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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台灣客家筆會，12月，16開

，208頁，320元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黃美娥主編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2月，

25開，464頁，650元
在轉角　為愛朗讀／吳錦發著

台北：玉山社，12月，25開，362
頁，380元
迎向台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Ⅰ：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林秀

美等著，蔡祝清主編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2月，

18開，500頁，600元
演繹鄉土—鄉土文學的類型與

美學／陳惠齡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2月，18
開，324頁，460元
趙天儀全集9-13‧評論卷／趙天

儀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2,070頁，1750元
趙天儀全集14-15‧美學卷／趙

天儀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828頁，700元

兒童文學

十二小守護過新年：小吉鼠來報

到／顏志豪著，黃志民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月，

菊8開，40頁，350元
大海的孩子—黑毛小子天福／

林加春著

台北：秀威少年，1月，25開，232
頁，280元
小毛的變身日記：蝴蝶的變態／

劉小屁著、圖

台北：三民書局，1月，菊8開，32
頁，270元
小企鵝波波我的玩具呢？／

Lynol著，黃郁菱（BaoBuDe）圖

台北：小光點，1月，12開，32頁

，320元
小河童的成長繪本1：轉學的第

一天／Poca著、圖

台北：小光點，1月，16開，48頁

，320元
不喜歡雨天的小雨蛙／微笑先生

著，杜冠臻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1月，24× 

25.5cm，28頁，270元
五百年後……／黃惠玲著、圖

新竹：和英文化事業公司，1月，

16開，40頁，320元
文具精靈國3：請你讓我幫幫忙

！／郭恆祺著，BO2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120頁，290元
你的茶要加幾顆糖？／莊予 著

、圖

台北：三民書局，1月，12開，16
頁，329元
君偉的節日報告／王淑芬著，賴

馬圖

台北：親子天下，1月，16開，200
頁，300元
我的阿公阿嬤同學／鄭博真著，

吳嘉鴻圖

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1月，菊8
開，44頁，320元
幸福香蕉園／張雅義著

台北：福地出版社，1月，25開，

224頁，200元
穿越故宮大冒險4：蓮花式溫碗

的密碼／鄭宗弦著，swawa.com

圖

台北：小天下，1月，25開，192頁

，300元
真是天才！／童嘉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月，12開

，36頁，220元
神奇的32頁—探訪世界繪本名

家創作祕辛／賴嘉綾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16開

，264頁，490元
草莓心事三部曲3：草莓讀心術

／林佑儒著，法蘭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月，18開，

160頁，280元
送餐阿嬤／鄭博真著，陳雨潔圖

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1月，菊8
開，44頁，320元
眼鏡遊戲／嚴謐等著，魏羽桐等

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月，25開，

240頁，300元
逗陣來唱囡仔歌6：幼兒篇／康

原著，賴如茵譜曲，尤淑瑜圖

台中：晨星出版，1月，16開，68
頁，380元
超魅力壽司男／鄭宗弦著，米腸

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月，25開，

208頁，260元
奧運／陳又凌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25× 

28cm，48頁，380元
嗶嗶嗶…帶走！／許育榮著、圖

台北：小典藏，1月，菊8開，40頁

，280元
嘎嘎的光照書1：透視人體構造

／方秋雅著，rabbit44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月，

菊8開，52頁，350元
嘎嘎的光照書2：探索人體反應

／方秋雅著，rabbit44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月，

菊8開，52頁，350元
豬跟豬說嘓嘓／童嘉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月，12開

，36頁，220元
龍王家族1：龍女下凡／管家琪

著，邱千容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1月，25開，

128頁，300元
龍族英雄‧饕餮：香酥美味的陰

謀／陳沛慈著，楊雅嵐圖

新北：小熊出版社，1月，25開，

280頁，280元
Home／林廉恩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2月，23×26cm

，350元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陳致

元著、圖

新竹：和英文化事業公司，2月，

16開，48頁，340元
九歌108年童話選之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林哲璋主編，李月玲等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160頁，280元
九歌108年童話選之早起的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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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鳥吃／林哲璋主編，李月玲等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176頁，280元
小自然大發現生態繪本有聲書／

吳周著，黃祈嘉等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2月，23× 

23cm，1350元
小偵探大追擊：動手玩光與水魔

法／沈品汝著，王秋香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2月，

菊8開，40頁，350元
天下第一班／王文華著，陳虹伃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25開，

96頁，280元
如果不洗手／黃小衡著，棉花糖

圖

新北：小悅讀，2月，24.5×25cm

，36頁，280元
老作家消失之謎／李潼著，吳怡

欣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2月，25開，

224頁，300元
我不要遲到！／王蕙瑄著，漢斯

圖

台北：小文房，2月，22×26cm，

38頁，300元
我愛新衣服／石麗蓉著、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6開，

48頁，280元
來去福爾摩沙—蘭大衛醫生的

故事／林士文著，小y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2月，菊8開，

36頁，250元
兒童文學與書目（三）／林文寶

編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18
開，472頁，680元
兒童詩歌論集／林文寶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18
開，258頁，380元
爸爸／郝廣才著，克拉迪奧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2月，

22×33cm，32頁，300元
科學演繹法：偵探學園超展開、

第歐根尼俱樂部／許芳慈著，飽

飽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416頁，620元
穿越時空看到你／林建南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2月，25開

，128頁，240元
馬西家的妙妙湯／鹿喫檸檬著，

黃巧馨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2月，菊8開，

36頁，250元
清明上河圖是怎麼到博物館？／

林世仁著，黃麗珍圖

台北：小典藏，2月，23×27cm，

40頁，300元
陪媽媽兜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

會著，陳瑞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菊8開，

48頁，300元  

精靈朵朵與男孩萊斯／寧寧著，

楊琇閔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2月，25開，

80頁，200元
誰要跟我去散步？／林芳萍著，

陳盈帆圖

台北：小天下，2月，22×22cm，

72頁，450元
樹上的魚：Lokot鳥巢蕨／桂春

‧米雅著，種籽設計圖

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月，24×30cm40頁，380元  

繪鬼菇的魔力／錵九九著，嚕嚕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160頁，260元
123轉台灣／陳盈帆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16開

，48頁，280元
小王子（台語版）／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蔡雅菁譯，

呂芊虹、陳家希圖

台北：前衛出版社，3月，25開，

160頁，350元
小河童成長繪本2：小河童幫幫

我／Poca著、圖

台北：小光點，3月，16開，48頁

，320元
小河童成長繪本3：耳朵缺一角

的啾啾／Poca著、圖

台北：小光點，3月，16開，48頁

，320元
少年廚俠5：陰謀與真相／鄭宗

弦著，唐唐圖

台北：親子天下，3月，25開，208
頁，280元
仙靈傳奇4：陶妖／陳郁如著，

蔡兆倫圖

台北：親子天下，3月，25開，304
頁，380元
台灣動物來唱歌Tâi-oân Tōng-
bu̍t Lâi Chhiò-koa／周俊廷、周

定邦、鍾尚軒著，莊棨州圖

台北：前衛出版社，3月，16開，

40頁，600元
台灣童話／鍾家華、豪小喵編著

，爵色設計等圖

新北：人類文化事業公司，3月，

菊8開，168頁，380元
如果不理髮／黃小衡著，棉花糖

圖

新北：小悅讀，3月，24.5×25cm

，36頁，280元
呱啦啦來了！／劉瑞琪wawa著

、圖

台北：小天下，3月，22×25cm，

42頁，350元
和新型冠狀病毒說Bye Bye！／聶

輝著、圖

台北：維京出版，3月，18開，32
頁，260元
追日逐光—陳郁如的旅行風

景2／陳郁如著，謝博明Robert 

Schafer圖文協力

台北：親子天下，3月，25開，208
頁，380元
尋找失落的友情／梅洛琳著

台北：福地出版社，3月，25開，

224頁，200元
等媽媽來的時候／張筱琦著、圖

台北：台灣東方出版社，3月，12
開，24頁，280元
超馬童話大冒險5：誰是老大？

／劉思源等著，尤淑瑜等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3月，

25開，200頁，330元
豬麗葉／陳芃樺著、圖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菊8開

，44頁，299元



214 2020 台灣文學年鑑

龍王家族2：諧音遊戲／管家琪

著，邱千容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3月，25開，

120頁，300元
證嚴法師說給孩子聽的智慧故事

／釋證嚴著，蔡豫寧圖

新北：小熊出版社，3月，24.5× 

28cm，104頁，630元
寶寶不想睡／李瑾倫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3月，12
開，10頁，280元
寶寶喜歡吃／李瑾倫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3月，12
開，10頁，280元
The Small Big台灣特有種1-2：跟

著公視最佳兒少節目一窺台灣最

有種的物種／公共電視《台灣特

有種》製作團隊著，貓起來工作

室、陳怡璇文字整理，傅兆祺圖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4月，

18開，各144頁，各320元
冬冬的第一次飛行／周逸芬著，

黃進龍圖

新竹：和英文化事業公司，4月，

16開，64頁，350元
出大甲城／Ballboss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4月，25× 

25cm，48頁，380元
叫我公主：小華麗公主華麗頌／

周芬伶著，賴昀姿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192頁，280元
外婆跟我說秘密／妙蒜小農著、

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4月，12開，

40頁，340元
早安動物園／微笑先生著，莉秦

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4月，24× 

24.5cm，28頁，270元
我想告訴你／王淑慧著、圖

台北：小典藏，4月，菊8開，40頁

，300元
哈囉！你好！—濕地裡的野鳥

新樂園／劉伯樂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4月，菊8開，

48頁，320元
城市小英雄／陳致元著、圖

台 北 ： 親 子 天 下 ， 4 月 ， 2 6 × 

31.7cm，44頁，380元
為你做一件泳衣／潘美慧著，熊

育賢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4月，

菊8開，48頁，350元
美好習慣‧沒好習慣／妙蒜小農

著、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4月，菊8開，

40頁，420元
神祕粉紅魔法兔／寧寧著，KOI

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4月，25開，

80頁，200元
偷蛋龍1：偷蛋龍／唐唐著、圖

台北：小天下，4月，菊8開，40頁

，350元
偷蛋龍2：兔兔的新朋友／唐唐

著、圖

台北：小天下，4月，菊8開，38頁

，350元
偷蛋龍3：兔兔不愛胡蘿蔔／唐

唐著、圖

台北：小天下，4月，菊8開，34頁

，350元
逗陣來唱囡仔歌7：幼兒篇／康

原著，張怡嬅譜曲，尤淑瑜圖

台中：晨星出版，4月，16開，68
頁，380元
超級工程MIT1：穿越雪山隧道

／黃健琪著，吳子平圖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4月，

菊8開，64頁，450元
福爾摩莎自然繪本：帶不走的小

蝸牛／凌拂著，黃崑謀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菊8開

，48頁，360元
螞蟻路線—蘇善童詩集／蘇善

著

台北：秀威少年，4月，25開，128
頁，200元
20隻青蛙的世界美食大冒險／小

熊媽（張美蘭）著、圖

新北：野人文化，5月，菊8開，40
頁，320元
小小孩的STEAM科學童謠／山鷹

著，張筱琦圖

台北：小光點，5月，12開，60頁

，320元
小石頭的歌／海狗房東著，楊文

正圖

台北：維京出版，5月，菊8開，40
頁，320元
小黑與櫻花／倪韶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5月，12
開，36頁，280元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增訂版）

／張友漁著，薛慧瑩圖

台北：巴巴文化，5月，25開，240
頁，300元
台灣兒童圖畫書的興起與發展史

論（1945-2016）／陳玉金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5月，18
開，300頁，420元
如果不吃藥／黃小衡著，棉花糖

圖

新北：小悅讀，5月，24.5×25cm

，36頁，280元
伯公您好神／吳紜忻故事原創，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

編

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5月，24×29cm，32頁，350元  

兒童文學與書目（四）／林文寶

編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5月，18
開，394頁，560元
幸運的一群／玉米辰著、圖

台北：交通部，5月，25×25cm，

46頁，360元
虎姑婆／王家珍著，王家珠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5月，8
開，48頁，399元
夏天吃西瓜／崔麗君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5月，菊8開

，40頁，300元
超級工程MIT2：跨越高屏溪的

斜張橋／黃健琪著，吳子平圖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5月，

菊8開，68頁，450元
經典傳奇故事：每天十分鐘，換

孩子讀給你聽／馬景賢著，蔡尚

儒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5月，25開，

240頁，320元
貓巧可5：貓巧可環遊世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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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芬著，尤淑瑜圖

台北：親子天下，5月，25開，112
頁，260元  

錦小路的京巿場／莊世瑩著，楊

麗玲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5月，26× 

27.5cm，48頁，370元
龍王家族3：神奇的小喇叭／管

家琪著，邱千容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5月，25開，

128頁，300元
讓我們守護你／潘美慧著，Mimi 

Cloud、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5月，

菊8開，48頁，350元
T is for Taiwan—台灣A到Z／

黃惠玲著，王逸蘭、阿力、黃旭

輝、橘枳圖

台北：玉山社，6月，菊8開，64頁

，450元
一生的承諾—醫生牧師謝緯的

故事／江淑文著，蔡兆倫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6月，菊8開，

36頁，250元
一起來刷牙／林靈著，顏銘辰圖

台南：世一文化事業公司，6月，

12開，16頁，280元
二十四節氣：冬／陳啟淦著，葉

佾竺、沈鈺華圖

台南：企鵝創意出版公司，6月，

32頁，24／24cm，450元
二十四節氣：春／陳啟淦著，葉

佾竺、沈鈺華圖

台南：企鵝創意出版公司，6月，

32頁，24／24cm，450元
二十四節氣：秋／陳啟淦著，葉

佾竺、沈鈺華圖

台南：企鵝創意出版公司，6月，

32頁，24／24cm，450元
二十四節氣：夏／陳啟淦著，葉

佾竺、沈鈺華圖

台南：企鵝創意出版公司，6月，

32頁，24／24cm，450元
三隻小鼴鼠：一起來烤番薯／張

哲銘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6月，菊8開，

36頁，320元
三隻小鼴鼠：了不起的本事／張

哲銘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6月，菊8開，

36頁，320元
三隻小鼴鼠：森林裡的奇遇／張

哲銘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6月，菊8開，

36頁，320元
大自然說／洪瓊君著，詹雁子圖

台中：晨星出版，6月，菊8開，40
頁，350元
走失了，怎麼辦？／蠟筆哥哥著

，WaHa Huang圖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6月，8
開，24頁，300元
泡泡精靈1：尋找魔力星星果／

嚴淑女著，蜜可魯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25開，120
頁，280元
花木蘭外傳小說：紅妝初戰／ 

林珮思 （Grace Lin）著、圖，金

瑄桓、王俊璟譯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6月，25開

，304頁，360元
星星出來了／山鷹著，Yvonne 

Wu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176頁，300元
是誰住在裡面呀？／吳丹寧著，

羅俊俏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6月，8開，

28頁，270元
真的可以吃嗎？／林柏廷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6月，

12開，32頁，280元
假的一百分／寧寧著，KOI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6月，25開，

128頁，220元
動物村洗手大賽／黃芝瑩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18開，32
頁，280元
最棒的生日蛋糕／飆飆先生著、

圖

台北：台灣東販，6月，12開，48
頁，280元
超馬童話大冒險6：你是誰？／

亞平等著，李憶婷等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6月，

25開，200頁，330元

福爾摩莎自然繪本：五月木棉飛

／凌拂著，黃崑謀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菊8開

，48頁，360元
福爾摩莎自然繪本：有一棵植物

叫龍葵／凌拂著，黃崑謀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菊8開

，48頁，360元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劉思源著，

林小杯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6月，8開，32
頁，320元
歡迎光臨口罩動物村／黃芝瑩著

、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18開，32
頁，280元
一個像海的地方／林柏廷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7月，菊8開

，40頁，300元
大人和小孩的一千零一夜／林蔚

昀著，Bianco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7月，

25開，264頁，360元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劉旭恭著、

圖

台北：親子天下，7月，菊8開，32
頁，300元
少年噶瑪蘭（30週年典藏版）／

李潼著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56頁，320元
水鬼／劉漢初著，陳美燕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7月，8
開，40頁，320元
永遠的雕像／王文華著，蔡元婷

圖

台北：小天下，7月，25開，128頁

，300元  

妖怪新聞社3：最後的壓軸巨星

事件／王宇清著，六十九圖

台北：巴巴文化，7月，18開，320
頁，320元
我的PS姐姐／管家琪著，劉婷圖

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7月，25
開，224頁，320元
我導讀，你好讀！／張子樟著

新北：稻田出版公司，7月，25開

，416頁，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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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天堂的暑假作業（增訂新版）

／曾詠蓁著，蘇力卡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08頁，260元
來放屁，ㄅㄨˊ／謝明芳著，何

雲姿圖

高雄：愛智圖書，7月，8開，40頁

，250元
美崙山上有怪物：阿美族最美的

傳說／劉嘉路著，湯瑪士．瑞杰

可圖

台北：麋鹿多媒體公司，7月，

23×23cm，28頁，280元
泰雅勇士大步向前／劉嘉路著，

湯瑪士．瑞杰可圖

台北：麋鹿多媒體公司，7月，

23×23cm，28頁，280元
崑崙傳說：神獸樂園／黃秋芳著

，Cinyee Chiu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7月，

25開，168頁，330元
最勇敢的人：把勇氣找回來／藍

白拖著，妙蒜小農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7月，23× 

23cm，48頁，490元
給孩子的中國神話故事：神仙來

了、仙界大作戰／王文華著，九

子圖

台北：小麥田出版，7月，18開，

384頁，698元
黑白村莊／劉伯樂著、圖

高雄：愛智圖書，7月，8開，40頁

，250元
新．口水龍／管家琪著，賴馬、

吳嘉鴻圖

新北：大好文化企業社，7月，18
開，216頁，350元
達羅巴令湖：魯凱族最美的傳說

／劉嘉路著，湯瑪士．瑞杰可圖

台北：麋鹿多媒體公司，7月，

23×23cm，28頁，280元
夢想／郝廣才著

台北：遊目族，7月，32開，512頁

，450元
鄭和下西洋的祕密／李如青著、

圖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7月，

22×31cm，52頁，450元  

頭碰頭說說話／幾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7月，

18開，128頁，399元
龍族英雄‧螭吻：惡魔的屠龍任

務／陳沛慈著，楊雅嵐圖

新北：小熊出版社，7月，25開，

160頁，280元
證嚴法師說給孩子聽的感恩故事

／釋證嚴著，蔡豫寧圖

新北：小熊出版社，7月，24.5× 

28cm，104頁，630元
The Small Big台灣特有種3-4跟著

公視最佳兒少節目一窺台灣最有

種的物種／公共電視《台灣特有

種》製作團隊著，貓起來工作室

、陳怡璇文字整理，傅兆祺圖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8月，

18開，各144頁，各320元
三隻小熊去郊遊：不跟陌生人走

／朱惠芳著，阿咚圖

台北：南門書局，8月，25 .5× 

25.5cm，36頁，280元
丸山小勇士／吳立萍、蘭陽博物

館著，羅鈺樺圖

宜蘭：蘭陽博物館、台北：小天下

，8月，23×25cm，36頁，300元
大恐龍來了：被綁架後如何自救

／朱惠芳著，阿咚圖

台北：南門書局，8月，25 .5× 

25.5cm，36頁，280元
不是每個抱抱都美好：遭遇性騷

擾怎麼辦／朱惠芳著，木棉繪畫

工坊圖

台北：南門書局，8月，25 .5× 

25.5cm，36頁，280元
今天的月亮／張筱琦著、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8月，12開

，24頁，320元
台灣鯨讚／楊婉怡著，許禎澧譯

，范涵蘊（ㄈㄈ）圖

高雄：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8
月，菊8開，36頁，250元
布朗克好好吃：快樂不挑食／妙

蒜小農著

台北：妙蒜工作室，8月，23× 

23cm，40頁，340元
老船的最後一哩路／Ada Kang著

、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8月，菊8開，

32頁，320元
我的石頭心爸爸／秦文君著，林

純純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8月，18開

，112頁，270元
我們的家／朱紹盈著，鍾易真圖

花蓮：花蓮縣文化局，8月，菊8開

，48頁，350元
我們救了一頭大翅鯨／潘美慧著

，林韋達、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8月，

菊8開，48頁，350元
我會／粘忘凡著，許匡匡圖

台北：青林國際出版公司，8月，

21×21cm，40頁，300元
來數羊／黃芝瑩著、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8月，

菊8開，32頁，280元
爸爸的橡皮擦／羅曦著，楊燾寧

圖

新北：小螢火蟲，8月，20×20cm

，48頁，220元
肯特的新禮物／羅曦著，楊燾寧

圖

新北：小螢火蟲，8月，20×20cm

，48頁，220元
珍珠海精靈找媽媽／陶綺彤著，

就就貓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8月，25開，

80頁，200元
看海的地方／徐至宏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8月，菊8開，

128頁，320元
美味的冰淇淋／羅曦著，楊燾寧

圖

新北：小螢火蟲，8月，20×20cm

，48頁，220元
胖國王‧瘦皇后／張蓬潔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8月，菊8
開，76頁，600元
晚安故事：不來梅樂隊／邱憶群

著，索蕾拉圖

桃園：目川文化數位公司，8月，

22×27cm，28頁，250元
笨蛋天才／黃漢龍著，楊柏隆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08頁，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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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奇之旅—我的石油小百

科／吳立萍著，Angela Huang圖

苗栗：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台

北：小天下，8月，菊8開，48頁，

380元
媽媽的小香包／羅曦著，楊燾寧

圖

新北：小螢火蟲，8月，20×20cm

，48頁，220元
愛在公東—錫質平神父的故事

／余玉玥著，高齊駿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8月，菊8開，

36頁，250元
樂樂貝貝的異想世界：精靈與鞋

匠／Eunice著，蔡雅捷圖

桃園：目川文化數位公司，8月，

菊8開，36頁，280元
衛教小尖兵1：病毒特攻隊／顏

嘉成、利曉文著，利曉文圖

桃園：目川文化數位公司，8月，

22×27cm，36頁，320元
小星的大月餅／林珮思著，黃筱

茵圖

台北：小天下，9月，菊8開，40頁

，360元
小蜜蜂XX／張國立著，張永仁

圖

台北：巴巴文化，9月，25開，248
頁，300元
小豬乖乖：乖乖說對不起／陳致

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0×20cm

，24頁，380元
少年與雲端魔法師／林幸惠、

陳律君著，Richard Chang、Kelly 

Kuo圖

台北：經典雜誌出版社，9月，25
開，224頁，300元
外公我愛你／魏曉曦著、圖

台北：南門書局，9月，25 .5× 

25.5cm，34頁，280元
外婆我愛你／魏曉曦著、圖

台北：南門書局，9月，25 .5× 

25.5cm，34頁，280元
安心國小1：我們是同一掛的／

岑澎維著，張庭瑀圖

台北：小天下，9月，18開，128頁

，320元  

安心國小2：冰紅茶霸凌事件／

岑澎維著，張庭瑀圖

台北：小天下，9月，18開，120頁

，320元  

有人緣的香蕉—林良爺爺的24

種人生滋味／林良著，薛慧瑩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9月，25開，

208頁，300元
吹笛手與魔法繩／許麗萍著，陳

昱豪圖

台南：世一文化事業公司，9月，

菊8開，40頁，250元
我的客家阿婆／張簡采君、蘇玉

珍著、圖

新竹：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9
月，菊8開，24頁，未定價  

爸爸我愛你／魏曉曦著、圖

台北：南門書局，9月，25 .5× 

25.5cm，34頁，280元
狐狸拔了11顆牙／鄭淑芬著、圖

台北：水滴文化，9月，菊8開，32
頁，340元
花奶奶的神祕香料／鄧慧雯著、

圖

台南：世一文化事業公司，9月，

菊8開，40頁，250元
阿河／安哲著、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9月，

22×25cm，64頁，520元
穿越故宮大冒險5：谿山行旅圖

冰獸任務／鄭宗弦著，swawa.

com圖

台北：小天下，9月，25開，192頁

，300元 

風中有鷹／何華仁著、圖

台北：玉山社，9月，22×25cm，

48頁，380元
神奇帳篷／妙蒜小農著

台北：妙蒜工作室，9月，菊8開，

44頁，380元
粉紅樹／陳進隆著，劉芳圖

新北：丰光國際公司，9月，菊8開

，40頁，280元
逃跑的長頸鹿便盆／張冬梅著，

梅羽圖

新北：小悅讀，9月，24.5×25cm

，36頁，280元
閃電魚尼克— 一條愛讀書的

魚／方素珍著，方素珍、江書婷

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9月，

菊8開，40頁，300元
動物村莊的節慶派對／Poca著，

Tai Pera圖

台北：小光點，9月，25×25cm，

104頁，899元
崑崙傳說：妖獸奇案／黃秋芳著

，Cinyee Chiu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9月，

25開，180頁，330元
超馬童話大冒險7：我愛你／王

文華等著，楊念蓁等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9月，

25開，200頁，330元
越南民間故事：七個願望／范玉

俊著，陳秋河譯，紅河圖

新北：狗狗圖書公司，9月，菊8開

，44頁，230元
媽媽我愛你／魏曉曦著、圖

台北：南門書局，9月，25 .5× 

25.5cm，34頁，280元
極地穿越／高天恒、簡惠碧著，

駱思竹圖

新北：上好社企，9月，菊8開，50
頁，300元
漁村這一家／股份魚鄉著，廖宜

霈圖

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月，

菊8開，34頁，250元
漂流監獄／陳芯著、圖

花蓮：花蓮縣文化局，9月，8開，

56頁，350元
翠鳥／邱承宗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菊8開，40
頁，380元
樂樂貝貝的異想世界：蟋蟀與螞

蟻／林硯俞著，索蕾拉圖

桃園：目川文化數位公司，9月，

菊8開，36頁，280元
誰吃了我的豌豆烤餅？／尤依筑

著，蔡豫寧圖

新北：鳴個喇叭！緬甸街，9月，

24×24cm，40頁，480元
貓十三／林淑貞著，彭大爺圖

台南：世一文化事業公司，9月，

菊8開，48頁，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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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葉宣哲著，DaDa L.Ch圖

台北：玉山社，9月，16開，64頁

，320元  

57號小豹／郭 婷著，傅馨逸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16開，30
頁，300元
AI登陸：決戰魔羯星／邱傑著

台北：秀威少年，10月，25開，

198頁，280元
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羊兒／妙蒜小

農著

台北：妙蒜工作室，10月，23× 

23cm，56頁，380元
大熊爵士的蜂蜜屋／劉清彥著，

簡廷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大熊爵士開新店／劉清彥著，簡

廷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小企鵝波波我想學飛／Lynol著

，黃郁菱（BaoBuDe）圖

台北：小光點，10月，菊8開，32
頁，320元
小狗阿疤想變羊／龐雅文著、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2.5×22.5cm，40頁，280元
小勇的生活／蔡佳佑著、圖 

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月，

菊8開，36頁，250元
山姆大王的宴會／劉清彥著，簡

廷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山姆大王的葡萄園／劉清彥著，

簡廷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不是我的錯！？／寧寧著，KOI

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10月，25開，

128頁，220元
不給糖，就乖乖！／林纓著，

Duga圖

台北：三民書局，10月，22×22cm

，40頁，299元
少年

A

I／李郁棻著，許育榮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少年讀紅樓夢（一）仙子有奇緣

／鄭宗弦、楊奕成改寫領讀，左

萱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36頁，400元
少年讀紅樓夢（二）才子佳人書

／鄭宗弦、楊奕成改寫領讀，左

萱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36頁，400元
少年讀紅樓夢（三）青春大觀園

／鄭宗弦、楊奕成改寫領讀，左

萱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36頁，400元
少年讀紅樓夢（四）愁眉嘆冷月

／鄭宗弦、楊奕成改寫領讀，左

萱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08頁，400元
少年讀紅樓夢（五）花落水自流

／鄭宗弦、楊奕成改寫領讀，左

萱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32頁，400元
月光下的藏人尋／陳怡如著，吳

嘉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毋盼得—細人仔狂想童話集／

彭歲玲等合著

台東：台東縣政府，10月，16開，

104頁，300元
牙齒王國的戰爭／張冬梅著，曾

雲童捷圖

新北：小悅讀，10月，24.5×25cm

，36頁，280元
北投，從前從前／粘忘凡著，孫

心瑜圖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文訊雜誌社，10月，20×20cm，45
頁，350元
用生命回應呼召的李庥／盧恩鈴

著、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10月，菊8開

，36頁，250元

回家的路／吳佐晰著，劉鵑菁圖

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台北分局，10月，菊8開，32頁

，320元
有鴿子的夏天／劉海棲著，王祖

民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10月，25
開，288頁，280元
劫鏢—科幻故事集／邱傑著

台北：秀威少年，10月，25開，

222頁，270元
我有兩個媽媽／劉育豪著，劉宗

瑀圖

台北：小光點，10月，菊8開，56
頁，399元
每一根羽毛都洗乾淨了／潘美慧

著，灰塵魚、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0月，

菊8開，48頁，350元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6：外星人死

亡奇案／鄭宗弦著，王秋香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144頁，290元
妹妹的秘密衣櫥／林尚錞著、圖

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0月

，菊8開，24頁，210元
河狸太太申冤／劉清彥著，簡廷

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金門防疫大作戰／陳蘋妤著、圖

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0月

，菊8開，32頁，280元
阿公的藏寶圖／陳可容、許佳欣

著、圖

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0月

，菊8開，40頁，350元
阿尼和他的鄰居／劉清彥著，簡

廷諺圖

新北：真哪噠出版社，10月，20× 

22cm，56頁，400元
冒牌爸爸／陳景聰著，Sonia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0月，25開，

224頁，280元
故事想想1：透明人／李崇建、

甘耀明著，Ila Tsou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25開，

128頁，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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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想想2：藍眼叔叔／李崇建

、甘耀明著，Ila Tsou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25開，

136頁，340元
動物玩遊戲／陳志冠著、圖

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10月

，菊8開，20頁，175元
情批／阿尼默著、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0月，

菊8開，60頁，500元
最美的禮物／郝廣才著，瑪琳娜

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10月，

菊8開，32頁，300元
想寫好故事的小貝／凌拂著，

Chia奇亞子圖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18開，56頁，290元
嘉仁的家人Keluarga kita／林書羽

著、圖

台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0月

，菊8開，48頁，250元
暴龍時光機／胡妙芬著，達姆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25開，

112頁，280元
樹夢奇緣／陳志和著

台北：小兵出版社，10月，25開，

96頁，260元
斷手的芭比／凌拂著，Chia奇亞

子圖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18開，56頁，290元
證嚴法師說給孩子聽的慈悲故事

／釋證嚴著，蔡豫寧圖

新北：小熊出版社，10月，24.5× 

28cm，104頁，630元
寶藏大追擊／詹仕靜著

台北：玉山社，10月，16開，56頁

，360元
一起去找爺爺—熊寶、鹿仔與

小石虎的北台灣歷險記／JCC著

、圖

台北：南門書局，11月，25.5× 

25.5cm，30頁，280元
一粒金瓜子—閩南語囡仔歌／

陳昭蓉著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1月，

菊8開，67頁，250元

大卡樹與多多鳥—模里西斯島

生態故事／孫心瑜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40頁，350元
大家來玩躲貓貓／王春子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1月，菊8
開，36頁，320元
小妖怪要回家—熊寶、鹿仔與

小石虎的中台灣歷險記／JCC著

、圖

台北：南門書局，11月，25.5× 

25.5cm，30頁，280元
小班做飯糰／許增巧著、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44頁，330元
小鳶的寶石任務／鄭辰穎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40頁，350元
手機的規矩／謝茹著，邢博寧圖

新北：小螢火蟲，11月，菊8開，

40頁，220元
月亮來的女兒：光的誕生／Mrs. 

Q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288頁，340元
火蜥蜴的冬日節假期／封狼著，

Mimi Cloud雲昌宜圖

台北：也是文創，11月，25開，

150頁，280元
台南小王子／子魚著，

KIDISLAND‧兒童島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1月，25開，

176頁，300元
正義與勇氣：湯德章／蘇振明著

，陳敏捷圖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公司，11月菊8開，

48頁，300元  

如果生命是一則故事／范毓麟主

編，蔡豫寧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1月，

16開，160頁，360元
米米坐馬桶／周逸芬著，陳致元

圖

新竹：和英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0×20cm，32頁，280元
我怎麼了？／高君琳、陳茵嵐著

，何永彬圖

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11月，16
開，56頁，280元
貝貝和好朋友：生日時刻／劉小

屁著、圖

台北：三民書局，11月，菊8開，

40頁，329元
貝貝和好朋友：聖誕大形動／劉

小屁著、圖

台北：三民書局，11月，菊8開，

40頁，329元
和魚一起游泳—熊寶、鹿仔與

小石虎的南台灣歷險記／JCC著

、圖

台北：南門書局，11月，25.5× 

25.5cm，30頁，280元
泡泡精靈2：玩具屋大冒險／嚴

淑女著，蜜可魯圖

台北：親子天下，11月，25開，

120頁，280元
金瓜石—金仔山黃金歲月／施

政廷、蕭錦章著，施政廷圖

台北：青林國際出版公司，11月，

菊8開，40頁，300元
阿西路愛Asiroay／陳雅雯等故事

編寫

台東：豐年國小，11月，菊8開，

40頁，200元
阿福與阿金／張庭瑀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11月，菊8開，

40頁，350元
相片門：巴澤海笛的傳說、尋找

生命樹／黃麗玟著，浴巾老師圖

台北：大小文創，11月，18開，

256頁，500元（兩冊不分售）

相遇在南方—劉啟祥與莊世和

／金禪著，達姆圖

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11月，菊

8開，64頁，599元
逆風高飛的翅膀／寧寧著

台北：福地出版社，11月，25開，

208頁，200元
高雄二二八／吳家銘著，李怡志

圖

新北：台語傳播企業公司，11月，

16開，66頁，450元
唱歌跳舞派對—熊寶、鹿仔與

小石虎的東台灣歷險記／JCC著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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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南門書局，11月，25.5× 

25.5cm，30頁，280元
得不到也沒關係／岑澎維著，黃

雅玲圖

台北：小天下，11月，菊8開，32
頁，320元
陪我玩／吳丹寧著，尤淑瑜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11月，菊8
開，28頁，270元
猩猩抓鳥／耿彥紅著，齊海潮圖

台北：南門書局，11月，菊8開，

34頁，280元
越南民間故事：三海湖傳說／范

玉俊著，陳秋河譯，紅河圖

新北：狗狗圖書公司，11月，菊8
開，44頁，230元
愛哭也沒關係／岑澎維著，奇亞

子圖

台北：小天下，11月，菊8開，32
頁，320元
對你說一百次謝謝／潘美慧著，

熊育賢、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48頁，350元
廖添丁落南lāng年舍歌／林裕凱

著，儲見智、林恬安唸歌，鄒享

想圖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16
開，32頁，1000元
慢一點也沒關係／岑澎維著，黃

一文圖

台北：小天下，11月，菊8開，36
頁，320元
說學逗唱，認識節日：虎大歪說

節日緣起，狗小圓吃慶典美食／

王家珍著，洪福田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11月，

18開，250頁，400元
樂樂的小燈籠／顏銘儀著、圖

台南：KIDO親子時堂，11月，菊8
開，48頁，350元
誰來基隆1‧和爸爸的小旅行／

劉清彥著，葉雨涵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25× 

25cm，38頁，350元
誰來基隆2‧佩德羅的項鍊／胡

雅涵著，黃子彥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25× 

25cm，38頁，350元
誰來基隆3‧歡呼撤離基隆／江

煜勳、陳旻昱著，蔡亞馨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25× 

25cm，38頁，350元
誰來基隆4‧來基隆築港／陳旻

昱著，徐荷淨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25× 

25cm，38頁，350元
誰來基隆5‧從唐山吃到基隆／

蔡沛鈴著，謝璧卉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25× 

25cm，38頁，350元
翻轉童話ｅ起來1：3C白雪公主

／張志銘著，米腸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1月，18開，

136頁，280元
一起在畫裡—廖繼春的故事／

陳嘉鈴著、圖

台北：使徒出版社，12月，菊8開

，36頁，250元
山海經裡的故事3：南山先生的

逍遙遊／鄒敦怜著，羅方君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18開

，184頁，340元
文具精靈國4：我要追夢哪裡傻

！／郭恆祺著，BO2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120頁，290元
火車上的捉迷藏／鄭星慧Star 

Cheng著、圖

台北：大寬文化，12月，17×17cm

，36頁，1880元
台語生活話台語繪本（5冊）／

林麗黛、許忠和著，陳柏惟、

Holly M Niu（麥欣玫）譯，陳維

霖等圖

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2×31cm，240頁，2100元
老皮箱歲歲念：眷村拾光／鄭若

珣著，孫心瑜圖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64頁，300元
老皮箱踅踅唸：眷村話舊／鄭若

珣著，王昭華台文翻譯，孫心瑜

圖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64頁，300元

你的床可以借我嗎？／游為淳著

、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菊8
開，52頁，280元
你的我的？我的你的！／黃瑞芝

著，鄭思齊譯，黃瑞儀圖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2月，16開

，32頁，299元
我和阿布的狗日記（增訂新版）

／邱靖巧著，劉彤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24頁，280元
我的小丑魚同學／潘美慧著，

Shih-Fen、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菊8開，48頁，350元
我的青春不要只有一坪大／蔡正

雄著，蘇力卡圖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208頁，260元
我家住在田中央／石麗蓉著、圖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台

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0×20cm，44頁，320元
來大鯨魚的肚子裡玩吧！／張

仁（Jill Chang）著，南君圖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菊8開，50頁，380元
怪獸媽媽／貓魚著、圖

台北：小天下，12月，菊8開，48
頁，350元
明天就出發／林小杯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12月，16
開，44頁，280元
東東的咚咚鏘／林秋萍著，周子

涵圖

宜蘭：宜蘭國小，12月，菊8開，

52頁，480元
花膨鼠山谷／江寬慈著，陳豐惠

、黃淑真譯，蘇夢豪圖

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12
月，22×26cm，48頁，350元
阿太个願望／呂紹澄、郭玟芬著

，王志中圖

台北：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2月，16開，64頁，350元
島山嶼海的青春：神狗少年／林

哲璋等著，Hui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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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聚光文創，12月，25開，

288頁，360元
海底世界大冒險／金春著，詩詩

圖

台北：福地出版社，12月，25開，

80頁，200元
崑崙傳說：靈獸轉生／黃秋芳著

，Cinyee Chiu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12月，

25開，202頁，330元
彩虹森林1：好好說，說好好／

CPU著，妙蒜小農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12月，23× 

23cm，32頁，340元
勝利貓日子／郭漢辰、翁禎霞著

，黃祈嘉圖

屏東：屏東縣府文化處、台北：巴

巴文化，12月，菊8開，40頁，350
元

喀噠喀達喀噠（新版）／林小杯

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12月，22.5× 

28cm，44頁，450元  

最後一個人／王淑芬著，夏紹智 

SUMMERISE圖

台北：巴巴文化，12月，25開，

192頁，350元
超馬童話大冒險8：說再見／王

淑芬等著，蔡豫寧等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12月，

25開，208頁，330元
越南民間故事：五行山傳說／吳

孟憐著，陳秋河譯，紅河圖

新北：狗狗圖書公司，12月，菊8
開，44頁，230元
塑膠袋小兔的冒險—海廢的小

旅行／陳思妤suyu著、圖

台北：飛柏創意公司，12月，菊8
開，36頁，360元
會飛的花—林良爺爺給孩子的

暖心童詩／林良著，黃妍熙圖

台北：小天下，12月，16開，38頁

，350元
詩的小宇宙—和孩子玩現代詩

／韓麗蓮著，蔡豫寧圖

台北：蔚藍文化出版社，12月，32
開，144頁，250元
跳吧！青蛙小畢／湯姆牛著、圖

台北：小天下，12月，菊8開，40
頁，350元
慢慢往上爬／張懿範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菊8
開，48頁，280元
趙天儀全集6-8‧兒童文學卷／

趙天儀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1418頁，1200元
藏在手機裡的祕密／李光福著，

吳姿蓉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172頁，280元
藏在紅豆裡的愛／潘美慧著，劉

鵑菁、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菊8開，48頁，350元
蹦奇蹦奇，跑得快／王文華著，

張真輔圖

嘉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

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台北：親子天下，12月，菊8開，

50頁，320元

合集

在名為未來的波浪裡／原子邦妮

著、攝影

台北：大田出版公司，1月，25開

，336頁，450元
潘人木作品精選集／潘人木著，

應鳳凰編選，齊邦媛策劃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264頁，350元
第15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新詩／散文）／陳

璧君總編輯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2
月，32開，108頁，250元
山長水遠卑南覓—台東大學砂

城文學獎作品集（2016-2018）

／林勁弦等著，王萬象主編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264頁

，320元
第36屆中興湖文學獎得獎作品專

書／中興大學中文系主編

台中：中興大學，3月，25開，308

頁，450元
詩寫台灣／呂自揚著

高雄：河畔出版社，3月，18開，

288頁，450元
客家文集第4集（哆冇線海陸腔）

／羅瑞霞主編

新竹：竹縣客家語教師協會，5月

，菊8開，114頁，380元 

客家文集第5集（海陸腔）／羅

瑞霞主編

新竹：竹縣客家語教師協會，5月

，菊8開，184頁，420元 

泊岸文字島—第22屆台北文學

獎得獎作品集／余迪麟等著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6月，

18開，415頁，280元
詩的種子—現代詩與古典詩之

間的鴻構／李淵洲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253頁，320元
不要溫馴地踱入，那夜憂傷—

許悔之詩文選／許悔之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56頁，450元
府城的奇幻旅程—走揣小封神

的傳奇／許丙丁原著，陳建成主

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7月，

18開，160頁，250元
坐進空白—向明寫詩讀詩／向

明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8月，25開

，223頁，500元
沙白詩文集／沙白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8月，25開，

480頁，500元
根植鄉土，心懷台灣／許錦文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8月，18開，

336頁，350元
八卦山下—第22屆磺溪文學獎

得獎作品專輯（上）／張雀芬總

編輯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321頁，220元
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

楊牧／葉步榮等著，須文蔚主編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336頁，4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