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新書分類選目／一般書目 179

散文

不可見的光—井迎兆散文集／

井迎兆著 

台北：釀出版，1月，25開，178頁
，320元
古典的思索—想樂第三輯／楊

照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1月，

25開，286頁，320元
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黃誌

群20年探尋之旅／黃誌群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1月，

25開，305頁，380元
朵朵小語—這個世界愛著你／

朵朵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月，

25開，159頁，260元
孤獨在一起—我記得那些可愛

的人／王正方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53頁，280元
放牠的手在你心上／黃宗慧策畫

，施凱文圖 

台北：本事文化公司，1月，

18.5×14.7cm，288頁，320元
放肆童年／陳葚慈著，鄭喜丹圖 

屏東：屏東縣政府，1月，25開，

149頁，250元
明白學：給困在職場中的創意人

的八個備忘錄／王俠軍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月，

18開，174頁，280元
追尋永恆的天命—尚書／楊照

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新25
開，139頁，200元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Ⅰ／蔣

勳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月，25開
，215頁，300元
歲時紀／林文義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月，32
開，218頁，280元
台灣欒樹和魔法提琴／李潼著，

施凱文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261頁，280元
編輯樣／王聰威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

22×15.6cm，278頁，430元
佳人相見／瑪莉亞（ 林惠貞）著 

桃園：作者自印，1月，25開，279
頁，300元
你們你們好／郝方竹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月，

32開，280頁，280元
泥地字花／鄭秀鑾著，王永發圖 

新北：無限出版，1月，17×21cm
，208頁，350元
大學的教養與反叛／黃榮村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月，

25開，351頁，350元
石坡記遊／黃光男著 

台北：香海文化公司，2月，25開
，218頁，250元
如果‧曾經／林娟娟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36頁，200元
走過人生關卡：生命的大智慧／

王邦雄著 

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月，25開
，182頁，230元
兩代廚房／方秋停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月，25開
，203頁，250元
青春永駐—余學芳散文集／余

學芳著 

台北：釀出版，2月，25開，226頁
，290元
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陳

思宏著，Achim Plum攝影 

台北：健行文化出版公司，2月，

18開，215頁，320元
美麗的相遇／姚謙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月，

25開，239頁，280元
熱地圖／吳鈞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286頁，300元
機車生活／吳億偉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2月，25開，

255頁，280元
臉書帖／向陽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月，32

開，283頁，320元
懶人大旅行—上船吧！跟著老

黑環遊世界／田臨斌著，洪小咪

圖 

台北：群星文化，2月，18開，271
頁，350元
柔軟容器／吳庭嫻著，李孟儀圖 

台北：田園城市，2月，

12.5×17.6cm，96頁，260元
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

遊書寫／林淑慧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

17×23cm，541頁，720元
2013飲食文選／焦桐主編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3月，25開
，299頁，300元
九歌102年散文選／柯裕棻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398頁，380元
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二）／黃

仁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3月，

25開，238頁，290元
中間囝仔／陳浪評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144頁，180元
先放手，再放心—活得像雲般

自由　我從《心經》學到的人生

智慧／吳若權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3月，

25開，268頁，320元
因為我相信／黃懷恩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224頁，240元
在黑暗裡摸到光—點燈20／張

光斗著 

台北：商周出版，3月，25開，247
頁，260元
那花兀自開著：宇宙戀人孟祥森

／水牛文化編輯部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319
頁，380元
島之書：金門、歷史、人文、自

然書寫／黃克全著 

台北：情書出版社，3月，25開，

245頁，250元
庶民社會的主張—墨子／楊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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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新25
開，139頁，200元
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

、異議與政治閱讀／紀大偉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3月，25
開，399頁，380元
晚美的春天／王品幀著 

新北：普林特印刷公司，3月，25
開，288頁，280元
都蘭山風雲錄（三）山明水秀／

郭邨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3月，25開
，386頁，380元
野地百合／孟祥森著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265
頁，320元
尋夢記：浮生尋夢紀行2／許極

燉著 

台北：前衛出版社，3月，25開，

360頁，300元
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

／白睿文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3月，

18開，399頁，450元
開闊混同的精神世界—莊子／

楊照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新25
開，186頁，240元
愛渴：孟東籬最後日記／孟祥森

著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295
頁，380元
歲月／梁瓊白著 

新北：雅事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240頁，270元
萬蟬集／孟祥森著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211
頁，280元
豬身上的一條公路—手卷展／

馮傑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3月，25
開，335頁，360元
濱海茅屋札記／孟祥森著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285
頁，330元
素面相見／孟祥森著 

台北：水牛書店，3月，25開，167
頁，280元

一點一橫長／明鳳英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4月，25開
，295頁，320元
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

‧遇見風水林／劉克襄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18開
，359頁，420元
打開時空膠囊—舊時代的電影

青春物語／林亮妏著 

高雄：高雄市電影館，4月，18開
，253頁，350元
在紐約的角落／趙淑敏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4月，25
開，348頁，390元
好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張秀亞著 

台南：聞道出版社，4月，25開，

75頁，130元
守護母親之河—筆記濁水溪／

吳晟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4月，18
開，332頁，360元
老子這樣說—從《道德經》看

「為我思想」／梅遜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4月，25開，

204頁，230元
行走的美味／王宣一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4月，

18開，223頁，360元
拔仔庄的畢卡索—花蓮富源村

12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花蓮

縣數位機會中心著 

台北：獨立作家，4月，25開，111
頁，350元
阿嬤抱抱！小龍女和我們的成長

／廖玉蕙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4月，25開
，285頁，330元
背影—我的父親柏楊／郭本城

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4月，25開
，406頁，420元
時間的旅人／張曼娟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54頁，320元
烤神仙／蔡怡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51頁，260元
甜美與暴烈／周紘立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53頁，280元
進可成事，退不受困—薛仁明

讀史記／薛仁明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38頁，300元
該丟棄哪隻／陳克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52頁，280元
預約幸福—乘著文學去旅行／

陳碧月著 

台北：釀出版，4月，25開，381頁
，400元
請代我問候／三毛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55頁，280元
讀老子—筆記62則／史作檉著

，葉羽桐圖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4月，

18開，182頁，300元
戀愛課—戀人的五十道習題／

陳雪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4月，

25開，287頁，320元
戀戀岡山‧走讀阿公店—土地

和人的小故事／蔡文章主編 

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春暉出

版社，4月，24.5×17cm，268頁，

320元
安太郎の爺爺／陳銘磻著 

台北：布克文化出版公司，4月，

15×19cm，269頁，280元
追憶我的母親：與我親身經歷的

戰亂時代／李富城著 

台北：大橋出版社，4月，25開，

240頁，300元
台灣女兒／呂政達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5月，25開
，219頁，280元
一切都是剛剛好—台東醫生在

喜馬拉雅山塔須村的義診初心／

楊重源、齊萱著 

台北：本事文化公司，5月，18開
，247頁，350元
小王子流浪記‧第二集—有夢

之鄉／釋滿濟著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5月，

32開，238頁，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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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流浪記‧第三集—絲想

之路／釋滿濟著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5月，

32開，234頁，300元
古典其實並不遠—中國經典小

說的25堂課／廖玉蕙著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5月，

18開，286頁，380元
甲乙丙丁—17個寬容等待的教

學故事／凌拂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18開
，237頁，300元
再說一個秘密／林達陽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5月，

25開，239頁，250元
行腳印度／釋妙熙著 

新北：香海文化公司，5月，25開
，239頁，280元
我們的文學夢2／呂毓卿總編輯 

台北：上海銀行文教基金會，5月
，18開，262頁，非賣品

約今生／石德華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5月，25開
，261頁，320元
胡爾泰現代詩臆說—發現一個

詩人的桃花源／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5月，25開
，248頁，380元
跟著谷崎潤一郎遊京阪神：唯美

‧頹廢‧情欲／陳銘磻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67頁，320元
劉邦的團隊臉譜—警察出身的

第一位平民領袖／陳連禎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5月，

18開，317頁，350元
髻鬃花／葉國居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5月，25
開，253頁，280元
驚起卻回頭：邱坤良散文自選集

／邱坤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334頁，350元
你的早晨是什麼？一個插畫家的

日常見聞／王春子文、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25開
，216頁，350元
予歌集／予歌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160頁，180元
大動物園／何曼莊著 

新北：讀癮出版，6月，25開，304
頁，360元
大碗大匙呷飽未？—一定要

知道的台灣菜故事／陳玉箴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6月，25
開，221頁，320元
不流淚配方／吉爾邱著 

台北：煮鳥文明出版社，6月，

12.8×19cm，204頁，260元
文化小露台／韓良露著， 朱全

斌攝影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6月，18開
，357頁，360元
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

麼辛苦／郭強生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6月，18
開，300頁，330元
我心萬古心—我怎樣做學問／

黃永武著 

台北：三民書局，6月，25開，202
頁，220元
我的書店時光—尋找人與書的

靈魂交會／水瓶子著 

台北：文經出版社，6月，18開，

219頁，340元
我的新聞是這樣跑出來的—衝

撞第一現場的理性與感性／黃逸

卿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18開
，223頁，280元
走！我們去看風景／張玉芸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273頁
，320元
那些乘客教我的事／陳夏民著 

新北：凱特文化創意公司，6月，

32開，174頁，280元
花之器／陳淑瑤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6月，

25開，205頁，240元
勇敢做夢吧！—不走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厲害／吳沁婕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18開
，270頁，380元
時光幾何／張讓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6月，25開

，220頁，260元
祖居地‧部落‧人／沙力浪‧達

岌斯菲芝萊藍著 

台北：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

、山海文化雜誌社，6月，25開，

229頁，220元
除非我們尋找美麗／黃孫權著 

台北：寶瓶文化公司，6月，18開
，236頁，300元
從台灣進入西藏／蜀洪著 

新北：八八出版社，6月，25開，

198頁，380元
情書永遠不老—獻給所有的戀

人／喬桑著 

台北：致良出版社，6月，25開，

303頁，300元
第九味（10週年經典珍藏版）／

徐國能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25開
，253頁，260元
細味台中／劉書甫、蘇俐穎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6月，25開
，267頁，340元
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李志

銘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6月，

25開，327頁，360元
最後的二重唱／鍾麗珠、林伊祝

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312頁
，370元
亂世裡的南方智慧—老子／楊

照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新25
開，139頁，200元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Ⅱ／蔣

勳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25開
，223頁，300元
會憶‧頭城—馬丁的童年／黃

興芳繪著 

宜蘭：宜蘭縣史館，6月，18開，

139頁，210元
詩人不在，去抽菸了／徐國能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25開
，269頁，260元
歌物件／馬世芳著

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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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5cm，256頁，270元
誰幫我們撐住天空／小野著 

台北：究竟出版社，6月，25開，

256頁，290元
薪火：林華泰茶行老三的故事／

林秀全著 

台北：博客思出版社，6月，25開
，256頁，350元
鄉土之歌／黃豐隆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7月，

25開，363頁，250元
105號公路—泰緬邊境故事／

黃婷鈺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7月，18開
，221頁，299元
Guten Tug！你好，我家住在大海

上／葉麗萍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7月，18
開，285頁，340元
人生百忍／吳東權著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7月，25開
，315頁，300元
三都追夢酒／阿盛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61頁，300元
黑手家書：父子斷崖／陳秋見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7月，25開
，312頁，320元
王鼎鈞書話／隱地編 

台北：爾雅出版社，7月，25開，

291頁，320元
世事蹉跎成白首／孫震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37頁，250元
古道拾遺／卜一著 

台北：釀出版，7月，25開，297頁
，360元
永遠的百合—古能豪手抄紀念

文集／古能豪著 

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7月，25
開，192頁，1000元
回娘家曬太陽／鄭麗卿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7月，25開
，202頁，230元
花城新色—新社的故事／古蒙

仁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7月，18開
，222頁，350元

盛夏的事／林俊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25開，243頁，270元
眼淚是灰燼裡的鑽石：愛後即焚

—戀人的最高機密檔案／吳若

權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27頁，299元
結拜—我的青春追想曲／張瑞

昌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25開，213頁，240元
雄辯時代的鬥士—孟子／楊照

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7月，新25
開，186頁，240元
黑手情書：迷棋／陳秋見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7月，25開
，319頁，320元
跟著坂本龍馬晃九州—浪漫‧

傳奇‧英雄／陳銘磻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7月，25
開，280頁，320元
台灣畫家梁奕焚／梁奕焚文、圖

，林明德編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7月，25開
，301頁，380元
遠足／徐樂眉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7月，

18開，269頁，320元
遠颺的風華—在北美涵泳中華

文化的精采人物／趙俊邁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7月，25
開，280頁，300元
編輯到底在幹嘛？—企劃、選

題、行銷、通路、電子書全都得

會／王乾任著 

台北：釀出版，7月，25開，466頁
，390元
導演的人生筆記—光影背後的

感動與追尋／蕭菊貞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31頁，300元
哦NO！不要跟我去旅行／苦苓

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56頁，280元

在遠方相遇Wish You Were Here／

陳德政著 

新北：大家出版，7月，25開，306
頁，360元
米盎‧微文字／米盎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7月，25開
，266頁，300元
軍在前哨／楊政峰著 

高雄：楊政峰，7月，16.5×23.6cm
，172頁，250元
時間‧空間‧人間：閒思書簡／

李明宗著 

新北：康德出版社，7月，25開，

358頁，300元
耐冬／戴玉珍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7月，25開
，128頁，160元
一定會幸福2：愛的圓舞曲／小

熊老師主編 

新北：聯合報編輯部，8月，25開
，238頁，250元
幻事錄—伊格言的現小說經典

16講／伊格言著 

新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52頁，310元
台灣小吃行腳／舒國治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8月，

25開，254頁，320元
回眸／胡坤仲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8月，

25開，207頁，250元
好潮的夢：快意慢活《幽夢影》

／張曼娟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8月，25開
，272頁，320元
竹籬、長巷與麵疙瘩—高雄三

軍眷村憶往／劉治萍、繆正西合

著，郭聖華圖 

台北：釀出版，8月，25開，246頁
，300元
和諧人生（全新修訂版）／林良

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8月，25開
，271頁，280元
油菜花的春天／吳如明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256頁，300元
金門‧人家‧故事／張愛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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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華成圖書出版公司，8月，

25開，256頁，280元
阿魚的鄉思組曲／顏國民著 

台北：大元書局，8月，25開，284
頁，300元
故事的開始（新版）／幾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8月，

20×15cm，271頁，380元
故事團團轉／幾米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8月，

20×15cm，271頁，380元
浯鄉歲月／王先正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8月，

25開，264頁，320元
寂境—看見郭英聲／郭英聲著

，黃麗群採訪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8月，

25開，303頁，450元
稀遊記—三個人‧三種旅行／

楊照、馬家輝、胡洪俠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8月，18開
，319頁，360元
感覺有點奢侈的事／黃麗群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32開，

259頁，280元
詩、生命及其不滿—范揚松×

鍾寧訪談錄／范揚松著 

台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8
月，25開，303頁，300元
路過的味道／楊明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8月，25開
，186頁，230元
酸甜江南／楊明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8月，25開
，186頁，230元
彈塗時光／楊美紅著 

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220頁，300元
遺落的沉思—古能豪手抄紀念

文集／古能豪著 

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8月，25
開，211頁，1000元
謝謝你的愛—懷恩文學獎得獎

作品選／懷恩文學獎得主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8月，25開
，244頁，260元
A贏的地味／顏艾琳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9月，

25開，203頁，260元
天地吟—雲霞文集／雲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9月，

25開，268頁，340元
文學波瀾—府城講壇2013／

王正方等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9月，25
開，223頁，200元
文學探針—九場講座‧九個文

學發展現象／林佩蓉、童韋詠編

撰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9月，25
開，201頁，200元
休書—我的台南戶外寫作生活

／楊富閔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221頁，280元
朵朵小語—你就是美麗的小宇

宙／朵朵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9月，

25開，159頁，280元
府城街角的哲學香—大學教授

的鐵馬咖啡攤日記／謝青龍著 

新北：大眾國際書局，9月，25開
，255頁，320元
看／袁瓊瓊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9月，25開
，318頁，340元
重看民國人物—從張愛玲到杜

月笙／蔡登山著 

台北：獨立作家，9月，18開，306
頁，380元
書店本事—在地圖上閃耀的閱

讀星空／郭怡青採訪撰稿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9月，18開
，295頁，390元
曹俊彥的青澀歲月—青春正飛

揚的年少求學時光／曹俊彥文、

圖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9月，32
開，255頁，280元
第一屆愛的行動文學獎作品集／

韋瑋主編 

台北：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9月
，25開，185頁，非賣品

這個‧世界‧怪怪的／許亞歷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9月，25開
，293頁，330元

這國，這島，這城—你意想不

到的印度尼西亞／杜昭瑩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9月，

25開，334頁，360元
麻雀樹／鍾怡雯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37頁，280元
循循膳誘／朱振藩著 

台北：龍時代，9月，25開，313頁
，300元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Ⅲ／蔣

勳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9月，25開
，223頁，300元
寧視／田威寧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9月，25開
，230頁，250元
漢寶德—境象風雲‧寫藝人生

／漢寶德著 

新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公司，9
月，25.7×18cm，335頁，650元
本文作者為國寶級白目2：白目

自白／馮光遠著 

新北：我們出版，9月，25開，256
頁，280元
八芝蘭‧天玉齋隨筆／曹賜固、

曹永洋著 

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0月，25開
，262頁，300元
今天：366天，每天打開一道門

／郝廣才著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1088頁，990元
文化與文創／漢寶德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25開
，213頁，250元
且以空杯默對繁華／老范行軍著 

新北：華夏出版公司，10月，25開
，281頁，280元
冬夜繁星—古典音樂與唱片札

記／周志文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25開，268頁，280元
只有青春唱不停—吳志寧的音

樂、成長與阿爸／吳志寧、吳晟

、林葦芸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10月，25開
，235頁，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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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向陽主編 

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10
月，18開，317頁，350元
地方回憶錄／黃小黛著，李檬圖 

台北：凱特文化公司，10月，25開
，351頁，320元
我旅遊，我寫作，我好像擁有全

世界—享受快意銀髮人生／李

啟華著 

台北：佳魁資訊，10月，18開，

210頁，360元
李昂的獨嘉美食／李昂著 

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143頁，350元
良露家之味／韓良露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0月，

18開，214頁，320元
味無味集／楊子葆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0月，25開
，201頁，280元
玩詩練功房／林德俊著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219頁，250元
原諒，為什麼這麼痛？／廖輝英

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24頁，260元
留法舊事／李在敬著 

台北：獨立作家，10月，25開，

262頁，320元
紙上放映—探看台灣導演本事

／王昀燕主編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0月，18開
，415頁，450元
聆聽時光散文集／黃海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01頁，160元
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林佩穎、

李怡志著、圖 

新北：無限出版，10月，25開，

260頁，300元
越界後，眾聲喧嘩—北美文學

新視界／姚嘉為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0月，25開，

225頁，250元
黃河給青年的信散文集／黃河著 

台北：蒼璧出版公司，10月，

16.5×23cm，232頁，300元

黃河談禮教散文集／黃河著 

台北：蒼璧出版公司，10月，

16.5×23cm，224頁，280元
詩人‧論家的一天／創世紀詩雜

誌社主編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0月，16開
，294頁，450元
樂之本事／焦元溥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

19×14.5cm，311頁，550元
樂齡，今日關鍵字／劉靜娟著、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39頁，280元
蕭紅、徐志摩、朱自清等21位

五四文青羅曼史／蔡登山著 

台北：釀出版，10月，25開，302
頁，360元
斷電　走路　閉嘴（三場生命實

驗）／徐正雄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37頁，180元
雜貨商的兒女／洪玉芬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0月，

25開，235頁，260元
寶貝小禮物：曹俊彥的私房珍藏

×手繪圖文／曹俊彥文、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0月，

17×23cm，192頁，350元
丹裡的肖像／吳松明著 

新北：我們出版，11月，18開，

252頁，330元
每一次出發，都在找回自己／吳

若權著 

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225頁，320元
庖廚食光／宇文正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1月，25開
，263頁，330元
花開最末／梁寒衣著 

台北：香海文化公司，11月，18開
，303頁，300元
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單德興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1月，18開
，444頁，399元
客在他鄉／梁秀菊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56頁，200元
客家妹仔个心腹聲／梁純綉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00頁，200元
流浪西貢一百天／廖雲章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1月，25開
，250頁，330元
看電影的人A Moviegoer／詹正德

著 

台北：有河book、一人出版社，11
月，18開，543頁，500元
負劍的少年／宇文正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11月，25開
，283頁，330元
晒T恤／鴻鴻著， 李憲章攝影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1月，18
開，187頁，320元
紙上行旅的移動風景—六十種

台灣觀察的進行式／鄧彧著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135頁，280元
草原之歌／藍晶著 

台北：釀出版，11月，25開，182
頁，230元
彩繪風城芝加哥／楊美玲著 

台北：釀出版，11月，18開，173
頁，350元
鄉愁與流浪的行板／向明等著 

台北：中華文化總會，11月，18開
，284頁，非賣品

遊樂之心—打開耳朵聽音樂／

楊照著 

台北：遠見天下出版公司，11月，

25開，284頁，320元
塵土上的陽光—海軍左營眷村

憶往／駱雄華著 

台北：獨立作家，11月，25開，

302頁，360元
寫作其實並不難—凝眸光與暗

，寫出虛與實／廖玉蕙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1月，

25開，303頁，320元
蔬醒／鄧美玲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11月，25開
，197頁，280元
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

／吳俞萱著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11月，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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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頁，300元
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馬森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177頁，230元
不在他方／陳綺貞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25開，318頁，380元
父親這回事：我們的迷惘與驚奇

／黃哲斌著 

台北：圓神出版社，11月，25開，

252頁，280元
想種一株花樹 ／張修蓉著  

台北：張婕，11月，25開，335頁
，280元
樂活在天地節奏中：過好日的

二十四節氣生活美學／韓良露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11月，25開
，368頁，360元
小呆的一生／人二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25開
，152頁，200元
文學記遊‧南投文藝作家散策6

：南投縣文學藝術旅遊書／游守

中總編輯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0×20cm，241頁，350元
文學‧曝光：2012‧2013年新

聞稿彙編／左美雲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19×26cm，200元
父親的手提箱—白色歲月裡的

生命故事／郭漢辰、翁禎霞著 

屏東：屏東縣政府，12月，25開，

207頁，280元
父親的遺物—陳長慶散文集／

陳長慶著 

台北：釀出版，12月，25開，285
頁，360元
出版圈圈夢／隱地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12月，25開，

231頁，250元
台大心‧外文情：台大外文系

1964年班畢業50週年紀念文集

／余玉照主編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2月，25開
，320頁，320元
台灣現代文學有聲書‧散文卷／

竹科廣播公司編輯製作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

15×21cm，500元（影音）

四十歲，然後呢？／水瓶鯨魚著 

台北：啟動文化出版公司，12月，

25開，206頁，280元
未完成的追夢人／星光燦爛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2月，25開
，210頁，200元
亦俠亦狂一書生—夏志清先生

紀念文集／姚嘉為主編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2月，18
開，220頁，320元
回歸圓滿：：全球華文文學星雲

獎人間佛教散文得獎作品集（4

）／陳曜裕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168頁，200元
在晨光中，在月色裡，慢慢走／

謝玲玉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17×23cm，279頁，280元
多一公斤的旅程／劉湘吟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2月，25開
，267頁，320元
好時光／楊錦郁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25開，

238頁，280元
有家雜貨店／楊珮琪著  

台北：商訊文化事業公司，12月，

13×19cm，224頁，360元
我的肩上是風／馮平著 

台北：有鹿文化公司，12月，25開
，309頁，330元
我的學思歷程8／陳長文等著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2
月，25開，383頁，370元
我與世界失去了聯繫／柯帕著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12月，25開
，328頁，300元
李欣頻的時尚感官三部曲：情慾

料理×食物戀×戀物百科全書／

李欣頻著 

新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公司，12
月，16×20cm，512頁，1050元
東京暫停／黃雅歆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2月，25開
，203頁，250元
花言鳥語天地情／黃振裕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2月，

15.5×21.5 cm，268頁，200元
迎向明天的幸福劇本—練習擁

抱生命，愛自己也愛別人／蕭正

儀著 

台北：新銳文創，12月，25開，

243頁，300元
城市書寫—33位作家台中印象

／劉克襄等著 

台中：台中市政府新聞局，12月，

18開，183頁，250元
重訪耶路撒冷／許書寧文、圖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2月，

17×22cm，272頁，380元
啞謎道場之君自何處來／蔣曉雲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2月，

25開，315頁，320元
晚自習／張經宏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12月，32開，

238頁，260元
烹調記憶—做一道家常菜／須

文蔚、郭怡青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2月，18開
，263頁，360元
超越國界與階級的計謀全書—

戰國策／楊照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30開
，187頁，240元
感觀東亞／衣若芬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2月，25開
，283頁，320元
綠色沙漠：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報導文學得獎作品集（1）／蔡

適任、黃奕瀠、石麗東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200頁，290元
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

三一八運動事件簿／楊翠著 

台北：公共冊所，12月，25開，

287頁，350元
離奇料理／朱國珍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12月，25開
，256頁，320元
讀書放浪—藏書記憶與裝幀物

語／李志銘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18開
，245頁，3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