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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59期）

編輯部　聯文選書：本月推薦　114�115
10月（360期）

編輯部　聯文選書：本月推薦　122�123
11月（361期）

冬陽、盧春旭、張麗嫺、陳英哲　今年最推薦的推理

小說　70�73
編輯部　聯文選書：本月推薦　114�115
12月（362期）

編輯部　2014年度書店選書：通路人專業品味、特色

書店的私房收藏、+PLUS：2014年度悅讀加碼

推薦　64�73
編輯部　聯文選書：本月推薦　12�113

現代詩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7月（131期）

蔡明亮　郊遊手記　30�39
10月（134期）

洛夫　如歌的行板　68�69
柯宗廷　散步—與夜的對話　148�149
11月（135期）

羅智成　街鷹攝影集　72�79
12月（136期）

席慕蓉　英雄博爾朮、夢在窺視　70�77
林弘祥　未來史144�145
呂美親　Bâi¬óo¬lín無譜—寫予簡吉　146�147

九彎十八拐
5月（55期）

李靜慧　到童玩節別忘了帶朵黃槿花　14
春二蟲　黃槿花　15
喻麗清　黃昏的起點—致靜怡　17
涂靜怡　柺杖　18
王子維　台北郵政14�57號信箱　20
魯　蛟　曾經流過—送秋水遠行　21
零　雨　頭城—悼F　22
劉三變　羅東林場　22
張繼琳　遇見妳最好　23
7月（56期）

周夢蝶　孤獨國、疤、牽牛花、還魂草、詠雀五帖　

10�13
余彥柔　泅　25
葉怡君　拼圖　26
潘柔孜　一個道歉　27

大海洋詩雜誌
1月（88期）

朱學恕　中國海　封面內頁

林明理　重生的喜悅　26
靈　歌　屬於南島的晨光　32�33
蔡富澧　蘸墨寫滄海、參究、月光下的歌；詩心是佛

心—淺談陳贊吉詩集《我把快樂貼在窗

上》中的宗教情懷；當愛情流逝，詩成了唯

一的出口—亞瑟‧依羅的《親愛的，這不

是一封信》　34�35；36；37
蔡培元　決戰　38
時傑華　牡丹情　39
藍海萍　夫妻樹、野薑花　40
李　玉　寫給中國新文學學會第16屆年會；銀川‧中

國銀河　45；56
唐聖揚　鷓鴣天、蝶戀花、何方天涯、大野　79
李優虎　停泊、放手、海上雪、鴨子　80�81
許寶來　鹽份詩4首　94�95
汪桃源　青和綠都是眼睛的朋友　96
宗玉潤　靈魂　96
謝仲豪　風中的傳說、海月　98
朱力民　飛揚的生命　99
郭新礐　大地頌　100
朱學恕　超脫—悼王霓詩人　101
李　玉　蹈發槐詩友　101
麥　穗　爐與鍋　111
方　群　車過天津　112
麋　鹿　想望　112
吳翔逸　承啟、端午；當蘆花吹響、便利商店　113；

115
胡榮基　港灣　114
楊穎鋒　戀、慾、年獸　114
林姿伶　妙肖、生機　114
藝　仁　廣廈千萬間　115
廖佳敏　鄉愁　115
昨夜微霜　思念，忘了撐傘、牽掛、夜夢‧雕琢　116
陳贊吉　讀夜、清風　118
吳昌崙　港都童年情事　119
蕭蘭香　海洋的呼喚　134
吳菀菱　海棉、人緣抄、戴上臉巾、結果　136
許水富　遺失、侍者、歸程、未被提及的某些情緒　

141
蔡忠修　戰線8帖　144�145
劉躍兵　愛如潮水　145
7月（89期）

朱學恕　海的女人—悼妻逝世十年祭　封面內頁

汪啟疆　海在遙遠的地方；誰會讀我的詩　8�9；32
時傑華　百年歌聲華夏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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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優虎　月彎彎之一、之二、眼淚的名字、死亡　34�
35

霓　晴　無題、在那風花雪月　35
雨　弦　我到了另一個國度　36
向　明　題一隻貝殼提包、題彩繪孔雀　36
蕭蘭香　海洋之歌　37
藍海萍　婚禮、喜宴、祝福、人生之歌　38�40
吳菀菱　典雅之洋12篇　44�47
蔡富澧　用南管，歌頌愛情、同學會、西本願寺之

夢、訪禪、年華　48�50
蔡培元　曾幾何時　51
靈　歌　四季的慢板、十的聯想、卷軸麗人、悲水、

獨舞、復活初戀　52�54
方　群　伊人‧青海、過東山島　54
許寶來　盡心、牽手、老農、鹽份的軍人、今生　56�

57
唐聖揚　捉放曹、海洋行星　58�59
眭書同　香如故—福妳到永遠　60
許勝奇　雨夜書、阿朗壹古道　62
朱力民　生與死　63
千　朔　保管組詩　64�66
陳識南　觀海石　67
金　筑　甲午‧和平、七月的一株荷、憑弔、一滴‧

酒、柳絮吹又少、初夏、杯　68�69
葉　莎　植物園手記、夜色、離別贈言、一襲荒涼　

70�71
汪桃源　停擺、生命的海洋、夜色如水、花香心香　

71
季　閒　微微失溫、思懷3首、夕落蒼茫、初雪　72�73
宗玉潤　天籟、祭鄧麗君、迎103年　73
林明理　一隻芳馥的曇花—評葦子的詩世界　74�76
許水富　心賞詩3帖　78�79
蔡忠修　愛8帖、情8帖　80�81
黃安祖　慾望迷離、時差　90
吳昌崙　後山，兩位菩薩—記慈濟證嚴法師與菜販

陳樹菊女士　91
陳贊吉　挑燈、飛翔　92
羅思容　浮世女子　93
胡榮基　盈滿愛的沙灘　94
昨夜微霜　嫩寒‧娉婷　94
劉芮綺　海誓山盟　96
謝仲豪　海洋詩2首　96
丁　純　窗外、暮晚　97
耿蘊韶　留美抒懷詩3首　100
趙榮華　留美詩文組曲　101
黃嘉政　逝高屏溪舊鐵橋觀濕地生態、登壽山眺望、

登柴山、愛河月夜客懷、緬懷王公天賞先生

　108

麥　穗　紅酒、悼念詩人關雲　154
浮塵子　雨夜書、阿朗壹古道　154
麋　鹿　星辰協議　154

文訊
1月（339期）

林煥彰　朋友，越來越少—悼念好友曾西霸教授　

61�62
謝武彰　簡訊—悼念曾西霸先生　63
舒　蘭　懷念劉其偉教授　185
傅林統　詠大溪三橋　186�187
方　艮　感性的一刻　188
2月（340期）

辛　鬱　歌聲送行—悼李泰祥　193
碧　果　短詩兩首：我之他者之我、一株激情的豬籠

草　194�195
趙玉明　山行三題　196�197
黃東成　天下黃河幾道彎—黃河岸邊遐思　198�199
楊　濤　天牛的話　200
3月（341期）

趙天儀　燒鳥店　209
丁　潁　小小蛙仔之死　210
古　華　長沙憶舊兩首　211
楊震夷　新春‧深思　212
戴宗良　觀茶　213
邵　僩　詩鈔三首：晨間、掃去、舞者　214�215
林煥彰　東山印象詩抄　之二　216�217
沙　白　土地之歌　218
4月（342期）

星雲大師　佛陀，您在哪裡？　209�216
向　明　懸空的島嶼—《發現台灣》觀後　217
九　華　山水凝眸—紀念林忠民逝世兩週年　218
葉日松　城市的月光　219
李　秀　生命像天平—送給女兒蘇倩瑩　220
落　蒂　病房手記　221
張孟三　履歷表　222
金　劍　沒有戰爭的金門　223
陳良欽　再續湖緣　12首之一　224�225
5月（343期）

方　艮　月亮回答你　185
岩　上　台灣燈會　飛耀南投　186
余光中　誰來晚餐　187
謝輝煌　逃、芒草　188
陳慧樺　在和平路上托缽　189
魯　蛟　墨廬詩鈔　190�191
一　信　阿里山日出、寒流　192�193
和　權　大哉問、怨恨、短信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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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44期）

張　健　悼夢蝶、蝶葬　37
楊　濤　蟬說　185
張　默　詩，別痴心玄想，拐杖會扛起你　186�187
傅林統　桃園地誌詩　188�189
疾　夫　信箱自述　190
柴　扉　中外旅遊短歌行　191
7月（345期）

段彩華　第二故鄉鄉愁、第一故鄉鄉愁　177
一　信　大海洋中的一條詩龍—贈資深海洋詩人朱

學恕並祝八十壽誕福如大海　178
余光中　黃金風鈴　179
古　華　墾丁海岸公園八首　180�181
沙　白　斑鳩的哲學　182
8月（346期）

黃信樵　路過武昌街—懷念周夢蝶　177
丁　潁　四季小詩一束　178
林煥彰　致時間之書‧兩題　179
葉日松　星星的功課、古井的告白　180
李　秀　分分秒秒　181
陳良欽　再續湖緣　12首之二　182�183
9月（347期）

魏誠佑　告別式　124
岩　上　蟬無知　169
傅　予　「退稿」有感　170
涂靜怡　秋天的告白　171
張孟三　致書的話　172
張　堃　夜搭港澳渡輪　173
邵　僩　遙遠、地鐵、水城、京都雨　174�175
郭心雲　海邊小鎮、過客、窗外　176�177
黃東成　紛亂的意象　178�179
10月（348期）

朵　思　我聽見—　225
鍾麗珠　靜　226
和　權　飾、水柱、澆　227
向　明　舒暢已回家　228�229
傅林統　泰雅地誌詩二首　230�231
古　華　憶壬戍年廬山度夏兩首　232�233
落　蒂　旅日抒懷二首　234�235
陳慧樺　寒流沖擊下的詩情（三首）　236�237
沙　白　高雄詩抄二首　238
11月（349期）

雨　弦　懷嘉義　161
辛　鬱　輕裝詩六則　162�163
淡　瑩　家居瑣事　164�165
謝輝煌　纜樁、孔廟　166
李　秀　等待　167
劉羽軒　初旅　188

12月（350期）

張碩平　被打濕的旅者行囊　125
魯　蛟　匆匆　177
林煥彰　我的貓，就是貓　178
涂靜怡　流年　179
葉日松　伯朗大道—一位老農的告白　180
古　華　寄蜀公陳志讓教授　181
陳良欽　日月樓—訪豐子愷上海故居　182�183

文學台灣
1月（79期）

林　梵　無聲的歷史　81
江自得　監聽　86�87
曾貴海　落果、少女、即將告別世間的友人　88
林豐明　漏網之鞋　89
趙天儀　她，緊閉著嘴—憶楊斐華　90
張信吉　二仁溪中元夜吟　91�92
蔡榮勇　在現場—卡帕百年影展　93
蔡秀菊　捷運　94
陳明克　美好的時候　95�96
張德本　時空共犯　97
顏雪花　溫柔的抗拒是甜蜜的縛擄　98
廖永來　故鄉的風（外一首）　99�100
王玉梅　海的那邊　101
陳秋白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外一首）　102�103
何雨彥　列支登是敦（外一首）　101�105
紀明宗　夕陽捕手（外一首）　106
莊柏林　彷彿（外一首）　107�108
莫　渝　淀川詩行　109�112
4月（80期）

利玉芳　三鷹市太宰治文學印象（3首）　48�49
曾貴海　短詩一束：入夜、夜路、影子　50�51
廖永來　馬戲團（2則）　52�54
林　梵　卡夫卡KAFKA　55
張德本　我們是誰？自己告訴自己吧！　56�57
林豐明　賞鷹　58
思　理　另一種鄉愁、在最寒冷的季節　59
陳明克　古道上的腳步聲　60
陳　胤　1871沉靜的波光—記高雄約翰‧湯姆生世

紀影像特展　61�63
莊柏林　追尋　64
顏雪花　落羽　65
紀小樣　賞鳥需知—白翎鷥篇　66�67
趙天儀　二二八的歷史記憶（外一首）　68�70
汪啟疆　冷晨、我整理了書籍、過程　71�73
李勤岸　《人面冊ê季節》11首　74�79
7月（81期）

曾貴海　倖存者兩首；出征　67�69；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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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忠修　圍城　70
林　鷺　道之門　71�72
林豐明　沉默多數　73
陳明克　消失　74�75
蔡榮勇　禱告　76
張德本　愛的十二封印　77�80
李勤岸　《人面冊ê季節》6首　81�83
顏雪花　幕後（外一首）　84�85
趙天儀　金門砲戰的哀歌　86
林　梵　草根　87
廖永來　盛夏的詩（4首）　88�92
何雨彥　太陽花與鹿耳毛　93�94
江自得　二○一四手記　95�102
楊超然　傾聽—「永遠的愛演場會」有感　103
鄭 明　裸女　115
陳坤崙　天祥　116
張德本　黑執行天地的凌遲　117�118
10月（82期）

利玉芳　島嶼的航行　54�59
曾貴海　同惡論淨土　60�62
鄭 明　那一夜（外一首）　63�64
趙天儀　我們走到昔日的校園　65
岩　上　埋在氣中　66
莫　渝　細雪（十行詩）4首　67�68
蔡榮勇　肺腺癌　69
陳明克　西利克　70�71
林　梵　深情　72
李昌憲　永遠的愛—致鄭 明兄　73
林明德　自述　74�79
廖永來　致讀者　80�82
顏雪花　女人和女人們　83�84
蔡忠修　故鄉2帖（外一首）　85�86

文學客家
3月（16期）

陳美燕　紅色記憶　5�6
黃春賢　半天鶺　7�8
吳餘鎬　山路　9
林昀樺　婚禮之前；結果个花　10�11；19�20
謝瑞珍　冷飯藤　17
涂瑞儀　寒著　18
方耀乾　獨裁者　21
邱一帆　仰會，有一種聲　22
江　昀　跍下去　飆起來　23�25
錢鴻鈞　浪漫功課　26�31
6月（17期）

詹富美　思親詞　5�7
劉惠月　放送台　8�10

鍾林英　細心臼仔　11�13
左春香　逐春‧目浪　14�17
吳餘鎬　山路　117�118
黃卓權　夭壽恬个暗晡　119
9月（18期）

黃一容　英雄　17�18
吳餘鎬　還記得無　25�26
王興寶　為麼儕、三坑水　27�29
王惠美　捷運月台下个目汁、紙鷂仔　30�32
林昀樺　學運記事　33�35
王惠娟　讀李喬《V與身體》發目睡狂　36�37
邱一帆　菊島之戀5首　38�42
謝瑞珍　子女　43
王瑜莉　一蕊油桐花一世界　44�45
魏良雄　蟬仔、浪花、自行車　51�52
12月（19期）

江　昀　阿爸个味緒　5�6
王興寶　摘菊女　7
黃碧清　黃麻園　8�9
林昀樺　你講个思念　29�31
黃碧清　思念个風　32
邱一帆　駛車，幸福　33�34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38期）

李文正　流浪ê狗仔　1
吳春金　棄嬰　1
亞　茱　Tī火燒島起樓仔　2
楊振裕　烏色ê鬧劇　3
許 輝　食老　3
董淑連　竹崎　4
阿　溫　大武山　5
ㄏ　ㄏ　上課真「趣味」　7
徐子驊　人生ê無奈　28
2月（239期）

陳　胤　土地ê歌—台北聽陳明章演唱會　1
李文正　開羅宣言lóng是假　2
林雲偉　毒粉災禍　2
吳春金　送行　3
蔡秀菊　Lán ê明仔載（種塗豆）　4
阿　溫　風帶��來ê思念　5
蔡玉媐　熱天ê「阿勃勒」　5
洪錦田　棉被變瘦��ah　6
吳束妙　洗衫機　6
林雪青　風吹　6
卓耿祺　中秋節　7
李佳容　中秋節　7
李培慈　過中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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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沛紜　Goán爸爸　8
溫惠雄　你bē見笑　8
劉康威　太白粉（Thai�pha̍k�fún）　9
宋欣怡　見面ê時　11
陳冠君　相（Siùⁿ）虎ê二姑　14�15
3月（240期）

杜信龍　基隆雨港二二八　1
李勤岸　南天竹—《人面冊ê季節》41　1
陳軍達　舊鞋　2
王亭喻　去比賽　2
許 輝　阿媽teh講ê話　3�4
林東宏　家己人　4
朱明忠　阿母ê行影　5
水　牛　頂世人ê情人　6
廖輝煌　1985　8月初3　6
Seyluf Tavali　Matagimimta ki Raraman aw　7�8
鄭雅怡　Beloved—苦楝仔ê芳味　9
盧昱璇　S h市場　10
張琬如　女人心‧女人情　11
鄭清鴻　聽講　12
Chhàu�bīn siàu�liân　出社會一冬有感　12
廖姿綺　赤崁（寄高雄調）　12
4月（241期）

鄭雅怡　Sunflower—日光花　1
李勤岸　Goán種日頭花　3
蔡美芳　反服貿　4�5
洪錦田　日頭花無kâm露水，顛倒滴血　5�7
李文正　勇敢ê學生　8
杜信龍　為318學運，寫hō͘做人爸母kap現場ê朋友　9
王昭華　過虎尾溪—2014雲林「世界母語日」座談

會開場唸歌　11
5月（242期）

吳春金　駁二行　1
許 輝　Facebook　2
李文正　阿母ê話　3
魏素湄　Hi�nó͘�khih ê告白　4�5
陳春美　請你諒解　6
林纓宣　思念，ē疼　7
林麗玉　講台語　8
曹麗華　無美麗ê印記　9�10
Chiúⁿ J t Êng　良民證　11�12
陳軍達　心肝寶貝　12
朱明忠　過程　13
艾　艾　無奈　14
施安妮　我ê家　14
張　鑫　心情　15
張絨捷　爸母　15
張琬如　愛情激ê酒　16

何佳琪　囝仔　16
沈曉晴　春天親像阿母ê愛心　20
6月（243期）

龔乾權　考試　1
鄭雅怡　Lín祖媽台灣—女性身體ê Topography　2�3
李勤岸　歸仁阿媽　4
吳曉明　羊me ê安慰　5
張淑貞　拆　6�7
楊宜蓁　弓蕉姑娘　7
南　鵲　江山tī佗位　8
蘇　善　Khioh話尾　9
李淑芬　Funang鹿仔啊　10
莊雁婷　向前行　11
蔡維蔆　個性　11
嚴文君　阿公ê椅仔　28
蘇芳儀　阿爸　28
張瑞庭　收容所　29
7月（244期）

杜信龍　是siáng iáu未來出聲？　1
劉康威　牆—致太陽花學運　2
李文正　認賊做爸　3
朱明忠　阿爸　3
陳　胤　恆春古城　4
李淑貞　心ê出口　4
李長青　離開　5
陳軍達　烏咖啡　5
林桂鄉　奉茶—台東人ê古早心　6
蔡美芳　古錐ê國中生—寫一甲國中二年學生　7
吳春金　燈塔　8
林武憲　美女、bì�lu　8
魏素湄　秋　8
張琬如　相片　13
8月（245期）

洪錦田　雪teh chh k　1
鄭雅怡　Beloved—化療過了頭一擺peh柴山　2
蘇晏德　幸福高雄城　3�4
曹麗華　留hō͘囝孫上尾一塊淨土　5
李淑貞　落雨ê暗暝　6
朱明忠　出聲ê思念　6
陳秀枝　古厝ê記持　7
呂紹金　茶詩　7
Seyluf Tavali　Lamug（露）、Akumuy ko（我kah意）　8
9月（246期）

鄭雅怡　Takao回想曲—紀念Takao爆炸　1�2
林桂鄉　Lán是一家人　3
南　鵲　Maria　4
龔乾權　Lim咖啡　4
吳瑞琪　入新屋（Ng p sîn�vuk）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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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素湄　秋　9
畏　吾　一直到土星　10
杜信龍　葉仔心　21
彼是森子　走揣孤單　29
10月（247期）

陳　胤　千里迢迢ê siàu念—Siàu念張炎憲教授　5
杜信龍　風—Hō͘張炎憲教授　6
李淑貞　等　6
鄭雅怡　Beloved—Peh山siàu念烏喙　7�8
黃明勝　愛河ê煙火　8
李勤岸　青楓��《人面冊ê季節》46　9
陳軍達　四季　9
林麗玉　旗後　10
朱明忠　白河水庫所見　10
11月（248期）

呂美親　透風，百合—獻hō͘敬愛ê張炎憲教授　1
林桂鄉　鳳凰花—紀念前輩畫家陳澄波　2
魏素湄　山景　2
龔乾權　疼惜lán ê心肝寶貝　9
張琬如　交換日記　17
楊振裕　稻仔黃黃黃　25
12月（249期）

鄭清鴻　蹛tī我目睭內底ê人　3
陳美圓　壓制ê年代　3
郭文玄　風，微微仔吹　4
林桂鄉　台東釋迦　4
林麗玉　阿爸ê話　5
吳福安　溪邊樹頂ê猴san��a　5
龔乾權　越近soah越遠　6
陳俐雯　老厝　6
蘇　善　鉸指甲　7
吳春金　戀　7
李美嬌　潑婦jiáng街　8
李長青　索仔　8
美　金　冬節圓仔　8
劉康威　迴圈流　27

台文戰線
1月（33號）

李長青　別人　13�16
鄭雅怡　秋色　20�23
陳明克　外位來的人　28�31
梁明輝　大樹區的星海　32�35
許聰美　你若飛過林仔邊溪　36�38
連鈺慧　翕像　39
蘇　善　夜市　40�42
方耀乾　語言、語言併吞論　43�44
洪文傑　阿爸的腳踏車　45�46

楊淇竹　廣場　47
林貴龍　籠仔內的鵁鴒　48�50
劉丁妹　哭河　51�52
林威辰　秋暝　53
高月員　落葉　54�56
賴綜諒　掠鰻仔人　57�58
黃文俊　人質　59�60
洪勝湖　路邊曝土豆　61�62
康　原　世間的詩情　63�65
陳金順　下港的日頭　66
陳潔民　回音　67�68
4月（34號）

謝孟宗　義的對敵　75�76
李魁賢　粉鳥災　77�79
黃文俊　寫詩的手—拜訪吳晟　80�81
王希成　智慧‧手機、太極‧早起　82�84
方耀乾　勇敢的花蕊、東京素描　85�86
陳潔民　浪漫　87
林文平　旗津海邊一幕　88�89
梁明輝　無水寮北池、廟埕的樹王　90�91
陳　胤　吱蟬的歌聲—懷念環保弘法師粘錫麟先生

　92�93
連鈺慧　暗夜等天光—苗栗大埔悲歌　94�96
許聰美　彼个花園、窗仔外的風　97�98
陳明克　未來、鳥鼠、細漢的世界　99�100
蘇　善　未曉、天堂　101�102
高月員　蠟條愛著光、看煙火　103�104
李　秀　生命親像天平、分分秒秒　105�106
王麗華　府城浮世繪　107�108
康　原　世間的詩情　109�110
劉　俐　初　111
吳意涵　思念　112
莊圓如　溫柔　113
王詩晴　選擇　114
林舒嬅　予風借走的勇氣　115
7月（35號）

胡長松　我身世的子宮嘛是故鄉的子宮　6�8
陳金順　海洋若是一首詩　9�12
梁明輝　打狗神話的花蕊　13�16
陳明克　唐麻丹山的面容　17
方耀乾　山海詩篇　18�23
江永進　愚癡　24�26
尤美琪　結文明果ｅ自由花—送春凰姐遠行西方　

27�29
高月員　春天飛走的鳳凰—弔張春凰前輩；短詩　

30；86�88
陳潔民　將汝的名字留佇春天—為張春凰姐往生祝

福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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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民祥　春風凰翔　33
鄭良光　青春ê路途　34
呂興昌　數念春凰—也請永進保重　35�37
廖宏祥　獻詞，ho春凰　38�40
李魁賢　我穿著新黑衫　55�56
李長青　旅行　58�61
鄭雅怡　Beloved—水藍細蕊花　62�64
方耀乾　湯德章公園憑弔、失去水牛的嘉南平原　65�

67
謝孟宗　畫像　68
楊振裕　行向有光ê所在　69�70
蘇　善　共路、七逃　71�73
陳明克　破厝的春天、恬寂寂的燕仔　74�75
王　凱　當射針要叫一片葉仔精神、等待日頭　76�77
呂興昌　歷史走精　78�79
林姿伶　春天的紀念碑　80
許聰美　暗暝的聲音　81
曾江山　入鏡　82
許立昌　溫存　83
洪勝湖　哀愁落雨暝　84�85
康　原　世間的詩情　89�90
王麗華　府城浮世繪　91�92
10月（36號）

陳潔民　開門　6�15
曾江山　奉茶　16�20
蘇　善　天堂　21�24
陳　胤　拄好　25�26
楊振裕　幸福眠夢　27�31
方耀乾　愛的哲學　32�37
胡民祥　2014春茉里鄉沉思　38�40
陳明克　窗仔門　87�89
張英珉　無名畫 —記洪通多為無題之畫作　90�92
陳　胤　越頭，舊山線……　93�94
杜信龍　迷戀　95
王希成　車站歇熱、漁港中晝辦桌　96�97
李魁賢　予馬奎斯　98
李長青　彰化的日頭 —讀康原《蕃薯園的日頭光》

　99
王　凱　阿爸的手錶　100
連鈺慧　故鄉的芳味—寫予台南的歌　101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9期）

岩　上　挵著玻璃窗的粉鳥　126
黃勁連　故鄉素描（之一）　127
莫　渝　節氣ê心情　128�130
李勤岸　刺仔花—《人面冊ê季節》38　131
方耀乾　巴黎，我來矣　132

胡民祥　2013秋南台灣行踏　133�135
藍淑貞　咖啡芳、鄉土情　136�137
康　原　天星　138�140
黃文博　鹽會行路　141�142
陳　胤　夜景　143�145
陳潔民　流離明月　146
黃文俊　阿母的背影　147�149
高月員　黃金雨　150�151
顏雪花　若是牆仔會講話　152�153
王希成　太極的早起　154�155
許聰美　佇仝一粒日頭下面唱歌　156
李婉慈　食頭路才知的代誌　157�158
李思諭　看見台灣的哀愁　159
林桂園　手中的線　160
楊振裕　江湖　161
黃瑋瑄　眠床　162�163
張清榮　賣菜阿伯　164
羅婉綸　四季果子歌　165�166
5月（10期）

何信翰　文明國家　92�94
藍淑貞　獨裁者　95�96
莫　渝　來去崙背　97�98
李勤岸　光ê性命樹 —紀念鄭南榕《人面冊ê季節》

231　99�100
方耀乾　紐約Wall Street　101
岩　上　高雄愛河　102
黃勁連　南天門（驚著之二）　103�104
Chiu Hoâpin　雜糙手摺簿—摘2014年新正　105�107
利玉芳　舊新聞　108
陳金順　奧林匹克運動會　109�111
李長青　廣告：愛台灣 —參觀豪華朗機工，〈我愛

台灣〉　112�113
黃文博　飛渡烏水溝—澎湖西嶼三帖　114�116
陳正雄　讀山—登玉山記　117�119
陳　胤　冬尾的落山風　120
蘇　善　頭路　121
薛榮永　這幅畫　122
周俊安　高牆內的氣味　123
郭佩靖　雨傘樹　124�125
張琬如　《旅行》組詩　126�127
張瑛娟　阿公　128
林岱儀　我就欲起行　129�130
曾耀慶　喙舌　131�132
8月（11期）

林武憲　我是一條番薯　9
李勤岸　玉蘭花—《人面冊ê季節》160　126
方耀乾　奢華的拋荒　127
岩　上　日頭花毋驚烏陰天—為太陽花學運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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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黃勁連　白鴒鷥（之二）　129
藍淑貞　送行者　130�131
康　原　一九四七，漢寶園　132
黃文博　暮色之戀—北門潟湖5帖　133�135
陳　胤　石門古戰場　136
陳金順　南風小琉球　137
李長青　細項物—參觀黃華真，〈安靜〉　138
陳正雄　寫水—泅明潭記　139�140
蔡榮勇　祈禱　141
蘇　善　家　142
程鉄翼　苦苓仔（苦楝）　143
王希成　八卦掌　144
柯柏榮　日頭較虛的所在—嘉義舊監　145�146
劉明新　你毋知影的相思—寫予鹿鳴橋　147�149
洪健斌　網球組曲　150
張淑貞　我美麗的西海岸啊　151
黃文俊　等待天光　152�154
江昀錚　點一葩星燈　155�156
王一如　八卦山大佛　157
杜佳容　念鄭南榕　158
李盈萱　有你，夢就越媠　159
張清榮　媽祖宮　牽電線　160
11月（12期）

陳　胤　安平，平安　122�124
方耀乾 （上臥下虎）佇Varadero的白色沙灘　125�126
黃勁連　夭壽仔　127�131
藍淑貞　澎湖四景　132�136
黃文博　天涯跤跡—屏東小琉球三帖　137�138
陳金順　心事　139
李長青　故事—參觀納堤‧尤塔瑞，〈鞋底的灰

塵〉　140
周華斌　渡鳥飛到火車頭—送hōo「迪迪舞蹈劇場」

　141�143
蔡榮勇　紅色的墨跡　144
蘇　善　食軟飯　145
王希成　乾卦，獅仔開嘴　146
程鉄翼　中部～建築美學，見學之旅　147�148
郭文玄　夏天的塑像　149
江澄樹　太平山區好 　150�151
李淑貞　秋　152
黃　徒　日頭花啊日頭花　153�154
蘇　玲　種稻仔的滋味　155�156
杜信龍　火金姑　157
張清榮　頂司管下司　158
吳南圖　鑼聲若響　160�170
康　原　彼暗，佇大林運動公園唱歌　171�174
林武憲　我是草仔枝　175�177

李勤岸　初中彼陣ê國小同學kap女朋友—《青春人面

冊》001，1967　178�179
許正勳　歇佇九份仔彼一暝　180�183
張翠苓　追、追、追……！　184�187

台語教育報
6月（37期）

高素珍　食素保健康　A1
林炤慧　支援教師之歌　A1
李碧峰　自由自在　A1
12月（40期）

張家榮　蔥頭阿媽草猴孫　A2

台灣文藝
4月（第2年第1號）

林宗源　《美麗島ê悲歌》詩集2　2�12
王明理日語原作，陳麗君台語翻譯　阿爸ê遺稿　20�21
陳正雄　水滸心情—看運河夜景　106
Seyluf Tavali（Siraya語），Voyu Taokara Lâu台語翻譯　

Mama ki……ta kawaghan人生Ná親像……　107
Lîm Jū�khái　心悶歷史　108�109
陳　胤　雙溪ê目屎—懷念文學Sîn�sâng鍾鐵民　109
蔡明財　富粿便當詩4首　110�112
Marc Ianbupo　Malúkhuhsuh組詩　113�115
10月（第2年第2號）

林宗源　《美麗島ê悲歌》詩集2、3戰後　2�11
林文平　面冊　12
江世冠　有時ē án�ne　35
柯柏榮　鄉愁是1枝油紙傘—美濃油紙傘　36
王宗傑　放生　46
李長青　Siōng Súi ê聲――懷念台語作家張春凰女士　

117

台灣現代詩
3月（37期）

趙天儀　一隻白翎鷥飛來、大尾鱸鰻　5
陳明克　困在露珠中（外二首）　6�7
旅　人　米甕、宮殿　8�9
賴　欣　報紙的小角落、我與盲人　10�11
莊柏林　回首（外三首）　12�13
陳銘堯　賜福的夜　14
康　原　桃花源詩抄（1）　15
林盛彬　老舍茶館說老舍　16
蔡秀菊　樹鵲　17
袖　子　偷閒（外二首）　18
蔡榮勇　11月22日　19
林豐明　頑石（外二首）　20�21
賴惠美　秋思（外三首）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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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昀　墨韻　24
林　梵　除夕　25
楊　巽　檞寄生、哈哈鏡　26
李勤岸　明日葉　27
張台瓊　下弦月　28
小　荷　宜蘭明池　29
巫秀鈴　黃豆願　30
鄭雅靜　浪跡之歌　31
吳昌崙　野台戲　32
陳柏宇　法醫楊日松　33
呂建春　太陽孵化的夢土　34�35
羅青香　排窺　35
愛　予　稿紙（外二首）　36
魏振恩　願望　37
胡紹平　春來　38
6月（38期）

旅　人　向日葵　5
利玉芳　澆灌（外二首）　6�7
蔡秀菊　台灣島國青年，前進！；春燕　8�9；36
袖　子　日頭花（外二首）；泥巴中的荷花　10�11；

55
陳明克　流蜜的世界、掉落的木棉花；失業者（外二

首）　12�13；42�43
林　鷺　我們的孩子、圈地　14
賴　欣　澆不熄；嘴與臉、老人的對話　15�17；38�39
陳銘堯　影武者；默劇對白排練習　18；35
畢　修　白痴，不是服貿、好想回家　19�21
楊　風　那天，我們穿著黑衣在凱道　22
謝安通　太陽花之歌　22
林豐明　百合的進化、雲梯的溝通　23
洪國恩　信任　24�25
林　鬱　太陽花之歌　26
郭任峯　破曉之前、搖籃曲　27
小　荷　用光寫了一首詩、等待的人　28�29
白依璇　服貿之怪　30
怡　嫺　318太陽花學運　31
蘇　善　馬腳　32
莊柏林　天邊　33
王韶君　身分　34
李益美　春雨、櫻花　37
康　原　桃花源詩抄（2）；荷爽　40�41；55
蔡榮勇　老花眼鏡、無法習慣　44�45
林　梵　貓兩題　46�47
坦　雅　春天的克倫海灘；蓮想　48；56
李勤岸　老榕城隍記（外二首）　49
上　山　境界為上　50
張台瓊　一月　51
小　荷　杜鵑、春雨　52

陳　胤　追憶楊逵與東海花園的一片光景　53
曉　媛　影像中的另一個世界　54
巫秀鈴　荷顏荷語　57
吳昌崙　蓮池物語　58
魏振恩　花之過程　59
9月（39期）

趙天儀　阿里山組曲　4�5
賴　欣　正義與邪惡、重劃；鑽石　6�7；64�65
旅　人　青蛙、蜻蜓；伸展一晨；向秋色拱起來　

7�8；35；41
莊柏林　法之愁、鏡心　9
陳明克　澎湖天后宮（外三首）；堰塞湖之杉樹　10�

11；61
陳銘堯　弄蛇者；聖物 ；淡然　12；33；54
康　原　桃花源詩抄（3）　13
謝碧修　明信片　14
李益美　五月的越南　15
林豐明　久旱暴雨　16
張台瓊　草屯初春　17
李勤岸　拜年3則　18�19
吳昌崙　沉默的勇者，太陽花；野菊的繆思　20；27
林　鬱　總是在蟬聲唧唧的夏日　21
張玉芸　青音樂、路邊的樹　22
林盛彬　悼宏聲；陳跡 ；鑽石　23�24；44；66
巫秀鈴　花與鳥　25
小　荷　淡菊詩心　26
胡紹平　讀菊　28
周世雄　悠境　29
蔡榮勇　椅；祐祐　33；59
袖　子　透早（足百）山；阮兜；鑽石　36；46；65
岩　上　寂靜的燃燒　39
蔡秀菊　瓶花；祐祐 ；山路　50；58；68
陳明台　向日葵　40
王韶君　白色海洋　48
利玉芳　台灣欒樹；綠光森林　52；62
林　鷺　霧中樹　56
陳明克　調色盤　70
范　甯　邂逅　71�72
葉綠樹　蚌吐珠　73�74
維　尼　失眠　75
王彥筑　日晷‧日詭　76
水　墨　人生　77
菡　樂　靨？魘？　78
檸　秋　綻放　79
祈　悠　莫吟愁　80�81
12月（40期）

楊　風　反核大遊行、八家將　4�5
陳明克　燕子（外五首）；流水荷花；眺望；獨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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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3；37；49
賴　欣　傘、包包；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插花　8�9；

39；62
趙天儀　疾風中的芒草、木棉樹　10�11
莊柏林　腦海（外三首）　12�13
康　原　桃花源詩抄（4）　14�15
林盛彬　顯赫的人；梅的告白；仲夏阿里山的夢　

16；66；80
陳銘堯　花火　17
袖　子　佔中‧戰中（外一首）；玫瑰的仰望；細隻

船仔；自在ê樹仔草仔；幽暗中的璀璨；繽紛

炫麗　18；53；57；64；82；85
李益美　愛的迷思　19
坦　雅　海芋　20�21
羅希夷　山居四季、身世　22�23
張台瓊　南方　24
楊　巽　舉牌工之夢　25
吳昌崙　宣戰；茶花　26；88
烏魚子　談情說愛　27
林　鬱　蟬蛻　28
林劻頡　自以為是的生命　29
陳明台　想像；過程；闇　31；69；71
利玉芳　海港；擦鞋童　35；45
岩　上　對應的飄逸　41
江　昀　暖暖秋色；戀山；柿子　43；46�47；59
王韶君　獨享；力量　51；78
蔡秀菊　島　55
蔡榮勇　喜；菊；哈好嶺地　59；60；76
林　鷺　霧中樹；櫻花坡道；我的窗　73；75；84
巫秀鈴　願　86
小　荷　茶香禪趣　87
謝安通　海翁　89
周淑慧　《台灣現代詩》十週年感懷　97

幼獅文藝
1月（721期）

康　原　埤塘詩情　54�55
靈　歌　閒閒的一天　56�59
李雲顥　我想要像魔神一樣華麗　60�61
哲　明　追索　62�63
莊仁傑　亞斯伯格　64�66
2月（722期）

吳德亮　歙縣雨中試硯　34�35
喜　菡　花戲樓戲花、鄉愁是一條臭鱖魚　57�59
4月（724期）

鄭琬融　已讀不回、親愛的 □□□、夜襲　87�90
6月（726期）

陳　少　南崁溪及童年，的我、家居　88�89

8月（728期）

林若寧　午後你靜坐而世界像噴泉、旅行者手記、烤

小卷　90�92

吹鼓吹詩論壇
3月（18號）

蘇紹連　人民的靈魂被政府的身體凌虐　2�3
林央敏　開挖中國家　12�13
紀小樣　正義遊戲、國小課程表　14�17
李進文　前進前進　18�19
鯨向海　F！這將是BI的最後一日　20�21
鴻　鴻　天賜良機　22
許　赫　都市計畫、都市再造　23
陳政彥　大埔橋下　24�25
曾元耀　致赤腳走在沙礫的詩人　26�27
向　明　錯覺　28�29
徐望雲　地球的懷抱　30
葉子鳥　幹！活！　31
劉哲廷　你著忍耐　32�33
崎　雲　默契　34
陳柏伶　請勿由此撕開　35
蔡淑惠　孤獨　攜著新釀製的溫暖而幽行　36�37
許文玲　渺渺　38
謝三進　盲禱　39
南　鵲　魔考　40
阿　米　Can you hear the daughter cry?　41
尹　凡　行露　42
黃　里　終日我思索著核是什麼？、Man of Steal 

Soundtrack、答案　44�47
俞昌雄　無罪釋放、我們多麼謙卑　48�49
神　神　問候三種　50
莊仁傑　造雲術　51
西　厙　這個夏天的困獸之詩、黑火藥　52�53
獵　火　止痛片等四首　54�56
雨　諄　你們的指控全是虛無　57
王羅蜜多　真不是蓋的、阿兵歌　58�60
陳牧宏　沒有誰躺在鐵軌上　61
猖　狷　進步　62�63
麥　菲　兩面　64�65
熒　惑　失業論　65
劉欣蕙　寫給苗栗大埔農地徵收事件　66�67
靈　歌　攝影傳說、我走過　68�70
呂建春　那些鳥事　71
瑚圖靈阿　政治的水芹、城裡雨中　72�73
敗　德　國民幸福指數　74
可　嵐　草泥馬傳單、求死的艱難　74�75
蘇　善　待用詩　76
戴翊峰　水就這樣流了下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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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　爵　笑規　78
游鍫良　當家　79
蔡凱文　白雪　80�81
沈　眠　非暴力武裝之日　82
敻　虹　名相詩5首　100�105
尹　玲　靜在你永恆的靜裡、南方和風何日吹起、細

雨仍只飄在那年黃昏　106�109
陳育虹　敘事3則及那天有霧　110�113
零　雨　山說、穿上水泥　114�117
碧　果　固體之黑　118
向　明　自我診斷　119
蕭　蕭　無與無之聲（連作）　120�127
簡政珍　翅膀二題　128�129
向　陽　南投詩抄3首　130�132
陳義芝　芹壁的冬天　133
陳　黎　越鳥　134�135
孟　樊　睡在一起　136�137
陳克華　在我前方十呎、原以為在性愛中我們會是

獸、我的精液、一個讓我回頭看的人　138�
141

渡　也　西螺大橋大戰濁水溪　142�143
唐　捐　赫啦赫啦赫啦反進行曲　144�145
方　群　中繼投手、故宮4帖、過泉州開元寺兼懷台南

開元寺　146�148
楊小濱　忠孝東路的女故事　149
方　明　肉體時空　150�151
張　默　戲仿現代名詩9帖　152�155
洛　夫　手寫稿6首　156�161
蕓　朵　古墓裡的思想、口袋裡的五十元硬幣嗡嗡叫

喚你的黃昏、轉身、她是煙　162�166
硯　香　淚下如雨的巴黎、金色大理花　167�168
陳牧宏　固體之黑、心甘情願　170�171
莊仁傑　抽菸的女人　172
葉子鳥　戲夢遊　173
劉金雄　遺產　174
神　神　小詩4帖　175
冰　夕　怎麼？、失去或開始　176�177
櫺　曦　城市　178
靈　歌　夜何止息　179
余小光　鬼話連篇　180�181
負離子　他們知道　182
蘇家立　應該拿圓再度塞住的　184
清　歡　末大師　185�186
古　塵　回聲　186�187
岳　岳　今日、木架山看草　188�189
若爾‧諾爾　嘴對嘴　190�191
刀　飛　讀你詩讀出我們撐傘的日子　192�194
謝予騰　夢中殺了一個日本兵　194�195

藍　兮　焚寄陳本銘（藥河）十三行　196
謝旭昇　薛丁格的影子　197
哲　明　失敗　198�199
喵　球　腳皮王　199
王羅蜜多　敝屣與Slipper　200
白　靈　粗坑　243�244
林玉芬　九份夢遊　244
蔣思憶　九份的面相　245
林翠蘭　半半樓傳奇　245�246
曹登豪　大粗坑煙雲　246�247
高逸雯　九份　247
吳保根　山與海　248
許春風　五月落雨的豎崎路　248�249
張燦文　小上海　249�250
韓培娟　失眠夜　250
黃世綱　夜行山城　250�251
劉其唐　消失的故鄉　251�252
江玉蓮　油毛氈的獨白　252
崔若璇　釘畫　253
王福祿　失落的黃金城　253
李佳靜　昇平戲院的喧囂與孤獨　254
林芫芬　五番坑　254�255
王德蘭　訪九份　255
梁迺榮　瀝青心語　255�256
9月（19號）

蘇紹連　〈兩三行小詩〉9則：冷、背叛、裝扮、耳朵

的眼淚、暴雨行車、詩人節、十二年國教、

滿滿的心、否則　10�11
鴻　鴻　有條件通過、水星生活、熟的雪、人生不如

　12�13
嚴忠政　改編細雨　14
孫維民　下午、安養院、禱詞之一　15
蕓　朵　分手敘述、心律不整、氣球、晨雨；我是一

隻孤獨的貓　16�17；146�147
方　群　公路3首：隧道、高架橋、交流道　18
陳牧宏　兩人關係、香蕉們　20
張　堃　床戲　21
莊仁傑　育嬰房　21
葉子鳥　削、睏；拌、幾分熟？　22；117�118
阿　鈍　咖啡雨1、咖啡雨2；無題、六月某日再祭、

母親的花傘、我不給母親讀詩　23；118�120
冰　夕　偷、環肥嚥瘦；禮物　24；121
王羅蜜多　信天翁、關於馬列維奇；三合院、信仰；

我們在莫內的蓮花池畔早餐　25；133�134；
237

謝旭昇　有關雪的爭論一首　26
白豐源　宿疾　26
靈　歌　小詩8首：雨夜、食人魚、心事、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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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火中含冰、推手；廢墟2014、相距為

了想念　27�29；135�136
陳義芝　在花蓮　30
陳昱文　鬼辯　30
秦量扉　春意、孤單公園　31
葉雨南　嗝！古蹟、奇蹟、隕石湯、影子相反；你把

機會嫁給命運；花生　32�33；132；218�219
謝予騰　面目、夜半、問　33�34
李鄢伊　認定、最後的晚餐　35
張沛寧　凌晨、信仰　36
許寶來　迥驢、執念、跳下　37
林立婕　奔車朽索、籠鳥檻猿、迷樓、雨水、驚蟄、

小滿、小暑、大暑　38�41
周盈秀　小詩4首　42
林姿伶　一字詩：詩、果、蛹、雨、淚　43
余晨蓁　埋進下水道、兇手是。、觀賞用　44
黃鈺婷　生活、期限、夢的原理　45
李桂媚　心事　46
若斯諾‧孟　何謂刺穿Ⅰ、Ⅱ、Ⅲ　46�47
楊掁賢　口味、18歲　48
紀小樣　短詩無盡的綿延　49�51
李長青　為陳明柔拍照、與安心亞一起搭電梯、與蘇

紹連一起看書法展、與渡也一起懺悔　52�53
謝三進　除霧　54
夏婉雲　馬祖亮島人　54
岩　上　大王椰子、含羞草、鳳凰花　55
白　靈　小詩2首：影、我們的詩　56
白靈等　「布演台灣」之小詩展　58�70
梁匡哲　一念封神，抒情的小行星系—范家駿短詩

印象　108�113
陳牧宏　向日葵三朵、誰和誰躺下一起不核　115�116
古　塵　尋人啟事、裁縫師；信紙　122；238
蘇　善　通過　123
黃　里　市場、字體　124�125
岳　岳　玉山登頂　126
若爾‧諾爾　爸爸不在家　127�128
謝旭昇　前線、留下的二重性　129�130
蘇家立　沙漏裡並沒有沙　131
喵　球　生蠔　137
渡　也　空白與沉默、女媧　138
方　明　毒食油vs.黃小鴨　139�140
林餘佐　貨櫃屋　141
宋　熹　漢字詩謎四題：翅、美、北、走　142�143
林德俊　123的詩：一種懷舊、二種路線、三隻小豬　

144�145
非　馬　兩首辯論詩：同天空辯論、同時間辯論；小

詩3首：獨家風景、落葉、蝴蝶148�149；150�
151

廖烽均　孤兒院　151
蕭　蕭　大紅袍茶詩　152�156
陳克華　一　157�166
櫺　曦　蜘蛛人呢怎沒來　184�185
謝予騰　古弔六段　186
曾元耀　他在海線寫詩　187�188
游鍫良　孤單的攀爬　188�189
清　歡　博物館　190�191
林 勛　日記　191�192
柯彥瑩　再見波斯菊　193
可　嵐　墨鏡　194
瘋　爵　溝仔尾　195
熒　惑　斷章　196
陳　美　剪下一隻蝴蝶結　197
莊仁傑　安寧病床　199
方　群　軌道　200
王宗仁　愛笑的眼睛、Shall We Talk、孤獨患者、珊瑚

海、一路向北、有些事現在不做　一輩子都

不會做了　201�206
向　明　造神　207
汪啟疆　春日、犀、沙漠、父親　208�211
黃鈺婷　我印象中的那個人、診所　212�213
楊小濱　天氣課、穿刺課、懷舊課　214�216
楊　寒　端午讀王陽明《傳習錄》、南方就快要下雨

了　217�218
敻　虹　對話　220
鯨向海　廢墟、有疾　221�222
唐　捐　痛史、後宮真煩傳　223�225
紀小樣　清晨，有風　235
負離子　閱讀空氣　236
李克威　雨後天晴的房間　239
江昱呈　空乏其身　240

兒童哲學
4月（36期）

七星潭　鳥只是唱原本在唱的歌　44

明道文藝
1月（451期）

渡　也　我將壺中的水倒入湖中、東方美人下山　100�
101

陳明克　遇見龍膽花、朝開暮落　102�103
5月（453期）

張容兒　斷絕　98�99
岩　上　紫藤花　100
李長青　有星星的夜晚　101
郭少芸　流星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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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54期）

柯宗廷　漬音‧製形　157�158
孫品萱　白卷　159�160
紀敦譯　菜籃裡的黃昏市場　161�162
周昱君　失語者　163�164
高于婷　繼母　165�166
洪以倫　食字獸　167�168
徐祥弼　墜　169�170
吳姿盈　惦記　171�172
彭紹宇　智慧型世界　173�174
簡子涵　我是一隻台灣黑熊　175�176
夏維澤　沿風—車騎在山　177�178
王筱晴　頻率　179�180
紀博議　龍騰斷橋懷想　209�210
方維仁　城市之海—致　早已沉沒的我們　211�212
歐陽群　相片　213�214
蔡劭杰　現世羅密歐　215�216
蔡俞貝　桔梗　217�218
廖筱安　不會走路的人　219�220
游思綺　致覆羽者　221�222
高靜怡　親愛的艾曼達，願你不朽如童話　223�224
9月（455期）

陳明克　火燄山、箭竹小徑　101�102
張育甄　血腥瑪麗　103
蕭羽彤　莫內　127
方毓婷　咬噬　128
11月（456期）

李長青　邊界　53
曾湘綾　午後書房　54
曾雅郁　過曝的時光　125
劉明潔　等路　126
游捷茹　戲劇—別前憶往　127
陳虹均　星期四的空氣逃亡　128

客家
2月（284期）

康　威　編造者　78

歪仔歪詩
8月（12期）

黃春明　春天、五月、尋魂故事　9�14
零　雨　靜靜的冬山河—給B　17�22
張繼琳　將蘭陽平原改名、與蘭陽平原對坐　23�26
曹　尼　雙城記；〈大演說家〉等詩3首　27�29；204�

212
一　靈　20130512母親節在羅東牧內；給小榕樹的3首

詩、雨的蘭調　30�33；196�203
詹明杰　棘魨之死　34�35

吳茂松　地景書寫在小說中的象徵—以宜蘭小說家

的作品為例　51�57
張繼琳　宜蘭沒有好天氣　58�64
楊書軒　一部紀錄片誕生的起源　66�72
楊維晨　無人一見的沼澤—悼羅英　87�90
田　馳　〈滬上寫離別〉詩3首　133�135
楊　揚　〈22：00的喀什〉等詩2首　136�140
付文力　〈關於赤豆君和花椰菜的小情史〉等詩3首　

141�145
馬故淵　〈1960年的雨時至今日〉等詩2首　146�149
成　棣　〈安魂曲〉等詩3首　150�153
王大樂　〈太平洋〉等詩3首　154�160
肖　水　葉家花園　161�163
鍾宜芬　〈戀人罐頭〉等詩4首　166�173
容　泠　〈蘇格蘭〉等詩4首　175�181
黃智溶　記事本　183�191
劉三變　〈古鎮〉等詩3首　192�195
甘子建　〈如果我們不在一起〉等詩4首　213�216
果　果　〈風起〉等詩4首　217�222
詹明杰　〈偷腥〉等詩3首　223�225
柯蘿緹　〈抱歉不能對你說〉等詩7首　226�239
楊書軒　〈火光〉等詩3首　240�253
黃瑜婷　〈如果你長大〉等詩2首　255�260
王　離　〈擋車〉等詩2首　261�264
陳家帶　愛的節目單　265�267
洪春峰　光和影　268�269
張　泠　十字韌帶，夢　270�271
王珊珊　寫一首詩給自己　272�273
黃　里　詩是　274�275

皇冠
2月（720期）

余光中　蒙娜麗莎、蚱蜢與蟋蟀　30�33
顏艾琳　皇冠　235
鯨向海　互酸的時刻　247
陳義芝　三十三間堂　259
楊佳嫻　挪亞的情書　269
鴻　鴻　舊城新曲　286�287
路寒袖　校園散步3首—記在彰師大的日子　306�307
林文義　伊萬里　343
高山嵐　那是……　552�553

秋水詩刊
1月（160期）

心　笛　在妳清脆的歌聲裡—給《秋水》與靜怡　

19
魯　蛟　曾經流過—送秋水遠行　20
陳寧貴　不是告，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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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維　台北郵政14�57號信箱　32
喻麗清　黃昏的起點—致靜怡　36
金　劍　「秋水」頌—預賀秋水160期順利完成　57
燕　子　秋收的不只是詩　64
蔡麗雙　《秋水》情緣　66�67
靈　歌　打開秋水、合上秋水　72�73
陳琪丰　秋水標號　74
楊慧思　秋水之歌　75
琹　川　水月流光（之三、四）　80�81
李立柏　一千個祝福—秋水靜怡大姐的信和紫色小

箋　84
賴文誠　詩的窗口—獻給秋水　85
陳贊吉　戀戀秋水　88
黃安祖　未竟的惆悵—獻給秋光曼水的一首詩　89
張繼征　我的「秋水緣」—寫給告別秋水詩刊的歌

　93
余　言　斜斜的燕陣—讀靜怡大姐手箋　106
風信子　晚秋小語　116
方　明　寂寞局勢—下午茶隨筆　118
古　月　不眠夜　119
張　堃　衣索匹亞　120
胡爾泰　最後的櫻花　121
王　明　月下荷塘　122
謝　勳　咖哩　124
曾美霞　曾經留住　126
柳士同　薺菜的隨想　128

風球詩雜誌
7月（11號）

廖亮羽　攝影詩（義大利蔚藍海岸五漁村）　4
林禹瑄　攝影詩（德國德勒斯登）　5
阿　米　五樓　29
吳岱穎　夢中家屋　30
陳育萱　不開燈的木心書屋　31
林　銳　驀然　32
木　焱　離開中華路　33
莊仁傑　穿牆術　34
廖啟余　粗藤　35
洪書勤　廚間　36
謝予騰　嘉義深夜的微笑火雞肉飯　37
翰　翰　我沒有你那麼安靜　38
然　靈　震候群　39
王　離　堡　40
巫　時　客至　41
王珊珊　月兒彎彎　42�43
王志元　和前女友相約去聽演唱會、說服、什麼都沒

有得到　51�53
楊智傑　詩語、波西米亞小城、妳我遺失最久的一盞

天燈　56�59
游雅媚　一種頑強的意志　61
曾貴麟　歷史課　63
林禹瑄　冬日下午彈莫札特　64
滕　〈無題〉之鷹　65
李修慧　1918年後，沒有冬天　66
連珮辰　春茶　67
吳貞慧　獻給在苦難之中蛻變的堂姐　68
悠　揚　清晨　69
假　樂　歧路　70
楊上緯　不曾存在　71
張惠嵐　病患想　72
王　城　瞌睡　73
宇　傑　收件人：＿＿　74
鄭　敏　少女來訪　75
但　了　往路　76�77
林　儀　為達成　78
李亞融　生命中有一種絕對　79
侯思蘋　這世界的一點點　80
宇　路　漂　81
陳子雅　息魂奏　82
李辰翰　時代　83
宋尚緯　關於彼此　84
黃彥瑄　我不擁有時間　85
梁評貴　貧乏　86
謝予騰　我在我那五樓五坪大的邊間宿舍　87
劉羽軒　病徵　88
郭哲佑　太空　89
崎　雲　音節　90
林餘佐　如果大水過後　91
廖亮羽　失序　92
謝三進　相醫為命　93
白　懿　父親、……關於解決、疑問、純屬安慰　110�

111
林育德　我們要前往遠方的麵包店、打包　113
楊若榆　藍色　114
琉　閍　雙雙　115
阿　吃　愛的悲傷No.5　116
雜　毛　日落、循環　117�118
曾于珊　你如一陣抓也抓不住的輕風、一則說壞的故

事、愛的箴言、第三人的功課　119�122
斐　外　分手界限　123
李冠廷　藏心圖　124
果　子　從中似乎得到某種快樂　125
黑秘密　決心　126
Ryoko　所以我們　127
恬　大富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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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詩刊
3月（11期）

楊　風　海　49
盧勁軒　南國的盛夏，此刻，雪正紛飛　50
向　明　設若、包袱　51
謝　筠　不肯睡的咖啡因　52
殷小夢　安平樹屋、海安路上　53
林姿伶　微型語宙、愛‧選擇　54
陳　少　起風的豆子埔溪　55
沈　眠　零雨　56�57
蔡雨揚　大雪夜聽郭德堡未眠　58
林鈺凱　動心、寫心　59
愛　羅　迷途的光　60
溫風燈　白潮　60
子　雅　你倘若即將遠行　61
方　群　早冬過北京香山尋紅葉不遇　62
清　晨　追　62
蔡凱文　天天晴朗、而你也將如赤子般燃燒殆盡　63
驀　裡　蚊忙　64
許水富　行囊字魂4帖、對酌（二題）　65
徐如林　濤聲、聲聲喚、微醺的潮聲　66�67
林郁茗　你說已離開了此地　68
胡紹平　情書　69
陳　胤　山的容顏　70
沈雨懸　只要一夜　71
季　閒　空枝　72
知　秋　三讀燦爛千陽；資治通鑑、即使長成一株參

天　73；115
微　歌　成長、聽蟬　74
胡爾泰　霞喀羅溪畔的沉思　75
潘秉旻　無題　76
南方雨夕　陰影（3則）　77
可嵐、梁匡哲、翁繪棻、倚路、涂沛宗　靜物　78
旅　人　17號碼頭、冬風　79
葉　莎　雪中雕像、過河　80
莊仁傑　霧玻璃　81
胡榮基　存在　82
也　思　鴿、致雪萊　83
楊念塵　用青春攝影你的茶香　84
馬玉紅　深陷　85
鄭琮墿　眷戀　86
陳文銓　撒旦情人（2帖）　87
若　文　素心蘭　88
靈　歌　競技、慢心情02　89
謝宛倩　忌日；84歲的妳　90；106
哲　絮　迎你　91
陳　皓　地心　92
黃　里　晨色、初燈　93

小　荷　秋涼　94
張詩勤　我們豢養的獸、他熱愛逃竄與笑　95
辛　勤　夜宿山中、手術台上　96
古月月　如你問起，那是春天的密語、沙灘上你未拆

封的腳印　97
李蘋芬　她要去哪裡　98
吳翔逸　總有一天，我們……　99
許文玲　影　100
旋轉木馬　形上學、青春期　101
莫　云　始終、和春天有約（3則）　102
容　泠　Rolihlahla　105
蔡忠修　戰爭與和平的鐘聲　106
涂沛宗　哨所　107
趙天儀　疏開　108
曾于珊　靜錮　109
方　明　毀約之后　111
吳昌崙　日落關東橋　112
廖亮羽　協和廣場老風琴　113
蔡學文　無花果　116
葉衽榤　咫尺望穿　117
陳昌遠　所謂的和平在你掌心　118
6月（12期）

瑟　穗　冰河　31
徐如林　玫瑰之戀　32
愛　羅　限時寂寞、我已無法更加的完美　33
張　瑄　病因　34
賴文誠　單戀的幾何學、橋與路　35
龔　華　大夜　36
沈　眠　謎底、騎牆　37
流浪路上 ，找路　38
吳翔逸　追問三疊　39
楊　風　秋色如金　40
南方雨夕　葉聲一組、因為平凡　41
陳　填　我的女人　42
知　秋　思念有沒有分寸　42
陳翰韋　少女的愛　43
也　思　寶藏巖、觀世音　44
許水富　光明年代（兩題）　45
蔡忠修　癬、蛀牙　46
閑　芷　醉看、返鄉　47
黃詠琳　寂寥　48
許文玲　政客說、漲　49
方　明　長路將盡　50
陳昌遠　一切的一切都太過絕望　51
莊仁傑　過敏原　52
李長青　監獄詩系列　53
柯彥瑩　廖添丁，你不是英雄？　54
靈　歌　送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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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胤　瑞穗，愛戀23.5度　56
季　閒　冬夜聽雨、夜櫻繽紛　57
可　嵐　試紙　58
古月月　給我一行就夠了　59
方　群　家電三題　60
沈雨懸　繁華之焰　61
南　鵲　窺　62
張　堃　給—烏克蘭　63
陳　皓　淚痕　64
鈞　筑　連朝語不息、關於陰鬱的日子、如夢　65
麥　穗　地圖　66
王玠珵　流浪漢　66
葉　莎　草山月世界一景、夜宿日光海岸　67
林佾靜　透明的封閉　68
吳岳霖　歌　69
黃　里　十二月逼供　70
胡爾泰　碧絡角的春天　71
林錦成　一本小相冊　72
張詩勤　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空白、遺憾　73
祝　者　IKAROS　74�75
楊念塵　淪陷　76
蔡雨揚　沒有煙囪的日子　77
倉本知明　囚　78
流　光　選擇、遠近、倘若行駛過窗前落下的字跡　

79
國　玉　距離　80
鄭琮墿　燭香　81
辛　勤　浮世繪　82
貓　遊　因為有洞　83
林郁茗　養貓日記　84
曲雁樓　笑傲江湖　85
莫　云　千陽之外　86
謝宛倩　兒時驚懼、冒牌彼得潘　89
王俞婷　回頭年輕　90
馬玉紅　歲月鞦韆　91
趙天儀　波斯貓　92
吳昌崙　童年暑假　93
子　雅　小王子的眼睛　94
葉衽傑　退潮　95
胡紹平　聽說詩句　96
謝旭昇　寫作業　97
林聖德　洗澡　98
張文柔　板頭交趾陶藝術村的冒險　99
阜京九　自序　100
黃亦維　窗外　102
蔡學文　童年之變奏（3則）　103
李秀鑾　不能流失的綠色語言　104
陳　少　蘭花等詩10首　107�114

9月（13期）

路　痕　木心情話　43
也　思　遇見一樹風鈴　44
陳幼文　時間、紫的告白　45
張　靜　缺席是抽象、青春幻夢　46
陳子雅　八卦、倒掉　47
蔡忠修　二行系列（8則）　48
陳　皓　抵達黃昏　49
黃亦維　有氧的窒息　50
許水富　即日遊、青春曲　51
賴文誠　護身符　52
林姿伶　小詩　52
楊　風　向萬里無寸草處行腳　53
涂沛宗　雙數／異數　54
魏振恩　寒假、意大利、五月鳳山　55
灰　影　知音　56
可　嵐　寂寞拍賣師　57
游善鈞　延展　58
夢　花　致戀人們　58
張詩勤　我的悼念雖然是徒勞、光亮　59
古月月　十三號房的沉思之：今天天氣晴（3則）　60
愛　羅　青春素描　61
方　群　泡妞與把妹　62
南方雨夕　繪畫課、已知和未完成　63
沈　眠　下一代、流彈、濫情與唯美　64
吳翔逸　日常寂寞（2帖）、獨自前往　65
南　鵲　共和　66
曲雁樓　一溪煙雨　67
黃　里　窗影、紅葉　68
季　閒　牆之輓歌、新詩絕句（3首）　69
知　秋　空寂之聲、傘的心事、吃味　70
胡爾泰　守燈塔的人　71
柳　一　日子的畸零論述　72
胡榮基　圈套　73
葉雨南　懸腕　74
閑　芷　細語、美人笑　75
陳昌遠　無賴、生活就是每天下班回家開罐啤酒喝　

76�77
廖亮羽　阿飛正傳　78
曾思朗　小人偶的國度　79
馬玉紅　又見細雨　80
胡紹平　心病（6則）　81
林佾靜　夏日將至　82
陳　少　躺在山上看星星　83
李長青　秋聲、雲起南方　84
沈雨懸　幼獸　85
葉　莎　一株木麻黃　86
徐如林　雲水行吟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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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崙　台南孔子廟　88
浮塵子　關於一隻蛻變中的螽斯　89
澄　林　夏返　90
綠　豆　和世面擦肩而過、騰空起舞、髮的走廊　91
楊念塵　人間茶席　92
辛　勤　往事、惑　93
林郁茗　過站七星潭　94
莊仁傑　傲嬌　95
周威成　西北雨　96
胡淑娟　銅像　96
流浪路上　繁星.com　97
溫風燈　大雨　98
林劻頡　貪婪、暈眩　99
莫　云　初心　100
廖震岳　夜過新竹　103
方　明　都市童年　104
陳威宏　車行基隆路遇雨　105
高潤清　城市的一把刀　106
廖佳敏　新社的金針花、洄瀾‧花蓮　107
王俞婷　鄉村vs.城市　108
張琉羽　癡憶江南　110
陳　胤　台北，傾倒在誠品台階上的閱讀癖　111
蔡學文　一則關於城市的隱喻　112
謝宛倩　鐵窗裡孤獨地燦爛　114
葉衽榤　記馬祖博弈案　115
Deines丹娜　九月的輪廓　126
12月（14期）

楊　風　妖魂的長嗥—讀紀弦〈狼之獨步〉有感　

34
賴文誠　蚵田人生　37
貓　遊　距離　38
紀小樣　滴血的心、落葉　39
陳　少　夢與幻　40
曲雁樓　秋夢　41
許水富　安魂曲、無言的抵達　42�43
容　泠　村子　43
鄒政翰　可惜我是不知道的　44
蔡忠修　外科系列（5首）、憂鬱、手電筒　45
愛　羅　當我呼吸　46
黃亦維　氣球荒島　47
陳昌遠　Ｘ　48
沈雨懸　摸索　49
楊　風　Tombe La Neige　50
也　思　有靜　51
方　明　訣　52
吳翔逸　日常信念（3則）　53
知　秋　長巷　54
靈　歌　冰火之間、守候、六月　55

旅　人　旅途上　56
旋轉木馬　積族成塔　57
游善鈞　沉默的雪人　58
龔　華　粉紅絲帶　59
趙天儀　海星、冰島　60
倉本知明　雨刷先生的憂鬱、風箏　61
成　碧　私刑、談話專家、及、後現代　62
張詩勤　魚刺、要不要喜歡到天亮？　63
顏嘉琪　冬至貓空　64
陳　胤　陳有蘭溪的低吟、危崖沉思的玉山石竹　65
方　群　車過雙潭　66
魏振恩　田野、新墨西哥　67
馬玉紅　七月的針與線　68
雨　諄　笠山的雨　69
陳子雅　百出　70
沈　眠　森冤、劈腿、背對、毛病　71
陳　皓　浪花　72
路　痕　當下、逃花　73
李長青　小華說法　74�75
浮塵子　關於一隻水禽的想望　76
南方雨夕　一隻山鼠的早晨　77
胡榮基　訪寺　78
季　閒　英雄、水草與魚缸之聯想　79
瑟　穗　故鄉（2則）　80
廖亮羽　懷疑論　81
林立雄　墜落（之一）　82
胡爾泰　七月在燃燒　83
莫　云　絮叨　84
楚　影　百密　87
鈞　筑　掩面、牽惹　88
李亞融　在那些貪婪交換的夜晚　89
辛　勤　夜無眠　90
莊源鎮　胡思亂想　90
曾奕寧　安眠　91
沈欣儀　夜的冥想　92
吳昌崙　前鎮夜難眠　93
林明理　那年冬夜　94
高潤清　窗燈下的扉頁、夜未央　95
綠　豆　滑鼠夜渡　96
王俞婷　夜無眠、天涯海角　97
十　畝　夜的傾聽　98
阜京九　廝守　99
閑　芷　夜之迷航　100
胡紹平　在夜裡讀寫一段古典風華　101
麥　穗　宵夜　102
林榮淑　訪客留步　103
琉小羽　飲夜　104
謝宛倩　讚頌黑夜、懼怕黑夜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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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任峯　不安的秋　106
弦　歌　失眠ing　106
蔡凱文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晚安曲　107
霍育琥　我們都晚安吧　108
徐如林　灰燼等詩12首　111�118
Deines丹娜　時間自述　134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45期）

李勤岸　萬年麻—《人面冊ê季節》53　36
莊柏林　人　37
黃　連　兩碗芹菜　38�41
陳正雄　官田—菱角　42
林貴龍　愛聽媽媽的話　43
陳建成　欒樹的心情　44�45
康　原　坐飛機，走揣詩（九）—捷克文學家米

蘭‧昆德拉《緩慢》寫到「悠閒的人是在凝

視上帝的窗口。」　46�47
蔡連真　幸福　希望　48�49
林榮淑　時間謎猜　50�51
許 輝　阿媽咧講ê話　52�55
南　鵲　今仔日，伊滿五十四　56�57
興　餘　巷仔底的紅瓦厝　58�59
2月（146期）

李勤岸　虎尾蘭　58
莊柏林　捌有過　59
子　野　矮跤虎仔　60�62
張威龍　春天的花蕊　63
許正勳　櫻桃佮嶺菝　64�65
陳建成　國家監聽　66�67
林貴龍　愛佮愛　68�69
沙山懷若　寫詩來感謝你　70
白　木　咾咕厝　71
阿包仔　顛倒píng　72
3月（147期）

李勤岸　羊姑婆—《人面冊ê季節》240　56�57
莊柏林　言談　58
趙天儀　春天後母面　59
洪錦田　雲過月　60�61
陳建成　溫情紅瓦厝　62�63
張威龍　行春　64
謝清水　蛻變　65
龔乾權　鹿仔樹　66�67
張淑柑　上甜的圓仔湯　68�69
杜信龍　咱來種樹仔　70�71
毛聖潔　啥物時陣　72�73
柯冠義　老麵擔仔　74

4月（148期）

黃勁連　賭　32�34
莊柏林　未來　35
李勤岸　逐水鹿ê平埔先祖—《人面冊ê傳奇》261　

36�38
趙天儀　五分仔車　39
康　原　坐飛機，走揣詩（10）—捷克文學家米

蘭‧昆德拉《緩慢》寫到「悠閒的人是在凝

視上帝的窗口。」　40�42
Ngá�tîng　毋知　43
林貴龍　等待梟雄　44�45
陳建成　巡遊小封神　46�47
洪錦田　且布袋戲尪仔　48�49
鄭文海　蓬萊米的原鄉：竹仔湖　50�51
許立昌　花開棉綿—送棉花達人鄭宗坤先生　52�53
杜信龍　人生跤步　54�55
5月（149期）

黃勁連　食　50�51
陳潔民　這一工，我想著你—敬林義雄先生　52
莊柏林　康乃馨　53
李勤岸　成功夢—《人面冊ê季節》249　54�55
陳正雄　北門‧烏跤病醫療紀念館—贈王金河醫師

　56�58
李淑貞　快樂做志工　59
陳建成　行過月津　60�61
洪錦田　日頭花無含露水　顛倒滴血—寫2014.3.18

台灣日頭花學運　62�67
程鉄翼　春天的羊蹄甲　68�69
張東雄　油桐花　70�71
蕭景宏　等待　天光　72�73
6月（150期）

黃勁連　路過　40�45
趙天儀　白娘娘佮許仙　46�47
李勤岸　17號分道盤—《人面冊ê傳奇》260　48�49
王　灝　夜讀　50�51
莊柏林　康乃馨　52
康　原　坐飛機，走揣詩（11）—捷克文學家米

蘭‧昆德拉《緩慢》寫到「悠閒的人是在凝

視上帝的窗口。」　53�57
陳正雄　白河—蓮花　58�59
陳建成　隨在伊去　60�61
楊焜顯　肉粽節紙箱仔扒龍船　62�63
杜信龍　我是一欉千年êひのき　64�65
謝金色　兜　66�67
蔡連真　放手（放下）　68�69
張琬如　無尾巷　70�71
楊振裕　六月，望雨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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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1期）

莊柏林　幸福　32
趙天儀　日頭花　33
黃勁連　土地正義　34�35
李勤岸　人面冊ê葉仔7首　36�39
張威龍　虫奄蜅蠐　40�41
陳建成　夜深了東門城　42�43
蘇　善　知影—跤步系列4　44
洪建斌　睏過頭　45�47
鄭文海　黃虎旗頭人何在？　48�49
美　紅　母語坐飛機　50�51
沙山懷若　抾蚵的心聲　52�53
林榮淑　金針花　54�57
賴綜諒　這馬無某　58�59
張淑貞　走趁普　62�63
市　井　赤跤仙仔　64�65
朱　嬋　喵小姐　66�69
月　雲　真心　70�75
8月（152期）

李勤岸　中央研究院植物園本土花展　24�27
黃勁連　佳里興袂興　28�31
莊柏林　轉變　32
陳正雄　楠西—江家古厝　33�34
陳建成　陷入世俗的無閒　35
洪錦田　等候室　36�38
白　木　七美望夫石　39
程鉄翼　黃色記持～阿勃勒　40�41
張威龍　一蕊花　42�43
謝金色　回鄉　44�45
黃文俊　中元普渡　46�47
賴綜諒　大瓦厝的運命　48�49
林慧渝　俺娘的骨氣　50�51
杜信龍　台南柳營—老牛的厝　52�54
9月（153期）

李勤岸　人面冊ê小確幸7首　26�30
趙天儀　抹壁雙面光　31
黃勁連　林董兮　32�37
莊柏林　今生　38
李淑貞　台灣無名英雄系列—烏手篇　39
陳建成　風雨欲來的街頭　40�41
洪健斌　鬼月　42�44
張淑貞　退色的相片　45
沙山懷若　牽手的形影　46�47
張東雄　走揣芹壁（芹壁村21號）　48�49
林曉瑛　陪你行最後一逝路　50�53
黃靜惠　異鄉的白翎鷥　54
10月（154期）

李勤岸　人面冊ê青春　22�25

黃勁連　蒙古大夫　26�28
許立昌　我無思念你　29
陳正雄　小西門　30�31
康　原　坐飛機，走揣詩（12）—捷克文學家米

蘭‧昆德拉《緩慢》寫到「悠閒的人是在凝

視上帝的窗口。」　32�35
陳潔民　心悶　36�37
李淑貞　台灣無名英雄系列—工地篇　38�39
張威龍　故鄉的水雞聲　40�41
杜信龍　目睭金金　42�43
劉惠蓉　劍獅的目屎　44�45
黃靜惠　阿母，你好無　46�47
劉康威　濱刺麥　七股潟湖網仔寮汕踅踅　48�49
江澄樹　太平國小95周年校慶園遊會　50�51
侯瑞琪　八月的春天　52�53
11月（155期）

黃勁連　聲音的追殺　32�36
莊柏林　毋知影　37
李勤岸　人面冊ê世代正義　38�46
趙天儀　瓊花　47
陳潔民　蓮花化生—送蔡明言菩薩　48�49
程鉄翼　紫色的浪漫～大花紫薇　50�52
洪錦田　棉翱糖　53
沙山懷若　這是阮的命　54�56
林貴龍　爭懸（權）　57
陳月妙　泣別—獻予慈愛的阿母　58�60
柯冠義　行過　61
陳玉釵　原味的山林　62�63
孤　鴻　兩个囡仔　64
吳正任　「田寮阿媽」的「挽花謠」　66�67
12月（156期）

黃勁連　鮭魚返鄉　24�27
李勤岸　人面冊ê鄉音花芳　28�32
王崇憲　陪你朗讀—讀經　33�35
子　野　咱的台語　36�39
蘇　善　認路—跤步系列6　40
康　原　坐飛機，走揣詩（13）—捷克文學家米

蘭‧昆德拉《緩慢》寫到「悠閒的人是在凝

視上帝的窗口。」　41�45
陳建成　南寧街的聖誕夜　46�47
洪健斌　空巢　48�49
張威龍　鏡　50
楊振裕　母語ê火把攑懸懸　51�55
張東雄　摘星三訪　56�59
李淑貞　作sit人ê心情　60
徐堃明　呼喚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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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詩刊
1月（69期）

陳銘堯　漂　25
千　朔　我坐在她的身邊　26�27
然　靈　焚（外一首）　28�29
蘇紹連　聽聞　30
靈　歌　樹寫天空　31
琹　川　缽之華　32
蘇　善　套圈圈　33
方　明　冥（外一首）　34
李進文　Skype會議中　35
藍　雲　缺角的月亮　36
須文蔚　心之鯽　37
崎　雲　樂園　37
徐世澤　在繆斯公園內（外一首）　38
方　艮　鼻頭燈塔獨白（外一首）　39
黑　俠　入魔者（外一首）　40
胡爾泰　微熱的山丘　41
破　弦　北國　41
宋尚緯　出口　42�43
劉正偉　我曾看見妳眼角的憂傷　43
宋　熹　同學會（外一首）　44
周天派　裁切　44
和　權　一雙手（外一首）　45
陳　胤　唇　45
陳良欽　從護主寫到寫詩（外一首）　46�47
雨　諄　兒癌病房　48�49
呂建春　蒼天渴望蒼老　49
蘇家立　如果露水還有名字（外一首）　50�51
劉　流　網路　51
舒　蘭　返樸歸真（外二首）　52
麥　穗　懷念詩人薛林　53
光　蕨　祈雨術　53
陳子雅　思想起（外一首）　54
南　鵲　贖罪　55
蔡雨揚　病歷　56
魏鵬展　燈籠　56
拔力‧馬迪可拉岸　巨人　57
貓　遊　滿了　57
陳華民　淡到　58
高　纓　中秋月　58
淡　瑩　無奈粘人草　59
蕓　朵　風風光光是坨一閃而逝的笑聲（外二首）　

60�61
林立婕　立春　62�63
劉梅玉　因為海洋的緣故；劃線（外一首）　63；101
葉　莎　三輪車伕（外一首）　64�65
白　水　告訴你，手有牽好　65

簡　梅　羊草山的太陽（外一首）　66�67
流　光　看不見的××　68�69
黃宜淩　青春日記　70�71
丁　純　蘿蔔，我們的心上人　71
黃郁蘭　智慧升級（外一首）　72�73
胡茗茗　多年以後　76
馮瑀珊　懸念：聽雨有感　77
墨　韻　白塘湖遙想　78
紫　鵑　拿走　80
蔡忠修　四行20首　81�83
靈　歌　吻二行　84
楊采菲　氧氣罩（外七首）　85
陳良欽　青冷三疊及其他　86
方　群　湘行三帖　87
林立婕　雨水　87
犯　人　沒有答案　88
可　嵐　樹蔭下的獨白　88
王玠珵　微星戀人　88
須文蔚　盲夢　89
朱　建　小滿　89
蕭　蕭　佛在馬祖（外一首）　96�97
翁　翁　酒引　97�98
夏婉雲　在東引的艦上　99�101
白　靈　安東坑道（外一首）　102
林煥彰　心中的島嶼（外一首）　103
林文義　燕鷗對看（外一首）　104
歐陽柏燕　海上看東引（外一首）　105
李進文　在東引舉杯　106
陳義芝　芹壁的冬天　106
陳珍偉　老故事　110
張郁國　小男孩的57路早晨　111�113
王花花　我在火災現場　113
麥書瑋　沒有名字的星期天　114�115
游善鈞　充滿折射的廣場　115
小　縫　他們還追趕火車的憂傷　116
穗　靣　Pluto　117
邊緣貓　歸零　117�118
王繪鈞　無題　118
呂家慈　中途島之歌　118�119
黃崇鑫　樑上君　119
王思蓉等　workshop一行詩作品　122�123
4月（70期）

靈　歌　光之船；我只是大雪一場　25；43
葉　莎　甕與影　26�27
蘇　善　句點　28
蔡忠修　戰後4帖；四行16首　29�31；88�89
黃家文　我走瘦了一個月亮　31
李進文　差點不認識你，都還好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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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智　結局　33
和　權　仁者（外一首）　33
胡爾泰　頭頂著伊甸園的夏娃（外一首）；櫻花與風

（外一首）　34�35；90
陳　填　叢林銀光；落葉　35；84
方　明　變奏　36
向　明　突然　36
劉正偉　我是妳　37
若　蝶　繆斯　37
林文義　婚約　38
鄭琮墿　髮香　39
千　朔　只有海知道海的深　40�41
楊小濱　時尚課（外一首）　42
潘秉旻　神話　44
蔡雨揚　最長的下午　44
龍　郁　最後的溫柔　45
陳偉哲　太平盛世　45
崔舜華　最最親愛的末日文明（外一首）　46
陳　胤　桐花密碼　47
丁　純　一棵樹，在傍晚　49
許水富　十一月不平靜的聲吶（12則，外一首）；小

詩宅4則　50�51；87
葉雨南　一把尺，衡量親情　52
陸　仁　意　52
徐世澤　人生縮影（外一首）　53
蕓　朵　懸念（外七首）　54�57
龍　妍　無題　57
葉　莎　黃昏三拍　58
古　月　等待雪來　59
流　光　我窺你視（外一首）　60�61
李明足　穿越桃花源　61
廖亮羽　呼吸愛與死的間隙　62
林姿伶　一顆行星靠近月亮　63
龍　青　水草　63
廖之韻　賭徒（外一首）　64�65
李　玲　古謠　66
龔　華　歸鄉　67
尹　玲　疏離　67
閑　芷　痕跡　67
古月月　萬一我懷了一首詩　68
林婉瑜　也想和其他人一樣（外一首）　69
楊采菲　我是一顆萊姆（外一首）；甘蔗（外七首）

　70；91
隱　匿　養病　70
紫　鵑　鸚鵡　71
愛　羅　潮　71
蘇家立　剪指甲　72
汪啟疆　短詩7首及其他；散步（外二首）　73�75；85

白　靈　旅店（外六首）　79�80
黑　芽　生活　80
雨　弦　花開十朵　81
林煥彰　駿馬奔騰（外二首）　82
陸　仁　眼（外五首）　83
魯　蛟　圖書館、遠景、末日　84
孟　樊　白露為霜　84
落　蒂　六行9首　86�87
謝　筠　電影日記（3首）　92
方　群　青海3首　92
宋　熹　葡萄之歌（外一首）　93
謝旭昇　有關雪的爭論（外一首）　93
徐享捷　雨山小輯　94�96
吳昌崙　秘密（外三首）　97
龔　華　聒噪　97
季　閒　滄海（外一首）　97
非　馬　非馬小詩（外五首）　101
李明足　時間有空隙（外六首）　102�103
沁　怡　梔子花開（外五首）　115
古　臻　心情（外五首）　117
鍾耀寧　山中的石頭屋（外五首）　118�119
馮瑀珊　紅豆吐司（外十二首）　121
淑　茹　憂鬱的拖鞋蘭（外四首）　122�123
陳昊星　蒙娜麗莎　123
耕　雲　再進舊屋（外五首）　124�125
舒　蘭　樹（外五首）　126
7月（71期）

葉　莎　看蒙古（外一首）；回家　20�21；72
蘇　善　枝頭（外一首）　22�23
靈　歌　回家；孤獨已然還魂　24�26；42
張　默　永恆　27
藍　雲　完美的塑像　28
黃宗柏　武昌街紀事　29�31
萬志為　手不再牽　33
曹介直　我看到你　34�35
蕓　朵　那位我國中時讀他的詩，現在還讀的詩人

（外一首）　35�36
侯建州　夢疊　36
夏　菁　不語　37
麥　穗　詩光‧星座　37
初安民　無題　38
札西拉姆‧多多　那個答案　39
季　閒　坐看雲起時　40
龍　青　約會　40
丹　娜　化城再來人　41
林劻頡　蝶　41
陸　仁　如來　43
劉正偉　周公夢蝶；薰衣草（外兩首）　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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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彰　夢回孤獨國；路過（外一首）　44�45；99
吳昌崙　天問　45
墨　韻　夢的觸鬚　46
阿　米　悼周夢蝶　47
曾　念　送別　48
謝輝煌　武昌街的遐思　49
紫　鵑　移動的眼淚　49
宋　熹　漢字詩組曲2首　54�55
初安民　無題　56�58
許水富　我和我的時間　59
蔡忠修　金門5帖　60�62
汪啟疆　潮水（外三首）　62
葉雨南　買了一隻金魚放在手上　65
胡榮基　下午6點50分　65
陳偉哲　明信片　66
蘇家立　騙子（外一首）；徒勞　66；71
驚　蟄　我的人時常　67
潘秉旻　如果　68�69
曲雁樓　芭蕉　69
陳　胤　油桐花落　69
李　明　午後花博（外一首）　70
莫多馬　偷吃　71
楊采菲　唇膏（外三首）；洗臉　73；110
邱雅玟　鳥日子　74
廖亮羽　觀空（外六首）　75�77
林　茵　冬決。為謳歌美愛而起的（外一首）　78�79
流　光　過隙　80�81
王玠珵　變心　82
龍　妍　畫中畫　82
愛　羅　緣起　83
黑　芽　生活　83
蘇紹連　蠟炬（外四首）　94
薛　莉　綠竹筍　95
陳予慧　重逢　95
謝言欣　失眠　95
劉勝仁　相遇　95
若　蝶　愛情　95
可　嵐　節制（外二首）　96
蓮　心　筆墨緣（外三首）　96
方　群　寢事三寫　97
王　闖　趕　97
黃家文　含羞草　97
李立柏　資訊焦慮（外一首）　97
謝　筠　蒲公英（外一首）　98
閑　芷　垂釣　98
鄭宗墿　杯子（外三首）　98
孤　鴻　拍球說　98
祝枕漱　端午（外二首）　99

王崇喜　黃昏一瞥（外七首）　100�101
李智勝　顛覆（外六首）　102�103
王　濤　瀟灑　103
蘇清強　植樹（外一首）　103
何　均　曬太陽（外九首）　104�105
秀　實　人體　105
胡淑娟　黎明（外六首）　106
曾入龍　貴陽的冬天（外一首）　107
成　碧　關於法律的組詩　108
王學敏　雨花石（外四首）　109
路　衛　四季四章（一字詩）　110
落　果　震顫　110
冰　谷　蜻蜓點水　110
南　鵲　多聞第一（外一首）　111
蕭仁隆　流雲　111
何乃健　空有不二（外二首）　111
溫任平等　馬來西亞「天郎星」詩社作品特輯　113�

126
10月（72期）

龍　妍　井；不要為我哭泣；航向你（外一首）　

25；45；89
葉　莎　再讀；兩格；在日落之前　26；31；85
劉梅玉　渴望（外一首）　27
蘇　善　老樹之歌（外一首）　28�29
蕓　朵　禱；漂浮的雲（外一首）　30；84
號　角　寫給受傷的城市，高雄（外一首）　32
汪啟疆　合攏的夜　33
管　管　殺人者　34
方　群　隱題十行；台東3帖　34；92
耕　雲　高雄氣爆　34
劉正偉　我哥住在高雄；愛　35；76
吳昌崙　浴火鳳凰　36
黑　芽　怎麼辦　37
蘇　善　失禮　37
許水富　撫傷6則；小詩宅‧二十題　38；97�98
落　果　高雄煉獄篇日記　39
沁　怡　浴火鳳凰　39
陳　填　看不見的心　39
落　蒂　場景照片6帖　40�41
馬　修　想，想想　41
蔡淇華　聞你　42
楊采菲　不眠之川　43
曾美玲　禱告　44
麥　穗　驚爆氣暴　44
李明足　靜候，手術治療中　46
歐陽柏燕　默禱　47
楊　平　三多路上的安魂曲　48
靈　歌　散場之後；悲傷第三夜（外二首）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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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葉雨南　這一夜的巷弄瞬間盲了；擁擠專利（外一

首）；光陰收藏盒（外兩首）　50；79；100
龔　華　詩的安魂曲　51
淑　茹　轟然巨響　51
林煥彰　早安‧感恩‧祝福　52�54
蔡明惠　拼與織　55
吳東晟　請問老師；唸予阿嬤个詩（閩南語）　56；

81
蘇家立　離我很遠的年代（外一首）　57
宋　熹　漢字成詩四題　58�59
楊小濱　女壞人之歌（外一首）　60�61
木　瑕　求全（外一首）　61
王　城　我說的這些都無關時間　62�63
黑　俠　交響詩（外一首）　63
葉曉鳴　後現代式丟垃圾　64
林文義　紫陽花　65
絮　風　風　有點涼　65
胡爾泰　馬拉巴栗的夏天；夏日最後一朵薔薇　67；

91
號　角　威馬遜風暴　68
蔡忠修　浯島10帖　69�72
徐世澤　陽明山的琴師們（外一首）　73
許世賢　揮手畫一道彩虹　74
魏鵬展　錯誤　74
拔力‧馬迪可拉岸　生命之河　75
謝　勳　殘破的石柱沒說的　76
林劻頡　我很安靜　77
陳偉哲　如果世界只能住成這樣　78
吳讚鈞　我睡著了　80
黃　里　閱報室　80
劉哲廷　Dear E　82
方　明　手機與愛　83
龍　青　剛剛開始　86
墨　韻　七葉一枝花　86
淡　瑩　天為什麼不亮？　87
雨　諄　在病床上；始末　88；94
閑　芷　輕吻塵埃　88
林　茵　碧潭，如是，我聞　90
劉枝蓮　渴。望（外一首）　91
吳昇亮　心　92
麥書瑋　短詩3首　92
秀　實　此夜（外三首）　93
舒　蘭　影子（外三首）　94
陳若詰　將死的螢火蟲（外八首）　95�96
鄭琮墿　兩行詩（2首）　96
陽　荷　小詩5首　99
賴輝珠　兩座橋　100

季　閒　隔空對談系列　101�103
王宗仁　女孩（外二首）　104�105
木　瑕　被走千次的小徑　106
林博洋　返航　107�108
歐思妤　鬼　108
黃苡婷　打嗝的比目魚　109
林家婕　我家　110
黃冠維　刺身　111
田于芹　舞　111
徐新湄　藍色圍巾　112
范書瑀　夢‧鏡　113
沈昀蒨　茶　114
蔡秉真　戲春　114
鄭咨宜　不對，味　115
葉佩宜　蜂蜜檸檬汁　116
金韋萱　失禮　117
蔡知臻　上鐘　118

笠詩刊
2月（299期）

岩　上　油，从水由聲（外一首）　22�23
賴　欣　做自己（外一首）　24
趙天儀　迎春的牧笛（外十一首）　25�32
莫　渝　貓の物語續集（7首）　33�36
陳明克　花樹（外三首）　37�41
許達然　活拒　42
林豐明　5426（外一首）　43�44
吳俊賢　落山風（外一首）　45�47
杜國清　最後的一眼（外一首）　48�50
吳　櫻　這一年，您好嗎（外二首）　51�54
江　平　赤潮　55
蔡榮勇　我還在學（外四首）　56
蔡秀菊　樂活　57
林　鷺　京都浪人　58�59
楊　風　寺庭紅楓（外一首）　60�61
李昌憲　人（外二首）　62�64
簡素琤　無題　65�66
劉金雄　癡　66
思　理　躲過的車禍（外一首）　67�68
梁明輝　打狗神話的花蕊　69�73
林明理　東隆宮街景　74
胡爾泰　青春，在痛苦中殞落　75
謝旭昇　我們的冬天就要來了　76�77
蔡琳森　關於西藏的兩三事　78�79
千　朔　距離　80
胡詩專　鞋子　81
若　文　監視偶記（外一首）　82
也　思　時光（4首）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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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維　舞秋楓　84
吳孟昌　給馬戲團的一封信　85�86
林姿伶　珍珠奶綠　86
靈　歌　讀一本詩集01（外一首）　87�89
杜　瑜　日子　90
凡　樸　河邊的那棵樹Ⅱ　90
張嘉麟　寫作　91
如　斌　不定　91
許水富　過境　92
編輯部　笠30年代詩人作品選　137�145
4月（300期）

李魁賢　太陽花、日頭花（台語）、我穿上新黑衫　

20�22
旅　人　向日葵、民主香腸、拒馬　22�26
楊　風　當警棍無情擊下；寺庭紅楓（外一首）　

26；95�96
趙天儀　太陽花‧鹿茸‧香蕉　26�27
岩　上　拒起 的馬；玉山光體（外一首）　27�28；

78�79
李敏勇　起來，為太陽花的孩子們　28�30
鄭 明　孩子，我們會永遠記住這一天　30
賴　欣　太陽花的臉　31�32
莫　渝　太陽花學運系列；宛若、昨日的、貓眼石的

迷幻　32�37；89�90
利玉芳　向日葵花語、太陽花就是這個樣子；遇見銀

杏林　37�40
林　鷺　天抑袂光（母語）、天還沒有亮；王者的天

空（外一首）　40�42；93�94
謝碧修　風飛沙底的頭花（台語）；榕樹　42�43；59
蔡秀菊　當我們同在一起　43�44
陳明克　柏油路上的哭喊、春天的蟲鳴　44�47
李昌憲　網路世代vs.國家暴力、黑潮怒吼；我站在苦

楝樹下（外一首）　47�50；91�92
林盛彬　閱讀「太陽花學運」的幾個面向　50�52
林偉雄　發芽　52�53
楊淇竹　街道沒有年輕人　53�54
林葦芸　太陽花　54
可　嵐　拒馬　55
蔡忠修　抗議7帖；人間3帖　55�56；137
羅勇泉　為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而歡呼　57
許達然　夜作業　58
吳俊賢　石橋（外十一首）　61�71
陳明克　半山（外四首）　72�77
蔡榮勇　金門之旅　80�88
莊金國　近作四題　97�98
李勤岸　筆筒樹（外九首）　99�102
劉俊余　愛芹海的憂鬱（外一首）　103�104
賴文誠　純愛標點（外二首）　105�109

李益美　梧桐花徑　110
吳昌崙　老樹　111
愛　羅　戀戀五月雪　112
林耀潾　高雄山海經　113�114
胡紹平　颱風過後　115�116
靈　歌　內觀　117
劉金雄　甲午戰爭二甲子　118
知　秋　阿婆耶拐仔聲　119�120
謝　勳　捷運站裡的廣告　121
南　鵲　迦南地　122
坦　雅　不動聲色　123
凡　樸　四月　124
也　思　合唱　125
葉　莎　神主牌　126
季　閒　風中的凋零（外一首）　127�129
張台瓊　沙崙樂章　130
小　舫　迎合（外二首）　131�134
許水富　鄉愁漫遊（4帖）　135�136
陳文銓　《笠》詩刊創刊50周年　197�198
胡詩專　《笠》詩刊創刊50周年　198
編輯部　笠10、20年代詩人作品選　199�221
6月（301期）

杜國清　花蓮之旅4首　25�29
賴　欣　反對者（外二首）　30�33
許達然　痕跡　34
趙天儀　夏天來了（外一首）　35
林豐明　七行詩5首　36�37
陳明克　暴雨（外四首）　38�42
蔡榮勇　美麗島的燃燒（外一首）　43�44
江自得　惠來遺址（外一首）　45�46
林偉雄　倒轉（外一首）　47�48
利玉芳　山的風景（外一首）　49�51
林　鷺　深夜唱讚（外一首）　52�53
旅　人　追薪（外一首）　54�55
李昌憲　網路（外二首）　56�58
林　梵　安安靜靜最大聲　59�60
陳文銓　綠卡（外一首）　61�62
思　理　在最寒冷的季節　63
簡素琤　春光　64
林明理　憶友（外一首）　65�66
賴文誠　手機生活（外一首）　67�68
張台瓊　威尼斯倒影　69�70
蔡雨揚　鹽分地帶　71
張信宏　日出玉山（外一首）　72
邱懋景　夜襲　73
劉俊余　突圍　74
吳　文　春聯（外一首）　75
凡　樸　鏡頭內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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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歌　月光邊境（二）（外一首）　77�78
劉金雄　誰自窗外走過　79
曾美玲　母親的河　80
胡詩專　掌聲　81
蔡忠修　愛之3帖　82�83
許水富　造訪南方　84
編輯部　1950年代暨之後出生的笠詩人作品選　114�

131
8月（302期）

李魁賢等　台灣詩人參加古巴詩歌節專輯　22�41
林盛彬　島的破碎之聲　69
江自得　時間之書　70�76
陳明克　山雨後的眼睛（外十二首）　77�81
岩　上　晨間即詩（2首）　82�83
趙天儀　請莫放棄自己　84
林豐明　英雄故事　85
賴　欣　書本上沒寫（外一首）　86�87
鄭 明　活著，是一件美好的事（外一首）　88�89
許達然　看破手腳　90�91
江　平　零砝碼的天秤　92�93
林偉雄　水泥樹（外一首）　94�95
吳俊賢　女人樹　96
李昌憲　止痛藥　97
李勤岸　大樹頭（外九首）　98�102
思　理　鐵道旁的飯店（外一首）　103
吳昌崙　荷塘情事　104
李益美　鮪魚祭　105
胡淑娟　黃昏（外二首）　106�107
葉　莎　油桐花　108
季　閒　行腳（外一首）　109�110
龍　妍　以為你都知道　111
劉正偉　昇華的靈魂　112
賴文誠　沉澱　113
胡爾泰　太陽昇起，自黑色的島嶼　114�115
王　凱　鬆土　116
劉俊余　祈願（外一首）　117
也　思　聲音‧大地　118
暮　云　影像　119
知　秋　幸好我們的血液裡都流有草的因子　120�121
紫　瑩　2014年3月麻豆柚花香　122�123
李魁賢組稿　新秀出招　124�130
10月（303期）

編輯部　復見重生的心—高雄大氣爆專輯　18�39
趙天儀　面對著歷史關鍵性的時刻（外二首）　40�41
許達然　想鄉　42
賴　欣　蟑螂的對話　43
楊　風　青春之夢（外一首）　44�46
莫　渝　蔬果篇（5首）　47�48

陳明克　錦鯉（外四首）　49�53
江　平　海堤　54
蔡秀菊　海鰻　55
李昌憲　月光海　56�57
羅勇泉　老木！你在何方？　58
阿　達　母親坐過的藤椅（外一首）　59�60
張台瓊　都蘭簡語　61
雨　諄　妳的名字叫蔡美華　62
黃詠琳　古色　63�64
杜信龍　生佇城市ê樹仔　65�66
賴文誠　根　67�68
呂克勤　古典夜空　69
凃妙沂　她們是西拉雅的女兒（外一首）　70�71
蔡忠修　走入旗山　72
謝理法　在霧裡　73
許水富　邊緣（外一首）　74
12月（304期）

岩　上　語神的漁港（外一首）　21�23
陳明克　鰲鼓之鳥（外六首）；緊急下架；城中樹

（外四首）　23�30；48�49；68�72
吳　櫻　鰲鼓濕地　30�32
蔡榮勇　嘉義東石鰲鼓之旅；勇消弟兄的輓歌　32�

37；64�65
利玉芳　北回歸線緩緩的穿越濕地（外一首）　37�38
謝碧修　古厝‧巷道　38�39
莫　渝　旅人口袋詩：一日嘉義（14首）　39�46
李昌憲　候鳥的天堂（外一首）；食不安（外二首）

　46�47；52�54
林豐明　二星期　49�50
林　鷺　真與假；牆的呼喚（外一首）　50�52；73�74
孟　樊　2014年9月　54
鄭 明　在淡水河畔（外一首）　55�56
非　馬　時間容器（外一首）　57�58
許達然　暴露（外一首）　59
賴　欣　台灣人的臉（外一首）　60�61
趙天儀　夏天來了（外一首）　62�63
蔡秀菊　摩天輪　66�67
林　梵　逆說　75
林文義　可愛不可愛　76
廖佳敏　以鋤頭寫作的人格者　77�78
葉小鳴　寒帶林　79
吳昌崙　選舉　80
思　理　印記（外一首）　81
劉正偉　登合歡山　82
劉金雄　試煉（外一首）　83
林彥佑　龜山島　84
簡素琤　颱風的前一天（外一首）　85
劉俊余　快逃！中國人來了　86



234 2014 台灣文學年鑑

曾美玲　島嶼的哭泣　87
季　閒　畫面（外一首）　88
張信宏　萬金聖母院　89
徐如林　石頭（外一首）　90
賴文誠　家書（外一首）　91�92
王　凱　滕枝彬林　92
陳文銓　門神　93
吳　文　迷失暮年　94
蔡忠修　雨過台灣（外三首）　95
李魁賢組稿　新秀出招　96�100

野薑花詩集
9月（10期）

丁威仁　荒年歲月、德布西變奏、號誌的日常、啟蒙

的日常、字音的流沙；災荒的日常　19�25；
28

喜　菡　我親愛的鄰居們來不及疏開；港都八月敘事

　26；70
蘇　善　無用；手感、九拐十八彎　27；86
閑　芷　高雄，黎明之前；預約　27；102
心　華　花非花　28
雪　赫　失落的非戰場；水的記憶；夜潮　29；55；

105
江文兟　港都氣爆；紅顏禍水；和氏壁　30；58；96
華　萍　時光低垂　30
TimKwan　終曲　31
許勝奇　氣炸了；楠梓仙溪；你是我們生命中一朵奇

美的花、小詩5首、你如何能了解我的孤獨

與哀愁？就連蜈蚣也不能……　32�33；52；
154�157

陳予慧　高雄不孤單；水淹林邊；輪迴　33；53；109
千　朔　八月。土的保管；伽羅‧安敦；人生旋轉木

馬；驚愕；自新世界　34�35；159；161；
163；165

王崇喜　寫給受傷的城市，高雄；雨季、墨爾本圖書

館前　36；94�95
溫任平　天郎星重現之因緣　37
謝川成　張之洞　38
程可欣　下町，穀根千　38
鄭月蕾　趕路的鴿子　39
遊以飄　問師　39
陳鐘銘　端午　40
戴大偉　那一天我們一起看房子去　40
陳浩源　西雅圖遊記、法國梧桐　41
吳慶福　夜的糾結　41
楊　平　廣場、我捧讀一本倫語、歲末隱題、夏夜賦

　42�43
雨　諄　親愛的教主、夏夏綠島，未雨的日夜　43�44

光　蕨　永夜的眼睛、祈雨術　45�47
芙蘿貓　烘衣記　47
慕　谷　我們在夜裡一起詩的可能　48
曾元耀　水的書寫　49
林 勛　浪群；軌跡、想念葡萄；而不斷前進的等

候、撫摸凶獸　49；121；168�169
綠　豆　讀水的情緒、說說自己　50
葉　莎　水之遺憾；雙心石滬；小詩3首　51；119；

166
蔡志銘　關係　51
許勝奇　楠梓仙溪　52
李嘉章　枯水期　52
林瑞麟　水痕　53
高潤清　午後雷陣雨的莞爾；窗裡窗外；猴探井之旅

　54；153；155
林劻頡　染紅的河流；無言無語、風乾　54；120
曼殊沙華　羊水　55
紫　瑩　台南八八水災　56
吳昌崙　天使的眼淚；2013黃色小鴨啟示錄、同學會

通告　56；100
黃文傑　忘情水；陳列物　57；131
丹　卿　哲學之水；形而上學　57；88
季　閒　水聲依舊；盛夏、漫遊在街頭的句子、童童

的第286篇日記；葬禮　58；122�123；167
如　仙　最初　60
天岸馬　心河　60
坦　雅　Water.com；悲歌；藍色多瑙河；小鐘；卡農

　61；158；160；162；164
張　默　詩，真的酣睡了嗎？　62
向　明　每到黃昏　62
管　管　烏來的南山　62
林煥彰　華欣的傍晚與清晨　63
非　馬　女王生日快樂　64
楊　風　白內障　64
渡　也　烏拖幫　64
旅　人　煙水行程　65
麥　穗　箭竹、醉雞　66
萬志為　好玩、畫思念　66�67
蘇紹連　神和神‧二題　67
蕓　朵　悟、綠竹的湖影　68
不　清　乾淨如她枝椏上的新雪、光管舞　68
紫　鵑　你看，風在發抖、夜是透明的精靈　69
丁　純　北亭村　69
然　靈　禮物、歌手　71
葉子鳥　記北投「中心新村」眷村三代　72�76
黃　里　雪花、臘月、生日　77
王　婷　穿衣、飛去　77
路　痕　月光奏鳴曲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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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仁傑　息、螺　81
江明樹　牛蒡與雞肉絲菇之遊戲規則、詩人燈下閱

讀、一顆臼齒的悲劇　82�85
琴　歌　畫你　85
龍　青　分身、拉扯　87
貓　遊　多麼　87
冰　夕　藍、大沉寂　89
王羅蜜多　新聞詩‧五月雨、新聞詩‧八月火　90�91
古　塵　還成不了風格、我在光影下書寫　92
可　嵐　齟齬、沙雕　93
何雨彥　股海紅樓夢　93
孤　鴻　爬蟲　95
成　碧　原物與孳息、推定同時死亡、闡明權　97
昨夜微霜　念、紫扇、夏潮　97
吳翔逸　思念人之書、花間迷蹤　98
靈　歌　馬桶‧刷；悲愴、小夜曲、離別曲、無言歌

　99；158�161
林瑄明　泅憶　99
劉金雄　門　101
阿　年　風掃橄欖　101
紅袖藏雲　馬鈴薯、四季謠、三明治　103
劉正偉　風鈴、春夢　104
胡淨惟　這天　104
阿　鈍　小雲雀歌唱的河灘池、白腹秧雞　106�107
貝蒂芙魯特　台南底蘊；思慕的人　106；108
陳　維　二行詩　108
暮　云　三點鐘方向　109
范家駿　經過一段時間　110
若爾‧諾爾　線海上　110�111
楊國耀　既已忘記何需想起、演一齣劇　112�113
賴學成　夢：或欺騙你這是首夢的詩　114�115
馮瑀珊　迴旋‧浮想‧並且在明日死去的畫像、女體

城市　116�118
許水富　奢侈；發生　118�119
破　弦　獻給你最後一次日出　123
負離子　14　124�125
謝予騰　大好時光、無聲的遠方　126
許　柔　含羞草與秋、爬牆虎　127
悠　風　茶、蒐集石頭、苦瓜湯　128
亞拉河　這裡有陽光詩選　128�129
曹　尼　外星姑娘、失眠者聯盟　130�131
楊采菲　雨後的邀約　132
葉雨南　摘柿子、月亮劈腿；雪漬　133；170
華　萍　時間之上架彩虹　134
黃詠琳　寶來　135
張國強　遺傳、線　136
詩　韻　生命海洋、夏日荷香　137
楊念塵　雲衣　138

廖亮羽　寒害、燕客、憂鬱之門　138�139
櫺　曦　小咖啡館、印象派　140
麥　菲　心情、陰晴戀人、旅行　141
葉士賢　我愛你在遙遠的星球、更偉大的夢境　142�

143
游鍫良　曾經、歲月無常　144�145
蘇家立　水色、永遠凝視你　146
許寶來　農忙　147
龍　妍　蓮華4帖　148
無　哲　愛上夜、台地公園的雨夜看不到黑　149
謝旭昇　演算、問難、幽靈　150�152
熒　惑　人肉、千眼　152�153
劉菁芬　自己的家園，自己救　166
藍條紋　手影遊戲　167
水言語　狀況外的消息　167
黃文杰　知　169
蔡雨揚　兩地　170
12月（11期）

吳明興　台東詩紀—民國99年11月7日（日）至9日
（二）　25�29

坦　雅　創世紀60年詩獎得獎作品—野薑花詩人專

輯；翻滾吧！男孩、街頭藝人；閱讀；隆河

上的星夜；大象　30�36；62；177；181；184
坦雅等　獨孤求詩：無招勝有招　37�38
不　清　小人物　45
蔡志銘　海腳　45
綠　豆　小人物素描　46
簡子涵　巢；移動、致匿名　47；144�145
李恩典　剪影傳統市場　48
陳淑佩　拾荒者　48
可　嵐　街頭藝人　49
季　閒　夜的街民；負片效果、草悟道上草草誤道、

新詩絕句（4首）　49；126�128
李俊賢　少女的祈禱　50
呂鳴仁　棕櫚‧人生　51
江文兟　癟三；藍色的憂鬱、假面下的官商勾結　

52；100�101
雪　赫　小丑；眷戀不只的海灣　52；140
詩　韻　側寫流浪漢；山靜日長、池上伯朗大道　

53；142
葉　莎　乞者　53
李嘉章　哈拉在紐約　54
林瑞麟　三明治人　55
王羅蜜多　看護；獨頭騎士之歌、我帶著音樂走我即

是因為此為音樂名為蜂　56；90�91
高潤清　送報生、郵差；廟會　57；124
吳昌崙　戲偶師、廟宇寫生；2014草屯登瀛書院秋祭

記事、柬埔寨見聞；看橋　58；102�10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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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蟬　破瓦下的孩童　59
Simon Chen　派駐　59
孤　鴻　大小人物；好詩？、詩診　60；98�99
簡　單　列車長　60
林劻頡　白老鼠；拍賣自己、感謝製作身障輔助器技

師　61；97
李紫瑩　刻印老師父　63
龍　妍　木炭工　63
千　朔　路邊徘徊玉蘭花；下樓的裸女二號；仲夏

夜；雜耍秀；讀詩　64；179；182；185；
191

辛　牧　風景　66
嚴忠政　用色　66
蕭　蕭　隨倉央嘉措寫詩　67
林煥彰　愛，永不設限　68�69
許　赫　天黑黑、耳鳴　69
天　洛　小說、給康沃爾Cornwall的旅行　70�71
蘇紹連　田園將蕪　72
丁威仁　一首鵝鑾鼻燈塔發給福爾摩沙國民的詩函、

時間的號誌　73�75
喜　菡　大溪行走　76
方　群　言語二式、廣州塔　77
徐　瑞　苔、加護病房　77
萬志為　人命拍賣場、小啟事　78
李進文　悶夏　79
李長青　85　80
秀　實　盡了、不能為X命名　81
劉正偉　氣爆過後　82
田妏甄　灰　82
解昆樺　間隙生活　83
隱　匿　人身　83
方　明　預約仳離　84
黃文傑　休戰、詩觀　85
小　令　空背包　85
張至廷　關於貓之死　86�87
琹　川　翠微朵集　88�89
許　柔　月全蝕　89
崔舜華　男相／姚秀山、給大溪地鼴鼠的一張明信片

　92�93
子　青　悸旅、醉　94
哲　明　懷念、持續　95
小　縫　玉米罐頭、陽光穿過麥芽糖的手　96
寧靜海　幸福兌換券　104
貓　遊　歉　104
黑　俠　愛魚兒　105
黃碧清　背影　105
葉士賢　末日、造夢者　106�107
薛　莉　紅背包、夾進書頁裡的、我變了　108

阿　年　詩念湯民雄同學　109
路　痕　日子（選錄）　110�111
蔡仁偉　歲月、冷戰　111
蔡三少　立冬、無感　112
鄭琮墿　五月六日遙想遠方摯友　113
劉曉頤　而你身上真正有光了　113
蔡文哲　不願失眠、荷塘月色　114�115
阿　鈍　交換詩集、爵士雨　116
黎漢傑　失眠　117
悠　風　小詩3首　118
紅袖藏雲　檳榔西施、黑面琵鷺、依稀紅樓　119
丹　娜　流浪的吉普塞人　120
暮　云　邊界　120
可　嵐　那些水聲，始終未曾離開、時間，停格在一

本詩集裡　121�123
丁　純　春上村樹　125
康書恩　長大、寂寞平均律　125
古　塵　就算寂寞、花間有夢　129
王崇喜　相約花期、篩　130
張　泠　下班後、無雨的清晨　131
許月牙　羅石雕師、聽潮勞騷　132
陳子謙　訪友遇貓　133
陳予慧　獨白5帖　133
退　之　香城大富翁　134�135
陳康濤　乘一班車、請茶　136�137
琴　歌　雨神　138
煮雪的人　綠建築的問卷調查　138�139
陳　胤　斯文豪氏赤蛙　139
陽　荷　小詩4首　140
黃　里　小人物狂想曲　143
靈　歌　山、小詩5首；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巴黎聖拉

查火車站；幻影（自己與繆思）；看橋　146�
147；178；180；183；186

楊念塵　甬道　147
雨　諄　企業、因為、窗在右手邊　148�149
游善鈞　紫火、崇拜　150
陳　維　夜路　151
龔　華　蝴蝶標本　151
陳景緒　小詩組　152
楊采菲　月桃花　153
葉雨南　雪在我的髮上顫抖；芳香之色　154；193
劉金雄　佔領、我只有一個大氣壓的表面張力　155
賴文誠　家電列傳、針與線　156�157
羅　羅　毛青春、螳螂、掩飾　157�158
賀　婕　親愛的、刻意　159
蔡凱文　溫一壺茶的時間、給新竹國小孩子們的數學

玩具課　160�163
謝旭昇　午後散步、回家、界澤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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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明樹　以海之名；烏龜與海蜘蛛、天空之夜霧　

168；173�174
許勝奇　樹木情懷；六腳形跡；一隻翠鳥之死　169；

171；176
葉　莎　Moon Bear；最後的孤戀；水墨式死亡；看橋

　170；172；175；186
蔡雨揚　花事三帖‧之一　187
李俊賢　記白木林一段生命　188
賴學承　修辭　189
林 勛　可想而知的夏季、馴服於　190
伊　蟬　東邊有太陽　191
劉　七　陳三磨鏡　192
水言語　第廿七個街角　193
穎川裔　詩之無畏、十之無謂　194
藍條紋　魚，雨、睡前儀式　195

創世紀
3月（178期）

馮逸華　我們都沒有時間道別、畫、方懂愛須不著邊

際　39�40
林博洋　桌角、網路購物集團、空蕩的課堂　40�41
黃冠維　默哀、吃、緣　42
阿　布　天蠍、安靜坐著等待　56
二　馬　椅子　56
方　群　情緒3首　57
劉小梅　生活協奏曲（3帖）　58
星探頭　入冬、陀螺　58
林姿伶　秋冬一記　59
須文蔚　木頭人（外一首）　60
楊小濱　指南四題　61
許　赫　前滾翻（外四首）　64
龍　青　近親　65
范家駿　我想我還是會（外一首）　66
紫　鵑　寫給你的信（外一首）　67
崔香蘭　Birdie　68
廖亮羽　竊案　69
張　堃　幻想與堤岸上的陌生人（外二首）　70
若斯諾‧孟　進程　71
崔舜華　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度過一個雨天　72
楊　婕　上路（外一首）　73
墨　韻　龍船岩（外二首）　74
簡　婉　非山非水　75
許水富　旅次（3帖）　77
黃安祖　吸血鬼之吻　78
麥　穗　春帆樓所見　80
劉正偉　阿里山觀日出（外一首）　81
林姿伶　上帝給米開蘭基羅的信　81
麥書瑋　圖書館的窗外：給一隻欲破窗的鳥　82

崎　雲　指認　83
趙文豪　交友邀請　83
丰　巖　等候一班不存在的列車（外一首）　84
張逸之　後味（外一首）　85
葉　莎　山和夢（外一首）　86
劉哲廷　流溢　87
賀　婕　渺小（外一首）　87
黃家文　泡麵　88
簡素琤　奧秘之心　89
蔡雨揚　小世紀（外一首）　90
林文義　一期一會　91
劉　迅　和影子獨行　91
楚　影　你還是我最溫暖的王國（外一首）　95
胡詩專　酢醬草兩題　96
嚴玟鑠　斷電（外二首）　97
蘇　善　偷詩賊（外一首）　98
靈　歌　我走過（外一首）　99
冰　夕　在河之洲　101
成　碧　黎明前終結悲傷　101
宋尚緯　海螺的夢（外一首）　102�103
古月月　窗外（外三首）　104�105
雨　諄　哦，有妹（外一首）　106
謝旭昇　我出席我自己的葬禮　107
若　文　空間二題　108
明　白　詩人兩帖　109
胡紹平　夕陽與日出（外二首）　110
溫元凱　浪的緣故　111
千　朔　鼓山二題　112
鈦元素　二零一三　113
古　月　惜春，春且住　115
林　梵　祖媽與曾孫女—給詠靜　117
李進文　一隻貓很遠及其他　118�119
連水淼　鐘（外二首）　120
辛　鬱　歌聲送行（外一首）　121
落　蒂　近作4首　122
丁文智　苦於腳力之不濟（外二首）　123
嚴忠政　感冒　124
葉雨南　雨的品種　124
碧　果　鏡象之夜　125
辛　牧　風箏　125
汪啟疆　今生相遇及其他　126�128
6月（179期）

郭申睿　漂、秋牽　36
許芷熒　間苗、他們說　37
張　易　破裂、在一張側臉的底層　38
張華安　飛矢、願望　39
魯　蛟　墨廬詩抄（4首）　55
麥　穗　小詩一輯（3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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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婕　恥、演員　56
南　鵲　作畫、商業機密　56
方　群　三蛇　57
孟　樊　致意象主義詩人　57
蕓　朵　醒床、棋子、又一年、等、旋轉門、風過　

58
劉正偉　貓貓雨、懷人、鏡子　59
莊仁傑　不歸人、遠方　59
阿　布　鹽柱、利物浦、哥白尼、守靈夜　60
千　朔　藍藍藍　61
蘇　善　政見、鐘表、什麼花都在家　62
廖亮羽　舞台　62
魏福全　含羞與相思　62
陳牧宏　游泳池畔三景　63
知本倉明　深夜的占卜、視線　63
古　塵　迷戀、行僧　64
吳耀宗　純真的年代　64
陳贊吉　洗滌　64
坦　雅　肉鬆、天空印刷廠、路況　65
呂小登　關於愛情　65
周俊呈　石　65
許又方　寂寞　66
魏振恩　轉身、影子、河流、原來、巴西　67
陳子敏　我想畫一座山（外八首）　68
葉　莎　街舞事件、啞、母親　69
黃家文　詩　69
閑　芷　長短句　69
小　縫　人生厚度、瓜子臉、沉默　71
二　馬　Kiss U、恐怖份子　71
陳　少　母鄉‧基隆、父鎮‧瑞芳、我城‧蘆竹　73
陳　胤　風的餘溫　73
馮瑀珊　炭焙的眼淚：黑咖啡及其他　74�75
賴文誠　關於近日（4首）　76
梁匡哲　入口、望著　76
Deines 　蝴蝶效應、形上學的沉思　77
靈　歌　以詩取景及其他　78
蔡凱文　尋找質數的一、你將是顆宇宙間漂浮的小數

點、倒數　79
鄭琮墿　關燈　79
嚴玟鑠　木棉、失眠　80
可　嵐　落地窗　80
小　鞋　人情　80
胡淑娟　其實我從未自永恆偏離、蚌是海裡的詩人、

老齡　81
張詩勤　陣雨　81
蔡雨揚　心事　81
達　瑞　遠空　82
馮逸華　冬季之後　82

王羅蜜多　夜與黎明、瑜伽樹　82
吳俞儒　疲於記憶　86
林姿伶　戀習題　86
綠　豆　問、薑糖、麻煩、加工廠、多渴　87
黃健富　世紀、火焚之城　89
楚　影　誰都不用再問了　89
愛　予　後山　89
劉哲廷　單兵歌唱、危險關係、祭　90
林芙蓉　寫真—給丁文智　90
劉小梅　生活協奏曲（3帖）　91
許水富　過往、孤獨者的風景　91
李進文　今日悄悄6首、今日小暑8首　92�93
林德俊　小熊俳句集，及其他小念頭　94�95
李勤岸　人面冊e春天（3首）　96
嚴忠政　大魔術師　97
張　堃　爵士樂的下午、梯子、螢火蟲、沙漏　98
辛　鬱　輕裝詩（8帖）　99
碧　果　風景（7首）　100
辛　牧　雨來咑滴集（6首）　101
張　默　嘆息、白色、夢的立方　102
陳　填　詩是雜念的連結　104
簡政珍　汽車在臉上的縐紋飛奔及其他　105
非　馬　乾旱季節（外三首）　106�107
林婉瑜　17歲、也就是這樣、全都是我、所謂決心　

108�109
楊　婕　殘酷的詩：運動科學（外三首）　110�111
崔舜華　饑餓的城鎮　112
向　明　條碼　113
蘇　善　藏頭詩　113
沈　眠　毒藥（外二首）　116
若斯諾‧孟　序幕　117
林　儀　暖暖包（外一首）　117
顏艾琳　空位我有（外二首）　118
冰　夕　醒時咽喉炎　119
可　嵐　括號（）　119
宋玉文　所以我常口渴（外二首）　120�121
愛　羅　飛魚與月光、等待風起　122
小　縫　天空、狂犬病　123
賴文誠　穿越（外三首）　124�125
龔　華　詩人　126
成　碧　關於法律　127
陳　皓　說夢　127
曾美玲　復活、寫詩　128
林文義　彼岸花—致李進文　130
林育德　集氣　130
楊　平　2014十四行詩（3首）　131
墨　韻　太魯閣白楊步道光瀑（外二首）　132�133
落　蒂　近作4首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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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智　五月桐花白似雪　135
汪啟疆　一棵樹及其他　136�137
9月（180期）

宋尚緯　履歷表、你真是美麗的衣架、忘了帶傘的日

子、哪有這麼多莎莉好救　34�36
林　儀　履歷表、回到高美濕地、米香戰爭、玻璃地

帶　37�38
柯彥瑩　履歷表、無為草堂、殖民的光、戴綠帽、尋

找一個海誓、海濤　39�40
林禹瑄　在我們小心摺疊的房間　41
阿　海　融雪之前（外三首）　42�43
若斯諾‧孟　達爾　44
田妏甄　謝幕與離站　45
丰　巖　致我與我的反社會人格　46
趙文豪　金輪　睡季　關於雪，還有睡意滿溢的情人

　47
謝予騰　放逐之歌、那時我住的島　48
謝三進　熄燈號（外一首）　49
崔香蘭　歌賦小浪漫（外一首）　50�51
范家駿　拋光、壞人　52
龍　青　節氣3首及練習2首　53
黑　俠　愛之惡（外二首）　54
徐　瑞　西夏及海馬的誕生　55
嚴忠政　接近（外四首）　56
許水富　揮毫、揮毫72章　57
龔　華　鐵門　58
楊　寒　下雨的時候很可能就想起了你　59
劉小梅　峰會　60
辛　牧　嘀嘀咕咕集　61
墨　韻　穗花棋盤腳（外三首）　62�63
落　蒂　近作3首　64
丁文智　傳承之外　65
李進文　用說的比較快（外二首）　66�67
張國治　靈魂飢渴的午夜—致常青　68
須文蔚　台北多寶格　密謀—為卡夫卡作　69
楊柏林　微光恩典（外一首）　70�71
楊　平　一根竹子的自語（外一首）　72
古　月　渡及其他　73
汪啟疆　海在遙遠的地方　74�75
張　堃　酒鄉短章（6首）—Napa/Sonoma, California

　76
管　管　梨樹上的砲聲　五柳先生經　蚊子大戲　77
辛　鬱　近作詩一輯　78
碧　果　詹明信與喬哀思　79
張　默　詩‧喋喋不休的獨步　80
黑　野　住院（外一首）　81
渡　也　心肝　82
楊宗翰　生活的罅隙　82

楊小濱　點絳唇主義（外二首）　83
顏艾琳　海以及其他　84
陳思嫻　青春、朝聖　85
黑　芽　我的第100首詩　放生吧！　85
紫　鵑　夜在遊戲及其他　86�87
馮瑀珊　梅菲斯特的密語　88�89
廖亮羽　夜幕同行（外一首）　90
魏振恩　近作5首　91
劉正偉　散步北京榆蔭下　92
朵　思　夢的浮游列車　92
簡素琤　春光（外一首）　93
沈　眠　嘹亮（外二首）　94�95
張逸之　後味（外一首）　96
林育德　未完成安魂曲（外一首）　97
千　朔　藍藍藍　98�101
薛　莉　媽媽說（外三首）　102
愛　羅　印象歲月　103
小　縫　沒滿的婚姻　103
葉雨南　笑臉面具（外一首）　104
楊　婕　有鬼的天堂（外四首）　105
賴文誠　愛，沒有名字以前（外一首）　106�107
沈雨懸　百葉窗（外一首）　108�109
賀　婕　過敏；告密、金魚　110；210
張玉馨　燈籠草（外一首）　110
葉　莎　沙灘2首；拍案、咖啡、跳繩、畫紙、風箏、

魚　111；209
古月月　十三號房的沉思之：我行走在你的詩句　112
康書恩　時與光　113
楚　狂　一枚果實搖搖欲墜　113
陳育虹　在達瑞歐的故鄉　114�117
林德俊　朗讀的岔路　118�119
王宗仁　流形散文詩　120�125
魯　蛟　海泳　126
麥　穗　台灣石虎說　126
徐望雲　時有佳韻集　137
坦　雅　琴聲（外二首）　139
丹　娜　一枚甦醒的蛹　141
林禹瑄　方格旅行、三七仔、我們的輪軌欠缺良好的

比方　142�143
蔣闊宇　布萊梅的音樂家　144�145
郭哲佑　鎮魂、最後、餘地、寫生　146�147
楊智傑　要怎樣宣傳我們的快樂、2014、清楚　148�

149
波戈拉　我是一只耳朵或者更多、造字的人　150�151
林餘佐　再生、命名、前度（Ex.）、時光：與神交

談、時光：與神習字　152�153
謝予騰　親愛的鹿　154�156
阿　米　海產、活小孩4則、當代樹人、寫給兒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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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金剛經　157�159
蔡琳森　寡情詩　160�161
崔舜華　魌女、 孩、魙苔　162�163
白豐源　讓陰天成為一種敘事、突然發現秋天、午後

的櫻桃小販、文字式電愛　164�165
謝孟儒　在那之後，所有的人／在那裡找／所有的

人、我好喜歡　166�167
游書珣　公路之舞、穿過葉尖的名字　168�169
張日郡　課堂之上、夢中魚池　170�171
吳俞萱　假面遊行、愛情常態；餵養、生活在巴黎　

172�173
宋尚緯　這些無法替你走的路、大雪、什麼時候11月

已經過了　174�175
柯彥瑩　瘋人冰、記得我曾經存在過、有人說如果我

們還有明天、再見也可以是一種祝福、我以

為海很藍但其實沒有　176�177
劉俊豪　神農氏、外野手、登山者、游泳選手、鳥

事、變態　178�179
童　安　語言學、失眠、小敘事、亂石　180�181
廖亮羽　新年、那年、成為一個不被需要的人、威尼

斯愚人、海岸路　182�183
詹佳馨　五月充滿了May、我只是一隻黃色小鴨、早晨

遇見一顆蘋果、城市夜遊、最後一堂羽球課

　184�185
張耀仁　堰塞湖、在靈感的房間裡、安定生活、夜釣

　186�187
周盈秀　上癮、我遺失了一首詩、小小的　188�189
蕭凡鈞　碎裂城市、愛情性錯亂、關於迷路、當我們

同在一起　190�191
巫　時　給●○○、失語症、終於我把一切都反過

來、Che Yang，你好嗎？、小皮球　192�193
栩　栩　剎那、過境、時雨　194�195
崎　雲　姿態、障礙、疑問　196�197
謝三進　帶妳回我家、觀禮、相醫為命　198�199
葉覓覓　你押的是橘子韻、水泥韻還是觀光韻？、盲

目約會把他荒廢、養酉鬼、如果末日不斷延

遲、越車越遠　200�202
潘家欣　海豹等詩14首　203�205
方　群　運輸五寫　207
許水富　風景、追問　207
南　鵲　多重宇宙　208
趙文豪　當幽靈不理我的時候　210
曾貴麟　博物館筆記、家書　229�230
許雅筑　我是一陣不想說的風、自從讀了她的詩之後

　230
曹馭博　雨天，幫我寄一封問候、逆著風革命　231
洪崇德　文學獎評審的一日、我要問你公正與正義的

問題　232�233

12月（181期）

康書恩　沈淪、寂寞平均律05、時與光　45�46
項羿嘉　如果我曾為你添上那麼一點色彩、是誰註定

了祢一生的漂泊　47�48
張宗斌　童言童語、航行　49
趙文豪　下山的路總是漫長的　70
徐　瑞　鄰居　70
葉　莎　黎明、談判、月色、河流、若來尋我　71
林姿伶　可以約你來夢裡嘛、靜電就好　72
張　泠　童話、離去　72
小　令　在池子裡抬腳（外六首）　73
麥書瑋　一蕊花　74
可　嵐　眼罩、聾耳　74
劉　迅　牧　75
曾美玲　意外2則　75
王　婷　重逢　76
陳若詰　隕石、通緝犯　76
溫風燈　被背叛的年代　77
劉小梅　生活協奏曲（3帖）　77
洪淑苓　迷路，在愛丁堡（外二首）　78�79
潘家欣　魔鬼的交易　80
龍　青　梅雨季（外三首）　81
田妏甄　所有—謹獻給K　82�83
楊　婕　假掰（外一首）　84
張　堃　黑色交響曲　85
林　儀　日光搔過百葉窗　85
若斯諾‧孟　進行　86
謝予騰　關於海邊　86
廖亮羽　棋　87
若　文　詩與非詩　87
簡素琤　颱風的前一天（外三首）　88
童　安　茶事　89
陳泛宏　貝殼　89
柔　之　夜半俯瞰人間燈火　90
閑　芷　蝶雨　90
煮雪的人　沒有海的世界　91
靈　歌　三行（外二首）　92�93
趙文豪　雨癌（外二首）　94�95
小　荷　詩寫火龍果（外一首）　96
賴文誠　難以入眠的時刻　97
劉正偉　契　97
葉雨南　指甲脫落的同時，地球裂了（外一首）　98
張　泠　山並不高（外一首）　99
愛　羅　心的倒影　100
楚　影　希望告訴你的　100
賀　婕　505　101
羅湘羚　玻璃心　101
黑　俠　斑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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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鍫良　每行淚都無奈　102
范家駿　交換日記（外一首）　103
紅袖藏雲　歲月（外二首）　104
崎　雲　遺事　105
魏振恩　新作一輯　106
小　縫　烤肉不可以醬（外二首）　107
孟　樊　超現實主義者（外一首）　107
陳祐禎　沒有人教我們怎樣當詩人　108
莊仁傑　波斯（外一首）　109
容　泠　秋分　110
丹　娜　燈與鏡　110
鄒政翰　他是那種你很久不會想念　111
落　果　逆光　112
梁匡哲　夜行（外三首）　113
雨　諄　偽草莓及碎紙機　114
李雲楓　停電（外一首）　115
李昆妙　開學日上午　116
胡詩專　三角蛋糕及改作文　117
古　塵　赤裸（外一首）　118
葉　莎　小巷（外一首）　118
王羅蜜多　未曾修飾的信　119
千　朔　窺及慢陀螺　120
藍　瑄　虛擬生活之一：我們是魚？　121
陳子雅　如果我不能記得你的晚霞　123
明　白　阿華田及鬧鈴　124
蔡凱文　圍城（外一首）　125
莊曉明　詩一組　126
陳　皓　雨中書　127
龔　華　識別證　127
宋尚緯　一切都好（外一首）　130
王立世　車站即景等詩7首　131
龍　妍　與永恆對酌、蛇身　132
許水富　情事手札6帖（外一首）　133
古　月　紅月亮　134
李進文　如果在冬夜，討論有錢、最後一天最後一首

詩說說煙火　135
墨　韻　內雙溝溪印象（外三首）　136�137
落　蒂　近作2首　138
丁文智　落寞　138
管　管　老虎虎人、周公夢蝶笑著給她說著、烏來的

南山　139
汪啟疆　那些街道淋濕了　139
碧　果　超二元對立熱淚餾釀的一元　140
張　默　詩，重量以及騷味　141

華文現代詩
5月（1期）

向　明　說我—試作四行調　44

魯　蛟　海　45
林煥彰　樹的立姿、捕時間的跫音'、時間之外、捕一

則回憶　46�47
蕭　蕭　十八問　48�50
渡　也　鮮紅的油彩深處　51
朵　思　衛城昇華光照　52
劉正偉　楓情　53
許其正　賞花　54
陳寧貴　詩觀　55
葉日松　文學的旅程　56
鄭雅文　春之語　57
落　蒂　旅日抒懷（2帖）　58�59
雨　弦　阿母的潤餅　60
謝輝煌　邂逅（外一章）　61
徐世澤　黃色小鴨　62
范揚松　獨上高樓—與文靜共探知識之旅　63�64
墨　韻　內埤觀海　65�66
靈　歌　邊城酒館（2首）；走失的夢、流浪者　67�

68；124
黃漢龍　空　69
龔　華　依舊春天　70
呂建春　月亮許下來世的諾言　71
蔣闊宇　大好時光　72
趙士祥　我必須說出鹽　73�74
張芳慈　我知道你來過（2首）　75
葉　莎　老兵（外一首）　76�77
陳文銓　盲（兩題）　78
謝孟宗　逍遙遊　79
臨風觀海　午夜，在寂寞裡寫詩　80�81
陳福成　台北街頭上下班一景　82
墨　雨　背影　83�84
小　荷　冷鋒面（外一首）　85�86
昨夜微霜　打鐵寮古道　87
子　青　心情二疊　88�89
畏　吾　杯水　90
万俟龜　本草（2帖）　91
崎　雲　障礙　92
陳　胤　啟程　93
劉祖榮　勝利女神（外三首）　94�95
官　愛　雜草　96
林劻頡　不要驚醒自己（外一首）　97
吳昌崙　刷牙　98
劉　雲　好棋　99
蔡永義　世俗　100
葉雨南　大廈裡傳奇的寂寞　101
楊采菲　退稿　103
夏水道　附身　104
安　雅　電影院裡的眾多自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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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言　我的左腳　106
尹宗國　曇花之恨　107
台　客　喊春　108
林詩蟬　楓情萬種　109
鞠佩菁　口罩　116
沈柏鴻　千年相思　117
凝　雨　不說話（自閉兒的心聲）　118
林旻儀　車輪餅的滋味　119�120
佳娣袁　心之遠行　121
若　飛　春風來過台北　122
李美花　心曲　123
謝　炯　人生‧黃昏　125
金　筑　甲午‧迎春　126
曾美霞　業餘的失眠（外一章）　127�128
林錫嘉　靜思三聿　129�130
8月（2期）

綠　茵　難舍難離（外一首）　101�102
安　雅　文字‧蕾絲；偶爾　102；179�150
陳文銓　聚焦（2首）　103
古月月　一尾魚捕獲一條河　104
昨夜微霜　單人旅行　105
狼　跋　女書　108
閑　芷　寂寞列車　109
杜爽言　夢河　109
柳青青　七月芳蹤（外一首）　110
陳子敏　古月的素樸（外二首）　111�112
邱渼桄　心情　112
采　言　歲月足跡　113
楊采菲　夢昭君（外一首）　114
若　文　端午（外一首）　115
葉雨南　觀音蝶　116
台　客　汗　117
蘇沛宜　媽媽的女兒（外一首）　118
蔡文宏　留下　118
妲漾梅姬　Knmalu bihur（自由的風）　119
葉日松　客家擂茶　120
許其正　哀蕃薯；爬行　125；145
廖燦誠　十字架的淚海—太極生盲者之歌　134
若　飛　瞪眼～無效　135
鞠佩菁　鏡子（外一首）　136�137
沈柏鴻　夜的守候（外二首）　138�139
佳娣袁　蒲公英（外二首）　140
凝　雨　孤雁（外一首）　141
林錫嘉　靜思三聿　142
琹　涵　放學（外二首）　143�144
大　來　很想擺脫　147
金　筑　彩夢景色深　151�152
鄭雅文　天佑高雄（外一首）　153

8月（2期）

許其正　化蝶飛去？—焚寄周夢蝶；爬行　32；145
吳慶福　證果—悼詩人周夢蝶　33
碧　果　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56�57
魯　蛟　山中狄斯奈—台北東郊四獸山見聞　58
麥　穗　時間之足印　59
劉正偉　旅人（外一首）；新台灣人　60；123
離畢華　自體告白　61
林錫嘉　鹽田邊一條小路（外一首）　62
莫　渝　在群星間—重溫《小王子》；水岸咖啡　

63；124
落　蒂　旅日抒懷（2首）　64
黃漢龍　罔兩無止盡的疑惑　65
靈　歌　臉書；三條路（外一首）　66�67；146�147
林煥彰　小菜兩碟　68
王晴雯　鏡子（外一首）　69
莊雲惠　心上秋　70
万俟龜　暗光鳥　71
謝孟宗　鳴蛙　72
曾毓桂　食魚的理由　72
龔　華　晨間捷運　73
小　荷　北捷事件（外一首）　74�75
吳昌崙　親愛的，鼾聲　75
曾美霞　傘內傘外；我們其實知道　76；148
范揚松　閃燃！整個星球—計千夢堂雅敘並致詩友

　77
林妙昇　祝我生日快樂（外一首）　78�79
林劻頡　臉（外一首）　80
胡紹平　被遺忘的靈魂　81
陳　胤　初春，十八彎古道　82
葉　莎　項羽　83
子　青　當風吹起的時候（外一首）　84
廖亮羽　偷襲（外一首）　85�86
大　來　醉人醉語　87
邱一帆　媽媽的鹹菜；油桐花下个思念　88；122
姜　了　夜晚的孤獨（外二首）　89
陳寧貴　浮生—詩想起阿嘉兄；童年　90；121
高潤清　勞工舞曲（外一首）　91�92
胡淑娟　曇花（外一首）　93
龍　妍　寧靜海（外一首）　93�94
謝輝煌　老兵宿舍（外一首）　95
任緒成　跨越（外二首）　96
陳福成　影子不乖（外一首）　97
曾尚尉　做飯之為一種創作　98
岑文勁　半裸泳　99
官　愛　夏日‧絲瓜　99
莫雲飛　心動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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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期）

張　默　織錦六行　32
向　明　鸚鵡十二行　33
一　信　詩尋（外一首）　34
陳寧貴　如是我聞；曬　35；112
許水富　修行（外一首）　36�37
墨　韻　瑤山夜畫（外一首）　38�39
林錫嘉　即使一樹櫻花粉紅（外一首）；靜思三聿　

40；154�155
劉正偉　秘密　41
崎　雲　惡意　42
陳　胤　黑森林（外一首）　43
靈　歌　小詩9首　44�45
千　朔　想念雲花（外一首）　46�47
葉雨南　針灸一封信　48
方　群　隨手三帖　49
大　來　城市的深夜與清晨；把手冰一下再抓魚　

49；151�152
暮　云　自白的世界（外一首）　50�51
流　光　你的世界有縫（外一首）　52�53
曾美霞　回一趟老家（外一首）；芭比娃娃　54�55；

146
子　青　秋騷（外一首）　56
黃漢龍　莊周夢蝶　57
徐世澤　她的眼睛（外二首）　58�59
謝輝煌　莒光樓講古（外二首）　60�61
劉　迅　代溝（外一首）　62
金　筑　爆熱的幻想曲　63
陳福成　彈吉他給杏花林聽（外一首）　64
安　雅　太陽對地球告白　65
鍾林英　風箏　66
邱渼桄　詩奔　66
陽　荷　總有一天　67
季　閒　山水有無中（外一首）　69
黃碧清　秋，來了　70
陳　維　夢時（外一首）　71
阿張蘭石　天與地（外一首）；和主人作伙　72；115
閑　芷　等秋意爬上　72
盛中波　拼搏　73
吳錡亮　關於白老鼠一些實驗　74
龍　妍　十一月女孩（外一首）　75
可　嵐　收費站　76
墨　雨　路口　77
莊源鎮　夜‧色　78
青　雲　香的聯想（外一首）　79
高潤清　燈下讀蘭亭序　80
官　愛　日子（外一首）　81
陳文銓　遊戲　82

林劻頡　寂寞是一棵樹（外一首）　83
林興華　河床即景　84
吳昌崙　枕頭（外一首）　84
姜　了　挖坑　86
周青樺　輕颱　87
潘峰進　秋夕　87
紫　瑩　痕跡（外一首）　88
若　文　眼鏡2首　89
狼　跋　天山雪蓮（外一首）　90�91
采　言　戀鸚鵡（外一首）　92
丹　萱　水的樣子　93
楊采菲　生命的簡短記事　96
台　客　一隻過街老鼠　97
成　碧　夜‧夜會‧夜會黑　98
易烈瑜　詠楊貴妃　98
趙孜衛　蛻變（外一首）　99
曾尚尉　祖母月亮；回望童年（外三首）　100�101；

147�148
鄭雅文　小時候　102
黃恒秋　伙房下　110
杜潘芳格　平安戲　111
利玉芳　嫁　113
劉　迅　菜園之歌　114
蘇　善　牽拖　117
莫　渝　行踏咱ê愛河；散文詩的萌芽　118
許其正　媽媽，請你要保重　119
黃立中　神木　125
莊子昂　早晨　126
謝瑋麟　獅身人面像雨　126
王萱芸　楚河漢界　127
周晟傑　雨時　127
邱奕慈　路燈　128
廖燦誠　太極生盲者之歌　131
蘇榮華　自然與我的對話　132
若飛的風　催稿　132
落　蒂　熨斗（外三首）　141�142
艾琳娜　獨酌　143
王宗仁　泛泛之輩　144
游鍫良　奇蹟　145
琹　涵　遠眺（外二首）　149�150
林妙昇　原來愛就是甜蜜　155
7月（54期）

向明輯　永遠有共鳴的小詩（續20首）　81�93
麥　穗　打秋風　95�96
洪守箴　月圓人未　97�98
丁　潁　紅妝頌—寫贈給慧　99�101
子　青　真情不朽　103�104
采　言　選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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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泛宏　長廊上—致傅彥凱博士　106�107
台　客　火鳥人生—悼歌手高凌風　108
小　西　我記住了你　109
曹　斯　台北街頭的「紅綠燈」　110�111

葡萄園
2月（201期）

金　筑　甲午‧和平；夜的台北、筷子、碗　5；74�75
台　客　馬年的期盼；喊春；歲月的腳步、月琴、遠

方的風　6；26；166�167
丁　潁　歲月　22
陳福成　殘冬，老了；有感、感恩的外公　22；110
陳泛宏　新春偶拾　24
傅　予　真假之間　75
吳昌崙　黃色小鴨（外一首）　77
子　青　佛問、秋懷、風起了、望冬　78�80
林　啟　米蘭之夏（3首）　81
落　蒂　高樓看海（外一首）　82�83
心　柔　母親的容顏　83
王　幻　答木斧、彩繪航天畫卷　84
向　明　十了歌　85
蔡遠雄　楓葉　88
金　劍　詩蝶之旅　89
木　斧　新作2首　90
魯　松　雅譚「難得糊塗」、大風吹、失焦的光環　

92�93
郭秀玲　我把秋天打包　97
麥　穗　外公與外婆　98
文　林　甲午‧和平　99
采　言　我的左腳　99
林　齡　懷念　101
蘇　燕　四十歲的女人　101
潘　皓　孤鳥　102
一　信　空白、等待、尋找；黃鶴樓之鶴　111
楊　巽　海的謊言、角板山公園賞梅　112
墨　痕　摘星　113
靈　歌　病中的母親　113
曾美玲　復興居酒屋的告白、平安夜、結局　114�115
天　涯　無題　115
洪守箴　懸疑（外一首）　116�117
曹　斯　回家　117
鍾　金　一個相命先生的假說、如果、時間之外的搖

籃者　118�119
林姿伶　長相詩守　132
范揚松　千鯉相會（外一首）　148�149
謝輝煌　1895年、GDP　153
劉俊余　一隻鯨悠游於大海、從花蓮沿著海岸山脈一

路向南　156�157

胡爾泰　千島湖的憂鬱　159
方　群　天體3首　160
王蘇萌　榆錢樹的故鄉　162
詹燕山　黃色小鴨　164�165
莊子昂等　青春詩草　168�170
5月（202期）

莊雲惠　紅土地　5
楊拯華　山水攬勝（4題）　12�13
梁　亮　西藏行　14
曹　斯　清明思親　15
李鳳雲　關於母親的記憶　17�18
郭秀玲　母親　19
詹燕山　民主、警察　24
鍾　金　那團火‧那漩渦、太陽花永遠戀著太陽　25�

26
丁　潁　致或人　26�27
Hsu ChiCheng（許其正）　Half�Sky�Bird（半天鳥）　

28�29
Karen Kung（龔華）　Sighing for your Silhouette（花戀）

　30�31
涂靜怡　給秋水　73
賴益成　海風　74
詩　薇　陀螺　75
魯　松　寶馬迎春、迷惘、履痕　76�77
王　幻　螢火蟲的獨白、偶感　79
王蘇萌　思　80
李怡嫺　夜色思茶　80
陳福成　蝴蝶標本（外一首）　81
馬　驄　悼王璞（外一首）　82�83
陳泛宏　弓影　84
李立柏　藏袖　84
台　客　感時、火鳥人生、貞潔豐盈、詠黃果樹大瀑

布、竹林的記憶　85�87
謝輝煌　陳子昂（外三首）　88�89
徐進江　給學步中的孫子（2首）　90�91
陳華民　離緒　92
蔡尚宏　後山雨中一遊　93
楊火金　馬年話馬（外三首）　96�97
琹　川　獨立向天地探問、一枚蒴果　98
渡　渡　一回頭　99
麥　穗　隨夢到倫敦　100
Potery淳　歸零時差（外一首）　102�103
楊　巽　東澳灣之戀（外一首）　104
王英明　櫻花　105
范揚松　新春詩作（2題）　106�107
路　痕　萌發（外二首）　108�109
詩　韻　太魯閣記事（外一首）　110�111
潘　皓　觀景記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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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群　海事（3題）　112
鄧榮坤　歇　112
暮　云　望歸途　113
胡爾泰　小綿羊與小女孩　113
吳昌崙　農村物語　114
紫　瑩　四季（外一首）　115
子　青　愛情的港灣、風起時、愛的因式分解、為陳

美喝采　116�117
愛　羅　說夏　119
劉正偉　流浪漢（外一首）　120
官　愛　三月的心事　121
墨　痕　巴巴坑道　122
文　榕　除夕：夜的練習、湖水藍　123
靈　歌　擺盪的可能（外一首）　124�125
琹　涵　喝茶　125
洪守箴　無奈的吶喊　128
龍　妍　濡沫（外一首）　129
林　茵　春霧（外一首）　130�131
卜記年　迎春三疊　131
廖佳敏　走過中寮鄉染鋪　132
林佛兒　田野的白翎鷥　136
陽　荷　階（外二首）　140�141
曾美玲　呼喚（外一首）　142�143
董靜文　寫給女兒的詩　145
許其正　三明治的夾心（外一首）　148
龔　華　背影　150
傅　予　望月（外一首）　151
金　筑　一路放飛（外四首）　152�153
胡紹平　蟑螂的旺季　155
孤　鴻　充滿回憶的城市　161
8月（203期）

楊火金　一個人的風景在文學史上　9
水曹郎　就此坐化成蝶　10�11
劉俊余　在詩中坐化　11
王英明　懷念詩人周夢蝶　12
台　客　貴州之旅（5首）　13�15
楊拯華　長城四景　16�17
琹　川　蟬蛻　31
向明，陳瑞山譯　雨天書（中英詩對照）　36�37
曾美玲，陳瑞山譯　船歌（中英詩對照）　38�41
丹　萱　懷思（3題）　57
陳福成　邀請《谷風》詩人群送關雲一程—懷念一

個真誠的女詩人　64�72
王蘇萌　與你相遇　79
風信子　小詩（4首）　81
涼　瓶　廣場　83
魯　松　草根譚（外二首）　84�85
洪守箴　春　87

丁　潁　願望　88
王　幻　為生命之舟以介米壽　89
關　雲　尋詩　90
金　筑　婺星淡失（外二首）　91�93
文　榕　春日即景　93
鍾　金　活著‧挺著，笑著（外一首）　94�95
楊　巽　我從鵝鑾鼻向南望（外一首）　96
李立柏　六點半的平快火車　98
范揚松　春日講學詩（3首）　99�101
官　愛　讀心術　102
紫　瑩　戀‧迷（2題）　103
詹燕山　聽潮（外一首）　104�105
閑　芷　蜘蛛百合　105
周晟傑　虛偽（外二首）　106
莊雲惠　心絲　107
蔡遠雄　我們的島　108
胡淑娟　詩與夢（外一首）　109
落　果　咖啡杯（外一首）　110
馬　驄　春宵（外二首）　111
墨　痕　野薑花　112�113
方　群　兩端　113
曹　斯　市蟬　114
子　青　沙灘、雨辯、心鑒、猜疑　115�117
靈　歌　三部曲（外二首）　118�119
陳寧貴　詩想起　120
暮　云　一些遺忘，在十指間落下　121
陽　荷　地震斜塔（外一首）　122�123
葉雨南　依靠玫瑰轉動的時鐘　124
胡爾泰　夢中的島嶼　125
曲雁樓　幸福小窗（外一首）　126�127
容　泠　風中入睡　127
龍　妍　拆頭鳳（外一首）　128
季　閒　缺題（外一首）　129
綠　豆　時光之翼　130
廖佳敏　與世界平行的山魂　131
林劻頡　垂著頭的樹（外二首）　132�133
陳　胤　港邊私語（3題）　134�135
吳昌崙　造化（外一首）　136
徐進江　詠荷（4題）　137
路　痕　有關日子的3首詩　138�139
琹　涵　寫給老榕（外一首）　140�141
許其正　雨中遐思　141
葉　莎　夢裡漁村（外一首）　142
陳泛宏　針刺　143
高潤清　一個人旅行（外一首）　148�149
鍾鼎文　招魂　150
涂靜怡　放逐自己　151
龔　華　蘭花詩語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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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培倫　秋水詩屋之歌　159
孤　鴻　通感台灣　160�161
賴益成　歸鄉的路　164
曾美玲，陳瑞山譯　颱風夜（外一首）　165
古月月　沒有一聲痛向我直奔　169
麥　穗　由粽子想起祖母的小腳　170
11月（204期）

陳姵綾　等您。晚餐；花語（外二首）　5；144�145
許其正　路過高雄氣爆現場　6
詹燕山　高雄氣爆（外一首）　6�7
綠　豆　氣　8
金　筑　紅山采翅飛揚；突破一甲子的起跑線　9；

169
楊拯華　古橋（4題）　10�11
台　客　走進懷來（10首）　12�16
詩　韻　野柳濤聲（外一首）　17�18
徐進江　綠島勝景　18
劉曼紅　瑞穗牧場；午夜曇花　21；156
曾美玲，陳瑞山譯　在你房間裡（中英詩對照）　46�

47
涂靜怡　再回首　76
鍾　金　腦袋開花（外二首）　77�79
祝新祐　面具　79
林立浩　貓　81
范揚松　鹽的誕生（外二首）　82�84
官　愛　午後隨筆（外一首）　85
陳泛宏　冬展（外一首）　87
琹　川　挖掘　88
林　啟　多倫多（3首）　89
廖佳敏　未盡的戲碼　90
艾　艾　阿母貓貓看（台語詩）　91
雨　諄　致某種好吃的食物　93
子　青　愛相隨、雨中蝸牛、秋遇東門城　94�95
怡　嫺　等待的夢境　96
王英明　台灣欒樹　97
曹　斯　笑看人生　98�99
文　榕　五彩情誼　99
孤　鴻　花是愛（外一首）　100�101
葉雨南　蒙古包婚禮　103
季　閒　殘荷（外一首）　104�105
琹　涵　秋　105
墨　痕　後山樂曲　106
龔　華　蘭花詩絮　107
路　痕　燕語四啼　108�109
陳孝欣　風箏　109
楊　巽　霧鎖觀音山（外一首）　110�111
鍾林英　旋轉木馬　111
落　果　萬年青（外一首）　112�113

林劻頡　這裡沒有海洋（外一首）　116�117
胡爾泰　殺手輓歌　118
靈　歌　〈重劃〉等詩7首　120�122
方　群　初訪多良車站　122
容　泠　穀雨　123
馬　驄　我是最後的一隻海鷗（外二首）　124�125
陽　荷　波羅蜜大道（外一首）　126�127
紫　瑩　寫詩（外一首）　127
林　茵　染髮（外一首）　128�129
莫　云　渴望的街　129
陳　胤　哀稻　130�131
莊雲惠　悠思　131
鄧榮坤　豆頁土成記事（外一首）　132�133
何絮風　我烹煮了一壺心情　133
吳昌崙　壁虎（外一首）　134
閑　芷　沙漠拼圖（外三首）　136�137
洪守箴　蛻變的省思（外一首）　138�140
魯　松　路過（外三首）　142�143
曲雁樓　神秘的詩（外一首）　145�146
陳華民　昨夜有人（外一首）　147
古月月　十三號房的沈思之：我們回家吧　148�149
葉　莎　看風景（外二首）　149�150
陳寧貴　永恆　151
陳琪丰　O Captain的帽子　152
劉正偉　有酒窩的女子（外一首）　153
高潤清　失物（外二首）　154�155
愛　羅　天使，她說　157
吳蘋珈　如果　158
謝瑋麟　木乃伊　158
映　彤　回首。留一片靜給你　159
胡紹平　沈默的島嶼（外二首）　160�161
楊采菲　透明（外三首）　162�163
張助成　風　163
王少鸞　又一位好妹妹走了　164�165
麥　穗　吃石頭詩（2題）　166
邱志郁　黃花石蒜（外一首）　167

衛生紙+
1月（22期）

許　赫　奇幻的生活、證人、奇譚、傳統　2�3
M　菟　鄉愁小孩、孩子失聯了、半夜握住老媽的

手、像詩人一樣生活　4�5
沈雨懸　海島型國家、因為太痛苦了所以我們要遺忘

　6�7
徐　徐　死了都要蓋、機會和命運、啟示錄、公平　

8�9
阿　芒　高低碳生活、虎牙　10
瞇　都是命等5首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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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柏霖　惡意、歧視　14
林　林　超越快樂原則、鴕鳥心態、抗爭現場、在一

棵無花果樹與橄欖樹之間　15�17
蔡仁偉　他們要讓長毛象復活等16首　18�21
楊小濱　自行引爆指南、後葬禮主義　22
傅紀鋼　核能電廠據說是第五代人類科技文明的頂

峰、核電事故　23
廖永來　遊戲外三帖　24�25
翁書璿　我們的黃色小鴨　26
陳子雅　河流是我們最遠的故土　27
潘家欣　黃月經、霸凌　28
劉哲廷　失眠　29
李雲顥　動起來的春天　30
陳子謙　這裡可以容納　31
零　度　三行詩—給馬英九、政治發言、NO 

POLITICS TONIGHT　32
宋尚緯　馬英九　33
孫得欽　青春期、還有誰有愛　34�36
Pei　街角的貓　37
楊人緯　學習、兇手就在書店裡、光咖啡、京醬手指

頭　38�39
eL　噩耗可以抵達多遠呢？、詩人乙　40
王玠珵　夜了、免費書籤　41
丁　心　航向月亮、長大是一種病　42
鶇　鶇　只能更遠　43
陳　少　我親愛的D槽小孩　44
洪崇德　文學獎評審的一日　45
沈　眠　天使們的另一種生活、攻略、記憶、太空漫

遊　46�47
宋玉文　為何adba的第一個b可以反著寫　48
賴舒勤　小妹　49
孤星子　政治、權力隱私　50
梁×凱等　少年觀護所的詩　51
飛鵬子　外表、面具、付出、脆弱　52
神　神　家政課　53
隱　匿　病號與問號、手術台上　82�83
鴻　鴻　偷生、廁中讀木心《文學回憶錄》　84
蘇家立　隔水加熱　85
阿　米　愛經等6首　86�88
向　明　侈談功用　96
4月（23期）

熒　惑　其他可能—觀看烏克蘭抗議直播　11
徐　徐　統獨等9首　12�14
湯舒雯　下落　15
瞇　都是命、法律講的是權利義務，道德與信仰則是

另一種東西。防腐劑、我們想著怎麼用那塊

土地　16�18
廖偉棠　致一位女囚　19

孟　浪　無題、旅行、愚行之歌　20�21
任明信　目的、光天化日、拾荒、患者、修羅　22�24
陳　少　蝴蝶蝴蝶飛進城　25
M　菟　處處挖土機、孩子失聯了　26
店　狗　今天是不打小孩日　27
于　米　歸屬　28
煮雪的人　掙扎的貝類　29
鴻　鴻　砂石車衝進總統府、自由女神的劍　30�31
Yellow　三億元的計畫、地方、R.I.P　32�33
柔軟慈　文化創意產業、石階梯、無題#1、環保小姦

兵、藝術公民　34�35
傅紀鋼　馬總統的獨角獸、神豬的憂鬱　36
廖亮羽　災區　37
孤星子　別隱瞞、故障回音　38�39
夜蝕柒　末日世界　40
阿　米　相信等7首　41�43
林　林　維吉妮亞‧吳爾芙、佛洛伊德們　44�45
蔡仁偉　大家來找碴等15首　46�50
譚凱聰　標語的慢舞　51
宋玉文　走廊結婚紀念日　52
賴舒勤　敬上　53
沈　眠　萬死情人節、暈眩、修復、戀人　54�55
E凡　野獸般的愛　56
伊　苟　字眼　57
李卡森　恨　58
翁書璿　歡場電影　59
小　令　你為什麼不幫幫我等8首　60�61
孫曉星　音樂節、四大金剛、166中學話劇　62�64
神　神　永遠的22歲少年　65
孫得欽　肢體練習、神學課　66�67
涂宇安　瘋狂　68
紫　簫　一天等6首　82�83
胡紹平　好姊妹的五種意識型態　84�85
黑　芽　相對論、吻　86�87
黃瑜婷　吻、十一　88�89
張詩勤　不青春了、九份夜雨　90
馬　蘭　偶然　96
7月（24期）

鴻　鴻　暴民之歌、洗街雨、這麼晚了，我們通常不

會連絡部長　3�5
謝旭昇　我們的利維坦　6
李建常　好人　7
阿　布　革命軍、哭牆　8
王一穎　職場倫理　9
小　令　天茸國　9
林　林　國王的新衣、街頭，我的島嶼、自殺者　10�

11
徐　徐　舞雩、舞雩（電音版）、刀俎、糊塗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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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吳婉鈺　諾亞方舟　13
阿　米　暴徒—太陽花學運　13
Yellow　想像一日、台灣安妮　14
陳以恩　超級市場、應許之地、吃早餐前相信六件不

可能的事　15
潘家欣　我終於也傳染了流感、媽媽，原諒我把妳留

在背後　16�17
羅紓筠　媽媽請不要擔心　18
蔡凱文　你們帶來了拒馬、佔領、晚安台灣　19
許　赫　魯蛇的革命喜劇、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一夜無話　20
劉皓旻　2014/03/24清晨四點的時候　21
高穎琳　失去了心的機器人　21
張詩勤　為關燈而作、醒來的景象、拉鋸　22�23
阿　芒　20140318人民占領立法院等6首　24�25
隱　匿　在11萬人和50萬人之間　26
林　倢　議院日記等9首　27�31
盂　蜜　失落的花瓣　32
瞇　把我的大便還給我　33
黃致中　那些年我們拒馬　34�35
洪崇德　來來、不按讚聲明、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

問題　36�38
蘇紹連　2014春分三則　39
阿　鈍　學運時代（6首）　40�41
林蔚昀　媽媽我們明天也許沒有床單了，就我明天去

買　42
蔡仁偉　他們說抗議不能影響到別人、手段　43
陳令洋　牆邊　44
向　明　自殘之歌　45
鯨向海　表態、高層獨白、失眠者　46�47
樓　樓　春天，致遠方的友人　48
廖偉棠　從前線回來的詩　48
羅毓嘉　不要忘記我們曾經被喚醒　49
向　陽　今晚，我們在廣場上　50
向陽選錄　為330黑潮大遊行加油—楊華《黑潮集》

選錄　51
飛鵬子等　寫在衛生紙的小詩　70�95
10月（25期）

張　耳　「自然」詩現在應該怎麼樣寫、森林在沒有

路的地方、風、騎馬打仗　2�3
許　赫　運動傷害、更新現場、百萬種開房間的方

式、第四核能電廠　4�5
楊　婕　如果有如果、遠距離、你在想什麼、哈囉　

6�7
西　草　政策有問題、鬼的演講、They speak　8�9
陳子謙　接棒、告解　10
孤星子　電死　11

石芳瑜　中國，麻煩你獨立一點好嗎？　12
阿　鈍　挖坑吧，以色列　13
阿　布　加薩走廊、兒童樂園、屠殺、青春期　14�15
瞇　一隻馬戲團猴子死了、馬路上的小黑狗與小蟑

螂、雨和雪　16�17
董玉慈　失去愛的話　18
蘇家立　最後幾秒—悼復興空難、岸　19
鴻　鴻　食尾蛇、江子翠、高雄氣爆　20�21
阿　芒　冷面、肉做的、是無論什麼都令人錯亂的

海、沒什麼只是感覺我在你隔壁兩個　22�24
盧郁佳　餿水油　25
陳子雅　有人問我鬼島的緣故　26
隱　匿　致歉　27
蔡仁偉　灰色地帶等19首　28�31
沈　眠　我們一起來寫哀悼詩、今天我們不7�11　32�

33
林德俊　四方形的夢、自動主義　34�35
徐　徐　民俗技藝　36
洪嘉勵　聞創產業贗品館　37
王一穎　小鄉愁等6首　38�39
潘家欣　不值得翻開妳的白眼球　40
鈦元素　廣廈　41
阿　米　我的內心長滿了魚等9首　42�46
蔡喬安　樂／生　47
李卡森　不明白　48
蔡雨揚　2013　49
宋永泰　糖罐　50
關天林　畜牲　51
吳婉鈺　貓　52
紫　簫　玻璃杯、傍晚的地鐵、頤和園　53
廖亮羽　台灣的叛逆者　54
賀　婕　某年某日　55
譚凱聰　詩人、關係　56
飛鵬子　寄託、不安、尺、自我　57
丁　心　小狗、飛走、沒有菸抽的日子　58�59
不離蕉　酒或者睡眠　60
顆　粒　月亮惹的禍、死性不改、我和我媽愈來愈像

　61
傅紀鋼　小白跳火車（二）　62�63
雨　諄　小小、升上高中、一萬　64
陳偉哲　我曾美麗，我曾美麗　65
賴舒勤　忘記、別來無恙、摯愛、抵押　66�67
黃　梵　黃金時代、飛行　68
向　明　起乩　96

聯合文學
1月（351期）

李雲顥　詩課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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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53期）

廖偉棠　無情遊　122�126
4月（354期）

袁紹珊　大安森林公園的樹葉切片遊　106
紀明宗　彌陀安厝　130
6月（356期）

鯨向海　少女時代（上）　112�114
7月（357期）

鯨向海　少女時代（下）　90�91
8月（358期）

崔舜華　老去的眼淚是苔的瘀青　92
9月（359期）

曾元耀　地瓜媽媽　108�109
10月（360期）

編輯部　蔓延：青年詩人的十年之旅—裝置二〈瑪

雅幽谷裡的9首跫音〉　44�47
夏　夏　曲目未定　54
陳　少　宇宙觀　114�116
何志明　花崗岩的習慣　118�119
11月（361期）

劉羽軒　初旅　100

藝術認證
4月（55期）

曾貴海　焦慮　98�99
陳坤崙　薄暮的呼聲—婆憂鳥　100�101
陳秋白　父親的肩膀　102�103
方耀乾　虹　104�105
6月（56期）

余光中　題趙無極少作　114�115
汪啟疆　探　16�117
林鳳珠　題鄭世璠〈三等車內〉畫作　118�119
張德本　沙漏的船　120�121
8月（57期）

曾貴海　Tamemaku的老人　66�67
鄭 明　焦慮之外　68�69
王希成　阿爸的肩胛頭　70�71
慧　子　牛受氣　72�73
顏雪花　夢想一個太陽　74�75
利玉芳　虹的倒影　76�77
10月（58期）

鍾順文　形含於色，色含於形　80�81
離畢華　夢遲遲　82�83
謝錦德　婆憂鳥的思念　84�85
王　凱　古錐的性地　86�87
12月（59期）

利玉芳　父親的肩膀—疤痕女孩朴槿惠　68�69
謝佳樺　因為痛　而存在　70�71

凃妙沂　你不在這兒　72�73

鹽分地帶文學
2月（50期）

林佛兒　中國哈爾濱—伏爾加莊園詩　68�73
林明堃　台灣四季　172�176
林　梵　洶湧—紀念陳澄波　199
趙天儀　寒流又再度來臨　200
李勤岸　紅樓花—《人面冊ê季節》44　201
林煥彰　讀山毛櫸的秋天　202
岩　上　阿里山雲海　203
渡　也　紅花石蒜待旦　204
陳銘堯　黎明秋月　205
陳寧貴　故鄉　206
陳文銓　tuh�Ku皇帝　207
陳　胤　延平老街　208
4月（51期）

陳志良　台灣山水　68�73
趙天儀　太陽花　105
林　梵　黑潮　106�107
利玉芳　太陽花一束　108�109
陳文銓　揭竿—檄馬文　110
6月（52期）

方耀乾　佇加勒比海呼叫台灣、詩是聲波　68�69
林　鷺　鄉野之旅、海的重逢　70�71
畢　修　海明威酒館、古巴印象　72�73
蔡榮勇　詩畫2則　74�75
李勤岸　人面冊日日詩（5首）　110�113
林　梵　認同　230�231
渡　也　燕鷗導遊馬祖　232�233
利玉芳　大路關石獅公記行　234�235
林央敏　月娘落目屎彼暝—夜遊鹽水記　236�237
東　行　筆祭　238�239
8月（53期）

林明德　關於飲酒的論述、一九七三、守護台灣最後

的濕地　62�65
莊金國　一、走山、別莊農舍、台灣瀑布、台灣心情

　148�152
王麗華　新化分院采風（一束）　197�204
施旻杉　櫻　236�237
10月（54期）

李若鶯　古巴印象—台語詩一束　68�72
林煥彰　噶瑪蘭之歌（5首）　98�103
林央敏　千面埋伏—聞高雄氣爆　229
林　梵　一百零一歲—孫大川母生日　230
趙天儀　在黑暗的牢獄裡　231
岩　上　蟬不知　232
廖永來　偉大的執政者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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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仁傑　莫斯科　234�235
蔡榮勇　哈瓦那五月節遊行　236
林豐明　螢火蟲　237
王　凱　老伴　238
何光明　隔陰之迷　239
12月（55期）

向　陽　嘉義市詩抄2首　20�22
林文義　秋歌帖　88�90
楊淇竹　智利詩作2首　171�172
利玉芳　漫遊生態海岸線；想起蘭卡瓜　173；177
凃妙沂　你在每一朵花蕊裡—致聶魯達；花園—

致米斯特拉爾　174；179
鴻　鴻　我的祖先　175
林　鷺　給Gabriela Mistral；Los Villos風情　176；178
李魁賢等　「門」之破壞與重建—解構詩學的實驗

　180�183
林明堃　倒風海悲歌　196�201
林　梵　吳哥城　230
趙天儀　候鳥　231
林煥彰　我在十字路口—將寫詩當作生活的一部分

　232
廖永來　革命前夕的雪茄館　233
陳寧貴　燈盞火　234
渡　也　大鵬—某日傍晚觀後龍海岸風車有感　235
方耀乾　Gaudí‧Gaudí‧Gaudí　236�237
龔　華　背影　238
蔡榮勇　Pasacaballo旅館　239

訪談‧會議記錄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25期）

編輯部記錄　2013台積電文學賞決審會議記錄　258�
273

2月（126期）

田運良、林瑩華採訪，蘇惠昭文　人生趨光轉彎，豐

和日麗出發—專訪豐文創共同創辦人田定

豐　182�184
3月（127期）

蔡俊傑整理　夢境的守護者—駱以軍、陳雪、黃哲

斌、顏忠賢、戴立忍攜手多元對談　30�47
駱以軍問，陳雪、黃哲斌、顏忠賢、戴立忍答　當我

們有一個女兒　48�59
顏訥整理　我們需要看這種電影—林懷民×蔡明亮

《郊遊》映後座談　106�112
4月（128期）

編輯部整理　俠之大者縱跨時空之隔—上官鼎×鄭

丰對談　132�143
5月（129期）

編輯部整理　我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紀蔚然

vs.藍博洲對談　32�47
單德興　美國‧自由‧生活—哈金訪談錄　98�111
編輯部整理　女人‧歷史‧寫作—張翎答編輯部　

145�150
6月（130期）

編輯部整理　我的寫作本身就是台灣經驗—馬華，

互文性，走根：與黎紫書、賀淑芳、言叔夏

對談　32�43
鄒欣寧整理　聶永真×黃俊隆：「放逐」　116�122
楊小濱　從中山陵到中山堂—蘇童訪台側記　124�

126
7月（131期）

蔡俊傑整理　一輩子的禮物—蔡明亮vs.李康生　40�
52

簡莉穎　烏托邦及反烏托邦的科幻寓言—專訪《目

連拯救母親大地》導演凱文‧瑞特貝格　132�
135

鄒欣寧整理　聶永真×黃俊隆：「散步」　144�148
8月（132期）

蔡俊傑整理　凝視地表三十公分的驕矜與哀愁—黃

宗慧對談劉克襄　48�61
柯若竹整理　聶永真×黃俊隆：「散步」　131�135
9月（133期）

編輯部整理　我們都在時間天秤上—陳美桂、張輝

誠、徐國能三位國文老師的熱切對談　32�49
蔡南昇、莊謹銘、埃德溫、Fi對談，Fi整理　if……

「你有用心做嗎」—視覺設計師們沒有接

到的國文課本設計漫談　146�151
10月（134期）

洛　夫　從桎梏中釋放無理而妙的意象—洛夫訪談

錄　62�67
瘂弦口述，丁名慶整理　我但願做偉大的朋友—瘂

弦訪談錄　70�75
蔡俊傑整理　你有一個名字不叫今天的孩子—楊

澤、楊照對談　84�95
柯若竹整理　聶永真×黃俊隆：「失去」　122�127
11月（135期）

編輯部整理　妖言惑眾，是一個多麼迷人的行業—

羅智成vs.王文華　32�45
編輯部整理　第一屆大學青年超新星文學獎評審會議

記錄　115�128
柯若竹整理　聶永真×黃俊隆：「身體」　144�149
12月（136期）

編輯部整理　我總是在草原的中央—席慕蓉與零雨

　3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