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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中文學報
6月（38期）

蔣興立　身體政治、觀看視角、敵我之間—潘人木

《蓮漪表妹》與姜貴《重陽》之較析　149�
180

12月（39期）

鹿憶鹿　民間故事中的姊妹情結—兼論蛇郎君類型

的「紅龜粿」意象　103�134
李知灝　戰後渡台文人周棄子的移民想像與文化思維

　211�245
謝欣芩　紐約作為鄉園之一—李渝作品的時空錯置

與族裔地景　

清華學報
12月（48卷4期）

梅家玲　說「文」解「字」：張貴興小說與「華語語

系文學」的文化想像及再現策略　797�828

通識論叢（萬能科技大學）
6月（21期）

徐慧鈺、沈雅文　從「台灣八景詩」到「校園八景

詩」—談「台灣詩鄉土情‧八景集勝」課

程的教學與實踐　9�34

博物館學季刊
7月（32卷3期）

姚明俐　博物館中的國族想像—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的國族文學論述　5�25

新竹文獻
3月（38期）

范明煥　從傳說回歸到史實—義民爺信仰神話的釐

清與真相重建　142�158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6月（36期）

邱湘雲　客家山歌語言認知隱喻研究　1�32

漢學研究通訊
5月（37卷2期）

潘培忠、徐巧越　龍彼得教授舊藏閩南語歌仔冊之概

況與價值　9�18
邱比特　二十年來《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散文選譯範

圍及其意義（1996�2017）　19�24

漢學研究集刊
6月（26期）

李姿瑩　佐藤春夫《星》改寫「陳三五娘」故事的素

材來源研究　1�34
12月（27期）

林葉連　《全台賦》校訂本及補遺本的文字校訂商榷

　25�76

輔仁國文學報
4月（46期）

游適宏　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　105�142
鍾駿楠　原創？改寫？拼貼？—《青竹絲奇案》本

事起源考　143�165

興大人文學報
3月（60期）

廖瑩芝　邊緣族群與救贖想像—張作驥之《黑暗之

光》與《美麗時光》　217�236
9月（61期）

胡紹平　論李國修《半里長城》之諷刺手法　21�45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7月（12卷2期）

張靜茹　時代洪流中的自我發聲：從日記、書信看葉

榮鐘文學觀與思想的演變軌跡　63�91

戲曲學報
6月（18期）

王亞維　從歌仔戲到歌仔戲電影（1955�1981）之探

討—從認同、混雜性與演變三方面論述　

85�126
12月（19期）

楊馥菱　一心歌仔戲《狂魂》改編浮士德之書寫策略

探討　225�255

戲劇研究
7月（22期）

徐亞湘　台灣一九五○年代國語話劇的過渡與重整　

83�106

戲劇學刊
1月（27期）

邱坤良　張淵福及其台灣新劇劇本創作的通俗之路　

7�29

童詩‧兒歌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王金選　這隻鹿仔真古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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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輝岳　行路　5
趙天儀　一朵小花、圓圓與睛睛　6�7
陳正治　換殼　8
林柏維　鉛筆　9
山　鷹　在心中的某一個地方　10
林世仁　露營　11
劉正偉　哥哥的女朋友　12
謝鴻文　鼻子短短很可愛　13
顏曉曉　春天　14
林承宥　風　129
李品均　海　130
賴昱至　行道樹　131
劉宜佳　雨滴與蝸牛　132
賴玫諺　古厝　133
許汝暘　水母　135
施鈺淋　小狗　136
陳靖瑜　彩虹　137
陳宇彤　雨天的花朵　138
邱彤恩　生態池　139
8月（2期）

陳正治　登觀霧榛山　8
山　鷹　來不及簽名　9
劉正偉　稻草人　10
顏曉曉　初生的小鹿　11
紀小樣　你是誰　12
小　荷　燈籠花　13
蘇宇彤　阿嬤的腳踏車　14
蕭秀芳　冬天的203號公路，澎湖　15
康　原　月明星閃下的身影　16�17
王金選　正港「美麗的寶島」　18
唐郁慈　森林學校　94
鄭又晨　非洲大草原學校　95
查志彌　花花學校　96
周紜翊　太陽系學校　97
王祺睿　水滴劇場　98
何懿蓁　雨天魔術師　100
宣岑霖　下雨天　101
陳雨函　雨天的快樂　102
徐亦恩　早晨的陽光　103
邱彤恩　會尖叫的老鷹　104
莫　渝　生活提煉的童詩—讀蕭秀芳《天光記得開

廳門》童詩100首　106�112
10月（3期）

傅林統　寂寞　9
岩　上　穿褲子的魚　10
蔡榮勇　感謝　11
王宗仁　瓶子裡的春天　12�13
吳在媖　火車　14�15

謝鴻文　夏日的禮物　16
劉正偉　爸爸　17
梁育瑋　媽媽變變變　18
齡　槿　雷公的大掃除　19
柯　七　養蚵人家　20
小　荷　曇花　21
顏曉曉　銅板　22
陳玉青　聯絡簿　23
鉛筆糖　吃到飽餐廳　24
呂貫菱　姐姐的琴聲　83
吳昭儀　超人媽媽　84
蔡語恩　哥哥的壞脾氣　85
林奕秀　全家人的擁抱　86
邱詠傑　打籃球　89
許　浩　生氣　90
黃芝婷　逛夜市　91
張惠雯　陶藝課　92
12月（4期）

趙天儀　台中公園的記憶　9
陳正治　會說話的眼睛　10
洪中周　生日快樂　11
蔡榮勇　石岡水壩　12
陳啟淦　小小流浪狗　13
山　鷹　如果你問我　14
王宗仁　一首關於爸爸媽媽的詩　15
劉正偉　畫畫　16
小　荷　冬日暖陽　17
顏曉曉　下雨的那一天　18
陳玉青　依偎　19
張元任　動物園　20
邱逸華　孤單囚徒：天竺鼠　21
文帥麗　睡眠曲　22
葉裴娜　池畔　23
鉛筆糖　賴床　24
康　原　文旦的詩歌　25
李啟瑞　嘟嘟的生日禮物　26�27
王金選　猴山仔叭走　28
林佑瑜　糖葫蘆　93
許家豪　貓頭鷹　94
蔡昕志　東埔夏天　95
蕭北辰　泡泡　96
陳泓叡　假如我是足球　97
黃禹叡　高空彈跳　99
許楨敏　媽媽不見了　100
張啟耀　散步　101
涂恩暢　運動會　102
陳佑承　鉛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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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客家
3月（32期）

馮輝岳　童謠3首　9�10
徐子涵　風　48�49
陳玟瑜　下課十分鐘　50�51
梁　婉	　大海　52�53
楊子凡　公園　54�55
羅紫芸　來去公園　56�57
6月（33期）

朱軒儀　白雲　53�54
周浩宇　畫竹　55�56
侯宇安　神勇个阿公　57�58
許庭綸　怪獸山　59�60
9月（34期）

黃建凱　挨礱披波　63�64
楊女慧　細鳥仔告白　65�66
黃姿瑜　欣羨　67�68
12月（35期）

馮輝岳　冬下時節—童謠兩首　5�6
周浩宇　澎湖美景之摩西分海　40�41
詹燦恆　白雲　42�43
林雨蓁　遊園會　44�45

火金姑
4月（34卷1期）

黃春明　吃齋唸佛的老奶奶　106�110
王友輝　鳥、粉鳥　112�113
林世仁　太陽下山　114�115
7月（34卷2期）

林煥彰　《狗》系列兩首　160�161
趙天儀　回聲谷、天色漸漸光、都市夜晚　162�163
周　貘　惡童詩、善童詩　164�167
9月（34卷3期）

許玉蘭　幸福的花蕊　182�183
袖　子　月光鞦韆、小妹妹　184�186
12月（34卷4期）

趙天儀　氣溫下降　150�151
山　鷹　太陽起床　152�153
林世仁　讀韋婭童詩集《濕月亮》戲作　154�155

台文通訊BONG報
2月（287期）

楊振裕　阿弟仔乖、拍ph k仔　9
陳美圓　西瓜、跤球、冬瓜　9
6月（291期）

楊振裕　阿媽ê菜園仔內、日頭光光光　6
7月（292期）

黃靜惠　牡丹花過生日；落雨天　7；23

陳美圓　扮公伙仔、風颱　35
8月（293期）

楊振裕　阿弟仔乖、拍ph k仔　20
9月（294期）

陳美圓　數字歌　7
龔乾權　桃花心木變妝show　20
10月（295期）

楊振裕　稻子黃黃黃、阿媽ê菜園仔內　3
12月（297期）

楊振裕　博��à愛讀書、寒流來　8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25期）

月　雲　阮兜的人　115
劉惠蓉　台灣　115

台灣現代詩
3月（53期）

謝安通　沙皮狗及臘腸狗　93
6月（54期）

謝安通　貓蛇大戰　88
9月（55期）

謝安通　龜及露螺比賽爬　51
11月（56期）

謝安通　老鼠仔佮鯪鯉仔　91

幼獅少年
4月（498期）

林世仁　宇宙媽媽　60�61

未來少年
1月（85期）

林世仁　雪夜裡的星星　50
林煥彰　冬天的小腳印　76�77
2月（86期）

林煥彰　愛唱歌的鳥兒　86�87
3月（87期）

林世仁　樹幹上的眼睛　50
林煥彰　通泉草的小秘密　88�89
4月（88期）

林世仁　敬禮樹　67
5月（89期）

林世仁　影武者　50
7月（91期）

林世仁　黑影大鳥　46
林煥彰　我種的一棵樹　78�79
9月（93期）

林世仁　一樹對群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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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李華　隱形奇案　90�99
10月（94期）

林世仁　落花　50
11月（95期）

林世仁　雨珠裡的世界　46
12月（96期）

林煥彰　蝸牛說　42�43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93期）

李俐思　綴我行　124
王金選　欲看日頭光　125
謝金色　柑仔蜜　126
蘇綉鳳　椅仔　127
楊卉苓　虼蚻　128�129
李　鳳　陪伴　130
黃紹維　老師　131
2月（194期）

林榮淑　過年　128
楊焜顯　歡喜踅城市　129
月　雲　洗手　130
黃靜惠　等車　131
龔乾權　烏冠麻鷺　132
吳依蒔　黃槿　133
胡姵萱　過年　134
3月（195期）

王金選　開學　114
劉惠蓉　金瓜炒米粉　115
謝金色　踢銅管仔　116
蘇綉鳳　樹蛤　117
黃瑀涵　元宵暝　118
楊宜庭　上課　119
王鈺琦　魚仔　120
4月（196期）

蘇綉鳳　看日頭　124�125
李　鳳　我的好朋友　126
阿　香　啥人愛洗手　127
陳柔蓁　破病的人　128
吳立宜　阿姊　129
王宏益　若準我是老師　132�133
5月（197期）

王金選　阿母真無閒　120
盧繼寶　弟弟學行路　121
洪錦田　阿母的心情　122
小　花　母親節　123
月　雲　心肝仔囝　124
邱亞梵　阿母　125
敖芷嘉　阿母　126

陳柏叡　阿母ê目屎　127
林沛璇　阿母ê手　128
潘宥瑋　中秋節　129
6月（198期）

蘇綉鳳　花矸　124
黃靜惠　海thē　125
楊喚原作，文柔改寫　小露螺　126
劉惠蓉　蝶仔花　127
韓　滿　Peh山　128
鍾文鳳　公園　129
林麗春　阮兜兩隻狗　130
陳芊蓉　永靖　131
林睿軒　吹冷氣　132
葉佳鑫　風颱　133
7月（199期）

王金選　禮拜做義工　128
杜信龍　酸雨　129
麗　娟　阮小妹　130
李　鳳　果子　131
謝金色　畫圖　132
尤椏渃　弓蕉　133
陳宥臻　枝仔冰　134
8月（200期）

王金選　禮拜日　128
劉惠蓉　冰枝　129
謝金色　火金蛄　130
鍾文鳳　心肝寶貝　131
賴綜諒　風颱　132
楊喚原作，文柔改寫　雨　133
李　貞　天猶未光　134�135
劉庭瑄　我ê阿爸　136
9月（201期）

施福珍　學台語、一兩三　126�129
王金選　來讀冊　130
劉惠蓉　圳邊狗　131
林佩瑩　中秋節　132
張睫妮　台語老師　133
吳妍萱　老師　134
徐靖雲　老師　135
10月（202期）

施福珍　小姑娘仔、巴布巴布　126�129
鍾文鳳　美麗的學校　130
李　鳳　秋天小姐來矣　131
蘇綉鳳　白露真珠　133
李宜庭　風颱　134
李嘉穎　落雨　135
11月（203期）

施福珍　風緊來、講話若唱歌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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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選　禮拜六　128
賴綜諒　錢筒仔　129
文　柔　青菜ê脾氣　130
阿　生　花菜　131
李芊瑢　答喙鼓　132
楊子萱　大自然　133
張原浩　火車　134
12月（204期）

王金選　逐家攏gâu早　126
劉惠蓉　赤牛　127
施福珍　阿媽兜、一日三頓　128�131
蘇綉鳳　阿寶佮阿圖　132
鍾文鳳　鬥陣　133
杏　月　阮小弟　134
林士傑　騎跤踏車　135
何翊愷　鞋仔　136

笠詩刊
4月（324期）

張良群等，蔡榮勇指導　小朋友的兒童詩作品　75�77
林盛彬　給海洋國度的兒童　77�78
楊傑美　十七歲的愛情　78
蔡榮勇　少年詩　78�81
陳秀珍　蜻蜓（外一首）　81
李昌憲　夢見小王子　82
鴻　鴻　孩子給我的詩（5首）　83�84
山　鷹　力氣（外三首）　84�86
亞　茱　台語囝仔唸謠　86
柯順發　老鷹抓小雞（外一首）　87
廖永來　愛惜弱小（外一首）　87�88
邱逸華　只好祝你們兒童節快樂　88�89
吳昌崙　叮囑　89
林錦成　習字（外三首）　89�90
劉俊余　在學童之中　90�91
林美娥　〈蘭花〉等5首　91�93
陳秀枝　樹上的露珠（外二首）　93
8月（326期）

蔡榮勇等　兒童／青少年詩園　95�100

華文現代詩
2月（16期）

詹喻媃等，莊雲惠指導　童詩的花園　168�173
5月（17期）

張芷菱等，莊雲惠指導　童詩的花園　171�173
董致甫　童詩3首　174
丁　口　心跳聲、鉛筆　175
8月（18期）

王松平等，莊雲惠指導　童詩的花園　174�177

11月（19期）

李怡萱等，莊雲惠指導　童詩的花園　173�176

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
3月（93期）

趙天儀　〈這是新的—給一伊的詩〉等4首　6�7
陳明克　〈紅色小果〉等5首（附洪中周、紀小樣詩

評）　8�11
麥　莉　〈大太陽〉等4首　12�13
陽　荷　煙囪、霧霾　14
洪中周　好快樂、今天我吃了一顆豹膽；媽媽與女兒

　15�16；封底內頁

蔡榮勇　紅日頭、太陽和月亮　17
葉婉君　運動會三景　18
陳啟淦　秋風吹起　18
蔡雲雀　鬧鐘、午食　19
紀小樣　蝌蚪、在爺爺的肩上看夜景　20�21
謝鴻文　天空製作的茶壺、海邊的棕櫚樹　22
小　荷　露珠、太陽　23
賴景莉　一綰粽　23
巫秀鈴　小蜘蛛的豪宅　24
6月（94期）

趙天儀　〈噴泉〉等6首（附莫云、洪中周詩評）　6�8
袖　子　〈雨一直下的天氣〉等4首　16�17
麥　莉　〈石頭的心〉等4首；好想有個永久的名字　

18�19；56
柯順發　遊戲、唱歌、回音　20�21
蔡雲雀　紫菊　21
陳明克　稻之夢、沉思、鳳凰木　22�23
蔡榮勇　小草想說的話、放田水　24
洪中周　〈撩豬〉等4首　25�28
小　荷　猜燈謎、貓咪　29
紀小樣　了不起！　30
巫秀鈴　風的聯想　31
張景程　我抽了一根菸　32
謝鴻文　天空的呼喚、時間超速　33
賴景莉　到底說不說？、有事嗎？　34
洪瑞枚　阿嬷生日　35
9月（95期）

袖　子　〈夏天的蝸牛〉等7首（附亞茱、洪中周詩

評）　6�11
趙天儀　海星、冰島的回憶、落單的海鷗　12�13
江自得　童年　13
陳明克　少年的等待、徘徊的晨光、一支花傘　14�15
蔡榮勇　對話、柳杉樹、小陽傘　16�17
麥　莉　叮嚀、獨愛　18
洪中周　我的世界不一樣、我抱著月亮飛　19�25
王宗仁　一個關於爸爸媽媽的夢、星星和眼淚般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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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媽媽的長頭髮　26�27
陳瑞璧　整理院子　27
小　荷　皺紋、溪邊戲水　28
亞　茱　台語囝仔歌　29�31
謝安通　黑貓及膨鼠、星空帽子、小草花　32�33
12月（96期）

趙天儀　大台北的彩虹　封面內頁

林　廣　遺忘童話、大氣球、紙飛機　6�7
麥　莉　我不騙你、另一番風景　8
蔡榮勇　我家住在民間、觀音山、玉蜀黍　9�10
小　荷　台灣欒樹、老爺爺　11
陳明克　冬陽、秋風、最後的花　12�13
袖　子　大家來孵蛋、餐桌上的四季　14
洪中周　如來說、晚課　15�16
陳啟淦　老火車頭的夢、盪鞦韆、夜　17�19
紀小樣　海的秘辛、聯想訓練、打愛　20�21
巫秀鈴　夕陽　22
賴景莉　那裡有光　22
李　梅　烏鶖、白露鷥　23
三上人　我家三千金　24�27
胡巽淇等，賴景莉指導　童詩教室　45�46
柯順發　月亮媽媽　51�52
陳啟淦　抱著月亮飛　53�54

童話‧故事

九彎十八拐
1月（77期）

洪佳如　老海龜的夢　32�33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吳在媖　紅白之舞（上）　45�52
陳正治　嘉嘉找朋友　53�59
傅林統　小糊塗和小聰明　60�64
吳　櫻　慢慢　65�71
陳素宜　跳舞的鶴（上）　72�74
山　鷹　光電大宅院　75�78
亞　平　鼴鼠洞30號教室　79�84
麥　莉　一個都不能少　85�89
樓桂花　小傑的魔法饅頭　90�94
8月（2期）

吳在媖　紅白之舞（下）　27�31
蕭逸清　米苔目要投胎　32�44
吳　櫻　仙桃樹上　45�49
山　鷹　光電大宅院—夢電視　50�53
陳素宜　跳舞的鶴（下）　54�55

李啟瑞　月宮採訪記　56�59
高浚芳　自然就是美　60�68
10月（3期）

傅林統　帶來稻花香的仙人　45�49
花格子　馬「陸」阿岡隻黃金右腳　50�55
陳景聰　猴山上的感恩宴會　56�59
謝鴻文　妙妙森林　60�68
梁育瑋　虎爺的零用錢　69�73
12月（4期）

傅林統　美夢成真的月兔　48�52
山　鷹　網網春風　53�63
謝鴻文　城隍爺饒命　64�67
陳玉青　洗衣機怪獸　68�71
麥　莉　好想回家的石頭　72�81
張清榮　夏夜西瓜田　82�88
陳正治　跟媽媽上菜市場　89�92

火金姑
4月（34卷1期）

謝鴻文　逗點的新計畫　116�123
7月（34卷2期）

陳景聰　閱讀人的書　144�147
山　鷹　夢電視　148�151
林世仁　老爺爺和他的印刷機　152�158
9月（34卷3期）

林哲璋　兔子劇團裡的獅子　171�173
蕭逸清　格列佛女孩　174�178
陳正治　當風吹起時　180�181
12月（34卷4期）

王淑芬　不是賣火柴的女孩　135�137

台文通訊BONG報
10月（295期）

張瑀倢　原住民ê傳說—風婆、地方小傳說—豬哥

石　11�12

幼獅少年
1月（495期）

許亞歷　有話不直說的害羞獸　24�27
鄭宗弦　歹命的模範母親　34�41
2月（496期）

許亞歷　一探究竟的跟蹤怪　26�29
鄭宗弦　相親好好玩　36�44
3月（497期）

許亞歷　顛倒說話的倒立怪　24�27
鄭宗弦　四堂哥聯考壓力大　34�41
4月（498期）

許亞歷　找回自己模樣的同臉之國　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