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 2014 台灣文學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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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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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吟社　陳公祖舜詞長哀榮錄　21�28
基隆市同復詩班　1、2月學員作品集　29�30
竹　社　春暖　31�33
以文吟社　馬年行大運；寒冬；慶元宵　34�36；36�

38；38�39
桃園縣竹林詩學研究會　詩詠桃園；馬到成功　40；

40�41
苗栗縣國學會　聖誕紅；公館福菜　42�47；47�51
中國詩人文化會　詠彰化縣名勝&埔心名產；劉金城追

悼詩聯　52�57；58�59
綠川漢詩研究學會　12月會員作品錄　60�62
寄漚詩社　寄漚詩錄　63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4�65
香草吟社　甲午年展望；馬年（六唱）；2014花在彰

化—費茲洛公園；春景（七唱）　66�67；
67�68；68�70；70

興賢吟社　癸巳興賢詩書畫輯；三絕（二唱）；暮

冬；玉山獎伴玉風花；圓婷（冠首）　71�
72；72�73；73；73�76；76

藍田書院　南投藍田書院榮登「台灣宗教百景」誌慶

　77�80
南投縣國學會　賞櫻　81�85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86�87
登瀛詩社　103年度《春日詩稿》　88�90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　國際獅子會台灣總會「重建倫

理、淨化人心」全國徵詩比賽　91�110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春日謁海清宮包公祖廟（首唱）

　111�117
樸雅吟社　迎春；迎春（一唱）　118；119
台南市國學會　一見雙雕（次唱）　120�126
玉山吟社　都閫府；小南海白鷺歸巢；虹橋攬勝　

127；128；129
高雄市詩人協會　覺醒；覺醒（冠首）；賀劉理事長

福麟八秩華誕；元旦雅集　130�131；131�
132；132�134；134�135

吳春景等　閒詠篇　136�140
5月（75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詠朱熹　5�10
台北瀛社　台灣的歷史人物；書法家（次唱）　11�

13；14�15
天籟吟社　春寒；太陽花學運　16�17；17�18
基隆市詩學會　蘭陽遊；詠農場　19；20�22
基隆市同復詩班　3、4月學員作品錄　23�24
文山吟社　台北文山社區大學創校15週年慶　25�26
以文吟社　林香美女士擔任社區大學校長誌慶；朱韻

婷小姐高中律師誌慶；尋芳；桐花祭　27�
28；28�30；30�31；31�32

桃園縣德林詩學研究會　暮春有感；待春雷　33�35；

35�36
苗栗縣國學會　客家文化饗宴（首唱）；頭份采風

（次唱）；苗栗（火旁）龍　37�41；41�44；
45�49

台中市宗儒文化會　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母親節　50�52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54�55
香草吟社　賀陳佳聲詞長榮膺本社第七屆理事長；佳

聲（冠首）；賀陳佳聲社長全家福書法展暨

詩書畫專輯出版；詩話（二唱）　56�58；
58；59�61；61

興賢吟社　春風詞筆；詞筆（二唱）；選舉年；賀彥

谷先生嘉苓小姐結婚誌慶；彥谷嘉苓（雙

格）　62�63；63�64；64；65�67；67�68
彰化縣詩學研究會　花壇元宵迎燈排；紅毛井　69�

72；72�74
藍田書院　台灣燈會在南投（次唱）；台灣燈會在南

投；花燈（分詠格）；生命力　75�77；77�
78；78�79；79

登瀛詩社　103年度《暮春詩稿》　80�82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83�84
南投縣國學會　種福田　85�88
雲林縣傳統詩學會　武術世家（次唱）　89�98
嘉義市詩學會　鳳凰花盛開；閉門推出窗前月；祥雲

罩地百花開；一代抗毒醫俠林杰樑；高熱

（首唱）　99�100；100�101；101；101�102；
103

樸雅吟社　敬賀林錦花社友高中嘉義縣國小校長甄試

　104�105
嘉義縣詩學研究會　嘉義縣詩學研究會紀蔡仙桃女士

哀榮錄　106
鯤瀛詩社、台南市國學會　馬到成功　107�109
高雄市詩人協會　甲午年人日團拜；人日（冠首）　

110�111；111�112
吳東源等　閒詠篇　113�119
7月（76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學運風潮　5�10
台北瀛社　為政以德（首唱）；非核家園（次唱）　

11�14；14�15
天籟吟社　落日（首唱）；吟詩有感（次唱）　16�

17；17�18
松　社　春興；新北投火車站回家重組喜賦；學運後

有作　19�21；21�22；22�23
基隆市同復詩班　5、6月學員作品錄　24�25
以文吟社　荷花；慶端陽；荔枝　26�29；29�30；30�31
德林詩學會　春日春懷；梅雨　32�33；33�34
象山孔廟　苗栗縣孔子廟象山書院修建竣工誌慶（首

唱）；象山書院重敲木鐸（次唱）　35�43；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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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國學會　卓蘭水果王國；三義木雕；後龍閩南

書院　51�53；53�58；58�62
綠川詩社　5月學員作品錄；6月學員作品錄　63�64；

64�65
台中市宗儒文化會　宗儒詩稿　66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7�68
興賢吟社　賀國立員林家商創校62周年校慶；賀本社

常務理事陳佳聲榮膺彰化香草吟社理事長　

69�71；71�74
香草吟社　二林小吃；夏蟬（三唱）；豔陽驟雨總成

災詩畫；雲雨（四唱）　75�77；77�78；78�
80；80

彰化縣詩學研究會　半線懷古；彰化微笑單車　81�
84；84�86

鹿谷道場　華嚴鹿谷賢首冠首聯（特唱）；自訂與活

動相關詩題（首唱）；謁大華嚴寺（次唱）

　87�88；89�91；91�93
藍田書院　路；吟詠（二唱）；養生；交通安全；品

評（三唱）；樂觀；加強倫理教育；清淡

（四唱）；露水　94�95；95�96；96；96�97；
97�98；98�99；99�100；100�101；101

寄漚詩社　寄漚詩稿　102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103
登瀛詩社　103年度《夏日詩稿》　104�106
南投縣國學會　賞螢　107�110
嘉義市詩學會　中秋望月；秋月（一唱）；光復節感

懷；雙十（一唱）　111�112；112�113；113�
114；114�115

樸雅吟社　外傘頂洲攬勝　116�117
玉山吟社　枕山風光；水火同源；山產市場　118；

119；119�120
高雄市詩人協會　春寒；太陽花學運；春日（二

唱）；農村夏景；農景（三唱）　121�122；
122�123；123�124；124�125；125

蔣夢龍等　閒詠篇　126�132
9月（77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詩人天職（首唱）；善業勵人

心（次唱）；捷運殺人省思　5�12；13�19；
20�25

台灣瀛社　潮流（首唱）；滌夏（次唱）　26�29；29�
31

天籟吟社　詠北投名勝　32�33
基隆市同復詩班　7、8月學員作品錄　34�35
澹　社　寒流；台灣教育省思　36�38；38�40
竹　社　秋訊　41�43
以文吟社　詩緣；避暑；秋老虎　44�47；47�48；48�49
德林詩學會　賞荷；美食　50�52；52�53
苗栗縣國學會　通宵海洋；火炎山　54�58；58�64

台中市宗儒文化會　宗儒文化會詩稿　65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6�67
香草吟社　第10屆王功漁火節；風景（五唱）；繽紛

產業耀二林；文義（六唱）　68�69；69�70；
70�72；73

興賢吟社　彰化縣中華粥會在大村；賀林劍鏢先生當

選興賢吟社社長；弔社友胡奕   大師仙逝　

74�75；75�78；78�79
藍田書院　吟詩樂；兵馬（五唱）；光陰；書香；星

月（六唱）；尊重　80�81；81�82；82；83�
84；84�85；85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86
登瀛詩社　103年度《秋日詩稿》　87�89
南投縣國學會　竹林消夏　90�94
樸雅吟社　北捷喋血感詠　95�96
高雄市詩人協會　學海；世界足球賽在巴西；氣爆凶

災；災難（四唱）　97�98；98�99；99�100；
100�101

蔣夢龍等　閒詠篇　102�113
11月（78期）

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　颱災空難　9�14
基隆市詩學研究會　食油風暴；選舉年　15�17；17�18
基隆市同復詩班　9、10月學員作品錄　19�20
龍山吟社　悼黃天賜詞長；苦熱　21�22；22�23
德林寺詩學會　冬日書懷；秋望；平安願　24�26；27�

28；28�29
以文吟社　朱啟泰顧問六一生日誌慶；孔誕雅集；台

灣光復節回顧　30�33；33�34；34�35
苗栗縣國學會　象山書院開詩學班；大湖法雲　36�

41；41�46
中國詩人文化會　儒道共揚風；遊台灣名勝（古蹟）

感懷&彰化縣內各地名產　47�54；54�59
太平鳥榕頭詩社　太平鳥榕頭詩稿　60�61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飲食難安；彰化扇形車庫　62�

65；65�67
彰化縣興賢吟社　高雄大爆炸後省思；子桑如吾友；

雁魚（冠首）　68�69；69�70；70
香草吟社　敬老省思；月詩（七唱）；詩詠埤頭；水

花（一唱）　71�73；73；73�76；76
藍田書院　南投特產；鐘鼓（七唱）；榮譽；染餿與

食安；輕重（一唱）；節儉　77�78；78；
79；79�81；81；81�82

寄漚詩社　寄漚詩稿　83
玉風樂府　玉風詩稿　85
登瀛詩社　103年度《暮秋詩稿》　86�88
南投縣國學會　祝南投縣國學研究會立案30年；食安

風暴　89�93；93�97
嘉義市詩學會　制止食品摻歪劣風；嘉義（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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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梅；聖賢（首唱）；策馬跨欄（難）；到

來（二唱）　98�99；99�100；100�101；101�
102；102�103；103

樸雅吟社　琴瑟和鳴　104�105
高雄市詩人協會　甲午年閏重陽；官民自律；甲午重

陽雅集；洪母黃老夫人哀榮錄　106�111；
111�113；113�114；115�117

吳中等　閒詠篇　118�123

客家
5月（287期）

李啟照　閒居愁情　點滴成佳句　73
6月（288期）

李啟照　遊長江　感觸多　78
10月（292期）

李啟照　閒居偶得　70

乾坤詩刊
1月（69期）

黃祖蔭　師竹齋吟稿　右翻4�5
張大春　大春詩稿　右翻6�7
陳子波　閒居雜詠　右翻8
吳榮富　飄鴻集　右翻9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9
陳冠甫　心月樓詩　右翻10
饒漢濱　松竹居詩稿　右翻10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11�12
劉清河　笠雲居詩稿　右翻13
黃鶴仁　光纖吟稿　右翻14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15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15
姚啟甲　啟甲詩鈔　右翻15
陳麗華　蘆馨詩草　右翻16
陳麗卿　麗卿詩鈔　右翻16
游振鏗　振鏗詩草　右翻17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17
林松喬　松喬詩鈔　右翻18
李孟哲　風櫳詩鈔　右翻18
楊永超　永超詩鈔；永超詞稿　右翻18；右翻25
胡爾泰　浮生雜詠　右翻19
普義南　義南詩鈔　右翻20
謝明輝　明輝詩鈔　右翻20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21
杜爽言　獨照室詩稿　右翻21
吳昌崙　昌崙詩鈔　右翻21
丁　山　丁山詩鈔　右翻22
李令計　令計詩鈔；令計詞稿　右翻24；右翻26�27
杜美華　懿真齋詞稿　右翻25

王　剛　王剛詞稿　右翻27
周　勇　周勇詞稿　右翻27
饒小康等　詠三國人物　右翻28�30
4月（70期）

黃祖蔭　師竹齋吟稿　右翻4
陳子波　閒居感詠　右翻5
張大春　大春詩稿　右翻6�7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8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9
黃天賜　天賜詩鈔　右翻10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11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11
陳冠甫　心月樓詩　右翻12
姚啟甲　啟甲詩鈔　右翻12
陳麗華　蘆馨詩草　右翻12
黃鶴仁　光纖吟稿　右翻13
胡爾泰　浮生雜詠　右翻14
李珮玉　雙清詩鈔　右翻15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15
饒漢濱　松竹居詩稿　右翻16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16
陳麗卿　麗卿詩鈔　右翻17
孫秀珠　南投竹枝詞　右翻17
李知灝　壯齋詩稿　右翻17
吳俊男　白雲齋詩稿　右翻18
李孟哲　風櫳詩鈔　右翻18
黃淑美　淑美詩鈔　右翻20
曾勝輝　勝輝詩鈔　右翻20
楊　滿　楊滿詩鈔　右翻20
席名彥　取映詩稿　右翻21
楊永可　秋日紀懷　右翻21
劉冠巖　孤月集　右翻21
李伯雲　白雲詩草　右翻21
丁　山　丁山詩選　右翻22
黃政海　漁都喬口組詩　右翻23
朱佛水　佛水詩鈔　右翻25
王景山　景山詩稿　右翻25
李　軍　李軍詩稿　右翻25
吳東晟　東城詩鈔　右翻25
杜美華　美華詞稿　右翻26
許又勻　又勻詞稿　右翻26
席名彥　取映詞稿　右翻26
楊建國　建國詞稿　右翻26
古自立等　南庄雅集　右翻27
吳昌崙等　詠歷代詩人　右翻28�29
7月（71期）

張大春　稀粥吟一題　悼周公夢蝶　32
普義南　采桑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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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爾泰　悼周老夢蝶（3首）；海濱的墓園；山水緣的

落日（外一首）　32�33；63；107
吳東晟　輓周公夢蝶　33
何興新　懷周公不已，遂衍為五律　33
徐世澤　竹唱風吟（外一首）　64
黃祖蔭　師竹齋吟稿　右翻4
陳子波　閒居感詠　右翻5
吳榮富　飄鴻集　右翻6�7
陳冠甫　心月樓詩　右翻7
張大春　大春詩稿；二巷詞　右翻8�9；右翻24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10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11�11
林松喬　松喬詩鈔　右翻12
黃天賜　天賜詩鈔　右翻12
李珮玉　雙清詩鈔　右翻13
許又勻　又勻詩稿　右翻13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14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14
饒小康　遣懷詩稿　右翻14
胡爾泰　浮生雜詠　右翻15
陳麗卿　麗卿詩鈔　右翻15
曾家麒　樂齋詩鈔　右翻16
林惠民　惠民詩鈔　右翻16
杜　瑜　餘齋詩稿　右翻17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17
李孟哲　風櫳詩鈔　右翻18
吳昌崙　昌崙詩鈔　右翻18
黃慧元　線上遊戲吟草　右翻18
簡龍昇　龍昇詩稿　右翻18�19
羅啟維　啟維詩稿　右翻19
林季潔　靜川詩鈔　右翻19
古　華　古華樂府　右翻20
丁　山　改革詩鈔　右翻21
羅金龍　金龍詩鈔；金龍詞稿　右翻22；右翻24
陳洪宜　青石軒吟草　右翻22
黃政海　政海詩鈔　右翻23
楊永超　永超詩鈔　右翻23
翟紅本　投之以桃　右翻23
杜美華　美華詞稿　右翻24
邱奕傑　奕傑詞稿　右翻24
張柏恩等　第4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得獎作品　

右翻25�28
曾家麒等　唐人傳奇　右翻29�30、右翻42
10月（72期）

黃祖蔭　師竹齋吟稿　右翻4�5
陳子波　閒居感詠　右翻6�7
張大春　二巷詩；二巷詞　右翻7�8；右翻24
吳雁門　瀛海集　右翻9

陳冠甫　心月樓詩；心月樓詞　右翻9；右翻25
許哲雄　哲雄詩鈔　右翻9
林正三　惜餘齋詩鈔　右翻10�11
林松喬　松喬詩鈔　右翻11
黃天賜　天賜詩鈔　右翻12
徐世澤　世澤詩草　右翻13
李德身　德身詩草　右翻13
許又勻　又勻詩稿　右翻14
饒小康　遣懷詩稿　右翻14
胡爾泰　浮生雜詠　右翻15
陳文銓　望安詩稿　右翻16
吳昌崙　昌崙詩鈔　右翻16
黃廖碧華　碧華詩鈔　右翻16
許以心　水送山迎師草　右翻17
尤錫輝　鹿江詩卒詩鈔　右翻17�18
詹培凱　培凱吟草　右翻18
楊竣富　南薰閣詩鈔　右翻19
楊永超　永超詩鈔；永超詞稿　右翻20；右翻25�26
丁　山　丁山詩鈔　右翻21
羅金龍　芙堂吟稿　右翻22、26
陳洪宜　青石軒吟草　右翻22
王　剛　王剛詩鈔　右翻22
李澤友　三峽行詠　右翻23
楊建國　建國詩鈔；建國詞稿　右翻23；右翻26
李伯雲　白雲詩草　右翻23
翟紅本　木秀於林　右翻24
谷彝香　彝香詞稿　右翻24
吳東晟　東晟樂府　右翻26
黃祖蔭等　甲午戰爭　右翻27�30

新文壇
7月（48期）

黃春旺　晚情　78
徐一飛　遊白石灣　78
海　歌　詩書吟唱樂　79
沈　立　倒掛國旗　79
丁　潁　虎與貓　80
黃冬悅　夏賞綠荷池　80
趙玄同　寶島台灣　115

彰化藝文
4月（63期）

彰化縣國學研究會　詩詠彰化：彰化建縣290週年　74�
77

6月（64期）

彰化縣香草吟社　詩詠彰化：魅力儒林　74�77
10月（65期）

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詩詠彰化：彰化市小吃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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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台灣
4月（21期）

施瓊芳　薄餅　62�63
11月（23期）

曾晁機　紅豆冰　74�75

書介

双河彎
1月（68期）

編輯部　《双河彎》編輯部年度書單精選（2012.09～
2013.12）　70�73

2月（69期）

蔡俊傑　留住一瞬即過的好東西　78�79
4月（71期）

陳韋臻　跟他認真你就輸了　76�77
5月（72期）

許婷婷　永不結束的旅行　70�71

文訊
1月（339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3年11月～2013年12月　169�
182

2月（340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3年12月～2014年1月　177�
190

3月（341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1月～2014年2月　196�
205

4月（342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2月～3月　197�204
5月（343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3月～4月　171�180
6月（344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4月～5月　170�181
7月（345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5月～6月　165�173
8月（346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6月～7月　167�174
9月（347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7月�8月　162�166
10月（348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8月～9月　214�223
11月（349期）

文訊編輯部　王默人作品目錄及提要　96�98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9月～10月　148�157

12月（350期）

詹宇霈　文學新書—2014年10月～11月　166�175

文學台灣
1月（79期）

編輯部　鄭清文《丘蟻一族》在日出版、關於岡崎郁

子的《希望是向日葵—台灣留學的日子》

　79�81
金尚浩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韓文版問世　82�85
4月（80期）

編輯部　《黃靈芝物語》在日本出版　21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11月（12期）

施炳華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67�68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42期）

許素蘭　涓滴成河—2013年「臺文館叢刊」出版　

102�105
6月（43期）

顧敏耀　紗囊拾錦珠璣滿，彩筆生花家國光—《全

台詩》第貳拾柒至參拾冊隆重推出　106
9月（44期）

顧敏耀　《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新編》榮獲「獎勵

出版文獻書刊暨推廣文獻研究」佳作　106

幼獅少年
1月（447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4梯次推薦好書評介：圖

畫書及幼兒讀物組　98�105
2月（448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4梯次推薦好書評介：文

學讀物A組　99�105
3月（449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4梯次推薦好書評介：文

學讀物A組　98�105
4月（450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4梯次推薦好書評介：文

學讀物B組　98�105
5月（451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4梯次推薦好書評介：文

學讀物B組　102�107
11月（457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6梯次推薦好書評介：圖

畫書及幼兒讀物組（上）　94�97
12月（458期）

編輯室　好書大家讀—第66梯次推薦好書評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