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4 2020 台灣文學年鑑

11月（47期）
鳳氣至純平　《台日畫報》—「孩童」　4�5
黃裕元　談情抬槓兼勸世講古：即邊即唱的澎湖西嶼

坪褒歌　40�43

古典散文

乾坤詩刊
4月（94期）
張大春　二巷文集　右翻39�40
張俊綸　丘吉爾聊齋　右翻40�42

劇本

PAR表演藝術
6月（330期）
王靖惇　2020新點子實驗劇場劇作《如此美好》選摘

　80�81

人間思想
4月（22期）
曾伃璿　光影：改寫自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

秋》、易卜生《玩偶之家》　178�184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6月（10期）
謝鴻文　風的心　60�66
樨　月　故事販賣者　67�85
洪君儀　老照片　86�99
肥　西　男孩睡不著　100�118
陳香君　手機　119�123

文學客家
3月（40期）
王興寶　梅龍（美濃）鎮—三腳採茶　101�103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8月（35期）
陳建成　逐家鬥陣來抗疫！　189�192

海翁台語文學
2月（218期）
瑪西亞‧布朗，月雲譯寫　石頭湯　114�119
12月（228期）
月　雲　 鴨咪仔　104�110

聯合文學
11月（433期）
沈台訓　洗衣機吐，洗衣機吐　153�154

傳記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4月（200期）
西　西　欠花蓮作家的兩封信　19�20
何福仁　不用感歎號的大家：楊牧　21�23
陳芳明　一切都留在北國—懷念楊牧　24�27
賴芳伶　雖然一切莫非地上的塵，空中的風　28�29
奚　密　讓風朗誦：懷念楊牧　30�34
史迪曼、洪素珊、汪珏　譯者三友（漢德對照）　35�

37
廖咸浩　在飛魚奔火的夜晚：紀念楊牧老師　39�41
羅智成　曾經傲慢過敦厚過　42�45
楊小濱　無法磨滅的文學前世—送別楊牧　46�48
須文蔚　詩與反抗：從珍藏一方名牌講起　49�51
鍾怡雯　你們是我的祕密　52�53
陳克華　別了，學長　54�55
蔡明諺　詩為人而作：懷念楊牧　57�59
曾淑美　楊牧老師很美　60�65
郝譽翔　愛美與反抗—記楊牧老師　66�68
吳冠宏　曲終人不散　69�71
羅毓嘉　掛劍，而後歇　72�75
趙衛民　在風煙中升起的星象—楊牧的文化英雄之

路　77�83
應鳳凰　葉珊如何蛻變成楊牧？—詩人早期版本掃

瞄　84�89
向　陽　從「葉珊」到「楊牧」—敬悼詩人楊牧　

90�92
張瑞芬　楊牧最終回—《奇萊前書》與《奇萊後

書》的文學意義　93�100
楊宗翰　楊牧的文學遺產　101�103
陳　黎　為對岸粉絲解領楊牧　104�107
廖亮羽　三號風球　109
崎　雲　水之湄　110
張心柔　水神幾何　111
許宸碩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112
夏　夏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113
楊智傑　紀念愛因斯坦　114
李蘋芬　春月即事　115
曾琮琇　南陔　116
曹馭博　卻坐　117
洪崇德　客心變奏　118
吳俞萱　急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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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頤　致天使　120
廖育正　致天使　121
陳牧宏　挽歌詩　122
葉覓覓　連續性無伴奏隨想曲　123
蔡文騫　瓶中稿　124
陸穎魚　給時間　125
曾祥芸　獅和蝌蚪和蟬的辯證　126
利文祺　遂渡河　127
陳　少　台灣欒樹　128
林餘佐　劍蘭的午後　129
陳昱文　論孤獨　130
謝三進　蘆葦地帶　131

九彎十八拐
7月（92期）
向　陽　福爾摩沙詩哲—林亨泰　11�15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12月（12期）
吳　櫻　化蝶飛翔—敬悼趙天儀老師；向岩上老師

致敬　68�71；84�91
李益美　詩光永照—懷念前輩詩人趙天儀老師；緬

懷詩人岩上老師　72�73；101�102
陳秀枝　想念趙天儀教授的幾件事；悼念岩上老

師—用智慧經營人生　74�76；103�105
嚴敏菁　詩心與童心—追憶父親岩上　78�81
康　原　異姓同宗的「詩」兄弟—懷念好友詩人岩

上　92�100
陳玉青　九九峰下的詩人　106�109
葉斐娜　啟程—致岩上老師　112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9月（30卷3期）
廖肇亨　「王靖獻教授紀念專輯」導言　1�2
單德興　猛志逸四海—懷念楊牧先生　3�6
張　力　兩扇窗—懷念楊牧先生　7�12
林淇瀁　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追思詩人學者

楊牧先生　13�17
鄭毓瑜　悲傷快樂而遙遠—懷念楊牧老師　19�22
吳冠宏　且掬起記憶海波中的粼光　23�28
須文蔚　冬天晴日清晨仰望奇萊：懷楊牧　29�32
潘少瑜　我所認識的王靖獻所長　33�36
何雅雯　「凡虛與實都已經試探過」：楊牧老師的一

門課　37�41
廖肇亨　有人：紀念王靖獻所長在文哲所的日子　43�

45
林維杰　憶楊牧　47�49

中國語文
9月（759期）
徐國能　懷念陳文華老師　10�12
黃雅莉　傳語風光永流轉—遇見文華恩師　13�18
張韶祁　恍如昨日—懷溫和仁厚的　文華恩師　19�

22

文訊
2月（412期）
景小佩　讓我再念你最後一次—人間青春記永平　

101�136
古　月　憶良朋—文學大師尉天驄　182�183
李　黎　亦儒亦俠一天驄　184�186
廖志峯　風流雲長在—憶與尉天驄老師的交往　188�

191
周昭翡　2019這一年—記尉天驄老師　192�194
莊宜文　文學擺渡人—懷念尉天驄老師　195�197
陳碩文　鷹歸梵林墩—致尉天驄老師　198�199
吳卡密　溫暖與光明—憶我心中的理想主義者尉天

驄　200�202
陳柏言　最後一課—謹記尉天驄教授告別式　203�

206
向　陽　兒童文學的小太陽林良　208�210
桂文亞　永遠的春陽—懷念林良先生　211�214
陳木城　跟林良老師一起編書的故事　215�218
3月（413期）
邱各容　兒童文學風向儀：傅林統　163�166
邱　傑　追憶傅林統校長　167�170
謝鴻文　當春風停止吹拂—懷念「人文合一」的傅

林統校長　171�173
馮輝岳　永遠的「副」校長：傅林統先生　174
陳正治　一生關懷兒童文學的林良先生　175�176
4月（414期）
須文蔚　健全知識分子典範的殞落—紀念楊牧先生

　170�173
陳義芝　繼續在天上書寫—紀念楊牧　174�176
何寄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略記我與楊牧的文

學因緣　177�179
李瑞騰　楊牧與「新潮叢書」—謹以本文悼念楊牧

先生　180�181
5月（415期）
蔣竹君　思念七七姐及文友合唱團　153�155
丘秀芷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邱七七大姊　156�157
翁禎霞　遠行的你，一切都好嗎？　159�161
傅怡禎　您還在看著我們嗎？—懷阿緱文學的領航

者郭漢辰　162�165
李敏勇　傷逝兩帖—為郭漢辰、李鏡明　166�167
向　明　懷念趙老大，助我一生的貴人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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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　趙玉明的編寫人生　171�173
俞允平　以其文悼其人—懷念玉明兄　174�175
黃建業　飛翔願景‧真情為證　177�179
隱　地　愛琴海的詩人飛走了　180�182
冬　陽　嚴厲卻溫柔的力量—憶活躍於推理圈的景

翔先生　183�184
覃雲生　不寫詩的景翔　185�186
6月（416期）
向　明　秀陶走了，佩服他對詩文的堅持和強悍　166�

168
向　陽　哲人其萎，敬慕長在—追思詩人趙天儀前

輩　170�174
邱若山　追憶趙天儀老師—朝夕相處的靜宜大學時

期　175�177
邱各容　關懷台灣兒童文學的趙天儀　178�181
李敏勇　紮根的蘆葦不彎腰—追憶趙天儀，紀念詩

的情誼　182�184
於幼華　姐弟情緣　生命如夢　186�187
傅士玲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悼於梨華　188�

191
彭瑞金　永恆的文學典範—鍾老　193�198
黃秋芳　庚子悼亡，一個艱難又輝煌的世代日漸殞

落……　199�202
朱宥勳　貫通過去，預示未來：鍾肇政的「現代主義

時期」　203�206
馮輝岳　我當「抓耙仔」　207�208
7月（417期）
黃英哲　一個時代的消逝—悼念於梨華女士、趙天

儀教授、鍾肇政先生　90�92
曲潤蕃　懷念我的老師陳之藩教授　153�159
8月（418期）
奚　密　我的母親孫性初（1924�2020）　146�150
林正三　嚴以律己，誠以待人—紀念《乾坤》創辦

人藍雲先生　151�153
龔　華　拾朵—遙祭乾坤詩刊社創辦人藍雲詩人　

154�157
向　明　懷念一生奉獻給譯事的詩人宋穎豪　158�161
李瑞騰　那汗流浹背的身影—悼念蔡文甫先生　163�

167
隱　地　凡夫中的奇人—追憶文甫兄二三事　168�

169
廖玉蕙　感謝這分深情厚意　170�172
廖輝英　我們已道別過了　173�175
李敏勇　北鍾、南葉、中陳，台灣文學交織的三人形

影—紀念鍾肇政（1925�2020），兼憶三位

跨語世代台灣文學家　176�179
孫燕言　追念楊牧老師二、三事　180�182
9月（419期）

顏崑陽　我含著悲傷又帶著微笑送你！　160�165
普義南　潤物細無聲—追憶吾師陳文華先生　166�

169
向　陽　裂縫已開出繁花—追思詩人岩上　170�173
李瑞騰　岩下雲湧，岩上雲逐—敬悼嚴振興老師　

174�175
嚴敏菁　這一頁，另一面—追憶父親岩上　176�178
詹素貞　大家的莊老師　179�182
黃靜宜　孤獨但不孤單的先行者—懷念莊永明老師

　183�185
10月（420期）
陳素芳　那些字條和那把椅子—懷念蔡文甫先生　

170�175
郭　楓　葉笛，情思率真一詩翁　176�179
劉　季　仙姑妹妹—懷念劉楷南　180�182
12月（422期）
蕭義玲　他下馬為他的告別舉杯—我所認識的七等

生及其作品　112�119
謝斐如　誌念忠誠的新聞導師官麗嘉　120�123

文學台灣
7月（115期）
彭瑞金　趙天儀教授二三事；別了！李榮春文學護

法—李鏡明醫師　93�97；160�164
陳明仁　與趙天儀前輩的私誼　98�102
蔡榮勇　我的兒童文學老師　103�105
莫　渝　停格的時間—送趙天儀教授　107�112
邱各容　緬懷亦師亦友的趙天儀教授　113�120
莊紫蓉　唱著童謠回家—紀念詩人趙天儀老師　121�

123
張靜茹　緣起，以及緣續：我與趙天儀教授的忘年情

誼　124�130
唐毓麗　想起趙老師和宮澤賢治的二三事　131�140
賴錦雀　追憶日語世代趙天儀老師　143�145
邱若山　請讓我載您最後一程—懷念趙天儀老師　

146�156
鄭烱明　永懷李鏡明醫師　157�159
10月（116期）
鄭烱明　懷念三位文壇前輩　封面內頁

蔡榮勇　緬懷詩人岩上—永遠不會消失的詩人　12�
18

鍾延威　無懼無愧　79�81
張良澤　最後一面　82�85
彭瑞金　向鍾老道別—鍾肇政追思音樂會悼詞　86�

88
余昭玟　對話的喧聲—鍾肇政以及他的小說人物　

89�95
鍾鐵鈞　人間天上兩鍾會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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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民　感念鍾伯伯　101�103
威　姬　魯冰花　105�107
江燦騰　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台大文學博士之路

（節錄）　164�194

文學客家
9月（42期）
馮輝岳　想起鍾老兩三事　65�69
邱政達　鍾肇政个台灣文學同客家情義　70

火金姑：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
7月（36卷2期）
謝鴻文　不說再見，因為心永繫—敬懷傅林統校長

　40�47
林惠珍　一個高大優雅的身影—我所知道的傅校長

　48�53

台文戰線
1月（57期）
鄭清鴻　斡角拄著革命家：遠遠紀錄史明おじさん的

一寡代誌　70�79
陳金順　百年千秋—數念史明奧里桑　80�82
袖　子　共「勇敢的人格者史明」致意　83�84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33期）
曹永洋華語原著，林俊育台譯　林宗義ê故事

（3）—化悲情為大愛ê人生路　199�214
洪惟仁　黃勁連先生个台語貢獻　216�234
5月（34期）
陳正雄　期待明仔載的人—王育霖　72�82
曹永洋華語原著，林俊育台譯　林宗義ê故事

（4）—化悲情為大愛ê人生路　238�246
8月（35期）
曹永洋華語原著，林俊育台譯　林宗義ê故事

（5）—化悲情為大愛ê人生路　231�244

台客詩刊
1月（19期）
余境熹　和淚試嚴妝：卡夫的詩觀與詩作　10�15

台灣出版與閱讀
9月（11期）
廖賢治　台灣兒童文學的活字典—趙天儀教授　128�

131

台灣史料研究
12月（56號）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紀念本會董事吳俊民、莊永

明　140�145

台灣現代詩
9月（63期）
鄭邦鎮　追思彌撒，詩的探戈！　60
葉宣哲　憶趙天儀老師　62�63
袖　子　緬懷前輩詩人趙天儀教授　65
林俊樑　懷念趙天儀教授　68�70
蔡秀菊　我的文學推進器　72�77
12月（64期）
葉宣哲　憶詩人岩　上　75
商　吟　岩上肅秋風　78�79

幼獅少年
1月（519期）
王品涵　革命路上孤獨的野人：張深切　67�72

生活潮藝文誌：WAVES
6月（9期）
蕭　蕭　詩與文明的交互滋濡—我讀鄭愁予〈宇宙

的花瓶〉　140�144
9月（10期）
黃克全　飛揚跋扈為誰雄—追思詩人羅門　148�152

吹鼓吹詩論壇
6月（41號）
李瑞騰　卡夫已上天堂　55�56
潘之韻　生命不止是一首詩的長度—致學長卡夫　

58�59
寧靜海　詩來的時候，別害怕—讀卡夫截句詩〈其

實，不難〉　60
陳鴻逸　詩句述短截‧人生意深遠—卡夫的截句創

作　61�64
編輯部　卡夫與吹鼓吹詩論壇的創作對話　65�74
9月（42號）
然　靈　回溯陽光三蝶：寫給向陽老師　55�56
王厚森　隔夜有雨，詩路向陽—文學因緣小記　57�

58
12月（43號）
江　圖　我所認識的岩上老師　63�64
徐培晃　詩的即物即理—以《詩病田園花》略論岩

上詩藝　65�68
葉衽榤　「變」的美學—岩上《詩病田園花》中的

變易與變異　69�71
陳鴻逸　與詩人岩上〈告別〉　72�76



328 2020 台灣文學年鑑

兒童文學家（電子版）

4月（62期）
桂文亞　憶念「潘阿姨」

謝鴻文　再見，永遠的故事爺爺—懷念傅林統

12月（63期）
林玫伶　我敬您如師，您待我如友—懷念柯華葳教

授

林　瑋　懷念父親—小太陽的最後一堂課

方素珍　親愛老頑童，後會有期

曹俊彥　文人畫友的賀年卡約定

向　陽　兒童文學的小太陽—林良

陳正治　一生關懷兒童文學的林良先生

林文寶　先生已遠去

桂文亞　永遠的春陽—懷念林良先生

鄭明進　林良先生與我

林煥彰　友誼的小花籃—懷念小太陽，林良爺爺

林武憲　生生不息無限延伸的1223
陳木城　跟林良老師一起編書的故事

許建崑　筆耕者的榜樣

劉宗銘　美好時光—憶林良先生

洪文瓊　林良先生與我：感懷「新一代兒童益智叢

書」締結的緣

林世仁　懷念，永遠的小太陽

陳玉金　懷念兒童文學導師—林良先生

陳木城　敏感議題的智慧觀點

游珮芸　大家的好典範、好朋友—林良先生

陳素宜　仰望

王金選　散發溫暖的「小太陽」—懷念林良老師

李明足　一株弱弱向日葵的仰望

夏婉雲　燈塔指引我—向兒童文學的林良老師致敬

樓桂花　從林良爺爺的書認識林良爺爺

李雀美　聖誕快樂

兩岸詩
2月（5期）
陳銘華　懷念詩人方思　162�163
8月（6期）
鄭毓瑜　那一晚　10�11
Rosa	Lombardi　回憶楊牧老師及關於翻譯楊牧詩歌的一

些感想　12�16
方　明　長空掛劍話傳奇—懷念楊牧先生　17�20
王家新　「我們怎能自舞辨識舞者？」—楊牧與葉

慈　21�35
衣若芬　帽子　39�42
利文祺　作為「詩史」的楊牧　43�48
孟　樊　時光如何命題？—中晚期楊牧詩作略論　

49�53
翟月琴　楊牧：「維持一種永恆的虛構」　56�62

桃園客家
10月（23期）
楊國鑫　鍾肇政的文學路　4�9
黃恒秋　感念鍾老个台灣文學同客家情義　26�29
洪文心整理　街坊裡的文學家；後生青年說　鍾老在

心中—永遠溫暖的鍾肇政　47�48；49�51
朱宥勳　想起鍾老的時候，會笑是正常的　72

乾坤詩刊
1月（93期）
黃祖蔭　蘿窗詩話（81）郁達夫　右翻38�40
9月（96期）
向　明　詩人須與時間較勁—讀藍雲的《日誌詩》

　89�92
李瑞騰　果實成熟於烈日的烤炙—敬悼藍雲先生　

93�94
大　蒙　藍色的憂鬱　靜謚的雲天—緬懷藍雲　95�

98
須文蔚　天上鳥瞰詩中乾坤：追憶藍雲老師　99�101
琹　川　凝望藍空那朵超然自逸的雲　102�106
余境熹　又送文星入夜台：藍雲蒙主召日讀〈星〉　

121�125

國文天地
6月（421期）
姜翠芬　懷念恩師王靖獻教授　6�8
11月（426期）
林淑貞策劃　上帝鈞天喚不回—陳文華教授紀念彙

輯　58�76

笠詩刊
6月（337期）
李敏勇　一些緬懷，幾許省思—為天儀兄　17�20
吳　櫻　化蝶飛翔—敬悼趙天儀老師　20�21
莊金國　詩的園丁—感念趙天儀其詩其人　21�28
8月（338期）
莫　渝　詩人的腳步聲—讀趙天儀兩首詩　11�16
10月（339期）
岩上家屬　感謝與追思　8�9
莫　渝　錯身，忘記擁抱—憶與岩上交誼二三事　

25�26
12月（340期）
莫　渝　趙天儀老師為詩社的貢獻　136�137

葡萄園詩刊
11月（228期）
麥　穗　詩空一朵亮麗的雲飄走了—悼念藍雲學長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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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文學
4月（426期）
須文蔚　追尋一首詩的完成—追悼楊牧　80�82
5月（427期）
謝鴻文　兒童文學海上永遠的老船長—懷念傅林統

校長　120�122

鹽分地帶文學
3月（85期）
林文寶　先生已遠去　162�168
廖淑芳　在細微清明與虛無之間的一些回憶—記恩

師尉天驄　169�182
5月（86期）
向　陽　什麼叫記憶—如你熄去一盞燈：追思詩人

楊牧　180�185
鴻　鴻　重覓失落的指環　186�187
邱貴芬　楊牧與我們這群華盛頓大學學生　188�189
姜翠芬　懷念恩師王靖獻教授　190�193
汪　珏　「西雅圖好，有楊牧！」　194�197
林楮墨　致天使：敬悼楊牧　198�199
莊　森　對一位詩人的閱讀：追懷楊牧　200�201
7月（87期）
彭瑞金　鍾肇政文學就是台灣文學　180�185
楊　翠　他就是一方豐饒田土　186�193
鄭清鴻　本土作家，我全都要—追思鍾肇政與他的

「台灣文學全集」之夢　194�203
陳耀昌　愈陳愈香的見證　204�207
向鴻全　以小說做文字的事工：追念基督徒作家鍾肇

政先生　208�211

評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97期）
朱天心　建起自己的房子　196�197
陳國球　自由　198�199
楊　照　藝高與膽大　200�201
駱以軍　細微的魔力　202�203
蘇偉貞　日嘛是暝嘛是　204�205
童偉格　珍貴的意外　208
劉梓潔　美好的遠方　209
林俊頴　高處的果子　210
鍾文音　個體體驗的時間差年代　211
蔡逸君　簡言簡語　212
陳又津　勇敢地相信自己吧　213
2月（198期）
崔末順　「大敘事」捲土重來—韓國當代小說的主

流傾向　24�29
梁元錫，邢芹瑋譯　韓國電影百年創作史　91�95
朴正虎，許文柔譯　韓國電影百年審查史　96�100
黃孝儀　韓國贏！解碼關鍵20年—本土電影對抗好

萊塢壟斷的文化捍衛啟示錄　110�127
鄭秉泓　魯蛇與英雄共舞的大片效應　128�135
張硯拓　金牌演員四家—全道嬿、崔岷植、裴斗

娜、郭度沅　136�142
黃以曦　金牌導演五家—洪常秀、朴贊郁、奉俊

昊、金基德、李滄東　144�150
彭心楺　韓流大風吹，吹什麼故事？—編劇力的推

波助瀾　152�156
李恩珠，許文柔譯　K�POP	三代DNA超進化—Wanna	

One、防彈少年團、EXO、TWICE　158�166
5月（201期）
陳小雀　愛如瘟疫令人狂　95�97
張淑英　盲目的明亮，明目的黑暗—薩拉馬戈的

《盲目》　98�101
劉雪珍　丹尼爾‧迪福《大疫年紀事》的真實感　102�

105
阿　潑　存在的見證者　106�108
郭欣茹　被喚作人類的倖存者們　109�111
蘇子中　瘟疫從來不只是瘟疫—記戲劇史上的四個

瘟疫紀事　112�117
朱嘉漢　《十日談》：流放裡的說故事者們　118�120
6月（202期）
房慧真　儘管到最後，你還是成為你自己　78�82
黃崇凱　陳栢青與無限倍增或歸零　83�87
楊佳嫻　最後的房間　88�90
顏　訥　錫人之舞步：料理陳栢青的高麗菜心　91�97
翟　翱　獻祭的深情　98�101
馬翊航　Madam變幻時　102�104
施舜翔　重新發明酷兒史：陳栢青的世紀末與酷兒時

間　105�107
廖仁義　繽紛詩境：黃騰輝藝術創作的美學歷程　136�

143
7月（203期）
朱嘉漢　少年普魯斯特的煩惱　46�49
吳錫德　遇見普魯斯特　55�59
周克希　普魯斯特和《追尋逝去的時光》　60�63
余中先　法語文學群峰之巔—縱覽普魯斯特的《追

憶似水年華》　64�69
黃以曦　談實現與未實現的《追憶似水年華》電影改

編　70�73
劉森堯　感性時光：關於普魯斯特和電影　74�83
蔡翔任　教育者普魯斯特　84�87
尉任之　寂靜的風在海灣深處流連—貝特杭‧勉基

側記　126�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