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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31期）
梅森‧柯瑞，莊安祺譯　她們的創作日常　54�60
川本三郎，郭凡嘉譯　新冠肺炎疫情，讓東京被討厭

了　62�63
10月（432期）
四方田犬彥，郭凡嘉譯　美國女孩的游泳池　22�23
沼野充義，郭凡嘉譯　身為筆譯家的村上春樹　翻譯

是「午後的享受」　24�25
岡本雨，煮雪的人譯　料理的過剩描寫　42�45
川島静華採訪編修，煮雪的人譯　DUG的傳奇寫真　聽

中平穗積說爵士　46�49
編輯部採訪，中村邦夫撰文，施清元譯　在東京「6次

元」呼喚村上春樹店長中村邦夫的感受　50�
53

德米特里‧柯瓦列寧，謝麗玲譯　海邊的春樹—薩

哈林島上的村上春樹，2003年6至7月　62�64
12月（434期）
川本三郎，郭凡嘉譯　年老與荷風　72�73

其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97期）
編輯室整理　第5屆台積電文學賞發表　20�27
3月（199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䑏疏　22�23
6月（202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狸力　24�25
7月（203期）
朱嘉漢　普魯斯特的影像紀年　50�54
10月（206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窮奇　16�17
11月（207期）
朱嘉漢　歷劫歸來的卡繆　48�53
12月（208期）
李永平　山海經遇見台灣—琴蟲與西王母　20�21

九彎十八拐
1月（89期）
吳茂松簡說，黃春明圖文　封面故事：愛吃糖的皇帝

35

人間魚詩生活誌
12月（5期）
編輯室整理　第1屆「人間魚詩社詩人金像獎」評選辦

法　94�97

小鹿兒童文學雜誌
6月（10期）
林孟寰　「兒童戲劇專輯」輯後　124
9月（11期）
莫　渝　「吳櫻文學風景專輯」輯後　236

中國現代文學
6月（37期）
劉正忠、梅家玲　近現代文學的「今古之辨」與「今

古之變」　1�2

中國語文
1月（751期）
何永清　敬悼子敏先生聯　9

文訊
2月（412期）
鄧觀傑、張嘉珊資料整理　古晉‧美里文學地圖　26�31
章詒和　悼念尉天驄先生　187
4月（414期）
莊子瑩繪製　台北書店地圖　32
6月（416期）
編輯部　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七一三事件大事紀　32�

33
9月（419期）
彭心玗　台灣網路文學大事紀　71�72
10月（420期）
向　陽　為文學造像，為文壇寫真—「那些年，那

些事—用照片說台灣文學」專題導言　28�
29

游文宓、黃子恩　那些年，那些事—用照片說台灣

文學　30�77
12月（422期）
編輯部　「21世紀上升星座」小說類決審委員名單；

「21世紀上升星座」小說類作品；「21世紀

上升星座」散文類決審委員名單；「21世紀

上升星座」散文類作品；「21世紀上升星

座」詩類決審委員名單；「21世紀上升星

座」詩類作品　34�35；44�51；54�55；62�
71；72�73；80�87

張　默　紅玉米　200

文創達人誌
1月（76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19年12月文壇事件簿　291�296
2月（77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1月文壇事件簿　358�360
3月（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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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2月文壇事件簿　343�344
4月（79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3月文壇事件簿　519�520
5月（80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4月文壇事件簿　349�352
6月（81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5月文壇事件簿　310�312
7月（82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6月文壇事件簿　281�283
8月（83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7月文壇事件簿　282�283
9月（84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8月文壇事件簿　280�283
10月（85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9月文壇事件簿　304�305
11月（86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10月文壇事件簿　328�331
12月（87期）
劉曉頤編輯整理　2020年11月文壇事件簿　500�504

文學台灣
1月（113期）
鄭烱明　賭畫思人　6�7
4月（114期）
編輯部　2020巫永福文學獎揭曉　244

文學客家
12月（43期）
黃子堯整理　台灣客家筆會10年大事記　36�44

火金姑：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
9月（36卷3期）
編輯室　成為童心‧童趣漣漪擴散的中心動力—劉

宗銘的斜槓人生　46�48
12月（36卷4期）
林武憲、王瀅琇　2012�2020學會出版目錄　21�25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310期）
楊忠憲　霧社事件（8）　28�29
2月（311期）
林瑛子　美麗ê大高雄　18�20
楊忠憲　霧社事件（9）　32�33
3月（312期）
陳宜青　文化藝術新高雄　19�23
楊忠憲　霧社事件（10）　32�33
4月（313期）
黃靜惠　牛屎、蛇精答喙鼓　19�20

楊忠憲　霧社事件（11）　32�33
7月（316期）
胡秀美、李佩憶　文化藝術新高雄　22�25
11月（320期）
韓　滿　草蜢仔弄雞公　20�22

台文戰線
1月（57期）
編輯室　台文戰線文學獎得獎名單　6
林連鍠　林連鍠簡介及感言　30�31
黃文俊　黃文俊簡介及感言　40�41
楊振裕　楊振裕簡介及感言　48�49
翁月鳳　翁月鳳簡介及感言　57
陳明克　陳明克簡介及感言　61
杜信龍　杜信龍簡介及感言　65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33期）
楊凱文詞曲　出海口　14�15
糖果先生詞曲　台南囡仔　136
阿　昆　燒瓷的食缺，織蓆的睏椅、未曾學行先學

飛，未曾掖種想挽瓜　249�250
5月（34期）
林裘詞曲　慢府城　61
阿　昆　膨風水雞 無肉、牛就是牛，牽到北京也是

牛　250�251
8月（35期）
阿　昆　枵鬼假細膩、龜跤龜內肉　250�251
11月（36期）
編輯部　得獎人簡介　187
阿　昆　一隻牛剝雙領皮、做公親，貼本　250�251

台客詩刊
1月（19期）
劉正偉　「卡夫紀念專輯」引言　8
無　花　「前方有詩專輯」引言　167
甘建華　天下詩人半在湘—《台客詩刊》第19期

「湖南詩人大展專輯」緣起　174�175
3月（20期）
編輯部整理　我們的射門　148�149
11月（22期）
許豊都　台灣俗語（河洛語）　199�200

台灣史料研究
12月（56號）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國家文化記憶庫專案成果

專輯：吳三連與吳新榮的平凡與不凡」前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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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詩
3月（61期）
邱若山　「2019亞細亞詩感想祝祭」祝辭　58�59

幼獅少年
1月（519期）
Nofi圖　落陰（上）　73�89
2月（520期）
Nofi圖　落陰（下）　68�84
3月（521期）
編輯部　〈鴨母〉文學講座　70�71
張深切原著，米奇鰻改編　鴨母　72�85
4月（522期）
綺瘂圖　鹿窟之歌（上）　71�85
5月（523期）
編輯部　走讀文學台中　58�63
KoKai圖　台中文學散步　64�69
綺瘂圖　鹿窟之歌（下）　70�86
6月（524期）
編輯部　跟著呂赫若走讀台北　58�63
KoKai圖　台北文學走讀　64�69

幼獅文藝
1月（793期）
編輯部整理　關於寫作，一本書帶著一本書　54
編輯部輯錄　關於寫作，一句帶動著下一句　55
葉儀萱等　寫作四十八問　58�59
編輯部　搭配服用鬼地方的三種方法　69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黃婧萓（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6
2月（794期）
編輯部　母語放送　46�47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洪萬達（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3月（795期）
鄭哲涵　宮廟中　38
編輯部整理　那是因為我們願意投身：閱讀香港　65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洪聖翔（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4月（796期）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蕭信維（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廖育湘（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74
6月（798期）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王信文（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7月（799期）

芮妮‧奈特　《使女的故事》圖像小說　42�43
陳定良　不說你不知道的愛特伍　44�45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寺尾哲也（新秀小檔案、創

作自述、祝福貼）　80
8月（800期）
朱嘉漢　畫面的畫面，起點的起點—朱嘉漢的家族

影像　28
編輯部　《幼獅文藝》藏什麼？　43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鄭堪遠（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9月（801期）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許哲瑋（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10月（802期）
阿尼默　阿尼默畫作　28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鄭守志（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80
11月（803期）
李秉樞、劉庭彰整理　寫字人說字　20�21
黃子欽　文字造型新感覺　38
陳麗光　筆尖下的性格密碼—從筆跡分析了解你是

那種人？　40�41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清領、日治時期日常文件中的

字　42�43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鄭昀（新秀小檔案、創作自

述、祝福貼）　82
12月（804期）
郭亮廷等　評論是……　18�19
陳佩甄等　一些句子：他們說，我們想　20�21
王柏偉等　提醒自己：我＿＿，故我在　22�23
吳岳霖等　啟蒙之書，或補血之書：我在讀＿＿　28�

31
鄒之牧等　評論是個禮物（？）　33
許楚君等　說實話，＿＿使我在意……　38�43
莊偉慈等　（如何）成為一個新人　51
許楚君等　點滴存記：來自他者的應答　52�53
吳孟軒　讓我們想像：一個＿＿的評論媒體／平台　

58�59
許楚君等　＿＿使我感覺困難……　64
黃佩蔚等　因愛成傷：評論有「工傷」嗎？　65
郭亮廷等　評論，可以是＿＿　66
王柏偉等　我期盼，未來＿＿　67
編輯室整理	Youth	Show：王柄富（新秀小檔案、創作

自述、祝福貼）　96
林運鴻　絮語任正華：《漫漫畫人間》的十一道陰影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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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家（電子版）

12月（63期）
林瑋整理　2020年林良爺爺紀念相關活動

桂文亞提供　時光集錦

兩岸詩
2月（5期）
碧果手稿　方明〈巴黎哭泣〉　158�159
余光中手稿　台客〈灰面鷲〉　160
8月（6期）
洛夫手稿　方明〈習字〉　170�171
楊匡漢手稿　方明詩家　172�174

明道文藝
7月（481期）
編輯室整理　第38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得獎名單　

6�7
編輯室整理　第38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評審委員簡

介　12�16
編輯室整理　〈也許徹夜未眠〉得獎感言、評語　65
編輯室整理　〈雨季〉得獎感言、評語　79
編輯室整理　〈鬥魚〉得獎感言、評語　90
編輯室整理　〈社會型人格〉得獎感言、評語　98
編輯室整理　〈辣椒香〉得獎感言、評語　109
編輯室整理　〈標籤〉得獎感言、評語　118
編輯室整理　〈房間〉得獎感言、評語　131
編輯室整理　〈綠手指〉得獎感言、評語　144
編輯室整理　〈貓瞳〉得獎感言、評語　148
編輯室整理　〈小城故事〉得獎感言、評語　153
編輯室整理　〈成蟲〉得獎感言、評語　158
編輯室整理　〈白老鼠〉得獎感言、評語　162
編輯室整理　〈橋〉得獎感言、評語　166
編輯室整理　〈天堂楝曲〉得獎感言、評語　171
編輯室整理　〈磚情〉得獎感言、評語　176
編輯室整理　〈雨季〉得獎感言、評語　180
編輯室整理　〈火種〉得獎感言、評語　185
編輯室整理　〈樣子〉得獎感言、評語　190
編輯室整理　〈毛毛雨〉得獎感言、評語　196
編輯室整理　〈在膠園〉得獎感言、評語　198
編輯室整理　〈學習日誌‧詩藏的祕密〉得獎感言、

評語　200
編輯室整理　〈走鋼索的人〉得獎感言、評語　202
編輯室整理　〈再一次　，我們醒來〉得獎感言、評

語　204
編輯室整理　〈心事〉得獎感言、評語　206
編輯室整理　〈成長痛〉得獎感言、評語　208
編輯室整理　〈訊息未讀〉得獎感言、評語　210
編輯室整理　〈筆記田寮洋濕地〉得獎感言、評語　

212
編輯室整理　〈獨奏〉得獎感言、評語　214
編輯室整理　〈大人以為的《社會化》〉得獎感言、

評語　216
編輯室整理　〈如夢令〉得獎感言、評語　219
編輯室整理　〈貓膩〉得獎感言、評語　223
編輯室整理　〈繭〉得獎感言、評語　226
編輯室整理　〈瓦片〉得獎感言、評語　229
編輯室整理　〈染上芒黃〉得獎感言、評語　232
編輯室整理　〈沉默的缺口〉得獎感言、評語　235
編輯室整理　〈縫紉機〉得獎感言、評語　238
編輯室整理　〈爸爸捕魚去〉得獎感言、評語　241
編輯室整理　〈你應該也會是別人的溫柔〉得獎感

言、評語　245
編輯室整理　〈命名〉得獎感言、評語　247
編輯室整理　〈狐狸〉得獎感言、評語　249
編輯室整理　〈兩個女孩〉得獎感言、評語　251
編輯室整理　〈生活是不斷塌縮的黑洞—致法蘭黛

樂團《一時脆弱》〉得獎感言、評語　253
編輯室整理　〈在凋零之前〉得獎感言、評語　255
編輯室整理　〈如果的可能〉得獎感言、評語　257
編輯室整理　〈秘密〉得獎感言、評語　259

金門文藝
5月（69期）
王　婷　荷的詠嘆　140�141
11月（70期）
董皓雲　遇合與碰撞　108�109

春山文藝
9月（2期）
編輯室整理　賴香吟創作年表　182�185

皇冠
9月（799期）
編輯部整理　張愛玲軌跡大事記；紙短情長—張愛

玲往復書簡　10�15；56�67
編輯部　張愛玲小說十大創作意象；張腔金句五十；

作品全年表整理　184�189；208�213；214�217

秋水詩刊
1月（182期）
陳義芝等　詩人手稿　7�13
4月（183期）
張默等　詩人手稿　6�10
7月（184期）
陳義芝等　詩人手稿　6�10
10月（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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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芝等　詩人手稿　4�7
編輯部　詩人介紹：費爾南多‧冉東　8

原住民族文獻
9月（42期）
謝世忠　導論—處處古典的文字呼喚　6�8
10月（43期）
謝世忠　導論—空間的橋段　6�7
11月（44期）
方兆鴻　布農族服飾織紋與百步蛇的神話傳說　120�

123

桃園客家
10月（23期）
編輯部　你認識桃園的鍾肇政嗎？—關於鍾老的10

件事　11�13
高鳳玉　大河長流　鍾肇政書寫過—以文學創造屬

於台灣的歷史　14�17

海翁台語文學
1月（217期）
楊國明　泰國旅行日記　66�73
蕭平治　瓊花kap茶花　107
俊　明　一遍生，兩遍熟　108�110
編輯室整理　炊、煠、糋、牽羹　112�115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正月正、歡喜過新年　124�

129
2月（218期）
陳丁清　靜　68
鄭昌閔　蛣蛚　69
蕭平治　迷信häm正信　101
志　明　一晃過三冬，三晃過一世人　102�106
編輯室整理　骨力、向望、在膽、仝心　108�113
3月（219期）
劉惠蓉　春風　66
陳丁清　滿心歡喜　67
蔡連真　寫佇庚子年正月初一　68�74
蕭平治　伯勞猫仔揣食物　115
秀　卿　戲棚跤徛久就是你的　116�118
編輯室整理　燈仔花、茉草、草霸王、煮飯花　120�

123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火金蛄來食茶、火金星　128�

131
4月（220期）
蕭平治　貪食ê胡蠅　104�105
阿　祥　大細目，懸低耳　106�110
編輯室整理　厭氣、氣身惱命、鬱卒、怨慼　112�116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古錐的小姑娘　128�129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查某囡仔嬰　130�131
5月（221期）
楊國明　五日節食肉粽　46�49
鍾文鳳　箸　50�51
蕭平治　牛蜂　102�103
得　祥　一暝全頭路，天光無半步　104�105
編輯室整理　高長大漢、肨奶、重巡、躼跤　106�109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水牛　128�129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雞啊雞　130�133
6月（222期）
洪勝湖　水電界的第一等—水電班結訓致高老師　

44�45
蔡春綢　武漢冠狀病毒　46
蕭平治　草蜢仔弄雞公　98�99
增　生　狗蟻扛大餅　100�103
編輯室整理　掩崁、憢疑、重耽、僥心　104�107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阿三哥　130�131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蜅蟬　132�133
7月（223期）
楊國明　懷念百年老樹　58�60
蔡連真　疫情感慨／ng韻　61�63
蕭平治　狗仔吹狗螺　96�97
強　輝　一个錢，看做大西門　98�100
編輯室整理　摸無路、臆出出、磕袂著、無偌久　102�

107
阿　三　動物的笑詼　116�121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龍眼花、天烏落大雨　126�

129
8月（224期）
楊國明　台灣藍鵲　70�73
蕭平治　台灣犬kap主人　114�115
編輯室整理　發性地、貴參參、無定著、好勢　116�

124
蔡連真　笑詼連篇　125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甜粿、阿舅來　130�133
9月（225期）
林聰明　鯪鯉　70�71
劉承賢　翻頭想311的大事故　72�75
蕭平治　狗蟻kap牛屎龜　98�99
編輯室整理　借問、佮意、牽手、後生　100�109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中秋　130�131
國語繞口令，施福珍作曲　貓咬貓　132�133
10月（226期）
鄭昌閔　囡仔攏來耍　72
蔡連真　學生掛喙罨／iau韻　73
蕭平治　雞母啄著金手指　102�103
阿　嬌　一頓久久，兩頓相拄　104�105
編輯室整理　容允、管待、巴結、恐驚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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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大箍呆　128�129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染頭鬃　130�131
11月（227期）
王美玲　依倚終身　60�62
張瑞吉　秋夢　63
王朝源　僥心　64
蕭平治　鹿仔囝ê疑問　118�119
編輯室整理　鴨、愛、曷　120�123
盧繼寶　笑話3篇　124�125
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　弓蕉　128�129
傳統唸謠，施福珍作曲　飼雞　130�131
12月（228期）
劉惠蓉　冬尾想徹底　54
陳丁清　喘氣甘甜　55
蕭平治　兩kâi褲袋仔　99
編輯室整理　偝、沃、泔、暗　100�103
蔡連真　慶祝四張犁國民小學建校八十週年　132�133

高雄文獻
6月（10卷1期）
陳昱名　高雄小故事：鳳山城垣重修記—圍龜放蛇

鬥風水　176�177
許玉霞　高雄小故事：龍虎塔　178�179
徐錦成　高雄小故事：舊城老人葉石濤　180�181
12月（10卷2期）
黃招榮　高雄小故事：鳳山教會的故事　206�207

乾坤詩刊
1月（93期）
季　閒　詩人，紙上畫會　1、6�14
張大春　張大春墨寶　右翻1
4月（94期）
連勝彥　連勝彥墨寶　右翻1
7月（95期）
顏崑陽　顏崑陽手稿　右翻1
9月（96期）
陳文華　陳文華手稿　右翻1

國文天地
5月（420期）
蕭　蕭　「新世紀詩社觀察（1）野薑花詩社專輯」前

言　12
7月（422期）
蕭　蕭　「新世紀詩社觀察（2）台客詩社專輯」前言

　13
9月（424期）
蕭　蕭　「新世紀詩社觀察（3）風球詩社專輯」前言

　56

11月（426期）
蕭　蕭　「新世紀詩社觀察（4）《吹鼓吹詩論壇》專

輯」前言　10

笠詩刊
2月（335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榮民　127�129
4月（336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養豬　108�110
6月（337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花生　124�126
8月（338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酒家女　121�123
10月（339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阿美族豐年祭　160�163
12月（340期）
吳俊賢詩，黃啟洲圖　烏龍茶　134�135

野薑花詩集
3月（32期）
編輯室整理　詩人簡介：林群盛；「郭至卿特輯」詩

人簡介、詩觀；「何名柔特輯」詩人簡介　

14；20；25
6月（33期）
編輯室整理　詩人簡介：唐捐；「邱逸華特輯」詩人

簡介、詩觀；「洪郁芬特輯」詩人簡介　

14；20；26
9月（34期）
編輯室整理　詩人簡介：解昆樺；「張育銓特輯」詩

人簡介、詩觀；「陳威宏特輯」詩人簡介　

13；18；24
編輯室　卡夫逝世周年紀念專輯　63
12月（35期）
編輯室整理　詩人簡介：白靈；「夏慕尼特輯」詩人

簡介、詩觀；「蕭宇翔特輯」詩人簡介　

18；20；24

掌門詩學
7月（77期）
溫存凱　閩南語的宋詞水調歌頭　232�233

雲林縣台語文研究學會學報
12月（16期）
蘇佳琴　虎尾百年　78
玉岡薰　虎尾好所在　79
楊彥騏、蘇佳琴　紀念虎尾百歲祭詩　79
李錦章　虎尾起家一百年　80
沈逢吉　叫花歌仔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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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文獻
7月（73期）
古瑞麟　阿公蹺腳／阿伯交足　133�134

新使者
6月（173期）
伍阿好　Isisipul	tu	iniliskinan（數字聯想）　75

葡萄園詩刊
5月（226期）
賴益成　「新冠病毒‧詩援抗疫」專輯前言　32

閱：文學—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66期）
許喻理　想像文學未來的材料　24�25
翁浩原　文學連接我們：台灣與香港　50
編輯室整理　文物捐贈芳名錄　85
6月（67期）
陳怡秀、陳烜宇　書篇的重生—《史地小叢書　明

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修護紀實　82�87
編輯室整理　文物捐贈芳名錄　87
9月（68期）
編輯室整理　文物捐贈芳名錄　86
12月（69期）
趙慶華　「瘟疫蔓延時，我們閱讀山的蹤跡」專題前

言　37
編輯室整理　文物捐贈芳名錄　87

閱讀的島
8月（9期）
林宜璇　妖怪　一直在　等著我們去探索（「妖怪諸

事會社」專題前言）　6�7

靛花
11月（2期）
編輯部整理　杜潘芳格特集：生活場景與靈感跡象；

杜潘芳格特集：跨越語言的文學參照；杜潘

芳格特集：花的摘錄　無頁數

編輯部整理，葉文琳、謝喬伃日文翻譯　杜潘芳格特

集：閱讀雜記與百科全書　無頁數

聯合文學
1月（423期）
劉羽軒等　本專輯歡迎無法前往東京奧運的人閱讀，

一起做個白日夢。—1月出動報告　21�23
陳怡秀　東奧之旅必備！—觀賽神器總整理　26�27
曲辰、朱宥任出題，編輯部整理　東奧檢定　28�29、

33、37、66�67

田中紀子、Hally	chen、陳岳夫　東奧場館人氣路線：

皇居外苑及其周邊　42�49
李昀蓁　東奧場館人氣路線：國立競技場　50�53
黃玟嵐　東奧場館人氣路線：橫濱球場及其周邊　54�

55
陳威臣　東奧場館人氣路線：兩國國技館　56�57
施清元　東奧場館人氣路線：武道館　58�59
黃玟嵐整理撰文　奧運期間的特殊紀念　63
Chy	Lin　廣角：無題　98
H子採訪撰文　作家挑戰：最有生命力的線條—阿尼

默《小輓》　124�125
2月（424期）
劉羽軒等　末日列車和屍速列車你選哪一台？—2月

寄生報告　15�17
陳沛妤撰文整理　奉俊昊電影總整理　24�25、33、36�

37
陳沛妤、編輯部整理　韓國電影發展簡史　42�43
林佑運　階級地下：金氏家族平面圖　50�51
務璿測驗設計　看看你，體內的怪物變得有多大—

奉俊昊的無情試金石　52�55
陳大旺　廣角：無題　106
林佑運採訪撰文　作家挑戰：張西《我還是會繼續釀

梅子酒》　132�133
3月（425期）
劉羽軒等　只有在那幾個地方，冒險開出嬌弱的花

朵。—3月飛行報告　11�13
塔羅長頸鹿　你會是我在世上的唯一　40�41
Josephine	Chu　廣角：失水的海邊泳池　98
Eliot	Jiang採訪撰文　作家挑戰：化身成野狗—楊智

傑《野狗與青空》　124�125
4月（426期）
劉羽軒等　感情沒有命運這件事，往往不是註定好

的—4月過期報告　13�15
盧慧心feat.	61chi　（500）Days	of	Broken	Heart　16�

17、22、30、38、44、52
陳沛妤　電影戀句　18�51
吳　貞　廣角：無題　106
林佑運採訪撰文　作家挑戰：有聲汨汨，自其中流

下—崎雲《諸天的眼淚》　124�125
5月（427期）
劉羽軒等　歡迎網站編輯馬嘉駿先生加入編輯小

隊！—5月減糖報告　17�19
編輯部整理　台南紅茶的糖度與甜度實測　28�31
編輯部整理　米味時間—米糕圖鑑　58�59
E子	 編輯小隊的台南時間　70
李宥親　廣角：秋日的巴黎午後　98
林佑運採訪撰文　作家挑戰：走音　屬於心中自己的

曲調—段戎《音癡》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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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28期）
汪倩妤等　歡迎汪倩妤和林心嵐加入編輯小隊！—6

月平安報告　13�15
Masayo等　平安通訊　18�54
林心嵐　廣角：電影是夢，膠捲是夢的載體　98
7月（429期）
汪倩妤等　用平板追日劇好幸福—7月收視報告　13�

15
重點就在括號裡、雪奈日劇部屋、用鉛筆寫日劇、宋

彥陞　日劇製作幕後解密　24、30、36、48
劉揚銘　日劇知識力檢定；日劇知識力檢定答案揭曉

　25、31、37、49；50�51
馬嘉駿　廣角：派克不賣雞排　98
8月（430期）
汪倩妤等　喜歡歷史的人叫做歷男歷女，喜歡讀雜誌

的人會叫雜男雜女嗎？—8月穿越報告　17�
19

編輯部整理　幻之歷史年表　68�70
周楷翔　廣角：燭光　98
9月（431期）
汪倩妤等　作工到勞倦時，拿本聯文來看了一躺，包

你氣力勃發，工作還要好。—9月民國報告

　15�17
編輯部整理　民國人物關係圖　23
編輯部整理　風流男子撩語錄　37
張硯拓　她們的民國時代—民國電影推薦片單　49
張譯云　廣角：關於海的民謠　98
10月（432期）
汪倩妤等　請尊重生命，不要隨意放生。—10月領

養報告　11�13
黃秉雅整理、翻譯　村上普通生活指南　14�62
許展寧整理、翻譯　目擊村上春樹情報　17�61
塗方子　廣角：眼睛攔截　98
11月（433期）
汪倩妤等　今年金曲獎和諾貝爾文學獎都在本期雜

誌！—11月K歌報告　19�21

Koukos Yang 廣角：Vibe 114
編輯部整理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名單　133
編輯部整理　「台南文學獎」得獎名單　152
韓昌弘　〈月落山前〉簡介　153
12月（434期）
汪倩妤等　今年終於要結束了，堪稱最值得期待的一

件事。—12月再會報告　17�19
黃筑筠　廣角：一座城　130
編輯部整理　「新北市文學獎」得獎名單　136�137
編輯部整理　「高雄青年文學獎」得獎名單　148�149
夏　弩　做頭髮（節錄）　155

薰風
7月（13期）
楊　燁　台灣マッチ—火柴盒上的時代花朵　26�35

鹽分地帶文學
1月（84期）
陳學祈　台灣文學回首望（8）—7～9月份　232�236
3月（85期）
陳學祈　台灣文學回首望（9）—10～12月份　233�

237
5月（86期）
編輯部整理　山苦瓜食譜兩道：沖繩炒山苦瓜、冰鎮

山苦瓜　42�45
7月（87期）
編輯部整理　虱目魚腸食譜兩道：虱目魚腸‧乾煎

味、虱目魚腸‧蔭豉味　40�43
9月（88期）
編輯部整理　食譜：蓮藕茶、桂花糖藕　138�141
11月（89期）
編輯部整理　芹菜炒魚肚、九層塔炒魚肚　138�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