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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漫迷一等30年—郝

明義：漫畫繪今生，小說

探前世

05.15　許文貞報導　追憶於梨華

—留學生文學，一個世

代的寄託；異國生活書寫

，主打文化觀察

06.12　王寶兒報導　花草樹木皆

是客，周芬伶種樹憶故人

06.19　邱祖胤報導　陳昌遠—

從印刷廠解放生命靈光

06.26　王寶兒報導　鄭問一生融

入《千年一問》—紀錄

片導演王婉柔拍出「亞洲

至寶」

07.31　許文貞報導　誰說小說翻

最後一頁就好？—真實

世界光怪陸離，跟著角色

經歷故事

08.06　許文貞報導　書店版圖變

化快，亞典、電光影裡歇

業；從自然書寫到魔幻寫

實—龍應台藉小說展現

三年土地觀察

08.21　許文貞報導　有圖有真相

—跟著老照片，認識東

亞歷史；作家寫疫情，一

路惶恐

08.28　許文貞報導　隨著小說踏

上山徑—阮慶岳追求內

心依歸

09.11　王寶兒報導　工作桌搬戶

外，湯舒皮不藏私；黑鳥

不哭—揭美底層黑人困

境

09.25　許文貞報導　紙電同步，

樂迎數位閱讀時代

10.09　王寶兒報導　佛寺渡童年

—愛羅以詩畫開啟人生

之光

10.23　邱祖胤報導　30萬字寫張

愛玲，魏可風《謫花》成

遺作

許文貞、王寶兒報導　電

子書微笑曲線來臨？

10.30　許文貞報導　台語文出版

熱，《小王子》暢銷；阿

尼默把一棵樹畫成一本情

批—獻給讀者的老派浪

漫

11.06　王寶兒報導　思慕微微‧

七等生

許文貞報導　獨立書店串

聯，線上結盟搶訂單

11.13　王寶兒報導　疫情衝擊，

版權經紀人線上出擊

11.27　許文貞報導　疫情年的暢

銷書，療癒、理財書熱賣

12.04　王寶兒報導　57+1的曾郁

雯，打磨出最好的自己

12.11　許文貞報導　人魚紀、鬼

地方，台書英譯走入國際

；在文學獎中淬煉，在寫

作路上精進

12.18　許文貞報導　起標價2000
元起，文青競標絕版詩集

12.25　許文貞報導　Poscast爆紅，

有聲書的春天來了嗎？

台灣教會公報（25版）

3562期　張原境報導　跨語世代

終結，鍾肇政安息　2
3564期　林宜瑩報導　大河浩蕩

，送別台灣文學大師　6
3569期　張原境報導　台灣文學

，發行越南文版　8
3581期　張原境報導　府城春秋

，從史料發現遺落的政治

記憶　2
張原境報導　重現記憶，

找回台南過往面貌　4、5
3586期　張原境報導　文學力

—書寫LÁN台灣—台

文館三期常設展以活潑年

輕方式打破沉悶印象　4、5

自由時報（D8版）

11.08　編輯部　第16屆林榮三文

學獎—優秀新人必爭之

地，引領台灣文學風潮　

A13

國語日報（7版）

01.05　莊世瑩報導　童年無限—

第6屆豐子愷兒童圖書獎頒

獎典禮暨第七屆華文圖畫

書論壇報導（二之二）　7
06.13　沈育如報導　戲曲院士曾永

義，手稿贈國圖典藏　15

聯合報（D3版）

01.30　侯延卿報導　夢的夜晚，

雙雄聯談

02.18　侯延卿報導　書寫的力量

03.23　侯延卿報導　真心誠譯

04.20　侯延卿報導　佛法vs.金瓶

梅

05.26　侯延卿報導　追求靈魂、

追求自由，並且優雅地實

踐

06.15　侯延卿報導　抱怨完了，

就可以繼續生活

07.27　侯延卿報導　有變動，才

有可能性

08.27　侯延卿報導　我們正在前

往科幻小說的路上

09.20　侯延卿報導　此刻最好

10.26　侯延卿報導　行銷的文學

性與文學的神秘性

11.07　侯延卿報導　張鐵志辦雜

誌—文化的跨界對話

11.27　侯延卿報導　從公路到山

路，從武漢到賓漢

12.21　侯延卿報導　我們沒有祕

密，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

人說喔！

書介

人間福報（15版）

01.05　王錫璋　詠憶金門親情與

鄉情—《父親的高粱酒》

　B2
01.19　廖淑儀　城市的浮光掠影

—《暫時先這樣》　B2
02.02　蔡正雄　發現愛與思念

—《奶奶去哪兒了？》

　B2
04.05　王錫璋　學習寫詩和欣賞

詩—《傾心：人生七卷

詩》　B2
04.26　蔡正雄　不同的房子，相

同的依戀—《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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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05.03　王岫　鍾芳玲—追訪古

書與古人—《訪書回憶

錄》　B2
05.17　朱玉昌　尋訪高行健心底

的靈山—《靈山》　B2
05.24　楊郭玴　最成功的教育，

用心活出自己—《風箏

孩子看世界》　B2
06.07　施佩君　平靜清雅的離別

—《小黑與櫻花》　B2
07.05　王錫璋　再現嶺月經典著

作—《鹿港少女》雙部

曲　B2
08.09　王錫璋　跟著佐藤春夫的

文學腳步走　B2
09.13　施佩君　反省思索，萬物

共生—讀陳志勇《大城

小傳》　B2
09.20　廖淑儀　徐至宏—港口

的一日　B2
10.04　郝譽翔　陳宗暉—孤獨

的長跑者　B2
11.01　賴芳玉　不說減輕身體痛

苦，而是輕減心理憂患

—讀平路《間隙》　B2
11.22　梁丹齡　以繪本培養聆聽

力—《誰記得我生日？》

　B2
12.06　廖淑儀　四個愛的故事

—《四天Four in Love》
　B2

12.13　王錫璋　歧路多風景，且

行且珍惜—《中間的人》

　B2
施佩君　一欉樹仔一本冊

—一張阿尼默的《情批》

　B2
12.27　蔡正雄　是我自己的決定

！—《我才不要剪頭髮

！》　B2

中國時報（C4版）

01.03　編輯部　林莉菁《

Fudafudak閃閃發亮之地：

Formosa環保小農奮鬥記》

；侯文詠《侯文詠短篇小

說集（30周年紀念完全珍

藏版）》

01.17　編輯部　郭松棻等《過去

成為此刻》

01.31　編輯部　白先勇《白先勇

的文藝復興》

02.14　編輯部　陳玉梅《賢妻良

母失敗記》；聶華苓《桑

青與桃紅》

02.21　編輯部　三津田信三等《

筷：怪談競演奇物語》；

焦桐《為小情人做早餐》

03.02　編輯部　許榮哲《小說課

之王：折磨讀者的秘密》

03.06　編輯部　蘇曉康《西齋深

巷》

03.20　編輯部　張曼娟《以我之

名：寫給獨一無二的自己》

03.27　謝宜安　特搜！台灣都市

傳說

04.03　編輯部　向陽《寫真年代

：台灣作家手稿故事3》；

青山千鶴子、楊双子《台

灣漫遊錄》；郭強生《尋

琴者》

04.17　編輯部　林文義《墨水隱

身》；張辰漁、蔡坤霖、

陳力航《46：1949白色恐

怖的濫觴》

05.01　編輯部　陳又津《我媽的

寶就是我：一個女兒寫下

對母親的驕傲愛意》；廖

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05.08　編輯部　林致維《旅繪台

灣：用畫筆，記錄這座島

嶼最感動的風景》

05.15　編輯部　李旺台《蕉王吳

振瑞》

05.22　編輯部　周芬伶《雨客與

花客》

05.29　編輯部　朱嘉漢《裡面的

裡面》

06.12　編輯部　廖偉棠《一切閃

耀都不會熄滅》

06.19　編輯部　陳栢青《尖叫連

線》

07.10　編輯部　康文炳《回憶的

敘事：一個編輯人的微筆

記》

07.17　編輯部　許悔之《不要溫

馴地踱入，那夜憂傷：許

悔之詩文選》

07.24　編輯部　龍應台《大武山

下》

07.31　編輯部　倪瑞宏《仙女日

常奇緣：藝術家倪瑞宏的

女子妄想》

08.07　編輯部　沈信宏《歡迎來

我家》

08.14　編輯部　史景遷、金安平

《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

年圖像史》；舒國治《遙

遠的公路》

08.21　編輯部　張亦絢《我討厭

過的大人們》

09.11　編輯部　朱宥勳《作家生

存攻略+文壇生態導覽：作

家新手村》套書；河野龍

野、張文薰、陳允元編《

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

與百年前的台灣》

09.18　編輯部　侯吉諒《筆花盛

開：詩酒書畫的年華》；

葉步容等《告訴我，甚麼

叫做記憶：想念楊牧》

09.25　編輯部　瞿欣怡《吃飽睡

飽，人生不怕》

10.02　編輯部　安哲《阿河》

10.23　編輯部　平路《間隙：寫

給受折磨的你》；幸佳慧

《虎姑婆》

10.30　編輯部　林青霞《鏡前鏡

後》

編輯部　賀景濱《我們幹

過的蠢事》

11.27　編輯部　黑色酒吧《黑色

怪譚：讓你害怕的，真的

是鬼嗎？》；瀟湘神《殖

民地之旅》

12.04　編輯部　陳柔縉《大港的

女兒》

12.11　編輯部　李律《顯示更多》

；姜泰宇（敷米漿）《洗

車人家》

中華日報（A6版）

11.15　孟樊　穿透叢林的夕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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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時報（20版）

01.01　編輯部　林蔚昀《憤世媽

媽》

01.15　編輯部　阮慶岳《散步去

蒙田》

台灣教會公報（25版）

3545期　陳金順　你兄我弟舞革

命—讀錢真《羅漢門》ê
感想

3568期　桃樂斯　夏天的滋味

—《媽媽，買綠豆！》

　5
3587期　陳逸凡　走揣台灣俗語

話ê線索—《那teh褪色ê
台灣俗語話2》
編輯部　幸佳慧《蝴蝶朵

朵》；林富莉《未未：身

體的界限》　5

台灣教會公報‧甜蜜親子
版（3版）

96期　布瓜　你今天低氣壓嗎？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99期　布瓜　闖禍？正常的啦！

—《和甘伯伯去遊河》

自由時報（D8版）

01.01　與空野青狗　楊智傑《野

狗與青空》

01.05　迷迭香雞肉　楊佳嫻《貓

修羅》　D5
01.08　土檨仔　陳思宏《鬼地方》

　D7
01.14　追郵差之看家狗　王志元

《惡意的郵差》　D7
01.20　玉里八犬傳　凌性傑主編

《2018台灣詩選》

01.21　魯雅　巴代《月津》　D7
01.25　張惠菁　朱一貴是英雄還

是亂賊？—歷史空白處

說故事　A20
01.28　陳怡靜　原來漫畫也能是

這樣— 一定要看的台灣

漫畫　A17
01.29　陳怡靜　原來漫畫也能是

這樣— 一定要看的台灣

漫畫　A19

02.02　熔岩西多士　朱宥勳《湖

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D5
02.18　米芝蓮　吳心橋、劉亦修

《港式台派》　D6
02.25　森葉果　黃寶蓮《跳水的

小人》　D6
02.26　愛狗迫降　韓江《白》

03.01　魯雅　伊塔羅‧卡爾維諾

《如果在冬夜，一個人》

　D5
03.02　蘿蔔苗　哈金《通天之路

：李白》　D6
03.04　月桃珊瑚　蔣勳《歲月靜

好》

03.09　柔荑花序　林巧棠《假如

我是一隻海燕》

03.15　陳怡靜　從〈紅蜻蜓〉一

路唱到〈千風之歌〉—

那個來自清水的孩子　A11
03.16　銀杏兄弟　達力歐‧桂格

里《超能家族》　D6
03.30　whyte　馬翊航《細軟》　

D6
04.05　Rj　夏宇《脊椎之軸》　

D5
04.08　起司蛋餅　蔡伯鑫《空橋

上的少年》　D6
04.20　犬顏少年　谷川俊太郎《

定義》　D6
04.22　麥香　楊明《情味香港》

　D7
04.26　yuzu　張維中《代替說再

見》　D5
04.29　kulilay amit　張曼娟《以我

之名》　D6
05.04　蒔蘿不言　張惠菁《九歌

一○八年小說選》　D6
05.09　藍祖蔚　回到1950年代西

螺，一座橋一家人　A19
05.17　penny tai　江佩津《卸殼》

　D5
05.25　jon brion　菲立普‧克婁代

著，繆詠華《非人》

05.26　春熙　徐禎苓《時間不感

症者》

06.02　shallow levée　夏夏《傍晚五

點十五分》

06.09　魯雅　佐藤春夫，林水福

譯《晶子曼陀羅》　D6
06.15　hata motohiro　三浦紫苑，

劉子倩譯《沒有愛的世界》

　D6
06.16　泰奶冰酥　凌明玉《我只

是來借個靈感》　D6
06.17　草堂杜賓　李進文《野想

到》

06.23　deca joins　徐至宏HOM《

大海的一天》　D6
06.28　垂柳　阮慶岳《散步去蒙

田》　D5
06.29　the fur.　林新惠《瑕疵人型》

　D6
07.06　沙灘上的斑馬　許閔淳《

地底下的鯨魚》

07.07　mai　周盈秀《我姊姊住台

北》　D6
07.15　Nipper The Terrier　廖偉棠

《異托邦指南／詩與歌卷

：暴雨反對》　D9
07.26　喬松　三津田信三、薛西

斯、夜透紫、瀟湘神、陳

浩基，Rappa譯《筷：怪談

競演奇物語》　D5
07.27　本日工作犬　陳昌遠《工

作紀事》　D6
08.05　霧芋　林文義《墨水隱身》

08.10　魯雅　龍應台《大武山下》

　D6
08.16　紫米　凌明玉《藏身》　

D5
08.25　sekai no owari　蘆澤央，李

彥樺《神樂坂怪談》　D6
08.26　銀絲卷　鴻鴻編《爸爸是

怎樣練成的》　D6
09.02　編輯室　飯野亮一，陳令

嫻譯《蕎麥麵、鰻魚、天

婦羅、壽司：江戶四大美

食的誕生》

09.06　diana yang　石芳瑜《中間

的人》　D5
09.08　紅燒鰻　沈信宏《歡迎來

我家》

09.09　十項犬能　布魯諾‧莫那

利，吳煒聲譯《設計做為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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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3　Johnoy Danao　栗光《潛水

時不要講話》　D5
09.16　蕊蜜　陳栢青《尖叫連線》

　D6
09.21　閒聊柯基　安‧卡森，陳

育虹譯《淺談》

10.06　葉縫　劉芷妤《女神自助

餐》　D6
10.07　犬不厭　張亦絢《我討厭

過的大人們》　D6
10.12　鹿草　成英姝《再放浪一

點》　D6
10.13　羊齒蕨　阮慶岳《山徑躊

躇》

10.19　神犬小七　倪瑞宏《仙女

日常奇緣：藝術家倪瑞宏

的女子妄想》

10.21　檸檬梢　貝琪‧艾柏塔利

、亞當‧席佛拉，成曼曼

譯《如果我們是天生一對》

10.27　雪菩提　蔣亞妮《我跟你

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D6
11.02　mla　廖偉棠《一切閃耀都

不會熄滅》　D6
11.03　elva　陳信傑《柴貓、夢的

浮艇與德魯伊》　D6
11.04　pau-dull　陳宗暉《我所去

過最遠的地方》　D6
11.09　檳榔姊妹花　馬翊航《山

地話／珊蒂化》

11.11　圓仔花　劉靜娟《驚驚袂

著等》

11.18　iwamura ryuta　村上春樹《

棄貓：關於父親，我想說

的事》

12.01　魯雅　謝曉虹《鷹頭貓與

音樂箱女孩》　D6
12.02　內湖佟振保　張愛玲、宋

淇、宋鄺文美，宋以朗編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Ⅰ

、Ⅱ

12.06　紅茶奶蓋　吳曉樂《我們

沒有秘密》　D5
12.08　魯雅　黃春明《秀琴，這

個愛笑的女孩》

12.21　葉夢菱　朱宥勳《作家生存

攻略》、《文壇生態導覽》

12.22　PUPKINGパップキソダ　

保羅‧康涅提，瑪拉‧齊

麗繪，楊馥如譯《夢游者》

12.23　檳榔西施犬　阿尼默《情

批》

12.27　葉薪棠　王奕盛《看不見

的台前幕後》　D5
12.28　棄不散　薛西斯《K.I.N.G. 

：天災對策室》　D6
12.29　汪氏追憶錄　馬塞爾‧普

魯斯特，劉森堯譯《歡樂

時光》　D6

更生日報（7版）

01.16　王岫　《少年廚俠》再發

威—讀《消失的魔法石》

02.01　賴提妮　消失中的老臉孔

02.11　艾虔　《童謠的死亡預言》

讀後

02.15　冬眠　偶拾―讀《雲雀之

歌》

02.16　王景新　我讀《死了一個

娛樂女記者之後》

02.21　易品沁　關於澤村貞子食

譜日記的二三事

03.31　洪佳如　小鴨就是小鴨，

永遠未完待續的冒險故事

06.11　艾虔　《死亡終有時》教

我的事

06.27　艾虔　賈探春給我的啟示

國語日報（7版）

01.05　曹俊彥　描描貓愛畫畫？

畫什麼？　10
01.19　農凡　溫暖繪本陪你過年

　10
02.02　范芸萍　東西方的追尋和

冒險　10
楊富閔　台灣的兒女一直

都在—我看李潼《老作

家消失之謎》　10
02.16　紀昭君　受傷，讓我們更

勇敢　10
02.23　章嘉凌　閱讀好書，讓心

靈美好安定—《柳林中的

風聲》、《狐狸澡堂》、

《再見小童》、《小師父

大徒弟：尋找心的魔法》

、《和林良爺爺散步去》

、《妮子的玩具箱》　10
03.01　章嘉凌　神話，傳承人類

源源不絕的勇氣—《中

國神話「開天闢地」篇》、

《中國神話「山海日月」

篇》、《年獸阿儺》、《

鍾馗捉鬼》、《媽祖林默

娘》、《林良爺爺說故事》

　10
03.08　許庭瑋　科學故事，不出

門也能探索世界—「我

的故事，我愛知識」系列

、《吃的東西，原來如此

！》、《用的東西，大有

來頭！》、《值得認識的

38個細菌好朋友》、《細

菌好朋友2：超越人類的35
種細菌生存絕技》　10

03.15　王藝蓁　找回學習規律，

提升語文力五部曲　10
03.22　農凡　從閱讀找到正能量

—《活著》、《巨大無

比的小東西》、《一句讚

美的溫暖效應》　10
04.05　許庭瑋　文人相惜的理解

之書　10
04.12　章嘉凌　大家一起來讀詩

—林良《蝸牛：林良的

78首詩》　10
05.03　李博泓　用繪本與孩子談

粉紅口罩議題　10
許庭瑋　哈囉掰掰！精靈

媽媽　10
05.10　王藝蓁　看到母親最珍貴

的愛　10
05.24　許庭瑋　翻轉心思，想像

另一種結局—《經典傳

奇故事》　10
陳櫻慧　病毒病毒快走開

！—《和新型冠狀病毒

說Bye Bye！》、《美好習

慣‧沒好習慣：防疫生活

好習慣雙開繪本》　10
07.12　許庭瑋　走訪家鄉，寫出

高分暑假報告　10
08.02　農凡　從傳統市場找到濃

厚人情味—《一家人的

南門市場》、《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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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去花市》　10
09.06　華韻雯　用成語小劇場打

造語文素養力—《成語

小劇場》　10
09.13　王予彤　用繪本記錄回憶

之地—《和你在一起》

、《巴黎的獅子》、《往

世界最美的路，請上車》

　10
王藝蓁　教你說話說進心

坎裡—《故事學》　10
09.20　陳建昌　我以為的天堂，

她想逃離的煉獄—《隔

離　樂園》　10
09.27　林瑋　從閱讀中找到美味

時光—《有人緣的香蕉》

　10
10.04　章嘉凌　用神話的浪漫，

滿足無窮好奇心—《孩

子的第一套節日讀本！》

、《給孩子的經典神話》

　10
劉靜娟　我這樣寫了一本

台語冊　10
10.11　許庭瑋　散步去，天地萬

物皆有趣—《和林良爺

爺散步去》　10
管家琪　跟著感覺走　10

10.25　華韻雯　林良爺爺給孩子

的禮物—《樹葉船》、

《青蛙歌團》、《樹葉船》

　10
11.01　廖振富　來讀可愛的台灣

古典詩—《貓奴容鼾睡》

　10
11.08　鄭淑華　剪報養成終身學

習力—《我是剪報高手》

　10
11.15　子魚　它很微小，卻是雋

永　10
11.22　王藝蓁　學會思考，化解

危機—《機智阿凡提》

　10
12.20　丁盈如　讓生命中的大雪

落下　10

聯合報（D3版）

02.01　席慕蓉　兄弟詩畫展—

推薦柯青新、柯青華《畫

說—兄弟詩畫集》

02.22　栗光　一切仍在流動，在

此刻穿越你我—推薦楊

富民《後山來去：豐田村

誌》

03.07　向陽　以編年策略呈現相

殊的文學地景—推薦陳

大為、鍾怡雯主編《華文

文學百年選》

03.21　林水福　晶子曼陀羅—

推薦佐藤春夫《晶子曼陀

羅》

03.28　陳幸蕙　待飛的巨鷹—

余光中詩集《天國的夜市》

新版序

04.11　陳芳明　王拓文學未完

—推薦王拓《呼喚》

陳姵穎　過往見山只是山

—推薦羅伯特‧麥克法

倫，林建興譯《心向群山》

05.09　蕭鈞毅　監視的淫穢與她

的新刑天—推薦聶華苓

《桑青與桃紅》

05.23　陳芳明　從放空到放下

—推薦周芬伶《雨客與

花客》

07.04　阿潑　理解與溫柔—推

翻張雍《牧羊人與屠宰場

—庫德斯坦日記》

07.11　凌性傑　月亮上的獨角獸

—推薦許悔之《不要溫

馴地踱入，那夜憂傷：許

悔之詩文選》

07.25　王桂花　閱讀即療癒，療

癒即成長—我與出版的

親密關係

11.14　陳曉林　天涯一旦成知己

—推薦陳曉林策畫《古

韜龍劍論集》

翻譯

中國時報（C4版）

01.30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白

晝之月

03.31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佐

藤春夫詩兩首：海邊之戀

、少年之日

11.02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吵架

11.03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恐

怖的愛

11.17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戒指

中華日報（A6版）

02.29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感

傷肖像

09.06　向明譯註　輻射加激情

—美國女詩人簡‧赫絲

費爾詩選譯

11.03　林水福譯　川端康成掌中

小說二則

11.06　Anuraag Sharma，許其正譯

　媽媽的梳子

12.12　向明譯注　史提芬‧柯雷

因的趣味短詩

12.15　林水福譯　川端康成〈母

親〉

自由時報（D8版）

01.20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佐

藤春夫詩四首

03.02-0.4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李太白

03.30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給

某人　D6
07.05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金

絲雀　D5
07.07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港

口　D6
10.04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雞

與舞者　D3
11.29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歷

史　D5

聯合報（D3版）

02.16　佐藤春夫，林水福譯　嘆息

04.02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從

眉毛說起

04.24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雪

隱成佛

06.09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照片

06.26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屋

頂上的金魚

07.05　川端康成，林水福譯　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