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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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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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偉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182頁，250元
樂齡寫作趣，上課囉！／王素真

等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月，25開

，214頁，280元
靈。碎／王綪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288頁，300元
友無國界—冒險　旅行　遇見

永遠的家人／曾如芳著

台北：台灣教會公報社，3月，25
開，283頁，280元
瓦力唱片行／瓦力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272頁，310元
在孤獨的日子裡，我選擇不當過

客／七天路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3月，25開

，320頁，280元
我只是來借個靈感／凌明玉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3月，25
開，256頁，330元
我是你的新娘／李秀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3月，

25開，304頁，390元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蔣亞

妮著

台北：悅知文化，3月，25開，272
頁，320元
拾穗／陳玉峯著

高雄：愛智圖書，3月，18開，187
頁，350元
故事中的故事／林若璇著

花蓮：作者自印，3月，25開，160
頁，250元
借一個你的睡前時間／狼焉著，

歪的工作室圖

台北：悅知文化，3月，32開，288
頁，350元
特搜！台灣都市傳說／謝宜安著

台北：蓋亞文化，3月，25開，288
頁，330元
斜陽外／黃光男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3月，25開

，350頁，350元
通往世界的植物—台灣高山植

物的時空旅史／游旨价著，黃瀚

嶢、王錦堯圖

台北：春山出版公司，3月，18開

，320頁，580元
閒談之中有意思／俊欉子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256頁，350元
墨水隱身／林文義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3月，25
開，304頁，320元
寫真年代—台灣作家手稿故事

3／向陽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320頁，400元
還想浪費一次的風景／蔡傑曦著

台北：悅知文化，3月，19×21cm

，216頁，320元
體膚小事（增訂新版）／黃信恩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288頁，340元
大人症候群／吳旻育著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4月，25開

，280頁，350元
大食人間煙火（增訂新版）／廖

玉蕙著，蔡全茂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40頁，300元
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

山女孩Kit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25開

，240頁，350元
云與樵—獵影伊比利半島／蘇

偉貞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4月，

25開，192頁，260元
比鬼故事更可怕的是你我身邊的

故事／少女老王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4月，25開，

304頁，330元
比蝴蝶飛更遠—武漢效應的43

種生活／張艾嘉等著

新北：依揚想亮人文事業公司，4
月，32開，296頁，300元
石頭縫的幸運草／林美麗著

台南：島鄉台文工作室，4月，25
開，224頁，250元
我長成了你喜歡的樣子／yoyo著

台北：今周刊，4月，25開，304頁

，340元
爸爸不會哭／劉墉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4月，25
開，216頁，300元
時間不感症者— 重返魔都

1930／徐禎苓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4月，

25開，304頁，330元
浮生散記／陳維信著

台北：古月出版公司，4月，25開

，261頁，280元
給熟年的祝福帖／ 涵著，蘇力

卡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56頁，350元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廖瞇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25開

，248頁，330元
潛水時不要講話／栗光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4月，25開

，312頁，380元
驚驚袂著等—劉靜娟的台語時

間／劉靜娟著

台北：玉山社，4月，25開，272頁

，380元
3500公里的相遇— 一個女孩

的朝聖之路／鴨寶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5月，

18開，168頁，380元
大海的一天／徐至宏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5月，

18開，136頁，380元
心中住了一隻貓—我們和貓一

起的日子／葉子著

台北：四塊玉文創，5月，25開，

224頁，350元
地底下的鯨魚／許閔淳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25開，264頁，300元
行星組曲／林一平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88頁，360元
我媽的寶就是我／陳又津著

台北：悅知文化，5月，15開，240
頁，320元
返家—湖北武漢受困台灣人封

城逃疫記／尼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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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224頁，320元
雨客與花客／周芬伶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25開，320頁，380元
洗衣粉／陳玉峯著

高雄：愛智圖書，5月，18開，219
頁，450元
秋天的童話／宋久瑩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5月，

25開，392頁，360元
借一段有你的時光—我們用青

春打造的城市風景／法呢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5月，

18開，224頁，380元
素說新語／朱振藩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25開，320頁，350元
剩下的盛夏只剩下了盛夏／李豪

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240頁，320元
畫句子／馮傑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08頁，350元
當冰箱只剩下烏魚子／蘇宇鈴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256頁，350元
貓蕨漫生掌紋／李筱涵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248頁，360元
擱淺在森林／秦佐著

台北：註異文庫，5月，25開，216
頁，320元
DIS-or-DER物間移記／SUPER 

ADD 超級注意力不集中著

台北：霧件，6月，16開，144頁，

1350元
山海無雙—國家公園替代役的

山野紀行／楊政峰著

屏東：中華民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6月，256頁，300元
水清木華—清華的故事／陳力

俊著

台北：致出版，6月，18開，464頁

，500元
左撇子／葛大為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176頁，360元
甘願綻放／許菁芳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40頁，320元
那些未曾說過的話—周興哲‧

音樂故事集／周興哲故事原案，

李慧研、左不右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12頁，420元
長大後，不想忘記的事— 一

不小心就變成討厭的大人了／林

佩妤著

新竹：亮語文創教育公司，6月，

25開，180頁，320元
客居小唱／湘月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208頁，200元
思慕的戲院—走讀兩川映畫之

景／妍音、跳舞鯨魚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342頁

，420元
海，拍開咱的眼界／妍音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6月，

25開，176頁，250元
能不能帶我去一個沒有黑夜的地

方／Rock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140頁，150元
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

星的故事／澤庵丁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6月，25
開，216頁，360元
現代文學精選集：散文／柯慶明

主編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6月，

25開，280頁，400元
終於，還是愛了／陳文茜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304頁，420元
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楊富

閔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25開，

288頁，350元
黑色也是一種顏色／阿嚕Kaoru

著

台北：采實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224頁，350元
解憂書店—出租大叔的人生借

問站／銀色快手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

25開，224頁，320元
夢中的坪仔田／李恆德著

台北：就諦學堂，6月，25開，304
頁，450元
2019第16屆浯島文學獎散文組

作品輯／張燕輝等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7月，25開

，63頁，150元
火燎金剛—何地夢別掩卷事／

簡文志著

新北：我己文創，7月，25開，208
頁，300元
北疆傳說—那年以來馬祖的美

麗與哀愁／張麗霜著

台北：黎明文化，7月，25開，272
頁，360元
回憶的敘事— 一個編輯人的

微筆記／康文炳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7月，25開

，314頁，350元
我的鬼經驗／鄭華清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7月，25開，

208頁，240元
花韻／茶美人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7月，25開

，128頁，150元
看不見的台前幕後／王奕盛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12頁，360元
高空三萬呎的人間報告— 一

位空少的魔幻飛行時刻／柯嘉瑋

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7月，25開

，390頁，390元
無共鳴年代／隱地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7月，25開，

248頁，330元
歲月之歌—櫻櫻旅美文集／梁

櫻櫻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146頁，320元
綠島歸來文集／吳俊宏著

台北：人間出版社，7月，25開，

294頁，320元
與世界一起散步—小日子小堅

持／蔡詩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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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312頁，380元
貓咪寫週記／朱國珍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25開，232頁，300元
一想到九份／賴舒亞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18開，192頁，380元
二十分鐘的江湖夢／黃致凱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8月，25開

，272頁，360元
人生的加味—紐約華文作家協

會文集／石文珊、李秀臻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326頁，400元
用一頓飯的時間旅行／高靜芬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8月，25開

，272頁，360元
作家生存攻略—作家新手村1

：技術篇／朱宥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336頁，380元
作家生存攻略—作家新手村2

：心法篇／朱宥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80頁，350元
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王天寬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40頁，330元
我們從遠方來／張姿慧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8月，25開

，251頁，350元
我娘／又仁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8月，32開

，176頁，300元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張亦絢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08頁，320元
芳華路上／龔則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356頁，440元
看我，久久久久／石德華著

台中：晨星出版，8月，25開，320
頁，399元
修身與我，有時還有小牛／梁正

群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08頁，350元

浮世短歌—這次，多談點自己

／王溢嘉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48頁，360元
追尋府城／蕭文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28頁，280元
從今以後一個人住／彭樹君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72頁，300元
畫符／李秉樞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224頁，280元
遙遠的公路／舒國治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8月

，25開，240頁，340元
一起把那些堪稱地獄的日子撐下

去，好嗎？／知日謙著

台北：春光出版，9月，25開，284
頁，380元
十句，我己青春裡的鏗鏘／武傳

玟等著，田運良主編

新北：我己文創，9月，25開，352
頁，320元
也許你該看看張愛玲／蔡詩萍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9月，

18開，368頁，450元
千年後再見／陳玉峯著

高雄：愛智圖書，9月，25開，208
頁，400元
山地話╱珊蒂化／馬翊航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40頁，320元
不是所有親密關係都叫做愛情／

陳雪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9月，25開，

304頁，350元
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

增訂新版）／簡媜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18開，288頁，350元
文學少年遊—蔣勳老師教我的

事／凌性傑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288頁，380元
四張犁／葉鴻洲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9月，25開

，176頁，100元

吃飽睡飽，人生不怕／瞿欣怡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272頁，360元
回得去的地方與回不去的時光／

陳如山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320頁，399元
坐看雲起時—水社大山散策／

黃瑞奇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30頁，250元
我所去過最遠的地方／陳宗暉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256頁，320元
我的室友卡夫卡／伊絲塔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9月，25
開，288頁，330元
我終於捨得讓雪落下／劉定騫著

台北：采實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232頁，350元
南投尋瀑／潘樵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318頁，250元
後少女時代／劉庭妤著

台北：釀出版，9月，25開，222頁

，280元
穿越銀夜的靈魂／羅任玲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9月，25開

，304頁，350元
留下來生活／謎卡 Mika Lin著

新北：凱特文化創意公司，9月，

25開，203頁，350元
烽火重生之歌—柬埔寨30年扶

貧記事／楊蔚齡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9月，25
開，288頁，380元
散文教室（增訂新版）／王鼎鈞

等著，陳義芝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416頁，400元
筆花盛開—詩酒書畫的年華／

侯吉諒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9月，25開

，296頁，350元
鄉情　親情　師生情／黃天壚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9月，25開

，168頁，100元
端思美憶—南投媳婦傳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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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美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63頁，250元
寫我的字，等你的清晨／默雨清

晨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9月，25開，

224頁，360元
摩洛哥的美麗與哀愁／甘紹文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9月，25開，

168頁，260元
編輯樣Ⅱ—會編雜誌，就會創

意提案！／王聰威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9月，18開

，344頁，550元
一個人的無謀小旅行／米果著，

康普特圖

台北：日出出版，10月，25開，

256頁，380元
人生是歌／胡慕蘭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0月，25開

，208頁，280元
五星級廚餘／Anna Lee著

台北：重版文化整合事業公司，10
月，18開，320頁，630元
太髒的日子妳不要看／李宇 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0月，25開

，208頁，280元
你要永遠不知好歹，永遠熱淚盈

眶／明星煌著

台北：天下雜誌，10月，25開，

256頁，320元
我在崗背的日子／馮輝岳著

桃園：華夏書坊，10月，25開，

140頁，250元
我的學號是爸爸／藍白拖著，

Dinner Illustration圖

台北：重版文化整合事業公司，10
月，32開，272頁，380元
村子2／張桂越著

台北：巴爾幹洋行，10月，32開，

319頁，360元
走讀客家世界／黃子堯著

新北：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10月

，16開，224頁，560元
金門星星的敘事／蔡鐵橋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39頁，300元
青檸色時代／林薇晨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24頁，300元
非比尋常—北非、加勒比海／

王秋今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0月，25開

，176頁，300元
相遇／吳家慧著

台北：新銳文創，10月，菊8開，

144頁，490元
美美的金門女孩／趙美玲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07頁，350元
浯島生活記事—那些人、那些

事／陳麗玉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38頁，300元
浯島常民小傳／寒玉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40頁，400元
寂寞如歌／林淑貞著

台北：致出版，10月，25開，248
頁，320元
悠遊時光／沈素英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00頁，350元
筆耕墨耘在水頭／陳慧文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448頁，300元
等你，在燈火闌珊處／林淑貞著

台北：致出版，10月，25開，392
頁，450元
黃世團異鄉隨筆集／黃世團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00頁，300元
戀物絮語／許育華著

新北：潮浪文化，10月，25開，

253頁，350元
讓愛飛揚／黃楚琪等著，陳光憲

主編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25
開，316頁，460元
23.97的海洋哲思課／廖鴻基著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1月，

18開，208頁，360元
58°个鄰舍情：徐貴榮客語散文

集 II／徐貴榮著

桃園：華夏書坊，10月，25開，

320頁，450元 

一位原住民心理師的心底事／周

牛著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220
頁，270元
心靈的綠洲／王壽來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1月，25開

，240頁，280元
火種Hue-tsing／吳嘉芬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00頁，220元
世界之心看歐洲／滿謙法師著

新北：香海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352頁，380元
用自己的標準證明自己／謝依霖

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11月，25開，

48頁，230元
自畫像／劉耿一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56頁，280元
何處是兒時的家／向鴻全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1月，25
開，224頁，300元
我們不在咖啡館—作家的故事

，第一手台灣藝文觀察報導／陳

宛茜著

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320頁，370元
我家的女孩們／方梓等著，郭玫

芬主編

台中：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1月，25開，256頁，300元  

孤獨培養皿／鄭宜農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11月，

32開，272頁，380元
花缽仔種菜—江昀札記／江昀

著

桃園：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11月

，18開，368頁，390元
旅行文學的112堂寫作課／陳銘

磻著

台北：布克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272頁，450元
旅見人間事／陳玉琳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18頁，360元
殖民地之旅／瀟湘神著，劉祉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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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衛城出版，11月，25開，

288頁，380元
間隙—寫給受折磨的你／平路

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336頁，420元
種日子的人／陳慶祐著、攝影

台北：一葦文思，11月，18開，

384頁，450元
寫在課本留白處（增訂新版）／

徐國能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1月，25開，

256頁，320元
鏡前鏡後／林青霞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18開，320頁，580元
顯示更多／李律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296頁，350元
讓我到你的生命裡走走／黃嘉俊

著

台北：有鹿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192頁，350元
一個人的狂野—荒野單車筆記

／彭時傑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2月，25開

，280頁，350元
女子山海／張卉君、劉崇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328頁，420元
小行星的故事／李瑞騰主編

桃園：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12
月，18開，210頁，360元
小物會／夏夏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320頁，390元
未成年在想什麼鬼／黃常恩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2月，25開

，184頁，280元
玉想（增訂新版）／張曉風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72頁，380元
行星燦爛的時候／翁禎翊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40頁，300元
我那熱愛土地的雙親／劉洪貞著

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208頁，250元

我的老台北／張大春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12月

，25開，256頁，350元
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楊双子著

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272頁，330元
我媽媽做小姐的時陣是文藝少女

／謝凱特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24頁，280元
走向生命的無限風景／李德材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12月，32開，

172頁，300元
那些年  那些事—鍾春蘭散文

選集／鍾春蘭著

台北：致出版，12月，25開，322
頁，380元
夜航—帶你去一個地方／高自

芬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2月，

25開，304頁，320元
花舞山嵐農莊—阿蓮娜的蛻變

花園／陳似蓮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12月，25開

，232頁，280元
胡馬依北風／席慕蓉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2月，18開，

120頁，370元
娛樂自己／HUSH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32開，140頁，450元
時光裡的小河流／王秀蘭著

台北：致出版，12月，25開，246
頁，300元
素朴の心／張良澤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320頁，320元
野文百感集／林野文著

台北：草根出版社，12月，25開，

240頁，300元
智慧的回聲／王壽來著

台北：寄暢園文化藝術基金會，12
月，25開，335頁，320元
歲月—2020年第10屆全球華

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得獎作

品集／林殷敏、蔡仲恕、何來美

著

高雄：佛光文化，12月，25開，

288頁，360元
澎湖耆老說故事／賴瑩蓉等著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200頁，200元
聽見花開的聲音—24朵印尼芳

華的生命寫真／杜昭瑩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25開，336頁，380元
讀著妳的臉，讀著妳的眼／黃漢

龍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10月，25開，

273頁，350元

劇本

寂寞  寂寞不好—馮勃棣劇本

集／馮勃棣著

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月，

25開，331頁，300元
親密—高俊耀劇作選／高俊耀

著

新北：斑馬線文庫，3月，25開，

192頁，350元
閩南語梁祝故事的劇本與歌仔冊

欣賞／施炳華編註

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11月，

25開，304頁，360元
亂世英雄傾國淚／陳崇民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272頁，280元

傳記

名人進行事／陳龍禧著

台北：師大書苑，1月，25開，282
頁，500元
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

／明鳳英著

台北：釀出版，1月，25開，286頁

，380元
學人側影／黃進興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月，25開

，210頁，300元
文化傳教士的台灣文藝復興之旅

—林衡哲80回憶集／林衡哲著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