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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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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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開，262頁，300元
最後的二重唱／鍾麗珠、林伊祝

著 

台北：釀出版，6月，25開，304頁
，370元
明湖居詩歌集／鄭再發著 

新竹：清華大學，6月，25開，280
頁，280元
郊遊Stray Dogs／蔡明亮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7月，

18開，351頁，499元
遺憾先生遺憾的包裹掉進了遺憾

的海：黎煥雄劇場文字作品集／

黎煥雄著

台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7月，

15×21cm，716頁，600元
簪花男子—離畢華詩‧文‧畫

集／離畢華著 

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7月，

25開，331頁，380元
嚼字咬文—東吳大學第33屆雙

溪現代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刊／洪

鈺雯、莊凱婷主編 

台北：東吳大學，8月，25開，411
頁，300元
現代文學讀本／余淑瑛編著 

台北：新學林出版公司，8月，

17×23cm，288頁，350元
李國修編導演教室／黃致凱編著

台北：平安文化公司，9月，

17×23cm，328頁，399元
記憶紋身—楊平詩文選／楊平

著 

台北：唐山出版社，9月，25開，

417頁，450元
旅時／殷善培主編 

台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9月，

25開，221頁，240元 

2014年苗栗縣第17屆夢花文學

獎得獎作品專輯（一、二）／劉

火欽總編輯 

苗栗：苗栗縣政府，10月，25開，

396頁、253頁，300元、200元
第16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田飛鵬總編輯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0月，25開
，367頁，120元

彼岸：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黃金組‧舞台劇本組）

／林寬裕總編輯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15×21cm，265頁，200元
那天：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成人組‧青春組）／林

寬裕總編輯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0月，

15×21cm，353頁，280元
以筆為箸‧以墨為飲：桃園縣第

19屆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集／方

瑞楊等著 

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92頁，250元
書寫青春11—第11屆台積電

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

聯經編輯部編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25開
，319頁，280元
第6屆蘭陽文學獎—散文‧新

詩‧童話卷／陳文偉等著 

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51頁，200元
創世紀的創世紀—詩的照耀下

／周易正總編輯 

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10月，

24×19cm，172頁，300元
2014馬祖文學獎作品集：在馬

祖的地圖上／丁威仁等著 

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44頁，200元
103年第5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

獎得獎作品集／林志興總編輯

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1
月，17×23cm，268頁，300元
2014年新竹縣吳濁流文藝獎得

獎作品集：兒童文學‧散文／蔡

榮光總編輯

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27頁，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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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頁，160元
文字的宇宙—第17屆台大文學

獎作品集／沈冬主編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1

月，25開，443頁，420元
台北請再聽我說！—第14屆外

籍勞工詩文選集Poem Part XIV，

2014／陳惠琪等著

台北：台北市政府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11月，10.5×18cm，233頁，

239元
在嘉義市醒來：作家群詠，一座

城市的夢／鄭愁予等著

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142頁，350元
雨季未停：2014全國台灣文學

營創作獎得獎作品集／張育甄等

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1月，

25開，144頁，199元
浯鄉傳承—金門縣寫作協會15

周年紀念專輯／黃雅芬、傅仰添

總編輯

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1月，25開
，183頁，非賣品

迴路—103年高雄青年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高雄市立圖書館主

編

高雄：高雄市立圖書館，11月，25
開，363頁，300元
第16屆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社會組／顏美麗總編輯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273頁，200元
第16屆菊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國高中組／顏美麗總編輯

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199頁，200元
第4屆台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黃雍嘉等著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11月，

25開，517頁，200元
獻給旅行者365日—中華文化

佛教寶典（中文版）／蔡孟樺主

編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415頁，300元
第10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劉銓芝總編輯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2月，

15.5×22cm，312頁，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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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坑月霽：梅山現代文學步道作

家雅集／林沉默主編 

嘉義：嘉義縣政府，12月，

18×23.5cm287頁，420元
初熟的果子：2014後山文學獎

得獎作品專輯／陳安川總編輯 

台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12月
，25開，124頁，250元
第13屆大武山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徐芬春主編 

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12月，

25開，181頁，220元
第16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

品集／游守中總編輯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12月，

15.5×21.5cm，250頁，300元
2014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呂美親等著 

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5開，422頁，320元
2014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得獎作

品集／國立台灣文學館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118頁，120元

文學史料

永遠的愛：台語歌謠創作曲集／

鄭  明作詞，陳武雄作曲

高雄：春暉出版社，2月，25開，

82頁，350元
本事青春—台灣舊書風景展刊

／舊香居主編 

台北：舊香居，3月，29.7×19.4cm
，351頁，900元
穿越五條港：府城文學路線踏查

／覃子君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5月，25
開，63頁，120元
天涯猶有未歸兒：張達修漢詩白

色恐怖悲歌／張達修著，張淵盛

註解翻譯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164頁，250元
台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台

悲歌與渡子歌為例／黃菊芳著 

台北：南天書局，9月，25開，286

頁，400元
全台賦補遺／許俊雅、簡宗梧主

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0月，25
開，480頁，500元
全台賦補遺影像集／許俊雅、簡

宗梧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0月，25
開，367頁，500元
概說台灣客家勸世文／楊寶蓮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25
開，306頁，480元
固園文學史暨石暘睢庋藏史料圖

錄選／黃天橫、吳毓琪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200頁，250元
2013台灣文學年鑑／李瑞騰總

編輯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6
開，678頁，550元
柏莊詩草　藥帖—邱先甲、丘

逢甲、丘念台遺墨彙集／丘秀芷

主編 

台北：台灣抗日親屬協進會，12月
，29×21cm，231頁，600元
開天闢地—中國古典神話時代

及其類型／高有鵬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

25開，217頁，270元
全台詩31／施懿琳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598頁，400元
全台詩32／施懿琳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584頁，400元
全台詩33／施懿琳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556頁，400元
全台詩34／施懿琳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562頁，400元
全台詩35／施懿琳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1月，25
開，586頁，400元
捲籟軒黃笑園詩集／黃笑園著 

新北：黃笑園文學基金會，12月，

25開，363頁，500元

台灣古典詩選注4：戰爭與災異

／余美玲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25
開，851頁，500元
現代修辭教學／張春榮編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2月，18
開，345頁，3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