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作品分類選目／小說 197

新活水
2月（52期）

蕭英鴻　說故事的人　文學作家的社會實踐—黃春

明　20�25
劉小玲　漫遊城市的老靈魂—朱天心　42�45
4月（53期）

劉小玲　冰山下的沉靜與騷動—鄭清文　12�15
6月（54期）

劉小玲　從游世到濟世的詩人—鄭愁予　10�13
8月（55期）

劉小玲　在雲吞城市裡的紅燜廚娘—蔡珠兒　12�15
12月（57期）

劉小玲　敲一聲鑼，等待果陀—劉大任　36�39

鹽分地帶文學
2月（50期）

李欽賢　繪台灣土地傳記—李欽賢自述鐵道人生　

30�43
4月（51期）

李欽賢　繪本的旗手—鄭明進　27�39
12月（55期）

向　陽　被時代遺忘的詩人郭水潭　14�19

小說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25期）

費　瀅　東課樓經變　48�109
馬恒臻　玻璃花　112�176
楊君寧　Bon Jour　178�239
2月（126期）

王定國　素面相見；有染　80�83；84�87
孟東籬　愛渴　130�137
葛浩文，劉紹銘譯　不見了、天曉得、境界　141�144
張國立　2013向1993的漫長告別　186�193
3月（127期）

駱以軍　女兒　60�80
王定國　蝴蝶、素人　84�91
劉大任　下坡路、告白、撲克　138�149
黃翰荻　第一間房子　168�171
蘇偉貞　同期—以此贈別　172�193
4月（128期）

王定國　六月下午的家、逆草　102�109
上官鼎　王道劍　144�154
梁詠詠　啞女　180�185
周芬伶　巨象與花　190�200

5月（129期）

藍博洲　台北戀人　50�65
王定國　本壘、無曲　78�85
張　翎　陣痛：逃產篇　134�144
陳以庭　一半　168�173
葛　亮　問米　178�192
6月（130期）

黃錦樹　祝福；父親的笑　44�54；55�67
王定國　春子、飛機　84�92
劉大任　懸崖　138�141
李牧耘　當掉那個台北人　152�163
尉天驄　到梵林墩去的人　166�169
蔣曉雲　小樓寒　174�188
7月（131期）

王定國　買、妹妹　98�106
劉大任　感恩節　166�169
李蘄寬　那計程車司機正講著電話　170�175
黃錦樹　欠缺　176�187
8月（132期）

王定國　女湯、老樣子　80�88
劉大任　聖誕樹　162�165
董宛君　高塔　170�175
駱以軍　那一夜　176�187
9月（133期）

游勝輝　結局路上　178�181
10月（134期）

張育甄　雨日　138�142
黃翰荻　兩隻兔子的一日　150�154
劉大任　紅包　170�173
林芳儀　毛　174�178
王定國　雨中的母親　180�187
11月（135期）

劉大任　電郵上的祖國；春耕　180�183；184�187
楊　渡　燃燒的小村　188�211
12月（136期）

劉大任　土與；人與天　166�169；170�173
顏忠賢　沉船……鄭和的第一個惡夢　178�187

九彎十八拐
7月（56期）

張耀仁　夢見魚的女人　25�28

文訊
2月（340期）

張俐璇　謫仙記　124�133
蔡岳宏　沙發　134�143
3月（341期）

高鳳池　橋下　2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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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42期）

楊杏秀　昨暝玉山落雪　152�159
伊　犁　髮　244�245
5月（343期）

始　平　娘心已碎　214�215
6月（344期）

邵　僩　鐘　216�217
8月（346期）

張子慧　一個平常的日子　131�135
古　渡　延廷阿哥　193�197
9月（347期）

陳蒼多　母與子　188�189
11月（349期）

畢　璞　生日快樂　181�184

文學台灣
1月（79期）

葉宣哲　臨床二三事　140�144
鍾逸人　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7）　145�162
邱怡青　落燕　163�183
4月（80期）

葉宣哲　診療室物語（極短篇）　137�139
李　喬　情世界—回到未來（1）　140�186
鍾逸人　二戰末期的台灣人醫生（8）　187�228
小　濤　東沙少年　229�242
4月（80期）

賴慧娜　山城情緣　243�259
7月（81期）

鄭清文　任乃蓉　119�155
李　喬　情世界—回到未來（2）　156�179
小　濤　東沙少年　180�188
10月（82期）

牛　蹲　土牛溝的傳奇時光　128�152
李　喬　情世界—回到未來（3）　153�182

文學客家
3月（16期）

李得福　 个腳底無掀分你等看　67�78
6月（17期）

韋正鴻　掛紙　52�68
廖蕎琳　叔公太个日本婆　69�84
賴貴珍　無言个愛戀　85�93
9月（18期）

吳餘鎬　老叔愛盡盅　85�91
鄭一笑　麻辣煲　92�106
12月（19期）

彭歲玲　街路人生　53�85
羅秀玲　孽　86�99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38期）

李淑貞　青春ê肉體（2）　39�41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3）　42�45
2月（239期）

李淑貞　青春ê肉體（3）　41�43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4）　44�45
3月（240期）

李淑貞　青春ê肉體（4）　40�42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5）　43�45
4月（241期）

李淑貞　青春ê肉體（5）　41�42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6）　43�45
5月（242期）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7）　41�45
6月（243期）

灰　灰　無言ê結局（1）　30�31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8）　43�45
7月（244期）

灰　灰　無言ê結局（2）　14�16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19）　43�45
8月（245期）

灰　灰　無言ê結局（3）　9�11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20）　43�45
9月（246期）

灰　灰　無言ê結局（4）　7�9
賴朝和　徛起（1）　39�42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21）　43�45
10月（247期）

賴朝和　徛起（2）　41�42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22）　43�45
11月（248期）

Voyu Taokara Lâu　補搭（1）　35�39
賴朝和　徛起（3）　41�42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23）　43�45
12月（249期）

Voyu Taokara Lâu　補搭（2）　35�39
賴朝和　徛起（4）　40�41
黃文宏　轉（tńg）來米雅部落（24）　42�45

台文戰線
1月（33號）

胡民祥　舞魂歸來的路草　95�126
凃妙沂　癩哥狗　127�129
胡長松　旋轉的人（9）　130�144
崔根源　超渡（2）　145�165
4月（34號）

胡民祥　明信片；聽著哮聲；唔定天公疼戇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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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63；64�74
林美麗　阿妲的手摺簿　139�156
陳金順　冬雪　157�167
胡長松　旋轉的人（10）　168�180
崔根源　超渡（3）　181�204
7月（35號）

劉承賢　年球　130�155
胡長松　旋轉的人（11）　156�183
崔根源　超渡（4）　184�205
10月（36號）

胡長松　旋轉的人（12）　41�51
崔根源　超渡（5）　52�67
胡民祥　一對袖扣　102�165
林美麗　八卦紅之心　166�188
胡長松　夢中遠遠的城市　189�190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9期）

李　秀　歧路—婚外故事　201�208
陳金順　野球謎　209�231
5月（10期）

黃文俊　證據　174�191
李　秀　無邊三角型—婚外故事　192�199
8月（11期）

吳南圖　情字這條路　186�196
藍春瑞　怨妒　197�222
11月（12期）

陳正雄　接跤仔　188�207
吳嘉芬　磨仔心　爸母情　208�214

台語教育報
2月（35期）

王薈雯　天堂，掛號（4）　A7
6月（37期）

S  A�kî　游泳池人生（1）　A6

台灣文藝
4月（第2年第1號）

丁榮林　活命ê火把　59�66
10月（第2年第2號）

陳　雷　最後ê甘蔗園　13�18
丁榮林　求職記　70�75
周定邦　Chhèng�siaⁿ　98�116
Abon　金魚　118�126

幼獅少年
1月（447期）

賴小禾　女生向前走4：不一樣的開始　32�38

2月（448期）

賴小禾　女生向前走5：奶奶與爸爸　32�38
3月（449期）

賴小禾　女生向前走（完）：女生向前走　32�38

幼獅文藝
1月（721期）

天狗熱　天狗熱　101�110
3月（723期）

林小萍　孤單的美國人　106�107
4月（724期）

林欣穎　落髮　94�105
魏斈穎　泡沫　107�117
安　邦　賓士計程車　119�125
5月（725期）

王　遲　盜菌　94�103
陳怡儒　最後，出名的那一個　105�115
呂柏亨　三片拼圖　117�126
6月（726期）

張曉雲　冰　93�102
旋轉木馬　致命倒數　105�113
洪碩鴻　獻給妳永恆　116�124
7月（727期）

何　方　飛花　82�87
何敬堯　噩夢犬　91�101
又　旋　早餐街　105�112
林十七　反骨三篇　116�122
8月（728期）

葉俊亞　妻閒　71
蘇柏儒　定時炸彈　96�101
蔡佳縈　輔導課　103�113
鄭　昀　公主病　116�125
9月（729期）

黃　詣　萬商泊　92�96
唐　墨　寒林之語　99�109
夕光醉　向南　111�116
學　測　蘑菇　118�125
10月（730期）

李亭漢　薛丁格的我　95�102
唐　墨　般若湯　105�113
康倩瑜　他們的背影　116�124
11月（731期）

黃　詣　搏兔曲　106�113
吳明倫　我的家庭失竊記　115�125
12月（732期）

洪碩鴻　我的房間　96�105
游善鈞　Frozen　107�117
莊志豪　隧道的另一端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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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文藝
1月（451期）

張耀仁　血的比賽　88�99
3月（452期）

張耀仁　死亡練習　65�72
吳鈞堯　祭蜀鹿　73�82
陳明克　某一個禮拜天　83�91
5月（453期）

廖鴻基　大島小島　63�74
馮　平　美國公寓　75�80
石堯安　隔閡　93�94
范芯瑜　墨鴞　95�97
7月（454期）

洪婕倪　捷仁騎著腳踏車回家　67�70
葉幸慈　錯位　71�73
蔡芳宜　海女　74�77
陳顥仁　社群　78�80
王妍凌　垮　81�83
林琬瑄　暗夜對峙　84�86
沈欣蘋　黑色瞳孔　87�89
李慈恩　它與他　90�92
9月（455期）

曾昭榕　入陣曲　78�92
葛愛華　分手的方式　93�94
簡均安　鞋　95�96
11月（456期）

黃秋芳　床母娘的愛（上）　62�70
張啟疆　招魂　71�82
陳明克　大山　83�95
曾珮禎　我在這裡　100�102
陳　葳　進化‧新人類　103�105

客家少年
5月（1期）

鍾理和　菸樓　48�56
鍾鐵民　阿憨伯　58�67
6月（2期）

龍瑛宗　蓮霧的庭院；燃燒的女人　52�65；66�69
7月（3期）

林鍾隆　粉拳；仙醫　50�59；60�67
8月（4期）

李　喬　阿妹伯；痴痴童年　46�57；58�63
10月（5期）

鍾延豪　高潭村人物誌　62�77
陳能翰　木菩薩　83

皇冠
2月（720期）

劉梓潔　你現在可以走了　375�381
胡晴舫　青春　382�388
愛　亞　有一種夢　389�391
韓良憶　遠方的酸辣湯　392�397
楊　甯　永恆的秘密任務　398�405
奈良富彌　海岸的紅寶石　406�415
文　旦　夢碎天涯　416�422
Sophie W　誰幸福？　423
方秋停　溫泉飯店　424�437
3月（721期）

楊月穎　交換　128�131
4月（722期）

御　我　終疆　32�49
周運之　喜宴囍事　80�87
5月（723期）

張　草　神仙　78�79
劉育志　二手書店　116�121
6月（724期）

張　草　三尺　78�79
hopeling　反差　226�230
天生凡骨　阿保的憂鬱與哀愁　231�236
7月（725期）

李雲橋　暗黑無光　32�46
8月（726期）

李雲橋　頭名會元　110�131
9月（727期）

李雲橋　我是小玲　76�99
10月（728期）

劉育志　魯棒的風流　111�114
劉梓潔　哆啦A夢　128�139
11月（729期）

劉梓潔　賴彩霞　80�101
玄　黃　那年，蝶年（上）　200�236
12月（730期）

劉梓潔　小兔　64�93
張　草　獅子的選擇　94�97
包小妹　阿怪　146�158
玄　黃　那年，蝶年（下）　186�236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45期）

李淑貞　長暝chhun夢　76�91
張淑柑　人生的十字路口　92�94
4月（148期）

歐‧亨利原著，葆光台譯　最後一片葉仔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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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1期）

李淑貞　咒讖　76�83
7月（151期）

蒲松齡原著，林麗黛台譯　屍變　86�89
9月（153期）

蒲松齡原著，林麗黛台譯　種梨仔　74�75
10月（154期）

毛美人　散步　74�82
10月（154期）

蒲松齡原著，林麗黛台譯　趙城虎　88�90

短篇小說
2月（11期）

黃錦樹　在馬六甲海峽　17�48
成英姝　只有我知道的末日　49�75
賀淑芳　十月　77�108
李芙萱　玻璃眼珠女孩　109�120
李彌彌　這麼理所當然噢　121�142
駱以軍　事件　181�195
顏忠賢　濕婆　197�209
胡淑雯　實習報告　211�224
陳　雪　迴旋曲　225�238
童偉格　事件　239�249
4月（12期）

蔡素芬　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　17�34
鍾文音　女兒老　35�53
臥　斧　橋下兄弟　55�82
吳億偉　蔣平　83�107
蔡宜玲　七日談　109�126
顏忠賢　黑池　157�171
胡淑雯　鏡子　173�182
陳　雪　版本　183�194
童偉格　虛構　195�206
駱以軍　神經病　207�232
6月（13期）

蘇偉貞　此曾在　9�34
李金蓮　消逝的照片　35�51
蔣亞妮　赴宴　52�66
陳柏言　罔市罔市　67�94
蘇怡禎　洗手台上的落葉　95�107
余柏蕎　鐵盒裡的黃色小鳥　109�124
胡淑雯　過去飄來的雨　167�181
陳　雪　代筆人　183�194
童偉格　系譜學　195�206
駱以軍　矮子　207�220
顏忠賢　害蟲　221�232
8月（14期）

馬　森　自殺的滋味　9�24

惟　得　鞠一個躬　25�39
江文瑜　心臟黑盒　41�66
楊　明　煙　67�90
徐念慈　紹興南街　91�104
邱敬瀚　父子　105�119
陳　雪　臉　167�179
童偉格　偶然　181�192
駱以軍　山洞　193�200
顏忠賢　公主　201�214
胡淑雯　名字　215�225
10月（15期）

郭強生　斷代　9�39
陳淑瑤　木下靜涯　41�57
伍淑賢　古古　59�75
劉梓潔　小芝　77�95
林念慈　迷途　97�110
彭　筠　老鼠不戀愛　111�127
童偉格　無人稱　133�145
駱以軍　弄丟的敘事者　147�155
顏忠賢　貓女們　157�169
胡淑雯　同學　171�181
陳　雪　玩偶之歌　183�195
黃錦樹　雨聲　197�211
盧郁佳　你的窗子開向月亮，還是沒有月亮的方向　

我擔心月亮來找你時，找得到你嗎　213�231
12月（16期）

黃錦樹　歸來　9�39
韓麗珠　外來者　41�66
黃資絜　上山　67�97
張怡微　而吃菠菜是無用的了　99�120
吳金龍　認真計畫　121�144
張蔚巍　黑夜以前　145�166
駱以軍　百合花　171�182
顏忠賢　待命　183�198
胡淑雯　沈默肌膚　199�207
陳　雪　我身上有種你看了會害怕的東西　209�220
童偉格　賭局　221�231

新文壇
7月（70期）

歐陽虹　龍吟劍　158�189

聯合文學
1月（351期）

蔡素芬　《星星都在說話》選摘　別冊　7�34
2月（352期）

鄭清文　作品選摘：〈大和撫子〉　48�49
甘耀明　作品選摘：〈殺鬼〉；《松羅森林》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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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冊　64�65；5�32
巴　代　作品選摘：〈笛鸛〉　82�83
袁瓊瓊　作品選摘：〈今生緣〉　100�101
謝育昀　碎時光　126�130
3月（353期）

翁智琦　打夜貓　128�133
胡晴舫　《懸浮》選摘　別冊　5�32
4月（354期）

吳敏顯　十一指　108�118
李　昂　《路邊甘蔗眾人啃》選摘　別冊　6�24
5月（355期）

黃崇凱　當我們談論瑞蒙‧卡佛，我們談些什麼　90�
102

黎紫書　《迷航之島》選摘—之二/加布里埃爾先生

　別冊　5�24
6月（356期）

林宜澐　《河岸花園了》三則選摘　別冊　8�28
8月（358期）

陳柏言　球形祖母　106�108
夏曼‧藍波安　《大海浮夢》選摘　別冊　7�28
12月（362期）

聞人悅閱　猴酷貓—一個遺落的童話　88�97
江玉菁　港口行　104�110

鹽分地帶文學
4月（51期）

陳　熒　藍星的故事　209�216
6月（52期）

李彥青　夢之花　193�205
8月（53期）

林文義　小說　98�105
心　岱　幻世浮生（4）　182�196
10月（54期）

心　岱　幻世浮生（5）　150�171
周梅春　秀雲　178�183
黃雍嘉　覺醒　189�206
12月（55期）

心　岱　幻世浮生（6）　106�132

古典詩詞

大海洋詩雜誌
7月（89期）

李　玉　詠古體新詩、崁詞祝願　85

中華詩壇
1月（73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惜詩緣　4�9
台北瀛社　防颱；冒雨尋詩；良心；風雨故人來　10�

12；12�14；14�17；17�18
天籟吟社　看見台灣；論墨　19�20；20�21
仰山吟社　會吟蘭邑入陽春；蘭陽冬景；學詩　22�

25；25�27；27�28
基隆市同復詩班　11、12月學員作品錄　29�30
以文吟社　冬日賞景；冬暖；冬至雅集　31�34；34�

35；35�36
苗栗縣國學會　苑裡藺草香；苗栗大閘蟹　37�41；42�

46
中國詩人文化會　埔心鄉鎮國宮興文弘道　47�53
台中市宗儒文化會　綠川文化紀節修儒學　54�55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56�57
寄漚詩社　冬至雅集　58�60
香草吟社　粉紅花道；水花（四唱）；詩詠大城；梅

雪（五唱）　61�63；63；64�66；66
興賢吟社　賀本社理事長巫漢增榮膺彰化縣國學研究

會第九屆理事長；漢增；法治；民主（一

唱）；詩眼　67�68；68�69；69�70；70�71；
71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食用油風波（首唱）；彰化市

小吃（次唱）　72�75；75�77
藍田詩學研究社　南投采風；星月（七唱）；敦親睦

鄰；藍田吟聲；筆花（一唱）；倫理　78�
79；79�80；80�81；81�82；82�83；83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84�85
登瀛詩社　102年度《冬日詩稿》　86�88
嘉義市詩學會　清明感懷；感懷（一唱）；慈恩；慈

愛（一唱）；粽香蟬聲；風吹馬尾千條線

（求凰格）；積善人家慶有餘（求凰格）　

89；90；90�91；91�92；92；92
樸雅吟社　黑心油風暴；黑心（一唱）；歲末感懷；

名字冠首　93�94；94；94�95；95
鯤瀛詩社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首唱）　96�104
玉山吟社　台南市玉山吟社復社十週年慶（首唱）；

懷林春永先生（次唱）　105�122；123�132
高雄市詩人協會　檢署監聽掀政事；黑心食品油　133�

134；134�135
蔡元直等　閒詠篇　136�142
3月（74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行己有恥　5�10
台北瀛社　冬至瀛社團敘；歲暮　11�14；14�16
松　社　垂綸愛水深；詩酒趣　17�18；18�19
基隆市復興詩班　賀王前老師榮獲第20屆全球中華文

化藝術（文藝）薪傳獎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