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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文學
1月（423期）
陳雋弘　它從不理會我　102
達　瑞　伍月、陸月、柒月和捌月　104�105
2月（424期）
袁紹珊　觀景台　108
吳緯婷　梅樹　110
3月（425期）
林婉瑜　迷些路　76
羅浩原　噩夢Φ國　78
4月（426期）
陳雋弘　我不願意相信　74
胡家榮　不能、所以它知道、你太多　76�78
5月（427期）
鄭琬融　她的擁抱裡全是尖刺、鬼出城、河繞著我們

開了花　108�110
6月（428期）
吳緯婷　建國花市　74
張繼琳　投胎　75�80
胡家榮　遺失的早晨、如果有　100
7月（429期）
陳雋弘　你是那種比較淡漠的事物　72
曾貴麟　離席、孤獨的遊戲　74
吳緯婷　週日的畫廊　76
潘家欣　一棵樹　78
崎　雲　晚禱　80
8月（430期）
胡家榮　下午三點半　108
潘家欣　氣泡的海、百合　110�112
9月（431期）
邱立仁　有光的地方　100�101
傅素春　無‧在　102�103
隱　匿　落點　104
10月（432期）
方子齊　聽日　102
陳顥仁　九零後—記「樹屋三連作」，蕭有志於

2018或新銳建築獎佳作作品　113
11月（433期）
栩　栩　夢中會　90
辛金順　移工語言課　146�147
黃明峯　高雄號　148�149
程裕智　和聖母的漫步指南　156�157
王興寶　記持風騷的抓痕　157
蘇璿硯　燉　159
12月（434期）
吳　青　約翰先生　138
郭天祐　坍縮前有人來過　139
陳美安　海盜船的夢　150

李岱蓉　那就懸地而舞吧（節錄）　150
陳靖維　阿嬤從不撕日曆（節錄）　150

鹽分地帶文學
1月（84期）
郭至卿　穿過季節的微光綺景之一　142�143
洪郁芬　穿過季節的微光綺景之二　144�145
李若鶯　贈別的預告　146�147
林念慈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148
翁淑秋　候鳥　149
黃桂蘭　秋行軍蟲　150�151
蔡文傑　故事—擬致醫生詩人D　152�153
林豐明　甘蔗物語　154
紀小樣　隆冬　155
靈　歌　我只是大雪一場　156�157
3月（85期）
岩　上　大地喊痛　206�207
林煥彰　瓶想（外一首）　208�209
康　原　水牛　210
林央敏　福興村悲喜曲　211
陳明克　弟弟的辭行　212�213
靈　歌　接引　214�215
林柏維　風在動　216
顏艾琳　南靖雲水謠組曲　217�218
林益彰　南國海獸，側記漁光島弦願　219
陳　少　海的史學　220�221
德　尉　我不相信你了爸爸　222�224
11月（89期）
劉曉頤　夢中旅舍　180�181

古典韻文

文訊
2月（412期）
古　華　四憶江南八首　254�255
葉言都　臨江仙母親節前夕有贈　256

中國語文
2月（752期）
傅武光　冬日新竹十八尖山紀遊　15
3月（753期）
文幸福　草風樓詩詞稿　31�32
周益忠　聞武漢肺炎有作，和文天祥《過零丁洋》韻

　33
賴貴三　偷閒觀澳網，口占步和彰師文學院周院長益

忠學兄「聞武漢肺炎有作，和文天祥《過零

丁洋》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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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56期）
文幸福　草風樓詩詞稿　12�14
9月（759期）
文幸福　哭　陳教授文華同門學長　9
賴貴三　弔　陳師文華教授　9
吳聖雄　送陳文華教授　9
11月（761期）
文幸福　草風樓詩詞稿　22�24

中華詩壇
1月（109期）
林松喬等　閒詠篇　ⅰ�ⅳ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書卷氣；讀離騷有感　4�9；10�
18

基隆市詩學會　雨港風華；冬陽　11�22；23�25
基隆市同復詩班　十一、十二月詩稿　26�27
新北市貂山吟社　隨緣；春風長拂　28�34；34�39
台灣瀛社詩學會　台北考棚　40�48
台北市天籟吟社　邀飲；冬飲　49�51；51�52
台北市龍山吟社　寶島采風～市樹市花；台灣之光～

好人傳說　53�56；56�60
桃園市以文吟社　歲末書懷；小雪；聖誕節　61�64；

64�65；65�67
苗栗國學會　九降風　68�73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74�76
彰化縣興賢吟社　天高聽卑；希望（二唱）　77�79；

79�80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人生觀；祈福法會　81�88；88�90
彰化縣香草吟社　秋涼；光影（五唱）　91�94；94
藍田書院　濟化堂60周年回顧與展望　95�103
草屯登瀛詩社　108年度「冬日詩稿」　104�107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機器人；安養院；名利（二唱）

　108�109；110�112；112�114
樸雅吟社　朴子市景點詩之三；恭賀社友林世崇先生

榮獲優秀詩人獎　115�117；117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彌陀映月橋；花葉（四唱）　118�

119；119�120
高雄市詩人協會　詠桃園、新竹、苗栗等地區之人、

地、事、物及閒詠　121�124
宜蘭縣仰山吟社　竹　125�135
3月（110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居安思危；上善若水；冬筍　

4�9；10�18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一、二月詩稿　11�22；23�25
台灣瀛社詩學會　題台灣漢詩三百首　26�31
台北市天籟吟社　天籟吟社顧問葉世榮老師米壽賀

詩；同舟共濟；草莓　32�33；34�36；36�38
台北市松社　歲末自述；春望　39�40；40�41

台北澹社　增歲　42�43
桃園市以文吟社　春節；立春；驚蟄　44�48；48�50；

50�51
苗栗國學會　暖冬；冬至丸；歲暮情　52�57；58�63；

64�68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9�71
彰化縣香草吟社　王功國小一百週年慶；王功（冠

首）；柚鄉柚香；柚花（六唱）　72�75；75�
76；76�79；80

彰化縣興賢吟社　新棒球魂；棒球（三唱）；鼠；庚

子（四唱）　81�83；83�84；85�88；88�89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奇蹟；冬至開林寺雅集；張儷美

詞長弔詩　90�96；96�98；99�101
中華詩壇　張儷美懷念專輯　102�112
藍田書院　慈母心；省思（一唱）；防災；慶祝文昌

帝君聖誕千秋；問心無愧；品評（二唱）；

口罩之亂　113�114；114�115；115�116；
116；117�118；119�120；120

草屯登瀛詩社　109年「春日詩稿」　121�124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冬至圓；冬節（五唱）；大選過

後省思；財寶（六唱）　125�126；126�127；
128�129；129�130

台南市鯤瀛詩社、台南市國學會　龍爭虎鬥；政黨輪

替　131�144；145�152
台南市延平詩社　以詩會友；畫眉；武聖；聖母　

153；153；153�154；154
王前等　閒詠篇　155�159
5月（111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夜讀　4�9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三、四月詩稿　10
台灣瀛社詩學會　已讀不回；時疫　11�13；13�14
桃園市以文吟社　友誼；防疫；穀雨　15�18；18�20；

20�22
苗栗國學會　公館鄉民眾護百齡老樹；人與自然界和

諧互惠；春光明媚　23�27；27�32；33�39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40�42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賀吳榮鑾詞長榮膺詩韻獎；防

疫；武漢（新冠）病毒　43�48；48�50；50�
57

彰化縣興賢吟社　美力台灣；鄉鎮（五唱）；俗女不

俗；男女（六唱）　58�61；61�63；63�66；
66�67

彰化縣香草吟社　伸港優遊；新古（七唱）；逢春兆

吉；春吉（一唱）　68�70；71；72�76；76
藍田詩學研究社　武漢肺炎；友情（三唱）；戒口

業；恭祝孚佑帝君恩主聖誕　77�78；78�79；
79�80；80�81

草屯登瀛詩社　109年「暮春詩稿」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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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己亥年歲暮書懷；人氣；心力

（三唱）　86�88；88�90；90�92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防疫；博深（七唱）；清明歸

鄉；根源（一唱）　93�94；94�95；95�97；
97�98

台南市白河吟社　臘月；送狗迎豬　99�10；100
台南市鯤瀛詩社、台南市國學會　國運　101�103
高雄市詩人協會　詠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

等地區之人、地、事、物及閒詠　104�107
王前等　閒詠篇　108�111
7月（112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過剛易折　4�9
基隆市同復詩班　五、六月詩稿　10�11
台北市天籟吟社　假新聞；遶境　12�14；14�16
桃園市以文吟社　維護健康；母親節；夏至　17�20；

21�22；23�24
苗栗國學會　新冠狀病毒；消防意識　25�33；33�37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38�40
彰化縣興賢吟社　童神；帝君（七唱）；勞謙民服；

正忠（一唱）　41�43；43�45；45�48；48�50
彰化縣香草吟社　防新型冠狀病毒；和樂（二唱）；

樂林食（實）物銀行；樂林（三唱）　51�
54；54�55；56�60；60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消防栓；甘露潤旱；恭迎佛誕　

61�63；63�70；70�72
藍田詩學研究社　學佛；心口（四唱）；詩人筆；詩

風化俗誕；筆花（五唱）；責任；恭祝關聖

帝君聖誕　73�75；75�76；76；77�78；78�
79；79�80；80

草屯登瀛詩社　109年「夏日詩稿」　81�84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春郊覓句；百千（二唱）；祈

雨；忠義（三唱）；喜雨；仁愛（四唱）　

85�86；86�87；87�89；89�90；90�92；92�93
高雄市詩人協會　鼠、牛、虎生肖三字分別聯想之

人、地、事、物為範圍及閒詠　94�97
宜蘭仰山吟社　庚子蘭陽新局開；雨過天青；庚子吟

春　98�105；105�109；109�123
王前等　閒詠篇　124�127
9月（113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防疫有感　4�9
基隆市同復詩班　七、八月吟稿　10�11
台北市天籟吟社　陳文華教授哀思錄；秋夜讀書　12�

13；14�16
台北市松社　日暖北城春；尋涼；松下吟　17�18；18�

20；20�21
桃園市以文吟社　九九星霜讚以文；中元節；三伏；

內柵國小創校一百二十週年誌慶　22�24；24�
26；26�28；28�31

新竹市竹社　七夕　32�34
苗栗縣國學會　國內快樂遊；通苑瓜香　35�41；41�48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49�50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力挺台灣入世衛；紓困金　51�

56；56�58
彰化縣香草吟社　樂遊福興；福安（四唱）；詠花木

四君子；梅竹（五唱）　59�62；62�63；63�
69；69�70

彰化縣興賢吟社　鄧雨賢；行進（二唱）　71�74；74�
75

草屯登瀛詩社　109年「邱日詩稿」　76�79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武漢疫情；口罩；傳染（四唱）

　80�82；82�84；84�86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日蝕奇景；始終（五唱）；酷

熱；世人（六唱）　87�88；88�89；90�91；
91�92

樸雅吟社　記庚子武漢肺炎　93�94
台南市白河吟社　台南市立白河國中六十週年校慶　

95�96
宜蘭仰山吟社　時見瘟銷日見時　97�105
王前等　閒詠篇　106�110
11月（114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閏四月　4�9
基隆市同復詩班　九、十月詩稿　10�11
基隆市詩學會　賞月　12
桃園市以文吟社　振興經濟；秋老虎；霜降　13�15；

15�17；17�18
新竹縣陶社　竹縣陶社繼前賢　19�27
苗栗縣國學會　三倍卷振興經濟；普檢爭議　28�34；

34�39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40�41
彰化縣香草吟社　詠花木四君子；蘭菊（六唱）；詩

詠彰化；彰化（七唱）　42�48；48�49；49�
52；52

彰化縣興賢吟社　埔里傳奇—陳綢；良顯（三

唱）；妃子笑；荔枝（四唱）　53�55；55�
57；57�59；59�60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斜槓青年；手機；行車記錄器；

三倍券　61�67；67�70；70�75；75�77
藍田詩學研究社　昌詩矯世；世人（一唱）；日曆；

詠諸葛武侯；濃淡（二唱）；終身學習　78�
79；79�80；80�8182�83；83�85；85

草屯登瀛詩社　109年「暮秋詩稿」　86�91
嘉義市詩學研究會　新秋；秋夜（七唱）；秋夜望

月；楓菊（一唱）　92�93；93�94；94�96；
96�97

樸雅吟社　遊三秀園有序；夏日詩路觀浴犬　98�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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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詩人協會　以兔、龍、蛇生肖三字分別聯想之

人、地、事、物為範圍及閒詠　100�103
王前等　閒詠篇　104�107

乾坤詩刊
1月（93期）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4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5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6
王偉勇　直齋詩鈔　右翻7
李復甸　復甸詩鈔　右翻7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8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9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10
普義南　達觀詩稿　右翻11
陳淑芬　悠墨吟稿　右翻12
李佩玲　微雪齋吟草　右翻12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13
周福南　福南吟稿　右翻13
連勝彥　傑閣詩鈔　右翻13
簡龍昇　龍昇詩草　右翻14
胡學超　信齋詩稿　右翻14
洪淑珍　怡怡窩吟稿　右翻15
吳昌崙　昌崙詩稿　右翻15
蔡麗琴　麗琴吟草　右翻15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16
謝鴻明　鴻明詩稿　右翻16
鄭慧貞　慧貞詩鈔　右翻16
謝宗翰　宗翰詩鈔　右翻16
吳秀真　秀真詩鈔　右翻17
郭怡良　臨退雜詠　右翻17
張儷美　儷美遺詩　右翻17
孔捷生　題襟集　右翻18
吳　倕　西瀛詩稿；西瀛詞稿　右翻19；右翻29
楊永超　永超詩鈔　右翻20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鬷邁廬詞稿　右翻20；右翻29
嚴瀚欽　瀚欽詩稿　右翻20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1
王　博　談瀛集　右翻22
李澤友　澤友詩鈔　右翻23
鄭　杰　鄭杰詩鈔　右翻23
江　晟　江晟詩鈔　右翻24
李伯雲　白雲詩鈔　右翻24
董惠龍　惠龍詩鈔　右翻24
周一清　雙桐軒詩鈔　右翻25
邵　勇　邵勇詩鈔　右翻26
李　偉　寒天客詩鈔　右翻27
李明華　明華詩選　右翻27�28

吳東晟　東城詩稿　右翻28
趙巧珍　梅之韻詞稿　右翻29
呂慧薇等　第27回主題徵詩：童年憶舊　右翻30�31
胡學超等　第26回加開主題徵詩（續）：詠月詩　右

翻32
林文龍　鄉物雜詠　右翻33�37
4月（94期）
王博等　武漢時疫特輯　右翻4�15
陳慶煌等　黃清源先生紀念集　右翻16�18
張大春　二卷詩鈔　右翻19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20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21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22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22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23
胡學超　信齋詩稿　右翻23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24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25
謝鴻明　鴻明詩稿　右翻25
楊永超　永超詩鈔　右翻25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鬷邁廬詞稿　右翻26；右翻34
吳　倕　西瀛詩稿　右翻26�27
嚴瀚欽　己亥雜詩　右翻27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8
邵　勇　邵勇詩鈔　右翻28
周一清　雙桐軒詩鈔　右翻29
王永收　永收詩選　右翻29
李明華　明華詩選　右翻30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31
黃小剛　小剛詩鈔　右翻32
郭良坤　良坤詩鈔　右翻32�33
李澤友　澤友詩鈔　右翻33�37
劉家杰　家杰詞稿　右翻34�35
羅金龍　芙堂詞稿　右翻35
李廷玉等　第28回主題徵詩：香港特輯　右翻36�38
雷培宇等　送別楊牧詩輯　右翻45
7月（95期）
黃肇南等　新冠時疫特輯　右翻4�9
香江不肖生等　香港特輯　右翻10�14
張長臺　二難詩鈔　右翻15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15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16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17
李佩玲　微雪齋吟草　右翻18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18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19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20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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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珍　怡怡窩吟稿　右翻21
吳昌崙　昌崙詩稿　右翻21
陳淑芬　悠墨吟稿　右翻22
胡學超　信齋詩稿　右翻22
郭怡良　臨退雜詠　右翻22
簡龍昇　龍昇詩鈔　右翻23
林榮芳　榮芳詩鈔　右翻23
曾信榮　信榮詩鈔　右翻23
蔡麗琴　麗琴詩鈔　右翻23
陳鼎沛　鼎沛詩鈔　右翻23
楊永超　永超詩鈔　右翻24
楊永可　永可詩鈔　右翻24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　右翻25
吳　倕　西瀛雜詩　右翻25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6
王　博　學獺集　右翻26
鄒仁武　仁武詩鈔　右翻26
鄭　杰　鄭杰詩鈔　右翻27
邵　勇　邵勇詩鈔　右翻27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27
江　晟　江晟詩鈔　右翻28
張　英　張英詩鈔　右翻28
李明華　明華詩鈔　右翻29
熊石望　石望詩鈔　右翻29
張曉輝　曉輝詩鈔　右翻29
王偉勇等　花卉特輯　右翻30�34
張長臺等　節氣詩選　右翻35�36
李尉格、謝宗翰　第29回主題徵詩：寵物詩　右翻37
朱荀博等　第10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得獎作品

　右翻38�42
張大春　譯楊澤〈告別曲—送楊牧遠行〉　右翻44
9月（96期）
陳文華　文華遺詩　右翻4
顏崑陽　顏崑陽古典詩集後稿　右翻4
普義南　達觀詩鈔　右翻5�6
李啟嘉　藏舍詩稿　右翻6
郭怡良　臨退雜詠　右翻6
張韶祁　紅塵稿　右翻7�8
林宸帆　宸帆詩鈔　右翻8
林正三　惜餘齋吟草　右翻8
吳俊男　白雲齋詩稿　右翻8
林東霖　忘齋詩鈔　右翻9
雷培宇　雨帶詩稿　右翻9
李佩玲　微雪齋吟草　右翻10
吳佳璇　迎之齋詩草　右翻10
張大春　二巷詩鈔　右翻11
林文龍　掃籜山房詩鈔　右翻12
黃肇南　肇南詩鈔　右翻13

胡爾泰　詩海微瀾　右翻14
許淑惠　淑惠詩草　右翻14
胡學超　信齋詩稿　右翻15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15
吳昌崙　昌崙詩鈔　右翻15
畢日陞　鬷邁廬詩稿　右翻16
香江不肖生　明夷集　右翻17
嚴瀚欽　慕林詩稿　右翻17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18
王永收　永收詩鈔；永收詞稿　右翻18；右翻28
王　博　談瀛集　右翻19
李明華　明華詩鈔　右翻20
劉　峰　劉峰詩鈔　右翻21
許青才　青才詩鈔　右翻21
郭良坤　良坤詩鈔　右翻22
豐曉亮　曉亮詩鈔；曉亮詞稿　右翻22�23；右翻28
董惠龍　惠龍詩鈔　右翻23
邵　勇　邵勇詩鈔；邵勇詞稿　右翻24；右翻27
翟紅本　勝跡行吟　右翻25
馬貴寶　貴寶詩鈔　右翻25
趙啟麟　啟麟詩草　右翻25
全鳳群　鳳群詞稿　右翻26
閻　鈞　壩上花田寫意　右翻27
銀開源　開源詞稿　右翻28
王安簡　安簡詞稿　右翻28
馬貴寶等　長江汛情特輯　右翻29
張長臺等　第30回主題徵詩：和陶詩　右翻30�36
王偉勇、李登峰　花卉特輯　右翻37�42
林正三等　懷念本刊創辦人藍雲先生　右翻44�45

彰化味
3月（87期）
吳秋奇等　彰化縣香草吟社社員詩作　66�67
陳岸等　彰化縣文開吟社社員詩作　68�69
6月（88期）
李鎮寶等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會員詩作　70�71
林劍鏢等　彰化興賢吟社社員詩作　72�73
9月（89期）
吳振清等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會員詩作　82�83
吳錦順等　彰化縣學士吟詩學會會員詩作　84�85
12月（90期）
林文龍等　2020彰化詩歌節　72�77

聯合文學
11月（433期）
何英傑　南鐵東移拆遷即事三首並序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