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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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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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螢火蟲出版社，2月，

17×23cm，112頁，220元
九歌102年童話選／王文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285頁，320元
小偷／王淑芬著，徐至宏圖 

台北：也是文創公司、巴巴文化，

3月，25開，201頁，280元
叫我第一名／林秀穗著，廖健宏

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3月，

25開，144頁，250元
我愛猴小孩／林柏廷文、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

20×20cm，36頁，250元
哈哈山的噴嚏王／林加春著 

台北：秀威少年，3月，25開，253
頁，250元
狼子傳說／廖文毅著 

台北：秀威少年，3月，25開，236
頁，270元
晨讀10分鐘：生涯探索故事集／

何琦瑜主編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3月，25開
，256頁，280元
猜一猜童話：快樂小學運動會／

顏志豪著，Amily Shen圖 

新北：小熊出版，3月，25開，128
頁，210元
猴塞雷的新工作／謝文賢著，葉

祐嘉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3月，25開
，176頁，250元
菜刀小子的陣頭夢／林哲璋著，

崔永嬿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3月，

17.5×20.2cm，112頁，250元
媽媽的座頭鯨／侯維玲著，王書

曼圖 

新北：小熊出版，3月，25開，160
頁，260元
愛說謊的小鸚鵡／鄭宗弦著，徐

建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25開，

72頁，140元
詩精靈的化妝舞會／林茵著，鄭

潔文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

20×17.5cm，92頁，250元
築夢飛翔—我的世界宇宙大／

莊淑靜編著，孫心瑜圖 

台北：女書文化公司，3月，

25×23cm，103頁，320元
飆球／李光福著，李長駿、

Cindy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25開，

208頁，250元
魔球隊長大決鬥／鄭宗弦著，康

宗仰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3月，25開
，112頁，220元
小東西2／哲也著，達姆等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4月，25開
，120頁，230元
功夫／湯姆牛文、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4月，

20.5×27.7cm，40頁，250元
古靈精怪動物園／林世仁著，達

姆等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4月，18開，

124頁，300元
失蹤的灰姑娘／蕭逸清著，嚕嚕

圖 

台北：康軒文教事業公司，4月，

17×21cm，80頁，240元
吉絲卡的願望／吉絲卡、簡慶東

口述，陳啟民、須文蔚寫作 

台北：秀威少年，4月，25開，119
頁，360元
你睡著了嗎？／邱承宗文、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4月，

22.7×29.6cm，48頁，320元
吹泡泡—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童

詩作品集／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編 

台北：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管理委員

會，4月，25開，96頁，180元
真情蘋果派／管家琪著，左萱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4月，

15×21cm，208頁，220元
神跳牆‧卷一：初戰風禾島／顏

志豪著，阿咧先生圖 

台北：也是文創公司、巴巴文化，

4月，25開，359頁，320元
追光少年／林滿秋著，黃怡姿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4
月，25開，256頁，320元

渴望飛翔—林君鴻兒童文學獎

童話作品集／林君鴻兒童文學獎

編 

台北：林君鴻兒童文學獎管理委員

會，4月，25開，231頁，280元
媽祖的眼淚：三月瘋媽祖／李儀

婷著，陳盈帆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4月，

17.5×20.2cm，120頁，250元
小火龍5：小火龍大賽車／哲也

著，水腦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5月，25開
，128頁，230元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張友漁著

，薛慧瑩圖 

台北：也是文創公司、巴巴文化，

5月，25開，220頁，300元
肉包與鱷魚的許願祕笈／王淑芬

著，陳之婷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5月，25開，

176頁，260元
你想要一顆星星嗎？／方素珍著

，江書婷圖  

新北：上人文化事業公司，5月，

13.3×18.5cm，1頁，150元
咚咚咚／方素珍著，吳嘉鴻圖  

新北：上人文化事業公司，5月，

13.3×18.5cm，1頁，150元
阿里山迷霧精靈／鄭宗弦著，王

吉兒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5月，25開
，256頁，299元
曹俊彥的楊喚童話詩畫—楊喚

逝世60週年紀念版／楊喚著，曹

俊彥圖 

新北：小熊出版，5月，18開，105
頁，280元
愉快人間：名家的56篇感人勵

志、優美文章／曾永義等著，

六十九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5月，25開，

2406頁，250元
雲娃娃／蘇善著 

台北：秀威少年，6月，25開，228
頁，280元
兒童戲劇教學實務／黃俊芳 

台北：新銳文創，6月，25開，346
頁，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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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話童年—窺探幼兒塗鴉文學

的奧秘／洪瓊君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6月，

25開，164頁，320元
童話詩跳格子／蘇善著，蔡靜江

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

20×17.5cm，103頁，250元
板凳奇兵／廖炳焜著，嚴凱信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256頁，270元
天使不回家／溫小平著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256頁，250元
哭泣的幽靈船／鄭宗弦著，林芷

蔚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6月，25開
，108頁，220元
老牛要出嫁／李赫著，吳佩蓁圖 

新北：狗狗圖書公司，6月，

18.5×23.5cm，104頁，200元
鴿子與靶機／陳正恩著，施佩吟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6月，25開，

128頁，230元
三隻小螞蟻／陳素宜著，林芬名

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6月，25開，

176頁，260元
小華麗在華麗小鎮／周芬伶著，

賴昀姿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25開，

176頁，260元
大師說故事：是誰在說悄悄話／

林良等著，貝果等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7月，25開，

176頁，250元
小樟樹／蔣家語著，陳志賢圖 

台北：水滴文化，7月，23 × 23.4 
cm，36頁，280元
天神幫幫忙2：黑熊爺爺忘記了

／子魚著，張惠媛圖 

新北：小熊出版，7月，25開，120
頁 ，220元
王子不愛睡美人／林秀穗著，廖

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144頁，250元

奶奶的鬼故事／黃文輝著，九子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7月，25開，

96頁，190元
向鬼王下戰帖：客家義民節／陳

素宜著，吉娜兒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7月，

17.5×20.2cm，120頁，250元
怪榴槤的鬼主意：頭城搶孤／陳

昇群著，南君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7月，

17.5×20.2cm，136頁，250元
林芳萍散文集1：屋簷上的祕密

／林芳萍著，謝祖華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7月，25開
，160頁，280元
甜蜜與憂傷／廖玉蕙、林芳妃主

編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24頁，250元
廁所幫少年偵探9：神祕鑰匙大

考驗／林佑儒著，姬淑賢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144頁，220元
童詩剪紙玩圈圈／林煥彰著，劉

韻竹剪紙創作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月，

21×25cm，144頁，280元
童話村的魔法紅茶／王家珍著，

鄭潔文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7月，25開，

216頁，280元
黑鮪魚的旅行／林滿秋著，孫心

瑜圖 

台北：青林國際出版公司，7月，

21×28cm，43頁，280元
想不到的畫／王文華著，王書曼

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7
月，25開，144頁，250元
愛哭公主／賴馬文、圖 

台北：親子天下，7月，25×26cm
，44頁，350元
綁架外星人／鄭宗弦著，林芷蔚

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7月，25開
，112頁，220元

藍鯨灣不能說的祕密：外星飛碟

炸便所／王文華著，鮪魚蛋餅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7月，

17×23cm，152頁，260元
不偷懶小學2：不可能奇蹟／林

哲璋著，BO2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8
月，25開，144頁，250元
正義超人不見了／林秀穗著，廖

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144頁，250元
我和阿布的狗日記／邱靖巧著，

劉彤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205頁，260元
我的爸爸是棒球／蕭逸清著，王

秋香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8月，25開，

144頁，250元
妹妹的新丁粄／鄭丞鈞著，蘇力

卡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204頁，260元
念力神功／施政廷文、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8月，25開，

96頁，190元
怪咖教室3：心理小學堂／王淑

芬著，余麗婷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8月，25開，

160頁，240元
怪博士與妙博士2：失敗啟示錄

／林世仁著，薛慧瑩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8月，25開
，140頁，260元
拯救邏輯大作戰：猜臉島歷險記

／林哲璋著，BO2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8月，25開
，128頁，220元
鬼遊戲／顏志豪著，徐銘宏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8月，

25開，176頁，260元
喀噠喀噠喀噠／林小杯文、圖 

台北：小典藏雜誌，8月，

21×26cm，36頁，280元
貓打嗝@搖尾河岸／侯維玲著，

唐唐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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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開，160頁，280元
藍鯨灣不能說的祕密：木瓜之城

抬魔神／王文華著，鮪魚蛋餅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8月，

17×23cm，152頁，260元
大象大象去郊遊／王文華著，

六十九圖 

台北：巴巴文化，9月，21×25cm
，56頁，280元
不要討厭我嘛！／王力芹著，羅

莎圖 

台北：秀威少年，9月，25開，186
頁，220元
地震拯救者／張英珉著，徐至宏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08頁，260元
安安別怕—林加春童話故事集

／林加春 

台北：秀威少年，9月，25開，138
頁，180元
奇想西遊記1：都是神仙惹的禍

／王文華著，TOBY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9月，

17×21cm，188頁，280元
奇想西遊記2：怪怪復仇者聯盟

／王文華著，TOBY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9月，

17×21cm，176頁，280元
狐說八道2：小心假猩猩／劉思

源著，九子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9
月，25開，144頁，250元
長了韻腳的馬：張嘉驊的經典押

韻童話／張嘉驊著 

台北：國語日報社，9月，25開，

200頁，280元
科學怪人的太空衣／林秀穗著，

廖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144頁，250元
就是要這麼麻吉／劉碧玲著，

Kai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192頁，260元
開心動物園3：小象小象不生氣

／周姚萍著，安妮王圖 

新北：小熊出版，9月，25開，72

頁 ，220元
雲豹抱抱／ 蕭逸清著，郭璧如

圖 

台北：康軒文教事業公司，9月，

17×21cm，120頁，250元
小壁虎頑皮故事集1：天外飛來

的小壁虎／岑澎維著，BO2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0月，25開
，120頁，230元
月牙兒／林加春著 

台北：秀威少年，10月，25開，

153頁，200元
月光三部曲Ⅲ：回家之路1947

／張嘉驊著，葉羽桐圖 

台北：四也出版公司，10月，25開
，288頁，299元
仙島小學1：桃花源大考驗／林

哲璋著，BO2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0月，25開
，144頁，250元
再見，神祕島／王華著，李月玲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再見黑西裝叔叔／林秀穗著，廖

健宏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144頁，250元
我的夢想：第一屆龍少年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龍圖騰文化編輯部

主編 

台北：龍少年，10月，25開，281
頁，350元
奇想西遊記3：妖妖要吃唐僧肉

／王文華著，TOBY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0月，

17×21cm，172頁，280元
奇想西遊記4：神奇寶貝大進擊

／王文華著，TOBY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0月，

17×21cm，200頁，280元
虎井嶼的星光／賴瑩蓉著，吳嘉

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時光小學：爸爸，不住在我家／

王文華著，王秋香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0月，25開，

184頁，260元
啵啵菩薩／山鷹著，石佳莉圖 

台北：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10月，17×24 cm，96頁，250元
晨讀10分鐘：親情故事集／廖玉

蕙主編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0月，25開
，272頁，300元
童心‧夢想—兒童文學的想法

／林煥彰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0月，

25開，246頁，320元
激流三勇士／李潼著，曹泰容圖 

新北：小熊出版，10月，25開，

205頁 ，250元
338號養寵物／施養慧著，楊麗

玲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1月，25開，

176頁，260元
小紅，不一樣／孫晴峰著，黃怡

姿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1
月，25開，144頁，250元
小麻煩／林世仁著，黃祈嘉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1
月，25開，256頁，320元
巴黎舅舅的餐桌／魏柔宜著，尤

淑瑜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1月，25開
，136頁，280元
田家兒女／傅林統著，曹俊彥圖 

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7×21cm，43頁，540元
再見小童／林世仁著，南君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1月，

17×21cm，196頁，280元
成語運動會之生肖成語來報到／

王家珍著，鄭潔文圖 

台北：巴巴文化，11月，

17×21.5cm，248頁，300元
我自己可以／林柏廷文、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1月，

20×20cm，36頁，250元
我家妹妹最愛花／王麗琴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30頁，200元
芭嗡／陳晉卿編撰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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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21cm，45頁，200元
客語童詩創作集／廖淑萍、林美

雲、范玉桂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35頁，200元
航夢少年／玻璃鰻著 

台北：秀威少年，11月，25開，

254頁，280元
喝了會笑的茶／劉嘉琪著，謝佑

麗圖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0開，

49頁，200元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1：顛倒巫

婆大作戰／陳沛慈著，金角銀角

圖 

台北：天下雜誌公司，12月，25開
，112頁，230元
山那邊／林煥彰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0開，45頁，260元
佐諾的夏天／周淑琴著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2月，

13×19cm，152頁，280元
貝拉與莫樂多飛向未來城／陳始

暢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194頁，260元
拐杖狗／李如青文、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

21×29.5cm，56頁，300元
枕頭山／李潼著，祝建太改寫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0開，45頁，260元
林芳萍散文集2：走進弟弟山／

林芳萍著，謝祖華圖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12月，

25開，167頁，280元
思想貓的私房英國旅記／桂文亞

著，Soupy Tang（湯舒皮）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2月，25開，

200頁，300元
思想貓的英國學堂手記／桂文亞

著，Soupy Tang（湯舒皮）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2月，25開，

200頁，300元
喜歡安靜的阿泥／任小霞等著 

台北：國語日報社，12月，25開，

224頁，280元

遇見心中的一條河／林煥彰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月，

20開，44頁，260元
綺麗人生—張李德和的故事／

陳岱華著，羅方君圖 

嘉義：嘉義市政府，12月，

29.7×21cm，31頁，250元
數學考卷失竊案／鄭宗弦著，

Seven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12月，

15×21cm，112頁，220元
蔬菜的島／黃惠鈴著，郭金昇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

21.5×30cm，40頁，280元
黏不拉嘰王子／徐瑞蓮著，徐建

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2月，

19.5×20.5cm，72頁，140元

合集

傲骨／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編 

屏東：大武山文學創作協會，1月
，25開，221頁，200元
彰化縣第10屆台語文學創作比賽

優勝作品專輯／楊振裕等編輯 

彰化：彰化縣政府，1月，

29.7×21cm，183頁，非賣品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大邱文集／

大邱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月，

25開，290頁，360元
第26屆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陳韋任等著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1月，164頁，280元
並蒂詩香／徐世澤等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月，25
開，438頁，580元
食色巴黎／林郁庭著 

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月，25開
，219頁，270元
笑容掛著眼淚—紀念史紫忱教

授百歲冥誕／李瑞騰、林世榮主

編 

台北：釀出版，2月，25開，276頁
，300元

第9屆林榮三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孫梓評編輯 

新北：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2
月，25開，337頁，非賣品

許地山作品選／許地山著，陳萬

益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22頁，250元
漁父編年詩文集／王三慶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

25開，254頁，250元
二十歲的習作（上、下）—古

能豪手抄文集／古能豪著 

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4月，25
開，183、185頁，1000元
二十歲的習作‧補遺—古能豪

手抄文集／古能豪著 

高雄：宏文館圖書公司，4月，25
開，184頁，1000元
第16屆台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屠佳等著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4月，

18開，434頁，280元
第7屆阿公店溪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蔡文章主編 

高雄：高雄市岡山大專青年協會，

4月，16開，229頁，非賣品

黑人文學研究先驅—楊昌溪文

存（上、下）／楊昌溪著，韓 

、楊筱堃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4月，

18開，337、214頁，440、280元
永遠的懷念‧時代的鼓手—陳

千武紀念文集／羅浪等著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5月，

18開，250頁，300元
情采飛揚—第3屆台中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跳舞鯨魚等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5月，

25開，501頁，350元
第2屆許昭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文學台灣基金會編

高雄：春暉出版社，5月，25開，

157頁，200元
潘人木作品精選集／潘人木著，

應鳳凰編選 

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公司，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