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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蕙　日治時期台灣仿擬〈赤壁賦〉作品研究　187�
209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12月（40、41期）
葉連鵬　台灣區域文學史寫作的發展與侷限—以

《苗栗縣文學史》為主要討論對象　57�77
劉威廷　台灣重層語系研究—以《綠島》及其翻譯

交涉為例　79�106、108
黃慧鳳　論宋澤萊預言小說《廢墟台灣》的未來想像

與環境省思　123�146

編譯論叢
9月（13卷2期）
陳榮彬　異化與歸化之間：論〈最後的獵人〉的英譯

　37�72

興大人文學報
3月（64期）
王念英　聆聽更明亮的夏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

件》的科技媒介聲景　1�25
9月（65期）
陳惠齡　移動與穿越，居間與交疊—杜國清系列旅

情詩的亞洲想像及其身分認據　63�86
李毓嵐　丈夫日記中的妻子與情人—以楊水心、林

玉盞、李招治為例　87�125

應用倫理評論
10月（69期）
翁文嫻　「間距」詩學—遙遠異質的美感經驗探索

　151�171

戲曲學報
12月（23期）
施德玉　台南歌舞藝陣故事類型之探討　1�48

戲劇學刊
1月（31期）
施德玉　歷史與田野：台南藝陣中小戲的故事情節探

析　7�47
許書惠　重探《台灣風俗誌》中的台灣戲劇章節—

比較中譯本與原著的差別　49�86
張晏菖　反身映照社會運動者自我：「編輯者賴和」

與《台灣民報》上的戲劇新文類　87�122
7月（32期）
許書惠　從祭祀演戲到商業戲劇—十九世紀末的台

北經驗　67�88

藝術評論
7月（39期）
陳　莘　從蔡明亮的創作境遇看克服阻力現身之影像

　133�171

童詩‧兒歌

九彎十八拐
1月（89期）
李愫生　河媽媽、孤獨是隻小小狗　34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3月（9期）
蕭秀芳　在龍潭九座寮鍾家老屋　7
江　圖　火花的童年　8
黃士洲　風　9
吳在媖　發呆的孩子　10
蔡榮勇　觀音山　11
玉　香　蒲公英　12
溫存凱　畫畫、夢想　13
小　荷　春光好　14
袖　子　山洞裡的小貓　15
王姿涵　跟著蒲公英流浪　16
柯順發　吉他　17
鉛筆糖　小兔　18
陳正治　奇怪　19
康　原　月娘、校園　20
莫　渝　走在學童中間　21
6月（10期）
吳在媖　漣漪、我　6
蔡榮勇　溪頭　7
李益美　豐樂雕塑公園　8
紀小樣　我的天大本事　9
小　荷　小黑蚊　10
謝鴻文　流蘇的遊戲　11
玉　香　咸豐草、倒映　12
黃素華　玉蜀黍、山蘇　13
李啟端　螢火蟲之夢　14
如　果　夏天的尋寶記　15
鉛筆糖　家　16
胡淑娟　坐牢的鳥　17
江　圖　多多　18
黃士洲　鼻塞　19
陳正治　爺爺奶奶變矮了　20
徐慧韻譯　眾人如是說　21
莫　渝　在球場上　22
9月（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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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斐娜　天空　8
柯順發　麻雀合唱團　9
蔡榮勇　二寮看日出、貓　10
陳啟淦　流浪漢和小貓　11
陳正治　幸而有你　12
林益彰　台灣小夢獸　13�14
吳在媖　筆、我不知道我是誰　15�16
玉　香　太陽的味道、化裝舞會　17�18
胡淑娟　魚、書蟲和米蟲　19�20
陳香君　天倫之樂　21
潘家欣　樹　22
江　圖　小鳥在唱歌　23
小　荷　秋天　24
施　妮　天黑了　25
黃士洲　說話　26
李益美　畫圖　27
鉛筆糖　烏雲　28
袖　子　雲朵翻跟斗　29
謝鴻文　每一朵蒲公英飛行的樣子　30
莫　渝　小孩與鴿子、小孩與鹿　31�32
張祐熏等　雲林縣108學年度童詩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部分）　33�46
吳　櫻　校友、操場、輕艇　200�201
12月（12期）
莫　云　秋夜、上弦月　6
陳啟淦　螳臂擋火車　7
玉　香　月亮、蒲公英　8
吳在媖　鈴鐺、咖啡　9
江　圖　跳躍小青蛙　10
小　荷　溜滑梯、蜘蛛絲　11
鉛筆糖　海龜寶寶　12
如　果　白雲棉花糖　13
黃士洲　十分鐘的童年　14
江子魂　蟹影印象　15
莫　渝　在鐵軌跳躍的小麻雀　16
心鹿等，林廣編選　童詩魔法花園得獎作品　17�26

文學客家
3月（40期）
劉品謙　加拿大灰熊　54�55

火金姑：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
4月（36卷1期）
王淑芬　更遠的遠方　166�167
黃　海　長尾山娘之歌，狗叔叔臉綠，太空猴、蘋果

牛與牛頓　168�173
7月（36卷2期）
謝武彰　高樓頂的紅燈、尋找外星人　125�126

山　鷹　誰是誰的食物（外一首）、地球的食物　128�
129

12月（36卷4期）
林煥彰　我畫我朋友的貓—給Q糖和丑丑　134�135

台客詩刊
3月（20期）
劉于巧等　高雄民族國小專輯（南四縣）　54�57
6月（21期）
吳東銘等　高雄市正興國小學生專欄（南四縣）　73�

75

台灣現代詩
3月（61期）
謝安通　田蛙仔　53
6月（62期）
謝安通　三隻猴仔　53
9月（63期）
謝安通　一百隻猴爭過橋　55
12月（64期）
謝安通　猴仔佮魚狗　55

幼獅少年
5月（523期）
潘家欣　石獅子，咬什麼？、神獸出任務、螭吻好望

　4�5
7月（525期）
山　鷹　太陽和星星　56�57
8月（526期）
山　鷹　陽光的把戲　56�57
潘家欣　西瓜籽排隊　58�59
9月（527期）
山　鷹　如果有一天　58�59
潘家欣　論結果　60�61
10月（528期）
山　鷹　宇宙教我的事　58�59
潘家欣　貪心的海　60�61
11月（529期）
山　鷹　神奇的鑰匙　26�27
潘家欣　野柿子寫詩　48�49
12月（530期）
山　鷹　冥王星的抗議　26�27
潘家欣　吹糖人　48�49

未來少年
1月（109期）
綠野悠　準備　48�49
林世仁　等人來的椅子怪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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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0期）
林世仁　朝陽的祝福　52
3月（111期）
林世仁　守望者　50
綠野悠　誰需要背包？　90�91
4月（112期）
林世仁　天上的運動會　50
綠野悠　再見小時候　86�87
5月（113期）
林世仁　陽臺玫瑰　86
綠野悠　我愛番茄　92�93
6月（114期）
林世仁　椅子上的大夾子　50
7月（115期）
林世仁　高樓上的小捕手　50
綠野悠　夏日良伴　90�91
8月（116期）
林世仁　樹影中的太陽環　74
綠野悠　我愛大西瓜　82�83
9月（117期）
綠野悠　課堂小幫手　48�49
10月（118期）
林世仁　杯子裡的小章魚　67
綠野悠　我的魔法　90�91
11月（119期）
綠野悠　削～鉛筆　96�97
12月（120期）
林世仁　雷神出巡　13
綠野悠　寶貝不見了　86�87

兒童哲學
2月（71期）
Ovsei	Driz原著，七星潭譯寫　我想著我要想的東西　

24�25
4月（72期）
Ovsei	Driz原著，七星潭譯寫　小山羊　27
6月（73期）
Willam	Cole，七星潭譯寫　銀色的小魚　25
張芝菱　他們說　26�27
Chou.	 浴缸裡的漂浮　28
8月（74期）
Ann	Turner，七星潭譯寫　Look	Up！抬望眼　24�25
10月（75期）
Ovsei	Driz原著，七星潭譯寫　在沙灘上　44�45
12月（76期）
Ovsei	Driz原著，七星潭譯寫　注意看這邊　28�29

海翁台語文學
1月（217期）
王金選　阿麗食真濟　130
韓　滿　上愛好天　131
月　雲　感謝　132
蘇綉鳳　白雲飛起來矣　133
蔡安瑜　春天來矣　134
陳品潤　神祕人物　135
2月（218期）
張威龍　落雨天　124
謝金色　領角鴞校園　125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奇怪、圓仔花　126�129
劉惠蓉　台灣　130
呂仁鈞　失電　131
賴綜諒　街友　132
徐夢揚　（必見）相揣　133
張文柔　我是一隻鳥　134
朱沚芸　阮兜的人　135
黃詩詠　專家　136
3月（219期）
呂仁鈞　台東元宵　132
王金選　月娘變魔術　133
賴綜諒　拍乒乓　134
蘇綉鳳　拍獵　135
鍾文鳳　歇睏日　136
4月（220期）
劉惠蓉　菜丸　126
張威龍　蟬仔　127
月　雲　謎語詩　132
吳正任　我是一欉樹仔　133
蔡世浚　春天　134
李定穎　騎鐵馬　135
5月（221期）
王金選　阿奇的浴間　126
謝金色　肉粽　127
蔡連真　阿母　134
黃芊菱　咱的母語　135
6月（222期）
王金選　月娘變魔術　128
李俐思　鉛筆　129
張威龍　田嬰　134
蔡連真　五月節　135
林芷彤　我愛細漢　136
7月（223期）
李俐思　阮的教室　124
王金選　月娘變魔術　125
蘇綉鳳　有情　130
林品吟　熱天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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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昀真　思念　132
薛丞育　娘仔　133
8月（224期）
王金選　天頂攏是星　128
鍾文鳳　排火車　129
張展圖　露螺　134
黃芊菱　病疼　135
劉海寧　雨水　136
9月（225期）
許立昌　阿母　128
蘇綉鳳　青草地　129
月　雲　逐家攏愛我　134
楊茹美　招牌　135
曾奕宸　熱天　136
10月（226期）
王金選　真好禮　126
賴綜諒　香櫞瓜　127
杜信龍　厝敢會唱歌？　132
楊茹美　嬰仔和鴨仔　133
阿　芬　虹　134
11月（227期）
蘇綉鳳　各種子　132
謝金色　柑仔　133
阿　月　鳥仔　134
鍾文鳳　跤踏車　135
許珈瑄　戀愛　136
12月（228期）
王金選　月娘月娘真趣味　122
楊茹美　鴨仔　123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鴨咪仔　124�125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茶燒燒　126�127
鄧雨柔　時間　128
蔡定宸　手機仔　129
魏子麒　鳥仔　130
李致陞　大自然　131

笠詩刊
2月（335期）
袖子等，蔡榮勇策劃　兒童／青少年詩園　165�171
蔡榮勇　為兒童寫詩　172�174
6月（337期）
袖子等，蔡榮勇選輯　兒童／青少年詩園　133�139
12月（340期）
劉美娜等，蔡榮勇組稿　兒童／青少年詩園　127�133

華文現代詩
2月（24期）
王玥人等，莊雲惠指導　童詩的花園　218�221

童話‧故事

九彎十八拐
3月（90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2

　35
5月（91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3

　19
7月（92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4

　23
9月（93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5

　29
11月（94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6

　11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3月（9期）
蔡榮勇　友情　99�100
溫存凱　不快樂的國家　101�103
王姿涵　藍玫瑰花的夢想　104�107
陳正治　小強和桃花源　108�112
6月（10期）
江子魂　啄木鳥咚咚　31�35
陳景聰　微笑公主的眼淚　36�49
9月（11期）
雅　子　芒果樹上的蝴蝶　66�70
葉琇青　飛行員的畫冊　71�73
江子魂　日光郡之夜　74�77
陳啟淦　狐狸和烏鴉　78�79
吳　櫻　秘密　212�216
12月（12期）
陳啟淦　大道公去拜壽　52�57
袖　子　一只口罩　58�60

文學客家
9月（42期）
郭潔妤　無共樣个十二生肖　22�23
曾采潔　森林奇幻記　24�25
邱柏淳　大象王國　26�27
何菲亞　狐狸同細雞仔　28�29
陳泓叡　嘴落仔个起源　30�31
蕭　宥　辣椒仔國　32�33
許倩雯　楓樹窩个山貓仔　3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