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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書目

小說

一夜新娘—望風亭傳奇／王瓊

玲著 

台北：三民書局，1月，新25開，

282頁，280元
大地之歌—徐曉燕的鄉土寫實

主義／風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13頁，420元
幻獸症的屋子—跳舞鯨魚小說

集／跳舞鯨魚著 

台北：獨立作家，1月，25開，200
頁，250元
別吵，我正在愛／小野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328頁，280元
拋荒的故事第五輯：田庄人氣紀

事／陳明仁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1月，

13×18.5 cm，256頁，600元
相思月娘—李潼短篇小說精選

集／李潼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38頁，260元
嗑瓜聲，飛過我們家／保溫冰著 

台北：獨立作家，1月，25開，218
頁，250元
霧影莊殺人事件—林若平探案

系列／林斯諺著 

台北：要有光，1月，25開，212頁
，240元
再世緣：小說中的自我解構與家

國認同／魯子青著 

高雄：禾田人文出版社，2月，25
開，290頁，200元
那些殺死你的都並不致命／沈意

卿著 

台北：一人出版社，2月，

18×11.5cm，189頁，250元
拋荒的故事第六輯：田庄運命紀

事／陳明仁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2月，

13×18.5 cm，256頁，600元
狼子傳說／廖文毅著 

作者簡介部分。各篇校記乃針對作

品本身，而非《全臺賦》排校之文

本，故凡原書文字標點訛闕處，均

直接改正。本書校訂，主要處理：

一、調整原編之誤收；二、訂正校

勘之失校、漏校、誤校；三、統一

題韻之標示；四、律賦採「隨韻為

句，依韻分段」之原則標點分段；

五、整齊校例與校語；六、原文之

校改與標號之增補。

臺灣日治時期翻譯文學作品集（

5卷）／許俊雅總策劃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

18開，559、625、852、936、779
頁，18000元
日治台灣的翻譯

文學是在東學、

西學、新學方面

的選擇與接受的

制約下發展，而

日治台灣的多語

情形呈現了翻譯

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協商」的過程

，是殖民地台灣這個「多語的」社

會必然面對的現象與難題。本套書

呈現台灣青年的知識養成過程與世

界文學的關係；殖民地台灣語言使

用的駁雜現象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

如何被呈現與表達；還有文學現代

性、文學思潮與文學風格在台灣社

會如何以「共時性」的面貌呈現；

以及文學翻譯者的權力關係等面向

。

臺灣文學史小事典／許素蘭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

25開，277頁，290元
本書以台灣文學

發展史為縱軸，

涵括漢語文言文

學及現代文學兩

大範疇，將台灣

文學史裡的大事

、要事，串接成

台灣文學史大事記，並從大事記中

，逐條尋索記事中的重要作家、作

品、文學思潮、文學社團、文學事

件、文學運動、文學說派等。讀者

可以循著大事記，了解台灣文學發

展的歷史，而從事典之辭條釋文，

了解該事典之意涵。

台灣民間文學有聲書／周定邦主

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25開，1500元
台灣民間文學為

台灣文化寶藏之

一，無論從文學

、語言、歷史、

民俗、音樂的角

度來看，均有極

高的保存及研究

價值，但由於社會結構變遷、消費

型態改變及多元文化的衝擊等因素

，使得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日漸流

失。國立台灣文學館為保留發揚寶

貴的文化資產，啟動台灣民間文學

有聲書出版計畫，本套有聲書共3
項5冊，分別是「台灣唸歌」2冊：

《島嶼敘事：台灣唸歌（1）》及

《島嶼敘事：台灣唸歌（2）》；

台灣民歌2冊：《台灣風雅：台灣

褒歌》與《半島月琴ê心聲：恆春

民謠》；台灣傳統戲劇1冊：《台

灣英雄傳：決戰噍吧哖》。

蕭安凱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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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秀威少年，2月，25開，227
頁，270元
細雨日遲遲／仲冬著 

台北：女書文化公司，2月，25開
，215頁，250元
等風來／鮑鯨鯨著 

台北：本事文化公司，2月，25開
，261頁，280元
噍吧哖兒女／楊寶山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43頁，250元
二戰前中後／張鏡湖著，葉佳怡

圖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3月，

25開，300頁，360元
九歌102年小說選／紀大偉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382頁，380元
人生，逆戰／岩柏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256頁，240元
大唐李白（二）—鳳凰台／張

大春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3月
，25開，407頁，420元
幻想製造師—楊納的虛幻寫實

主義／風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3月，

25開，251頁，500元
木棉的掙扎／陳明克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3月，25開，

235頁，250元
在僻處自說2—張至廷微小說

／張至廷著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290頁
，350元
幸福之葉／陳玉慧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3月，

25開，379頁，390元
幸福的盡頭／楊寒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3月，25
開，198頁，220元
宰日SUNSET／吳威邑著 

台北：大元書局，3月，25開，252
頁，300元
晃遊地／鄭順聰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335頁，340元

笑的童話—跳樓與跳舞／張萬

康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3月，25開
，199頁，280元
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張國立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3月，

25開，266頁，290元
旋轉摩天輪／李芙萱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3月，

25開，255頁，270元
暗夜裡的白日夢：酒店男公關與

我們的異視界／謝碩元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3月，

15×21cm，26頁，280元
賽金花—戲夢紅塵的傳奇女子

／趙淑俠著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522頁
，450元
懸浮／胡晴舫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3月，25開
，254頁，280元
千年畫緣／姚白芳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4月，25開，

245頁，300元
王道劍（壹）—乾坤一擲／上

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25開
，381頁，125元
台灣與馬來西亞短篇小說選／中

華民國筆會、馬來西亞國家翻譯

圖書館選編 

台北：中華民國筆會、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國家翻譯圖書館，4月，

32開，239頁，270元
迴旋／張讓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4月，25開
，255頁，270元（再版）

鬼在春天做什麼／吳永毅著 

新北：蜃樓公司，4月，25開，263
頁，250元
情緣／曾淑貞著 

新北：集夢坊，4月，25開，266頁
，300元
碎夢大道／臥斧著 

新北：讀癮出版，4月，25開，312
頁，280元
路邊甘蔗眾人啃／李昂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62頁，300元
閣樓小壁虎／鄭栗兒著，張立曄

、潘以寧圖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4月，25開
，93頁，260元
大陸客家原鄉李文古話本／吳餘

鎬著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4月，

17×23cm，240頁，320元
少女忽必烈／陳又津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25開，284頁，299元
王道劍（貳）—新錦衣衛／上

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25開
，328頁，280元
王道劍（參）—大戰天竺／上

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25開
，328頁，280元
王道劍（肆）—鄭義門風／上

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25開
，328頁，280元
王道劍（伍）—王道無敵／上

官鼎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25開
，332頁，280元
回到17歲—命運、青春與勇氣

的相遇／曾依達著 

台北：要有光，5月，25開，213頁
，250元
好球帶／朱宥任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38頁，260元
字在／石廷宇著 

台北：釀出版，5月，25開，224頁
，320元
沉默之島／蘇偉貞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25開，279頁，300元
美好時光／東年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99頁，320元
滿洲國紀實／李念慈著，蔡登山

編 

台北：獨立作家，5月，25開，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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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80元
橄欖樹／蔡素芬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5月，25開
，234頁，260元（再版）

鹽田兒女／蔡素芬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5月，25開
，299頁，290元（再版）

世紀在回眸—北美華文作家短

篇小說集／德維文學協會編選 

台北：米樂文化公司，6月，25開
，310頁，280元
風說—陳淑霞的寫意油畫／風

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6月，

25開，259頁，500元
神曲／東燁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25開
，295頁，280元
蛆樂園／蘇飛雅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6月，

25開，237頁，260元
廢河遺誌／楊慎絢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25開，

205頁，250元
麗晶酒店‧首部曲—生存與背

叛／吳婷婷著 

新北：稻田出版社，6月，

14.6×21cm，288頁，260元
鐘鼎江湖／高普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415頁
，300元
三角潭的水鬼／吳敏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39頁，260元
不懼翻譯的城市／謝承廷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247頁，200元
平安夜的賓館總是客滿—台灣

推理作家協會第12屆徵文獎／台

灣推理作家協會編 

台北：要有光，7月，25開，264頁
，260元
奇妙的旅程—曾曉峰的魔幻現

實主義／風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202頁，410元
東魚國夢華錄—王幼華作品集

／王幼華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7月，25開
，441頁，350元
前女友／大A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7月，

15×21cm，240頁，280元
城市之光導遊／紀小樣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216頁，200元
流浪老輸／梁金群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207頁， 200元
送君遠颺：安寧病房的送行曲／

吳盈光著 

台北：超邁文化，7月，25開，352
頁，300元
無期徒刑／吳婷婷著 

新北：稻田出版社，7月，16開，

288頁，270元
滿江紅／姚白芳著 

台北：爾雅出板社，7月，25開，

236頁，280元
漸進曲（附CD）／藤井樹著 

台北：商周出版公司，7月，25開
，288頁，260元
製圖師的預言：十六世紀以來關

於花蓮的想像／王威智著 

台北：蔚藍文化出版社，7月，

11.5×18.9cm，320頁，320元
喜訊／瞿毅著 

台中：天空數位圖書公司，8月，

25開，303頁，360元
感覺有點奢侈的事／黃麗群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

13×19cm，240頁，280元
當年事—第4屆「BenQ華文世

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集／林

芳如編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433頁，380元
劍客的接待／林峰毅著，葉飛攝

影 

屏東：飛文工作室，8月，25開，

264頁，280元
論情愛—石磊的理性表現主義

／風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290頁，600元
戰爭殘酷／瓦歷斯‧諾幹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8月，

25開，252頁，280元
櫻花的夏天／楊寒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8月，25
開，255頁，300元
台北戀人／藍博洲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25開，377頁，399元
宅星ONE／廖大魚著 

台北：釀出版，9月，25開，194頁
，250元
刻背／黃錦樹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9月，25開
，469頁，450元
家園長青／鍾鐵鈞著 

高雄：鍾理和文教基金會，9月，

25開，539頁，400元
悠悠瘋狗天／呂則之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9月，25開
，555頁，380元
黑鑽石／曾湘綾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9月，25開
，234頁，250元
鐵道共乘旅遊手冊／鄒永珊著 

新北：繆思出版，9月，新25開，

308頁，320元
魔鬼樹（上、下）／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9月，18開，500
、422頁，500、500元
KANO／魏德聖、陳嘉蔚原著劇

本，游文興改編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0月，25開
，255頁，280元
九十九墩—吳東權短篇小說集

／吳東權著 

台北：勒巴克顧問公司，10月，25
開，221頁，220元
女神／張妙如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0月，

25開，221頁，250元
日安，寶貝／亞瑟潘著 

台北：愛米粒出版公司，10月，25
開，152頁，350元
某某人的夢／林俊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25開，181頁，220元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趙乾乾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0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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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447頁，300元
黑色地平線／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0月，18開，

244頁，300元
傷心咖啡店之歌（50萬冊紀念版

）／朱少麟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432頁，350元
想飛：小王子的夢—電影《想

飛》改編小說／李崗劇本原著，

貓眼娜娜小說改編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10月，

15×21cm，224頁，260元
戰後五七八天／邱立崴、閃靈樂

團著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0月，

15×21cm，320頁，380元
靜靜的紅河／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0月，18開，

439頁，500元
戀愛成就／張維中著 

台北：原點出版，10月，15×21cm
，320頁，320元
幻之港—塗角窟異夢錄／何敬

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1月，25開，

270頁，300元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新世紀經

典閱讀版）／施淑主編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1月，25開
，392頁，400元
未央歌（限量精裝珍藏版）／鹿

橋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1月，

17×22cm，804頁，650元
安平港／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1月，18開，

235頁，300元
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而已／

橘子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285頁，220元
染／葉佳怡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221頁，300元
崩麗絲味／林佑軒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1月，25開，

238頁，300元

第三者／徐嘉澤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1月，25開，

230頁，260元
寒假／dj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448頁，280元
超渡／崔根源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11月，25開，

183頁，250元
徵婚啟事（25週年紀念版）／陳

玉慧著 

新北：漫步文化，25開，256頁，

300元
鄭森（上卷）—大明命脈的危

局／朱和之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1月，

25開，335頁，350元
讓我看看妳的床／張耀仁著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1月
，25開，275頁，300元
六個女人在紐約／張滌生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2月，25開，

284頁，300元
地獄之南／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2月，18開，

221頁，280元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作品集／徐念

慈等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17×23cm，568頁，499元
青春夢／奇魯著，林起風圖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2月
，14.8×19cm，188頁，290元
狹谷／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2月，18開，

232頁，310元
馬雅任務—林斯諺科幻推理長

篇／林斯諺著 

台北：要有光，12月，25開，319
頁，300元
陳千武翻譯選集／星新一等著，

陳千武翻譯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379頁，400元
鄒氏女／章詒和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191頁，250元
滾地郎／張文環著 

台北：鴻儒堂，12月，

12.8×18.2cm，336頁，350元
歸魂／潘壘著 

台北：新銳文創，12月，18開，

206頁，260元

現代詩

人間有情天：最是愛情／洪淑芳

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月，25開
，176頁，380元
五十弦—夏菁自選詩集／夏菁

著 

台北：釀出版，1月，25開，129頁
，200元
台灣現代詩手抄本／張默編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18開，

380頁，480元
為愛發聲詩選集／飲冰室茶集藝

文館編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

12.8×19cm，138頁，260元
從詩題開始—孟樊小詩集／孟

樊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1月，25開，

140頁，200元
聖摩爾的黃昏—胡爾泰詩集／

胡爾泰著 

台北：釀出版，1月，25開，187頁
，230元
舊巷／李皇誼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月，25
開，214頁，260元
公‧私‧事／張尚為著，六十九

圖 

台北：也是文創，2月，25開，128
頁，323元
月夕花朝／楊采菲著 

新北：鮮活文化，2月，25開，178
頁，300元
把腳印典藏在雲端—三月詩會

詩人手稿詩／陳福成編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月，25開
，358頁，540元
美的視界—慢遊大高雄詩攝影

集／李昌憲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