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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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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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春暉出版社，2月，25開，

135頁，300元
渡鳥—黃文博台語詩集／黃文

博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42頁，300元
愛‧無‧恙 ／張尚為著，子曰

圖 

台北：也是文創，2月，25開，128
頁，320元
隔夜有雨—王厚森詩集／王厚

森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月，

25開，174頁，210元
歌‧再‧來 ／張尚為著 

台北：也是文創，2月，25開，128
頁，280元
遠方的回聲／李昭鈴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33頁，200元
嬉‧遊‧記 ／張尚為著，貓魚

圖 

台北：也是文創，2月，25開，128
頁，320元
2013台灣詩選／向陽主編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3月，25開
，297頁，300元
仁愛路一直走／頌元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144頁，220元（附讀詩光碟）

今晚夜色很美／陳贊吉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3月，25開
，200頁，250元
幻肢／何俊穆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3月，32開
，271頁，280元
光上黑山／胡家榮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3月，

14.5×10.5cm，233頁，280元
海生月—陳依文詩集／陳依文

著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3月，

32開，277頁，340元
黃克全情詩66／黃克全著 

台北：情書出版社，3月，25開，

159頁，200元
愛若微塵詩集／郎亞玲 

桃園：大溪藝文之家，3月，

13×18.7cm，160頁，350元
對流—夏菁中英對照詩集／夏

菁著 

台北：釀出版，3月，25開，223頁
，270元
2013年台灣現代詩選／江自得

等編選 

高雄：春暉出版社，4月，25開，

200元
中間和許多的旁邊／許水富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4月，20開，

209頁，350元
台灣島國詩篇／李魁賢等著 

新北：誠邦企管顧問公司，4月，

25開，82頁，200元
星斗集—王建生現代詩選／王

建生著 

台北：釀出版，4月，25開，234頁
，280元
陳黎跨世紀詩選1974-2014／陳

黎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4月，

25開，519頁，499元
寫給愛—楊佴旻的彩墨世界／

風之寄編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25開，190頁，380元
誰會讀我的詩／許寶來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4月，25開，

262頁，300元
凝睇—朵思詩集／朵思著 

台北：釀出版，4月，25開，230頁
，320元
六四詩選／孟浪主編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5月，25
開，379頁，350元
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路寒袖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5月，

18開，201頁，300元
姵綾情詩II —愛情。經過／陳

姵綾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168頁，350元
笠50年紀念版小詩集／笠詩刊編

輯委員會主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笠詩刊雜誌社

，5月，菊32開，50冊，2000元
野獸花—朱天詩集／朱天著 

台北：釀出版，5月，25開，165頁
，250元
雲山錯遇／張蓉蓓著，黃楷馨圖 

新北：零極限文化，5月，25開，

105頁，320元
詩雨／子青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5月，25開
，258頁，360元
敻虹詩精選集‧抒情詩／敻虹著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228頁，280元
敻虹詩精選集‧宗教詩／敻虹著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209頁，280元
「膠卷人生」—療癒人心的療

癒詩 ／陳思恩著 

新竹：飛帆國際生活藝術公司，25
開，226頁，280元
鍾鼎文詩全集—年代／鍾鼎文

著 

新北：詩藝文出版社，5月，25開
，1017頁，1500元
戀‧歌／陳胤著

彰化：柳河文化工作室，5月，

13×19cm，254頁，200元
六十後詩雜記現代詩集／陳福成

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6月，25開
，218頁，340元
文字簡餐：陳偉傑詩集／陳偉傑

著 

新北：百香果出版社，6月，

13×18.7cm，240頁，200元
台灣風情詩話：王介文近體詩集

／王介文著 

台北：三文印書館，6月，

10.8×17.8cm，240頁，200元
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零雨

著 

新北：小寫創意，6月，26×14cm
，233頁，380元
有些影子怕黑／孫得欽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6月，32開
，229頁，280元
我的故鄉我的夢／陳長安著 

台北：阿米巴資訊公司，6月，

21.5×27.5cm，218頁，350元
我思我詩／張耀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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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白象文化公司，6月，25開
，138頁，200元
附近有人笑了／黃柏軒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6月，32開
，185頁，280元
流離語族：台大現代詩社2014

社員作品選集／豈霧等著 

台北：台大詩文學社，6月，

13×19cm，168頁，200元 

最快樂的一天／鄭哲涵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6月，32開
，233頁，280元
經與緯的夢想—方群‧詩集／

林于弘著 

台北：麋研筆墨公司，6月，25開
，223頁，300元
漂流的透明書—靈歌詩集／靈

歌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6月，

25開，304頁，360元
人面冊ê季節／李勤岸著

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7月，

25開，256頁，320元
人面冊ê花蕊／李勤岸著

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7月，

25開，224頁，300元
人面冊ê傳奇／李勤岸著

台南：開朗雜誌事業公司，7月，

25開，303頁，360元
之間：陳育虹詩選／陳育虹著 

台北：洪範書店，7月，25開，352
頁，380元
「外公」和「外婆」的詩—暨

三月詩會外公外婆詩／陳福成編

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7月，25開
，239頁，360元
有時／王宗雄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239頁，200元
西藏的女兒／張至廷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141頁，120元
到一個約定的方向／李曼聿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7月，25開
，200頁，280元
夜之蠱／莫云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183頁，150元
陳黎詩集II：1993-2006／陳黎

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7月，25開
，416頁，360元
霧散不開 ／陳昭淵著 

南投：作者自印，7月，13×18cm
，153頁，300元
聽‧台灣在吟唱—詩的禮物1

／李敏勇編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7月，25開，

207頁，280元
聽‧世界在吟唱—詩的禮物2

／李敏勇編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7月，25開，

215頁，290元
小詩一百首—丁威仁詩集／丁

威仁著 

台北：要有光，8月，32開，174頁
，280元
那些閃電指向你／林婉瑜著

台北：洪範書店，8月，25開，235
頁，280元
時光誌／哲明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144頁，220元
無愁君／曾淑美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8月，

25開，190頁，240元
雲想詩集／簡婉裁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8月，25開，

287頁，250元
瑟岱年華／劉懿漫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25開
，248頁，390元
落雨彼日：呂美親台語詩集／呂

美親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8月，25開，

192頁，250元
1960世代詩人詩選集／陳皓、

陳謙主編 

新北：小雅文創，9月，17×27cm
，258頁，320元
好天氣，從不為誰停留／顧蕙倩

著，顧凱森攝影 

新北：小雅文創，9月，17×21cm
，147頁，340元
玻璃／鄭聿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9月，32開
，101頁，220元
楊牧詩選1956-2013／楊牧著 

台北：洪範書店，9月，25開，379
頁，390元
孵夢森林／愛羅著 

新北：小雅文創，9月，21×17cm
，235頁，400元
貓女的哲思—徐瑞作品集／徐

瑞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9月，

21×23cm，88頁，400元
千山飛渡—閑芷詩集／閑芷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38
頁，170元
老屋个牛眼樹／葉日松著 

台中：文學街出版社，10月，25開
，283頁，300元
美好的世界／陳明克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0月，25開
，231頁，100元
唐詩解構—洛夫的唐韻新鑄藝

術／洛夫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0月，

18開，237頁，500元
啟詩錄／紀小樣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0月，25開
，219頁，100元
都ㄕˋ有鬼—靈異詩／趙文豪

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12
頁，200元
創世紀60周年同仁詩選（2004-

2014）／張默等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0月，25開
，228頁，300元
陽光與暗影／莫渝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06頁，160元
想偷牽你的手／生奶著 

台北：島座傳媒公司，10月，

22.8×18cm，64頁，300元
詩人也是平凡人／莎莉顏著 

台北：讀享數位文化，10月，25開
，96頁150元
詩人軌跡‧台灣詩篇／李魁賢等

著 

新北：誠邦企管顧問公司，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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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開，104頁，200元
詩的旅行／陳胤著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0月，25開
，233頁，100元
詩路／林明德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0月，25開，

281頁，300元
綿綿瓜瓞情／王幻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0月，25開
，72頁，180元
緣起緣滅／陳綺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46
頁，180元
錯覺／李風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10月，25開
，200頁，250元
戲仿現代名詩百帖／張默編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301頁，320元
藍白拖／辛牧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147
頁，180元
籬笆外的歌聲／傅予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183頁，140元
2014愛詩網iPOEM徵文活動得獎

作品集／林姿伶等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160頁，160元
Lo-Fi／奶浮（張志安）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11月，32開
，221頁，280元
山海線／楊書軒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192頁，150元
火星上的抒情詩—同弘詩集／

同弘著

台北：作者自印，11月，新25開，

143頁，200元
以風雕塑—金門詩選‧風景卷

／方群、顏艾琳主編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1月，25開
，214頁，280元
凹凸詩稿／魏振恩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1月，25開
，160頁，180元
如詩一般／方文山著 

台北：華人版圖文化公司，11月，

13×21cm，210頁，260元
我曾看見妳眼角的憂傷／劉正偉

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18開，

109頁，200元
到下一個周日／魏安邑著，椏梓

圖 

新北：小寫創意，11月，

17.9×11.5cm，92頁，380元
虎尾糖都的芳味／林武憲等編輯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1月，

25開，48頁，200元
桐花並沒有落下／游淑如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22頁，200元
迷路天堂／張期達著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156
頁，200元
微風往事：那維風的兩岸心情故

事／那維風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330頁，300元
感覺自我的美好  往往在面對戀

人時瓦解消散／朱菲著 

台北：田園城市，11月，15×20cm
，100頁，275元
楊小濱詩×3—女世界／多談

點主義／指南錄‧自修課／楊小

濱著 

台北：釀出版，11月，40開，85、
93、96頁，350元
颱風意識流—王羅蜜多新聞詩

集／王羅蜜多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12頁，250元
練習詩／鄭德昌著 

新北：城邦印書館，11月，

17×23cm，320頁，300元
親愛の鹿：謝予騰詩集／謝予騰

著 

台北：開學文化，11月，25開，

231頁，250元
禪拍拍我的肩膀／劉小梅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1月，25開
，292頁，420元
13：廖人詩集／廖人著 

台北：黑眼睛文化公司，12月，

23×13cm，171頁，320元

心情與色彩對白／曹昌堯著 

台北：樂果文化出版，12月，

18.7×26cm，167頁，550元
另一面詩集／岩上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213頁，300元
四乘二點六—蘭陽熾熱的風景

／游淑如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187頁，200元
早起的頭髮 ／向明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2月，25開，

215頁，250元
灰色海岸線之外／李錫文著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120頁，120元
色水‧形影‧落山風的聲—黃

明峯台語詩集／黃明峯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2月，

25開，176頁，250元
忑忐列車—黃里詩集／黃里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61頁，300元
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羅

毓嘉著

台北：寶瓶文化公司，12月，25開
，208頁，280元
時間之書／江自得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12月，32開，

111頁，200元
荒原之午／顏嘉琪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2月，

15.5×21.5cm，140頁，200元
雲影上的，記憶如林／游淑如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2月，

15.5× 22cm，148頁，200元
詩物招領／洪唯馨著 

台北：洪偉仁，12月，19×21cm，

104頁，280元
詩‧手跡／林淇瀁等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14.7×24.5cm，93頁，360元
漂木／洛夫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2月，25
開，348頁，3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