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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

1.  收錄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文學獎得獎名單，共收錄98筆。

2.  文學獎按揭曉／頒獎日期先後排序，記載文學獎名稱、舉辦相關單位、揭曉／頒獎日期、評審委員、獎項名

稱、得獎者姓名、得獎作品名稱。

3.  文學獎索引按首字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506  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

497  九歌年度文學獎

505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

497  二魚年度詩獎

513  大武山文學獎

499  中國文藝獎章

500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

498  六堆大路關文學獎　

511  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

500  台中文學獎

513  台文戰線文學獎：短篇小說

503  台北文化獎

498  台北文學獎

496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505  台南文學獎

503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508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

509  台灣文學獎

498  台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

511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

506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

514  台灣詩學創作獎—小詩獎

515  打狗鳳邑文學獎

510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

496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

514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

501  全國學生「十份黑琵」生態文學獎

508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509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502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513  竹塹文學獎

496  行政院文化獎

511  行政院文化獎

510  吳三連獎

505  吳濁流文學獎

500  巫永福文學評論╱文化評論獎

512  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

497  宗教文學獎

505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

500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

510  林榮三文學獎

496  金車奇幻小說獎

510  金車奇幻小說獎

502  金車現代詩徵文比賽

503  金鼎獎

513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497  阿却賞「台語文學創作kap研究」獎勵金

512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

498  信誼幼兒文學獎

514  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501  南華文學獎

502  客語文學創作獎

508  後山文學獎

514  時報文學獎

508  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

514  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

498  桃城文學獎

509  桃園縣文藝創作獎

515  桐花文學獎

504  浯島文學獎

514  耕莘文學獎

510  馬祖文學獎

510  高雄文藝獎

509  高雄青年文學獎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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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文化獎（第33屆）

行政院主辦，文化部承辦，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執

行，1月6日揭曉，2月27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秀雄、黃光男、林懷民、吳靜吉、陳國

慈、孫大川、夏鑄九、初安民、安郁茜、徐璐、張小

虹

得獎者　王大閎、白先勇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台北書展基金會主辦，1月7日揭曉，2月5日頒獎。

小說　林宜澐《海嘯》、王定國《那麼熱，那麼

冷》、曹冠龍《紅杜鵑》

非小說　陳列《躊躇之歌》、劉紹華《我的涼山兄

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陳翠蓮、吳乃德、胡

慧玲《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14屆）

賴和文教基金會主辦，1月8日揭曉，11月30日頒獎。

評審委員　語文組：陳昌明、柳書琴、陳明柔，史地

組：戴文鋒、許淑娟、吳宗信

語文組　第1名方子齊、鄭宇正、蔡瑋畯、韓承澍〈海

峽‧信仰‧島嶼—汪啟疆作品研究〉，第2名吳心予

〈追憶似水年華—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空間

分析〉，第3名林欣怡〈探析簡媜的自我追尋〉，佳

作吳冠伶〈吳晟《吾鄉印象》研究〉、陳勤樺、黃雅

郁、張亘〈我想忘記自己的名字—吳明益的自然書

寫手法與環境倫理觀〉、方獻儀〈世說「新語」—

探索大眾流行語誕生的契機〉、林佳儀、盧羿赬〈原

舞者與高一生的相遇—《杜鵑山的回憶》與《迴

夢‧Lalaksu》之比較分析〉、張凱茹〈從舒國治《台

北小吃札記》看其生活美學〉

史地組　第1名陳宣儒、張慕恩、張博翔、周瑞陽、陳

威竹〈望鄉的小螺絲釘—以高座少年工為中心探究

戰時體制下青年的焦慮與精神〉，第2名李逸涵、吳聖

旻、蔡孟寯、鄭可寯〈荷治時期台南母親河—德慶

溪〉，第3名陳震峰〈由失落而新生—巴宰族與噶哈

巫族的文化復振與認同歷程〉，佳作黃怡菁、黃詒、

張家寧、張瑋儀〈誰言寸「草」心—試論台北萬華

青草商圈文化發展〉、吳芮嫻、董芷綾〈二林蔗農事

件的記憶型塑歷程

金車奇幻小說獎
金車教育基金會主辦，金車文藝中心執行，1月11日揭

曉，1月18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王麗雯〈流放矢車菊〉，特優邱常婷

502  國家文藝獎

512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

499  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497  教育部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507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499  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

497  梁實秋文學獎

506  移民工文學獎

497  許昭榮文學獎

505  創世紀60週年榮譽詩獎、貢獻詩獎、詩創作獎

506  登瀛詩獎

513  菊島文學獎

515  開卷好書獎

509  雲林文化藝術獎

504  愛的行動文學獎

507  愛詩網「好詩大家來寫—新詩創作獎、大家

來讀古典詩—部落格文學獎」

506  新北市文學獎

509  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

511  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

511  葉紅女性詩獎

507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501  夢花文學獎

497  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512  獎卿詩學獎

499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

508  龍少年文學獎

512  優秀青年詩人獎

502  磺溪文學獎

506  聯合報文學大獎

510  講義「年度最佳作家獎」

512  懷恩文學獎

510  瀚邦華人文學獎

504  蘭陽文學獎

503  蘭陽青年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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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拉契的火〉，優選沈琬婷〈峽海紀年〉、魏斈

穎〈狐狸城〉、林子瑄〈蕭月孟國離野納三界〉

梁實秋文學獎（第27屆）

台灣師範大學主辦，2月6日揭曉、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創作複審：王聰威、徐國能、鍾怡

雯、鍾宗憲，決審：向陽、宇文正、陳義芝、雷驤、

廖輝英、駱以軍；翻譯決審：高天恩、彭鏡禧、梁欣

榮、梁孫傑

散文創作　文化部優等獎張簡士湋〈下午症〉，評審

獎李會展〈梨花、少年和母親〉、蔡琳森〈我的理髮

師父親〉、邱匡瑜〈識色〉

翻譯　譯詩組文化部優等獎鄭愉蓁，評審獎喬向原、

張芬齡；譯文組文化部優等獎溫丹萍，評審獎蔣俊

潔、劉懷昭、彭湘閔、何立行

宗教文學獎（第12屆）

靈鷲山佛教基金會、世界宗教博物館、聯合報副刊主

辦，2月18日揭曉，3月29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初複審：王聰威、許榮哲、神小

風、王開平，決審：王正方、周芬伶、阮慶岳、陳

雪、何致和；新詩複審：嚴忠政、陳政彥、廖之韻、

林德俊，決審：李敏勇、李癸雲、洪淑苓、劉克襄、

羅智成

短 篇 小 說　首獎蔡宗佑〈失蹤〉，二獎林明萱

〈九兆四千六百零八億〉，三獎丘末露〈妾似朝陽又

照君〉，佳作撒比娜〈嘿，老兄〉、黃羊川〈身體不

知道〉

新詩　首獎房靖荃〈途中〉，二獎許裕全〈禮物〉，

三獎賴文誠〈島〉，佳作鄭羽倫〈開始飛翔〉、何志

明〈在—憶病危的父親〉

許昭榮文學獎（第2屆）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協會主辦，文學台灣基金會、

文學台灣雜誌社協辦，2月18日揭曉，5月20日頒獎。

小說　首獎余一治〈台灣兵‧達腦〉，評審獎王麗琴

〈迴身〉，佳作沈中章〈和泉隆榮〉、王俍凱〈饅頭 

醬瓜　味噌湯〉、蔡佩書〈第二十七頂草帽〉

教育部103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教育部主辦，2月21日頒獎。

得獎者　閩南語個人組楊秀卿、施炳華、洪惟仁，客

家語個人組楊鏡汀、曾彩金、何石松，原住民族語個

人組石阿松、吳明義、游仁貴，閩南語團體組維他露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13阿却賞「台語文學創作kap研究」獎
勵金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主辦，台灣羅馬字協會、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協辦，2月22日
頒獎。

台語文學研究　研究生組曾瓊珠〈90年代台語現代

詩蒐集kah分析〉、王一如〈陳明仁短篇小說ê語詞研

究〉、蔡詠淯〈Tâi-bûn-hē ha̍k-seng Tâi-bûn siá-chokchhò-

gō͘ hun-sek: kō͘  “ Tiong-san I-ha̍k Tāi-ha̍k tē 3 kài Chí-kengBûn-

ha̍k-chióng ” tio̍h-chióng chok-phín chò lē〉；大學生組陳雅

文〈台語招牌的分布情形研究—以台中市南屯區為

例〉、林岱儀〈解嚴後台語「勵志歌曲」研究（1987�
2013年）〉

台語文學創作　長篇小說阿却賞邱偉欣〈Gíng〉；劇

本頭賞從缺，黑面琵鷺賞林貴龍〈語言ê力量〉，烏鶖

賞陳廷宣〈Biàn-tsih內的春天〉

九歌年度文學獎
九歌出版社主辦，3月3日頒獎。

年度散文獎　吳明益〈美麗世（負片）〉

年度小說獎　李桐豪〈養狗指南〉

年度童話獎　子魚〈黑熊爺爺忘記了〉

2013二魚年度詩獎
二魚文化事業公司主辦，3月10日頒獎。

得獎者　席慕蓉〈餘生〉

102年度徵選優良電影劇本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國家電影資料館

承辦，3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田開良、李祐寧、李泳泉、紀蔚然、曾壯

祥、曾偉禎、虞戡平、蔡銀娟、蔡國榮

得獎者　優等劇本獎賴東澤〈潛腦偵查科〉、黃彥樵

〈批著人皮的大象〉、陳文彬〈中途〉、盧謹明、葉

宜文〈接線員〉、王明台、溫郁芳〈順雲〉，佳作

劇本獎葉綠綠〈油桐花開花落時〉、黃政淵〈春天

是前進的季節〉、陳志明〈光影的故事〉、花柏容

〈溪哥〉、易智言〈行動代號孫中山〉、廖志文、蔡

明芬、李建毅〈外星有情人〉、傅凱羚〈阿水和國

祥〉、湯韻筑〈過去完成式〉、林雅櫻〈靈語〉、吳

思穎〈無人知曉的夏日午後〉、王昭華〈洞裡的月

亮〉、廖柏茗〈三角犯罪〉、游書珣〈雨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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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薇〈仙女木的詠嘆調〉

台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第3屆）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4月9日揭曉。 

得獎者　王梅香〈不自由的自由書寫：一九五○年代

台港「美援文藝體制」的形成〉、黃啟峰〈戰爭‧存

在‧精神史：台灣現代主義世代小說家的境遇書寫研

究〉、林沛潔〈台灣文學中的「滿州」想像及再現

（1931�1945）〉、歐人鳳〈台灣出發，踏查東亞：

《台灣日日新報》主筆木下新三郎的東亞遊記〉、鄭

勝奕〈原住民的影像觀點研究：以比令‧亞布的紀錄

片為討論對象〉、趙偵宇〈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散文研

究：觀念、類型與文類源流的探討〉、溫席昕〈日治

時期在台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

對象〉

信誼幼兒文學獎（第26屆）

信誼基金會主辦，4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野、吳幸玲、高明美、賴馬、蔡敏玲

圖畫書創作　首獎從缺，佳作巫宇庭文、圖〈我的數

字朋友〉、陳潤芃文、圖〈神祕的勇氣〉、許智偉、

何季朋文、許智偉圖〈我來陪你唸故事書〉 

六堆大路關文學獎（第1屆）　
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主辦，六堆文化傳播社承辦，4
月19日頒獎。

現代詩　客語漢字創作組第1名黃莉君〈恩个美濃地

圖〉，第2名彭歲玲〈台灣心番薯情〉、徐銀珍〈台灣

心番薯情〉，第3名吳聲淼〈台灣心番薯情〉、吳美成

〈台灣心番薯情〉、王倩慧〈台灣心番薯情〉、賴貴

珍〈台灣心番薯情〉，佳作邱顯承〈老屋該片〉、張

欣穎〈老屋該片〉、曾滿堂〈蒸發粄〉、張捷明〈蒸

發粄〉；華語漢字創作組第1名廖佳敏〈鍾理和小行

星—記台灣鄉土文學之父〉，第2名李智揮〈鍾理和

小行星—記台灣鄉土文學之父〉、柯冠義〈大路關

遊記〉，第3名吳育臣〈過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劉冠

顯〈訪鍾理和故居有感〉、施淑姿〈訪鍾理和故居有

感〉，佳作王惠美〈鐘聲—記文學家鍾理和〉、曾

元耀〈客家女〉、劉誌文〈六堆古蹟巡禮〉

散文　客語漢字創作組第1名張捷明〈雲遠天低過美

濃〉，第2名李得福〈自轉車輪溜過个〉，第3名曾秋

梅〈高墩伯公下〉，佳作邱永平〈阿公个平凡生活中

的不平凡〉、鄭國南〈春風少年—大路關記趣〉、

吳美成〈尋著人生个標竿—摎鍾台妹女士致敬〉、

許淑梅〈大路關尋石獅公〉；華語漢字創作組第1名

吳育仲〈帶阿婆回家〉，第2名杜弘毅〈生活的深度饗

宴〉，第3名張簡士湋〈第四隻石獅〉、李智揮〈笠山

夕陽〉，佳作鄭慧菁〈思想起，原鄉—大路關〉、

鍾智皓〈歸來之旅〉

桃城文學獎（第5屆）

嘉義市政府主辦，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承辦，中正大學

台文所執行，4月19日頒獎。

新詩　第1名紀明宗〈彌陀安厝〉，第2名蘇亮宇〈神

木〉，第3名柯柏榮〈日頭較虛的所在〉，優選賴文

誠〈海拔31公尺—記北門驛〉、趙文豪〈如果雨失

眠—記一枚實習詩人夢訪蘭記〉、嚴玟鑠〈炯亮的

雙眼—致畫家陳澄波〉、余晨蓁〈歡迎回家〉，佳

作柯宗廷〈原石—記文化公園石猴雕像〉、蔡坤濱

〈北回歸線〉、潘釔天〈遼闊—致嘉義農林棒球

隊〉、吳鑒益〈〈夢裡最後的油彩〉想像陳澄波構圖

瞬間〉

散文　第1名鄭立明〈老街上的鉛字迷藏〉，第2名鄭

禎雄〈刈香〉，第3名蔡欣佑〈孤父〉，優選李德材

〈靈魂的安居〉、施淑姿〈攸關二輪電影的種種〉、

萇瑞松〈榮民紀事〉，佳作吳思瑩〈記得來過〉、張

琴雯〈青春筆記〉、游淑如〈跟著嗅覺去旅行—

我和我的北興街女孩們〉、林娟娟〈愛玉〉、呂家慈

〈竹崎‧星星‧熱力學〉

小說　第1名楊杏秀〈昨暝玉山落雪〉，第2名陳榕

笙〈無風〉，第3名林芳宇〈震〉，優選陳建生〈安

義羊〉、王麗蓉〈七彩噴泉嘉音〉、陳盈如〈頂樟

湖〉，佳作黃俊凱〈回家〉、陳倚芬〈久未見天日那

畫隱隱多彩的每一天〉、曾昭榕〈遠遊〉、沈信呈

〈抵達之謎〉

台北文學獎（第16屆）

台北市政府主辦，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INK印刻文

學生活誌策劃執行，4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複審：李維菁、林俊頴、徐譽誠、黃

麗群、楊索，決審：朱天心、宇文正、季季、駱以

軍、賴香吟；散文複審：方梓、房慧真、陳淑瑤、紫

鵑、簡正聰，決審：沈花末、陳列、陳義芝、廖玉

蕙、盧郁佳；現代詩複審：曾淑美、唐捐、吳音寧、

楊佳嫻、須文蔚，決審：向陽、李勤岸、張默、陳芳

明、劉克襄；古典詩複審：徐國能、張富鈞、張輝

誠、黃明理、楊維仁，決審：文幸福、沈秋雄、陳文

華、鍾宗憲、顏崑陽；舞台劇劇本複審：吳億偉、紀

慧玲、耿一偉、陳正熙、劉守曜，決審：邱坤良、紀

蔚然、馬汀尼、陳玉慧、黎煥雄；年金類決審：王健

壯、唐諾、陳怡真、楊照、楊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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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首獎屠佳〈斑鳩啼叫不停歇〉，評審獎陳宸

億〈廈門街李小姐〉，優等獎黃隆秀〈丟你爺爺奶

奶〉、馮平〈台北情色文學誌〉

散文　首獎黃佩玉〈四分之一〉，評審獎王子丹〈65%
台北〉，優等獎解昆樺〈貨運車布袋戲〉、齊悅〈一

個人的街巷〉

現代詩　首獎周盈秀〈我姊姊住台北〉，評審獎黃瑜

婷〈寄物〉，優等獎顏嘉琪〈我是貓〉、張耀仁〈堰

塞湖〉

古典詩　首獎陳文峰〈大屯行吟〉，評審獎李正發

〈重客鵑城漫興8首〉，優等獎丁國智〈台北數憶〉、

何維剛〈台北八館懷遊草〉

舞台劇劇本　首獎陳建成〈日常之歌〉，評審獎周伶

芝〈幻屋〉，優等獎吳宜謙〈最後的遺言〉、吳政翰

〈變形記〉

年金類　譚劍〈當代台北觀光指南、傳說與變形

記〉、唐墨〈黑色折傘〉

中國文藝獎章（第55屆）

中國文藝協會主辦，5月4日頒獎。

榮譽文藝獎章　廖玉蕙（文學類）、崔小萍（影視

類）、陳陽春（美術類）、張炳煌（美術類）

文藝獎章　文學創作獎散文類王盛弘，新詩類鯨向

海，詩歌評論類田運良，專欄雜文類陳福成；文學翻

譯獎梁欣榮；美術創作獎書法類洪能仕、雕塑類吳德

和、水彩類張璐瑜、工藝類劉家正、攝影類林再生；

戲劇獎國劇表演類戴心怡、客家戲表演獎李菄峻、戲

曲推廣類梁月孆、民俗曲藝類孫麗桃；音樂獎音樂工

作類魏大為；舞蹈獎舞蹈教學類孫翠玲；文藝工作獎

曾美霞、鄭雅文、鄔迅；文創及文化交流獎楊寶華、

海外文藝工作獎劉詠平

102年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
教育部主辦，太乙廣告行銷公司承辦，5月2日頒獎。

現代詩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王一如〈勇士〉，第2名
陳正雄〈水滸心情〉，第3名陳倚芬〈轉去故鄉的時

陣—元宵暝〉；閩南語教師組第1名陳利成〈愛的進

行曲〉，第2名林月娥〈予紅霞hiàm出帆〉，第3名林

姿伶〈心悶的魚〉；閩南語學生組第1名李長青〈旅

行〉，第2名謝昀臻〈走色記持〉，第3名林岱儀〈會

牽絲的懷念〉；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鄭雅怡〈駛向Akau
平洋ke火車〉，第2名黃玉琴〈魚躍〉，第3名王惠美

〈亼粄女人心〉；客家語教師組第1名徐碧美〈花樹

手記〉，第2名邱湘雲〈對話〉，第3名張欣穎〈蒲公

英〉；客家語學生組第1名張旭英〈親情个網路線〉，

第2名沈佩宜〈喊醒童年夢〉，第3名邱惠鈴〈落雨

天〉

散文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蘇世雄〈Niá-pua̍t-á欉〉，第

2名陳文偉〈青春追想曲〉，第3名鄭雅怡〈Takao臨港

線鐵枝路〉；閩南語教師組第1名陳利成〈過城〉，

第2名楊允言〈Guá pat sī 5% hit tīn--ê〉，第3名楊麗卿

〈氣味的記持〉；閩南語學生組第1名周華斌〈幸福佇

遮〉，第2名劉承賢〈無正常ê海豬仔腦〉，第3名陳怡

伶〈落雨，咱來轉〉；客家語社會組第1名劉玉蕉〈該

年〉，第2名陳美蓉〈蛇年講蛇哥〉，第3名彭瑞珠

〈山精大戇〉；客家語教師組第1名梁純綉〈捱愛轉屋

下〉，第2名張馨如〈一盒番火〉，第3名徐姿華〈秋

雲〉；客家語學生組第1名黃士蔚〈牛仔〉，第2名徐

子涵〈落雨天〉，第3名左春香〈跮跮〉

短篇小說　閩南語社會組第1名陳正雄〈秘密〉，第

2名董耀鴻〈Banana〉，第3名吳奇曄〈紅色的三角

形〉；閩南語教師組第1名林美麗〈八卦紅之心〉，第

2名劉孟宜〈樓尾頂的「moo51 ta11」〉，第3名黃文俊

〈廖董��的〉；閩南語學生組第1名劉承賢〈年球〉，

第2名郭逸馨、吳嫣珉〈台灣跤〉，第3名從缺；客家

語社會組第1名林彰揚〈像種〉，第2名吳秀梅〈徙

屋〉，第3名林彭榮〈有閒時節唱山歌〉；客家語教師

組第1名鄒敦怜〈高山頂偶劇團〉，第2名彭歲玲〈街

路人生〉，第3名張馨如〈該年避暑〉；客家語學生組

第1名從缺，第2名徐子涵〈客語薪傳這條路〉、羅秀

玲〈孽〉，第3名李漢華〈棒哥个大冒險〉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第4屆）

淡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辦，淡江大學中文系蔣國

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工作小組、驚聲古典詩社承辦，5
月4日頒獎。

評審委員　楊維仁、簡錦松、顏崑陽

得獎者　第1名張柏恩〈詠花詩四首〉，第2名胡詩專

〈園中四詠〉，第3名林曉筠〈琴棋書畫四首〉，佳作

詹培凱〈飲品四首〉、龔必強〈花中四逸〉、洪淑珍

〈詠錢四首〉、黃素卿〈倒影四題〉、吳宛融〈四季

水果〉

教育部102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教育部主辦，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承辦，5月9
日揭曉，6月13日頒獎。

新詩　根阿盛〈minhaehae:oe’ ki inhaehae:oe’〉（失望與

期待，賽夏語）、蔡武論〈ya na meyvagyozong o  ila〉
（不再流利的族語，雅美語）、曾耀慶〈Kari Truku〉
（族語，太魯閣語）、孫生義〈midipud pacabay  ci 
inaan  a  ta  ising〉（陪伺母親看病，撒奇萊雅語）、

全茂永（Atul‧Manqoqo）〈miliskin mekaviaz〉（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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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故人，卡群布農語）、顏明仁（Vilian  Ispalidav）
〈Tudangaz Uvaz Pisvangdu〉（為孩子祈禱，郡群布農

語）、趙聰義〈Daan〉（路，郡群布農語）、蔡愛蓮

（Ljumeg‧Patadalj）〈pacikel  tua  sicuayan〉（拾回從

前，南排灣語）、柯玉卿〈ubaibaysi  li〉（我的愛，霧

臺魯凱語）、陳勇誠〈sa’icelen!〉（努力！，中部阿美

語）、林美花〈o’ilol to niyaro〉（我思故鄉，海岸阿美

語）、楊希均〈o lomela no ina ato ama〉（父母恩，海

岸阿美語）、潘英傑〈baba henis a kawas〉（Baba〔男

性長輩〕的內心話，巴宰語）、王潘美玉〈Mabizu 
araway ni Auran〉（奧蘭詩歌，巴宰語）

散文　蔡光輝〈Hukut xiluy  spat papak〉（四腳拐杖，

太魯閣語）、全茂永（Atul‧Manqoqo）〈unghavan 
dan〉（迷失方向，卡群布農語）、顏明仁（Vilian 
Ispalidav）〈Mazbin Hu Hu Hu〉（呼什麼呼，郡群布

農語）、吳新光、吳伯文〈honga’e misita e’e no cou〉
（認識鄒語之根，阿里山鄒語）、林新發〈sitekelan 
ta vawa na  sepavuavuaq〉（中排灣族飲酒文化，中排

灣語）、解文雄〈sepi〉（夢，南排灣語）、柯玉卿

〈Cunu ki  tamaita〉（爸爸的話，霧臺魯凱語）、陳阿

朱〈Lnglungun ginlgan muw yaba mlata rgyax squ  laqi ku 
na 〉（憶少年時隨父入山狩獵，賽考利克泰雅語）、

雅幽慈‧布漾（Yayuc PUYANG）〈wakawak  saanay a 
minokay a mi’adopay〉（敗興而歸的阿美族獵人，中部

阿美語）、張月瑛〈Pihayda no  faloco’〉（放手，中部

阿美語）、潘美蘭〈fafaw tosa a tatokian ko pisatatikotiko 
a romakat 〉（回家500里，中部阿美語）、林明德〈O 

tarawadaw no Siwkulan 〉（秀姑巒溪，中部阿美語）、

楊進德〈o kapang 〉（書包，馬蘭阿美語）

翻譯文學　楊讚妹〈Mafuti’ay a kayoing〉（睡美人，

海岸阿美語）、朱珍靜（Dakoc‧Ramro）〈O’orip no 
palatamdawan a kilang〉（小木偶奇遇記，馬蘭阿美語）

短篇小說　根阿盛〈pa’alowa’〉（交代，賽夏語）、許

韋晟、許勝賀〈Ndupan nami Truku ka endaan nii〉（太

魯閣族的狩獵生活，太魯閣語）、余榮德〈TAVUK〉

（揹帶，丹群布農語）、賴阿忠（Adriu‧Ramulane）
〈Ku Muni akabalrthi kathariri 〉（變美女的莫妮，霧臺

魯凱語）、星‧歐拉姆（Sing  ’OLAM）〈ONI AAW A 

KONGKO〉（阿澳傳奇的故事，中部阿美語）

台中文學獎（第3屆）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台中科技大學承辦，5月9日
揭曉，5月31日頒獎。

評審委員　文學貢獻獎決審：劉克襄、蕭蕭、路寒

袖；小說初審：陳雪、許榮哲、王聰威，決審宋澤

萊、陳器文、方秋停；散文初審：鍾文音、林黛嫚、

石德華，決審：郝譽翔、鍾怡雯、周芬伶；新詩初審

孫維民、方耀乾、陳大為，決審：簡政珍、路寒袖、

蕭蕭；少年小說初審：邱各容、黃海、黃玉蘭，決

審：許建崑、林武憲、張經宏；報導文學初審：藍建

春、阮桃園、阮美慧，決審：劉克襄、向陽、康原

文學貢獻獎　從缺

文學創作獎（小說）　第1名跳舞鯨魚〈大肚之城〉，

第2名葛愛華〈在時光裡〉，第3名盧慧心〈浮浪〉，

佳作王正良〈吃到飽〉、陳榕笙〈WASD〉、黃致中

〈雲端城堡〉、劉紹鈴〈靜靜的生活〉

文學創作獎（散文）　第1名王天寬〈拔管〉，第2名
呂政達〈霧峰的女兒〉，第3名佩妮誰〈蚤生〉，佳

作張耀仁〈發光的鐘塔〉、蔡威君〈結〉、跳舞鯨魚

〈文衡聖帝〉、謝光輝〈淹留〉

文學創作獎（新詩）　第1名趙韡文〈規律〉，第2名
Mi Re Do〈不存在的夏天〉，第3名丁威仁〈啟蒙的

日常—致你與我的中年〉，佳作賴文誠〈詩的生物

性實驗報告—關於居家常見生物〉、鄭立明〈3D
電影〉、楊語芸〈畫布的世界論—向雷諾瓦（Pierre 
Auguste Renoir）致敬〉、張日郡〈母音〉

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　第1名翁心怡〈誰來晚

餐〉，第2名張淑慧〈88.76度〉，第3名陳曜裕〈魚

化〉，佳作楊婷雯〈麵包〉、王正良〈阿公的寶

藏〉、游善鈞〈狐狸精〉、鄭益吉〈洞〉

文學創作獎（報導文學）　第1名從缺，第2名余益興

〈來自新天堂的小確幸—二輪戲院的崛起〉，第3名
林巧翎〈文創聚落小確幸—范特喜微創文化記行〉

巫永福文學評論╱文化評論獎（第35屆）暨
巫永福文學獎（第20屆）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主辦，5月9日揭曉，5月18日頒獎。

文學評論獎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

文化評論獎　陳政農編纂、康寧祥論述《台灣，打拚 

—康寧祥回憶錄》

文學獎　林建隆《刺桐花之戰》

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第11屆）

東華大學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管理委員會主辦，5月15日
頒獎。

童詩創作　第1名孔咨云〈小青蛙〉，第2名林亮妏

〈彩虹〉，第3名齊若庭〈肚子裡的時鐘〉

童話創作　第1名林怡柔〈夢之妖精的考驗〉，第2名
簡嘉〈小刺蝟的刺〉，第3名蘇少婕〈妖怪奇談〉

中興湖文學獎全國徵文比賽（第31屆）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5月21-29日揭曉，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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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

評審委員　新詩初審：林淑貞、林德俊、楊宗翰，決

審：楊小濱、方群、丁威仁；散文初審：解昆樺、言

叔夏、謝旺霖，決審：陳義芝、鍾文音、張瑞芬；小

說初審：王鈺婷、祁立峰、朱國珍、柯品文、楊富

閔、邱怡瑄，決審：李昂、李瑞騰、陳器文；古典文

學決審：王建生、李時銘、李建福

新詩　第1名宋尚緯〈彼此之間〉，第2名林儀〈木質

椅子〉，第3名趙文豪〈轉‧鄉—致我的關西戰士

夢〉，佳作張瀚翔〈蝸〉、許嘉瑋〈擬天問—給我

們的情書〉、柳宗成〈情色視訊〉、黃玉琳〈島〉

散文　第1名從缺，第2名蔣亞妮〈你為什麼要怕一個

夢呢？〉、陳亮文〈咳嗽〉、楊智鈞〈水道〉，第3
名從缺，佳作李蘋芬〈通常秘密〉、陳詠雯〈花開春

日〉、陳逸勳〈煙霧瀰漫的時間〉、李建濠〈武功〉

小說　第1名高博倫〈璀璨公路〉，第2名陳奕成〈一

隻自殺未遂的貓〉，第3名劉昌煬〈白翎鷥〉，佳作張

閔豪〈若是眠夢煮糜〉、莊斐丞〈潔白的水族箱和房

客〉、施政昕〈吃一顆番茄〉、王志〈我和我姐姐〉

古典文學　第1名陳亭佑〈訪書偶記等詩10首〉，第2
名江曉輝〈論詩等詩詞曲31首〉，第3名陳萌萌〈陽明

山賦〉，佳作翁金〈曹操論〉、張柏恩〈近年雜感9
首〉、許嘉瑋〈渡江有感等詩詞曲7首〉、胡紹平〈笑

吟詩詞稿20首〉

全國學生「十份黑琵」生態文學獎（第8屆）

台南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主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七股研究中心合辦，台南大學國語文學

系、環境與生態學院協辦，5月24日頒獎。

得獎者　大專組第1名從缺，第2名梁羽楓〈雪山霧

雨〉，第3名林庚酉〈森林鳥與城市鳥〉，佳作黃立心

〈芳鄰，期待再相會〉；高中職組第1名許仁耀〈邂

逅〉，第2名林芸懋〈台南‧應許之地〉，第3名從

缺；國中組第1名賴亭妤〈星空下的祈願〉，第2名高

文心〈看見台灣，愛護我家〉，第3名洪馷孺〈守護美

麗的家園〉，佳作陳姿瑜〈安全島上的白鷺鷥〉；國

小組組第1名劉斐洛〈螢火重現〉，第2名黎安琪〈又

見山之光〉，第3名楊昀臻〈那條流動著希望的河〉，

佳作唐翊雯〈那些年，我們一起關注的話題〉

南華文學獎：散文（第8屆）

南華大學文學系主辦，6月5日揭曉、頒獎。

評審委員　高中組複審張錫輝、李艷梅、曾金承，決

審阿盛、王聰威、張經宏；大專組複審陳章錫、侯作

珍、陳旻志，決審阿盛、王聰威、吳鈞堯

得獎名單　高中組首獎許仁耀〈黑暗的追跡〉，推薦

獎彭韻如〈上了扣的愛〉，佳作呂宗翰〈六月雪〉、

江殷年〈鈕扣〉、柯宗廷〈大河之歌〉、盧奕昕〈揹

著龜殼的人〉、陳裕霖〈鈕扣〉；大專組首獎陳逸

勳〈遺失的關鍵之處〉，推薦獎翁柔妍〈紐，扣童

年〉，佳作陳詠雯〈吊人〉、賴勇霖〈吃喇拉〉、邱

匡瑜〈花事〉、廖紹凱〈卜河〉、許滸〈拓樸圖〉

夢花文學獎（第17屆）

苗栗縣政府主辦，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承辦，6月20日揭

曉，11月8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決審：王幼華、劉克襄、甘耀

明；散文決審：高翊峰、羅肇錦、范文芳；新詩決

審：路寒袖、解昆樺、黃子堯；報導文學決審：張典

婉、劉榮春、何來美；母語文學決審：龔萬灶、杜榮

琛、盧曉玲、高清菊；青春夢花詩歌（國、高中組）

決審：黃婉儀、邱一帆、李崇建；小夢花兒童詩決

審：張美珠、蔡豐全、林蕙苓

短篇小說　優選張英珉〈安娜與老虎〉、蘇瑞虎〈妳

的城市〉，佳作葉士瑜〈野外求生指南〉、陳文偉

〈出塞曲〉、梁金群〈逃逸人生〉、涂月華〈老伴〉

散文　優選曾谷涵〈寂寞晨型人〉、蘇暐勝〈一個滾

燙的夏日午後〉，佳作林芳如〈陪您走過〉、張燕輝

〈桐花開落〉、呂宜珠〈謎語〉、陳亭儒〈申論題〉

新詩　優選楊語芸〈一種貓科動物的獨白〉、曾谷涵

〈晚餐前的時光舞步〉，佳作陳亮文〈獅頭山的獅

子〉、何志明〈貓裏如是〉、林郁茗〈停留—訪苗

栗鄉村〉

報導文學　優選鍾志正〈吳明捷的嘉農瑣事母親家

世〉、錢群星〈歷史解說告示作為起始：被忽視的一

段故事〉，佳作賴梅春〈愛，讓生命亮起來〉、江

寶琴〈熱心公益的硯山奇女子—賴建春女士的故

事〉、黃豐隆〈再見‧石虎爺〉

母語文學　優選王碧雲〈中港三街六巷的故事〉，佳

作周淑貞〈行過了濕地〉、徐姿華〈蘋果香〉、梁純

綉〈等待〉、徐子涵〈大河遊記〉、林昀樺〈生活个

味緒〉、鄧榮坤〈行過客家庄〉、徐銀珍〈捼種〉

青春夢花詩歌　國中組優選蕭伊芸〈飛〉、蔡孟妤

〈夜巿〉、鍾宜真〈沉默的父愛〉、林容宇〈重男和

輕女的conversation〉、黃孟婷〈開門〉、張珍華〈花

語〉、林珈妤〈要繼續當我的阿嬤〉、陳筱君〈「越

南春捲」捲起幸福〉、王珮瑄〈相約，頭份，那年的

榕樹下〉、邱鈺憓〈祝福〉、黃嘉潤〈回外婆家過新

年〉、林于茹〈圓愛〉、連婉筑〈仙楂餅的滋味〉、

賴怡雯〈沉澱 〉、黃愉甯〈書包〉、邱慶越〈海邊

的孩子〉；高中組優選黃方妤〈彩繪虹色家園〉、

郭婧芠〈自然巡禮〉、張玟榕〈那些繁華替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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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慕宇峰〈夜來花香的秘密〉

小夢花兒童詩　優選陳郁融〈健美比賽〉、張襄翊

〈陽光〉、陳薇羽〈填充題〉、黃閔〈蔥油麵包的期

待〉、徐子涵〈屠宰場〉、蕭立穎〈鬼針草〉、蕭郁

樺〈午睡〉、王亦脩〈四季的聯想〉、林鉉〈床〉、

劉佳真〈3C手機〉、邱孟陽〈山上的信〉、邱翊庭

〈音樂列車〉、張皓軒〈豆子〉、劉哲瑋〈牙刷〉、

邱譯萱〈思念〉、溫宸〈日曆自白〉、莊欣語〈火車

上的吊環〉、陳群翰〈四月的落葉〉、郭戎文〈刮刮

樂〉、李雁馳〈置物櫃〉、陳宥妤〈小跟班〉、陳宥

均〈惡作劇的屁〉、陳禹哲〈小草〉、張竣皓〈我的

書包可以不要量體重嗎〉、黃巧瑄〈尋寶〉、謝金凌

〈對阿公的思念〉、魏羽軒〈回憶〉、蔡京倫〈幸

福咖哩飯〉、莊凱鈞〈致諾羅病毒〉、謝沛軒〈潮

濕的春天〉、傅宣豪〈楓葉〉、鄧宜薰〈楓葉〉、

梁欣茹〈珍珠奶茶幻想曲〉、楊梃苙〈時間〉、黃浩

〈四季〉、黃思絃〈風〉、朱芊惠〈童年‧夜半‧

魔鬼來〉、劉僖瓈〈眼鏡〉、徐佳驊〈衣櫥〉、宋少

瑜〈75公里的晚餐〉、黃子齊〈煙火〉、黃書毅〈春

雨〉、劉芷婷〈透明〉、陳俊宇〈夏天的離別曲〉、

范菀庭〈ipad〉、徐芳浩〈夢，游〉、黃宏恩〈神秘

嘉賓〉、羅于展〈投籃〉、李聖翔〈鞋子〉、宋朕遠

〈時間〉

金車現代詩徵文比賽（第2屆）

金車教育基金會主辦，金車文藝中心執行，6月21日揭

曉、頒獎。

得獎者　首獎草地〈打包症〉，特優黃暐程〈信

柬〉、花於淤〈光之旅〉，優選崔舜華〈聖奧古斯

汀的祖母綠〉、霏緋〈洞穴之鳥〉、水覓〈午夜班

車〉、崎雲〈遲遲〉、許森〈無人聞問的地方〉，最

佳人氣獎黃小熊〈棲〉

客語文學創作獎
台灣客家筆會主辦，6月21日頒獎。

現代詩　第1名詹富美〈思親詞〉，第2名劉惠月〈放

送台〉，第3名鍾林英〈細心臼仔〉，佳作左春香〈逐

春‧目浪〉

散文　第1名張新香〈婚姻故事〉，第2名劉俊合〈記

憶个大雁〉，第3名廖惠貞〈阿公愛揀骨咧〉，佳作徐

子涵〈做阿姆儕个想望〉

短篇小說　第1名韋正鴻〈掛紙〉，第2名廖蕎琳〈叔

公个日本婆〉，第3名賴貴珍〈無言个愛戀〉

短劇　第1名謝瑞珍〈一枝草一點露〉，第2名鍾美梅

〈敬外祖‧打八仙〉，第3名徐姿華〈屙屎嚇番〉

國家文藝獎（第18屆）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6月23日揭曉，9月24日頒

獎。

得獎者　王小棣、王孟超、王鼎鈞、陳正雄、陳邁、

簡文彬

磺溪文學獎（第16屆）

彰化縣政府主辦，彰化縣文化局承辦，6月25日揭曉，

10月25日頒獎。

特別貢獻獎　從缺

新詩　首獎王怡仁〈夜行鹿港〉，優選謝依庭〈箱

子時代〉、鄧慧恩〈佇世界的字典內底chhōe家己的

名—寫予學世界語的黃呈聰（1886�1963）〉、楊

語芸〈田園的迴音—致彰化畫家張煥彩〉、謝孟

宗〈覺曉—遙想翁鬧〉、張簡士湋〈彰化扇形車

庫〉、趙韡文〈王功漁港獨白〉

散文　首獎曾昭榕〈水懺〉，優選吳俊霖〈染覆〉、

陳志勳〈永靖回憶錄〉、林佾靜〈你在外太空〉、陳

文偉〈等風〉、張俐雯〈神秘的足跡〉、蔡坤霖〈留

守〉

短篇小說　首獎林佾靜〈城裡，城外〉，優選何敬

堯〈魔神仔〉、陳利成〈巷弄人生〉、曾昭榕〈迴

光〉、葉士瑜〈韋恩颱風〉、陳金聖〈悲傷的邊界〉

報導文學　首獎從缺，優選張欣芸〈消失的城市記

憶〉、白棟樑〈女真人的故鄉—頂粘村〉、許育勝

〈卓乃潭交響曲〉

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第32屆）

明道中學、明道文藝、明道文教基金會主辦，6月28日
頒獎。

評審委員　高中極短篇組決審：廖輝英、林黛嫚、蔡

素芬；高中散文組決審：吳晟、廖玉蕙、鍾怡雯；高

中新詩組決審：向明、陳義芝、焦桐；國中散文組決

審陳幸蕙、蕭蕭、路寒袖；國中新詩組決審：白靈、

渡也、許悔之

極短篇　高中組第1名洪婕倪〈捷仁騎著腳踏車回

家〉，第2名葉幸慈〈錯位〉，第3名蔡芳宜〈海

女〉，佳作陳顥仁〈社群〉、王妍凌〈垮〉、林琬瑄

〈暗夜對峙〉、沈欣蘋〈黑色瞳孔〉、李慈恩〈它與

他〉

散文　高中組第1名郭又瑄〈異獸〉，第2名盧奕婷

〈未盡之路〉，第3名陳沛寗〈小河淌水〉，佳作簡

均安〈十六歲〉、陳顥仁〈瀏海〉、蔡易澄〈診療時

光〉、魏苡安〈視角〉、劉明潔〈基因學〉、余彥柔

〈木棉〉、蔡憲榮〈彼此〉、陳禹心〈奶茶〉、饒彥

霏〈父〉、趙晗青〈老巷新街〉；國中第1名桂子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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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世界〉，第2名李加翎〈神的代言人—「筊

杯」〉，第3名蕭遙〈當風慢下來的時候〉，佳作盧

冠宏〈陳書味〉、李心妤〈角落〉、蔡育璋〈琴之

夏〉、黃小芸〈山籟〉、彭曉慧〈我和你還有天空的

約定〉

新詩　高中組第1名柯宗廷〈漬音‧製形〉、孫品萱

〈白卷〉，第2名紀敦譯〈菜籃裡的黃昏市場〉、周

昱君〈失語者〉，佳作高于婷〈繼母〉、洪以倫〈食

字獸〉、徐祥弼〈墜〉、吳姿盈〈惦記〉、彭紹宇

〈智慧型世界〉、簡子涵〈我是一隻台灣黑熊〉、

夏維澤〈沿風—車騎在山〉、王筱晴〈頻率〉；

國中組第1名紀博議〈龍騰斷橋懷想〉，第2名方維仁

〈城市之海—致 早已沉沒的我們〉，第3名歐陽群

〈相片〉，佳作蔡劭杰〈現世羅密歐〉、蔡俞貝〈桔

梗〉、廖筱安〈不會走路的人〉、游思綺〈致覆羽

者〉、高靜怡〈親愛的艾曼達，願你不朽如童話〉

蘭陽青年文學獎（第13屆）

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主辦，6月28日揭曉，8月17日頒

獎。

小說　首獎沈欣蘋〈蚊子〉，優選張嘉佩〈囍事〉、

曾貴麟〈長信〉，佳作陳冠伶〈油桐花開的日子〉、

謝諄羽〈告白〉、賴相儒〈我是唯一逃出來向你報信

的人〉

散文　首獎陳品文〈扯鈴〉，優選林柏均〈聽阿嬤唱

歌〉、曾貴麟〈搬家〉，佳作余彥柔〈評分〉、蔡宜

芳〈生命的顏色〉、林以涵〈味道〉、陳意雯〈青春

痘〉、侯思廉〈天橋〉

新詩　優選葉怡君〈拼圖〉、潘柔孜〈一個道歉〉、

尤子韶〈戲子〉、余彥柔〈泅〉，佳作鄭宇翔〈密

室〉、張欣宜〈便利貼的獨白〉、黃有卿〈文人〉、

呂孟哲〈擦子〉

台北文化獎（第18屆）

台北市文化局主辦，7月15日揭曉，12月6日頒獎。

得獎者　陳隆昊、邱再興文教基金會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第11屆）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主辦，7月18日揭曉，

10月4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初複審：鍾文音、何致和、王聰

威、蔡逸君、高翊峰、陳雪，決審：朱天心、林俊

頴、吳鈞堯、劉克襄、駱以軍；新詩初審：聯副編輯

室、林德俊、韋瑋、謝三進，複審：夏婉雲、嚴忠

政、孫梓評、林蔚昀，決審：許悔之、陳育虹、楊宗

翰、楊小濱、蘇紹連

短篇小說　首獎蔡幸秀〈河上光〉，二獎蔣樂平〈長

頸鹿的腳印〉，三獎蘇語柔〈燈，灰石頭〉，優勝陳

威羽〈賭徒與祢的板凳〉、黃俐榛〈我是在中央公園

站的出口遇到那隻山羊的〉、蘇圓媛〈失重〉、劉耀

璘〈回家〉、連品薰〈兩棲類〉

新詩　首獎鄭琬融〈傀儡的父〉，二獎陳宗佑〈一個

好的開始〉，三獎陳彥寧〈夢為故事〉，優勝紀敦

譯 〈東非涉影〉、柯宗廷〈牆邊故事〉、陳顥仁〈日

常〉、康倩瑜 〈同居〉、高家敏〈命案〉

金鼎獎（第38屆）

文化部主辦，創藝傳媒公司執行，7月19日揭曉，8月
13日頒獎。

特別貢獻獎　郝明義

數位出版　數位內容獎凱風卡瑪公司「親愛的」，數

位創新獎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LINE每日英

文」

雜誌　人文藝術類獎泰電電業公司《双河彎》，財經

時事類獎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30雜誌》，兒童及

少年類獎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未來少年》，學習

類獎天下雜誌公司《親子天下》，生活類獎城邦文化

事業公司《La Vie》，新雜誌獎我城公司《小日子享

生活誌》；雜誌類個人獎：專題報導獎何榮幸、高有

智、劉光瑩、史書華「我買了國家公園！」《天下雜

誌》，專欄寫作獎顏擇雅「顏擇雅」《親子天下》，

攝影獎齊柏林「真相台灣」《今周刊》，主編獎林志

鴻《藝術收藏＋設計》，設計獎周慧文《TRAVELER 

Luxe 旅人誌》

圖書　文學圖書獎李志銘《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

憶》、李渝《九重葛與美少年》、唐諾《盡頭》、東

年《愚人國》；非文學圖書獎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

人協會、桃園縣原台灣美國無線公司員工關懷協會

《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史明口述

史訪談小組《史明口述史》、關曉榮《八尺門：再現

2%的希望與奮鬥》、陳淑華《彰化小食記》；兒童及

少年圖書獎張友漁《悶蛋小鎮》、楊維晟《自然老師

沒教的事3：河口野學堂》、哲也、劉貞秀《前面還

有什麼車》、林秀穗、廖健宏《黑西裝叔叔》；政府

出版品獎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公司《同居台北：60後中

低層公寓改造新城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

《人民難道沒錯嗎？—《怒吼吧，中國！》‧特列

季亞科夫與梅耶荷德》；圖書編輯獎胡文青《圖解台

灣製造—日治時期商品包裝設計》；圖書設計獎楊

啟巽《公東的教堂—海岸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

圖書插畫獎淦克萍《台灣好野菜：二十四節氣田邊

食》



504 2014 台灣文學年鑑

優良出版品推薦　雜誌類（人文藝術）印刻文學生

活雜誌出版公司《INK印刻文學生活誌》、文訊雜誌

社《文訊》、影言社《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

聲》，雜誌類（財經時事）天下雜誌公司《天下雜

誌》，雜誌類（兒童及少年）泛亞國際文化科技事

業公司《地球公民365》、好頭腦文教事業公司《新

小牛頓》、典藏藝術家庭公司《小典藏artcokids兒童

藝術與人文雜誌》，雜誌類（學習）城邦文化事業

公司《BBC知識》國際中文版、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

播協會《空中英語教室》、遠流出版公司《科學人雜

誌》，雜誌類（生活）台灣山岳文化事業公司《台灣

山岳》、紫金文化事業公司《魅麗雜誌》、墨刻出版

公司《TRAVELER Luxe旅人誌》、泰電電業公司《Life 
Plus熟年誌》，雜誌類（新雜誌）輪彥公司《戶外探

索》、泛亞國際文化科技事業公司《小小地球人》；

圖書類（文學圖書）林宜澐《海嘯》、王定國《那

麼熱，那麼冷》、黃信恩《體膚小事》、陳重仁《文

學、帝國與醫學想像》、呂則之《風中誓願》，圖書

類（非文學圖書）林照真《你怎能不愛上辯論—

亦恩的辯論天堂》、范毅舜《公東的教堂—海岸

山脈的一頁教育傳奇》、徐堉峰《台灣蝴蝶圖鑑》、

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王浩威《晚熟世代：王浩威醫師的家庭門診》，圖書

類（兒童及少年圖書）張嘉驊《少年讀史記》、賴曉

珍、鄭雅文《香草金魚窩》、范欽慧《沒有牆壁的教

室：悠遊在大自然裡的小日子》、王文華、陳迪含

《曹操掉下去了》、呂游銘《鐵路腳的孩子們》，圖

書類（政府出版品）立言圖書公司、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山野傳奇》、築點設計公司、台北市文化局

《2013台北設計城市展展覽專輯》、台灣建築報導雜

誌社、台北市都市更新處《都市再生的20個故事》、

古流工藝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祖靈的居所》，數位出版類（數位內容）小孩眨眨

眼公司「樓上樓下：親子互動繪本APP」、長晉數位

公司「『爸爸帶我出去玩』系列電子書」、希伯崙公

司「CNN互動英語  ipad電子雜誌版」、天下雜誌公

司「『國家公園』網路專輯」，數位出版類（數位創

新）今周行銷公司「今周刊文章一句話社群發佈機

制」、群傳媒公司「Readmoo電子書店社群閱讀創新服

務」

愛的行動文學獎（第1屆）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台北市華夏婦女文教基金會、

聯合報主辦，7月21日揭曉。

評審委員　散文複審：王開平、李儀婷、歐銀釧、謝

靜雯，決審：宇文正、徐國能、廖玉蕙；小品文組複

審：韋瑋、倪采青、廖志峰、廖雲章，決審：丘秀

芷、封德屏、張光斗

散文　首獎葉衽榤〈笛子〉，二獎陳郁閔〈梳髮〉，

三獎蔡欣佑〈女兒，天使〉，佳作李炎宗〈父親遺留

的高粱田〉、翟永麗〈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劉韋

利〈消失的舊棉被〉、陳三義〈小路輕歌〉、翟敬宜

〈這一鍋湯〉、周林〈與黑小貓的奇遇〉、陳芸英

〈盲人漸凍人〉、巫玠竺〈瓜果菜蔬，鄉愁，以及家

常菜肴〉、陳思穎〈父親的電郵〉、陳懷瑜〈珍珠綠

無糖去冰〉

小品文　秋拓〈手背上停了一隻蝴蝶〉、陳錦雲〈深

夜橋頭的水果攤車〉、翟永麗〈愛，無須言詮〉、黃

宏春〈四月偶遇〉、蔡文騫〈鳥官鳥事〉、梁玉琴

〈來時路〉、李月治〈染髮 讓媽媽美美上路〉、林

芳騰〈失智的愛〉、楊昀芝〈小小的心願〉、陳佳鈺

〈勇氣〉、簡明雪〈女兒的束脩〉、楊湘云〈萬金油

啊！〉、劉靜嫻〈飄進大山的粽香〉、費特〈只有餵

妳〉、林柏寬〈我願意當哥哥一輩子的傳聲筒！〉

蘭陽文學獎（第6屆）

宜蘭縣政府主辦，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承辦，聯經出

版‧聯合文學雜誌規劃執行，7月21日揭曉，10月21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決審：吳敏顥、苦苓、林文義；新詩

決審：林煥彰、張繼琳、陳義芝；童話決審：林世

仁、許榮哲、桂文亞；歌仔戲劇本決審：林茂賢、施

如芳、王榮裕

散文　第1名陳文偉〈晚春〉，第2名王威智〈我的鯖

舅舅〉，第3名夏維澤〈一夜太平〉，佳作陳俐蓉〈舊

厝、陳維鸚〈理想的生活〉、徐惠隆〈紅供桌‧我‧

歲月〉

新詩　第1名劉羽軒〈初旅〉，第2名陳柏言〈再一

次〉，第3名廖佳敏〈戲先生不多言〉，佳作何志明

〈龜山島的第一人稱〉、張日郡〈不見—兼記太平

山寬尾鳳蝶〉、顏嘉琪〈老地方〉

童話　第1名陳昇群〈手手雨〉，第2名翁心怡〈河岸

詩人〉，第3名沈秋蘭〈天下第一豬〉，佳作吳文雄

〈龜島靈蛇〉、黃培欽〈樹筆友與鳥信差〉、劉碧玲

〈蔥香飄上天〉

歌仔戲劇本　第1名林紋守〈龜蛇嫁女〉，第2名邱佳

玉〈赤崁青春夢〉，第3名從缺，佳作王大華〈鄉野傳

奇〉、程鉄翼、高鳳珠〈才女情殤〉、謝國基〈煮海

治龍王〉

浯島文學獎（第11屆）

金門縣文化局主辦，7月26日頒獎。

小說　第1名從缺，第2名魯子青〈英雄長風〉，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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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沈眠〈霧中低首〉，佳作李炎宗〈洄游〉、張慧玲

〈浮浪島嶼〉、郭桂玲〈浯島飛羽〉

散文　第1名薛素蓮〈種滿砲片的故土〉，第2名林志

剛〈金門十景〉，第3名顏湘芬〈高度〉，佳作宋蕭波

〈那些年 這些事〉、陳倚芬〈城隍〉、林永盛〈打鐵

鋪〉、莊火練〈回家〉、鄭翔釗〈消逝的往事〉

兒童文學　第1名陳志和〈井裡的眼睛〉，第2名游

書珣〈霧裏的約定〉，第3名陳昇群〈南石滬的許願

池〉，佳作鄭翔釗〈風獅爺搬家了〉、謝國爗〈浯

島國的花之魔法大賽〉、張淑慧〈兩袋種子和風獅

爺〉、任祖泰〈爺爺的味道〉

吳濁流文學獎（第45屆）

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主辦，7月29日頒獎。

小說　正獎伊格言《零地點Ground Zero》
新詩　正獎李進文〈外島誌〉等10首，佳作蘇善〈遺

言〉等10首

台南文學獎（第4屆）

台南市政府主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8月1日揭

曉，11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成人組台語詩決審：何信翰、方耀乾、白

聆，台語散文決審：廖瑞銘、張惠貞、林沉默，台語

短篇小說決審：路寒袖、宋澤萊、胡長松，華語短

篇小說決審：陳萬益、陳昌明、彭瑞金，報導文學

決審：林佛兒、阿盛、劉克襄，兒童文學決審：林文

寶、謝武彰、桂文亞；青少年組新詩決審：岩上、謝

安通、顏艾琳，小品文決審：丘榮襄、張溪南、楊寶

山

成人組台語詩　首獎陳利成〈安平，平安〉，優等

姜天陸〈白頭毛〉，佳作陳金順〈順趁預言猶未成

真〉、陳廷宣〈大事年表〉、吳孟璋〈鐵窗跤讀批〉

成人組台語短篇小說　首獎陳正雄〈接跤仔〉，優

等陳玉珠〈畫家ê秘密〉，佳作陳金順〈日頭出來的

時〉、林貴龍〈願望的重量〉、薛純寶〈風車之母〉

成人組台語散文　首獎陳正雄〈陪王育德行路〉，

優等陳金順〈刻佇春天的名字〉，佳作陳文偉〈山

路〉、陳廷宣〈雜菜文〉、呂美親〈湧—予K〉

成人組華語短篇小說　首獎黃雍嘉〈覺醒〉，優等連

泰宗〈蟋蟀風雲〉、佳作黃暐婷〈壞圓規〉、陳怡潓

〈仙境套房〉、陳世賢〈八田與一〉

成人組報導文學　首獎從缺，優等蔡文杰〈南風—

台灣西南史前文化考古紀實〉、楊安琪〈我的土地我

來說—安平舊聚落的觀光發展，好？不好？〉，佳

作郭桂玲〈南區鹽埕今昔風華〉、薛純寶〈二仁溪紀

行〉、鄭立明〈留在新營的一枚甜蜜印記〉、陳淑君

〈濾魚〉

成人組兒童文學　首獎王昭偉〈劍獅的超級任務〉，

優等蔡心怡〈請問，可以搭公車嗎？〉，佳作陳啟淦

〈稻草人卡卡〉、陸昕慈〈海神宮殿〉、游書珣〈老

屋〉

青少年組新詩　第1名施旻杉〈櫻〉，第2名高翊庭

〈流星〉，第3名鄭翊茜〈櫃中記〉，佳作黃皓謙〈六

月的神農街〉、藍玉雍〈靈的蒼穹〉、吳欣諭〈南

瓜〉

青少年組小品文　第1名趙擘〈粉墨登場〉，第2名郭

奕萱〈山水桃源〉，第3名潘丁菡〈南方的脈動〉，

佳作葉田甜〈家鄉的印記〉、李曈〈林語〉、張裴勻

〈雨〉

「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第6屆）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主辦，8月4日揭曉。

評審委員　小野、姚經玉、蔡國榮、塗翔文、鄒念祖

得獎者　金劇本獎周桂音〈夢影魂〉，銀劇本獎馮勃

棣〈雨生台北〉，銅劇本獎林國兒〈不信者〉、鐘小

建〈毛蟲效應〉、李梅毓〈索書號情緣〉

創世紀60週年榮譽詩獎、貢獻詩獎、詩
創作獎
創世紀詩社主辦，8月6日揭曉，10月18日頒獎。

榮譽詩獎　蕭蕭、劉福春、白楊、王婉柔、陳懷恩、

古月、楊柏林、解昆樺

貢獻詩獎　普音文化事業公司、九歌出版社、洪範書

店、文訊雜誌、二魚文化公司、萬卷樓圖書公司、唐

山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公司、林靜

助、靈歌

詩創作獎　阿布、崎雲、坦雅、宋玉文、蘇家立、陳

昱文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第22屆）

九歌文教基金會主辦，8月6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李偉文、張桂娥、張嘉驊、游珮芸、黃秋

芳

得獎者　首獎邱靖巧〈我和阿布的狗日記〉，評審獎

鄭丞鈞〈妹妹的新丁粄〉，推薦獎劉碧玲〈免費弟

弟〉，榮譽獎張英珉〈地震拯救者〉、賴瑩蓉〈虎井

嶼喜相逢〉、曾淑璍〈再見，神祕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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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第4屆）

明基友達基金會主辦，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香港明

報集團協辦，8月19日頒獎。

評審委員　複審：楊澤、郝譽翔、須文蔚、周芬伶、

陳鴻元、鄭秉泓，決審：小野、陳玉慧、鄭芬芬、蔡

國榮、駱以軍

得獎者　首獎常凱〈當年事〉，貳獎洪茲盈〈命運

之河〉，參獎張邇瀚〈時心鐘〉，佳作呂志鵬〈期

限〉、高國書〈烏瑪〉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第12屆）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主辦，8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杜鵑窩人、黃羅、寵物先生、李柏青、陳

浩基

得獎者　餅乾怪獸〈平安夜的賓館總是客滿〉

登瀛詩獎（第5屆）

草屯登瀛書院主辦，草屯登瀛詩社承辦，8月26日揭

曉，9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吳錦順、周益忠、林翠鳳

得獎者　特優獎王朝献、吳東晟、孫秀珠，優選獎于

承鳳、王丹紅、王志雄、王柏棋、王啟文、王堡榕、

王富敬、古自立、吳昌崙、吳錦順、巫水順、李義

勇、李錦瑞、周定美、周春進、林東霖、林惠民、

洪光強、洪高舌、徐宏榮、徐炎村、許哲雄、陳世

銘、陳國卿、陳錫勳、陳麗安、黃仁虯、黃色雄、楊

玉葉、詹培凱、廖月照、劉黎影、歐禮足、潘少孟、

鍾志偉、魏鳳春，佳作獎王進明、王鎮華、朱意萍、

江啟助、利文曄、吳東源、吳登神、吳鄂生、巫漢

增、李宇涵、李惠瑛、李榮秋、李榮達、周絹、林一

心、林巧翎、林季潔、林忠義、林信龍、林茂泰、林

振輝、林淑惠、林萬主、林福蔭、林顏、姜金自、姚

植、施一品、洪阿寶、胡光東、胡紹平、胡順卿、胡

順隆、唐生文、唐舒眉、耿培生、高健松、張文柔、

張崇鈴、張達聰、張憲藏、張亘宇、許吟先、許銘

珊、連珊屏、郭岳穎、陳千金、陳永堅、陳佳聲、陳

映蓉、陳國威、陳國勝、陳萬金、陳榮輝、陳麗美、

陳耀安、彭春中、曾麗華、游士傑、黃東北、黃詠

琳、黃獻榮、楊千慧、楊易臻、楊昭勳、劉西川、劉

松益、劉庭妤、蔡耕農、蔡清欽、蔡慶霖、蔡麗卿、

鄭乃瑄、鄭絜方、謝滿吉、魏宗男、魏秋信、鐘麗

娟、龔必強，詠唱獎王朝献、李榮達、李錦瑞、林巧

翎、林東霖、孫秀珠、楊易臻、劉黎影

移民工文學獎（第1屆）

中華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國立台灣文學館主

辦，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承辦，8月30日頒獎。

評審委員　丁名慶、陳芳明、黃錦樹、駱以軍、顧玉

玲

得獎者　首獎芒草香（Hương Cỏ May）〈他鄉之

夢〉，評審獎黎煌協（Lê Hoàng Hiệp）〈龍眼成熟

時〉，優選金粉（Mrs Khemphon Sridongphet）〈友誼

無邊界〉、Sri Yanti〈敘利亞的黑煙〉、Nanik Riyati
〈誠實與順從〉、Erin Sumarsini〈業豐和Carlos的故

事〉、阮錦垂（Nguyễn Cẩm Thùy）〈離鄉孩子的心

聲〉、黎翠灣（Lê Thúy Vịnh）〈夜裡的日記〉

聯合報文學大獎（第1屆）

聯合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9月14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德威、施淑、陳芳明、陳雨航、陳義

芝、楊照、廖玉蕙

得獎者　陳列

新北市文學獎（第4屆）

新北市政府主辦，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承辦，9月15日揭

曉，10月26日頒獎。

評審委員　黃金組初審：吳鈞堯、歐宗智、郭漢辰，

決審：宇文正、季季、劉克襄；舞台劇本組初審：張

耀仁、許榮哲、李志薔，決審：紀蔚然、邱坤良、陳

雨航；成人散文組初審：王盛弘、楊錦郁、凌性傑，

決審：阿盛、廖玉蕙、鍾怡雯；成人組新詩初審：林

沉默、林德俊、解昆樺，決審：吳晟、陳義芝、路寒

袖；成人組短篇小說初審：李儀婷、張經宏、李維

菁，決審：郝譽翔、鄭清文、蔡素芬；成人組小品文

初審：孫梓評、廖淑華、方秋停，決審：方梓、李瑞

騰、林黛嫚；青春組短詩初審：李長青、紫鵑、顏艾

琳，決審：向陽、洪淑苓、蕭蕭；青春組小品文初

審：汪詠黛、羊憶玫、蔡怡，決審：凌拂、陳幸蕙、

愛亞

黃金組　第1名陳清貴〈父老四韻〉，第2名陳木城

〈城市的清白〉，第3名李宗憲〈我仍有夢〉，佳作蔡

信義〈樂齡自述〉、顏光洲〈醒秋〉、鄭端端〈雙面

名牌〉

舞台劇本首獎　沈台訓〈死亡的新衣〉，入選劉勇辰

〈好好的〉、廖雪君〈等天亮〉、程皖瑄〈敬啟者哈

姆雷〉

成人組散文　第1名邱匡瑜〈美人圖〉，第2名呂政達

〈海長夢短〉，第3名林育靖〈我們的，母語〉，佳作

吳裕勝〈鸚鵡〉、王琮瑄〈雨聲街〉、柳雨青〈我的

河流終究會回到你的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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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新詩　第1名黃韋侖〈不動產〉，第2名王宗仁

〈我的阿爸是漁夫〉，第3名葉庭光〈核算婚姻〉，

佳作陳朝松〈白色年代—致呂赫若〉、林容青〈重

逢，在淡水老街〉、沈宗霖〈憂鬱自述〉

成人組短篇小說　第1名葛愛華〈那天〉，第2名盧慧

心〈艾莉亞〉，第3名陳以恩〈祝我幸運〉，佳作李

芙萱〈愛情〉、邱宗翰〈凱達格蘭的獨舞〉、周紘立

〈家事〉、巫玠竺〈火車〉

成人組小品文　第1名徐培晃〈抱睡〉，第2名盧慧心

〈目擊者言〉，第3名劉碧玲〈謊言〉，佳作尹雯慧

〈變形金剛〉、林力敏〈門裡門外〉、林文騰〈地瓜

葉．女兒心〉、陳文偉〈阿嬤的臉〉

青春組短詩　第1名紀敦譯〈彼岸〉，第2名廖育辰

〈濁水物語〉，第3名陳汘瑈〈題組〉，佳作彭亮昀

〈框〉、蘇怡蘭〈南陽街〉、嚴心柔〈雪訪五月〉、

邱慶价〈我如何向你說海〉、吳于杏〈情歌．鬼針

草〉

青春組小品文　第1名胡書懷〈等泡麵〉，第2名陳佳

鈺〈名為青春〉，第3名劉十賢〈轉變〉，佳作彭乙

軒〈人．生．命．運〉、楊宸〈拱辰門憶錄〉、初怡

芃〈包裝〉、吳肇芸〈朝暮守祐—昭穆〉、蘇紫綺

〈陌生人〉

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第5屆）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9月17日頒獎。

得獎者　優等獎陳牧勻〈小鎮醫生〉、游書珣〈孩

子〉，佳作許肇玲〈我的阿嬤是女神〉、張英珉〈森

濱藥局〉、林俐馨〈獸醫五年生〉、張曉豪〈征

子〉、張碩修〈百千萬傑—一個台灣商人的故

事〉、楊念純〈越界〉、何采蓁〈生命寒冬終會過

去〉、蔡易成〈小童星〉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9月25日頒獎。

評審委員　戲劇劇本教師組決審：石光生、吳新發、

黃明川、朱俐、盧非易，學生組決審：鍾明德、朱之

祥、李啟源、鄭文堂、鴻鴻；短篇小說教師組決審：

李喬、范銘如、蘇偉貞、彭瑞金、平路，學生組決

審：吳鈞堯、宇文正、彭樹君、王聰威、駱以軍；散

文教師組決審：王邦雄、曾昭旭、李瑞騰、廖玉蕙、

蕭蕭，學生組決審：季季、路寒袖、尤雅姿、杜萱、

邱珮萱；詩詞教師組決審：李敏勇、李魁賢、陳義

芝、顏艾琳、羊子喬，學生組決審：楊澤、許悔之、

簡政珍、陳黎、陳克華；童話教師組決審：張子樟、

楊茂秀、吳玫瑛、黃秋芳、王文華

戲劇劇本　教師組優選鄭玉姍〈杏花村的土地公〉、

吳政翰〈裝死〉，佳作陳崇民〈雨後的風景〉、王碧

蓉〈回味〉；學生組特優胡錦筵〈目前想不到〉，優

選鄧安妮〈末日病房〉、廖文正〈暗鬼〉，佳作陳又

津〈甜蜜的房間〉、鄧依涵〈等小米回家〉、廖期正

〈泌尿科戰士〉

短篇小說　教師組特優陳素櫻〈懸念〉，優選許舜傑

〈五福女孩〉、魯子青〈抽屜〉，佳作陳玉君〈蝶

蛹〉、陳東海〈小夜曲〉、黃森茂〈通關密語〉；學

生組特優黃隆秀〈西門好壞〉，優選江佩津〈試驗

日誌〉、游善鈞〈金屬的溫度〉，佳作陳泓名〈雨

雪〉、林新惠〈佑佑〉、林雨樹〈我的雪人妹妹〉

散文　教師組特優翁淑慧〈Circle〉，優選黃森茂〈司

閽〉、翁毓卿〈毛子〉，佳作陳曜裕〈鳥人之眼〉、

廖紋伶〈麥克風〉、鄧慧恩〈乃子〉；學生組特優詹

佳鑫〈打烊時分〉，優選李彥瑩〈不遠的寧靜〉、陳

少翔〈蟲〉，佳作謝光輝〈豸列傳〉、廖宣惠〈枇杷

圖〉、李秉樞〈涉溺〉

詩詞　教師組特優李鄢伊〈她在六腳鄉蒜頭村〉，優

選張台瓊〈走進塔比多〉、洪嘉宏〈找路〉，佳作陳

坤琬〈落葉盛開〉、陳崑榮〈番茄與糖〉、游淑如

〈蹲下來，輕輕說愛〉；學生組特優陳延禎〈也許彩

虹不消失〉，優選陳柏煜〈母親與她的生日〉、林儀

〈海圖〉，佳作詹佳鑫〈在復健室、心的暗室〉、林

餘佐〈鐵器：與時光妥協〉、陳宗佑〈書籤〉

童話　教師組特優翁心怡〈太白星君出任務〉，優選

鄭玉姍〈實習小神仙〉、陳志和〈啞巴守門雞〉，佳

作陳家煌〈不吃肉的狼王〉、呂美琪〈小飛的魔幻旅

程〉

愛詩網「好詩大家來寫—新詩創作獎、
大家來讀古典詩—部落格文學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10月16日揭曉，11月30日頒

獎。

評審委員　新詩創作獎：白靈、向陽、陳義芝；部落

格文學獎：余美玲、施懿琳、簡錦松

新詩創作獎　首獎林姿伶〈致世界最遙遠的黎明〉，

貳獎陳祐禎〈我不確定是否有戰爭在此刻發生〉、

何志明〈我的陣亡通知單〉，參獎陳坤琬〈那裡有

花〉、沈宗霖〈慰安〉、吳星瑩〈還有很多花沒有

開放〉，佳作江凌青〈默片之日〉、Chia�chi Yen〈致

敵〉、劉冠顯〈霧之慟〉、陳芳哲〈月光〉、王宗

仁〈玫瑰的凋萎—致阿斯瑪‧阿薩德〉、郭哲佑

〈一個戰地記者的轉播〉、高薈涵〈如果今天成為遺

跡〉、林烱勛〈一顆破碎而哀傷的流星〉、丁威仁

〈戰歌的硝煙—致龍山泰雅族斯瓦細格部落〉、魏

振恩〈雨〉

部落格文學獎　首獎Ju Shiu「刺桐城隨筆」，貳獎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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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4．愛臨醫詩」、丁台春「春水居」，參獎黃

宏輝「黃宏輝（牧之）的文字耕耘—輝色軌跡」、

林耀潾「貢寮煙雨」、黃愛珠「千姿百媚」，佳作

康晏洲「勇敢走進黑暗正因相信太一的愛與光—

胡愛晏」、唐明敏「思無涯」、鄧潔「濃情詩鄉」、

古美風「滾滾紅塵山海路」、杜弘毅「鄉土心‧歷史

情」、江旻蓉「不朽」、葉衽榤「血淚詩史：躍上國

際舞台的福爾摩沙」、郭哲妤「關於戰爭，我想說的

其實是」、邱懋景「邱一一音像筆跡」、趙筱蓓「我

的花園沒有花」

網路人氣獎　部落格文學獎古美風「滾滾紅塵山海

路」、林耀潾「貢寮煙雨」、鄧潔「濃情詩鄉」，新

詩創作獎唐明敏〈現代戰爭〉、葉衽榤〈二十一寒暑

八二三〉、許仁耀〈離●花〉

龍少年文學獎（第1屆）

夏潮基金會、韜奮基金會主辦，龍圖騰文化、大龍樹

傳媒承辦，10月17日頒獎。

評審委員　複審：吳鈞堯、林德俊、林黛嫚、孫梓

評，決審：林文寶、夏婉雲、子魚、俞發亮、林采鳳

得獎名單　高中組首獎蘇峻慷〈我的夢想〉，陳力

瑜〈我的夢想〉、何康妮〈乘著鵝毛筆駛向夢的彼

岸〉、陳迅超〈落葉歸暝〉，佳作盧品瑜〈我的夢

想〉、李珮慈〈傳愛〉、武江雪〈成長在成長的夢想

裡〉、馬瑜蔚〈夢想天空分外藍〉、黃辰〈知識　清

適　貢獻—做一個中華文化人〉、王曼君〈自下而

上地實現「中國夢」—讓「中國夢」走進貧困山

區〉，入圍蔡佩涵〈我的夢想〉、田雅方〈我的夢

想〉、張乃方〈我的夢想〉、蔣庭萱〈我的夢想〉、

林尚平〈我的夢想〉、呂侑珈〈我的夢想〉、朱庭

儀〈我的夢想〉、黃葉燊〈我的夢想〉、張瑀潔〈我

的夢想〉、鄭雅恩〈我的夢想〉、陳星宇〈我的夢

想〉、孫海珊〈無聲地呼喚夢想〉、張曉璇〈我的夢

想〉、肖麗麗〈我不想長大〉、施明珠〈漫漫逐夢

路，悠悠藥草香〉、龔楚彬〈隱於陳腐之珠夢〉、宋

家豪〈做個不「宅」的人〉、許福金〈我的「博覽

軒」〉、郭悅萍〈築之逐之〉、馮俊萱〈飯否〉；國

中組首獎陳雨笛〈夢醒非洲〉，優選林昀靜〈我的夢

想〉、駱冰雨〈文化夢想家〉、張惟楚〈我的少年中

國夢〉，佳作林平昀〈我的鋼琴夢〉、李秉純〈我的

夢想〉、楊禮安〈我的夢想〉、陳英姿〈舌尖上的夢

想〉、孔孟陽〈青春之夢〉、池尚容〈霧以淚聚〉，

入圍謝孟軒〈夢想的力量〉、游雨珊〈我的夢想〉、

陳鯨〈我的夢想〉、陳政宏〈我的夢想〉、彭明翔

〈我的夢想〉、黃鈴鈞〈我的夢想〉、黃脩筑〈我的

夢想〉、宋明珊〈我的夢想〉、馬詠芝〈想夢　享

夢〉、沈厚儒〈夢在我心深處〉、陳品卉〈我的夢

想〉、朱書林〈大課間陽光體育活動〉、林思婷〈我

的夢想〉、魏子惠〈生而為龍—記一家小書店的發

端〉、林詩雯〈夢想若花〉、林詩靜〈我的夢想〉、

林含章〈我的中國夢，我的閩南夢〉、榮念〈你可知

道，我喜歡你很久了〉、黃瀾〈一席簡夢〉、莊芳菲

〈逐夢〉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第21屆）

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主辦，10月18日頒獎。

得獎者　中華文藝獎林正三，中華書藝獎吳啟禎，民

俗工藝獎蔡楊吉，民族舞蹈獎羅媖芳，民俗音樂獎張

天培，傳統戲劇獎王友蘭，地方戲劇獎黃俊卿，地方

戲劇獎孫榮輝，終身貢獻獎吳兆南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第18屆）

真理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真理大學台文系承辦，10月
20日頒獎。

得獎者　鍾逸人

書寫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10月22日揭曉。

得獎者　史美棣「美國大兵與我的母親」（散文）、

梁明輝「大樹的辦桌」（台語新詩）、張簡士湋「最

後一隻牛」（小說）、崔舜華「南城艷調‧書寫高

雄」（新詩）、林韋助「幽波」（小說）

後山文學獎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主辦，10月25日頒獎。

散文　社會組第1名梁玉琴〈情牽愁繫豐源圳〉，第2
名鄭韻潔〈老火鉢〉，第3名吳金龍〈未知之名〉，

佳作藍梅花〈走訪豐田社區—美在花蓮〉、賴勝龍

〈我愛台東〉、博睿齊〈父親—一個原住民的背

影〉、黃佳琪〈那一夜，我跨上前往大武的機車〉、

吳翰章〈《遠方‧家鄉》〉；高中第1名馮紹堯〈夏

季‧我看台東的天空〉，第2名林佳縈〈我夏了夏

天〉，第3名王晨翔〈阿土伯〉，佳作洪詩晴〈後山

的綠寶石〉、魏予柔〈火落殘蓮〉、李佳潔〈育地

省思〉、李至恩〈後山印象〉、傅筠芳〈蔗香，正

香〉；國中組第1名古子明〈回家〉，第2名潘宇歆

〈潮岸‧季風〉，第3名劉明珍〈情書〉，佳作林宸霆

〈台東的美麗時刻〉、林之瀚〈狂人手札〉

新詩　社會組第1名李家棟〈蝴蝶、珊瑚蟲〉，第2名
洪婉嫣〈（阿婆）慶豐村阿婆〉，第3名林宗翰〈一

面之緣‧多良〉，佳作黃正中〈第一棒〉，佳作連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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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平原人類—噶瑪蘭的鄉愁與重生〉、林函瑩

〈焚風〉、方道樞〈鄉愁米苔目〉、陳彥綸〈花東縱

谷之三〉；高中組第1名魏予柔〈歡迎來到花蓮香榭大

道〉，第2名謝佳宏〈後山〉，第3名許家銓〈羊〉，

佳作劉芳妤〈母親 台東〉、林軒宏〈嬉遊洄瀾〉、傅

筠芳〈花蓮〉；國中組第1名朱晉廷〈焚風〉，第2名
林子期〈夜宴山脈〉，第3名林之瀚〈浪〉，佳作林彥

銘〈斷崖〉、何柏辰〈印象台東〉

桃園縣文藝創作獎（第19屆）

桃園縣政府主辦，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承辦，桃園縣政

府教育局協辦，10月25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初審：朱國珍、黃麗群、劉梓

潔，決審：宇文正、郝譽翔、葉淳之；散文大專成人

組決審：徐國能、陳幸蕙、愛亞，高中組／國中組決

審：丁威仁、林明進、駱靜如

短篇小說　首獎盧慧心〈Time  to next  life〉，貳獎蕭

鈞毅〈剝開〉，參獎周紘立〈眠姓〉，優選方瑞楊

〈家〉、鄭安琦〈月亮般的微笑〉、張欣芸〈蛇癬〉

散文　大專成人組首獎林佑軒〈海味三清歡〉，貳獎

陸怡臻〈父親的獨身食譜〉，參獎林媽肴〈烈嶼食

事〉，佳作楊正琪〈醬事〉、汪龍雯〈野滋味〉、蔡

永強〈來自虹橋的天使〉；高中組首獎康倩瑜〈水

煮的溫度〉，貳獎徐滋妤〈黃金麵〉，參獎張硯傑

〈紅龜粿香〉，佳作周靖函〈餃子〉、黃彥綾〈南部

粽〉、張庭瑄〈排骨筍湯〉；國中組首獎張紋萍〈三

角櫥窗旁的豬血糕〉，貳獎袁楷柔〈便當〉，參獎謝

伯恆〈轉骨湯〉，佳作余恩平〈飄香—滷肉飯。

憶。舊時〉、劉諭璇〈竹籬笆裡的這一味〉、陳品均

〈小巷中的担仔麵〉

台灣文學獎
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10月31日揭曉，12月6日頒獎。

評審委員　圖書類長篇小說決審：施淑、彭瑞金、陳

昌明、季季、駱以軍，圖書類散文決審：吳晟、廖玉

蕙、顏崑陽、亮軒、林文義，創作類劇本複決審：周

慧玲、邱坤良、鍾明德，創作類台語新詩複決審：路

寒袖、宋澤萊、向陽、林央敏、方耀乾

圖書類　長篇小說金典獎顏忠賢《寶島大旅社》，散

文金典獎陳列《躊躇之歌》

創作類　劇本金典獎魏于嘉〈現世寓言〉，台語新詩

金典獎李長青〈親像，有光〉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第4屆）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11月3日揭曉，12月

7日頒獎。

貢獻獎　西西

創作獎　歷史小說第1、2、3名從缺，評審推薦佳作

許舜傑〈五柳待訪錄〉、林恕全〈萬國來潮〉；報導

文學第1名蔡適任〈一間雜貨舖，在沙漠〉，第2名黃

奕瀠〈海嘯過後〉，第3名石麗東〈追求夢想，見證

歷史：李存信「村童」變「王子」的故事〉；人間佛

教散文陳曜裕〈裸〉、汪龍雯〈洞〉、沈宗霖〈放生

池〉、梁玉明〈回歸自己的圓滿〉、林逢平〈以名之

名〉、黃可偉〈池中四季〉、李振弘〈茹素之家〉、

解昆樺〈地下禮拜堂〉、曾昭榕〈長路將盡〉、劉美

雪〈撿一個阿公〉

高雄青年文學獎
高雄市立圖書館主辦，高雄文學館承辦，遠景出版事

業公司規劃執行，11月5日揭曉，12月1日頒獎。

散文　大專成人組高幸佑〈時間之旋〉，高中組郭家

瑋〈城〉，國中組林昀〈我的生活補帖〉

新詩　大專成人組張碩平〈被打濕的旅者行囊〉，高

中組單珉〈漂流瓶〉，國中組徐子評〈漂流木〉

短篇小說　大專成人組陳建佐〈迴路〉

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第14屆）

新竹縣政府、新竹縣議會主辦，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承

辦11月8日頒獎。

兒童文學　首獎陳昇群〈五毛〉，貳獎紀怡廷〈完美

女孩與機器人〉，參獎王雅溱〈小米與月亮寵物〉，

佳作曾莉婷〈誰比較厲害〉、林果〈小氣巴拉先

生〉、葉衽榤〈微笑小熊〉

散文　首獎葉士瑜〈無色人〉，貳獎賀婉青 〈靜靜的

回音〉，參獎陳金聖〈馬凌諾斯基之路〉，佳作張簡

士湋〈選總統〉、陳文偉〈神桌〉、黃羊川〈沒有住

址的人〉、顏嘉琪〈鬼屋〉

雲林文化藝術獎（第10屆）

雲林縣政府主辦，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承辦，11月8日頒

獎。

文學獎（短篇小說）　首獎游善鈞〈陰暗裡的木

雕〉，第2名鄧慧恩〈家〉，第3名徐品安〈虱目魚的

兒子〉，佳作陳錫久〈無人知曉的夏日事件〉、方瑞

〈楊犁〉、戴翊峰〈兩代〉，入選吳華〈芒花祭〉、

游淑如〈飄盪，在旅途中〉、鍾譯德〈虛實少年〉

文學獎（報導文學）　首獎廖美華〈文藝復興了一條

街〉，第2名陳志成〈2014布袋戲現場〉，第3名張清

海〈東勢鄉三百七十流年事記〉，佳作丁萬復〈白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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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陳煜凱〈一頂紅斗笠〉、楊彥騏〈漫遊土庫

過港〉

吳三連獎（第37屆）

吳三連獎基金會主辦，11月14日頒獎。

文學獎（散文）　林文義

文學獎（小說）　蔡素芬

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第11屆）

勇源基金會、INK印刻文學生活誌主辦，中國時報‧人

間副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協辦，11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決審：駱以軍、陳雪；散文決審：劉

克襄、李維菁；新詩決審：楊澤、沈花末

小說　首獎張育甄〈雨日〉，佳作李柏宗〈一刀春

秋〉、阮芳郁〈耳鳴時，她總想起……〉、顧海音

〈女人〉

散文　首獎張桓溢〈雨季未停〉，佳作陳懷瑜〈月亮

的另一邊〉、李加翎〈青瓦老屋〉、曾貴麟〈菸〉

新詩　首獎柯宗廷〈散步—與夜的對話〉，佳作倉

本知明〈盲目〉、李立明〈我看見你〉、劉穎芝〈風

吹來了就好〉

金車奇幻小說獎（第2屆）

金車教育基金會主辦，金車文藝中心承辦，11月15日
頒獎。

得獎者　首獎巫玠竺〈盲眼小女孩看見奇幻之城〉，

特優蕭湘神〈玄牝之門〉，優選彭靖文〈窗戶城

市〉、溫亞〈點翠師〉、周祉譽〈半錦年桃花殤〉

馬祖文學獎
連江縣政府主辦，連江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1月15日
頒獎。

青少年書寫　評審獎昜昜〈島〉、林翔翾〈憶馬祖〉

故事書寫　首獎陳長柏〈靈魂的氣味〉，優選張劭筠

〈沒有說好的啟程〉、浮華〈東莒的款待〉

小品文　首獎趙浩宏〈清香澡堂的微笑〉，優選洪國

恩〈寄居蟹：一段感謝的詞彙與空瓶蓋房間〉，佳作

撒比那〈想到一個遠方去〉、賴揚霖〈芹壁天光〉

新詩　首獎何志明〈花崗岩的習慣〉，優選楊正琪

〈馬祖植株的獨白〉，佳作楊淑芸〈走讀馬祖的六種

方法〉、吳鑒益〈我們的家，在牛角村〉

高雄文藝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高雄市文化基金會協辦，11
月15日頒獎。

得獎者　陳甲上、葉經義、張守真、陳坤崙、郭春美

講義「年度最佳作家獎」（第11屆）

講義雜誌社主辦，11月15日頒獎。

最佳美食作家　謝忠道

最佳旅遊作家　邱一新

最佳漫畫作家　Cherng Yang
最佳插畫作家　邱承宗

瀚邦華人文學獎（第2屆）

瀚邦國際慈善基金會主辦，台灣盲人重建院協辦，11
月15日頒獎。

小說　大眾組第1名劉庭妤〈阿公蒼蠅〉，第2名游善

鈞〈築〉，第3名陳廣道〈遷墳〉，佳作林佑軒〈阿

雞阿飛飛〉；視障組第1名游世民〈9B21〉，第2名
王晨琪〈歸〉，第3名也筆〈邊城風雲—攻佔貓村

418〉，佳作明心〈悔〉

散文　大眾組第1名邱永平〈島嶼〉，第2名洪研竣

〈海岸時差〉，第3名閒書生〈魚〉，佳作無峭〈我終

究擱淺在〉；視障組第1名蘇清影〈聽禪〉，第2名林

紹婕〈杯與水之間〉，第3名王珍琳〈與她同行〉，佳

作曾信榮〈赤足跑回童年〉

新詩　大眾組第1名王夏音〈護士小姐〉，第2名張

容兒〈聯合國墓園〉，第3名劉豐慈〈學會一個人沐

浴—給看不見的吾兒〉，佳作林雨諄〈悲慟離我們

很遠很遠了〉；視障組第1名李堯〈津沙的鄉愁〉，第

2名陳明鎮〈浴火鳳凰〉，第3名鄭宇廷〈迷網〉，佳

作林旻儀〈生命鬧鐘〉

三行詩　視障組第1名陳冠宇〈眼〉，第2名潘峰進

〈盲者得視〉

林榮三文學獎（第10屆）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主辦，11月15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初審：何致和、吳鈞堯、黃麗

群、陳雪、童偉格、賴香吟，複審：王聰威、林俊

頴、郝譽翔，決審：宋澤萊、季季、邱貴芬、陳雨

航、郭強生；新詩初審：吳岱穎、林婉瑜、陳思嫻、

孫梓評、楊宗翰、楊佳嫻，複審：林德俊、顏艾琳、

鯨向海，決審：尹玲、陳義芝、路寒袖、羅任玲、蘇

紹連；散文、小品文初審：王盛弘、劉梓潔、徐國

能、周昭翡、凌性傑、蔡昀臻、李桐豪、羅珊珊，複

審：宇文正、林黛嫚、蔡逸君，決審：阿盛、周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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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陳列、張瑞芬、劉克襄

短篇小說　首獎陳思宏〈廁所裡的鬼〉，二獎丘末露

〈冰山〉，三獎陳大中〈關於末日的愛情及其他〉，

佳作方中士〈霾害〉、黃汶瑄〈氵〉、周紘立〈冥王

星後事〉

新詩　首獎蔡文騫〈親愛的老婆〉，二獎王宗仁〈在

這裡〉，三獎湖南蟲〈一起移動〉，佳作陳柏煜〈初

冬〉、蕭詒徽〈合照〉

散文　首獎楊隸亞〈結婚座〉，二獎黃胤諴〈冷熱

體事〉，三獎曾谷涵〈天籟調〉，佳作劉崇鳳〈鬆

綁〉，郝妮爾〈神的遊戲〉

小品文　小冰〈糞器〉、何志明〈敝屣〉、林芳騰

〈再走一段〉、張芬齡〈翻譯家〉、曾谷涵〈清

屯〉、貳貳〈分類〉、鄭楣潔〈毀滅的方式〉、鄧安

妮〈蝦窟〉、薛好薰〈行事曆〉、蘇園雅〈髮〉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第5屆）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協會／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11月22日頒獎。

評審委員　小說決審：孫大川、舞鶴、胡金倫、巴

代、楊翠；散文決審：浦忠成、楊澤、向陽、黃美

娥、里慕伊‧阿紀；新詩決審：林志興、瓦歷斯‧諾

幹、林瑞明、董恕明、楊佳嫻；報導文學決審：魏貽

君、利格拉樂‧阿 、馬紹‧阿紀、陳芷凡、李永松

小說　第1名根阿盛（‘itih a taos）〈夾縫裡的呻

吟〉，第2名黃聰明（什米有．吉洛）〈抱著屋

崩（UBUNG）的女人〉，第3名鄧惠文（Meng 
N e n）〈 2 8 5 8少年與百合少女〉，佳作葉賢能

（Uyang‧Nomin）〈夫來谷軼事〉、施拉橫〈父親給

的山林〉

散文　第1名鄧惠文（Meng Nen）〈咖啡滋味〉，第

2名陳宏志（瓦力司）〈部落往事〉，第3名李迎真

（Muway）〈地瓜葉的故事〉，佳作莊嘉強（Kacaw 

Apa）〈兩者〉、劉光華（Walice Zilo）〈圖騰的天空

下〉

新詩　第1名筆述一‧莫耐（Pisuy‧Bawnay）〈一半

的新年〉，第2名哈峟恩‧舞依浪〈小煙火〉，第3名
蔡光輝（Sibu Udung）〈玫瑰石〉，佳作黃璽（Temu 
Suyan）〈後祖靈崇拜主義〉、謝來光（si' ngahephep）
〈誰的寂靜〉

報導文學　第1、2名從缺，第3名吳永昌（Awi Nokan）
〈春陽部落殯葬觀的演變：由仁愛鄉公所執行公墓更

新計畫過程探討〉，佳作余淑釩（Apin‧Balalavi）〈老

人家說Masamu，不能結婚〉

葉紅女性詩獎（第9屆）

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耕莘青年寫作會承辦，11月22
日頒獎。

得獎者　首獎王怡仁〈父親的衣櫃〉、〈雪是我唇上

的語言〉，優選江凌青〈鐵皮島〉、〈沒有人行道的

國家〉，佳作那朵〈流年〉、〈種詞〉、張雅芳〈從

此〉、〈當我的身體印滿時光〉、陳坤琬〈你最後留

住的是自己〉、〈走過〉、陳春妙〈浮潛練習〉、

〈重讀東番〉、尹藍〈未來〉、〈寂寞〉、小縫〈餐

桌上的鳥〉、〈暗戀〉

行政院文化獎（第34屆）

行政院主辦，文化部承辦，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執

行，11月24日揭曉，2015年2月12日頒獎。

評審委員　王秀雄、林懷民、陳國慈、孫大川、夏鑄

九、初安民、安郁茜、張小虹、徐璐、黃光男

得獎者　余光中、齊邦媛、漢寶德

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第10屆）

明日工作室、未來書城主辦，聯合報副刊協辦，12月5
日頒獎。

評審委員　長篇武俠小說決審陳曉林、周芬伶、林俊

頴、陳大為、甘耀明；短篇武俠小說決審陳雨航、駱

以軍、鍾文音

長篇武俠小說　首獎從缺，貳獎廖文綺〈荊都夢〉，

參獎沈信呈〈武俠主義〉、謝岸融〈飛花〉、張淑俠

〈大鵬天書〉

短篇武俠小說　首獎徐芷葳〈貓皮琴〉，貳獎張硯涵

〈後武林白兔記〉，參獎蔡坤霖〈四川潑婦〉

文薈獎—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第13屆）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主辦，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承

辦，12月8日揭曉，12月30日頒獎。

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第1名璞玉瑄〈雪人寶寶〉，第2
名吳雅蓉〈那碗鱔魚血〉，第3名陳傑閔〈回家〉，

佳作鄭國珍〈回憶，是我今生最富足的擁有〉、蔡仲

恕〈重生〉、王秋蓉〈當我乘著火車來〉；學生組優

等王柏皓〈不可思議的神奇櫃〉、柯菲比〈K館的抽

屜〉、梁家瑄〈抽屜裡的記憶—我的生命故事〉、

游高晏〈媽媽的故事—在期待中煎熬，在失望中堅

忍〉、蒙建安〈霧散‧見晴〉、林奕佐〈打開生命的

抽屜—閱讀、勇氣與超越〉

圖畫書類　大專社會組第1名李佳鎂〈打開心的那把鑰

匙〉，第2名力政文〈奇異列車旅程〉，第3名袁鵬偉

〈冰桶挑戰過後〉，佳作王志平〈千變萬化的幾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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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李一鳴〈打開生命的抽屜〉、張瑞英〈打開生

命的抽屜〉、Q千〈有妳真好〉、Shanlin〈心靈的抽

屜〉；學生組優等謝承佑〈悠遊生活享受學習〉、曾

博笙〈心中的抽屜〉、廖仁維〈心中的巧克力〉、彭

宇瑄〈勇氣開啟希望〉、楊新祈〈帶烏龜去散步〉、

林依慧〈我自閉—我不是故意作怪〉、巧書蘋〈愛

心樹〉、黃凱妮〈打破不可能〉、蘇亦禾〈啟動我生

命的鑰匙—繪畫〉、橋田知明〈廟會—奇妙之

旅〉、賴聖文〈聽，心底的聲音〉、歐承恩〈美麗的

鳥〉

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第2屆）

行政院陸委會主辦，INK印刻文學生活誌規劃執行，12
月10日頒獎。

紀實文學　首獎劉珮如〈阿姨〉，優選黃奕瀠〈歸途

列車〉、何安華〈何家川記事〉，佳作吳嘉玲〈山

東媳婦的古早味〉、柳雨青〈想念的溫度〉、傅家

慶〈親愛的水鬼，你在哪？〉、徐家偉〈北京，北

京〉、楊懷澤〈褐色草原〉，入選蔡季妙〈壯遊中

國—河西走廊徒步篇〉、丁澤宇〈築夢〉、傅蓓安

〈紅泥地上的日子〉、朱胤慈〈島嶼邊境〉、萬永婷

〈天堂看守所〉

紀實圖文　最佳圖文獎郭昱沂〈尋找阿卡小女孩〉、

黃奕瀠〈兩岸〉、張劭筠〈尋找北京人〉，最佳潛力

獎盧廷清〈玉湖尋碑　不虛此行〉、張夢雲〈灯的故

事〉、范晴虹〈美麗的草原母親的家〉、陳秉楠〈京

城再來人—2010北大紀行〉、袁子賢〈打火〉，入

選林劼宏〈裕固族的晚宴〉、蕭富隆〈社頭與書洋的

書山祠〉、劉儀濤〈發現之旅—陸生自行車環島紀

實〉、查娜〈看見，台灣之美〉、孫嘉黛〈最真切的

你〉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第1屆）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短篇小說主辦，12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宇文正、唐諾、楊照、楊澤、蔡素芬、劉

克襄、駱以軍

得獎者　首獎楊念慈〈紹興南街〉，優等李牧耘〈當

掉那個台北人〉、吳金龍〈認真計畫〉、張蔚巍〈黑

夜以前〉、林烱勛〈博弈〉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第13屆）

國語日報社主辦，12月13日頒獎。

評審委員　決審張子樟、王淑芬、林世仁、馮季眉、

劉鳳芯

得獎者　第1名從缺，第2名任小霞〈喜歡安靜的阿

泥〉，第3名王夏珍〈葉語〉，佳作陳佩萱〈童畫

多多〉、張懿〈音樂家驢先生〉、黃淑萍〈彩虹神

偷〉、王宇清〈黑色鈕扣〉

懷恩文學獎（第9屆）

懷恩慈善基金會、聯合報副刊主辦，12月14日頒獎。

評審委員　兩代寫作初複審：方梓、王盛弘、楊富

閔，決審：李進文、阿盛、林黛嫚、蔡素芬；社會組

初複審：李欣倫、鍾怡雯、胡金倫、凌性傑、吳岱

穎、楊錦郁，決審：平路、張曉風、陳義芝、郭強

生；學生組初複審：石曉楓、許榮哲、張輝誠、吳婉

茹，決審：李瑞騰、周芬伶、廖鴻基、宇文正

得獎者　兩代寫作首獎陳美華口述、蔡學文執筆〈溝

仔去來〉，二獎徐祥光口述、胡也（徐文娟）執筆

〈戰爭與愛情〉，三獎郭行口述、郭子琳執筆〈在回

家的離家路上〉，優勝蘇張芹菜口述、蘇園雅執筆

〈剪影〉、林緞口述、李淑卿執筆〈接手〉、陳錫昌

口述、陳怡薰執筆〈黑手起家〉、賴文德口述、林美

麗執筆〈豆腐人生〉、林趙良女口述、林淑芳執筆

〈造口〉；社會組首獎張雅芳〈我的父親是清潔隊

員〉，二獎莊明珊〈也許是吧，奇蹟〉，三獎王傳

明〈評語〉，優選林佳瑩〈煞車聲〉、王璇〈牛指

甲〉、海灼君〈餐桌上的一千零一夜〉、甘建蘭〈來

自異國的小女兒〉、楊隸亞〈三種解釋〉；學生組首

獎陸怡臻〈邊境〉，二獎黃子揚〈守門〉，三獎蔣方

怡〈你我身邊，總是有一直連任環保股長（或衛生股

長）的傢伙〉，優勝陳佳鈺〈教室裡的世紀大戰〉、

謝佩璇〈叔叔〉、蘇婉菁〈油與豆瓣醬〉、陳詠雯

〈方〉、林若寧〈我是媽媽的妹妹〉

優秀青年詩人獎
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主辦，12月14日頒獎。

得獎者　陳昱文、陳少（陳亮文）、崎雲（吳俊

霖）、黃岡（黃芝雲）、龍妍（李恩瑜）

獎卿詩學獎（第2屆）

王振生翁文教慈善基金會、亞太綜合研究院主辦，永

達技術學院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協辦，12月14日
頒獎。

評審委員　吳榮富、林文龍、陳慶煌

得獎者　第1名邱天來，第2名王進明，第3名吳俊男，

佳作蔡元直、程滄波、吳東晟、鄧璧、吳信東、何維

剛，入選謝鳴鳳、江沛、鄭世欽、陳文峰、宋人文、

張崇鈴、陳霈洵、甯佑民、王丹紅、王堡榕、黃獻

榮、林惠民、王志雄、洪高舌、龔必強、陳阿緞、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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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娟、黃嘉政、孫秀珠、胡順卿、黃瓊、張儷美、陳

萌萌、李清堂、陳富庠、黃色雄、楊東慶、謝四海、

邱進丁、許懷之、魏大任、楊竣富、曾麗華、顏大

豪、陳欽財、鐘麗娟、陳世銘

菊島文學獎（第17屆）

澎湖縣政府主辦，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2月16日
揭曉，2015年4月25日頒獎。

現代詩　社會組首獎許文玲〈寫在將軍最初的心

跳〉，優等潘寧民〈石滬〉，佳作劉冠顯〈海天行腳

最憐君—詩誌盧若騰〉、楊語芸〈戀人的海田〉、

賴瑞麒〈海中神畫—記菊島媽祖海巡盛況〉；高中

組優等洪慧茵〈風茹草〉，佳作廖湘婷〈蚵〉、林郁

涵〈海島漁婦的心聲—牽手啊～望你早歸〉；國中

組首獎歐陽群〈告白—玄武岩之於燕鷗〉，優等林

玟均〈雙心石滬〉、王靖元〈蔚藍海洋的漂流〉，佳

作林于玄〈如何真正擁有一座島〉、楊天玉〈菊島舞

曲—側記許家村壁畫三景〉、沈欣儀〈澎湖遙情〉

散文　社會組首獎陳文偉〈青春一同〉，優等夏維

澤〈藍色的朗讀〉，佳作賴瑩蓉〈在澎湖，一切安

好〉、張任考〈丁香教父同仔伯〉、辛安平〈人

子〉；高中組首獎吳瑜珊〈我的在地小小旅行〉，

優等洪慧茵〈海記〉；國中組首獎蔡睿峰〈夏之所

繫〉，優等楊天玉〈夢迴菊島〉

短篇小說　社會組首獎張雅芳〈媳婦〉，佳作歐宸源

〈90天〉、陳旻道〈明叔〉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第12屆）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12月16日揭曉。

評審委員　林載爵、陳雨航、陳玉慧、施淑、平路、

曾文娟

得獎者　裴在美「尋宅始末」、沈信呈「劍如時

光」、陳又津「最後的孩子Happy Death Day」、洪茲

盈「脈稍」

大武山文學獎（第13屆）

屏東縣政府主辦，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承辦，12月20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散文決審：簡貴雀、李虹叡、馬琇芬；新

詩決審：路寒袖、郭漢辰、鍾屏蘭；小品文決審：張

秀容、楊政源、徐嘉澤

散文　第1名林夢媧〈通過隱喻〉，第2名黃慶海〈寄

生〉，第3名宋芳宮〈粽子的味道〉，佳作蔣育儒〈風

起的小巷〉、翁禎霞〈我的阿爸是三輪車夫〉

新詩　第1名吳昌崙〈屏東山海經之北大武山〉，第2

名廖佳敏〈雲豹〉，第3名柯冠義〈風的日誌〉，佳作

丁威仁〈一首鵝鑾鼻燈塔發給福爾摩沙國民詩函〉、

楊語芸〈琉璃珠的喻依—兼向排灣族「琉璃珠之

父」巫瑪斯致敬〉

小品文　兒童組評審獎藍安潔〈舊魚缸的童年歲

月〉、陳祈成〈暑假記趣〉，優選曾皓〈大自然的小

精靈〉、劉柏呈〈南方的夏日〉、鄭妮潔〈天堂的建

築師〉、謝昀璋〈我和我的族群朋友〉、高郁媞〈閃

爍的夢想〉、梁紜睿〈當挫折來臨時〉、鍾芳逸〈平

凡的微小幸福〉、楊絜皙〈我愛閱讀〉、黃乃芸〈中

秋賞月歡樂多〉、王宜庭〈夏日遊記〉；青少年組評

審獎藍佳宜〈柑仔店〉、張琴依〈那一抹陽光〉，優

選羅尹秀〈淚眼〉、郭律讌〈沃花〉、陳欣妤〈時

差〉、林庭楨〈鄉田〉、力冠文〈記得有那麼一個

人〉、陳立軒〈國境之南—屏東鐵道祕境之旅〉、

簡悅安〈氣爆之後〉、吳東晉〈想要不一樣〉、邱馨

平〈暢吃夜市〉、葉芳〈三杯茶〉

台文戰線文學獎：短篇小說（第2屆）

台文戰線雜誌社主辦，12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宋澤萊、林央敏、胡長松

得獎者　頭等連鈺慧（小城綾子）〈來好阿媽欲轉

去〉，優等黃文俊〈股份無限公司〉

竹塹文學獎
新竹市政府主辦，新竹市文化局承辦，12月20日頒

獎。

童詩　第1名蔡宜臻〈三隻小鳥〉，第2名莊雅羽〈小

懶蟲〉，第3名林昱帆〈校園裡的悄悄話〉，佳作謝紫

晴〈筆的家族〉、鐘允澤〈相遇〉、鐘允廷〈風小姐

怎麼不見了〉、劉承劼〈新竹的風〉、陳柏融〈校園

中的疑問〉、沈瑋豐〈一幅畫〉、黃翊哲〈媽媽的香

水〉、陳宇恩〈米粒〉、楊育好〈洗澡的時候〉

現代詩　第1名許懷方〈閣樓〉，第2名田煥均〈風

聲〉，第3名丁威仁〈時間的號誌—至所有離鄉打拚

的你們〉，佳作林郁茗〈進行式—造訪風城〉、趙

韡文〈透明的圖騰〉

短篇小說　第1名陳穎書〈盡頭〉，第2名黃致中〈USB
人〉，第3名張正欽〈記憶體〉，佳作陳倚芬〈洗

骨〉、林惠琦〈秘密〉

青春散文　第1名黃適敏〈失去也是一種擁有〉，第

2名柯岱君〈重新開始，下筆〉，第3名謝明倫〈無

聲〉，佳作吳書瑋〈月娘光光〉、范軒瑋〈我在

Olango的日子〉、陳子勤〈櫥窗〉、慕宇峰〈撲〉、

蘇庭怡〈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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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玉山文學獎（第16屆）

南投縣政府主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承辦，12月20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新詩決審：林廣、蕭蕭、渡也；散文組：

方梓、劉伯樂、陳憲仁；短篇小說組：李瑞騰、林黛

嫚、王佩琴；古典詩組：簡榮聰、廖振富、李威熊；

報導文學組：吳晟、李展平、廖嘉展

文學貢獻獎　鄧相揚

新詩　首獎田煥均〈造紙術—廣興紙寮觀手作紙有

感〉，優選吳鑒益〈希望的顏色—中寮阿姆的染布

店〉、李昊青〈媽媽爬玉山〉、游淑如〈沿著流光的

醬汁走來〉，南投新人獎藍琨賓〈鄉愁—一位返鄉

遊子的心情告白〉

散文　首獎曾昭榕〈現代文明墓誌銘〉，優選林鴻瑞

〈噶哈巫癌〉、陳義棟〈看戲〉、劉美雪〈房客〉，

南投新人獎林雁珊〈玉山山腳下的家〉

短篇小說　首獎張英珉〈如何切割一棵老樹〉，優選

陳金聖〈蓮花哪吒〉、魯子青〈控八控控的爭產風

波〉、張簡士湋〈回家〉，南投新人獎從缺 

古典詩　首獎陳亭佑〈南投風物四色帖〉，優選魏秋

信〈曖曖中寮〉、簡帥文〈埔里四美吟〉、陳世銘

〈南投遊眺賦新篇〉，南投新人獎楊玉葉〈南投四季

訪興〉

報導文學　首獎從缺，優選陳葚慈〈愛念書的Tama 
Atul：一位布農族博士生求學心路歷程〉、劉美雪〈微

微熱　旺旺來〉、張欣芸〈光影下，淌血的傷口〉，

南投新人獎從缺

時報文學獎（第37屆）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12月20日頒獎。

評審委員　短篇小說初審：丁名慶、甘耀明、鄭順

聰、吳鈞堯、張定綺、葉美瑤、張輝誠、劉梓潔，複

審：蔡逸君、賴香吟、郝譽翔、張經宏，決審：施

淑、平路、梅家玲、駱以軍；散文初審：凌性傑、房

慧真、周昭翡、吳家恆，複審：楊錦郁、廖志峰、田

威寧、鍾怡雯，決審：焦桐、張瑞芬、陳列、小野；

新詩初審：鯨向海、林沉默、鍾文音，複審：楊澤、

楊佳嫻、羅毓嘉，決審：初安民、陳育虹、路寒袖

短篇小說　首獎陳又津〈跨界通訊〉，評審獎邱靖巧

〈不沾鍋上的魚〉、盧慧心〈一天的收穫〉

散文　首獎陳栢青〈內褲，旅行中〉，評審獎包子逸

〈以跳水的姿勢騰空〉、楊婕〈曬衣情事〉

新詩　首獎從缺，評審獎陳顥仁〈頹廢禪〉、王聖

豪〈不惑之年〉、吳鑒益〈今夜，讓我陪你讀一本

書〉、張春炎〈一位年老社會學家的詩〉

小品文　優選張日錦〈燕子〉、蔡文鶱〈滯留時

光〉、徐惠隆〈鵝鳴呷叫〉、郭品宏〈找一株鼠鞠

草〉、瑟烈思〈遇見翠鳥〉、林芳騰〈觀霧觀自

在〉、陳曜裕〈小間裡的收藏〉、張英珉〈滅蚊

燈〉、劉冠顯〈山旅〉、葉士瑜〈記憶中的綠寶石〉

書簡　優選葉衽榤〈致頭城獨行者李榮春〉、魏振

恩〈詹姆斯‧萊特〉、王晨翔〈阿爸與老房子—

致宋澤萊〉、林力敏〈張礙〉、徐震宇〈敬致史蒂

芬．褚威格先生〉、董秉哲〈說不完的故事〉、詹卉

翎〈看不見—致太宰治〉、曾谷涵〈日子這樣就可

以了〉、黃文俊〈靜止在—最初與最終〉、李振豪

〈第二封信〉

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12月21日揭曉。

得獎者　陳奕齊《高雄港史單車遊》、陳膺文《打狗

明信片詩》、郭漢辰《揹山的人》、方秋停《港邊少

年》、梁明輝《打狗神話的花蕊》

耕莘文學獎（第35屆）

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12月23日揭曉。

評審委員　小說：凌明玉、黃致中；散文：李儀婷、

林巧棠

小說　首獎從缺，優選石遂〈愛情故事〉、安姬〈戒

癮俱樂部〉，佳作左手的圓〈最後一搏〉、曉葉〈逾

期〉、翁淑慧〈抄度〉

散文　首獎墨央〈粿〉，佳作翁建道〈右轉後的寧

靜〉、原為〈紙情〉、夏云秋〈母親的滋味〉

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第6屆）

彰化高中圖書館主辦，施振榮實驗與創作基金、孫金

泉人文講座獎學金、彰中台灣文學研究社奇幻文學

組、彰中國際青年志工社、賴和文教基金會協辦，12
月24日頒獎。

評審委員　陳萬益、宋澤萊、周馥儀

得獎者　首獎郭芳妤〈響鐘〉，貳獎鄭筠庭〈帝玉食

品公司〉、李珉〈存在〉，參獎黃亮鈞〈氣息〉、高

于婷〈當光明撕裂黑暗〉、洪蕾雅〈切膚之愛〉、張

仲凱〈台灣民主國秘史〉

台灣詩學創作獎—小詩獎（第3屆）

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吹鼓吹詩論壇主辦，12月25日
頒獎。

評審委員　決審：白靈、向陽、孟樊、焦桐

得獎者　首獎賴文誠〈深霧、雨季、早霜〉，優等

獎游善鈞〈遺憾、盡頭、生活〉，佳作胡淑娟〈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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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前列線、黑箱作業〉、獵火〈瘦馬、一顆子彈在

飛、火之死〉、蔡凱文〈孤獨、味道知道、不下雨的

地方〉、葉莎〈螽斯、想念的捷徑、蓮花〉、劉金雄

〈五形外記、唯一、相望〉

桐花文學獎（第5屆）

客家委員會主辦，「第5屆桐花文學獎」工作小組承

辦，12月26日揭曉，2015年1月24日頒獎。

新詩　一般組首獎亦非〈問牆〉，優等葉庭光〈雙聲

帶〉，佳作葉彥儂〈一張客家花布的結婚照片〉、劉

海蓮〈愛樣般轉去舊陣時客家南洋〉、程裕智〈客家

小炒〉；客語組首獎陳靜儀〈造景藝術禾桿堆〉，優

等水淞客〈轉秋〉，佳作葉國居〈阿婆个癌症還吂天

光〉、艾琳娜〈老兵牯〉、劉惠月〈醢个記憶〉

散文　一般組首獎林彰揚〈灶工前的記憶〉，優等鄧

慧恩〈你心底的那幾抹色彩〉，佳作陳柳金〈雪擁鄉

關〉、魏振恩〈畫〉、葉庭光〈戲毒〉、賀婉青〈神

龕〉；客語組首獎葉國居〈桐花樹下个老碗人情〉，

優等吳餘鎬〈田中央个禾埕〉，佳作mia〈菜尾〉、彭

瑞珠〈茶‧山‧晴〉、黃永達〈叔婆愛磨粄〉

短篇小說　一般組首獎王林〈柔涼的感覺〉，優等蔚

宇蘅〈虎姑婆〉，佳作陳沛宜〈天光〉、陳柳金〈玉

液瓊漿〉、蘇語柔〈白森林〉；客語組首獎從缺，優

等張捷明〈刀嫲山風雲〉，佳作葉國居〈阿姆唱過个

一條歌〉、鍾朝琛〈無結煞〉、林彭榮〈山歌變奏

曲〉

開卷好書獎（第26屆）

中國時報主辦，12月26日揭曉，2015年1月10日頒獎。

評審委員　年度好書：朱偉誠、林秀豪、陳雨航、賀

淑瑋、黃宗慧、黃桂瑩、劉季倫、藍佩嘉、蘇偉貞；

美好生活書：果子離、孫秀玲、劉佳奇、蔡逸君、瞿

欣怡；童書暨青少年圖書：小野、李崇建、蔡淑媖、

賴淑芳、許琳英

年度好書　中文創作類駱以軍《女兒》、王定國《誰

在暗中眨眼睛》、黃崇凱《黃色小說》、馬世芳《耳

朵借我》、吳明益《浮光》、劉克襄《四分之三的香

港》、顧玉玲《回家》、田中實加《灣生回家》、張

贊波《大路》；翻譯類托瑪‧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

本論》、艾莉絲‧孟若《太多幸福》、朱立安‧巴吉

尼《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荷莉‧塔克

《血之祕史：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羅

曼‧加里《我答應》、茱迪思‧夏朗斯基《長頸鹿的

脖子》、瑪格麗特‧尤瑟娜《哈德良回憶錄》、大

衛‧格雷伯《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

機和進程》、彼得‧英格朗《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

界大戰個人史》、大衛‧喬治‧哈思克《森林祕境：

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

美好生活書　鮑伯．哈里斯《廿五元的奇蹟》、吳曉

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查克‧華茲、布魯

斯‧利特菲爾《我的兩個媽》、片野《我要牠們活下

去》、宇文正《庖廚食光》、社企流《社企力》、洪

震宇《風土餐桌小旅行》、黃麗如《酒途的告白》、

維多莉亞．史薇特《慢療：我在深池醫院與1686位病

患的生命對話》、戶田誠二《蟬世代》

最佳童書　布萊恩‧弗洛卡文、圖《火車頭》、劉旭

恭文、圖《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芭芭拉‧麥克林

托克文、圖《阿黛兒與西蒙巴黎放學記》、麥克．巴

奈特文、雍．卡拉森圖《神奇的毛線》、林小杯文、

圖《喀噠喀噠喀噠》、俵万智文、U. G.佐藤圖《富士

山之歌》

最佳青少年圖書　蘿拉．愛米．舒麗茲著《木偶

師》、陳志勇文、圖《夏天的規則》、雷納‧馬可斯

《凱迪克：永不停筆的插畫家》、阿部夏丸文、村上

豊圖《說謊的阿大》

打狗鳳邑文學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三餘書店執行，12月28日頒

獎。

高雄獎　冷言〈輻射人〉

小說　首獎錢映真〈幻身〉，評審獎凌明玉〈消

蝕〉，優選獎冷言〈輻射人〉

散文　首獎鄧慧恩〈黑手寶藏窟〉，評審獎少凰〈暗

房〉，優選獎郭惠貞〈金針〉

新詩　首獎林弘祥〈未來史〉，評審獎葉彥儂〈當山

的文化旋轉—致美濃油紙傘〉，優選獎丁威仁〈我

們說好不哭—災後於左營眷村訪友〉

台語新詩組　首獎呂美親〈Bâi óo lín無譜—寫予簡

吉〉，評審獎陳胤〈美濃，佮我的青春少年〉，優選

獎施俊州〈天使ê戲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