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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作品分類選目

小說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97期）
吳佳駿　新兵生活教練　42�92
熊劍秋　烈火燃燒的詩篇　94�136
班與唐　食肉的土丘　138�191
3月（199期）
邱常婷　看不見的　18
李牧耘　游泳池沒水　28�37
康倩瑜　少女羅曼史　39�48
林　燦　疏林　50�55
朱容瑩　アメリ（AMERI）　60�69
楊凱丞　維納斯的手　71�81
涂瀞尹　南瓜葬禮　83�92
鄧觀傑　巴黎　96�103
利文曄　雨神　105�113
馮垂華　成為唐人的方法　115�121
6月（202期）
許閔淳　chase　16
陳栢青　反共之妻俱樂部　52�77
唐　墨　姜家院牆　150�158
賴志穎　瑪德蓮　160�166
7月（203期）
馬伯庸　兩京十五日　142�153
8月（204期）
魏可風　謫花—再詳張愛玲　32�59
雷　驤　劉明貴　124�127
高博倫　神木　150�157
黃家祥　雙子　159�166
9月（205期）
王定國　噎告　148�166
10月（206期）
朱天心　且徐行　46�63
11月（207期）
簡　媜　待續　152�166
12月（208期）
高鉦詠　宗親會　26�36
李政廷　水中月　42�49
洪采薇　母與女　54�62

Joseph	 梵林墩事件　68�79
林昇儒　幽浮　84�97

九彎十八拐
3月（90期）
綺莉思　友情萬萬歲　19�21
9月（93期）
黃瑞田　富貴浮雲　19�21
10月（悅聽文學15）
黃春明　倒勾齒的媚眼　8�9
11月（94期）
龍應台　月光部落　12�15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3月（9期）
吳　櫻　龜山督督　94�98
李翠婷　阿嬤來了—九龍村事件簿（2）　113�114
9月（11期）
鍾宜秀　輸家村　80�90
李翠婷　「那的地」胡伯伯—九龍村事件簿（3）　

91�94
吳　櫻　天若光　217�235
12月（12期）
李翠婷　童心懺悔錄—九龍村事件簿（4）　61�64

文訊
1月（411期）
愛　亞　沒有一萬零一　180�181
3月（413期）
沈信宏　幫忙　141�143
張系國　惡龍坡的勞倫斯　188�191
4月（414期）
愛　亞　哎～喲～你好　196�197
高鳳池　大姐，我很幸福　208�212
6月（416期）
張系國　露西鑽石行天空　221�226
7月（417期）
愛　亞　黎明突襲　188�189
8月（418期）
賀景濱　地下維基詞條之一：恐怖大地柯薩維　67�69
林新惠　電子大麻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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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善鈞　續時分身　75�77
邱常婷　袋狼　78�79
9月（419期）
黃春明　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74�96
張系國　一零一忠狗　204�209
10月（420期）
愛　亞　有光　206�207
11月（421期）
履　彊　重逢　183�187
12月（422期）
張系國　惡之華　189�193

文創達人誌
11月（86期）
周　牛　倪墨（Nima），誰的（摘錄）　129�151
星　冽　食肉目的謠唱（摘錄）　152�162
12月（87期）
陳長慶　凡塵悲歌　261�464

文學台灣
4月（114期）
牟華瑋　臉　173�180
7月（115期）
葉宣哲　雨； 瓜厚籽　230�232；233�237
10月（116期）
李　紀　蒼鷹之影　195�213
賴慧娜　結拜兄弟　214�238

文學客家
3月（40期）
吳聲淼　搞頭王白鶴仔　83�98
王興寶　客語微小說4篇　99�100
6月（41期）
曾俊鑾　乾生做爐主　62�95
曾鳳嬌　八仙傳說—藍采和个傳說何仙姑个傳說　

96�98
呂三貴　 个老屋　99�100
黃火廷　籠　101�108
9月（42期）
黃秋枝　阿蘭姑个緣　97�107
黃火廷　籠（續）　108�119
徐儀錦　高手在民間　120�121
12月（43期）
黃永達　揹婆‧揹公　88�110
周子唯　榮歸　111�121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310期）

黃靜惠　青春夢醒（7）　30�35
陳龍廷　鬼蝶仔（5）　36�40
2月（311期）
曾江山　未曾未ê認定（1）　34�37
邱偉欣　蔣介石　38�40
3月（312期）
曾江山　未曾未ê認定（2）　34�41
高嘉徽　Phah-piànn ê sàn-tshiah-lâng（拍拚ê散赤人）　

42�43
4月（313期）
曾江山　未曾未ê認定（3）　34�37
杜信龍　Saⁿ-kha-á（1）　38�40
5月（314期）
曾江山　未曾未ê認定（4）　38�41
杜信龍　Saⁿ-kha-á（2）　42�43
6月（315期）
曾江山　未曾未ê認定（5）　3436
杜信龍　Saⁿ-kha-á（3）　37�40
7月（316期）
杜信龍　Saⁿ-kha-á（4）　35�38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1）　39�43
8月（317期）
杜信龍　Saⁿ-kha-á（5）　34�37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2）　38�42
9月（318期）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3）　36�40
高嘉徽　Hāu-hn̂g ê Tsîng-hūn（校園ê情份）　41�43
10月（319期）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4）　34�38
陳亮穎　雙人（上）　39�42
11月（320期）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5）　34�37
陳亮穎　雙人（下）　39�43
12月（321期）
張家榮　玄奇ê囡仔仙（6）　40�43
楊振裕　回鄉hit條路（上）　44�46

台文戰線
1月（57期）
胡長松　幻影號的奇航（18）完結篇　188�205
4月（58期）
胡長松　佇西羅亞水池邊　8�22
鄭順聰　文史痟的黃昏　23�27
陳金順　喙罨鬼　28�32
王崇憲　伊一步一步行入去海裡　41�46
王羅蜜多　地獄谷　119�138
黃文俊　光明燈　139�159
賴朝和　田蛤仔仙巡台灣　16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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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立昌　獅佮鳥鼠　167�169
7月（59期）
鄭順聰　怪奇古：記持的模樣　121�128
小城綾子　月落胭脂巷　129�169
10月（60期）
陳金順　同齊　155�157
鄭順聰　內山彼口袂焦的埤　158�166
七崁客　提公媽龕換一袋麵粉　167�170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33期）
田美瑜　約會　172�176
王永成　地獄谷　177�198
5月（34期）
林美麗　走揣　154�175
黃文俊　陸光診所　176�197
呂美親　黃昏ê古亭町　198�222
11月（36期）
陳正雄　毋�捌��ê	190�211

幼獅少年
1月（519期）
何敬堯　鹿窟之歌（下）　58�66
2月（520期）
明毓屏　落陰（上）　58�67
3月（521期）
明毓屏　落陰（下）　60�69
7月（525期）
賴小禾　跑路（1）　70�75
8月（526期）
賴小禾　跑路（2）　72�76
9月（527期）
賴小禾　跑路（3）　72�79
10月（528期）
賴小禾　跑路（4）　72�80
11月（529期）
賴小禾　跑路（完）　64�68
錵九九　八卦交易中心　74�81
12月（530期）
錵九九　我的魔神仔朋友　72�77

幼獅文藝
1月（793期）
黃婧萓　耳機　77�81
許仲博　貓童　112�116
2月（794期）
洪明道　朱四喜1996　88�89
林佑軒　致我沙弗母嶼書　115�118

3月（795期）
羅士庭　（偽）惡俗小說　45�49
4月（796期）
蕭信維　餛飩之死　81�85
洪明道　憂國家族：朱來寶2000　88�89
5月（797期）
鍾宜芬　兩個男人　39�41
熊一蘋　兔子的大好機會　56�57
利文曄　豆花　58�59
秦　佐　盡頭　60�61
廖育湘　浮生若……？　75�81
黃可偉　液化人　110�114
6月（798期）
洪明道　朱來壽2004　88�89
7月（799期）
張嘉真　見證　58�59
寺尾哲也　現在是彼一日　81�87
8月（800期）
徐禎苓　持攝影機的男人　58
戴費厄　重來　59
鄭堪遠　最近你夢了什麼　81�85
洪明道　2008來財的飛行　88�89
9月（801期）
劉芷妤　追女仔　56�58
神　神　他方　59
10月（802期）
楊莉敏　有一隻沉睡的人　29
鄭守志　永夜　81�85
洪明道　2016投資失利的檢討報告　88�89
11月（803期）
鄭　昀　貓盒子　83�88
12月（804期）
洪明道　2020朱四喜走出記憶中的大雜院　106�107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9期）
利志華　山羊謠　126�129
9月（10期）
利志華　雲間月　115�118
暮　雪　巴黎驚魂夜　132�133
12月（11期）
利志華　油桐花落　111�115

有荷文學雜誌
3月（35期）

黃可偉　孤兒島　9�10
劉惠慈　月光島　16�17
文　氓　病毒疣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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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羽　向　陽　74�81
6月（36期）
園　長　破　61�69
秀　實　紫色長袖衣　70�71
破碎琉璃　漂鳥　72�73
星垂平野　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是……　74�75
驚　雷　消失的記憶　76�77
拾　羽　黑貓與機械人　78�83
9月（37期）
黃明祺　生命之舞　17�18
徐成龍　一個雞蛋　74�75
明曉東　交鋒　76�78
星垂平野　那些我們知道的是……　79
戴　璞　一場無法言說的境遇　8085
12月（38期）
陳璵安　老戲願　12�14
拾　羽　困獸之鬥　71�73
星垂平野　金字塔上的幽靈、餓死餓不死　74�77
破碎琉璃　她不醜，她是我母親　78�79
鄭淮方　蟬雨　80�83
園　長　人生　84�87
秀　實　芭比娜的故事　88�91

明道文藝
7月（481期）
王有庠　也許徹夜未眠　66�78
歐劭祺　雨季　80�89
游俐榛　鬥魚　91�97
楊沛庭　社會型人格　99�108
陳禹彤　辣椒香　110�117
王語芯　標籤　119�130
邱鈺璇　房間　132�142

金門文藝
5月（69期）
姜天陸　胡神　38�43
吳其穎　風中有朵血做的雲　44�49
張燕輝　吃頭　50�55

金門報導
10月（復刊2號）
楊樹清　掠猴　18�21

春山文藝
9月（2期）
賴香吟　白色畫像—清治先生　6�106

皇冠
1月（791期）
笭　菁　真愛（下）　94�109
海盜船上的花　1012號房　156�167
2月（792期）
笭　菁　堅不可摧的親情（上）　132�147
3月（793期）
笭　菁　堅不可摧的親情（下）　110�123
洪茲盈　尋常一日　156�167
豪　雨　失落的語言　168�181
4月（794期）
笭　菁　誰的天賦（上）　110�123
林斯諺　海豚之夜　166�179
容　翼　斗笠神算（上）　212�237
5月（795期）
笭　菁　誰的天賦（下）　118�133
邱常婷　我心中的美好陽光　164�175
容　翼　斗笠神算（中）　218�237
6月（796期）
胡　杰　第一千零一號　10�19
提子墨　星橋火樹　20�27
凌淑芬　滅絕　28�39
陳約瑟　終末的宅男　40�51
笭　菁　孝心（上）　108�123
張嘉真　金黃歲月　156�166
凌明玉　一起生活　168�179
容　翼　斗笠神算（下）　220�237
7月（797期）
笭　菁　孝心（下）　100�115
陳建佐　夢迴　132�139
亞斯莫　女兒，我愛妳　140�151
8月（798期）
醉琉璃　旋轉木馬的秘密　10�19
Div	 遊園二代　20�29
千　尋　好久不見　30�39
九色夫　合歡　40�47
周紘立　迷網　136�147
陳浩基　魔笛—童話推理事件簿　148�159
流連忘返　沉眠的真實　196�213
10月（800期）
鳳　棲　串聯的七百滴露珠　214�237
11月（801期）
笭　菁　誓言（上）　100�113
煙　波　再見，再見　134�147
廖湘涵　歸咎　192�215
沈閏生　花間集　216�237
12月（802期）
笭　菁　誓言（上）　1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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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攤　放羊的兇手　176�189
陸　荃　不能說的秘密　208�237

海翁台語文學
3月（219期）
陳正雄　命　94�113
4月（220期）
蘇世雄　放生　86�103
5月（221期）
陳正雄　選舉ê故事　82�100
6月（222期）
黃文俊　光明燈　78�96
8月（224期）
陳正雄　接跤仔　98�113
11月（227期）
陳正雄　李貴ê戰爭　92�112
高嘉徽　初戀ê滋味　113�117
12月（228期）
王朝源　趙樂仔仙　82�90
顏浩弘　囡仔鬼你欲去佗　91�97

閱讀的島
8月（9期）
黃錦樹　匪夷所思　58�71

聯合文學
2月（424期）
黃錦樹　山榴槤　112�121
3月（425期）
裴在美　命運之神　104�112
4月（426期）
林新惠　Hotel	California　114�122
6月（428期）
游善鈞　求生遺言　20�22
許順鏜　透明疫情　24�28
林新惠　金色公路　30�32
唐澄暐　白色雲牆　34�36
李伍薰　家之味　38�40
朱宥勳　埋伏　42�44
周紘立　該死的，是誰　46�48
7月（429期）
洪茲盈　公園裡的選美大會　104�116
10月（432期）
白　樵　南華夫人安魂品（節錄）　110�112
11月（433期）
潘鎮宇　飛魚之死　134�141
12月（434期）
謝見辰　自山中滑落（節錄）　145�147

蕭　晹　蛇女（節錄）　153
西門劍聖　廣告人（節錄）　154

鹽分地帶文學
1月（84期）
賴翠玲　出差　189�202
3月（85期）
葉陶，向陽譯　愛的結晶　73�88

現代詩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4月（200期）
吳懷晨　渴飲光流（節選）　141�143
8月（204期）
楊　澤　紐約漫興　128�133
11月（207期）
王天寬　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　150
吳緯婷　桃樹　151

九彎十八拐
1月（89期）
黃有卿　鹹菜　31
鍾　喬　說故事的人—黃春明　32�33
3月（90期）
吳　月　正午、分心、開會　別冊1
吳茂松　鴿子　別冊2
曹　尼　鶴見臺　30
一　靈　20191124　31
羅　葉　清道婦　32
林子勻　五月‧澎湖沿岸綻放的顏色　34
5月（91期）
吳茂松　南蛇的疑問、有風吹過　30�31
楊允菱　大湖溪　35
謝佳樺　大湖溪　35
7月（92期）
吳茂松　羅葉尾山的味道　別冊1
黃麗惠　初宿馮春園　別冊2
吳　月　失眠、複習功課、聚散　別冊3
吳緯婷　女兒　30
沈欣蘋　走來　33
9月（93期）
鍾宜芬　檸檬—記梶井基次郎　8
吳　月　讀詩、耕耘、網　別冊1
凌春痕　弓　別冊2
吳茂松　倒地鈴　別冊3
10月（悅聽文學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