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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2月（174期）

蔡逸君　單純之歌—台灣特有種詩人吳晟　32�37
3月（175期）

於梨華　我記得的余光中　118�123
5月（177期）

方　明　洛夫與我　106�113
10月（182期）

余英時　余英時回憶錄：美國哈佛大學時期　34�59
朱敬一　從費景漢院士到余英時院士—我的幸運長

輩緣　60�64
王汎森　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記與

余英時老師的幾次談話　65�67
黃進興　哈佛從學記　68�71
陳弱水　有關余英時老師的回憶二則　72�75
周婉窈　猶記新港雪天歡笑時　76�80
蘇曉康　忽到龐公棲隱處　81�87
11月（183期）

余英時　余英時回憶錄　96�113

大海洋詩雜誌
1月（96期）

張泉增　海洋詩人張萬熙和禪哲詩人周夢蝶　56�58

中國語文
12月（738期）

許俊雅　崔成宗先生行狀　11�13
陳慶煌　敬輓崔教授成宗先生　13

文化台中
12月（34期）

應鳳凰　周芬伶教授—四十年墾荒有成　31

文化桃園
3月（12期）

陳昱旻　以文字奏一曲生命之歌—2017桃園鍾肇政

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得主葉公誠　50�53
王玉妮　以旅人之眼寫台灣故事—2017桃園鍾肇政

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得主沈秋蘭　54�58
謝鴻文　冷藏的火把—鄭清文的文學風景　72�76
6月（13期）

趙書德　斐然成章　穿梭詩的雨林—王宗仁　38�41
莊淳閔　陽光正好　來聽校長說故事—2017桃園鍾

肇政文學獎兒童文學首獎得主陳正恩　42�46
9月（14期）

陳昱昊　以歲月之筆　踏上漫漫回家路—2017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散文首獎得主呂志宏　46�49
林宇嬋　為孩子說一個精彩故事—繪本作家施政廷

　50�54

文訊
1月（387期）

許文華　懷思鄭清文先生　38�41
須文蔚　溫柔而堅定的俠女詩人—紀念曾珍珍教授

　42�43
王志元　願意再陪我看一次嗎　44�45
劉芷妤　超級富豪天使　46�47
葉佳怡　善待他人的決心—憶恩師曾珍珍教授　48�

49
王文興　余先生的後院　52
向　明　藍星的精神領袖：余光中　53�54
唐　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55�58
陳芳明　分合與轉折　59�63
陳幸蕙　忠於自我，無愧於繆思的馬拉松作家　64�67
陳素芳　當夜色降臨，星光升起—由讀者到編者，

永懷余光中老師　68�71
張錦忠　在西灣斜陽的餘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師　

72�74
張輝誠　因為在光中—懷念余光中老師　75�77
單德興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敬悼余光中

老師　78�83
黃碧端　和光中先生的中山因緣　84�85
熊婷惠　遇見那來自古老國度的旅人　86�88
鍾　玲　余光中老師的多重面貌　89�93
鍾怡雯　左手的謬誤—余光中及其散文觀　94�95
蘇其康　典範譯詩的余光中　96�98
2月（388期）

余珊珊、余幼珊、余佩珊、余季珊　恆遠的思念—

家父余光中告別式祭文詩　48�51
沙　白　我是「歸人」，不是「過客」—懷念余光

中教授　52�53
齊邦媛　這盞燈，仍然亮著—我們與國際筆會　55�

57
林文月　想念蘭熙　58�59
黃碧端　蘭熙蘭熙，筆會的蘭熙　60�61
鄭明娳　青鳥‧青蓮‧青黴—「燈屋」裡的蓉子　

62�67
歐宗智　文藝創作組的美好時光—兼憶司徒衛老師

　68�70
3月（389期）

凌　煙　寂寞文學路　58�59
林宜澐　春城何處不飛花　60�61
王鈺婷　穿過荒野的天堂鳥—追念童真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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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90期）

吳東晟　睡去江山真屬我—追憶恩師吳榮富先生　

58�60
麥　穗　「三月」不會忘記你的，老友！—悼念詩

人詩評家謝輝煌兄　61�63
蕭　蕭　或魔或神，橫闖天地—悼念洛夫先生　65�

66
李瑞騰　詩人的容顏永遠明亮—悼念洛夫先生　67�

68
向　陽　一代詩魔洛夫　69�74
徐望雲　別了洛夫，別了溫哥華　75�77
楊樹清　火光與雪花—洛夫的金門、溫哥華詩之旅

　78�82
唐　捐　一個人的石室，一代人的詩　83�86
楊宗翰　因為洛夫的緣故　87�89
向　明　讀洛夫的詩〈日落象山〉　90�91
姚秀山　為出版錄下最堅貞的注腳—側寫允晨文化

發行人廖志峯　139�141
李奕樵　寫作的後台—側寫職業小說家駱以軍　142�

144
崔舜華　蜜蠟封緘的日常時光—側寫陳芳明教授　

145�147
5月（391期）

狼　跋　愛詩成痴—追憶「三月詩會」的謝老大　

60�62
6月（392期）

向　明　最後一班車—痛悼遊俠詩人阮囊　49�52
莊月江　三○年代最後一位海派文人—追憶章克標

先生　53�58
7月（393期）

趙玉明　終身聯合報人　畢生志業不朽—向聯合報

人的大兄長劉昌平先生致敬　43�46
麥　穗　使一顆顆藍星在詩空閃耀的夏菁老師　96�98
須文蔚　消失在白色迷霧中的翻譯家朱南度　99�101
樊洛平　王令嫻：來自生活本身的女性言說　109�111
8月（394期）

向　明　過去，都走過去了！—寫於張拓蕪告別式

　46�48
趙玉明　拓蕪，走好！—相知相惜六十年　49�52
林錫嘉　坎坷人生、精采生命的張拓蕪　53�54
古　月　從沈甸到拓蕪　55
樸　月　別矣！「老哥」　56�58
蕭　蕭　老兵張拓蕪　59�62
王潤華、淡瑩　星座殞落的星星—追悼詩人林綠　

64�66
李有成　紀念林綠　67�69
張　錯　一顆星座將星遽殞—哀林綠　70�72
陳慧樺　天才型的詩人教授林綠　74�76

張和湧　懷念摯友楊敏京　77�79
利文祺　水晶：舊時代的人物們　99�106
陳令洋　詩歌隊長羊令野的蝶之美學　107�114
馬翊航　顯現幽靈—紀剛與他的《滾滾遼河》　115�

122
徐珮芬　祕密森林的指路人—夏菁和他走出的小徑

　123�130
林立青　最後的老兵—張拓　131�137
莊子軒　張放：一生赤誠不輟的筆耕者　139�145
9月（395期）

蕭鈞毅　張彥勳：衰老的少年之眼　22�29
蔡旻軒　那不純然是吳望堯式的放縱　54�61
林立青　以身為度的生命之歌—杏林子的另一種讀

法　62�69
10月（396期）

馬翊航　留（不）住一切親愛的—孫陵的故事　44�
53

楊双子　楊千鶴與花開時節與我　54�61
陳柏言　蓬萊片景：吳漫沙與《風月報》　62�71
向　明　時間又逮走一個智者　158�160
11月（397期）

徐禎苓　行路難—王白淵的盛岡與上海　84�91
古蒙仁　新舊金城雙城記—張國治的創作地圖　146�

150
石永貴　台北藝文青年往事悠悠　151�152
林衡哲　與楊牧催生「新潮叢書」的回顧—追憶張

清吉先生　157�160
秦賢次　因書結緣的豐富旅程　161�164
莫　渝　我與「新潮文庫」—向敬愛的出版家致意

　164�165
12月（398期）

陳令洋　碑牆上貼了一封信—葉泥的書法、翻譯與

現代主義　36�43
楊　婕　戀愛時應該想到死：沉櫻　44�53
陳柏言　「狠」的哲學—顏元叔與他的文學評論工

程　54�61
楊富閔　潘壘的方法—從小說《安平港》到電影

《情人石》　62�71
徐珮芬　斜槓青年和他的那塊紅布：謝春木　72�79
吳重文　我的作家父親：吳瀛濤　155�159
林保淳　「金庸小說」與「金學」　166�170
林保淳　金庸、小說、我的二三事　170�171
隱　地　風吹海那麼華爾滋　172�173
王　愷　海風裡的黑髮男子—追憶詩友沈臨彬　175�

177
劉梓潔　位置　178�179
騷　夏　各種想念　180
陳世杰、王詞仰　許涼涼與她的少女們—一部沒什



期刊作品分類選目／傳記 265

麼人看過的影像作品　181�182

文學台灣
1月（105期）

鍾逸人　原來就是她！許世賢　114�126
4月（106期）

鄭陳淑惠　阿文的書房　44�46
鄭谷苑　這個人，這一生　47�54
李　喬　好友好走　55�58
李喬口述，李舒琴整理　阿文哥，安息吧　59�61
李魁賢　清文兄，我很想念你！　64�67
鄭烱明　悼　鄭清文先生二三事　68�70
彭瑞金　回憶鄭清文　71�75
岡崎郁子，邱若山譯　台灣創作童話的世界—敬悼

鄭清文先生　76�82
莫　渝　懷思—追憶小說家鄭清文　83�85
莊紫蓉　生命相遇的喜悅—懷念鄭清文先生　86�90
林政華　台灣文學系的黃金時代感謝有您—悼念文

學大師鄭清文先生　91�93

火金姑
9月（34卷3期）

高逸馨　傳奇故事人何亮亮的故事　79�92

台灣文學館通訊
11月（61期）

編輯室整理　敬悼故林瑞明教授　94�103

台灣出版與閱讀
3月（1期）

丘美珍　甘耀明，以及他創造的女人、男人與鬼魂　

136�145
6月（2期）

丘美珍　遠流董事長王榮文的另一種可能　112�118
9月（3期）

丘美珍　林載爵：隨興卻不失優雅，走過如此歲月　

112�113
12月（4期）

丘美珍　標籤雲裡的何飛鵬　90�95

幼獅文藝
10月（778期）

李時雍　搖幌的人—《劇場》、浪子、邱剛健　59�
62

郭品潔　我們的手　63�65
廖偉棠　東南西北人、生死愛慾雪　66�68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1期）

朱介英　跨領域詩人—解昆樺　58�59
12月（3期）

朱介英　後現代量子文學新秀—編織的女孩柯盈

如；文化的母體：知識分子的鄉愁—李魁

賢以蒼生為念　74�78；82�92
劉曉頤　自在於每一刻的華麗或困頓—顏艾琳　128�

131

兒童文學家
10月（60期）

張之傑　我所認識的張芳慈　52�54
黃　海　一顆科幻新星的殞落　55
李鍾旻　記許芳慈　56

明道文藝
5月（474期）

林雯琪　永遠的，第一次　120�123
陳憲仁　文壇巨人‧明道之友—記我與余光中，余

光中與明道文藝　124�127
陳幸蕙　美麗的仰角，恆在！—焚寄余光中老師　

128�131
蕭　蕭　勁健是神—余光中明道大學之行　132�136
渡　也　大俠　137�140

金門文藝
5月（65期）

張國治　無以命名的紀念文—懷念洛老師　20�27
王學敏　拾一段記憶在井湄—憶洛夫　28�31
許水富　祝禱　　32�33
章繼光　洛夫的最後一年　34�36
張容瑄　羽毛—致洛夫爺爺　37�38
冰　德　余光中故鄉寫詩　122�133
10月（66期）

陳學祈　因為詩的緣故—一個八○詩迷眼中的洛夫

及其情感　48�53

秋水詩刊
1月（174期）

編輯室整理　詩壇指標人物誌（12）：理想國的抒情

詩人—羅智成　12�14
4月（175期）

陳義芝　在高寒的天頂：余光中的文學地位與現實處

境　28�31
楊宗翰　從變動當代，躍入永恆古典—回望余光中

　32�35
綠　蒂　「與永恆拔河」的優勝者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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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成　余光中的鄉土情結　41�42
莊偉杰　余光中給當代漢語詩壇帶來了什麼　43�48
北　塔　餘光鑿混沌　49�50
7月（176期）

莊偉杰　烟之外，悼洛夫　61�63

乾坤詩刊
1月（85期）

黃祖蔭　蘿窗詩話（76）李漁叔　右翻33�36
4月（86期）

陳冠甫　悼首開兩岸高峰論壇之大詩人林恭祖、憶恭

老二三事　右翻4�7
藍　雲　幕落留去思—悼念林恭祖先生　右翻9�11
大　蒙　詩情誰見—懷詩人林恭祖先生　右翻11�13
張月華　末代塾生翰墨香—記外子吳榮富　右翻15�

18
7月（87期）

陳冠甫　從大雅堂記談到林恭祖的書法　右翻5�8
蔡崇名等　吳榮富教授追思集（中）：追思文　右翻

8�12
10月（88期）

林正三、林建農　詩人吳榮富教授追思集（下）　右

翻6�10
黃祖蔭　蘿窗詩話（77）黃金川　右翻35�37

國文天地
2月（393期）

林礽乾　中國第一女冰作家謝冰瑩　74�81
4月（395期）

張　健　懷念余光中　101�102
6月（397期）

黃維樑　對博學、卓識、壯采的嚮往—記述錢鍾

書、夏志清、余光中三位文學大師　104�106
10月（401期）

黃維樑　余光中的知音　83�85
12月（403期）

陳碩文　追趕希望的鷹—尉天驄老師學思錄　132�
138

創世紀詩雜誌
6月（195期）

楊允達　悼念洛夫　18
蕭　蕭　或漂或泊，天涯獨尊—悼念洛夫先生　19
陳芳明　讀詩如有神—紀念洛夫　20�21
須文蔚　漂木著岸—詩人洛夫的離散與復返　24�26
張　堃　所以，詩人永恆了—懷洛夫　27�28
北　塔　洛夫老是帶著我飛的中國文化語境裡的超現

實主義師傅　29�32

9月（196期）

田　原　雲朵上的女神—金子美玲其人其詩　180�
185

華文現代詩
2月（16期）

台　客　敬悼余光中老師　40�41
5月（17期）

向　明　時間之傷‧很痛—向明讀詩悼洛夫　23�24
魯　蛟　懷念洛夫　25
林錫嘉　那個純真的年代、文藝好風景　26�27
8月（18期）

向　明　人間如何閒日月？—念已故詩人季野　5�7
陳福成　關於陳福成與其文學之路；文化出版人彭正

雄生命歷程簡述　19�28；29�36
麥　穗　懷念台灣第一詩人林恭祖　37�39
11月（19期）

林錫嘉　懷念拓蕪　24�27
周伯乃　五月的狩者—沈甸（張拓蕪）　28
隱　地　故友　29
方鵬程　詩文千古事　30
麥　穗　話憂鬱的流浪詩人丁潁　31�34

新北市文化季刊
11月（29期）

蔡淞雨　乘著影像與文字的翅膀翱翔—新詩王子張

日郡　78�81
江羚瑜　寫天地半世紀　以創作為呼吸—地景文學

家陳銘磻　86�89

新使者
12月（167期）

余心玫　貞文的詩篇與人生　56�59

葡萄園詩刊
5月（218期）

賴益成　悼念詩人謝輝煌先生前言　5
金　筑　永遠的安寧—追悼詩人謝輝煌　6
楊　巽　莫忘—敬悼謝輝煌老師　7
8月（219期）

葛乃福　鄉愁詩人續〈鄉愁〉　11�12

電影欣賞
9月（36卷3期）

黃淑嫻　在路上的人　60�63
詹正德　異色的雜念　64�69
李嘉艾整理　地下情未了，因你太愛生命—眾人憶

邱剛健留下的藝術家肖像；哲人已遠，卻似



期刊作品分類選目／評論 267

遠且近，既近且遠—眾人談邱剛健　70�
73；74�77

鹽分地帶文學
1月（72期）

張香華　飛頁書餐廳的會晤—遙寄鄭清文先生　108�
112

張良澤　我不想再寫追悼文了　114�115
魏淑貞　心目中最敬愛的長輩朋友—鄭清文先生　

116�120
3月（73期）

賴芳伶　昇華創痛縱深意境—陳列；本土域外當

代—楊牧；感傷強韌而美—陳芳明　

113；117；125
張瑞芬　在銀色月光下—簡媜；我的藍海—夏

曼‧藍波安　115；119
舞　鶴　豐美淡雅林文月　121
葉麗晴　自然書寫的新銳—吳明益　123
吳鈞堯　生態作家到國民作家—劉克襄；抒情中看

到更大抒情—林文義　127；129
李敏勇　以貼近海洋的心—廖鴻基　131
李幼鸚鵡鵪鶉　牠所知道的他　217�218
李　昂　要有，不一定要做　219�222
李桐豪　當孽子變成逆女　223�224
姚立群　理解　225
張小虹　陳俊志的「同志三部曲」　226
黃銘正　李幼新與陳俊志　227
鄭秉泓　寫給最勇敢的獨立女導演、暢銷女作家「琪

姐」陳俊志　228�232
黎煥雄　陳俊志的傷痕與勇氣　233�234
5月（74期）

龔顯宗　工人作家楊青矗　212�221
7月（75期）

林衡哲　自戀與反叛兼俱的一代狂狷之士—李敖　

98�107

評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73期）

王安憶　中篇小說的材質　18�19
朱天心　突圍「低處無果子」困境　20�21
楊　照　評小說，述而不筆記　22�23
蘇偉貞　也許，重返也沒啥不好　24�25
駱以軍　小說航行者的存在之悟　26�28
徐譽誠　文學獎複審的功能與可能　184
盧郁佳　瀟灑風流渾然天成　185

童偉格　一點感言　186
劉梓潔　中篇、或者新手的難處　187
陳淑瑤　寫我寫我寫我　188
鍾文音　老靈魂與疏遠詩意的回音　189
2月（174期）

陳義芝　為愛而寫—吳晟詩的情愛臉譜　90�95
4月（176期）

陳芳明　殖民地的希望與黯淡　74�76
呂興昌　永遠成做台灣人珍貴的記持—讀鄧慧恩

《亮光的起點》　77�82
陳萬益　亮光的所在，是不是夢的盡頭？　83�84
杜　虹　帶著光輝的生命標本　85�87
李淑君　記憶傳承者與時代新女性：佐伯操　88�89
莊芳華　腳踏實地的感動　90�92
Lizzy	 搭起文學與映像之橋—談小說改編的電影

　142�145
5月（177期）

石曉楓　還有所有之間的細節—《德國丈夫》中的

斷片與絮語　78�81
林偉淑　愛情的倖存者—讀陳玉慧的《德國丈夫》

　82�85
6月（178期）

向　陽　求真，也求美—讀瓦歷斯‧諾幹散文集

《影想》　80�83
廖振富　從影像解讀歷史的縫隙—讀〈影想〉的隨

想　84�87
董恕明　相遇的那一天—瓦歷斯‧諾幹《影想》札

記　88�91
陳芷凡　如何遇見暗箱中的靈魂？　92�94
鄧慧恩　恍惚的真實　152�153
7月（179期）

林芳玫　愛情烏托邦：自虐、受虐與救贖　72�83
楊　照　守著窗子，望向窗外—重讀瓊瑤的《窗

外》　84�91
郝譽翔　戀父弒母—瓊瑤小說中的童女情結　92�96
陳國偉　純愛考—分成兩半的瓊瑤？　97�101
蔡國榮　重估瓊瑤電影—時代造就純愛的影史傳奇

　102�106
蔡國榮、蔡維楓　回首瓊瑤劇—解析愛恨情仇的纏

繞學　107�113
鄭秉泓　五個影像切片，漫談瓊瑤的電視與電影　114�

117
郭強生　月鳥花雲天：那些難忘的瓊瑤電影歌曲　118�

121
孫貴珠　愛款情深之絕妙好詞　122�125
8月（180期）

吳佩珍　面向死者而生—讀吉本芭娜娜的《群鳥》

　1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