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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書目

小說

重逢咖啡館／鄭華娟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月，25開，

208頁，290元
天橋上的魔術師（圖像版）：小

莊卷／吳明益原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1月

，18開，272頁，360元
天橋上的魔術師（圖像版）：阮

光民卷／吳明益原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1月

，18開，262頁，360元
幻城微光／廖宏杰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264頁，350元
台灣異聞錄／二師兄著，林家棟

圖

新北：有方文化，1月，25開，288
頁，330元
妖刀與天劍／上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月，18開

，480頁，460元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林庭毅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1月，25開，

272頁，320元
空橋上的少年／蔡伯鑫著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公司，1
月，25開，456頁，480元
前浪和後浪／周安儀著

新竹：清華大學，1月，25開，212
頁，300元
律政女王 I：魔鬼的顫音／雅豊

斯Aris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1月，25
開，232頁，330元
律政女王 II：華麗的變奏／雅豊

斯Aris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1月，25
開，264頁，360元
律政女王 III：魔鬼圓舞曲／雅

豊斯Aris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1月，25
開，328頁，390元
麻躐之洋：馬塔巴／蔚宇蘅著

新北：耶魯國際文化事業公司，1
月，25開，224頁，300元
畫假話，話真畫／王竹語著

台北：王竹語出版社，1月，25開

，192頁，269元
蒙馬特遺書（25週年紀念版）／

邱妙津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月，

25開，200頁，200元
數字遊戲／藍色水銀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月，

25開，174頁，300元
藝術家；孤獨，的，自語／黃橙

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446頁，500元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

怖小說選‧卷一‧血的預感／郭

松棻等著，胡淑雯、童偉格主編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1月，25開

，400頁，400元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

怖小說選‧卷二‧眾聲歸來／朱

天心等著，胡淑雯、童偉格主編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1月，25開

，376頁，380元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

怖小說選‧卷三‧國家從來不請

問／舞鶴等著，胡淑雯、童偉格

主編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1月，25開

，368頁，380元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

怖小說選‧卷四‧白色的賦格／

宋澤萊等著，胡淑雯、童偉格主

編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1月，25開

，268頁，300元
A Messed Up Mind／陳立恩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176頁，280元
一個人陪老母旅行—母與子的

難忘之旅／褚宗堯著

新竹：褚林貴教育基金會，2月，

25開，240頁，320元
九歌108年小說選／張惠菁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352頁，400元

也無風雨也無晴／倪子勤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320頁，350元
代我問候南部太陽／陳韋任著

台北：避風港文化公司，2月，32
開，288頁，350元
字母會：從零度到未來／胡淑雯

等著，楊凱麟策劃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2月，32開

，1114頁，2200元
阿鼻劍前傳‧卷一：封印重啟／

馬利著

台北：大辣出版公司，2月，25開

，416頁，380元
封神之島‧第1卷‧黑水／七樂

著，AKRU圖

台北：避風港文化公司，2月，25
開，320頁，350元
唐樂小說集／唐樂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296頁，250元
留時里／文刀莎拉著

台北：釀出版，2月，25開，160頁

，230元
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崑崙著

台北：鏡文學，2月，25開，360頁

，360元
曾經他是整個花花世界／台北人

著

台北：鏡文學，2月，25開，304頁

，360元
最後的審判／呂秋遠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2月，25開

，256頁，380元
甯甯：改編十段真實故事，一個

跨性別家庭的親子心聲／陳聖文

、游瑀萱、聶薇庭著，游瑀萱圖

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月，18
開，62頁，280元
跑攻籃球（上）／喬靖夫著，馮

展鵬圖

台北：蓋亞文化，2月，25開，340
頁，350元
當時輕別意中人／王竹語著

台北：王竹語出版社，2月，25開

，200頁，269元
螯角頭／解昆樺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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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菊8開，40頁，未定價  

奪人ê愛：藍春瑞台語小說集（2）

／藍春瑞著

新北：台語傳播企業公司，4月，

25開，344頁，350元
Black Coffee／藍藍似水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352頁，350元
低價夢想／臥斧著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5月，25開

，416頁，380元
空烏／盧建彰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5月，25開

，384頁，380元
重返地球／藍色水銀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5月，

25開，136頁，270元
國際橋牌社／雅豊斯Aris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5月，18
開，456頁，530元
黃金男人／章緣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48頁，330元
蒼白的臉／葉天祥著

台北：致出版，5月，25開，184頁

，280元
劍魂如初3：惟願星辰／懷觀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5月，25開，

368頁，320元
餘響入霜鐘—禪宗祖師傳奇／

鍾玲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88頁，340元
亡明講史／臺靜農著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6月，

25開，236頁，360元
尖叫連線／陳栢青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448頁，380元
命運攥寫者／星空天秤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6月，25開，

160頁，240元
看不見的戰爭II：對峙／梁德煌

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6月，25開，

368頁，350元
風神的玩笑—無鄉歌者江文也

／朱和之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6月，

25開，352頁，380元
夏洛／蘇一夏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216頁，280元
就在那時：情，與江湖／蔡孟利

著，吳箴言圖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6月，25
開，280頁，280元
裡面的裡面／朱嘉漢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72頁，350元
變種‧佛道奇緣／吳仁光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368頁，320元
驚夢49天／韓肅肅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6月，25
開，288頁，300元
十信風暴—台灣史上最大金融

弊案／王駿著

台北：鏡文學，7月，25開，384頁

，420元
上課不要生小孩／九把刀著，

Blaze Wu圖

台北：蓋亞文化，7月，25開，264
頁，280元
大武山下／龍應台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424頁，480元
牛肉麵的幸福滋味／楊寒著

台北：大旗出版社，7月，25開，

256頁，280元
老闆的人馬／賴維仁著

台北：致出版，7月，25開，288頁

，360元
花樣女醫白袍叢林生存記／劉宗

瑀（小劉醫師）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88頁，330元
前面有什麼？／張仲嫣著，Tim 

Gu圖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7月，25開

，432頁，450元
胡神／姜天陸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7月，25開

，210頁，250元
風中有朵血做的雲／吳其穎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7月，25開

25開，400頁，450元
歡迎就讀，陽光山林幼兒園／黃

萱萱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2月，

25開，136頁，330元
天龍國餘生錄：美女與野獸篇／

盼晨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144頁，160元
台灣漫遊錄／青山千鶴子、楊双

子著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3月，25開

，368頁，380元
逍遙遊／高振民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320頁，350元
焰口／林慶祥著

台北：鏡文學，3月，25開，400頁

，450元
邀請妳參加我的每一場葬禮／穹

魚著

台北：鏡文學，3月，25開，384頁

，380元
藏身／凌明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25開

，272頁，390元
女神自助餐／劉芷妤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4月，32開

，320頁，350元
天才的印記（常玉外傳）／刁卿

蕙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4月，25開，

359頁，400元
月球房地產推銷員／李唐著

台北：自由之丘，4月，25開，288
頁，380元
含笑／村野夫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4月，25開

，160頁，250元
記憶死刑／彭啟東著

台北：未來敘事工場，4月，25開

，222頁，300元
敗戰處理／王靖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304頁，380元
新編客家故事集／何明光、何石

松主編

桃園：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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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英嫂／陳長慶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430頁，400元
灣洲客家奇幻譚：茶與客／李知

昂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272
頁，330元  

X人執照／蔡金燕、楊允辰著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288頁，320元
千奇百怪寄宿家庭（第一部）／

雪倫湖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1月，

25開，138頁，270元
台灣好「棒」！／秀霖著

台北：要有光，11月，25開，246
頁，300元
光的闇影／施又熙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公司，11月，25
開，488頁，380元
血色夜想曲／月小伊著

宜蘭：集合出版社，11月，25開，

406頁，399元
風臨火山／徐毅振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184頁，220元
狼吻／藍色水銀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1月，

25開，172頁，320元
楊枝淨水／洪啟嵩著

新北：全佛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888頁，980元
翻進宜蘭座／詹雅晴著

宜蘭：宜蘭縣文化局，11月，25開

，250頁，300元
Ring of the Day／賴以威著，

Shiho So圖

台北：鏡文學，12月，32開，288
頁，320元
七等生全集1‧初見曙光／七等

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44頁，380元
七等生全集2‧我愛黑眼珠／七

等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20頁，350元
七等生全集3‧僵局／七等生著

，235頁，250元
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林剪雲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384頁，420元
遊戲四部曲：馬至中篇小說集／

馬至著

台北：致出版，7月，25開，314頁

，420元
綺譚花物語／楊双子著，星期一

回收日圖

台北：台灣東販，7月，25開，168
頁，260元
歡迎來我家／沈信宏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56頁，310元
一蓮托生　桃花絕境／柳孝真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272頁，280元
今是人／邊緣蓮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584頁，520元
我的家在康樂里／謝鑫佑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88頁，400元
我們沒有祕密／吳曉樂著

台北：鏡文學，8月，25開，368頁

，380元
其實應該是壞掉了／高基倫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8月，

25開，272頁，330元
所有相遇，都是靈魂的思念／黃

淑文著

台北：方智出版社，8月，25開，

304頁，350元
紅字團（復刻版）／駱以軍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8月，25
開，160頁，250元
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

錄（增訂新版）／張亦絢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64頁，350元
愛情酒店（20週年復刻版）／陳

雪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8月，25開

，240頁，320元
藍色海岸線／陳凱琳著

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8月，

25開，208頁，300元
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黃家祥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25開，272頁，330元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黃暐婷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352頁，420元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黃春明

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9月，25
開，224頁，320元
侘寂之路／妍音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82頁，250元
海市／張郅忻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320頁，380元
密室殺人／李昂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288頁，350元
無人知曉的青春／林娟娟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9月，25開

，176頁，100元
敲昏鯨魚（增訂新版）／包冠涵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56頁，320元
謫花—再詳張愛玲／魏可風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18開，472頁，499元
伊羅寓言：國王貓／羅智強著

台北：小強出版社，10月，32開，

185頁，300元
名為世界的地方／蕭熠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0月，

25開，288頁，350元
阿嬤（繪光音樂小說）／阿樂著

，辛莉恩譯，吳悅綾圖

台南：可澄音樂文創公司，10月，

25開，163頁，800元
拼裝家庭／Ami亞海著，藍聖傑

BLUE圖

台北：鏡文學，10月，25開，360
頁，380元
倪墨（Nima），誰的— 一位

心理師的小說集／周牛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84
頁，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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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64頁，320元
七等生全集4‧削廋的靈魂／七

等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44頁，390元
七等生全集5‧沙河悲歌／七等

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216頁，280元
七等生全集6‧城之迷／七等生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28頁，300元
七等生全集7‧散步去黑橋／七

等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272頁，320元
七等生全集8‧銀波翅膀／七等

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216頁，280元
七等生全集9‧譚郎的書信／七

等生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304頁，340元
上帝的禮物／藍色水銀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12月，

25開，152頁，290元
月落胭脂巷／小城綾子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272頁，280元
佛羅里達變形記／陳思宏著

台北：鏡文學，12月，25開，344
頁，400元
佤托邦　拉瑞／越超著

新北：廣毅文化創意出版公司，12
月，25開，352頁，360元
東海伏妖誌（下卷）／東燁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416頁，390元
返校  影集小說／李則攸、巫尚

益著

台北：台灣角川，12月，25開，

248頁，350元
致不在場的他們與遲到的我／李

璐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32開，288頁，360元
溝：故事未了，黃昏已來／鍾文

音著

台北：大田出版公司，12月，25開

，368頁，399元
溫州街上有什麼？—陳柏言短

篇小說集／陳柏言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336頁，380元
Happy Halloween2‧萬聖節馬戲

團／林纓著

台北：布里居出版，12月，25開，

334頁，380元
誰在森林後面／林從一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2月，25開

，346頁，350元

詩

九曲橋行吟／何雨彥著

高雄：作者自印，1月，25開，207
頁，300元
生命的歌／夏芃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286頁，500元
我姊姊住台北／周盈秀著

桃園：天河創思出版社，1月，32
開，177頁，320元
我的心受傷了／芒種雨著

新北：島座放送，1月，12×12cm

，24頁，300元
怡廬吟稿／黃東北著

南投：草屯登瀛書院管理委員會，

1月，18開，150頁，未定價

放肆詩社截句選／於淑雯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78頁，390元
穿越雲朵的河流／涂靜怡等著，

川主編

台北：秋水詩社，1月，10×17cm

，288頁，320元
清江月—近體新體詩集／曾淑

貞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296頁，350元
無蜜的蜂群／宋尚緯著

台北：啟明出版事業公司，1月，

18開，232頁，450元
萌／陳依文著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公司，1
月，18開，192頁，340元
像個變態盯著老婆的背影／沈嘉

悅著

新北：島座放送，1月，12×12cm

，24頁，300元
諸天的眼淚／崎雲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192頁，300元
貓—不羈的靈魂／秋陽著

台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公司，1
月，25開，192頁，380元
九腔十八調：台三線產業詩歌／

劉惠月著

宜蘭：作者自印，2月，菊8開，

104頁，500元（附光碟）

不枯萎的鐘聲—2019年臉書

截句選／詹澈等著，白靈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月，

25開，356頁，480元
有人從霧裡來—王學敏第6本

詩集／王學敏著

台北：情書出版社，2月，25開，

208頁，300元
你可不可以培養一點不良的嗜好

／林佳穎著

宜蘭：松鼠文化，2月，18開，168
頁，320元
邪惡的純真／王小苗著

台南：柳橋出版社，2月，25開，

196頁，393元
夏之戀—楊風的100首情詩／

楊風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2月，25開，

160頁，280元
啃老一族無近憂／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2月，25
開，300頁，300元
淡水月亮（增訂新版）／陸穎魚

著

台北：一人出版社，2月，18開，

224頁，380元
連陽光也無法偷聽／陳雋弘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2月，25開

，216頁，360元
畫說—兄弟詩畫集／柯青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