123
3月（195期）

謝金色　啥人較重要　106�112
4月（196期）

黃基博　活菩薩　108�111
5月（197期）

林桂鄉　獅佮鳥鼠　116�118
7月（199期）

余文欽　國姓爺鄭成功　98�113
7月（199期）

鄭安住　Romeo佮Juliet樓臺會第二場　114�118
8月（200期）

余文欽　幕下—飲水思源音樂會—懷念八田與一

　100�108
黃基博　再見！我的母校　110�119
9月（201期）

余文欽　西來庵事件　104�112
10月（202期）

余文欽　北汕尾第一戰將：陳澤　106�114
11月（203期）

余文欽　僰族李哪吒　102�117
謝金色　月球的天狗熱　118�121
12月（204期）

陳綉燕　講天掠皇帝，歡喜來去納稅　114�119

電影欣賞
12月（36卷4期）

台師大台文系研究團隊（許慧如、莊佳穎、呂美親）

劇情簡介，編輯室整理　林摶秋《嘆烟

花》、《後台》劇本手寫稿與劇情簡介　80�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