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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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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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地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2月，25開，

288頁，380元
等待清晨的第一聲啼／歐韻明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206頁，250元
詩歌風景來對坐—我的城蔓延  

你的掌紋／顧蕙倩著

新 北 ： 斑 馬 線 文 庫 ， 2 月 ，

14×17cm，220頁，350元
人生短短幾個秋／小蟲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3月，

18開，224頁，249元
冬日，在俳句內外徘徊／楊淇竹

著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146頁

，220元
如果你正讀著我／陳姵綾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168頁，490元
我是最纖巧的容器承載今天的雲

／宇文正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176頁，380元
我想我吃冰淇淋會好／傅素春著

宜蘭：松鼠文化，3月，18開，352
頁，350元
空門／林穎襄著

高雄：智彙文化工房，3月，25開

，290頁，未定價

美麗深邃的亞細亞（增訂新版）

／陳克華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3月，25開

，192頁，250元
停停走走；詩知道／林仙龍著，

李為堯譯

高雄：春暉出版社，3月，25開，

208頁，250元
執手—在蘭陽平原／吳茂松著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212頁

，260元
楊巨源先生遺稿／楊巨源著，楊

君潛主編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3月，18
開，199頁，400元
鉛日—艾喜恩詩集／艾喜恩著

台南：作者自印，3月，25開，135
頁，331元

靈魂藍—在我愛過你的廢墟／

劉曉頤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3月，

18開，208頁，360元
山海詩／洪逸辰著，陳馥蕓圖

台北：釀出版，4月，25開，142頁

，290元
比睿王／言錯著

桃園：譚謀遠，4月，25開，132頁

，320元
火鳥不哭／梁芳玲著

高雄：芳雅寰宇公司，4月，25開

，171頁，700元
走回星星的旅程—宜玲詩語．

卷一／張宜玲著、圖

台中：海聲文化公司，4月，25開

，104頁，350元
走回星星的旅程—宜玲詩語．

卷二／張宜玲著、圖

台中：海聲文化公司，4月，25開

，104頁，350元
琉璃‧邂逅／徐行著

台北：文津出版社，4月，25開，

288頁，380元
渴飲光流／吳懷晨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4月，25開

，240頁，320元
無何有天文臺詩稿／藍仕豪著

桃園：作者自印，4月，25開，222
頁，260元
暖男的誘惑／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4月，25
開，300頁，300元
模糊式告白／林婉瑜著

台北：洪範書店，4月，18開，96
頁，280元
十八‧八十／綠蒂著

台北：普音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1冊，400元
白露／龍青著

新 北 ： 斑 馬 線 文 庫 ， 5 月 ，

14×17cm，96頁，250元
佛光中文吟社詩草／蕭麗華主編

新北：我己文創，5月，19×21cm

，87頁，180元
即便這樣的我是如此破碎／曾育

儀著

高雄：作者自印，5月，25開，119

頁，未定價

指路何去／楚影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月，

18開，160頁，330元
島嶼情書／曾元耀著

台北：釀出版，5月，25開，142頁

，200元
站在原地的旅行／一蘭著

台北：典藏文創，5月，25開，176
頁，280元
從此以後  但不一定是永遠／遷

徙動物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136頁，250元
望穿秋水—止微室談詩／秀實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168頁，240元
剩詩毬／宋熹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158頁，250元
暮雪／簡單著

台北：獵海人，5月，25開，270頁

，320元
幫我換藥／馬尼尼為著、圖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5月，18
開，128頁，320元
鎖在抽屜裡的情書／楊漢著

高雄：有圖氏藝術企業社，5月，

320元
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廖偉棠

2017-2019詩選／廖偉棠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6月

，18開，240頁，320元
五七五台灣俳句精選集／呂振嘉

執行主編

新北：五七五台灣俳句菁英會，6
月，25開，133頁，250元
水昀塵瀾／馬凡媗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160頁，350元
任性無為／追奇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40頁，350元
在你的瞳孔裡種詩—愛羅手機

詩攝影／愛羅著

新北：小雅文創，6月，16開，168
頁，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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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扛著我的詩上山下海。／許水

富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6月，12開，

232頁，420元
爸爸是怎樣練成的—20首屎尿

齊飛的爸爸經／王志元等著，鴻

鴻主編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6月，18
開，96頁，280元
芷若情闕—郭漢辰情詩選／郭

漢辰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6月，

18開，160頁，300元
島嶼派／周天派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6月，18開

，256頁，380元
記憶的香茗—和權詩集／和權

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270頁

，320元
紫色逗號—蕓朵詩集／蕓朵著

新北：小雅文創，6月，25開，144
頁，320元
詩日誌／郭漢辰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6月，

18開，192頁，250元
道東書院詩社復社紀念詩集／彰

化縣道東文教協會道東詩社編輯

委員會主編

彰化：彰化縣和美鎮公所，6月，

菊8開，163頁，500元
貓奴的心聲／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6月，25
開，300頁，300元
獻給故鄉的一本存摺／葉日松著

台中：文學街，6月，菊8開，144
頁，400元
不要溫馴地踱入，那夜憂傷—

許悔之詩文選（出道三十週年典

藏紀念版）／許悔之著，陳蕙慧

、黃庭鈺編選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56頁，450元
少人行的路／黃勁連著

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7月，

25開，335頁，270元
有夢在自家个心肝肚／邱一帆著

桃園：華夏書坊，7月，25開，240

頁，360元
我也／陳峻誌著

台中：易禧樂學公司，7月，25開

，232頁，200元
星系明體／宇路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7月

，25開，156頁，300元
魚腹裡的詩人／洪郁芬著

新 北 ： 斑 馬 線 文 庫 ， 7 月 ，

14×17cm，192頁，320元
無法馴養的風—蕭蕭‧20世紀

新詩全集／蕭蕭著

新北：小雅文創，7月，18開，520
頁，560元
紫雲詩集／陳美惠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7月，25開

，152頁，150元
臉書／簡政珍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7月，25開

，224頁，250元
人生茶席：台灣茶詩—李昌憲

漢英雙語詩集／李昌憲著，戴茉

莉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122頁，200元
生滅—林鷺漢英雙語詩集／林

鷺著，黃暖婷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168頁，220元
在光影間我信／朱恬妮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8月，25開，

108頁，250元
故事崇拜／周士軒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12開

，127頁，480元
秋的低語—莊紫蓉詩集／莊紫

蓉著

台北：釀出版，8月，25開，170頁

，230元
桃城詩／渡也著

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24頁，280元
浮海詩存／何英傑著

台北：致出版，8月，25開，186頁

，250元
野雀／路玉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90頁，200元

黑雪事件簿／杜斐著

台北：一人出版社，8月，25開，

240頁，350元
腳印詩聚—腳印詩社同仁詩選

／雨弦等著，李彥主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8月，25開，

336頁，380元
鼠鼠‧數數‧看看—林煥彰詩

畫集／林煥彰著

台北：釀出版，8月，16開，172頁

，320元
請給毛孩一個家／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8月，25
開，300頁，300元
親愛的聶魯達—陳秀珍漢英雙

語詩集／陳秀珍著，李魁賢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318頁，390元
禪魔共舞—洛夫禪詩‧超現實

詩精品選／洛夫著

台北：釀出版，8月，18開，340頁

，520元
鍋巴鸚鵡在哭泣／葉雨南著

新北：零極限文化，8月，25開，

384頁，450元
瀛臺文集／陳履安著

台北：陳蓉萱，8月，18開，85頁

，無定價

變調的顏色—林鷺詩集／林鷺

著

台北：釀出版，8月，25開，134頁

，220元
艷骨／林思彤著

台北：醇文庫，8月，18開，200頁

，360元
人世靈星—廖繼坤詩集／廖繼

坤著

新北：百香果出版社，9月，32開

，234頁，200元
十圍之樹—當代華語詩壇十家

詩／安琪等著，洪郁芬主編

台北：釀出版，9月，25開，184頁

，250元
少女A／廖之韻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9月

，25開，160頁，320元
日出日落—李魁賢漢英雙語詩

集／李魁賢著、譯



204 2020 台灣文學年鑑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38頁，290元
如日虛空住／謝振宗著

台南：土城中學，9月，25開，331
頁，280元
如果，這裡有海／賴文誠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9月，25開

，168頁，100元
所以我們發光—2020台北詩

歌節詩選／楊佳嫻主編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123頁，100元
圓的流動—謝碧修漢英西三語

詩集／謝碧修著，戴珍妮、戴茉

莉、秦佾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196頁，260元
薇紫欒紅稿—台北研修年假雜

詠／陳煒舜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9月，18
開，192頁，280元
轉運站—陽荷詩集／陽荷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50頁，250元
露珠／李昌憲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08頁，250元
2019台灣詩選／李玥等著，孫

梓評主編

新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288頁，340元
不見而見／施傑原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26頁，240元
只剩下海可以相信／陳少著

台北：南方家園出版社，10月，25
開，192頁，360元
在花蓮—山與海的激盪／方群

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38頁，200元
有夢最美—台語詩集／路寒袖

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0月，

18開，218頁，300元
我的星裡詩／吳毓星著

台北：作者自印，10月，25開，

165頁，未定價

角落的聲音／林豐明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198頁，270元
星星的任期太長了／陳思嫻著

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10月

，25開，272頁，280元
迷魂芳—倚海邊植物台語詩／

黃徙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0月，

25開，268頁，300元
異形（增訂新版）／孫維民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0月，32
開，288頁，300元
雲華無盡藏—蕭蕭茶詩集／蕭

蕭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0月，

25開，160頁，280元
寫給我62個男人的備忘錄（

1984-2020）／陳克華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10月，25開，

208頁，320元
醒盧詩集／徐醒民著

台中：台中市佛教蓮社，10月，16
開，107頁，非賣品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鯤瀛全國詩

人聯吟大會詩集／台南市鯤瀛詩

社、台南市國學會、台南市台灣

語文教育學會主編

台南：鯤瀛詩社，11月，菊8開，

96頁，非賣品

少女藍水蓮／林麗卿著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136頁，150元
台江大海翁／黃徙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96頁，280元
台客風華—台客詩獎暨同仁詩

選／劉正偉主編

桃園：台客詩社，11月，25開，

224頁，300元
阮兜隔壁彼間美術館／陳金順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1月，

25開，192頁，250元
花團錦簇—十八相送詩集／李

彩琴著

台北：一方山水文化事業公司，11
月，25開，64頁，260元
南國囡仔／林益彰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75頁，260元
春天的台灣花—台語華語歌詞

詩集／謝文雄著

台南：作者自印，11月，18開，85
頁，未定價

素涅集／吳東晟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442頁，350元
荒涼糖果店／羅智成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1月，32
開，288頁，320元
這裡的電亮那裡的光／田品回著

台北：南方家園出版社，11月，25
開，112頁，390元
剩餘的天空／郭至卿著，李瑞騰

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50頁，320元
最傷是回憶欲走還留／劉嘉路著

宜蘭：作者自印，11月，25開，88
頁，130元
無盡之歌／陳義芝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1月，

25開，200頁，280元
楊子澗詩集VIII‧邀古人談詩／

楊子澗著

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11月，

25開，200頁，260元
歲時記／洪郁芬、郭至卿主編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236
頁，320元
蔣夢龍創作詩集／蔣夢龍著，蘇

心彤主編

基隆：基隆市海東書會，11月，25
開，252頁，500元
賴和的相思／康原著，梁一念圖

台中：晨星出版，11月，16開，68
頁，380元
爵士詩選／陳家帶等著，鴻鴻主

編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11月，25
開，304頁，450元
黛穎／周悼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128頁，180元
獻給五月的泥偶／袁清鋆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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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頁，99元
臟器外陋／林澄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11月，25開，

188頁，250元
讀詩／陳良欽著

宜蘭：宜蘭縣文化局，11月，25開

，171頁，300元
變身燈塔—冰夕詩集／冰夕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78頁，280元
William和阿嬤—蔡秀菊四語

詩集／蔡秀菊著，保坂登志子、

金尚浩、詹琲晶譯，たにけいこ圖

台北：玉山社，12月，25開，128
頁，280元
七等生全集11‧情與思／七等生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8開，184頁，260元
千石齋詩稿／丁邦新著，陳琪圖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2月，

32開，280頁，450元
天籟清詠／張富鈞主編，楊維仁

製作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2月，25
開，372頁，400元
玉墨清吟：玉屑詩社成立五週年

紀念專刊／林宏達主編

高雄：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12
月，25開，170頁，250元
白童夜歌／孫得欽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12月，32開

，256頁，350元
地球之島／羅智成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2月，32
開，200頁，280元
我們走上的全是歧途／靡靡Tiny

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160頁，380元
後來的她們／游淑如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12月，32開，

132頁，300元
英雄時代／席慕蓉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2月，25開，

288頁，400元
記持開始食餌／柯柏榮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240頁，240元
從中二病至決定主義是一種慣例

行走／余學林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10頁，250元
許多無名無姓的角落／柴柏松著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12月，32
開，128頁，320元
舞截句／蕓朵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02頁，320元
趙天儀全集1-5‧詩卷／趙天儀

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2342頁，2000元
凝結的瞬間—俳句集／廖繼坤

著

新北：百香果出版社，12月，25開

，226頁，200元
獨角的誕生／陳威宏著

台北：釀出版，12月，25開，194
頁，250元

散文

一個演員的生活筆記／李立群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月，

25開，288頁，350元
不只是旅行／黃麗穗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月，25開，

216頁，340元
台灣俗語鹹酸甜‧第4冊／蕭平

治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1月，25開，

256頁，300元
台灣冤案實錄‧第一部‧深冤／

江元慶著

台北：讀享數位文化，1月，25開

，360頁，420元
民國三十七年生／雷戊白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320頁，300元
白先勇的文藝復興／白先勇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月，18
開，368頁，420元
我在水裡的日子／渺渺著

台北：采實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224頁，350元
我的百日維新／胡至宜著

台北：沛報國際公司，1月，32開

，219頁，280元
穿一隻靴子的老虎／廖玉蕙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72頁，350元
書海我游記—文史雜文集／林

景淵著、譯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月，

25開，304頁，390元
散步去蒙田／阮慶岳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40頁，300元
九歌108年散文選／王盛弘等著

，凌性傑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384頁，420元
石之語／楊塵著

新竹：楊塵文創工作室，2月，32
開，222頁，350元
回憶與隨筆—我的東西南北

Talk／徐源暄著

台北：致出版，2月，25開，328頁

，450元
我在這裡擱淺—有人看到，但

沒人知道／知寒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2月，25開

，232頁，350元
我的存在本來就值得青睞／吳姍

儒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2月，25開

，240頁，380元
杜小悅的異想1985／湯素貞著

台北：大旗出版社，2月，25開，

304頁，320元
那貓那人那城／朱天心著，KT

攝影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月，

25開，288頁，380元
烏秋日記／烏秋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184頁，180元
鄉野隨想—2019／7-12月日記

／吳敏顯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2月，25開，

264頁，330元
瘋雞集—我在烈嶼時期の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