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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

1. 收錄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文學獎得獎名單，共收錄78筆。

2. 文學獎按揭曉／頒獎日期先後排序，記載文學獎名稱、舉辦相關單位、揭曉／頒獎日期、評審委員、獎項名

稱、得獎者姓名、得獎作品名稱。

3. 文學獎索引按首字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520 108-109 年客家傳統戲曲劇本創作徵選活動

516 108年台灣兒童文學傑出論文獎

519 108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第42屆）

517 108年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

521 2019優秀青年詩人獎

531 mlata—原住民族文學獎（第11屆）

528 Openbook好書獎（第4屆）

516 九歌108年度文選

519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第28屆）

523 大武山文學獎（第19屆）

522 中國文藝獎章（第61屆）

517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第37屆）

529 天籟詩獎古典詩創作競賽

522 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第19屆）

528 日常拾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531 台中文學獎（第9屆）

519 台北文學獎（第22屆）

516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第13屆）

523 台南文學獎（第10屆）

516 台積電文學賞：中篇小說（第5屆）

522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第17屆）

522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24屆）

524 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

520 台灣文學獎

520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18屆）

516 台灣燈會圖文獎（第1屆）：拍照說故事

527 打狗鳳邑文學獎

528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20屆）

529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第10屆）暨「長篇歷史

小說寫作計畫補助專案」徵選

518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38屆）

530 竹塹文學獎

525 吳濁流文學獎

517 巫永福評論獎（第41屆）暨文學獎（第26屆）

517 周夢蝶詩獎（第4屆）

521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第12屆）

529 旺旺‧時報文學獎（第41屆）

517 東華奇萊文學獎（第20屆）

523 林榮三文學獎（第16屆）

525 林語堂文學獎（第13屆）

531 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暨十大影響力好書

519 金車現代詩網路徵文獎（第8屆）

520 金鼎獎（第44屆）

530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519 阿公店溪文學獎（第13屆）

528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第7屆）

517 信誼幼兒文學獎（第32屆）

521 「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第27輯」徵選

529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第22屆）

525 南投縣青少年文學創作獎

517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

518 客家兒童文學創作獎

523 「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徵文活動（第2屆）

525 後山文學獎

527 後生文學獎

529 苗栗縣文學集徵選出版計畫

526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第23屆）

519 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

520 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

530 桃城文學獎（第11屆）

530 浯島文學獎（第17屆）

526 馬祖文學獎

528 高雄文藝獎

529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第19屆）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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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學賞：中篇小說（第5屆）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主辦，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承辦，1
月1日揭曉。
評審委員　朱天心、陳國球、楊照、駱以軍、蘇偉貞

得獎者　正賞吳佳駿〈新兵生活教練〉，副賞熊劍秋

〈烈火燃燒的詩篇〉、班與唐〈食肉的土丘〉

108年台灣兒童文學傑出論文獎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主辦，1月18日頒獎。
得獎者　樓桂花〈「信」息的傳遞—書信繪本研

究〉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第13屆）

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2月4日頒獎。
小說獎　胡晴舫《群島》、陳淑瑤《雲山》、李維菁

《人魚紀》

非小說獎　任依島《屋簷下的交會：當社區關懷訪視

員走進精神失序者的家》、陳怡如《女同志×務農

×成家—泥地漬虹》、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

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兒童及青少年獎　安石榴《那天，你抱著一隻天鵝回

家—52則變形、幻想與深情的成人童話》、黃一峯

《怪咖動物偵探：城市野住客事件簿》、張友漁、林

一先《江湖，還有人嗎？》

編輯獎　朱亞君《你好，我是接體員》、《人際剝

削》、《他們都說你應該》、《比句點更悲傷》、

《闇黑情緒》

九歌108年度文選
九歌出版社主辦，3月19日頒獎。
年度小說獎　黃麗群〈搬雲記〉

年度散文獎　王盛弘〈甜蜜蜜〉

年度童話獎　劉碧玲〈回家〉

小主編推薦童話獎　管家琪〈搶救玩具店〉

台灣燈會圖文獎（第1屆）：拍照說故事
交通部觀光局主辦，INK印刻文學生活誌規劃執行，4
月7日揭曉。
得獎者　玉山組金獎黃思齊〈那盞等你回家的燈〉，

銀獎洪瑞晨〈魔幻蝕刻〉、王聖杰〈熙「ㄐㄧ

ˋ」〉、邱怡瑄〈2020台中燈會小記—許願筆、花

燈車與那些馬〉，優等周秀娟〈越夜越美麗　幸福啟

航〉、王崎〈台灣燈會的文化體驗〉、林依婷〈光影

饗宴〉、陳贊任〈提著彼此的心〉、陳雅慧〈萬紫千

紅慶元宵〉、龍珮寧〈鬧元宵！怎麼鬧？〉、林宜蓁

〈光裡重生〉、王國良〈台灣燈會之美〉、狄樂平

〈月亮代表我的心〉；阿里山組金獎從缺，銀獎江泳

杰〈綠光森林‧夢之澤〉、吳澤泰〈星光水月　鳥樹

521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527 梁實秋文學獎（第33屆）

523 移民工文學獎（第7屆）

520 創世紀現代詩獎（第1屆）

524 菊島文學獎（第23屆）

527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第16屆）

526 新北市文學獎（第10屆）

518 楊牧詩獎（第7屆）

530 葉紅女性詩獎（第15屆）

524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第11屆）

517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第10屆）

521 磺溪文學獎（第22屆）暨磺溪文學‧彰化縣作

家作品集（第28輯）

520 聯合報文學大獎（第7屆）

529 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

525 蘭陽文學獎（第9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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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優等陳信維〈台灣燈會　2020台中〉；獅頭

山組金獎陳璿旭〈小探險家和小沉思者的日常〉，銀

獎郭岳承〈動物（燈會）同歡趣〉、洪晟哲〈動物狂

歡慶元宵奇想〉、張嘉莉〈日光之旅〉，優等林士閎

〈戽斗星球之夜間草原〉、詹庭盈〈烙印幸福的晝與

夜〉、楊晴文〈幸福的種子〉、洪斕俽〈台灣燈會鼠

來寶〉、李悅〈歡樂的燈會時光〉

巫永福評論獎（第41屆）暨文學獎（第26屆）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主辦，4月29日揭曉。
文學評論獎　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

探索》

文化評論獎　蔡焜霖口述、蔡秀菊記錄撰文《我們只

能歌唱—蔡焜霖的生命故事》

文學獎　鄭烱明《存在與凝視》

周夢蝶詩獎（第4屆）

中華民國周夢蝶詩獎學會主辦，4月29日揭曉。
評審委員　向陽、陳義芝、羅智成

得獎者　辛金順〈國語〉、曹尼〈小遷徙〉、栩栩

〈忐忑〉

信誼幼兒文學獎（第32屆）

信誼基金會主辦，4月29日頒獎。
圖畫書創作獎　首獎從缺，評審委員推薦獎陳彥伶

〈企鵝演奏會〉，佳作汪菁〈媽媽愛上了手機〉、游

為淳〈奶奶山〉

圖畫書文字創作獎　首獎從缺，佳作李威使〈我是說

真的〉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第10屆）

淡江大學文學院、淡江大學中文系主辦，5月26日揭
曉。

評審委員　林東霖、楊維仁、張韶祁

得獎者　第1名朱荀博〈時疫有感醫者四首〉，第2
名陳信宇〈鋦瓷藝人〉，第3名謝宜家〈詠戲曲演

員四首〉，佳作劉加妤〈廚師四首並序〉、吳懿倫

〈Youtuber四種〉、黃郁峰〈我觀師者四相〉、莊岳璘

〈攝影師四事〉、吳珺〈生民四詠〉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南華大學文學系主辦，5月28日
頒獎。

評審委員　吳鈞堯、凌性傑、彭樹君

得獎者　大專組首獎吳宜鈴〈與神〉，推薦獎羅冠

鵬〈夏花〉，佳作施昱任〈實線與虛線〉、傅仕達

〈擬態生存〉、賴亭妤〈成年禮〉；高中組首獎李雨

珊〈門〉，推薦獎林宸羽〈痛〉，佳作王紀璿〈我

父〉、楊竣翔〈醒悟〉、游俐榛〈微雨〉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第37屆）

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5月29日揭曉。
評審委員　小說：朱國珍、蔡詩萍、賴芳伶；新詩：

白靈、洪淑苓、陳大為；散文：方梓、吳鈞堯、胡金

倫；古典文學：李宜學、祁立峰、蕭麗華

小說　第1名馮百駒〈永遠與一天〉，第2名林牧民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收費停車場〉，第3名吳易珊

〈微波咖哩〉，佳作莊雅晴〈一條魚死之後〉、吳思

昀〈蜃樓〉、陳凱琳〈退休日〉、林芸〈房間〉

新詩　第1名張文柔〈親愛的巧克力囊腫〉，第2名呂

珮綾〈霧的背面〉，第3名張育銓〈路殺〉，佳作李

彤〈署名大雄的跨世紀回憶錄〉、廖筱安〈會呼吸的

蚵仔〉、陳琪璇〈天氣瓶〉、林筑筠〈這其實無關選

擇〉

散文　第1名高于婷〈廁所裡的〉，第2名方郁甄〈情

書〉，第3名賴盈璋〈蓋房子的女人〉，佳作梁評貴

〈生長痛〉、林芸〈菸〉、楊智傑〈微亮〉、王容一

〈山城小事〉

古典文學　第1名江曉輝〈己亥落花詩等10首〉，第2
名張為舜〈台灣賦〉，第3名溫仲斌〈陸沈後集〉，佳

作吳懿倫〈解詩人九首並序〉、紀詠鈞〈吾土集〉、

王姿涵〈春遊等10首〉、何維剛〈匣中稿〉

東華奇萊文學獎（第20屆）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辦，5月29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東華奇萊全國高中文學獎（短篇小說）：

黃暐婷、林育德、邱常婷；林君鴻全國兒童文學童詩

獎：邱上林、陳昱文

東華奇萊全國高中文學獎（短篇小說）　首獎曾子

薰〈末日絮語〉，評審獎楊芷嫺〈進修部的薛西弗

斯〉，推薦獎白于萱〈我所承受：愛與孤寂〉、游之

嫻〈赤色仲夏〉、洪翊芳〈12的韶華〉、吳宗桓〈那

一天〉、古庭蔚〈掙脫〉

林君鴻全國兒童文學童詩獎　第1名蔡伊宸〈石頭的旅

行〉，第2名黃茂善〈柑仔店睡著了〉，第3名杜聿鎧

〈長腳的雲吸吮雲朵〉

108年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
教育部主辦，6月10日揭曉。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閩南語林央敏、陳明仁、宋澤

萊，客家語江昀；現代詩：閩南語向陽、方耀乾、林

沉默，客家語陳寧貴、利玉芳、張芳慈；散文：閩南

語何信翰，客家語邱一帆

短篇小說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林美麗〈證人〉，第

2名陳正雄〈阿爸ê情歌〉，第3名沈宛瑩〈唐山、媽

祖、食錢鬼〉，教師組第1名蘇世雄〈放生〉，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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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青松〈鱟〉，第3名黃文俊〈光明燈〉，學生組第1
名王倩慧〈真珠雨落袂停〉，第2名陳凱琳〈紙厝〉，

第3名連翊翔〈塗跤頂的記持〉；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
黃永達〈揹婆‧揹公（四縣腔）〉，第2名黃秋枝〈阿

蘭姑个緣（四縣腔）〉，第3名廖惠貞〈阿耀伯婆个私

胲錢（四縣腔）〉，教師組第1名從缺，第2名徐姿華

〈梧桐葉落心毋死留取枝梢再等春（大埔腔）〉，第3
名林瑞珠〈客家情緣（海陸腔）〉，學生組第1名曾俊

鑾〈乾生做爐主（四縣腔）〉，第2名黃火盛〈羌仔窩

个傳說（四縣腔）〉，第3名王倩慧〈最尾个信仔（四

縣腔）〉

現代詩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杜信龍〈拍交落ê祖

靈—記水沙連郭百年事件〉，第2名韓守惟〈新高

山俳句〉，第3名林秀蓉〈情歸大地—袂當拋荒ê花

芳〉，教師組第1名黃明峯〈天光進前—讀黃溫恭醫

生（1920�1953）被銃殺前一暝，寫予牽手的批信〉，

第2名曾美滿〈有聲〉，第3名蔡宜勳〈田岸落塗半跤

深〉，學生組第1名黃茂善〈Tsiànn-luí—記香港反送

中的少女〉，第2名謝昀臻〈天猶未光〉，第3名潘雲

貴〈阮佇伊溫柔的水域〉；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陳美燕

〈石跳仔（海陸腔）〉，第2名徐佳妤〈轉身，看著老

屋（南四縣腔）〉，第3名徐玉香〈盡靚个山城（四縣

腔）〉，教師組第1名何卿爾〈笠嫲胎（大埔腔）〉，

第2名林錫霞〈阿公个棋盤（四縣腔）〉，第3名廖文

麗〈秋个柿紅（海陸腔）〉，學生組第1名王倩慧〈合

歡（四縣腔）〉，第2名徐秀英〈老屋个禾埕（南四縣

腔）〉，第3名李夢花〈香籃仔（海陸腔）〉

散文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洪淑昭〈巷仔內的桂花

芳〉，第2名游勝榮〈心聲記事〉，第3名蔡秀英〈跳

舞衫〉，教師組第1名林連鍠〈250公里〉，第2名廖淑

佳〈我的菜鳥學生〉，第3名涂瑛砡〈水怪〉，學生組

第1名黃悅綺〈轉大人〉，第2名陳凱琳〈足��ah〉，

第3名連翊翔〈冷水〉；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彭瑞珠

〈子哀仔（四縣腔）〉，第2名張馨如〈和解（海陸

腔）〉，第3名吳餘鎬〈牽豬哥（四縣腔）〉，教師組

第1名徐姿華〈卵包阿哥（大埔腔）〉，第2名張瑞玲

〈細巷笐肚个該兜事（大埔腔）〉，第3名詹怡珍〈愛

就愛講出來（四縣腔）〉，學生組第1名曾俊鑾〈人生

个路（海陸腔）〉，第2名徐秀英〈阿德叔婆（南四縣

腔）〉，第3名李夢花〈火中个蠟燭（海陸腔）〉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38屆）

明道中學、明道文藝主辦，7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高中組林黛嫚、廖輝英、蔡素

芬；散文：高中組吳晟、須文蔚、廖玉蕙，國中組陳

幸蕙、路寒袖、蕭蕭；新詩：高中組白靈、陳義芝、

焦桐，國中組李長青、渡也、楊佳嫻

短篇小說　高中組第1名王有庠〈也許徹夜未眠〉，

第2名歐劭祺〈雨季〉，第3名游俐榛〈鬥魚〉，佳作

楊沛庭〈社會型人格〉、陳禹彤〈辣椒香〉、王語芯

〈標籤〉、邱鈺璇〈房間〉

散文　高中組第1名李家恩〈綠手指〉，第2名羅菩兒

〈貓瞳〉，第3名黃喬柔〈小城故事〉，佳作黃芷瑩

〈成蟲〉、黃允慈〈白老鼠〉、劉芳妤〈橋〉、林

汶璟〈天堂楝曲〉、唐正霖〈磚情〉、林佩妤〈雨

季〉、白宗翰〈火種〉、羅王真〈樣子〉；國中組第

1名黃美金〈如夢令〉，第2名張容瑄〈猫膩〉，第3名
李欣妤〈繭〉，佳作陳柏維〈瓦片〉、吳悠〈染上芒

黃〉、謝閎如〈沉默的缺口〉、陳恩馨〈縫紉機〉、

李翎〈爸爸捕魚去〉

新詩　高中組第1名鄭芷晴〈毛毛雨〉，第2名蔡宇

翔〈在膠園〉，第3名曾暐翔〈學習日誌‧詩藏的祕

密〉，佳作鄭語萱〈走鋼索的人〉、葉芷妍〈再一

次，我們醒來〉、林育岑〈心事〉、黃鈺棋〈成長

痛〉、游黼上〈訊息未讀〉、彭晨祐〈筆記田寮洋濕

地〉、林書妤〈獨奏〉、陳依茹〈大人以為的《社會

化》〉；國中組第1名陳佩君〈你應該也會是別人的溫

柔〉，第2名先震〈命名〉，第3名黃子耘〈狐狸〉，

佳作陳禹衡〈兩個女孩〉、黃聿銘〈生活是不斷塌縮

的黑洞—致法蘭黛樂團《一時脆弱》〉、陳柔靜

〈在凋零之前〉、趙樂璇〈如果的可能〉、廖妤瑄

〈秘密〉	

客家兒童文學創作獎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灣客家筆會主辦，7月5日
頒獎。

詩歌　學生組優等獎劉書寧〈路燈火〉，佳作獎黃珮

瑄〈阿婆〉、林鈺珊〈數學个聯想—成功之路〉、

朱亭蓁〈細雨點个旅行〉、賴巧馨〈一 目之間〉、

陳米恩〈 牙〉；成人組優等獎劉純汝〈得人惜个紅

棗〉，佳作獎何卿爾〈敢係春天食人憨〉、胡明華

〈蟲仔个話〉、鄭諭棻〈 想愛遽遽大漢〉、楊彥冷

〈蟬仔〉、王興寶〈山貓个噭聲〉

童話　學生組優等獎郭潔妤〈無共樣个十二生肖〉，

佳作獎曾采潔〈森林奇幻記〉、邱柏淳〈大象王

國〉、何菲亞〈狐狸同細雞仔〉、陳泓叡〈嘴落仔

个起源〉、蕭育〈辣椒仔國〉；成人組優等獎許倩

雯〈楓樹窩个山貓仔〉，佳作獎徐姿華〈鮭來七家

灣〉、徐佳妤〈鎖匙圈〉、戴佩琪〈 係麼儕？〉、

李秀琴〈龜兔走相逐比賽run2〉、鄭國南〈遊野个童

年〉

楊牧詩獎（第7屆）

楊牧文學講座基金、楊牧文學研究中心主辦，7月8日
揭曉。

評審委員　李癸雲、唐捐、陳育虹、陳義芝、楊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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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鄭琬融〈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

金車現代詩網路徵文獎（第8屆）

金車文教基金會主辦，7月12日揭曉。
得獎者　首獎魏巍〈廣州街〉，特優李依亭〈降落

地球的外星探險家〉、莊子軒〈她—側記庚子

瘟疫〉，優選yu〈防風林〉、一一〈安於想念的速

度〉、不要跟你好〈樹學課〉、王晉恆〈奔向廁所的

途中我遇到知更鳥〉、冬成〈捏瓷仔〉、米米〈母親

的雨季〉、李如〈豐原小數點，兼致曹開數學詩〉、

夏至加〈時間是〉、桑蠶〈紫羅蘭〉、張郁國〈帶原

者〉、無花〈弄蛇術〉、雲豹〈你離開的聲音〉、楊

智傑〈水門傍晚的呼吸練習—記瘟疫時期〉、路人

甲〈離家手札〉、蔡文騫〈惡魚先生〉、鄭策〈漁人

與船〉、貓毛〈我沒有殺了時間〉、賴文誠〈循著夜

色的軌跡—詩致捷運巡軌員〉、韓祺疇〈酒後趕

路〉、顏嘉琪〈草嶺古道健行〉

阿公店溪文學獎（第13屆）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岡山大專青年協會主辦，7
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大專組張清榮、李漢偉、陳昌明，

高中組李宗定、余昭玟、阮美慧，國中組郭漢辰、蘇

福男、黃漢龍，國小組黃瑞田、楊淑玲、顏妙容；童

詩：台語組蔣為文、林美雪、王建國，客語組黃山

高、鍾怡彥、陳慕真

散文　大專組第1名鄭諭棻〈家書〉，第2名李承哲

〈阿公扶鸞〉，第3名謝明穎〈賦歸〉；高中組第1名
何采蓉〈眷念〉，第2名許育慈〈歌詠那櫥舊衣〉，第

3名許育禎〈籬笆上的春天，讓生活更有靈氣〉；國中

組第1名蔡亞臻〈阿公，阿妹仔等你回家〉，第2名林

駿宇〈鼓動人心〉，第3名楊詠喬〈掌心的溫度〉；國

小組第1名蔡珈薰〈魚塭景象〉，第2名陳皖淳〈我的

阿公〉，第3名李羿勳〈外婆的好手藝—行動美甲，

撐起一家子〉

台語童詩　第1名張筠婕〈桃源ê櫻花〉，第2名曾宥瑞

〈Kah土地講情話〉，第3名林禕〈hit雙溫暖ê手〉

客語童詩　第1名朱家禾〈美濃山个日頭同月光〉，第

2名劉耿豪〈鉛色水鶇〉，第3名林品言〈學校个忘憂

谷—歡樂島〉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第28屆）

九歌出版社主辦，8月13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張英珉〈跆拳少女〉，榮譽獎陳怡如

〈月光下的藏人尋〉、李郁棻〈少年	I〉

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8月14日揭曉。

得獎者　吳金龍「柚木苦楝三月櫻」（小說）、楊路

得「不只是料理—18個料理人與飲食文化的故事」

（散文）、古雯「高雄的幽靈列車」（報導文學）、

周天派「願每一片浪花都懂你—高雄海洋情詩集」

（新詩）、辛金順「高雄：捷運站之歌」（新詩）、

洪淑昭「錦荔枝的滋味」（小說）

108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第42屆）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國家電影及視聽

文化中心承辦，8月22日頒獎。
評審委員　田開良、吳洛纓、徐堰鈴、郭敏容、陳信

吉、曾瀚賢、童偉格、黃麗群、葉育萍、鄭文堂、閻

鴻亞

得獎者　首獎朱賢哲〈戰地殺人〉，特優侯季然〈熱

帶性憂鬱〉、陳昱昊〈獅頭魚〉、傅天余〈濕身〉、

阮鳳儀〈美國女孩〉、靳家驊〈小曉〉、吳俊佑〈歡

迎光臨濱海小鎮〉，優等蘇弘恩、陳家平〈獵人兄

弟〉、練建宏〈莎莉都不莎莉了〉、陳駿霖、于瑋珊

〈買一送一〉、吳旻炫〈阿嬤a-má〉、游書珣〈雪之

旅〉、黃略耕〈少年A青春〉、黃彥樵〈孤魂〉、騙人

小鬼與青雪小龜龜〈密林〉、施虹如〈失控心靈〉、

繪武〈夜行牧師〉、吳宜謙〈老傳〉、林其樂〈金靈

的畢業典禮〉、潘鑄〈金盆洗手〉、黃棋〈退租〉

台北文學獎（第22屆）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文訊雜誌社承辦，8月22日頒
獎。

評審委員　小說：平路、郝譽翔、陳雨航、郭強生、

蔡素芬；散文：陳昌明、焦桐、黃麗群、廖玉蕙、鍾

文音；現代詩：向陽、唐捐、零雨、楊澤、蘇紹連；

古典詩：文幸福、沈秋雄、陳文華、曹淑娟、廖振

富；舞台劇本：于善祿、耿一偉、黎煥雄、鍾明德、

魏瑛娟；「台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宇文正、胡金

倫、陳素芳、廖志峰、盧郁佳

小說　首獎余廸麟〈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評審獎

劉旭鈞〈綠、橋〉，優等獎文心〈淨女〉、蕭信維

〈孟甲〉

散文　首獎ㄩㄐ（本名黃昱嘉）〈Leak〉，評審獎王天

藝（本名楊右晟）〈苔雲〉，優等獎游以德〈族語認

證〉、郭惠珍〈上去台北〉

現代詩　首獎潘雲貴〈一場戰爭爆發在我與你的海

域〉，評審獎馬翊航〈聊賴〉，優等獎磊少一石鳥

〈我已經沒有憤怒〉、劉兆恩〈關於雞的唸法〉

古典詩　首獎李叕叕〈凱達格蘭大道冬吟〉，評審獎

王槑庵〈淡江春興雜感兼為謝客四書並序〉，優等獎

林文龍〈台北寺廟憶舊四題〉、陳文峯〈關渡秋懷〉

舞台劇劇本　首獎從缺，評審獎陳建成〈解離〉，優

等獎美丁〈我家巷口的安親班〉、鄭媛容〈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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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　張娟芬「流氓王信

福」、蕭信維「海獵」、楊隸亞「台北男子圖鑑」

創世紀現代詩獎（第1屆）

《創世紀》詩雜誌社、中國詩歌流派網主辦，8月26日
揭曉。

評審委員　張漢良、梁小斌、陳政彥、須文蔚、黃亞

洲

得獎者　利文祺、洪郁芬、陳少、趙文豪、劉曉頤、

曲有源、遠岸、梅爾、寶蘭、趙思運、倮倮、潘維、

袁紹珊、馬世聚、辛金順、朱夏妮

108-109 年客家傳統戲曲劇本創作徵選活
動
客家委員會主辦，8月28日頒獎。
得獎者　第1名林曉英〈東海奇逢〉，第2名馮文亮

〈知福要惜福〉，第3名劉富丞〈鯉魚伯公〉，佳作楊

寶蓮〈黃南球傳奇〉、高巍娟〈義民廟坪三紅轎〉

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8月28日揭曉。
得獎者　葉思吟「哈囉！山上的朋友：台20號公路之

旅」

台灣文學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創作獎8月29日、金典獎11月14
日頒獎。

評審委員　創作獎：台語文學類丁鳳珍、王昭華、宋

澤萊、胡長松、陳金順，客語文學類何石松、張典

婉、黃山高、黃菊芳、劉慧真，原住民華語文學類：

瓦歷斯‧諾幹、李永松、里慕伊‧阿紀、陳芷凡、董

恕明；金典獎：余欣娟、言叔夏、張國立、陳幸蕙、

彭瑞金、舞鶴、蔡珠兒

創作獎

小說　陳正雄〈毋捌ê〉（台語文學），張㨗明〈1945.
問仙〉、林彭榮〈啞伯个田〉（客語文學），陳宏志

〈Puniq	Utux〉（原住民華語文學）

新詩　杜信龍〈你留佇桌仔頂的紙條仔〉（台語文

學），傅素春〈無‧在〉（客語文學），邱立仁〈有

光的地方〉（原住民華語文學）

散文　林連鍠〈望後冬〉（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從

缺，程廷〈家的流速，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原住

民華語文學）

劇本　馮勃棣〈蘑菇〉

金典獎

得獎者　年度大獎陳思宏《鬼地方》，金典獎郭強生

《尋琴者》、黃春明《跟著寶貝兒走》、廖瞇《滌這

個不正常的人》、劉宸君《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

一切》、蘇致亨《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台灣有個

好萊塢》、林新惠《瑕疵人型》、陳昌遠《工作記

事》，蓓蕾獎蔡翔任《日光綿羊》、林新惠《瑕疵人

型》、陳昌遠《工作記事》

金鼎獎（第44屆）

文化部主辦，9月11日頒獎。
特別貢獻獎　何飛鵬

雜誌　人文藝術類《Fountain	新活水》、財經時事類

《天下雜誌》、兒童及少年類《科學少年》、學習類

《科學月刊》、生活類《Ānkě安可人生》、新雜誌獎

從缺、專題報導獎黃靖萱等「碎鏈時代」《商業周

刊》、專欄寫作獎張雍「創意現場」《小日子享生活

誌》、劉子正「人樹之間系列」《經典雜誌》、主編

獎吳君薇《貢丸湯》、設計獎王慧娟等《本事》

圖書　文學圖書獎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

台灣小說風景》、陳淑瑤《雲山》、林皎碧《名畫紀

行—回到1929的公會堂》、陳思宏《鬼地方》，非

文學圖書獎洪震宇《風土經濟學—地方創生的21堂
風土設計課》、胖胖樹王瑞閔《舌尖上的東協—

東南亞美食與蔬果植物誌：既熟悉又陌生，那些悄然

融入台灣土地的南洋植物與料理》、張隆志等《跨越

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台灣史（17�20世紀）》、

行人文化實驗室《小島捕魚—台灣水邊的日常風

景》，兒童及少年圖書獎黃一峯《怪咖動物偵探—

城市野住客事件簿》、張友漁、林一先《江湖，還有

人嗎？》、阿尼默《小輓—阿尼默漫畫集》、幾米

《但願有一天你會懂》，圖書編輯獎龍傑娣《尋找湯

姆生—1871台灣文化遺產大發現》、蔡曜宇《從前

從前—噶瑪蘭公主與龜將軍》

政府出版品　厝味文化（文化銀行）、台北市政府文

化局、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掛號2》、根本文創、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珊瑚很有事》數位繪本

數位出版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無聲的滅絕—新疆

「再教育營」實錄》、親子天下公司「親子天下有聲

故事書App」

聯合報文學大獎（第7屆）

聯合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9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德威、向陽、呂正惠、周芬伶、張瑞

芬、楊澤、駱以軍

得獎者　張貴興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18屆）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主辦，9月19日頒獎。
評審委員　Clain、杜鵑窩人、胡杰、陳蕙慧、哲儀

得獎者　會拍動〈初心村的偵探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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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文學家作品集第27輯」徵選
南投縣政府主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承辦，9月25日揭
曉。

評審委員　李威熊、戴瑞坤、蕭蕭

得獎者　林柏維「貓兒筍」、林文龍「陶村草堂詩

存」、柯錦鋒（漣漪）「青春追想曲」、汪鑑雄「鳳

麓飛煙—雪泥鴻爪」、陳秀枝「詩生活印記」

2019優秀青年詩人獎
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主辦，9月26日頒獎。
得獎者　李家棟、曾貴麟、吳緯婷、羽弦、吳添楷、

王信益、張舒婷、蕭宇翔、徐行、林餘佐、呂振嘉、

王俐媛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第12屆）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台北市

電影委員會承辦，9月30日頒獎。
評審委員　吳明憲、吳慷仁、林依晨、湯昇榮、塗翔

文

得獎者　金劇本獎李怡芳〈三餘〉，銀劇本獎阿鯨

〈一個叫做台北的遠方〉，銅劇本獎狗比〈戀戀加

蚋〉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10月6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教師組邱貴芬、范銘如、陳昌

明、蔡素芬、蘇偉貞，學生組王聰威、吳敏顯、林俊

頴、許珮馨、許琇禎；散文：教師組王建國、周芬

伶、邱珮萱、彭明輝、曾昭旭，學生組吳妮民、黃

林雙不、黃雅歆、鍾文音、鍾怡雯；新詩：教師組翁

文嫻、陳大為、陳義芝、渡也、羅智成，學生組田運

良、唐捐、孫梓評、須文蔚、簡政珍；戲劇劇本：教

師組石光生、朱之祥、李其昌、秦嘉嫄、鍾明德，學

生組王友輝、李啟源、劉君 、閻鴻亞、魏瑛娟；童

話：教師組林少雯、林文寶、林素珍、游珮芸、嚴淑

女

短篇小說　教師組特優江馥如〈擺渡人養成指南〉，

優選周盈秀〈相親家〉、葉長春〈龜途〉，佳作賴俊

儒〈習題〉、陳玉珊〈神仙失格〉、呂政達〈我妹

妹的歌〉；學生組特優鄭堪遠〈生日快樂〉，優選

蔡宜汎〈末日審判〉、陳可融〈姜喜〉，佳作何玟珒

〈電梯上樓〉、林國峰〈一棵長滿眼淚的樹是什麼樣

子〉、王孟婕〈河馬，河馬〉

散文　教師組特優廖美珍〈掌葉蘋婆〉，優選呂政達

〈我的記憶是白〉、詹佳鑫〈回診〉，佳作郭昱沂

〈「死」文字〉、孔祥如〈豢〉、林榮淑〈徙〉；學

生組特優黃筱嵐〈白水木〉，優選沈芸巧〈透天，

光〉、何玟珒〈蟲居〉，佳作曾稔育〈空氣巨象〉、

林芸〈胎兒〉、駱玥霖〈黑木林地〉

新詩　教師組特優賴文誠〈勇氣的現場鑑識報告〉，

優選賴穎俞〈按鈕〉、黃慧芬〈生活意見〉，佳作夏

婉雲〈懷人兩則〉、張日郡〈紅嬰孩〉、丁威仁〈那

些年，這些年〉；學生組特優蔡文騫〈解剖學、毒理

學〉，優選邱學甫〈開心手術〉、蕭宇翔〈阿巴斯之

死〉，佳作張英珉〈遺書練習〉、洪萬達〈衍生之

街〉、蔡凱文〈雙城記—香港‧台北〉

戲劇劇本　教師組特優陳崇民〈Cosplay〉，優選黃顯

庭〈遺失風暴〉，佳作王于菁〈一個老師之死，一個

編劇的誕生〉、簡淑寬〈阿嬤的草仔粿〉

童話　教師組特優林佑儒〈梅樹上的流星〉，優選

范富玲〈那曾經美好的一天〉、王宇清〈星星餐館

的婆婆〉，佳作鄭丞鈞〈紙片人W〉、方鴻鳴〈噴嚏

兔〉、嚴謐〈玉環公主與飛燕王子〉；學生組特優

郭家瑋〈灰色的湖〉，優選林國峰〈通往電話另一

邊〉、謝欣妤〈比海還深的地方〉，佳作許藍琋〈雨

夜情歌〉、藍浩威〈媽媽來電〉、丁啟文〈我們在世

界往生，在天堂臥軌〉

磺溪文學獎（第22屆）暨磺溪文學‧彰化縣
作家作品集（第28輯）
彰化縣政府主辦，彰化縣文化局承辦，10月18日頒
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吳鈞堯、郝譽翔、蔡逸君；新

詩：白靈、林巾力、路寒袖；散文：林黛嫚、劉克

襄、蕭蕭；報導文學：林明德、曾淑美、楊樹清；微

小說：朱國珍、蔡素芬、鍾文音；電視電影劇本：吳

秀菁、李志薔、紀蔚然；傳統詩：文幸福、林正三、

林翠鳳；磺溪文學‧彰化縣作家作品集：心岱、吳鈞

堯、張瑞芬、蕭蕭

特別貢獻獎　楊錦郁

短篇小說　磺溪獎嚴筱意〈八卦山下〉，優選陳昱良

〈路燈下〉、蔡桂林〈守埤人〉、江馥如〈空轉鎖

芯〉、蔡昇融〈叢生麻竹〉、徐麗娟〈女兒回家〉

新詩　磺溪獎蔡文騫〈八卦山的蟬〉，優選田煥均

〈電報日誌〉、李佳靜〈懶雲的夢〉、紀明宗〈歸

藏〉、蔡凱文〈悲傷的斷代—詩致牛埔遺址〉、楊

語芸〈麵線糊裡的老鹿港〉、柯柏榮〈佇保密局聽

課—寫白色恐怖受害者呂煥章〉

散文　磺溪獎林郁茗〈脫模〉，優選陳昱良〈豆腐

心〉、林佳樺〈星沙〉、徐麗娟〈華美的林子〉、何

志明〈我看過妳沉默的樣子〉、曾昭榕〈青史〉、陳

志恆〈焦慮的焢肉〉

報導文學　磺溪獎許勝雄〈流移的年代〉，優選簡雅

惠〈漫漫蝶旅舞同安〉、蔣敏全〈花壇三家春茉莉花

尋蹤〉、林國憲〈豔陽下的雪白世界：探訪福興林家

手工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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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說　磺溪獎陳俊志〈鋦瓷人〉，優選林昀暄〈雞

會教育〉、張俐雯〈一生半瞬〉、李順儀〈耳〉

電視電影劇本　磺溪獎王毓茹〈南風濁濁〉，優選

胡錦筵〈再會啦小姑姑！〉、郭昱沂〈小提琴四堂

課〉、陳國銘〈舊地〉

傳統詩　磺溪獎林文龍〈彰化文學地景四題〉，優選

李藝明〈八卦山詠懷〉、楊維仁〈鹿港采風〉、陳文

峯〈鹿港四題〉、何維剛〈鹿港先賢追懷四詠〉、李

玉璽〈彰化國定古蹟四詠〉

磺溪文學‧彰化縣作家作品集　賴文誠「如果，這裡

有海」（新詩）；黃天壚「鄉情親情師生情」（散

文）；林娟娟「無人知曉的青春」（小說）；葉鴻洲

「四張犁」（報導文學）

中國文藝獎章（第61屆）

中國文藝協會主辦，10月24日頒獎。
榮譽文藝獎章　文學獎隱地（詩歌）；美術獎羅振

賢；舞蹈獎張麗珠；文藝工作獎寧可

文藝獎章　文學創作獎朱國珍（小說）、靈歌（詩

歌）、青峰（翻譯）、陳正治（兒童文學）；美術創

作獎蘇同德（水彩）、陳炳宏（水墨）、王婷（油

畫）、林麗華（書法）、楊仁賢（動畫）、劉月梅

（攝影）；張秦榮（音樂演出）；戲劇類劉蒂（京劇

演出）、李靜芳（歌仔戲演出）、陳昭賢（歌仔戲推

廣）、吳安琪（歌仔戲教學）；舞蹈類許嘉卿（舞

蹈演出）、陳希玲（舞蹈推廣）、賀連華（舞蹈教

學）；曲藝類葉怡均（民俗曲藝）；影視類黃振家

（傳播教育）、蕭源都（工作獎）；海外文藝獎姚嘉

為（散文）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24屆）

真理大學台文系主辦，10月24日頒獎。
得獎者　宋澤萊

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第19屆）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主辦，10月30日頒獎。
文學　大專社會組第1名李欣恬〈夜空星熠〉，第2名
林家宇〈穿山甲，想飛〉，第3名廖婕茹〈真的，很

努力了〉，佳作林淵智〈誠實〉、鍾彩瑜〈妳好漂

亮〉、賴櫟安〈安安欸不怕不怕〉；高中職組第1名游

傳祺〈一句話的力量—燃起新生命的陽光〉，第2名
邱映蓉〈難關〉，第3名王妤文〈一句話的力量—捨

得　有捨才有得〉，佳作程建凱〈一句話的力量〉、

陳誼〈慢就是快〉、郭子瑋〈這句話—賜我力量，

使我堅強〉；國中組第1名黃雋岳〈傷心嗎？媽媽陪

你！〉，第2名李昊恩〈一句話的力量—快樂其實

是……〉，第3名王亮凱〈一句話的力量〉，佳作謝嘉

涵〈一句話的力量〉；國小組第1名陳秉宇〈一句話的

力量〉，第2名陳品蓁〈一句話的力量〉，第3名蘇漴

瑋〈一句話的力量〉

心情故事　第1名蔡文錦〈無聲世界裡的繽紛色彩〉，

第2名劉秀鳳〈烏雲後的一道曙光〉，第3名簡美玲

〈牽掛〉

圖畫書　大專社會組第1名詹政融〈一句話的力量，做

一個有溫度的人〉，第2名王亨仁〈一句話的力量—

錯中學習成長〉，第3名羅國彰〈一句話的力量〉，

佳作施慧英〈學習放下樂在生活〉、陳佳瑋〈只要有

愛，幸福就會到來〉、廖哲凰〈我的戰友〉、張慧瑜

〈一句話的力量〉、羅汶淇〈一句話的力量—成為

更好的自己〉；高中職組第1名蘇亦禾〈一句話的力

量〉，第2名黃韻伃〈歌謠百寶箱〉、翁儁暐〈沒事，

有我陪你〉，第3名張恩博〈來自動物的力量〉、林葦

呈〈我人生的轉捩點〉、陳奕涵〈一句話的力量〉，

佳作梁龍喆〈一句話的力量—藝術家、打工記〉、

趙晉呈〈永不放棄〉、朱曉薇〈父女／一句畫〉、許

詠銓〈一句話的力量〉、蔡昱安〈當他遇見魚‧愛上

世界〉、朱倚弘〈接納自己‧尊重差異‧快樂做自

己〉、朱偉譯〈發掘優勢跨越限制〉、毛允維〈一句

話的力量〉；國中組第1名黃佑生〈電箱裡有怪獸〉，

第2名顧士傑〈一句話的力量—我會變通〉、陳秉

彥〈時間到了〉，第3名劉宥均〈一句話的力量〉、

劉浩恩〈堅持到底，永不放棄〉、危彥綸〈去吧！孩

子！〉，佳作陳路勝〈蛻變〉、賴冠希〈沒關係，

有問題問媽媽〉、董妍秀〈我可以幫你忙〉、劉耕

宏〈只要家人們緊緊守在一起，就沒有過不了的難

關〉、江梓綺〈淡淡的幸福〉、張賀銘〈無聲勝有

聲—心靈陪伴的最大力量〉、張瑀瑩〈一個笑容的

力量〉、藍悉睿〈媽媽的愛〉；國小組第1名林義宸

〈一句話的力量〉，第2名楊意訢〈一句話的力量：珍

惜擁有，把握當下！〉、簡宇紘〈放心爸爸幫你〉，

第3名陳學潾〈一句話的力量：小天使們的鼓勵〉、范

顥馨〈阿嬤的話〉、陳懷恩〈一句話的力量〉，佳作

馮子瑄〈因為你努力了，即使失敗，也是美好的！〉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第17屆）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主辦，10月31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林俊頴、胡淑雯、陳雪、童偉格、

蔡素芬；新詩：李進文、陳育虹、許悔之、陳義芝、

路寒袖；散文：封德屏、柯裕棻、唐捐、廖玉蕙、鍾

文音

短篇小說　首獎陳心容〈歿年〉，二獎李彥妮〈活

蛤和火鍋〉，三獎蔡佩儒〈獵場〉，優勝獎王煥緯

〈面海〉、江承翰〈稻田裡的郵輪〉、呂佳真〈中繼

站〉、鄭安喬〈女也〉、曾亦修〈橘子〉

新詩　首獎陳其豐〈留神〉，二獎胡可兒〈女森〉，

三獎李柏欣〈記得你〉、王泓懿〈暗巷〉，優勝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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惇硯〈我將祕密籌畫你的葬禮〉、郭育嘉〈狼人〉、

葉芷妍〈雨悸〉、吳昕愷〈夏日的午後散步〉

散文　首獎吳昕愷〈潮間帶生活〉，二獎洪心瑜〈原

來是一池的荷花〉，三獎賴宛妤〈粉紅〉，優勝獎張

羽晴〈仙佛在的地方〉、夢真‧阿嬪‧法蕾萳〈對

焦〉、蔡佩儒〈我見過神的髮色〉、蔡庭綸〈溫室雜

草〉、張嘉恬〈張藥師〉

大武山文學獎（第19屆）

屏東縣政府主辦，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承辦，11月3日揭
曉，2021年1月9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傅怡禎、謝桂禎、鍾文音；新詩：

顏艾琳、林秀蓉、王國安；報導文學：徐嘉澤、翁禎

霞、吳鈞堯；黃金組、文青組：岑澎維、黃惠菁、李

虹叡

散文　首獎梁評貴〈蒸一片月〉，評審獎吳宣瑩〈過

杭州街〉，佳作張銘志〈飄香〉、梁秀娜〈銀色月光

之舞〉

新詩　首獎陳亮文〈植物的速度〉，評審獎鄭健民

〈詩意的棲居—夜宿海生館遇見莊子〉，佳作簡廷

運〈嗜，青春—重讀屏科大森林系〉、劉金雄〈紅

目達仔的恆春調〉

報導文學　首獎黃子佳〈芋情〉，評審獎洪麗雯〈綠

鑽石〉，佳作陳新添〈二峰圳〉、張龍潭〈霧鎖龜

鄉〉

黃金組（不限文類）　首獎王麗娟〈祖先〉，評審獎

王興寶〈用漸凍的聲音說愛你〉，佳作陳廣道〈父

宴〉、鄭國南〈問天〉

文青組（小品文）　高中組評審獎黃以薰〈母者〉、

吳宜倩〈旦〉，優選李竹穎〈重啟2020〉、陳子鈺

〈霧夢〉、潘宜綸〈我的夏日限定〉、楊家欣〈表情

符號〉、馮己恩〈我們與惡的距離〉、黃歆芸〈那些

年，欖仁溪〉、王梓安〈我曾收過最特別的禮物〉、

邱曼昀〈面具之下〉、李恩廣〈花開花落〉、羅杰

〈我是古納達望Kongadavane的孩子〉；國中組評審

獎王景萱〈邂逅〉、翁佩綸〈對弈〉，優選凃宇謙

〈奇萊南華〉、黃雅亭〈堅強〉、黃子晉〈那一刻，

畢業了〉、吳俞熹〈未名之景〉、石秭星〈印象屏

東〉、彭軒〈一個勵志的故事〉、徐子媛〈夜間等

雨〉、許舒晴〈一個人〉、呂俊緯〈垢〉、王宇弘

〈無法言盡之景〉；國小組評審獎羅珮珍〈我想成為

像「水」一樣的人〉、徐謹妤〈雨聲〉，優選蕭定祐

〈行道樹〉、湯智雅〈勇敢說愛〉、利巽颺〈童年的

味道〉、江承平〈如果我是一把萬能鑰匙〉、許珈語

〈珍重—我永遠的好夥伴〉、許晏愷〈竹田「憶」

站〉、林志諺〈有趣的夢境〉、陳品妤〈剪髮〉、張

祐堂〈惱人的公斤〉、蔡恩誼〈奶奶家的大狗〉

移民工文學獎（第7屆）

東南亞教育科學文化協會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國

立台灣博物館共同主辦，11月1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青少年評審獎武豔秋〈殯儀館前鳥鳴

聲〉，評審獎／青少年評審獎Sri	Lestari〈Sri	Pon以及或

許有誤的童話〉，優選／青少年評審獎Etik	Nurhalimah

〈疫情中的承諾〉，優選ETIK	 PURWANI〈編織宿

命〉、Yuli	Riswati〈1672〉

林榮三文學獎（第16屆）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主辦，11月7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周芬伶、林俊頴、范銘如、陳

雨航、郭強生；新詩：唐捐、陳大為、陳義芝、零

雨、羅任玲；散文、小品文：林黛嫚、柯裕棻、陳素

芳、劉克襄、蔡逸君

短篇小說　首獎林楷倫〈雪卡毒〉，二獎林文心〈遊

樂場所〉，三獎邱常婷〈斑雀雨〉，佳作搖俞〈我們

要如何才能原諒自己〉、劉思坊〈四小天鵝〉

新詩　首獎游善鈞〈感覺那根針還在〉，二獎吳可名

〈換行—有贈〉，三獎莊子軒〈安娜—記庚子疫

變〉，佳作波戈拉〈六月十三，在府番〉、陳祐禎

〈一位東部居家服務督導的一天〉

散文　首獎騙人小鬼愛阿布〈格列佛〉，二獎李達達

〈浮蝶〉，三獎木匠〈老祖〉，佳作王麗雯〈花非

花〉、學長〈蕨路〉

小品文　小冰〈鏽城〉、方郁甄〈老kán〉、江洽榮

〈笑〉、林佳樺〈大ㄟ〉、洪雪芬〈占領〉、栩栩

〈陰翳禮讚〉、曹瑋〈放風〉、陳怡芬〈喧囂的空房

間〉、賴俊儒〈Ctrl+F〉、羅婷〈棄養〉

「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徵文活動（第2屆）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11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吳鈞堯、郝譽翔、葉日松、廖鴻基、蕭蕭

得獎者　張昕雅〈食肉目的謠唱〉（小說）、陳延禎

〈南迴〉（新詩）、周牛莒光〈倪墨（Nima），誰

的〉（小說）

台南文學獎（第10屆）

台南市政府主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聯合文學》雜誌執行，11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台語詩：白聆、吳正任、鄭順聰；台語散

文：王昭華、向陽、林文義；華語現代詩：陳育虹、

渡也、顏艾琳；華語散文：楊佳嫻、楊富閔、廖鴻

基；華語短篇小說：甘耀明、郝譽翔、鍾文音；古典

詩：吳東晟、廖振富、龔顯宗；報導文學：房慧真、

劉克襄、鄭進耀；劇本：杜思慧、許正平、陳昌明；

青少年新詩、散文：吳岱穎、徐珮芬、張良澤；踅台

南：王美霞、王浩一、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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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現代詩　首獎王興寶〈記持風騷的抓痕〉，優等

陳正雄〈大天后宮身世〉，佳作曾美滿〈讀你是一首

血色e詩〉、王永成〈古早味的風湧—兼記雞屎藤舞

蹈劇場〈大井頭‧赤崁記〉演出〉、王淑美〈思慕的

地圖〉

台語散文　首獎王永成〈粿仔樹〉，優等翁月鳳〈記

持的剪綹仔〉，佳作林連鍠〈作穡人〉、林淑美〈用

台語車夢〉、柯柏榮〈內籬仔詩讀人生〉

華語現代詩　首獎程裕智〈和聖母的漫步指南〉，優

等鄭翊茜〈702／704／830〉，佳作簡帥文〈府城三

味〉、嚴宥傑〈倒風一隅〉、陳三峰〈生命這部書〉

華語散文　首獎陳東海〈迷途〉，優等陳新添〈山苦

瓜與流浪犬〉，佳作陳韋任〈螞蟻闖關〉、許淑娟

〈死亡谷〉、白修宸〈火〉

華語短篇小說　首獎韓昌弘〈月落山前〉，優等何玟

珒〈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佳作許淑娟

〈捉迷藏〉、陳泓名〈告別〉、呂翊熏〈髒衣服〉

古典詩　首獎何英傑〈南鐵東移拆遷即事三首並

序〉，優等陳亭佑〈台南古跡書懷三首〉，佳作陳文

峯〈台江三詠〉、林綉真〈府城鹹酸甜〉、李玉璽

〈台南飲食日常三詠—台南牛肉湯／台南蚵仔煎／

台南擔仔麵〉

報導文學　首獎從缺，優等陳翔羚〈將軍城〉，佳作

吳品瑜〈於黑暗中點燈的廟埕囝仔〉

劇本　首獎沈台訓〈洗衣機吐，洗衣機吐〉，優等洪

瓊芳〈海中月〉，佳作賀兆群〈三民主義萬歲！萬萬

歲！〉

踅台南　優選陳昱良〈阿公的甜酥餅〉、曾元耀〈踅

台南有吃閣有掠〉、葉姿吟〈米街二三事〉、黃脩紋

〈台南，蓋好〉、曾晴亞〈清湯記憶〉、潘瑋婷〈晒

青春〉、郭正宜〈漫步，巡海，漁光島〉、翁碩黛

〈踅戀月津〉、林芸懋〈富貴閒人〉、陳婉玲〈都市

傳說〉

青少年組

新詩　第1名蘇璿硯〈燉〉，第2名梁芳綺〈慢慢

行〉，第3名卿尚華〈流光〉，佳作陳泯璇〈人‧

偶〉、盧立辰〈濱海少年之歌〉、曾暐翔〈夢‧逆光

邊界〉

散文　第1名林妤柔〈澀色〉，第2名黃莛芝〈告

別〉，第3名黃婷妤〈虔〉，佳作陳芊彣〈雲〉、吳以

霓〈移植的鳳凰花〉、郭育嘉〈液體的夏天〉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第11屆）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11月13日頒獎。
得獎者　短集數優等獎范芷綺〈看看妳有多愛我〉、

陳亞孜、余易勳〈縛愛之誠〉，佳作王品喬〈人工家

庭〉、楊宗翰、王盈今〈國定懇親日〉、溫慧明、林

英作〈暗光鳥〉、林貴敏、潘重威〈誤步歧途〉；長

集數優等獎陳匯穎〈大齡女鬼〉，佳作劉禮碩、趙筱

蓓〈斗栱上的天平〉、吳孟寰、李孟珊〈沒殺人的殺

人犯〉、程雲佳〈非法母親〉、蔡沂澄、吳鳳雯、王

慈華、葉子豪〈監所男子求生記〉

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11月14日頒獎。
得獎者　博士論文賴奇郁〈台灣紋面族群遷徙傳說研

究〉、劉雅薇〈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底層女性研究〉，

佳作鍾秩維〈抒情與本土：戰後台灣文學的自我、共

同體和世界圖像〉；碩士論文陳彥伃〈穿越時空的女

厲／力：論林投姐故事之「越界」書寫〉、張晏菖

〈反思社會運動者自我：「編輯者賴和」與《台灣民

報》的戲劇〉、凃小蝶〈後藤新平的漢詩創作及其活

動—以台灣相關書寫為觀察核心〉、張浥雯〈「縣

市文學」之誕生：台灣1990年代以降地方文學的位置

與意義〉、張桓溢〈現實的摹創與中介：論台灣非虛

構寫作的翻譯、實踐與理論〉，佳作何雅玲〈文化尋

根與精神歸鄉—林莊生著作與書信探析〉、陳盈如

〈戰鬥到農村去？—1950年代的台灣農村小說〉、

蔡佩茹〈在日台灣人作家温又柔小說研究〉、謝琬湞

〈在翻譯中：〈戰爭交響曲〉、《色│戒》與《粉紅

色噪音》的翻譯與不翻譯〉、張皓棠〈機器翻譯、流

行歌、電影：媒介式文學分析視角下的夏宇詩歌〉

菊島文學獎（第23屆）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11月14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甘耀明、吳鈞堯、郭強生；現

代詩／美言金句：瓦歷斯‧諾幹、陳育虹、渡也；散

文：何寄澎、阿盛、歐銀釧

短篇小說　社會組首獎葉志誠〈紅衣女孩〉，優等張

簡士湋〈菊島物語〉，佳作張舜忠〈望安〉、程裕智

〈一夜干〉、陳楓〈傍晚‧兜風〉

現代詩　社會組首獎田煥均〈流亡教室〉，優等徐麗

娟〈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佳作劉金雄〈離島，不離

夢—浪漫七美〉、陳坤琬〈頹圮的美麗—來自大

海：望安花宅〉、林世明〈裨海新舊紀遊〉、王怡仁

〈「澎湖」新娘〉；高中組首獎許詩涔〈二崁聚落的

弦仔聲〉，優等張友馨〈西嶼北端的守護者〉

散文　社會組首獎危敬文〈父親河、母親海〉，優等

李鄢伊〈壞的美〉，佳作陳昱良〈畫餅〉、林郁茗

〈拾光〉、陳爾嫻〈接近一個聚落〉；高中組首獎呂

孟哲〈風島路上的浪子〉，優等陳鈺歆〈這個冬天，

怎麼那麼討人厭〉、俞珮鈞〈港〉，佳作許家嘉〈兒

時味〉、溫邵旻〈秋天的農忙生活〉

美言金句　高中組優等許家禎〈雙心石滬的另類遐

思〉、陳育忻〈自由年代〉；國中組優等謝藜融〈鯨

魚洞〉、劉純安〈於是我圈住入夢〉、林育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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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二崁〉、李悅寧〈戰疫〉、邱子峻〈金嶼「落

海」〉、翁瑀婕〈望安鄉情〉、葉霓〈東吉燈塔〉、

鄭予晴〈中央老街〉、鄭又仁〈玄武岩〉、陳佩君

〈菊島子民〉

蘭陽文學獎（第9屆）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主辦，11月14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王盛弘、石曉楓、吳敏顯；小說：

方梓、周昭翡、孫梓評；傳統詩：文幸福、康濟時、

顏崑陽；民間故事：吳茂松、邱坤良、盧美杏

散文　第1名何美諭〈青山〉，第2名何志明〈一幀母

親的回憶〉，第3名汪龍雯〈古道上的覆盆身世〉，佳

作蔡昇融〈磨石地〉、林國峰〈感官記憶〉、姚柏丞

〈食蔥有思〉

小說　第1名蔡昇融〈水溝仔〉，第2名YU〈屋簷下〉	

，第3名邱建樺〈衝浪街〉，佳作王嬿雯〈少女阿

蘭〉、石尚清〈阿雲睡著了〉、林芳瑜〈噩夢〉

傳統詩　第1名林文龍〈宜蘭行卷〉，第2名吳忠勇

〈庚子蘭陽詩草〉，第3名鄭世欽〈噶瑪蘭漫興十首並

序〉，佳作何維剛〈噶瑪蘭行吟〉、黃騰德〈東村詩

稿〉、廖泊喬〈蘭陽四時情懷〉

民間故事　第1名從缺，第2名廖泊喬、林佳弘〈水傳

奇武荖〉，第3名陳志和〈石聖爺公與柯番割〉，佳作

王昭偉〈蒙冤記〉、鄧榮坤〈鳥人〉

林語堂文學獎（第13屆）

林語堂故居主辦，11月17日揭曉。
評審委員　孫梓評、郭強生、鍾文音

得獎者　首獎張原通〈我媽是如何遇見我爸的〉，貳

獎陳兵〈夏日故事〉，參獎王陌書〈霧中島〉，佳作

齊孝晨〈前房客〉、楊紫佳〈繩子〉

吳濁流文學獎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新竹縣文

化基金會主辦，11月21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甘耀明、郝譽翔、楊翠；現代

詩：向陽、李長青、張芳慈；散文：吳鈞堯、范文

芳、鍾文音；兒童文學：王淑芬、馬筱鳳、顏艾琳

短篇小說　首獎何郁青〈有狗消失的天空〉，貳獎陳

宏志〈出路〉，參獎張喬雅〈遛鳥人〉，佳作廖若松

〈小黑〉、魏執揚〈小倩〉、徐麗娟〈日光安靜〉

現代詩　首獎何郁青〈聲音的來歷〉，貳獎陳思嫻

〈在圖書館，遇見……〉，參獎莊育婷〈羊毛氈〉，

佳作曾元耀〈泰雅織布歌〉、李振豪〈已知用火〉、

霍育琥〈沒有暴徒〉

散文　首獎、貳獎從缺，參獎左家瑜〈家〉，評審推

薦獎周淑貞〈騙〉、李東霖〈他們〉、黃庭鈺〈病

房〉、梁逸歆〈白色冰箱〉、蔡其祥〈結想〉、高偉

凱〈載著椒麻雞和滷排飯的馬鞍袋之歌〉、蔡宜穎

〈頂上之家〉、林佳樺〈超級瑪利歐〉，佳作夏意淳

〈靜默的銳角〉

兒童文學　首獎陳秋玉〈我養了一片雲〉，貳獎王美

慧〈臭臉巫婆的微笑〉，參獎嚴謐〈黑兒的秘密〉，

佳作張英珉〈修玩具的老醫生〉、范富玲〈里長伯的

散步密語〉、何志明〈謊話島〉

南投縣青少年文學創作獎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11月21日頒獎。
新詩　高中組第1名賴宛渝〈烏龍茶緒〉，第2名藍心

凌〈杉林溪竹林的想念〉，第3名游廣麟〈尋訪〉，

佳作林孟勳〈台灣心〉、劉雅玟〈茶中之聖〉、廖昱

鈞〈過客‧南投〉、陳以蘅〈新生〉、劉明樺〈南

投‧我的家鄉〉、劉原菘〈曙〉、湯詠喬〈清晨，在

埔里〉、張甄育〈初始之名〉、田霈〈曬。傷〉、陳

祐丞〈我的家—哈比露營區〉，國中組第1名郭庭安

〈南投山水畫〉，第2名林庭妤〈獵物與星空〉，第

3名邱炳榮〈走過‧古城〉，佳作莊峻安〈蔚藍色的

演出〉、林詳捷〈九二一〉、張庭禎〈憶‧遊‧日月

潭〉、趙稚嫻〈妖怪嘴裡的星空〉、陳幼婕〈潭中的

奇幻世界〉、陳祐詰〈淳樸之美‧我的家鄉〉、陳柏

安〈日月潭〉、李原賢〈就是愛埔里〉、劉建均〈菩

提之影〉、賴鈺涵〈竹妍—夏日遊溪頭有感〉

散文　高中組第1名方勖皓〈在南投，看海〉，第2
名張宇希〈安坐群山中〉，第3名林方偉〈眉溪之

音〉，佳作王湙翔〈家鄉味〉、林研升〈我與山城的

邂逅〉、李映宣〈走入山林，翻動歷史的扉頁〉、王

筳吟〈夢想起源—赤崁台地〉、張雅勛〈山山相

連‧星心相印〉、鄭亦岑〈何妨吟嘯且徐行〉、陳紹

榆〈南投—人倫林道之西巒大山〉、鄭芝蓉〈山林

藍染染著心中一片碧藍〉、鄭恩琳〈往南，投入有山

之處〉、丁亮慈〈逆轉勝的玉嬌龍〉，國中組第1名陳

姵禎〈福圓‧福緣〉，第2名陳昀青〈永不褪色的世外

桃源〉，第3名王歆宜〈家有神祕客—領角鴞〉，

佳作高顥瑄〈真正的人〉、曾科閔〈傷痕中綻放出的

美〉、傅梓翔〈遊奧萬大之感悟〉、陳凱薇〈永不褪

色的水沙連〉、陳彥禎〈通關密語—靜的力量〉、

陳詠曦〈與美的邂逅〉、廖鈞浩〈浪漫觀「茶」

香〉、林子恆〈記憶開始的地方〉、黃軒觀〈琴聲悠

揚，動人心弦〉、鄭沛宸〈藍田育才書院傳愛〉

後山文學獎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11月21日頒獎。
評審委員　在地書寫散文：方梓、許秀霞、簡齊儒；

在地書寫新詩：吳當、洪淑玲、張芳慈；全民書寫小

品文：吳俞萱、馬翊航、陳雨航

在地書寫散文　社會組第1名童淑美〈山問〉，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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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珮綺〈一路向海〉，第3名卓家安〈阿公去過阿拉

伯〉，優選劉于倫〈雪的聲音〉、吳肇芸〈玉溪書

簡，往復長池〉、戴翊峰〈像我這樣的排灣族〉、周

紫宸〈阿葉〉、王鳳美〈轉折〉；高中職組第1名羅

王真〈月亮、壁虎和小寶寶〉，第2名王佳芯〈共生

學〉，第3名羅菩兒〈在蟬鳴之時叫醒我〉，優選樊

蓁蓁〈呼喚〉、林葳葳〈動物狂歡節〉、洪珮晴〈心

與眼〉、楊依婕〈宇宙的角落〉、黃俐綺〈殺雞〉；

國中組第1名黃靖淇〈追光的雨〉，第2名楊亞諭〈四

季〉，第3名陳昕妍〈狗兒都該是貴賓犬〉，優選潘

歆雅〈禮物〉、王裴俊〈綠島〉、姚佩伶〈老闆的

家〉、陳崇倫〈寶物的所在地〉、林楷尚〈爭執〉

在地書寫新詩　社會組第1名李家棟〈環礁裡的提

琴〉，第2名林宗翰〈回鄉下開書店〉，第3名蕭宇翔

〈昨天與今天—卑南文化公園考古現場〉，〉優選

李修慧〈邊界—與母親、外婆在志學車站〉、周子

婷〈發財車阿北的經濟日報—記志學水果攤〉、戴

翊峰〈山的語文課〉、葉思彤〈1877年，古道沒有開

花：記奇美事件〉、楊智傑〈2020	0713	0622	我的火

車駛向東海岸〉；高中職組第1名方捷〈你一定要洄

瀾〉，第2名林卉庭〈在小城的上學路上〉，第3名羅

菩兒〈明信片〉，優選張鈞翔〈彌留〉、邱文彤〈暗

臨〉、林殷綺〈流浪〉、游牟晨睿〈篝火—記少

年〉、黃筱晴〈桶仔雞〉；國中組第1名鄭宜汶〈洛

神‧賦〉，第2名賴姿穎〈我在這裡〉，第3名郭芯妤

〈中正路1號〉，優選陳禹諾〈蔚藍的謎〉、黃美金

〈畫〉、姚佩伶〈生活〉、葉柏亨〈見獵心喜〉、黃

韻宇〈絕望〉

全民書寫小品文　特優戴翊峰〈父親在那座山上〉，

優選趙謙郡〈標槍手Yumin〉、楊智傑〈後山的日

日夜夜〉、曾若涵〈水璉‧跳浪〉、楊婷雅〈花紋

少年〉、謝瑜真〈小心黑熊〉、林月慎〈花在〉、

曾元耀〈找一條回內本鹿的路〉、連浩銓〈30公里

的速度〉、蔡欣倫〈港岸光景〉、劉書豪〈花東祕

境指南〉、吳梅瑱〈行過有光／台語文〉、羅菩兒

〈三十七度藍〉、葉琮銘〈淨土〉、阮綠茵〈走在瑞

穗谷歌地圖的路上〉、黃文俊〈吉拿富〉

苗栗縣夢花文學獎（第23屆）

苗栗縣政府主辦，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苗栗縣立圖書

館承辦，11月21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新詩：路寒袖、渡也、解昆樺；散文：羅

肇錦、陳招池、宋怡慧；短篇小說：甘耀明、劉克

襄、劉秀美；報導文學：何來美、劉榮春、張典婉；

母語文學：施俊州、潘秋榮、劉仁祥、黃碧清

新詩　首獎黃明峯〈穿越—石虎之歌〉，優選劉金

雄〈剪出一片湛藍—客家藍衫〉，佳作賴文誠〈阿

婆手心裡的世界—詩詠苑裡藺草兼向工藝師們致

敬〉、曾元耀〈致雪山巡山人〉

散文　首獎、優選從缺，佳作張舜忠〈在天堂與地

獄之間盪鞦韆〉、蔡欣佑〈依LINE〉、陳昱良〈歸

路〉、王俍凱〈礙眼〉、彭燕賀〈家裡應該有一棵開

花的樹〉、陳韋任〈我的志願〉、劉怡君〈陪我到老

田寮走走〉、柯桂珍〈家，在，不在〉、何志明〈回

家〉

短篇小說　首獎林楷倫〈外埔的海〉，優選何郁青

〈墓園守望者〉，佳作葉琮銘〈帶海狸回家〉、陳韋

任〈永恆的空間〉

報導文學　優選楊語芸〈蘆竹湳的那時、那人、那

事〉，佳作江寶琴〈教育與客語文化的守護者—陳

玉英校長〉

母語文學　首獎、優選從缺，柯柏榮〈順記持ê路草

行��去〉、林昕〈pinaimuwan〉、徐子涵〈吂註生先註

死〉、黃郁芬〈sinyunaw〉、杜信龍〈虛構ê目屎〉、

錢彥彰〈lohong	ki’ aSo’ 杵臼〉、廖惠貞〈田莊客家

人情多〉、洪協強〈色‧囮〉、徐熏娸〈油彩客家

庄〉、徐姿華（山腳客）〈老屋〉、翁月鳳〈愛是勇

氣的後頭厝〉、章雅嵐（’amoy）〈ray	hito	ma’	an	hin’	
azeman	ka	kaspengan印象最深刻的部落文化活動〉

馬祖文學獎
連江縣政府主辦，連江縣政府文化處承辦，11月21日
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劉宏文、神小風、林蔚昀；散

文：劉枝蓮、林秀赫、蔣亞妮；現代詩：謝春福、許

赫、陸穎魚；青年創作：盛浩偉、崔舜華、劉梅玉

短篇小說　首獎徐麗娟〈世界不在他所在的地方〉，

評審獎廖苑伶〈藍色織錦〉，優選游桂香〈馬祖鱸

鰻〉、蕭名翊〈東引夜走〉

散文　首獎姚宗祺〈捕魚的那一天〉，評審獎蔡欣佑

〈飛天薯條〉，優選陳玉孃〈藍色故鄉的大陽台〉

現代詩　首獎蔡文騫〈台馬輪之夢〉，評審獎丁威仁

〈剪花的日常—兼致牛角剪花阿婆劉英嬌〉，優選

曾元耀〈妳在刺鳥咖啡書屋〉。

青年創作散文　首獎、評審獎從缺，優選龔貞心〈藍

眼淚〉

青年創作現代詩　首獎劉原菘〈以島之名〉，評審獎

劉慈恩〈遇見馬祖〉，優選陳鼎斌〈走入默默的馬

祖〉

新北市文學獎（第10屆）

新北市政府主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21日
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陳雨航、陳雪、蔡素芬；新

詩：一般組楊佳嫻、須文蔚、向陽，青春組蕭蕭、洪

淑苓、陳育虹；散文：一般組林文義、宇文正、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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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青春組林黛嫚、劉克襄、鍾怡雯；繪本故事：孫

心瑜、凌拂、粘忘凡；新住民圖文創作：張正、李美

賢、廖偉棠

短篇小說　首獎謝見辰〈自山中滑落〉，優等鄭博

元〈細胞〉、鍾曉晴〈瑪利亞〉，佳作何志明〈假

裝〉、蔡旻君〈長樂街55巷〉

新詩　一般組首獎吳佳穎〈約翰先生〉，優等林瑞麟

〈伏流〉、熊佳慕〈我的二手人生〉，佳作黎競檜

〈雙親〉、李修慧〈飽食〉、邱伊辰〈寫字〉；青春

組首獎郭天佑〈坍縮前有人來過〉，優等彭晨祐〈托

馬斯的誓約—致Ali�Duma〉、陳煜澔〈在我不情願

上網課的時候〉，佳作李采庭〈逆時針〉、李恩惠

〈筆〉、黃鈺棋〈日常和檸檬糖〉

散 文　一般組首獎黃茵〈行腔〉，優等黃品璇

〈廢〉、陳育律〈初級文法〉，佳作田家綾〈河

界〉、劉玉皙〈浮於海浮於舟〉、吳佳穎〈慢慢〉；

青春組首獎羅菩兒〈教堂〉，優等黃馨旋〈瘤〉、柯

惠馨〈小陳〉，佳作崔嘉元〈影子與光線〉、王卉蓁

〈山竹〉、李若綺〈出走〉

繪本故事　首獎張懿範〈慢慢往上爬〉，優等游為淳

〈你的床可以借我嗎？〉

新住民圖文創作　入選Agus	Susiyanti〈Pasar〉、王毓

麟〈新北新故鄉〉、王瑞豪〈「新」台灣〉、李昱樺

〈新北新故鄉〉、林益彰〈新北新故鄉：雲彩的味

蕾—見東協廚房〉、林金瑛〈習字〉、武豔秋〈愛

的筆盒〉、洪慧敏〈素叉燒雞飯〉、洪慧卿〈家〉、

高凌華〈能不能不要〉、張辰〈新北新故鄉〉、張葦

菱〈愛讓他鄉成故鄉〉、張梓鈞〈潮濕的味道〉、張

舜忠〈此心安處是吾鄉〉、張翔鴻〈聽濤者〉、陳思

穎〈新北新故鄉—回憶的味道〉、游淑惠〈畫了曼

陀羅〉、曾元耀〈東南亞的新北市〉、黃若萍〈一切

安好〉、楊岡〈觀音山〉、楊慧婷〈另類圖書館〉、

廖奇〈衍畫〉、蔡悅東〈看海〉、蔡麗華〈潑水過新

年〉、劉德曜〈舌頭上的家鄉〉、歐筱佩〈傾斜的

塔〉、魏振恩〈漁船〉、謝宜宸〈起飛〉、嚴永真

〈湖盼〉

打狗鳳邑文學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聯經出版公司、《聯合文

學》雜誌承辦，11月22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巴代、李志薔、郝譽翔、蔡素芬、

鍾文音；散文：林文義、柯裕棻、凌性傑、孫梓評、

劉克襄；新詩：向陽、鄭烱明、陳義芝、楊澤、楊佳

嫻；台語新詩：李魁賢、李敏勇、李漢偉、林央敏、

陳明仁

小說　高雄獎潘鎮宇〈飛魚之死〉，優選獎葉琮〈南

國的盛宴〉，佳作嚴筱意〈頭家嬤跑疏開〉、陳育萱

〈溫度〉

散文　高雄獎曾稔育〈夜知道〉，優選獎汪恩度〈高

雄巨山蟻飼養日記〉，佳作莫格扉〈家在白城〉、雨

諄〈調度員〉

新詩　高雄獎辛金順〈移工語言課〉，優選獎熊佳慕

〈詞語練習〉，佳作曾元耀〈那瑪夏的呼吸〉、無花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台語新詩　高雄獎黃明峯〈高雄號〉，優選獎柯柏榮

〈天落紅雨〉，佳作曾美滿〈故事—讀劉耀廷佮妻

子施月霞獄中通信有感〉、子尋〈從來毋捌〉

後生文學獎
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辦，11月28日頒獎。
短篇小說　首獎夏意淳〈有時有日〉，優選張弘政

〈作齋〉，佳作江馥如〈一顆玻璃菜〉、陳凱琳〈藍

衫〉、吳品儒〈在路上〉

散文　首獎夏意淳〈在夏天開的花〉，優選黃可偉

〈屋〉，佳作張卉君〈阿婆著衫〉、李謙珣〈雅子小

姐上班去〉、徐滋妤〈菩薩低眉〉

小品文　首獎劉承欣〈河的顯影〉，優選張弘政〈抹

草〉，佳作陳凱琳〈天公落水〉、曾若涵〈阿信賣魚

的地方〉、黃瀞緣〈燒樵洗身〉

客語詩　首獎陳偉之〈新冠疫情外一章〉，優選賴靜

怡〈阿婆菜〉，佳作劉靜庭〈月圓時節桂花香〉、張

簡敏希〈食甜〉、林益彰〈南國瀰濃〉

梁實秋文學獎（第33屆）

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11
月28日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創作：柯裕棻、張惠菁、陳義芝、須

文蔚、黃麗群；翻譯：譯詩組高天恩、康士林、梁欣

榮，譯文組阮金秦、段雅芳、陳凰鳳

散文創作　首獎林念慈〈我住在我裡面〉，評審獎包

文源〈家族的記憶〉、陳曜裕〈吾土的風景〉、陳柏

言〈刻舟小史〉

翻譯　譯詩組（中譯英）首獎從缺，評審獎蔡素君、

林珣毅、蔡亞倫、古以晴；譯文組（越文譯中）首獎

何欣晏，評審獎黃思義、王明翠、阮氏如靜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第16屆）

雲林縣政府主辦，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承辦，11月
28日頒獎。
評審委員　宋澤萊、鍾文音、郝譽翔、鴻鴻、向陽

短篇小說　首獎蘇文章〈阿爸的手尾錢〉，第2名王永

成〈喙瀾〉，第3名王席綸〈最淺的死〉

報導文學　首獎王派仁〈阿公的五分仔車：嘉北線糖

業鐵道的美麗與哀愁〉，第2名曾美滿〈米中謎—

莿桐孩沙里獻納米故事的發現與迴盪〉，第3名林明宏

〈愛的推手　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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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拾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奬
桃園市立圖書館主辦，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聯合文學

雜誌社執行，11月29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新詩：凌性傑、許水富、廖偉棠；童話：

崔麗君、張友漁、莊世瑩；短篇小說：平路、陳芳

明、鍾文音；散文：方梓、石曉楓、蔡詩萍；報導文

學：張娟芬、陳銘磻、楊翠

短篇小說　正獎白樵〈南華夫人安魂品〉，副獎李修

慧〈阿慶〉、胡信良〈櫻花何時開〉

新詩　正獎陳顥仁〈九零後〉，副獎楊智傑〈我們的

夏天—致貝魯特〉、邱怡瑄〈衣服〉

散文　正獎鄭雯玲〈關於一片海的重新敘述〉，副獎

張燕輝〈做料仔〉、陳泓名〈走河〉

報導文學　正獎尹雯慧〈告別練習—最後的遊牧民

族〉，副獎楊語芸〈前無例　後無人—李寶蓮的

「愚婦還山」大計〉、邱艾薇〈波光粼粼—非洲尚

比亞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的日常〉

童話　正獎張英珉〈沙漠小狐狸薛比〉，副獎林千鈺

〈逃出壞孩王國〉、陳麗芳〈打呼公主〉

高雄文藝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11月30日揭曉，2021年1月9
日頒獎。

評審委員　林尚瑛、林茂賢、黃文博、盧明德、劉富

美、李金鴦、蔡素芬、周素玲

得獎者　高雄市現代畫學會、聚和文化藝術基金會、

陌上塵

Openbook好書獎（第4屆）

Openbook閱讀誌主辦，12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年度中文創作／年度翻譯書：文學類丁名

慶、李欣倫、李家沂、崔舜華、黃崇凱，非文學類吳

家恆、林豐利、馮勃翰、詹素娟、鄭力軒；年度生活

書：王浩一、江家華、徐銘謙、陳淑華、曾淯慈；年

度童書／年度青少年圖書：石牧民、林偉信、陳志

賢、葉青華、謝依玲

年度中文創作　馬翊航《山地話╱珊蒂化》、馬嶽

《反抗的共同體：二○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蘇致

亨《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台灣有個好萊塢》、馬

尼尼為策劃、翻譯、繪圖，張錦忠選詩、審訂、朗

讀《以前巴冷刀‧現在廢鐵爛：馬來班頓》、陳栢青

《尖叫連線》、陳宗暉《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賀

景濱《我們幹過的蠢事》、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

物：台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夏夏《傍晚五點

十五分》、郭強生《尋琴者》

年度翻譯書　文學類亞歷山卓‧桑納《如同此石：一

切戰爭之書》、奧爾嘉‧朵卡萩《雲遊者》、亞當‧

克拉洛《公司與幕府》、斯薇塔‧多羅謝娃《來自

精靈世界的人類奇幻百科》、安東尼‧路易斯《異

見的自由》、金英夏《黑色花》、伊恩‧爾比納《罪

行海洋》、曼諾‧許特惠森《達爾文進城來了》、肖

莎娜‧祖博夫《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安德魯‧勞勒

《雞冠天下》

年度生活書　羅賓‧沃爾‧基默爾《三千分之一的森

林》、理查‧布洛克斯《吾業遊民：一個德國遊民血

淚拚搏三十年的街頭人生》、樹木希林《走在，沒人

想去的地方》、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阿媽的女朋

友：彩虹熟女的多彩青春》、愛德華‧羅斯《看懂好

電影的快樂指南》、蘿拉‧李普斯基、康妮‧柏克

《創傷照管》、地理角團隊著，洪伯邑主編《尋找台

灣味：東南亞×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羅貝托‧卡

薩提《絕冷一課》、吳永華《貂山之越：淡蘭古道自

然發現史》、斐德列克‧威圖《貓的痴情辭典》

年度童書暨青少年圖書　年度童書林柏廷《一個像海

的地方》、喬丹‧史考特，席尼‧史密斯圖《我說話

像河流》、蘇西‧李《海浪》、安東妮‧許奈德，張

蓓瑜圖《雪是誰的？》、邱承宗《翠鳥》、蘇菲‧布

雷克爾《燈塔你好》；年度青少年圖書公共電視《台

灣特有種》製作團隊《The	Small	Big台灣特有種1、2、
3、4》、草山萬兔，松本大洋圖《星尾獸探險隊》、

卡崔娜‧南斯塔德《惡作劇女孩》、基蘭‧米爾伍

德‧哈爾葛芙《萬物盡頭之島：隔離‧樂園》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20屆）

賴和文教基金會主辦，12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梅香、王鈺婷、李雪莉、林佩蓉、陳淑

容

得獎者　首獎洪政貴、林仕騏〈牛轉乾坤—芳苑海

牛文化〉，二獎徐佑昕、顏甄、陳沂熏、郭許謙〈車

窗外的兩個世界〉、林淯茹〈溪畔‧六廿四〉，三獎

陸昶華、吳冠威、陳杰克〈殘霞盡，夕陽斜—左營

上海街與西陵街的一代風華〉、石牧慈、謝家沁、何

雁婷〈我們地方的故事—十五年進化論〉，佳作王

俞杰〈踏上我之為人的追尋之路—記花蓮馬泰林

部落豐年祭之我思〉、連曜輝、許瀞予〈飄零苦苓

林〉、林逸安、唐禎佑、林東瑾、洪聖哲〈細漢時〉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第7屆）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主辦，12月5日頒獎。
評審委員　高翊峰、陳栢青、童偉格、劉梓潔、賴香

吟

得獎者　首獎高鉦詠〈宗親會〉，優等李政廷〈水中

月〉、洪采薇〈母與女〉、Joseph〈梵林墩事件〉、林

昇儒〈幽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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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詩獎古典詩創作競賽
台北市天籟吟社主辦，12月7日揭曉。
評審委員　社會組：李知灝、康濟時、廖振富，青年

組暨天籟組：吳東晟、李宜學、陳文峯

得獎者　天籟組首獎洪淑珍〈林占梅〉，優選陳文識

〈張作梅〉、張家菀〈張夢機〉，佳作余美瑛〈讀新

竹舉人鄭家珍詩文有懷〉、林宸帆〈夜夢文華夫子

有記〉、王文宗〈丘逢甲〉、林顏〈緬懷張國裕夫

子〉、周麗玲〈詠施士洁先賢〉、林志賢〈百歲詩人

游金華〉、吳秀真〈台灣詩壇先賢沈光文〉、翁惠貹

〈詠台灣詩壇先賢—凌淨嫆〉、陳春祿〈乙未丘逢

甲〉、張素娥〈戎庵詠〉；青年組首獎蔡宗誠〈水上

芭蕾〉，優選孫翊宸〈舉重〉、張芷綾〈大隊接力參

賽有感〉，佳作顏子碩〈射箭〉、陳信宇〈跳水〉、

許育阡〈體操〉、曾俊源〈職棒〉、陳品伃〈籃

球〉、王禹媗〈觀中國舞有感〉、黃文馨〈短跑〉、

陳毅勳〈詠馬拉松〉、詹培凱〈龍舟競渡〉、吳紘

禎〈跳水〉；社會組首獎李玉璽〈白先勇《台北人》

讀後等四首〉，優選鄭世欽〈讀焦桐《台灣飲食文選

Ⅱ》等四首〉、林綉真〈走讀台北文學地景〉，佳作

林綉珠〈台灣文學四吟〉、吳冠賢〈寄懷四首〉、吳

忠勇〈台灣文學作品四詠〉、陳靖元〈台灣作家作品

四詠〉、李英勇〈讀丘逢甲先生七言絕句「春愁」，

因感時局有懷等四首〉、邱素綢〈讀蔡素芬《鹽田兒

女》感詠等四首〉、林文龍〈讀《彰化應社詩薈》等

四首〉、楊東慶〈讀東吟社序有感等四首〉、洪一平

〈讀鹿港才子施文炳書後等四首〉、劉坤治〈鍾肇政

《魯冰花》等四首〉

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
巴黎文教基金會主辦，12月10日頒獎。
評審委員　季季、周芬伶、陳芳明、楊照、劉克襄

得獎者　朱和之〈南光〉

旺旺‧時報文學獎（第41屆）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12月12
日頒獎。

影視小說　首獎江恰榮〈孫悟空〉，優選魏執揚〈老

魏〉，佳作王若虛〈床上無小事〉、高翔〈落山夕

陽〉

新詩　首獎蔡凱文〈作文課〉，優選張繼琳〈孕

期〉，佳作丁威仁〈他的媽媽〉、劉金雄〈最後的黑

色部落〉

散文　首獎林佑軒〈在巴黎，我亞洲的身體〉，優選

何曼莊〈今年煙花特別多〉、崔舜華〈遊當記〉，佳

作黃庭鈺〈衣戀〉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第22屆）

南投縣政府主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2月12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新詩：路寒袖、白靈、須文蔚；散文：李

寶玲、林聰明、宇文正；短篇小說：林黛嫚、吳鈞

堯、郝譽翔；古典詩：李建崑、廖振富、龔顯宗；報

導文學：陳憲仁、古蒙仁、廖嘉展

文學貢獻獎　林彧

新詩　首獎田煥均〈一起抵達〉，優選蔡凱文〈等你

翻過硝煙的稜線回來—致鹿野忠雄〉、王宗仁〈石

頭與玉—致杜十三〉、賴文誠〈泥炭土的活字版印

刷術—記頭社活盆地〉

散文　首獎林郁茗〈掌溫〉，優選徐麗娟〈陽光密密

縫〉、張俐雯〈銀碗盛雪〉、王瓊茹〈山居之律〉

短篇小說　首獎黃森茂〈魔山〉，優選汪恩度〈餐桌

上的色彩〉、蔡孟宏〈靈魂的漫途〉、陳韋任〈腹製

哀傷〉

古典詩　首獎楊玉葉〈南投旅屐四題〉，優選林志祥

〈南投遊興，以時蔬入題〉、王朝献〈中寮四景吟

懷〉、林立智〈八通關四時遣懷各一首〉

報導文學　首獎李展平〈燈燭不滅—達瑪巒之

光〉，優選林明宏〈竹藝復興了一個小鎮〉、李及文

〈《他們就在那裡》—遇見南投市的味道〉、洪健

鈞〈訪客記：南投縣客家族群現況紀實〉

苗栗縣文學集徵選出版計畫
苗栗縣政府主辦，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苗栗縣立圖書

館承辦，12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甘耀明、何來美、施俊州、郭彩虹、黃碧

清、劉仁祥、潘秋榮

得獎者　江茂丹「不知春」、劉嘉琪「糖蜂仔」、賴

秀慧「yaki的織布聲」、陳忠本「越頭看大山　故鄉的

沓沓滴滴」、鄧榮坤「抓住了愛」、梁純綉「人間有

情」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第19屆）

國語日報社主辦，12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淑芬、徐永康、許建崑、陳素宜、管家

琪

得獎者　首獎從缺，第2名鄭丞鈞〈九顆橘子〉，第3
名楊紫汐〈小陶狗的旅行清單〉，佳作何郁青〈富雪

奶奶的家族合照〉、張牧笛〈雪山的深呼吸〉、雷婷

〈狐狸的電話亭〉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第10屆）暨「長篇歷
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專案」徵選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12月13日頒獎。
貢獻獎　司馬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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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獎

長篇歷史小說　首獎、貳獎從缺，參獎王楨棟〈站在

上天這一邊〉

短篇歷史小說　首獎張英珉〈蝗〉，貳獎郭昱沂〈大

象時光〉，參獎葉琮銘〈當年天空飄落的雪〉

報導文學　首獎林殷敏〈她們承載的重量，請小心輕

放〉，貳獎蔡仲恕〈從抗爭中完成水庫建設的無名英

雄〉，參獎何來美〈台籍老兵李達水的悲歡歲月〉

人間佛教散文　首獎蘇雅芳〈寂境〉，貳獎夏意淳

〈石榴與玫瑰〉，參獎呂眉均〈煙火人間〉，佳作左

家瑜〈妹妹揹著洋娃娃〉、楊智傑〈只是走路〉、吳

俊霖（崎雲）〈水琴〉、李蘋芬〈冰箱〉、黃益啟

〈埋葬〉

人間禪詩　首獎房靖荃〈蛀牙〉，貳獎林品聰〈古剎

外梯田向晚〉，參獎杜娟〈在靜寂裡坐著〉，佳作丁

威仁〈你們常說虛無—寫在淩雲禪寺前的硬漢嶺步

道〉、王隆運〈我的飛蚊症〉、林淵智〈廢名—訪

清泉崗車站遺址〉、馬冬生〈春風啊，請按我的意思

把它們吹綠〉、周盈秀〈青苔的旅行〉

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專案　張郅忻「十足先

生」、傅正玲「陶庵十賦」

桃城文學獎（第11屆）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12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向陽、平路、宇文正；現代

詩：華語組陳芳明、陳啟佑、路寒袖，台語組：李勤

岸、蕭藤村、鄭順聰；散文：陳昌明、陳義芝、林央

敏；小品文：李瑞騰、林沈默、周盈秀

短篇小說　第1名徐麗娟〈慢時光〉，第2名趙品瑄

〈冬將軍的秋天〉，第3名邱靖巧〈轉來轉去〉，優

選何郁青〈文財殿裡的父與子〉、楊語芸〈成長紀

事〉、蔡欣純〈鬼情書〉

現代詩　華語組第1名游書珣〈鄒族的雨〉，	第2名陳

亮文〈向生—紀念潘木枝醫師〉，第3名林郁茗〈霧

鎖梅山〉，優選何郁青〈伐木者不是孤獨的〉、曾美

滿〈女伶哀歌〉、蔡凱文〈我們已不再遺忘—致魚

寮遺址及鹿野忠雄〉；台語組第1名黃明峯〈花開，

有聲—詩寫林玉山《蓮池》，台灣第一件國寶畫

作〉，第2名鄭如絜〈桃城ê彼塊石碑〉，第3名曾元耀

〈春過桃仔城〉，優選溫存凱〈數念二萬坪森林〉、

吳梅瑱〈春天‧玉蘭花〉、蔡宜勳〈偷蔥入畫—訪

嘉義水上「善德堂」陳玉峰彩繪〉

散文　第1名劉雅郡〈環城一周〉，第2名蔡欣佑〈髮

內情〉，第3名陳曜裕〈對山〉，優選汪龍雯〈爺爺的

哨子麵〉、林連鍠〈思念〉、何惠晶〈減肥〉

小品文　第1名李威霖〈花非花〉，第2名陳薇安〈漸

漸駛離河堤〉，第3名杞亮昀〈桃城。1947〉，優選

洪宛瑩〈寄情鐵馬〉、蔡瑜凌〈大樹不倒〉、羅元里

〈鏡子之城〉、丁一荃〈豆漿豆花〉、林珈妤〈出桃

日〉

葉紅女性詩獎（第15屆）

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12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李癸雲、羅任玲、唐捐、舒羽、韓慶成

得獎者　首獎語輕輕〈葉綠素〉、〈眼〉，優等于小

塵〈泅與渡〉、〈在人間，有一個叫阿恒的少年〉，

佳作周欣祺〈隔離日記〉、〈寄居蟹〉、魯蘆〈吳爾

芙的石頭〉、〈凱特‧蕭邦的海〉、林佳儀〈早安，

世界〉、〈十萬元的右手〉、馬玉紅〈玻璃試管〉、

〈社交流感〉、陳怡安〈游泳課〉、〈畫畫課〉、閑

芷〈與樹的分岐拔河〉、〈更年期〉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12月15日揭曉。
評審委員　林文義、胡長松、郝譽翔、蔡素芬、蔣慧

仙、鴻鴻

得獎者　楊富閔「教育小說《愛文》寫作計畫」、錢

映真「緣故地」

竹塹文學獎
新竹市政府主辦，新竹市文化局承辦，12月19日頒
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鍾文音、宇文正、孫德宜；現

代詩：李癸雲、向陽、陳義芝；童詩：鄭如晴、徐國

能、林芳萍；青春散文：黃雅莉、鍾怡雯、言叔夏

短篇小說　第1名徐麗娟〈聽時間說話〉，第2名林國

峰〈顆粒49號〉，第3名張俊堯〈善良的肥宅〉，佳作

林銘亮〈光合作用〉、潘欣怡〈文辟撿骨〉

現代詩　第1名張英珉〈蝙蝠〉，第2名吳俊霖〈指

引〉，第3名詹佳鑫〈學府路之春〉，佳作王智忠〈愛

欲前書〉、李智揮〈風的雕刻〉

童詩　第1名曹育寧〈青草湖〉，第2名賴韋彤〈耳朵

裡面有什麼〉，第3名林志玲〈明天是哪一天〉，佳作

邱子玹〈超能機器人〉、林宸潔〈觀光客〉、林湜恩

〈童年：十七公里海岸線〉、林喬巧〈阿嬤〉、何鎮

麟〈搬家〉、李秉晟〈寫作文的時候〉、楊子萱〈迷

糊家族〉、趙哲緯〈等爸爸回家〉、練子菲〈那隻被

囚禁在水壺裡的怪獸〉

青春散文　第1名蔡庭綸〈彼個所在〉，第2名黃辰淳

〈回頭你還在櫻花盛開處等我〉，第3名黃喬柔〈港

灣〉，佳作莊芸萁〈缺口〉、尤映筑〈穿著你的影子

遠走〉、羅少君〈我將消融在最後一個雨季裡的膨

脹〉、朱永詮〈沉默〉、張毓珊〈暫，放〉

浯島文學獎（第17屆）

金門縣文化局主辦，12月19日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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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周昭翡、張國立、陳長慶；新

詩：古月、許水富、路寒袖；散文：吳鈞堯、郝譽

翔、蔡素芬

短篇小說　首獎張姿慧〈一個沒有血緣的親人〉，優

等徐麗娟〈雲朵的彼方〉、張英珉〈小白〉，佳作陳

昱良〈烈嶼島上〉、陳嘉甄〈傷婚流年〉

新詩　首獎劉金雄〈低調的優雅—山后聚落〉，優

等徐麗娟〈朝著我手指的方向〉、王淑美〈霧散之

後—雨季不要來〉，佳作林世明〈遇見料羅灣〉、

楊筑君〈乾杯，不是酒〉、王怡仁〈在瓊林—以怡

穀堂為核心〉

散文　首獎牧羊女〈家書〉，優等賴俊儒〈生活在他

方〉、林美華〈金色之島〉，佳作何國華〈夏至前的

午後〉、陳昱良〈阿叔的冬瓜餅〉、梁評貴〈吉仔

花〉

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暨十大影響力好書
金石堂書店主辦，12月22日頒獎。
年度風雲人物　龍應台（作家）、凃玉雲（出版）、

楊斯棓（星勢力作家）

十大影響力好書　莎莉‧魯尼《正常人》、郭強生

《尋琴者》、李崇建、甘耀明《薩提爾的守護之

心》、陳志武《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戴

倫‧艾塞默魯《自由的窄廊》、蔡璧名《解愛》、

黃國珍《探究式閱讀》、迪莉婭‧歐文斯《沼澤女

孩》、楊照《不一樣的中國史》、郭瑞祥、陳建豪

《人生第二曲線》

台中文學獎（第9屆）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文訊雜誌社承辦，12月23日
揭曉，2021年3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文學貢獻獎：廖玉蕙、陳憲仁、宇文正、

張瑞芬、吳櫻；小說：郝譽翔、甘耀明、劉梓潔、蘇

偉貞；散文：張瑞芬、石德華、蔡淇華、方梓；新

詩：蘇紹連、林婉瑜、瓦歷斯‧諾幹；古典詩：李建

崑、楊維仁、鍾宗憲；台語詩：李長青、方耀乾；客

語詩：張芳慈、利玉芳；童話：許建崑、蔡榮勇、黃

秋芳；國高中職生散文：徐國能、楊富閔、朱國珍；

國高中職生閱讀心得：李儀婷、林德俊、宋怡慧

文學貢獻獎　瓦歷斯‧諾幹

文學創作獎

小說　第1名林楷倫〈北疆沒有大紅色的魚〉，第2名
石尚清〈圍牆上的魚〉，第3名張喬雅〈少女殼〉，佳

作謝瑜真〈每個人都可以加入實驗室〉、王席綸〈鯤

鯓〉

散文　第1名董秉哲〈口〉，第2名陳秀莉〈斷身〉，

第3名賴俊儒〈蟻生〉，佳作鄧榮坤〈瓜〉、黃庭鈺

〈池裡的河馬〉、王建慧〈人類世。備忘〉

新詩　第1名李寧介〈無事〉，第2名楊瀅靜〈在柵

欄落下之後〉，第3名呂珮綾〈亮話〉，佳作何郁青

〈如常〉、鄭守志〈蝴蝶皿〉、謝明瑾〈巷子裡的斜

陽—記天外天劇場〉

古典詩　第1名何維剛〈懷父四章〉，第2名詹培凱

〈日治時期人史四詠〉，第3名陳文峯〈台中文學地

景四詠〉，佳作林文龍〈台中詠懷古蹟〉、王博〈八

月廿四與故友滬江夜飲，忘夕而歸，忽有山河已秋之

感〉、鄭世欽〈上庠同硯鵑城小聚四首並序〉

台語詩　第1名曾美滿〈託夢〉，第2名王怡仁〈阿爸

的衫仔櫥〉，第3名林世明〈七彩的眠夢—詩寫彩虹

眷村〉，佳作吳梅瑱〈秋分ê山嶺〉、曾元耀〈騎袂歹

的跤踏車〉、林秀蓉〈走揣天外天ê天〉

客語詩　第1名楊彥泠〈拖箱〉，第2名黃勝群〈失忒

个記憶〉，第3名何志明〈退色个相片〉，佳作何卿爾

〈東豐綠廊〉、許勝雲〈富春〉、張森明〈背痀痀个

老伯姆〉

童話　第1名王麗娟〈牆壁壞壞〉，第2名陳昇群〈豬

十二龜十三〉，第3名陳麗芳〈從地球飄來的一本

書〉，佳作王昭偉〈武士與魔法師〉、康逸藍〈試吃

達鼠〉、呂登貴〈大鐵桶與喵〉

國高中職生散文　國中組第1名黃宥茹〈花〉，第2名
吳悠〈蟹想〉，第3名柯慧陽〈靈魂香料〉，佳作黃羽

岑〈捉迷藏〉、卓弘岳〈黑鳶〉、蘇鈺琇〈狼嗥〉、

夏承嫻〈白色紙星星〉、陳奕璇〈玻璃娃娃〉；高

中組第1名林政宇〈面師〉，第2名李昕霓〈看〉，第

3名陳俞蒨〈馬上是多久〉，佳作林禹含〈天堂的花

園〉、李怡婷〈似海〉、林禎瑭〈崩壞〉、李柏欣

〈這裡沒有水〉、林妤安〈錦鯉〉

國高中職生閱讀心得　國中組第1名黃子彧〈看見內在

的光—《特別女生薩哈拉》讀後感〉，第2名黃亮勻

〈《荒野之狼》閱讀心得〉，第3名洪馥廷〈《十三

歲新娘》閱讀心得〉，佳作張嘉莉〈《牧羊少年奇幻

之旅》一場生命寶藏的巡禮〉、汪其珈〈《山茶花文

具店》讀後感〉、蘇怡璇〈魂牽夢縈—《詩魂》

讀後感〉、魏宇辰〈蛙—極端政策下的哀鳴與懺

悔〉、傅梓翔〈《火星任務》讀後心得〉；高中組第1
名陳晉〈感知的長河：《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讀書心

得〉，第2名孫庭柔〈咀嚼人性中的善惡—《蒼蠅

王》讀後感〉，第3名成碩秋〈讀《半生緣》〉，佳作

宋玟穎〈看見黑暗，尋找光芒〉、林靖佳〈長大後，

忘了的事〉、余欣霓〈《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閱讀

心得〉、林佩妤〈遇見《台北人》〉、柯承希〈最後

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學會死亡，你就學會活著〉

mlata—原住民族文學獎（第11屆）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協會、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12月26日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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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　小說：里慕伊‧阿紀、林二郎、浦忠成、

舞鶴、簡齊儒；新詩：李永松、孫大川、馬翊航、張

芳慈、楊書軒；散文：王慈憶、利格拉樂‧阿 、孫

大川、廖咸浩、董恕明；報導文學：瓦歷斯‧諾幹、

官大偉、邱韻芳、啟明‧拉瓦、陳芷凡

小說　第1名然木柔‧巴高揚〈臉書〉，第2名田雅頻

〈河流悠悠〉，第3名葉長春〈漩渦〉，佳作周牛莒光

〈回老家〉、劉柳書琴〈告別，Takivatan〉

新詩　第1名然木柔‧巴高揚〈他們叫我〉，第2名
陳宏志〈風中的yutas〉，第3名游以德〈羅老師，您

好：〉，佳作賴勝龍〈北上〉、拉夫喇斯‧璟榕〈吉

夢〉

散文　第1名然木柔‧巴高揚〈姓名學〉，第2名陳宏

志〈回部落的幾個日子〉，第3名卓家安〈Malasang

／Mapatay〉，佳作程廷〈你那填滿Bhring的槍射向

我〉、林佳瑩〈太平洋的風〉

報導文學　第1名潘貞蕙〈你看那個亮亮的地方〉，第

2名然木柔‧巴高揚〈miyasaur‧再‧一起〉，第3名哈

寶兒‧瓦它〈再見記憶中的奎諾斯（kinus）〉，佳作

李真理〈搭建Syaw	na	hongu	utux的生命力—憶起燃

燒的Puniq〉、潘鎮宇〈Min	Bun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