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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

孽子：貳零壹肆  劇場顯像／施

如芳著

台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2月，

25×25cm，162頁，400元
她得了雞蛋鬼恐懼症／陳瑱諭著 

台北：田園城市，6月，25開，232
頁，300元
女戲／許株綺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9月，

25開，237頁，300元
蝴蝶書：西夏旅館  劇場顯影／

魏瑛娟著

台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8月，

17×23cm，360頁，380元
鬼唱：戲曲劇本六種／吳明倫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4月，25開
，180頁，200元
第6屆蘭陽文學獎—歌仔戲劇

本卷／林紋守等著 

台北：女書文化公司，7月，25開
，256頁，250元
緋蝶／馮翊綱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9月，25開
，320頁，350元

傳記

小破車的一生—從紈絝子弟到

國中校長／程惠民著 

台北：要有光，2月，18開，435頁
，570元
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

二二八／白先勇、廖彥博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3月，

18開，409頁，450元
如歌年少‧孫越My Stage My 

Dream／孫越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月，25開
，312頁，350元
霞光璀璨：世紀名伶戴綺霞／徐

亞湘、高美瑜著

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月，

17×23cm，160頁，250元

四鬮庄的女兒—李涼的人生風

景／李涼口述，張美鳳著 

宜蘭：宜蘭縣史館，5月，18開，

372頁，250元
當聲音去流浪／于劍興著 

台北：南方家園文化公司，6月，

25開，366頁，360元
摯愛20年—我與葛瑞的同性婚

姻情史／許佑生著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6月，

25開，380頁，380元
破碎山河誰來補？—台灣抗日

先賢先烈傳／丘秀芷主編 

台北：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7月
，16開，303頁，500元
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修訂版

）／莫那能口述，劉孟宜錄音整

理，呂正惠編輯校訂 

台北：人間出版社，8月，25開，

296頁，300元
人與神—王唯編導影視生涯回

憶錄／王唯著 

台北：新銳文創，8月，25開，327
頁，390元
府城醫世情／洪淑美口述，吳妮

民、張輝潭撰稿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18開
，157頁，非賣品

林語堂生平小傳／岑丞丕、洪俊

彥著

台北：東吳大學、華藝學術出版社

，8月，12×20cm，83頁，250元
刀斧歲月—吳榮賜／郭晉銓著 

台北：新銳文創，9月，18開，140
頁，560元
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

台灣鄉愁／鈴木怜子著，邱慎譯 

台北：蔚藍文化公司，9月，25開
，216頁，300元
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

篇／賴淑娟、張美鳳訪談整理

宜蘭：宜蘭縣史館，11月，18開，

371頁，250元
黃金魚將‧撒母耳—魏德聖的

蟄伏與等待／魏德聖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1月，18開
，238頁，320元

杜潘芳格生命史／杜潘芳格口述

，藍建春訪問撰寫 

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12月，

16開，175頁，400元
金門當代藝術家2／吳奕正等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2月，20開
，203頁，300元
黃榮洛生命史／黃榮洛口述，彭

瑞金訪問撰寫 

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12月，

16開，215頁，400元
楊鏡汀生命史／楊鏡汀口述，彭

瑞金訪問撰寫 

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12月，

16開，183頁，400元

書信

留住末代書寫的身影—三月詩

會詩人往來書簡存集／陳福成編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8月，25開
，442頁，600元
愛情限時批／雨弦著

台北：釀出版，12月，25開，234
頁，300元

評論

台灣文學研究自省錄／呂正惠著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月，18開
，505頁，700元
擁擠的灰色愛情世界—「五四

女作家」小說之愛情書寫研究

1918-1936／楊雅琄著 

台北：要有光，1月，25開，348頁
，420元
生命意象的霍霍湧動—張默新

詩論評集／蕭蕭、羅文玲主編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

26×15cm，39頁，400元
張愛玲學續篇／高全之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4月，25開
，318頁，320元
散文隱地—隱地散文創作觀及

其實踐／林雪香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4月，25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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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頁，260元
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

初女作家小說研究／黃錦珠著 

台北：里仁書局，5月，25開，259
頁，500元
知識份子的存在與荒謬—錢鍾

書小說的主題思想／辛金順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25開，241頁，300元
台灣文學與中國童謠／龔顯宗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18
開，242頁，320元
國際魯迅研究‧輯二／黎活仁總

編輯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5月，

18開，289頁，390元
從魯迅文學醫人魂救國魂說起

—兼論中國新詩的精神重建／

陳福成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5月，25開
，174頁，260元
笠文論選Ⅰ—時代的見證／莫

渝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5月，25開，

415頁，400元
笠文論選Ⅱ—風格的建構／莫

渝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5月，25開，

389頁，400元
聚焦台灣—作家、媒介與文學

史的連結／洪淑苓主編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6
月，25開，417頁，500元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

龍瑛宗的文學軌跡／王惠珍著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6
月，25開，461頁，400元
懷念傅斯年／胡適等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6月，

25開，232頁，298元
考辨‧紀事‧憶述—台灣文學

史料集刊第四輯／許素蘭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8月，25
開，302頁，320元
非線文學論／蕭仁隆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8月，

17×22cm，456頁，620元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

想再認識（增訂版）／余英時著 

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

，8月，25開，320頁，300元
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兼談

越華戰爭詩作（1960年～1975

年）／方明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8月，25開，

222頁，390元
取書包，上學校—台灣傳統啟

蒙教材／黃震南著 

台北：獨立作家，9月，18開，266
頁，390元
台灣一九六○世代詩人論文集／

方群、陳謙主編 

台北：博揚文化公司，9月，25開
，479頁，500元
心境風景—國立台灣文學館館

員論文集刊2013-2014／陳秋伶

等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0月，25
開，192頁，200元
台灣中生代詩人兩岸論／傅天虹

、白靈主編 

台北：創世紀詩雜誌社，10月，25
開，355頁，420元
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出

操的回顧／呂靜怡著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0月，25開
，200頁，240元
創世紀60社慶論文集／蕭蕭主編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18
開，513頁，660元
喙講台語‧手寫台文：台語文的

台灣文學講座／蔣為文著 

台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10月，

19×26cm，376頁，330元
2014當代客家文學／黃子堯主

編 

新北：台灣客家筆會，11月，16開
，247頁，320元
二十世紀經典中文小說評析／劉

益州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20頁，260元
茉里鄉渡鳥—胡民祥台語文學

研究／陳金順著 

台南：島鄉台文工作室，11月，25

開，271頁，329元
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

的女同性愛欲／桑梓蘭著，王晴

鋒譯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1
月，18開，367頁，400元
殖民地與都市／郝譽翔等著，陳

芳明主編 

台北：政大出版社，11月，

15.5×23 cm，281頁，360元
綻放與凋謝—雨弦生死詩研究

／蔡淑真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1月，

25開，266頁，320元
大陸當代小說選論／陳碧月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34頁，280元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

定義（全新增訂版）／鄭毓瑜著 

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2月，25開
，444頁，460元
從「身體」到「世界」—晚清

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顏健富著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2
月，18開，313頁，32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1‧蘇雪林／陳昌明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547頁，56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2‧張深切／陳芳明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51頁，37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3‧劉吶鷗／康來新、許秦蓁編

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39頁，36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4‧謝冰瑩／周芬伶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23頁，43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5‧吳新榮／施懿琳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24頁，4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6‧郭水潭／林淇瀁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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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19頁，33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7‧陳紀瀅／應鳳凰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82頁，4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8‧巫永福／許俊雅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54頁，48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9‧王昶雄／許俊雅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61頁，38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0‧無名氏／陳信元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25頁，4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1‧吳魯芹／須文蔚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288頁，28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2‧鹿橋／張恆豪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43頁，3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3‧羅蘭／張瑞芬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96頁，41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4‧鍾梅音／王鈺婷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23頁，350元

兒童文學

大肚王國的故事／張秋鳳著 

台北：秀威少年，1月，25開，194
頁，230元
小東西／哲也著，林小杯等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月，25開
，108頁，230元
不對、不對／黃郁欽文、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月，

18.5×25cm，46頁，280元

月光三部曲Ⅱ：巨靈動員令／張

嘉驊著，葉羽桐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1月，25開
，256頁，280元
妖精森林／廖文毅著 

台北：秀威少年，1月，25開，200
頁，230元
屁屁超人5：屁屁超人與屁浮列

車尖叫號／林哲璋著，BO2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月，25開
，144頁，240元
快樂小學開學嘍！／王文華著，

BO2圖 

台北：康軒文教事業公司，1月，

17×21cm，80頁，250元
我的爸爸上電視了／花格子著，

王淑慧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24頁，260元
我要變成大富翁／林秀穗著，廖

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月，

25開，144頁，250元
沒有公雞怎麼辦／貓小小著，貓

魚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21×25cm
，40頁，280元
香蕉的祕密／許玲慧著，鄭淑芬

圖 

台北：青林國際出版公司，1月，

22.8×24.5cm，32頁，280元
動物大觀園／王文華著，蔡嘉驊

圖 

台北：康軒文教事業公司，1月，

17×21cm，80頁，250元
森林小學的七堂課／王文華著，

九子圖 

台北：康軒文教事業公司，1月，

17×21cm，80頁，250元
媽媽變魔術／童嘉文、圖 

台北：親子天下，1月，23×23cm
，32頁，270元
獨角仙爭霸戰／鄭宗弦著，

Seven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1月，

15×21cm，124頁，220元
大海想搬家／林加春 

台北：秀威少年，2月，25開，225

頁，270元
公園裡的大怪獸／林秀穗著，廖

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月，

25開，144頁，250元
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劉旭恭文

、圖 

台北：小典藏雜誌，2月，

22×24cm，42頁，280元
用點心學校5：香蕉不要皮／林

哲璋著，BO2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
月，25開，1446頁，250元
好吃，真好吃！／施政廷文、圖 

台北：台灣麥克集團，2月，

19×21cm，12頁，360元
紅色在唱歌／林世仁著，陳澄波

圖 

台北：小典藏雜誌，2月，

20.5×26cm，52頁，280元
神祕網友詐騙案／鄭宗弦著，

Seven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2月，25開
，128頁，220元
鬼強盜與大屎神／鄭宗弦著，陳

完玲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25開，

256頁，280元
野薑花的婚禮／牧也著，曹俊彥

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月，

20×17.5cm，75頁，250元
猴小孩／嚴淑女著，孫心瑜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2月，

18×20cm，408頁，270元
媽，我來看你了／李光福著，徐

建國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月，

25開，144頁，250元
爺爺的櫻花道／劉清彥著，曹俊

彥圖 

台北：道聲出版社，2月，

26.5×21.5cm，40頁，280元
劍獅祈福／劉如桂文、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2月，

28.5×21cm，36頁，250元
誰掉了一隻玻璃鞋？／王文華著

，麻三斤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