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6 2018 台灣文學年鑑

聯合文學
1月（399期）

卡羅瑪‧雅康吉‧戴歐納，劉維人譯　頌歌　68�69

鹽分地帶文學
7月（75期）

湯川秀樹，東行譯　發現自我　206�210
9月（76期）

藤井省三，謝惠貞、陳宜萍譯　日譯《越過海峽的幽

靈》解說與譯後記　217�228

其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73期）

編輯部整理　2017台積電文學賞中篇小說大觀得獎名

單、作者簡介　30�37
編輯部整理　2017台積電文學賞複審結果　183
4月（176期）

編輯部整理　王雨卿年表　61
7月（179期）

春光出版社提供　瓊瑤小說／遊記／自傳／繪本作品

創作年表　28�29
許德成整理　瓊瑤小說書封發展演進　42�47
8月（180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武羅　100�101
10月（182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泰逢與犀渠　26�27
編輯部整理　2018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名單　

109
12月（184期）

編輯部整理　先綻光芒　再現鋒芒—2018全國大學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得獎名單　22�23

九彎十八拐
1月（77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我是貓也　29
3月（78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我是貓也　32
5月（83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我是貓也　13
7月（80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小駝背　15
9月（81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我是貓也　25
黃春明　黃春明的文學漫畫：《王善壽與牛進》（摘

錄）　35

10月（13周年特輯）

李德筠　李德筠詞曲選　49�54
11月（82期）

吳茂松　封面故事：小駝背　23
黃春明　黃春明的文學漫畫：《王善壽與牛進》（摘

錄）　35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3月（19卷2期）

項潔、薛弼心　科技部「數位人文推廣計畫」概述　

86�92
張素玢　建置「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

的嘗試與初步成果　101�107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4月（1期）

康　原　牛牽到北京嘛是牛　3

中山人文學報
1月（44期）

劉淑貞　對〈「將臨」或「匱乏」？〉的一個回應

（或回音）　57�58

中華詩壇
7月（100期）

張儷美　「吟社」「聯吟」之我思　124

文訊
2月（388期）

2018台北文學季工作小組　戰鬥吧！文學青年—

2018台北文學季文學獎特展紙上預展　137�
140

3月（389期）

呂佩珊　《春風》封面輯　144
4月（390期）

呂佩珊　《四度空間》封面輯　170�171
5月（391期）

呂佩珊　《新陸》封面輯　133�134
6月（392期）

何佳穎　《地平線》封面輯　133�134
7月（393期）

何佳穎　《薪火》封面輯　156�157

文學台灣
10月（108期）

編輯部整理　來函照登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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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客家
3月（32期）

曾俊鑾　降筆　103�104
劉增興　狐狸莫笑貓　105

水豚大行動
5月（1期）

R　秀　再靠近一點點　水豚希子；可愛的工作　12�
15；58�61

水豚編輯部	None�Jobers生存術大公開；來應徵最BANG

職位　32；33�35
Dula	Beer　熊體潛航探險記　62�65

火金姑
4月（34卷1期）

劉靜薇　打開火金姑，看見　126
7月（34卷2期）

BO2　歡樂童書展　168�169
徐世棻　貼圖大遷徙　170�172

台文通訊BONG報
3月（288期）

林桂鄉　竹篙鬥菜刀　15�17
8月（293期）

陳德民　騎百五仔ê心聲、無好額ê人　25

台文戰線
1月（49期）

編輯室整理　第5屆台文戰線文學獎得獎名單　9
曾美滿　曾美滿簡介、得獎感言　28
陳　胤　陳胤簡介、得獎感言　38
林益彰　林益彰簡介、得獎感言　49
4月（50期）

方耀乾編選　「草埔、蒙古馬、藍天之國：2017台蒙

詩歌節詩文創作選」前言　9
7月（51期）

林俊育　宋澤萊老師推薦《心城》、作者Rober	

Smithdas簡介　99�100
10月（52期）

胡長松　「世界文壇台譯（1）—辛波絲卡、黑尼、

毛系詩、松尾芭蕉」前言　6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25期）

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寫一首曲子」　台江人　112�113
陳丁清　安平平安　114
陳　斂　彎斡的宴席　116�119
江澄樹　溪頭詩記　120�121

蔡連真　面冊　122
阿　昆　台灣俚語小學堂：「千金買厝，萬金買厝

邊」　248�249
5月（26期）

謝銘祐　攬入心肝　13
阿　昆　台灣俚語小學堂：一隻蝨母嗙甲水牛大　249�

250
8月（27期）

黃嘉曼　玉井的風景　26�27
阿　昆　台灣俚語小學堂：俗物食破家　249�250
11月（28期）

阿　昆　台灣俚語小學堂：豬毋大，大對狗去　249�
250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58期）

楊蕙如　2017台灣文學獎得獎及入圍名單　6�7
楊秀卿　2017台灣文學獎〈文學說唱〉唸歌　32
張信吉　國際詩人臉書接力祝福台灣　76
李魁賢　國際詩人給台灣2018新年賀詞　77�84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11
6月（59期）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11
9月（60期）

陳昱成　筆端的祝福—15周年館慶作家祝福題字紙

上展　100�105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11
11月（61期）

張信吉　親情徵句揭曉　55�59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11

幼獅少年
1月（495期）

蕭鈞毅，米奇鰻圖　食夢獸（下）　73�88
編輯部整理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　90�91
3月（497期）

高　婕　我所認識的台灣作家—洛夫　93
12月（506期）

米奇鰻　小封神漫畫　78�87

幼獅文藝
1月（769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荊雲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鄭宇庭等　月台廣播　14�15
Jimmeh	Aitch　《哈囉哈囉馬尼拉》（馬尼拉語言學）

（選刊）　41�4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陳延禎（新秀小檔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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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祝福貼）　87
2月（770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荊雲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張之維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柴柏松（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　87
3月（771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荊雲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梁秀眉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簡妤安（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7
4月（772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荊雲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鄭宇庭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小令（新秀小檔案、創作自

述）　87
5月（773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荊雲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張之維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張純甄（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2
6月（774期）

利文祺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葉嘉詠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溫風燈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蕭宇翔（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2
7月（775期）

邱孝純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鄭宇庭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李姿穎（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8月（776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張之維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汪玉如（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9月（777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周雅鈴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劉旭鈞（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10月（778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陳正菁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黃子真（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11月（779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米亞等　月台廣播　14�15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葉相君（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12月（780期）

林佑軒等　國際換日線　10�11
劉怡臻等　亞洲轉運站　12�13
溫風燈等　月台廣播　14�15
劉怡臻整理　沖繩大世紀　57
編輯部整理　Youth	Show：劉庭妤（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9

未來少年
1月（85期）

夏曼‧藍波安原著，KoKai漫畫改編　飛魚的呼喚

（下）　51�66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1期）

鄭媛中　嘴角的問號、夢醒那一夜　138�141
9月（2期）

鄭媛中　曾經的溫柔、時空的眼淚　126�129

字母
3月（3期）

顏忠賢作品繫年　編輯室整理　72�73
6月（4期）

編輯室整理　童偉格作品繫年　128�129
9月（5期）

編輯室整理　胡淑雯作品繫年　107

兒童文學家
2月（59期）

林　良　林良的這一年　28
林煥彰　林煥彰的這一年　29
祝建太　祝建太的這一年　30
許建崑　許建崑的這一年　31�32
方素珍　方素珍的這一年　33
王金選　王金選的這一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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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綺華　何綺華的這一年　35
林世仁　林世仁的這一年　36�37
10月（60期）

桂文亞　桂文亞參與海峽兩岸兒童文學交流1988�2018
大事記　22�28

編輯室整理　海峽兩岸兒童文學交流30周年活動集錦

　30�31

明道文藝
7月（475期）

編輯室整理　第36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得獎名單；

評審委員簡介　6�7；12�16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93期）

蔡連真　手機　62
王亭立　彰化　63
許忠和　上好的藥方　132�134
2月（194期）

阮百靈　洞庭湖　53
3月（195期）

林胤志　一隻金龜　58
葆　光　鬼的笑詼　122�124
許忠和　健心中醫診所　126�128
4月（196期）

賴綜諒　含笑嫁翁　76�79
鍾文鳳　為兒童節寫詩　80
5月（197期）

阮百靈　手中提著剪絨花　66
6月（198期）

謝金色　彰化果子　66
吳昭平　學台語的笑詼　134�135
7月（199期）

阿　生　想起阿母　136
8月（200期）

蔡連真　五日節的新思維　66�67
沈昱瑋　布袋戲	ê	印象（組詩）　68�69
9月（201期）

王美玲　賞月圓　80�81
10月（202期）

鄭昌閔　七巧節　77
11月（203期）

劉惠蓉　台江霓虹　74�75
12月（204期）

沈昱瑋　四句聯　60
三　寶　心適的笑詼　120�124

乾坤詩刊
1月（85期）

鄭單衣　詩人，紙上畫會　1、6�16
詹明杰　宜蘭縣復興國中新詩社介紹　98
沈榮槐　沈榮槐墨寶　右翻1
4月（86期）

王　婷　詩人，紙上畫會　1、6�15
吳榮富　吳榮富墨寶　右翻1
編輯室整理　林恭祖已出版書目　右翻13
7月（87期）

曾元耀、簡秀英　詩人，紙上畫會　1、6�8
張大春　張大春墨寶　右翻1
10月（88期）

紀宗仁、劉曉頤　詩人，紙上畫會　1、6�14
張大春　張大春墨寶　右翻1

野薑花詩集
3月（24期）

劉曉頤　詩人簡介、詩觀　28�29
李鄢伊　詩人簡介、詩觀　35
6月（25期）

王　婷　詩人簡介、詩觀　20�21
周盈秀　詩人簡介、詩觀　24
9月（26期）

江采玲　詩人簡介、詩觀　25
編輯室整理　萊士‧施蒂格（Ales	Steger）介紹　30
風球詩社編輯室　風球詩社簡介　42
12月（27期）

寧靜海　詩人簡介、詩觀　20�21
陳　少　詩人簡介、詩觀　26
野薑花社務組　野薑花詩社大事紀—1998�2018年紀

事　197�198

創世紀詩雜誌
6月（195期）

張　默　五四名家八帖　1�8
張寶云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簡介　146
9月（196期）

廖亮羽　我們的花序—花漾：風球10週年「新生代

讀詩會」詩展　130
陳昱文　航向白燈塔—花蓮高中的文學世界：第21

屆花蓮高中文學獎　143�145

新活水
1月（3期）

阮光民　石獅子會記得哪些事？　92�98
5月（4期）

徐明瀚　文星書店照片故事集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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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期）

蔡雨辰　非虛構寫作Step	by	Step	106�107

電影欣賞
6月（36卷2期）

編輯室整理　優良電影劇本資料統計　89�91
12月（36卷4期）

顏忠賢、黃以曦、田菡　夢幻劇—文人對文字分成

15段的調情　34�45

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
9月（95期）

洪中周　非詩非文系列　66�67
12月（96期）

洪中周　非詩非文系列　58�60

聯合文學
1月（399期）

林新惠等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我人坐在汐止

辦公室，心卻在家裡。—一月生存報告　

10、11
李奕樵　甘耀明小說大數據分析　24�25
徐信雅　測光崩壞和胡亂拍攝下的東京　114
王聰霖記錄撰文　《華麗島軼聞：鍵》小說家們的

TRPG初體驗！　116�119
2月（400期）

林新惠等　哪有人尾牙還要開電腦做封面，明明想續

攤唱KTV！—二月新年報告　10、11
李文進、曹栩　歡迎來到馬康多　14�30
李文進　馬奎斯年表　39
陳麒年　鹿港‧2016　114
王聰霖記錄撰文　《世界是野獸的》還記得嗎？那回

憶中的樂聲。　116�117
3月（401期）

林新惠等　走春走進公司加班，忙得讓人想說一句吉

祥話—三月新春報告　15、17
施舜翔　珍奧斯汀地下俱樂部入會測驗；珍奧斯汀地

下俱樂部入會測驗解答　21；54
珍奧斯汀原著，61chi漫畫　第一印象　32�33
朱國珍、徐珮芬　致達西先生　38�39
Eleanor、賴彥如、發光小魚　尋找珍奧斯汀　48�49
栩　栩　俱樂部特製餐點　50�51
編輯部整理　我們心愛的珍奧斯汀　52�53
林佑運　某一下午的常日餐桌　114
楊棣亞　文壇蒼井優的「寫」「你」時光　118�119
4月（402期）

林新惠等　改版過了三個月之後，終於步上軌道了

呢！（才怪）—四月正向報告　15、17

林煜幃　一點點的　114
洪啟軒記錄撰文　飄洋過海來織女—張郅忻的

《織》　116�117
5月（403期）

林新惠等　小津日和，就是很適合享受小津作品的日

子。—五月日常報告　19、21
傳影互動　小津電影時光牆—現存小津37部作品　

24�25
李建璋　小津安二郎年表　28
田家綾　跟著小津安	郎的人生、物語散步去　52�55
編輯部整理　那些關於小津的……　60�61
白謦瑋　反奇觀　114
蕭詒徽記錄撰文　張渝歌，五分鐘的志氣！　128�129
6月（404期）

林新惠等　歡送編輯美君畢業，《大人的村上檢定》

再刷！—六月曖昧報告　19、21
楊双子　百合力檢定；百合力檢定解答　27；64
張季雅漫畫　鱷魚與拉子　44�45
許真漫畫　100%的戀愛故事　46�47
吳　夏　尋找最適合妳的百合戀情！；百合會論壇熱

門十大CP	48�51；52�54
易師堯　愛　114
洪啟軒記錄撰文　弄你的泡泡還是被泡泡弄—陳柏

煜《弄泡泡的人》　140�141
7月（405期）

林新惠等　最喜歡去文藝營龜山島了，看都看不膩，

啊哈哈哈！—七月交友報告　17、19
林佑運　歪斜的世界　114
洪啟軒記錄撰文　貓奴與貓的喵電感應—凌明玉

《聽貓的話》　128�129
8月（406期）

林新惠等　祝福新惠、耘安畢業快樂，一切順

利！—八月歡送報告　15、17
編輯室整理　聯合文學×獨立書店　戀愛書架特陳　

20�24
盧明威　儀式結束　114
林佑運記錄撰文　讓日子裡面隱而未顯的祕密，得已

被看見底心與心底的面對面—林餘佐《棄

之核》　124�125
9月（407期）

劉羽軒等　歡迎劉羽軒、陳祖晴加入編輯小隊！—

九月開學報告　11、13
黃璿璋　升官發財之路　22�39
劉柏正　九個必讀關鍵字　22�39
許嘉瑋　這些就是你的下場　40�42
Hsu	WeiTse　島嶼記憶　114
林佑運記錄撰文　小小的貪婪與純真—詹佳鑫《無

聲的催眠》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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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08期）

劉羽軒等　據說東野圭吾的貓叫做夢吉。—十月爆

雷報告　13、15
允　中　小說名探解析　18、22、28、38、42
Fish	 東野小說金句精選　26�27
路　那　殺意與食慾，只有一線之隔　42�46
LittleDiDi　東野小說勘誤表　48�49
楚　然　東野鐵粉智力測驗解答　58
李承恩　靜物　114
編輯室整理　2018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名單　138
林佑運記錄撰文　讓一條條的河流流淌入眼—張日

郡《背水的人》　150�151
11月（409期）

劉羽軒等　跟著作家一起用腦袋出汗！—十一月健

康報告　23、25
蕭詒徽　作家自我健檢量表　28�31
編輯室整理　活著感受世界是靠肉身　32�33
Jude	Kuo　窺　114
林佑運記錄撰文　連自己的眼淚都得散場—馬欣

《階級病院》　138�139
12月（410期）

劉羽軒等　在這個巨大的宇宙裡，文學讓你不是孤單

一人。—十二月聯歡報告　19、21
sean_yuyu　於京都龍安寺枯山水石庭　114
編輯部記錄撰文　一封長達一百年的情書—李時雍

等《百年降生》　134�135

鹽分地帶文學
1月（72期）

黃玉珊　「女性影展專輯」序言　183�186
3月（73期）

編輯室整理　十位評選人群像　106�107
李幼鸚鵡鵪鶉　從「所有的異性戀男孩子都是男同性

戀」到「我有陰莖，我有陽具，我是陰陽

人」　181�182
11月（77期）

陳學祈　台灣文學回首望—10至12月份　23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