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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書展基金會　2014，台北國際書展年度之書報導

　89�98

客家
7月（289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教部閩客文學獎　放異彩　14�18
9月（291期）

何來美　台日客家學術　東京交流　52�57
張捷明　少年班文學創作課程點滴　60�61
劉　楨　鍾老心傳　學員佳作獎不完　62

書香遠傳
1月（111期）

編輯部　屏東縣府系列新書　深度閱讀在地人文；國

家文藝獎頒獎　看見卓越的創作典範　9；16�
17

紀瑋平　台灣文學金典獎頒獎　淡筆中見證不凡　18�
19

耿詩婷　台北國際書展　繽紛的閱讀盛會　56�57
3月（112期）

編輯部　教育部表揚推展母語傑出貢獻者；2014台北

國際書展大獎　得獎者出列　5；6
7月（114期）

編輯部　台灣作家前進新加坡書展　7
9月（115期）

方圓欣　聚焦出版人　金鼎講深化人文價值　59�61

創世紀
3月（178期）

編輯室　創世紀走廊（記事3則）　156�159
6月（179期）

編輯部　創世紀走廊（記事4則）　155�159
9月（180期）

編輯部　創世紀走廊（記事4則）　285�293
12月（181期）

編輯部　創世紀書訊（新詩集、論集、詩選6種）　

156�158

華文現代詩
5月（1期）

編輯部　寬廣與視野　台灣詩心—詩人許其正獲推

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38�142

新活水
2月（52期）

卓　洛　豐盛禮讚之冠冕—第7屆總統文化獎頒獎典

禮　4�7

聯合文學
4月（354期）

林文義　島之異國—台灣文學巡禮在台東　142�143
5月（355期）

陳英哲　黑土滋養的文學時刻　118�119
何佳駿　老厝‧旅行‧美食—台灣文學巡禮‧雲林

虎尾站　120�122
6月（356期）

編輯部　全球文學快訊　136�137
7月（357期）

江寶釵　新聞百戰百勝—台灣文學巡禮在嘉義　110�
111

游桂香　閱讀，是我所有理想、夢想、幻想的啟程

地—台灣文學巡禮在馬祖　112�113
8月（358期）

張亦絢　戀人獸語：魏瑛娟的柔軟度　116
11月（361期）

周紘立　2014金門文學營：導劇‧故事‧在金門　88�
99

邱英美　酒的聯想—記2014金門詩酒文化節　126�
128

12月（362期）

郝妮爾　第10屆林榮三文學獎頒獎典禮　17
洪玉芬　文字的光　116�118

散文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1月（125期）

蔡逸君　要如何才能告訴每一個穿牆而不得的人知曉

　10
費　瀅　同袍　110�111
馬恒臻　寬廣的文學　177
楊君寧　糖梨與苦梨　240�242
2月（126期）

尹蓓芳　美麗的京都與朱天心　10
黃俊隆　手臂上的刺青　20�21
尉任之　回首　24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28�63
林俊頴　一則備註╱三十三年落花夢　64�66
朱天心、蔡逸君　朱天心與蔡逸君的文學答問信　67�

77
陳芳明　詩的湖泊　88�93
聞天祥　老金與小連　94�97
西　西　閱讀筆記：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貧民窟宅

男、阿伯特‧安吉羅、科斯特洛的八堂課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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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崇憲　缺席的在場—追憶生活者孟東籬　109�129
劉紹銘　葛浩文的極短篇　140
陳黎、張芬齡　「亂髮」垂千年，情熱戀短詩流

香—閱讀與謝野晶子　148�163
楊富閔　像我這樣的小戶長　164�168
向　陽　這條道路，險阻且長　170�174
丘彥明　食用油　180�181
3月（127期）

尹蓓芳　祝福無窮的虛構之願　12
黃俊隆　紐約的雪，我的鄉愁　22�23
尉任之　手勢　24
陳芳明　地下室看初雪　92�97
西　西　閱讀筆記：貝葉掛毯、女孩是半形成體、收

割　98�102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14�127
聞天祥　冷與熱之間：柏林觀影記　150�155
向　陽　苦行：我的學術尋訪與摸索　156�159
薛仁明　韓信之死　160�166
4月（128期）

丁名慶　接下來就是你們的事了　12
黃俊隆　時間靜止的那天　22�23
尉任之　鬱黑　24
劉紹銘　一介布衣　33�35
王德威文，范文美譯　敬悼夏志清教授　36�38
蘇偉貞　與夏志清先生通信及紐約一日漫遊　39�47
高全之　從張愛玲開始――夏公書信裡的人文情懷　

48�51
鄭樹森　張愛玲、奧康諾和新批評――夏志清先生的

一封信　52�55
羅福林　我的導師夏志清　56�59
馬　蘭　夏先生二三事　60�62
陳芳明　不安的海岸　110�115
聞天祥　棒球。電影　116�119
西　西　閱讀筆記：尋找馬洛里、焚舟記、然後，我

們就拜拜了　122�126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64�177
丘彥明　微波爐與電鍋的歲月　178�179
顏　訥　葛瑞拉　186�189
5月（129期）

丁名慶　過去了的日子，過不去的事　12
黃俊隆　旅人的全新身分　20�21
尉任之　鄉愁　22
西　西　閱讀筆記：比目魚、包法利夫人　24�26
鄭鴻生　曙光乍現的那幾年　70�73
陳芳明　薛西佛斯的夏天　86�91
聞天祥　心中的電影院　92�96
林郁庭　鄔達克在上海　114�120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22�132

童偉格　面對恆星　152�154
黃翰荻　鬼面天蛾與公木瓜　174�177
6月（130期）

丁名慶　容身之處　8
黃俊隆　十七歲的地下道　18�19
西　西　閱讀筆記：肺片、芬尼根的守靈夜　20�22
鍾文音　你是倫敦的霧　24
劉梓潔　在雨崩　26
張貴興　烈焰中的火眼金睛　69�70
童偉格　〈魚骸〉以外　70�71
黎紫書　終將失蹤的追蹤者　72�73
朱宥勳　在遊戲裡失蹤了什麼　73�74
曾翎龍　三具屍體和一本書：火，與危險事物　75�77
紫　鵑　積雨的日子　80�83
陳芳明　楓紅的伊瑟瓜　94�99
聞天祥　跑影展。看電影　100�103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28�137
陳淑瑤　賣花的男人　142�143
尉天驄　緣起　165
蘇偉貞等　每一天都是如此嶄新　190�193
7月（131期）

丁名慶　廢墟藝術課　10
黃俊隆　旅行中的思念　18�19
西　西　閱讀筆記：白老虎、褪行者的告白　20�22
朱國珍　在荷蘭小莊想你　24
廖偉棠　旅夢殘札　26
阮慶岳　愛之囚：外公、李康生與蔡明亮　54�57
李安等　電影同行者留言　58�65
房慧真　荒原　66�68
龔卓軍　高小姐與被鶴吃掉的青蛙　68�70
吳明益　河的第三岸　71�75
徐譽誠　看見自己的故事　76�78
顏忠賢　斷水的一個故事和兩個夢……　78�81
聞天祥　時間、空間、身體與記憶的雕刻—非常蔡

明亮元素　82�95
陳芳明　萌芽的季節　108�113
駱以軍、董啟章　肥瘦對寫：那一刻我對自己感到陌

生、一直很想寫但注定寫不出來的書　115�
120

耿一偉　找回看的方法　124
李時雍　另一種空間與影像的敘事—解讀《情色度

假村》　125�127
陳玉慧　無染—李康生與蔡明亮的《玄奘》路　128�

131
楊富閔　季節交換的時候　152�155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56�165
季季等　理所當然覺得妳都幸福快樂　18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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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2期）

丁名慶　窗外的風雨　8
黃俊隆　中央公園棒球場　18�19
西　西　閱讀筆記：墨西哥的五個太陽、里斯本圍城

史　20�22
黃麗如　唯一的風險是不想離開　24
夏　夏　手風琴　26
劉克襄　虎地貓　30�47
林景成　嶺南壽仔　67
古峻維　台大貓風景　68
張婉雯　高櫃下的人們　69�70
T.cat　一起念書的貓　70�71
林承楷　貓女孩　71�72
佐渡守　他一出場就死掉了　72�73
楊君寧　貓城記　73�74
林孝謙　魔貓嘉莉　74�75
陳芳明　鐵絲網圍繞的燭火　90�95
聞天祥　王小棣速寫　96�99
丘彥明　張愛玲給我的信　106�111
駱以軍、董啟章　肥瘦對寫：生活中真的曾遭遇的

「薛丁格的貓」、談談「火車」　112�118
陳　黎　小我與大我之愛—閱讀聶魯達情詩集《船

長的詩》　137�141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52�161
黃翰荻　人雉　166�169
陳又津等　我真覺得陽春是可喜的　188�192
9月（133期）

丁名慶　「美好的」煩惱時光　10
黃俊隆　旅行蒐集癖　18�19
西　西　閱讀筆記：空白書頁、2666　20�22
黃文鉅　如專情艱難之物　24
李季紋　清水舞台往下跳　26
凌性傑　在侷限裡實現願望　50�53
徐國能　國文課的備忘錄　54�57
朱宥勳　「文」的變形　58�61
石德華　心的位置，新的移動　62�65
陳芳明　國文教學與文學教養　70�71
宋澤萊　中學生認識台灣本土文學的捷徑　72�73
陳義芝　誰不相信文學—我的一點體驗　74�75
向　陽　過海之島、登山之徑—文學作品進入課本

的思索　76�77
琹　涵　文學，我的愛和信仰　78�79
瓦歷斯‧諾幹　是創作，不是作文　80�81
季　季　青春啟蒙與綁手綁腳　84�85
宇文正　你最好問我怎麼做紅燒肉　86
李金蓮　文學的心腸　87
石芳瑜　那些錯愛與不愛　88�89
楊　翠　通過創作，通向自我　90�91

方秋停　鐘聲又響……　96�97
顧蕙倩　在巨人房間旅行　98�101
吳岱穎　歹硬的國文課　102�105
陳雋弘　無邊幸福，無間地獄　106�109
許婉姿　牽手　110�111
李佩蓉　在文學花園裡漫遊　112�113
石曉楓　文學美樂地的追尋與應許　114�117
文晴等　我要當老師　118�119
甘耀明　重返讀書會　120�121
翁禎翊　教室外的雨和你　128
蔣樂平　我讀〈漸〉　129
賴芊卉　最美的旅行　130
趙甄婗　航向文學海洋　131
李椒庭　國文課神遊　132
王士堅　國文，其實是一門藝術學科　133
蘇語柔　我的生活融進了〈一方陽光〉　134
陳宗佑　看風箏的孩子　135
黃錦樹　華文課　138�140
童偉格　蟲洞遊記—一份歪斜的學習報告　141�143
楊富閔　一個人的國文課　144�145
詹偉雄　再見國文，再見！　152
吳佳璇　閱讀的脾胃　153
黃哲斌　我的膽固醇　154
耿一偉　蜘蛛人也可以是蜘蛛　155
傅月庵　那就讀讀金庸吧！　156
劉奕成　浮光‧掠影　157
蔡淇華　一堂上不完的國文課—梁朝偉的眼神　158�

159
張　正　我東南亞課本　160
邱于芸　「國文」　161
吳鈞堯　漫畫開啟的耳目╱熱開的武俠　162
劉梓潔　一個不會變的地方╱書寫的大自由　163
陳夏民　暴力如同空氣陽光水，是真真確卻的存在╱

我希望你記得一個名字　164
言叔夏　煙火在遠方╱給即將老去的少女們　165
陳又津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找到自己的代號　166
樊光耀　隨你穿越　167
湖南蟲　最好的部分╱最壞的部分　168
芒草香　他鄉之夢　185�187
古　藍　龍眼成熟時　188�191
10月（134期）

丁名慶　閃亮的日子　10
黃俊隆　巴黎的偏見　18�20
西　西　閱讀筆記：性本惡、站著寫作　22�23
林婉瑜　世界突然擴張　24
陳允元　予台灣少年阿公的手紙　26
尹玲等　印象‧洛夫　30�31
沈花末等　印象‧瘂弦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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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柔　冀渡，無岸之河　42�45
陳懷恩　吟唱，如歌的行板　52�55
林文琪　不論什麼場合，詩總在縈繞—記2012�2014

拍攝故事　56�59
陳芳明　朝北的窗口　98�103
聞天祥　黑暗裡有光　104�107
駱以軍、董啟章　肥瘦對寫：如果幹下那種事的是自

己的孩子、小說作為入魔之境　108�114
丘　光　街上風景到地下剪影　118
騷　夏　關於料理，愛情第一　119
吳柳蓓　山嶽的側臉　119
楊君寧　雨中之死　120
阿　潑　愛恨交界　120�121
陳思宏　老狗罵海　121
張桓溢　雨季未停　144�147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56�169
廖偉棠等　尋回自己習知的日常　188�192
11月（135期）

丁名慶　翻轉天地一戲場　10
黃俊隆　紐約的兩段航行　18�20
西　西　閱讀筆記：巴格達警報、愛與黑暗的故事　

22�23
吳鈞堯　銀的敘述　24
洪書勤　證明題　26
唐　捐　教主初年—羅智成神話發生考　46�48
楊佳嫻　行靈魂底內婚制—讀羅智成　49�51
羅智成　鏡像目擊—從香港看台灣文化的軟實力　

80�87
陳芳明　白霜四面湧來　90�95
聞天祥　梅莉史翠普帶我去看金馬影展　96�99
駱以軍、董啟章　肥瘦對寫：關於原諒這件事、坐在

某個角落，無人知曉，觀察著人的那些祕密

時光　100�107
黃麗如　關於純真　136
鍾文音　在湄公河讀《情人》　137
陳又津　台北逃亡地圖　137
夏　夏　來不及說再見　138
安石榴　眼淚與夢想　138�139
耿一偉　傳奇的代價　139
楊　照　簡文彬與《碧廬冤孽》　140�143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68�178
沈花末等　那刻我忽然羞恥地明白了　212�216
12月（136期）

丁名慶　人能還我以無傷的大地　10
黃俊隆　大叔困境　18�19
西　西　閱讀筆記：父母的傳記　20
張婉雯　給李同學的道歉信　22
蔡昀臻　霧林　24

席慕蓉　在台東的畫展　52�67
陳克華　族人　78�79
向　陽　我想叫她穆倫‧席連勃　80�82
曾淑美　燃燒的蒙古人—訪席慕蓉　83�85
陳芳明　匕首劃過的切口　88�93
聞天祥　莫讓影史空白　94�96
駱以軍、董啟章　肥瘦對寫：南泉斬貓、人渣之必要

　98�105
劉梓潔　小豆島與《第八日的蟬》　120
莊瑞琳　文學與金錢　121
吳鈞堯　台北奇俠　121
黃麗如　致消逝的生命　122
顧蕙倩　巧克力百合　122�123
耿一偉　雨果、雨果與雨果　123
林郁庭　茉莉花，革命　124�133
鄧慧恩　黑手寶藏窟　138�143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　154�165
方秋停　野菜滋味　174�176
沈花末　他們怎麼知道今晚的散步確實是因為想念　

188�192

九彎十八拐
1月（53期）

張曉風　描容　3�5
林蔚昀　鹽的笑聲—閱讀及翻譯辛波絲卡　12�14
楊　渡　另一種凝視—當弱小者立足的磐石　15�16
張曼娟　我的圓桌「五十」　19�20
許芳菊採訪整理　傅月庵：那六年，我窩在光華商場

　20�21
王溢嘉　關於青春的九十六種知識　22�26
春二蟲　篆刻俗諺成章（3）　33�34
3月（54期）

黃春明　小說的社會良心　2�3
廖玉蕙　寫出文章的真精神　4�5
張照堂　關於歲月；非影像札記　10�17；18�19
簡　媜　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21�26
徐惠隆　又見簡媜在銀閃閃的地方　27�29
許修齊　愛是動詞　29�30
彭名琍　阿姆个鹽生瓜子　31
徐禎苓　耳洞　32�34
5月（55期）

黃春明　巨魔的誕生　2
綠　蒂　秋水四十年—發行人的話　16
龍　雨　秋水緣　19
劉克襄　宜蘭在消失中　24�25
望　塵　消失一塊田　26
李寶蓮　母親的美麗與哀愁—給蘭陽子弟的一封信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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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岫　閱讀的承諾—父女共讀的三千二百一十八

天　31�32
曹永洋　遲到三十九年的婚禮　33�34
7月（56期）

黃春明　什麼？和為什麼？　2�3
蔡詩萍　詩人周夢蝶　14�16
黃春明　手　17
蕭婉蓉　黑暗將盡　18�23
果　然　豬頭家宴　28�31
吳柳蓓　一顆十元，看看喔　31�33
9月（57期）

廖玉蕙　請讓蘇東坡安息吧！　2�3
簡　媜　問候天空　12�13
吳敏顯　山海　都到面前來　14�17
黃春美　變成男人　18�21
鍾　喬　探望　22�24
林柏均　聽阿嬤唱歌　28�29
陳文龍　多少事，要與誰人說？—永遠懷念母親　

30�33
11月（58期）

黃春明　量力而為　2�3
賴其萬　由註生娘娘的謝恩談起　6�10
邱英美　尋找桃花源　17�18
李　賴　記得　19�24
徐惠隆　紅供桌‧我‧歲月　29�32

大海洋詩雜誌
1月（88期）

羅　門　「開往前進中的永恆」世界的生命列車—

國立台南大學博物館舉辦「翠玉婚詩展」有

感　20�23
林明理　讀普希金的詩—一隻慨然高歌的靈鳥　26�

31
張永健　鑒往知來、飲之太和—海峽兩岸詩歌的共

同情結；心聲的合鳴‧詩情的結晶—20世
紀海洋詩精品賞析選集出版序二　42�45；57�
60

朱學恕　面向大海洋—20世紀海洋詩精品賞析選集

出版序三；從心海的大海洋到星海的大海洋

之路—序中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導張永健

教授著作集　46�49；61�66
古遠清　共譜海上的樂章—評藍海萍的海洋詩　49�

51
藍海萍　千里共嬋娟—暑期大陸行　51�56
潘　雷　大不列顛遊記　103�107
陳春華　情繫馬祖　深情回眸　122�123
7月（89期）

韋宗定　詩海　7

陳寧貴　讀詩人羅門的「傘」與「窗」　24�25
李　玉　讀散文與詩　84
麥　穗　六個十年「歲月」集—麥穗小詩選集出版

　117
潘　雷　今生無悔—參觀曾菊英老師作品展　136�

138
郭嗣汾　最後的告別信　151

中華詩壇
1月（73期）

黃銀漢　樸雅吟社詩集新篇序文（1）　143
王朝榮　樸雅吟社詩集新篇序文（2）　144
5月（75期）

胡巨川　詩報詩話（37）　120�122
7月（76期）

陳耀安　「引領」釋義　133
胡巨川　詩報詩話（38）　134�136
9月（77期）

胡巨川　詩報詩話（39）　114�116
11月（78期）

胡巨川　詩報詩話（40）　124�126

双河彎
1月（68期）

張維中　從廚房開始　6�7
陳瀅如　溫柔堅定的改變　22�24
胡金倫　30而立，40有成　30�32
盧春旭　嚴冬中的太陽日　34�36
蔡雯婷　閱讀，是苦悶的出口　46�48
連秋香　每一本書，都是一次美麗的閱讀際遇　50�52
林家任　另一種　可能　54�56
陳郁馨　在四面牆之外　58�60
賴譽夫　關於閱讀的短筆記寫　66�68
言叔夏　流水無聲　86�87
2月（69期）

張維中　訪談之間　6�7
鍾文音　我永恆的戀人　22�24
佛洛阿德　電影雜食者　26�28
但唐謨　電影記憶與閱讀　30�32
黃以曦　沒有虛構就無法相信：我住在電影裡　34�36
林鴻麟　在法國看電影　38�40
編輯部　《双河彎》編輯部選片　42�43
駱以軍　《小兒子》精彩摘錄　80�81
3月（70期）

張維中　零下二十五　6�7
葉怡蘭　斯里蘭卡，悠然茶時光　22�24
水瓶子　茶，台灣人情味　26�28
林昱丞　茶聚的幸福滋味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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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雍　凝視夜空，或踟躕跟前　66�67
4月（71期）

張維中　電影軼事　6�7
周紘立　愛情的產值　62�63
張萬康　《笑的童話》精彩摘錄　78�79
5月（72期）

張維中　電視機的轉型　6�7
陳淑華　我的古巷意識在彰化　34�36
張曼娟　《時間的旅人》精彩摘錄　72�74

文訊
1月（339期）

封德屏　步履堅定，迎向晨曦　1
應鳳凰　《殘荷》：楊念慈第一部小說　3
黃英哲　我的「日本夢」　8�9
陳思宏　監獄公園　15�17
莊永明　論定第一　自有抉擇　18�22
張　默　以毛筆浮雕台灣現代詩的風景　23�29
柯慶明　慢讀王文興　30�32
徐凌嘯　高山仰止之典範—恩師伯安先生　44�45
朵　思　記憶中的移動實境—悼女詩人羅英　47�49
心　岱　謎一樣的女人—記憶羅英　50�52
林武憲　文學、影劇交融的寫意人生—曾西霸的文

藝之旅　54�56
蔡國榮　《曾西霸教授追思文集》編輯手記　57�60
王允昌　一生奉獻文藝—懷念父親王平陵先生　64�

68
陳思和　燿德不見了，文學衰落了—林燿德的文學

史意義　70�75
鄭明娳　整理林燿德　76�79
楊宗翰　傳奇已止，研究待續—還林燿德以真實　

80�83
王文仁　故事與故事裡的迴音—我與林燿德詩的研

究　84�85
王國安　林燿德‧與後現代‧與我　86�88
朱宥勳　中心凹陷的歷史？—林燿德《一九四七高

砂百合》的歷史與敘事結構　89�91
陳明昌　林燿德〈魚夢〉的原始類型　92�94
張瓈文　「火山流金之璀璨」—讀林燿德　95�97
解昆樺　以惆悵起音—從平原朗讀林燿德詩中的城

市文明　98�100
沈嘉悅　更好的可能　120�121
劉靜娟　仿如一首牧歌　189�191
麥　穗　懷念雪菜黃魚麵　192�193
王鼎鈞　這樣一個藝術家　194�195
芯　心　大時代‧小故事　196�197
師　範　羅曼‧羅蘭的另一部曠世鉅著—我所知道

的《安乃德‧李薇兒》　198�201

邱　傑　老人來自紐澤西　202�203
楊允達　我在美聯社的時候　204�207
文　霽　明麗簡潔而樂觀的畫風—我看高準的畫　

208�210
葉維廉　環繞著花東縱谷與數位花園的文化弦動　211�

221
2月（340期）

封德屏　任它斜風細雨，無非有情天地　1
應鳳凰　《遲春花》：馬各1950年代散文集　3
邱坤良　對甘答門藝大風物豈無情　8�13
林谷芳　當多元就是一種獨佔時　14�15
廖志峰　伏爾泰的傻瓜們　16�18
莊永明　歷史今天　今天歷史　19�23
晏山農　你可曾認識大稻埕？　24�26
趙淑敏　那一夕，我們哈哈笑—紀念夏志清　34�37
林衡哲　憶美國漢學界的老頑童—夏志清　38�41
歐陽子　悼念夏志清教授　42�46
江凌青　從抒情到實踐，獻給那些與文字相遇的片

刻—李時雍與他的首部散文集《給愛麗

絲》　53�56
Shauba Chang　往湖心拋的一瓣石—羅浥薇薇與她的

《騎士》　57�59
楊宗翰　必須完全忠實—菲華作家施穎洲的翻譯使

命　60�62
林歆婕　年年豐收，好事成雙—紀州庵文學森林活

動成果概述　78�85
吳正綱　願繁花再生繁花—漫談紀州庵文學森林文

創書店　86�90
謝佳佑、黃衍翔　紀州庵古蹟修復歷程紀錄　91�96
林育群　家在城南—關於小說家的幾個片段　97�98
沈嘉悅　我們心中的文學森林—速寫紀州庵周邊藝

文環境　99�106
Hsin　庵心城南，安心生活　114�115
吳宏一　古稀感言　201�205
黃文範　遇到幾個字　206�207
劉廣定　化學人讀紅樓　208�211
周　愚　問路記　212
胡坤仲　除草　213�215
胡槐興　我們一班五個人　216�219
3月（341期）

封德屏　共享春之宴　1
應鳳凰　謝冰瑩短篇小說集—《霧》　3
陳思宏　綠週　15�17
莊永明　縱橫閱讀　回味世紀　18�21
亮　軒　跟著感覺走一生—為孫越回憶錄而寫　35�

37
林少雯　流金歲月‧人間靜好—畢璞老來可喜　5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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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　出入大觀園—康來新教授的學思行旅　57�
60

郭嗣汾　最後的告別信　62�63
黃天才口述，蔡文怡整理　憶郭老二三事　64�65
彭　歌　感君辛苦事雕蟲—悼念嗣汾　66�68
林少雯　心繫江山萬里情—橫跨寫作與出版領域的

郭嗣汾　69�72
晨　曦　當代文俠儒將—側寫郭老嗣汾　73�75
趙　群　我的舅舅楊森（楊喚）　79�81
羅文嘉　人生一會—「孟祥森／孟東籬作品精選

集」出版手記　82
林蒼鬱　在山林中懷念孟東籬是適切的　83�86
黃美娥　清代台北地區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88�91
李文媛　登瀛書院　92�93
顧敏耀　清領時期台北地區的教育機構與詩社；台灣

百年古典詩社：瀛社　94�95；103�104
許俊雅　從舊學到新學—知識分子的啟蒙與藝文活

動　96�99
柯榮三　《台灣日日新報》影響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

二三事　100�102
林柏維　台灣文化協會的火苗：台灣新文學的陣地　

105�106
鄭順聰　江山樓與台灣文藝潮流　107�108
李洋慧　追想台灣歌謠　109�111
賴品蓉　台灣新劇運動與山水亭　112�113
馬翊航　台北的表情，文學的聲音—戰後之文學普

及與大眾化；浪潮與先聲：報紙副刊與文學

發展　114�116；119�120
李文媛　中國文藝協會與國軍新文藝運動；廣播劇風

潮　117�118；123�124
黃文成　也能掀浪潮，在主流之外—文星書店及其

時代　121�122
金儒農　說不完的故事—戰後大眾文學簡史　125�

126
顏　訥　現代派來了！　127�129
陳信元　鄉土文學論戰，兼談左翼報刊、人間雜誌、

報導文學之脈流　130�132
王維碩　「唱自己的歌」與1970年代民歌運動　133�

134
鴻　鴻　文學無界限—解嚴前後的文學跨界現象　

135�137
于善祿　台灣現代戲劇的摸索與探求—1980年代以

降　138�140
李志薔　用光影寫歷史—台灣電影新浪潮裡的文學

身影　141�143
陳芷凡　「原」來有你，台北真好　144�145
余欣蓓　存在過的時光—解嚴前後女性文學與性別

文學的書寫歲月　146�147

庵安老師　台北文學的輻射與蔓延　148�149
高大威　巨浪淘不盡的深情—我讀齊邦媛教授編

著的《洄瀾—相逢巨流河》；痛心的記

事—從齊邦媛教授童年時的一篇作文說起

150�152；155�157
沈嘉悅　變家　164�165
星雲大師　如是如是　219�221
吳東權　納蘭性德的淚雨夢　222�224
余光中　選美與割愛　225�227
張系國　黃小鴨到匹茲堡　228�229
廖清秀　我寫歷史小說　230�234
4月（342期）

封德屏　花香暗去，猶憶門前柳　1
邱坤良　流浪在台北　8�13
黃英哲　「左聯」作家陶晶孫的台灣印記：〈淡水河

殉情〉　14�17
廖志峰　書的重奏　23�25
莊永明　重南書街　追憶書香（上）　26�28
顏崑陽　他自己就是「新為我主義」的實踐者—讀

梅遜《老子這樣說》　29�31
謝武彰　尋人啟事—楊喚先生辭世一甲子　32�33
林文義　素直純淨的星光　31�35
渡　也　永遠不許相忘—為《李宗舜詩選I》而寫　

36�37
麥　穗　關於〈中國文藝協會與國軍新文藝運動〉一

文　40
張　錯　一弦一柱思瘂弦　42�47
高全之　爸爸，我懂—瘂弦父女詩作唱和的聯想　

48�50
畢　璞　懷念一位「能幹的宜興女子」—吾友姚宜

瑛　62�63
康芸薇　姚姊姊　64�67
隱　地　愛花女子姚宜瑛　68�70
劉靜娟　她一逕雍容而優雅—追憶姚宜瑛大姊　71�

73
席慕蓉　《十六棵玫瑰》—敬悼　宜瑛姊　74�75
心　岱　紫色披肩—姚宜瑛大姊的慈愛與慷慨　76�

77
鐘麗慧　璀璨瑰麗的一生—悼姚宜瑛女士　78�80
張曉風　讓母子得遂其初—記30年前寫〈許士林的

獨白〉的原委　226�229
朱佩蘭　從「心」出發　230�231
湯為伯　回憶裁縫學徒的往事　232�235
黃美之　我的彩虹　236
唐潤鈿　最壞也是最好的日子　237�239
陳蒼多　枯木逢春？　240
楊小雲　學做老人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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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43期）

封德屏　不老的紀州庵，不落幕的人生劇場　1
邱坤良　蘆洲生活物語　8�13
黃建業　左岸揚波　14�16
晏山農　學運捲起的千堆雪　17�19
林谷芳　路上，不是只有你這輛車的　20�21
莊永明　重南書街　追憶書香（下）　27�29
陳思宏　黑夜裡移動　30�32
古能豪　二十歲的習作　43�44
郝明義　獨立書店必須不獨立　70�71
王思迅　尋找「獨立書店」的明天　72�74
陳隆昊　網路時代下獨立書店的挑戰　75�77
簡逸君　集結的力量與挑戰—台灣獨立書店結盟之

源起與意義　78�80
王乾任　獨立書店與補助款，比給錢更重要的事　81�

83
鄭宇庭　城市裡，一間點亮閱讀燈火的街角書店—

台中新手書店（Bookstore for Beginners）　91�
93

莊家泓　匯聚微光—宜蘭舊書櫃書店　94�95
陳文琳　書店是這麼誕生的—花蓮時光書店　96�97
鍾尚恩　明日的高雄—高雄三餘書店　98�99
林家慶　不畏懼挑戰—台中桃樂絲童書坊　100�101
陳晏華　竹東小鎮的人文發想地—新竹瓦當人文書

屋　102�103
夏　琳　在南崁寫社區文化發展史—桃園南崁1567

小書店　104�105
李文媛　分享美好生活—桃園晴耕雨讀小書院　106�

107
張桓瑋　從書店到編採，從編採到出版—新北小小

書房　108�109
石芳瑜　人與書相遇的空間—台北永樂座書店　110�

111
李文媛　存在就是價值—台灣文史社群書店：南天

書局　112�114
蔡明原　就戰鬥位置—社運社群書店：洪雅書房　

115�117
張桓瑋　掌握書店通路與出版Know how—建築社群

書店：田園城市書店　118�120
紀大偉　前往阿拉斯加—《我帶你遊山玩水》的多

元旅程　121�124
日踏石　推開歲月的藩籬　136�137
芯　心　七十年代東歐遊　196�197
莊　因　天地一沙鷗　198�199
邱　傑　開張小小支票—友癌人生Ⅱ　200�203
黃漢龍　在加工區的那段日子　204�206
林莊生　追憶1947年的環島之行　207�213

6月（344期）

封德屏　文學之重，文學之慟　1
邱坤良　出蘆洲記　13�19
莊永明　老殘餘記　雪泥鴻爪　20�21
廖志峰　書信因緣　22�25
向　明　周公賜我的厚重　28�30
曹介直　漫說夢公的另一面　31�33
傅月庵　剎那　34�36
紫　鵑　病裡種善緣　38�40
王曉藍　李渝，走了　42�43
簡義明　理想主義者的抒情時光—追憶李渝　44�47
楊佳嫻　從未失去的庭園—悼李渝　48�50
古蒙仁　溝子口的奔流歲月—致陳正毅及我們終將

逝去的青春　51�54
姚嘉為　北美文壇的推手—田新彬越洋編副刊　55�

59
余光中　袁可嘉，誠可嘉　60�61
邢本寧　祝福者—側寫陳依文與她的詩　62�64
吳正綱　讓我們堅守在此，予時間以時差　142�143
康芸薇　爸媽囧很大　192�195
丹　扉　居然大聲唱歌　196�197
馬　森　兔災與人禍　198�199
劉靜娟　自從拿到老人證照　200�202
趙天儀　我在學海中長征　203�205
李啟端　閱讀有感二則　206�207
楊允達　談我的採訪經驗　208�215
鍾麗珠　原來如此　218
7月（345期）

封德屏　魯冰花正盛開　1
邱坤良　出蘆入關：再說1991年的關渡故事（上）　

8�13
黃英哲　在台北遇見詩人　14�15
畢　璞　忘卻塵寰即是仙—王怡之大姊仙遊去了　

59�60
何懷碩　遙想少年李渝　61�62
白　靈　「鼓動小詩風潮」緣起　64�66
尹　玲　走向璀璨　67�69
瓦歷斯‧諾幹　小詩人與二行詩　70�73
向　明　零碎思想談小詩　74�77
李敏勇　在輕巧中呈現異議的亮光　78�79
辛　鬱　「關於小詩」的我見　80
管　管　小詩說　81
林婉瑜　鋒利的小刀—談小詩　82�83
林煥彰　我鍾愛六行小詩　84�85
洛　夫　詩性的小宇宙　86�87
張　默　從《小詩‧牀頭書》說起　88�89
莫　渝　微波掀浪？—小詩與小詩觀　90�91
曾琮琇　當生活遇上一首小詩—一個讀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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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3
渡　也　有關小詩的—成如容易卻艱辛　94�95
楊佳嫻　論小詩　96�97
碧　果　小詩創作之我見　98�99
蕭　蕭　現代小詩寫作風潮的鼓動者　100�102
鴻　鴻　呈現與陳述—小詩論難　103�105
顏艾琳　從13開始　106�107
羅　青　小詩一首懷故人—憶李泰祥　108�110
蘇紹連　小詩大爆炸　111�113
Sandy　一場意外的旅程　130�131
黃文範　我的一句話　183
郁化清　還原歷史真相—713山東流亡學生編兵紀實

　184�185
趙淑敏　仍在紐約的角落裡　186�189
廖清秀　亦師亦友的梅遜兄　190�191
周　愚　重享光明　192�194
王牧之　銘記父親溫暖的愛　195�199
郁　思　一份食譜　200�201
8月（346期）

封德屏　文學望春風　1
晏山農　一戰屆百年，創痕猶似新　13�15
林谷芳　跨界，只是現象，不是風格　16�17
邱坤良　出蘆入關：再說1991年的關渡故事（下）　

18�23
廖志峰　行話　24�26
余光中　吐露港上中文人　50�52
尉天驄　懷念王怡之大姊　57�60
于德蘭　跨世紀的友誼—記王怡之阿姨與吾母的真

摰友誼　61�63
張有鄰　多彩蒙福的人生—紀念我母親王怡之　64�

66
甘耀明　新文學地殼運動　96�97
朱宥勳　20倍的提問　98�99
朱國珍　繼續寫！　100�101
吳鈞堯　信筆長短調　102�103
童偉格　台灣長篇小說：危境裡的極致之夢　104�105
鄭順聰　規訓與自由　106�107
Hsin　夏日戀情甜蜜蜜　136�137
張系國　快鳥櫻桃派　184�185
胡坤仲　種菜　186�187
朱佩蘭　百歲母親節　188�189
高鳳池　在台北合江街的日子　190�192
9月（347期）

封德屏　陽光土地，熱情文學　1
邱坤良　從此在關渡快樂的生活？　16�21
林文義　昔書　41�43
葉維廉　懷念老同學金戴熹「le mot juste」廣大無邊的

世界　45�48

馬　森　追念戴熹　49�50
羅　青　天真直率詩無敵—懷大詩人紀弦　51�56
王嘉菱　疼　122�123
李　昂　嘉義雞肉飯　125
Lana　食衣住行，盡是文學　126�127
康芸薇　我們在繁星下跳舞　180�183
丹　扉　二八年華　184�185
邱　傑　扇面　186�187
10月（348期）

封德屏　草莽出詩人，優雅化苦難　1
邱坤良　德和青青：浪漫主義的愛情樂章　13�19
廖志峰　作家‧書房‧零英里　20�22
黃英哲　學府江湖　23�25
楊宗翰　如歌瘂弦，石室洛夫—文學電影「他們在

島嶼寫作Ⅱ」的幕前幕後　26�29
姚嘉為　越界後，眾聲喧嘩—北美華文文學新視野

　30�33
曾郁雯　時間的味道　34�35
楊敏京　懷念戴熹　57�59
馬翊航　時間的雕塑—記王文興追憶金恒杰　60�61
黃永武　詩人張夢機的魅力　62�64
洛　夫　欣然回眸《創世紀》　66�69
張　默　揮汗浮雕一甲子　70�72
瘂　弦　築巢引鳳—回憶《創世紀》草創時期的那

些日子　73�78
辛　鬱　我的《創世紀》歲月　79�80
管　管　吾愛創世紀創世紀愛吾　81
汪啟疆　憶創世紀二三事　82�84
渡　也　少壯能幾時　85�86
張　堃　回望過去，春衫猶濕—創世紀詩社與我　

87�90
古　月　因為詩的緣故　91�93
江中明　《創世紀》不只是火，也是光　94�95
楊　平　我的「創世七日」　96�98
須文蔚　我的青年創世紀因緣　99�101
和　權　祝賀《創世紀》創刊60周年　102
張國治　棲居在《創世紀》詩社的年歲裡　103�104
李進文　詩是最大的包容　105�106
丁文智　詩社之窮困，雖歷歷在目　107�108
落　蒂　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109�110
辛　牧　燦然巧遇六十年　111
墨　韻　來創世紀取經　112�114
龔　華　「詩縷‧多情」，走向遙不可及的創世紀　

115�117
許水富　發光　118�119
嚴忠政　我們的破折號—我與《創世紀》　120�121
葉維廉　創世紀與我　122�131
王潤華　只有《創世紀》，才適合發表我詩歌的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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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創世紀》創刊20周年紀念詩獎與南

洋大學的悲情詩〈屋外〉　132�133
白　凌　詩夢一甲子—創世紀與千島的淵源　134�

136
蔡明諺　追尋路易士—閱讀紀弦的另一種方式　180�

181
吳介民　想羅葉　182�183
李　昂　人情味也是味道的一種　184
沈嘉悅　如果我有神　188�189
林錫嘉　老詩人告別式　239
黃文範　最長的一戰　240�241
始　平　血濃於水　242�243
趙天儀　紀州庵新館點滴—穿越林間聽海音　244
李啟端　車上的故事—三個男人與一個小孩　245�

247
11月（349期）

封德屏　拒絕遺忘‧水窮雲起　1
晏山農　秋風斜陽照今塵的薩克森　13�15
林谷芳　義務教育不能是對窮人的一種懲罰　16�17
邱坤良　藝大教授是如何產生的？　18�23
劉美蓮　〈綠島小夜曲〉60年—記作詞者潘英傑　

43�45
凌明玉　亞歷山大的另一個世界　58�60
曉　亞　儷人歸去：永恆的生命光芒—懷念美之姊

　61�64
彭瑞金　我怎樣遇見王默人　81�85
周耕宇　不可替代的理由　110�111
樂茝軍　「一個人」及旅行　168�169
周　愚　冰河滄桑二十年—兼憶中加作家研討會　

170�173
趙淑敏　是最後的朗讀嗎？　174�176
唐潤鈿　恰到好處　177�179
殷勝祥　鯊魚！鯊魚！　180
12月（350期）

封德屏　告別是為了超越　1
廖志峰　生命中的書　13�15
邱坤良　升格的黑色喜劇　16�21
蘇紹連　背景大圖—我的詩創作裡背景探索　42�45
孟　樊　台灣最孤獨的詩人靈魂—關於李祖琛的片

段回憶　49�51
陳昌明　如雲遠遊—懷趙雲　52�53
金光裕　一臥滄江驚歲晚—想起顧肇森　54�62
蘇其康　藝文軌跡的轉檔　64�67
鄭順聰　我的藝文理想國　68�70
張雅淇　路　134�135
芯　心　薯與黍　184�185
黃漢龍　兩條永無交集的鐵軌—父親與我　186�189
高鳳池　掃地這回事　190�191

朱佩蘭　從「嘉義街景」引發的感懷　192�193
吳　越　夢縈極地　194�199
陳蒼多　偽　200�201

文學台灣
1月（79期）

鄭 明　文學夢想的實踐—為籌建「文學台灣館」

而寫　10�11
趙天儀　大尾佮細尾　12�16
張德本　懷《千年之深》寫《站立光箭上的詩》　17�

29
陳益文　福兮禍所伏　30�32
林莊生　讀者的反應和我的回思　33�44
鍾肇政　一顆小星星　45�65
鄭 明　永遠的愛—台語歌謠創作曲集　117�131
鍾逸人　錦連兄：安息　132�139
彭瑞金　向自己挑戰—敬賀本刊顧問李喬先生榮獲

2013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　249�252
4月（80期）

羊子喬　寫實與虛構的交融—我讀王羅蜜多新聞詩

選集《颱風意識流》　22�29
鄭秉泓　《大稻埕》穿越百年悲情台灣　30�39
鄧慧恩　隨著吟唱向前行的康原—《番薯園的日頭

光》讀後記　40�43
陳益文　歷史是禍福的一面鏡子　44�47
李　喬　序「曾貴海研究」論文集；寫在《情世界―

回到未來》前面　86�89：90�93
翠　屏　九一一事件回想錄；為匪宣傳　94�98；99�

104
彭瑞金　狐狸尾巴現形記　260�263
7月（81期）

鄭 明　點燃詩與歌的火花—記「永遠的愛演唱

會」　9�12
佐藤春夫作，邱若山譯　南方紀行之五—漳州　13�

41
翠　屏　永遠的校長　42�47
愚　庵　圍城　48�52
蕭　文　失去光澤的藍色　53�64
林家正　吉貝嶼　65�66
鄭 明　永遠的現實抵抗者—序《永遠的懷念‧時

代的鼓手—陳千武紀念文集》；創造台灣

詩的歷史—序《時代的見證》、《風格的

建構》笠文論選　202�204；205�206
李敏勇　詩人畢竟是孤獨的—序詩集《一個人孤獨

行走》並紀念吳潛誠　207�215
彭瑞金　小呆瓜當了總統以後　267�270
10月（82期）

林豐明　蒙古郵票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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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勇　我讀金光林詩集《半島的疼痛》　13�24
康　原　在韓國用歌傳唱台灣　25�32
陳益文　台灣沒有台灣人！　33�36
趙天儀　陳玉峯《自然哲思三部曲》序　37�39
莫　渝　回看飄忽的身影—1980年前期（《石柱

集》後記）　40�42
彭瑞金　文學短論奇人奇書—賀鍾逸人先生榮獲第

18屆台灣文學牛津獎　43�53
翠　屏　夢裡山河空念遠　103�108
愚　庵　囚徒　109�112
思　理　投票日那天　113�116
彭瑞金　蘇格蘭人的前途，為什麼不是由全體英國人

共同決定？　278�281

文學客家
3月（16期）

賴貴珍　青色个黃金　12�14
黃瑞真　生活二帖　15�16
佳冬阿妹　轉妹家　33�36
黃永達　一隻舊弦仔又響起　37�38
徐汎平　一垤雞卵糕个回想　39�41
張美煜　大埔記事—村民、河壩、伯公、糖廠　42�

49
徐貴榮　還平安　50�52
黃哲華　玉山行　53�58
徐銀珍　千歲街頭藝人團　59�64
陳笑一　苦楝‧苦練　65�66
6月（17期）

張新香　婚姻故事　18�25
劉俊合　記憶个大雁　26�37
廖惠貞　阿公愛揀骨咧　38�44
徐子涵　做阿姆儕个想望　45�51
9月（18期）

徐清明　客家硬飯牯　5�9
徐貴榮　阿婆反魂　10�14
徐瑞琴　幸福个味緒　19�21
何石松　李文古生翼咧　22�24
吳聲淼　多多跋山　54�60
阿熱姐　大埔紀事（2）月蘭嬸　61�70
陳寧貴　四海大平安　71�75
陳美燕　轉屋下　76�79
張捷明　大西瓜含孲 仔　80�84
12月（19期）

羅瑞霞　挷菜頭　10�13
鄭福承　四叔婆　14�18
左春香　 　19�28
葉玉嬌　該年避暑假　35�38
江　昀　剪頭拿毛　39�40

王倩慧　月光帶嵐个人生味緒　41�42
徐一傑　手相　43�45
張捷明　「口罩」摎「嘴落仔」、「嘴揞仔」个故事

　46�47
胡明華、左春香　阿蘭妹　48�52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38期）

陳春美　網路對我ê影響　6�7
蔣為文　台語 是閩南語　13�14
Lîm Chèng�hiông　漢羅教學ê分享　15�18
許嘉勇　先生vs.老師　19�21
陳榮廷　花東三日遊—記老母ê姐妹相會　22�25
張翠苓　Sîn話鬚　26�28
楊允言　飛烏（3）　29�32
Pais Abiki Ngá�î　埤仔跤夜祭（3）　33�38
2月（239期）

張琬如　友誼比分數khah重要　10
林綉華　做伙愛地球　12
洪健斌　七字仔翻頭看歷史事件　13
林香廷　炮仔聲一tân　16
吳令宜　我上好ê朋友　17�19
Lí Bûn�chèng　Bó�gí Chiah Sī Hō͘ Siâⁿ�chhī Kok�chè�hoà ê 

Lêng�hûn　20�21
亞　茱　聽演講　23�25
陳春美　勇氣　26
賴朝和　Uì南彰化住民ê宗教文化看台灣族群ê平和融合

　27�30
陳俞余　風颱暝　31
楊允言　飛烏（4）　32�34
Pais Abiki Ngá�î　六重溪（La̍k�têng�khe）夜祭　35�38
陳榮廷　林��家二舅家族ê故事　39�40
3月（240期）

林春美　Goán學校ê圖書館　14
許美鳳　我ê囝仔伴　15�16
潘科元　我講俗語（gú），拆政府—「有蝕本頭

家，無蝕本辛勞」　17
楊振裕　 �nā一句感謝niā�niā 18�21
張翠苓　炮仔聲，想起以早　22�23
廖瑞銘　《舌尖與筆尖》寫完了後　24�25
陳秀卿　《虱目仔ê滋味》〈Khiàng姆��à beh起行〉得了

後ê心得　26�27
亞　茱　交通博士　28�30
謝博宇　我學西班牙文ê經驗　31
楊允言　飛烏（5）　32�34
Pais Abiki Ngá�î　六重溪（La̍k�têng�khe）夜祭（2）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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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1期）

許俊輝　「土耳其」旅遊ê新看見　12�13
陳品怡　KANO電影心得　14�15
簡秋榮　「330」—深深ê印記　16
陳榮廷　島嶼天光，日頭花學運唱出lán ê「藍海夢」　

17�18
吳正任　絲線過脈：朝天嶺、三八嶺　19�20
Chhoà Gio̍k�hi　參加12年國教課綱調整高雄公聽會　

21�22
朱浚柏　騎鐵馬　23
楊允言　飛烏（6）　24�26
龔乾權　紮等路，poa̍h感情　27
Tân Huī�bí　阿鈞　28�30
潘家芳　背影　31
黃淑真　生活中充滿南島民族文化　32�34
Pais Abiki Ngá�î　六重溪（La̍k�têng�khe）夜祭（3）　

35�40
5月（242期）

陳廷宣　入味　20�24
張家榮　鋼鐵人，失禮��lah　24�27
亞　茱　一張發票　28�30
張翠苓　走揣爸母ê滋味—粞（chhè）粽　31�33
黃淑真　Lù馬桶　33�34
Babuza Chû　日頭花學運　35�36
Pais Abiki Ngá�î　六重溪（La̍k�têng�khe）夜祭（4）　

37�40
6月（243期）

陳廷宣　講糜　13�14
張家榮　鋼鐵人，失禮��lah（中）　15�17
林美麗　暗光（àm�kông）若叫　18�20
劉佩桂　考試ê時chūn　21
吳正任　尪仔上（chiūⁿ）天　22
Lah�jih　裁縫師傅（sai�hū）kap伊ê ke�si　23�25
詹益宏　金高叔　26�27
Chiúⁿ Uî�bûn　Thoat�hàn Chiah Sī Tâi�oân ê pêng�an�hû 

32�33
李紫瑜　原味　34�37
Pais Abiki Ngá�î　六重溪（La̍k�têng�khe）夜祭（5）　

38�42
7月（244期）

陳　麵　畢業致詞　17
林綉華　趣味ê Hō�ló話　18
張家榮　鋼鐵人（下）　19�20
Chiúⁿ J t Êng　心情小故事　21
連根藤　代表台灣價值觀ê「台詞」再定義　22
呂美親　「 」loā�loā�sô—巷仔內咖啡廳光景　27�

29
張學謙　運用語言科技來補破網—《台語文語料處

理kah線頂資源研究》序言　30�31
曹麗華　台灣之光—陳樹菊阿媽　32�33
藍春瑞　木蝨來做伴　34�37
Pais Abiki Ngá�î　花蓮大庄夜祭　38�42
8月（245期）

黃靖玉　KANO電影hō͘我ê感動　12
吳正任　旗山冰，pûn�pûn��leh！—人tih食冷，你tih 

hoah燒　13
Tân Huī�bí　我ê盲人朋友　16�19
黃淑真　沙鹿　20�21
張翠苓　學白話字ê感想　22�23
李勤岸　國民義務教育有教台灣母語ê義務　28�29
李紫瑜　挽山菝仔　30
許立昌　S h夜市　31
張淑貞　赤牛仔　32�33
盧繼寶　講hit號五四三��ê　33
陳榮廷　Goán tī「過溝仔」囝仔ê記持　34�37
Pais Abiki Ngá�î　花蓮大庄夜祭（2）　38�42
9月（246期）

張琬如　追求美麗背後ê代價　10
陳春美　我上愛去ê所在　11
Tân Mī　兄妹仔情　12�13
東北猴　鱸鰻情—寄bē出��去ê批　14�15
許嘉勇　「迎」媽祖哪ē變做「迓」媽祖？　27�29
Pais Abiki Ngá�î　花蓮大庄夜祭（3）　34�38
10月（247期）

蔡瀚霆　畢業心得　14
黃靖玉　行大甲媽ê體驗　15�16
黃詩涵　等待　16�17
黃明勝　阿母ê白頭鬃　18
A�hi　幼路ê粗飽　19�21
陳義仁　燒冷冰、冷熱冰　25
Tân Huī�bí　來goán兜做工ê人　26�29
張淑貞　Mài走！Mài走！　30
藍春瑞　「水電仔」chit款頭路　31�35
Pais Abiki Ngá�î　花蓮大庄夜祭（4）　36�40
11月（248期）

蔡承甫　神仙里長伯，田頭田尾土地公　3�5
吳正任　「老婆仔墓」kap「蛇仔穴」　6�7
陳榮廷　和美親chiâⁿ　8�9
張日東　偉大ê母愛　10�11
陳智豐　成長　12�13
潘科元　「餿水」台語phun  好寫作「潘」，應該寫

「 」　14�17
李啟明　失落ê台語文　18�20
東　梧　洗，清氣，iah是無看見（khoàiⁿ），清氣？　

21�22
So͘ Iàn�tek Tâi�bûn uī�siáⁿ�m h su�iàu P h�oē�jī？—Í 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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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ān�khiuⁿ chò�lē　23�25
林麗玉　秋仔嬸ê紅龜粿kap阿玉��à ê牛肉麵　27
王淑珍　拜別　28�29
Pais Abiki Ngá�î　花蓮大庄夜祭（5）　30�34

台文戰線
1月（33號）

方耀乾　文學獎的意義　6�7
林月娥　出師　69�73
吳國安　紅布袋仔日記（3）　74�89
張春凰　Soulik風颱捲過　90�94
4月（34號）

吳國安　紅布袋仔日記（4）　116�132
陳潔民　秘密　133�135
陳榮廷　醫人醫德才會久長　136�138
7月（35號）

宋澤萊　對張春凰的一寡回憶　41�43
胡長松　春的風聲閣佇咧；有時咱會向望時間停止　

44�47：57
張春凰、江永進　台語外來語擴充提議　48�54
劉承賢　無正常ê海豬仔腦　93�97
楊振裕　紅艷ê斑芝花，開tī圳溝邊　98�104
黃文俊　42.195公里的旅行　105�110
吳國安　紅布袋仔日記（5）　111�129
10月（36號）

吳國安　紅布袋仔日記（6）　68�86
陳　胤　過城　191�198
陳金順　刻佇春天的名字　199�208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9期）

施炳華　欣賞歌仔戲語言文學的媠　5�8
江怡柔原著，施炳華台譯　歌仔戲永遠的導演爸石文

戶簡介　77�80
陳輝東　願將榮耀獻給故鄉　110�112
吳南圖　阿媽心事啥人知？　168�178
Lah�jih　二嫂，感謝你　179�181
戴錦綢　詩人之道　182�184
許嘉勇　阮小弟　185�186
梁羽楓　奇萊南華　187�190
王詩晴　被出賣的台灣　191�192
盧繼寶　徛懸山，看馬相踢　193�197
吳思慧　阿母的話　198
編輯部　世界母語日　251
5月（10期）

施炳華　逐家來唸唱褒歌　5�8
吳南圖　火燒甘蔗—無箬　136�146
楊振裕　蘇仔庸kap伊簳仔店　147�154

吳嘉芬　文學館讀冊記　155�161
劉明新　「旭」村的故事　162�168
周振瑜　台北、車站、地下街　169�170
楊佳采　花蓮旅遊　171�173
8月（11期）

施炳華　番薯毋驚落塗爛　只求枝葉代代湠　5�8
鄭良光　海外台灣語文運動　27�32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開墾、掖種、生湠 —李江

却台語文教基金會運動ê跤跡　33�40
林錦賢　行出台語悲情路 —記《台語文摘》唯無到

有　41�45
洪惟仁 　《台語文摘》佮「台語社」　46�58
董忠司　台灣語文學會的成立、發展佮未來　59�68
林央敏　台展會佮《茄苳》　69�75
陳宇碩　台南神學院的白話字教學　76�81
蕭喻嘉、陳金花　台灣羅馬字協會　82�89
蔣為文　台灣羅馬字協會ê時代意義kap任務　90�98
楊振裕　母語，深刻難忘ê記持　162�164
郭文玄　我的冊架仔　165�173
許嘉勇　雙手抱孩兒，才知爸母時　174�175
吳正任　佇夢境的門喙—地頭物語　176�183
林優德　一份珍貴的禮物　184
11月（12期）

施炳華　編輯《台江台語文學》的甘甜酸苦　5�8
廖輝煌　當代ê台語文教學kap運動—「台灣母語聯

盟」拍拚的成果　10�20
潘艷姿　釘根中台灣，放眼全世界的「海台會」　21�

28
簡秋榮　台灣本土文化書局台語文讀冊會紹介　29�32
沈逢吉　雲林縣台語文研究學會　33�40
鄭兆祥　諸羅山的台語文運動　41�43
施炳華　育德文教基金會的台語教學；台語園地的園

丁—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　44�48；49�
66

方耀乾　台語語文教育的領航者：金安文教機構佮

《海翁台語文學》；台語文學文藝復興的堡

壘：《台文戰線》　69�76；77�86
蔣日盈　台灣羅馬字協會高雄　87�95
林美麗　「悅來閱台」逐家做伙來 —屏東女中的台

語教學　96�101
楊允言　90年代大學校園的台語文社團　102�108

台語教育報
2月（35期）

陳明仁　再談關仔嶺之戀作詞者　A2
邱斐顯　12月27日紀念兩位父親　A6
4月（36期）

顏之群　世界母語日予咱的提醒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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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仁　女系圖—湯島白梅　A2
邱斐顯　2013年　悲喜交織的一年　A3
6月（37期）

陳明仁　九段の母、岸壁の母、慈母淚痕　A2
賴雅麗　假使我是一蕊雲　A2
邱斐顯　我的大學選系之憶　A3
蔡承甫報導　跟著白媽媽去旅行　看見台灣真善美　

A4�A5
8月（38期）

陳明仁　水色華爾滋　A2
邱斐顯　「照片」固然吸睛，「文章」深入人心　A3
10月（39期）

邱斐顯　蘇格蘭風笛為誰響？—我聽到了蘇格蘭獨

立心聲　A2
陳明仁　夜半的賣花姑娘　A3
蔡承甫　神仙里長伯—秋收報平安　A7
12月（40期）

蔡承甫　神仙婦幼醫院　A1
陳明仁　思戀的夏威夷航路　A2
邱斐顯　網路時代，藝文上網就別移除　A3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42期）

趙慶華　時間的封印，文學的跫音—「重要古物與

珍品圖書特展」文物介紹　8�15
應鳳凰　絕版文學書之珍與美—瀏覽1950年代作家

「第一本書」　16�19
李瑞騰　一頁澄亮的波光—我看當代詩人為陳澄波

題畫　26�33
洪彩圓　台灣文學網—數位學習e起來　50�52
謝采芳　不是最專業，卻很敬業—《小森林奇遇

記》繪本讀劇演出後記　66�67
簡弘毅　2013北京參訪交流紀行（下）　68�73
李洋慧　台文館、鳳凰木、台南—我的實習心得　

98�100
覃子君　他╱她的故事　112
6月（43期）

許惠玟　周定山文學文物徵集及其重要性　6�17
周至一　懷念父親　周定山　18�25
顧敏耀　戰後來台作家之生年考證—以朱西甯為例

　36�39
蔡沛霖　詩的復興基地—齊東詩舍　40�41
謝采芳　《踅夜市唸歌詩》7月上演—從編劇到導演

的心路　72�73
張信吉　雨弦在文學館　90�91
覃子君　時間的總和　112
9月（44期）

莊永明　雨夜花落知多少—〈雨夜花〉八十週年　

21�25
廖嘉展　夢的報導文學路　34�36
李瑞騰　齊東詩舍及其周邊（外一章）　44�46
藍祖蔚　童話的漩渦 —電影與文學的對話　76�78
張　正　且戰且走的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　82�83
洪淑惠　用聲音認識朱西甯小說《狼》　84
陳麗如　志工讀書會談《六月鳳凰花》　100�103
覃子君　文學的未來式　112
12月（45期）

吳淑棉　跨越文學的疆界—非虛構寫作　67�69
鍾曉菲　創意文案　70�71
許俊雅　《全台賦補遺》：新搜台灣賦篇　110�113
覃子君　文學現場後記　120

台灣文藝
4月（第2年第1號）

Marc Ianbupo　Hibálih姑娘　31�47
萬榮華　I Chhoā In Chhut（1）：警察Beh lia̍h��伊；

I Chhoā In Chhut（2）：和平差使，Chi�oáng 
52�54；55�58

劉克全　Goán ê Kha跡印tī府城ê街路　95�99
10月（第2年第2號）

劉克全　76冬前tī船頂寫ê 1 張批　37�39
施俊州　書寫民主化：Ùi李初雪ê明信片講起；戰後第

一代作家――陳降祥ê林學恭牧師劇；跨文類ê
「噍吧哖事件」――周定邦ê布袋戲得獎劇本

　40�42；47�49；89�91
陳士彰　Siàu�liām老父　43�45
陳正雄　陪王育德行路　93�97

台灣史料研究
6月（43號）

簡齊慧　2014第14屆「新台灣史研習營」：追尋濱海

山城的流金歲月—Ketagalan原鄉紀行　167�
172

12月（44號）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紀念本會董事長陳奇祿院

士；紀念本會董事吳逸民先生　98�100；105�
108

吳文慧　看見雅逸的父親　109�112
沈　亮　日文老師吳逸民先生　113
張炎憲主講，莊紫蓉記錄　台灣史與我　133�151
李筱峰　今宵別夢寒　152�153
戴寶村　箍（kho）人、箍史箍出台灣國　154�157
向　陽　骸雖去，精神不死！送炎憲兄　158�159
薛化元　我所認識的張炎憲教授與台灣史研究　160�

162
杜美慧　2014第5屆「新台灣史研習營」：菜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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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媽宮城—澎湖歷史文化研習營活動報導

　163�169

台灣風物
12月（64卷4期）

黃富三　永懷恩師　陳奇祿院士　9�13

台灣現代詩
3月（37期）

賴　欣　尾牙　1
蔡秀菊　〈蟋蟀仔〉賞讀　39
6月（38期）

蔡秀菊　再現《美麗新世界》；〈兩陣鳥仔及竹籠

仔〉賞讀　1；60�62
宋田水　出詩入道的陳銘堯—一段比較文學的閑話

　69�72
9月（39期）

蔡秀菊　看有看無；〈鸚哥〉賞讀　1；101
12月（40期）

賴　欣　十週年感言　1
蔡秀菊　〈海翁〉賞讀；我們如何選詩？；落羽松的

天敵　89�90；91；112�116
陳明克　創刊十週年感言　92�93
陳銘堯　傳承與創造　94�95
李益美　搖詩乳　續詩慧命　96
巫秀鈴　《台灣現代詩》創刊十週年心得　98
袖　子　現代詩的十年歷程—小眾的詩如何變成大

眾的精神食糧　99�100

台灣學通訊
9月（83期）

柳書琴　「綠」與「赤」的歷史交會：日治時期三大

農運台灣新文學的成熟　22�23
11月（84期）

戴寶村　秋懷台灣三學人　31

幼獅少年
1月（447期）

小熊老師　給自己的瓶中信　40�45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1）　46�49
2月（448期）

小熊老師　不勉強讀書心得　39�45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2）　50�53
3月（449期）

痴人如青、王迪　不會游泳的魚　24�27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3）　52�55
小熊老師　採訪達人，說他的故事　56�61

4月（450期）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4）　52�55
小熊老師　談「我的座右銘」　56�62
痴人如青　不會飛的鳥　68�71
5月（451期）

痴人如青　不能欣賞的煙火！　6�9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5）　34�37
小熊老師　美好生活祝福卡　38�43
6月（452期）

痴人如青　不能笑的「開口笑」　6�9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6）　36�39
廖鴻基　講出來畫出來寫出來　53�54
小熊老師　超有感影評　100�105
7月（453期）

痴人如青　不能休息的黑鐵衛兵　4�7
劉伯樂　小溪流過的黃金歲月　12�14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7）　44�47
許榮哲　關於罷凌，你是最重要的那一個人　54�55
小熊老師　「我」的個人代表字　94�99
8月（454期）

痴人如青　不是軍人的軍人　4�7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8）　44�47
張耀升　越讀越愛人　54�55
小熊老師　當萬物的命名者　94�99
9月（455期）

痴人如青　不能摘的小黃花　4�7
陳正治　數不完的中原英雄　14�17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9）　38�41
小熊老師　簡訊傳情意　98�103
10月（456期）

痴人如青　不高卻不可攀的太武山　4�7
艸　乂　外婆的項鍊與楓香樹　18�23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10）　38�41
小熊老師　超迷你小說　99�103
11月（457期）

痴人如青　不是鬼的水鬼　4�7
張東君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11）　38�41
小熊老師　迴響式寫作　98�102
12月（458期）

小熊老師　文學版名詞解釋　98�102

幼獅文藝
1月（721期）

吳鈞堯　讀旅　1
顏艾琳　河流、渡口　6�7
羅思容　轉年‧年轉　8�11
羅智強　三年苦力，換一台浪漫留聲機　12�15
陳榮昌　那些記憶裡的小吃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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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靈　我在台北金門島　19�21
謝昭華　兒童遊樂場　22�24
蔣亞妮　古城紀遊（上）　25�27
張　潔　品嚐手工的美味　28�30
蔡　怡　遲來的卡片　86�89
賀婉青　幸福棋　90�92
郭繐綺　洗筆　93
彭維建　絲瓜　94�95
鄧文瑜　目蓮　96�97
徐禎苓　青木瓜宣言　98�100
韓　橙　論仲介之必要　112�115
2月（722期）

吳鈞堯　同遊　1
羅思容　無底的陶磨槽　6�9
羅智強　太白莊，碼頭人生的起點　10�13
陳榮昌　留給大膽島‧石獅子　14�16
林　靈　過活　17�19
謝昭華　迷蹤蛛巢小徑　20�22
蔣亞妮　古城紀遊（下）　23�25
張　潔　小鎮故事　26�28
林偉淑　回到生活現場，當一個多元學習的大學生　

30�33
郭強生　亳州古今　39�41
蔡玲婉　亳州運兵道說曹操　42�44
許亞歷　時徽言：沈澱後、建造前　45�56
楊　婕　房間III　60�62
余同友　是歸人，不是過客—陪台灣作家走徽州印

象記　63�65
許　輝　想去台灣咂一口上好的金門高粱酒、過了淮

就是邊荒地帶　66�73
季　宇　青山行　74�77
顏艾琳　什麼時候你來　81�82
蔡佩均　傾斜　100�104
雨　墨　雪花紛飛的季節　112�115
顏艾琳　山路　126
3月（723期）

吳鈞堯　甲子　1
羅思容　疼痛的聲音　6�9
羅智強　可以做一輩子的工作　10�13
陳榮昌　金門味道　14�16
林　靈　每個金門人的家裡都有一尊風獅爺　17�19
謝昭華　漫遊　20�22
蔣亞妮　舊年快樂　23�25
張　潔　回家再啟程　26�28
廖玉蕙　廖玉蕙︰專職阿嬤的六十心願　62�63
劉靜娟　累積　64�65
林水福　站在還曆這一年，迎接第二人生　66�67
陳育虹　進入平地的河　68�69

方　明　遠方的文風　70�71
向　陽　幸福來自分享　72�73
白　靈　學習怎麼吃飯，「水飯分離，果蔬先行」　

74�75
林文義　回返文字生活　76�77
黃　梅　「年輕」真好！—重閱早期《幼獅文藝》

有感　100�101
方　明　咫尺孤寂—顧盼詩人許水富　102�103
駱芬美　台灣人的時間觀從何而來？　104�105
韓　橙　行囊的學問　112�115
顏艾琳　紀念　126
4月（724期）

吳鈞堯　道早　1
吳妮民　通往心的路　8�9
許亞歷　Where to go／鴿　28�29
段慧琳　山后古厝聲聲慢　30�32
連美恩　脆弱的權利　33�35
張經宏　Today台中一中：有味道的百年學校　40�43
林若寧　迷途的大哥，找到回家的路　48�51
賀永年　父愛　52�53
雨　墨　歸雁思鄉　58�61
蕭義玲　推開「現代文學」大門，走入「現代文學」

世界　70�72
羅智強　說書的船長　73�75
謝昭華　抽屜　76�77
林　靈　哞心臟　78�79
賴　怡　荷蘭初履　80�81
林孟潔　走進劇場　82�83
楊淳卉　車廂紀事　84�86
5月（725期）

吳鈞堯　有風　1
吳妮民　孑遺　8�9
段慧琳　小院子的魔法　30�32
連美恩　掉了一隻手機以後　33�35
許亞歷　奶油，飛／Butterfly　36�37
韓　橙　候鳥過境地　54�57
蕭義玲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文

學」的都市體驗與美學傳達　70�72
羅智強　每年收到賀年卡　73�75
謝昭華　早安　76�77
林　靈　環南半島小旅行　78�79
賴　怡　荷蘭室友　80�81
林孟潔　永遠的故鄉　82�83
楊　婕　過節　84�86
林育德　鳳離—寫給嘉義、夜客　88�89
6月（726期）

吳鈞堯　舊憶　1
吳妮民　血色相關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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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慧琳　古亭畚，數數兒　30�32
連美恩　面對恐懼　33�35
許亞歷　Door／躲兒　36�37
雨　墨　在異地的搞笑劇　54�57
哈特利‧普爾　機車英倫情人的台灣生活　68
蕭義玲　現代性時間悖論下「現代主義文學」　70�72
羅智強　記憶裡的年味　73�75
謝昭華　初音十番　76�77
林　靈　鱟豐港　78�79
賴　怡　酒的巴別塔　80�81
林孟潔　看海的日子　82�83
劉雅郡　青春巴士　84�86
7月（727期）

吳鈞堯　熱樹　1
吳妮民　噎　8�9
段慧琳　舊銀行的貴重　28�30
連美恩　暴力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31�33
許亞歷　The Zoo／勒贖　34�35
高淑芬　林黛嫚：教出自信，孩子自在成長　36�38
朱永祥　西大灘的青稞酒（上）　46�48
韓　橙　那些臭臭的回憶　50�53
徐禎苓　染髮　62�67
蕭義玲　新時空、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

　68�70
羅智強　大陳親友的保母中心　71�73
謝昭華　畢業紀念冊　74�75
林　靈　打鐵伯　76�77
賴　怡　巴黎二則　78�79
林孟潔　慢慢走　80�81
許彩意、許韓英　許水富新書，口述序言兩則　125
8月（728期）

吳鈞堯　魑魅　1
吳妮民　開了一朵指甲花　8�9
許亞歷　mouth／冒失相愛　24�25
段慧琳　玉山老旅社的智慧　28�30
連美恩　另類婚姻指南　31�34
王佑甄　玉井日月長　35�37
朱永祥　西大灘的青稞酒（下）　42�44
顏艾琳　紀念　45
雨　墨　在大山大水中呼吸的日子　46�49
莊硯涵　大雨　65�67
翁源隆　百年一渡　68�70
陳文茜　樹，不在了：讓孩子們走過山、走過水　72�

73
蕭義玲　知識分子、文學與媒體︰中國的現代化歷程

　76�78
羅智強　情報頭子家的刑房　79�81
謝昭華　封神　82�83

林　靈　待宵花開時　84�85
賴　怡　德國家庭的溫暖規律　86�87
林孟潔　夢裡尋夢　88�89
9月（729期）

吳鈞堯　新鮮　1
吳妮民　癬　8�9
段慧琳　祖母的公寓　28�30
連美恩　最古老的人類天賦　31�33
許亞歷　Ocean／斡旋　34�35
江佩津　溫柔的海　36�39
韓　橙　異鄉的草莓　54�57
楊美紅　四種時光，對望自然　58�62
蕭義玲　想像中國—晚清小說的現代性　70�72
羅智強　愛穿旗袍的鄉長夫人　73�75
謝昭華　基地　76�77
林　靈　有船行過　78�79
賴　怡　在布拉格造一個家　80�81
林孟潔　特雷辛集中營　82�83
彭維建　炒麵早餐　84�85
楊富閔　公車上書　86�91
10月（730期）

吳鈞堯　微亮　1
吳妮民　靈藥　8�9
段慧琳　一日豪宅富貴厝　24�26
連美恩　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聰明　27�29
許亞歷　Muses／拇指姑娘　38�39
雨　墨　飲食男女—關於吃這檔事兒　52�55
蕭義玲　告別傳統，改良文學――從晚清到五四新文

化運動　62�64
羅智強　四個孩子　65�67
謝昭華　貧窮　68�69
林　靈　那家位在街邊二樓的小店　70�71
賴　怡　遷移者臉譜　72�73
林孟潔　大象咖啡館　74�75
顏艾琳　憧憬　76
洪佳如　癢　77�79
康倩瑜　水煮的溫度　80�81
張紋萍　三角櫥窗旁的豬血糕　82�84
賀　婕　巷口的綿綿冰　86�87
楊淳卉　麵包之歌　88�89
游善鈞　冰化成水　90�91
許怡茹　守候我的味道　92�93
11月（731期）

吳鈞堯　逗了　1
吳妮民　眠　8�9
段慧琳　大宅，新舊之間　24�26
連美恩　人民公園的相親角落　27�29
許亞歷　Overload／摟得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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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橙　忘不了的滋味　50�53
蕭義玲　文學新變的里程碑—二○年代的中國現代

文學　62�64
羅智強　蛋炒飯　65�67
謝昭華　樂手　68�69
林　靈　豐秋　70�71
賴　怡　在宿舍目送夏天轉身　72�73
林孟潔　盛開的夏天　74�75
陳榕笙　小鎮美食迷宮　76�77
謝三進　吃不盡小鎮　78�79
李蘋芬　119巷的等候　80�81
羅智如　帶我去遠方　82�83
謝文賢　光陰的豆花　84�85
方秋停　牙疼記憶　86�89
楊　婕　聖女小蕃茄　90�91
徐培晃　抱睡　92�93
胡書懷　等泡麵　94�95
曾郁雯　夏之川　97�100
顏艾琳　履歷　96
陸　仁　永遠的創世紀，洛夫《無岸之河》觀後　101�

102
顏艾琳　他唱出詩歌的靈魂曲—瘂弦《如歌的行

板》　103�104
12月（732期）

吳鈞堯　交遇　1
吳妮民　冥冥之中　8�9
段慧琳　日日過日　26�28
連美恩　飛機驚魂記　29�31
許亞歷　夢寐　36�37
雨　墨　洋溢期待的季節　50�53
朱永祥　第一名　54�56
蕭義玲　從個人主義到集體行動—三○年代「革命

文學」的轉向　62�64
羅智強　說書人的血　65�67
謝昭華　子夜　68�69
林　靈　我會再回來　70�71
賴　怡　米蘭熱浪　72�73
林孟潔　流浪的終點　74�75
詹佳鑫　打烊時分　88�91
李秀蓁　牛背上的八秒　92�93
徐禎苓　鄉音難改　94�95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3月（183期）

李志銘　書店行旅，島嶼之東：花蓮舊書店散記　6�10
8月（188期）

應鳳凰　消瘦只緣苦作詩　詩人周夢蝶的書　4�7
陳徵毅　冰心與吳文藻的悲歡歲月　13�16

詹宇霈　閱讀，為苦難人生擎一盞燈　17�23

吹鼓吹詩論壇
3月（18號）

張　健　讀向明的詩〈讀〉　202�205
陳徵蔚　創作是與世界抗爭的過程　236�239

兒童文學家
1月（51期）

帥崇義　兩岸兒童文學交流個人所知的點滴　6�9
林少雯　我的兒童文學緣　10�13
陳素宜　我和我的故事們—側談台灣的兒童文學獎

與創作；兩岸兒童文學作家　北京天津交流

活動花絮　14�17；38�43
子　魚　幼兒閱讀念故事三部曲　18�22
林文寶　台灣兒童閱讀的歷程　23�29
張子樟　西方名著中的兒童　30�33
林世仁　2013北京行　34�37
陳雨航　當西霸還年輕的時候　44�45
王泉根　兒童文學的八句話　46�48

兒童哲學
2月（35期）

楊茂秀編選　思考拼盤：黃春明《等待一朵花的名

字》、葉公超《葉公超散文集》　34�37
4月（36期）

阿　健　剛好路過我們的島　35�37
黃又青　我又看見孩子生命的三個樣貌　42�43
6月（37期）

亞米媽整理　阿豹的櫻桃樹　44

明道文藝
1月（451期）

李加尉　最好與最壞的時代　1
江心靜　某地，夢中咖啡館　31�35
林孟潔　城市微物手記：牛劍‧愛丁堡‧倫敦　36�40
路寒袖　東北季風拉的琴弦　50�52
瓦歷斯‧諾幹　揭開沉默的簾幕　53�57
張經宏　我的「書寫台中」經驗　58�60
謝文賢　九○年代，妳還記得嗎？　61�66
王宗雄　九○遺　67�70
神小風　世紀末的孩子們　71�74
鹼性人　小魔女的魔法書　75�78
廖輝英　走味的戀情　108�111
陳幸蕙　最屌的事　112�114
林　廣　談引導寫作（16）走過　115�120
陳冠宇　田野中的大樓　121�122
連尚誼　紅磚平房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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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育綸　城市邊緣的公寓　125�126
黃冠儒　歸屬的地方　127�128
3月（452期）

張毓軒　深濃人情，暖流匯集　1
李加尉　速寫台灣的美好　28�30
江心靜　北海道，遇見溪頭　34�38
廖玉蕙　看到所有的光　43�47
周芬伶　呷冰　48�51
劉克襄　三義三帖　52�56
廖鴻基　海上陸上　57�60
李英碩　阿公的老宅　92�93
林登瑋　璀璨青春，滿載夢想的明德樓　94�95
廖輝英　相愛容易相處要學　96�99
陳幸蕙　媽媽的小王子（二帖）　100�103
鄭彩仁　驚豔電影《百老匯上空子彈》　104�106
林　廣　談引導寫作（17）□□專賣店　107�111
鄭以璿　一個熟悉的國度　117�118
董育豪　南方食戀　119�120
蕭凱元　生命一角，邂逅Formosa　121�122
賴映儒　那日，相遇南投　123�124
邱奕銓　用時代看見台灣　125�126
詹彥廣　邂逅溪頭　127�128
5月（453期）

李加尉　給土地留一扇美麗窗景　1
江心靜　勇氣的定義：看《老人與海》有感　38�40
朱宥勳　通關密語　51�54
林孟潔　倖者　55�58
陳柏言　聲音與騷動　59�62
張啟疆　作者和讀者的親密關係　81�86
馮　軒　平行居住　87�88
呂宗翰　斷線風箏　89�92
廖輝英　變調的青春戀曲　108�111
陳幸蕙　樹的回憶（二帖）　112�115
林　廣　談引導寫作（18）□□專賣店（2）　116�120
江旻諺　搭車　121�122
郭又瑄　木棉　123�124
鐘瑩盈　辯‧逐夢　125�126
彭穎飛　爭氣一點　127�128
7月（454期）

李加尉　文學金翼，乘風遠颺　1
郭又瑄　異獸　94�98
盧奕婷　未盡之路　99�103
陳沛寗　小河淌水　104�108
簡均安　十六歲　109�112
陳顥仁　瀏海　113�117
蔡易澄　診療時光　118�122
魏苡安　視角　123�127
劉明潔　基因學　128�132

余彥柔　木棉、彼此　133�141
陳禹心　奶茶　142�146
饒彥霏　父　147�151
趙晗青　老巷新街　152�155
桂子恆　黑白世界　182�184
李加翎　神的代言人—「筊杯」　185�188
蕭　遙　當風慢下來的時候　189�191
盧冠宏　陳書味　192�195
李心妤　角落　196�198
蔡育璋　琴之夏　199�201
黃小芸　山籟　202�204
彭曉慧　我和你還有天空的約定　205�207
9月（455期）

李加尉　引燃一把青年創意之火　1
陳碧月　美麗的際遇：我和克羅埃西亞相戀（上）　

28�35
江心靜　篪庵，消逝中的美（上）　39�44
林奇伯　新青春價值，紀律正流行　49�52
黃致中　毛線　62�65
許皓甯　未接來電　66�70
葉衽榤　燈與外婆　71�74
楊　婕　流水帳　75�77
高于婷　眷戀之殤　97�100
廖輝英　愛來愛去該愛誰？　104�107
陳幸蕙　仲夏悅讀手記（上）　108�111
林　廣　談引導寫作（19）：舞台（1）　112�117
陳品融　思考模型　118�120
陳彥翔　我愛這城市的四季　121�122
蔡沁妤　那些年，用愛織成的路途　123�124
吳采彤　浯島海沙交響曲　125�126
11月（456期）

張毓軒　翻轉更多可能　1
林孟潔　北京vs.倫敦，青春雙城記　22�25
陳碧月　美麗的際遇：我和克羅埃西亞相戀（下）　

27�34
林奇伯　最兇猛的年代，最純真的愛情　41�44
章綺霞　長長的鐵枝仔路　45�46
張容兒　卸妝　96�97
何函育　那一朵牡丹　98�99
廖輝英　魚與鳥要在哪裡築愛巢？　106�109
陳幸蕙　悅讀手記（2）　110�113
林　廣　談引導寫作（20）：舞台（2）　114�118
陳冠文　與龍的對話　119�121
沈欣蘋　風起　122�124

表演藝術
1月（253期）

但唐謨　從小說到劇場的《孽子》見證台灣文化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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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異旅程　28�30
李屏瑤　同志文學與劇場　從邊緣回到主舞台　31�33
陳玉慧　作家是個職業嗎？　124
2月（254期）

陳玉慧　藝術家到底在做什麼？　124
3月（255期）

陳玉慧　她寫作，因為她不想自殺　120
4月（256期）

陳玉慧　真是幸福之葉！　130
5月（257期）

陳玉慧　從A至Z　124
6月（258期）

陳玉慧　孤獨，如卡夫卡般的孤獨　126
7月（259期）

陳玉慧　在台北過日子　126
8月（260期）

陳玉慧　在那絕美之城　124
9月（261期）

陳玉慧　說真話　130
10月（262期）

陳玉慧　姬蘭時代落幕了　134
11月（263期）

陳玉慧　台灣為什麼沒有國際新聞？　120
12月（264期）

陳玉慧　回想《徵婚啟事》　116

客家
1月（283期）

陳長綸　在河左岸—一個家庭漂泊三重的血淚史　

30�31
4月（286期）

于　真　從生活和人性看客家山歌　67�70
5月（287期）

鄧幸光　爭氣　67�71
劉康威　邊陲　72
7月（289期）

黃裕城　一枝生鏽的鐵槍　66�68
葉國居　動物的證明　70�73
8月（290期）

馮輝岳　父親　68�70
葉國居　暗夜挲摩　71�74
9月（291期）

吳美成　冷文學下个熱情　63�64
陳孝欣　與大師對話　追憶台灣文學肇建的片段風景

　64�65
10月（292期）

王興寶　台灣人三部曲之首部曲《沉淪》讀後感　62�
63

謝錦綉　在晦暗不明夾縫穿梭之《沉淪》，航向何

處？　64�66
11月（293期）

溫德枝　《1949‧福爾摩沙》讀後　69�70
賴貴珍　魯冰花開花了　71
12月（294期）

古國順　《概說台灣客家勸世文》序　69�70

客家少年
5月（1期）

林家鵬　關於菸樓二三事；杳然遠佚的童年歲月　

57；68�69
涂月華　深藏記憶中的童年滋味　78�79
6月（2期）

林家鵬　烽火時代中的文學歌者—龍瑛宗　70�71
涂月華　半頭青的阿婆菜園（上）　82�83
7月（3期）

李亞融　步入古道翁的山林想像—大溪林鍾隆紀念

館；跨越語言的全能型作家—林鍾隆　44�
49；68�69

涂月華　半頭青的阿婆菜園（下）　82�83
8月（4期）

李亞融　蕃仔林印象—李喬的原鄉書寫　64�65
10月（5期）

李亞融　劃過文壇的彗星—鍾延豪　78�79
黃碧清　轉妹家三部曲　80�82
孟　竹　客家人的味蕾—九層塔　84�85

歪仔歪詩
8月（12期）

詹明杰　東澳浮游灘釣　36�41
賴小馬　料想之外的灣澳　42�45
簡凡哲　延展　46�50
黃智溶　零雨詩集《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91�

92
劉三變　給木子的詩言亂語　116�128
鍾宜芬　創作觀　165
容　泠　創作觀　174

皇冠
1月（719期）

黃明堅　都是好事　8�11
朵　朵　這個世界愛著你　12�13
苦　苓　出外人的大不便　60�65
張國立　鮮紅沙發上的懶貓　66�68
米卡小伶　鶼鰈情深　72�76
方秋停　邂逅牛排餐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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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20期）

余光中　眼到，手到，心到，神到　34�41
黃春明　一頂皇冠的故事　44�47
林懷民　綠色稻田中的樓房　48�49
蔣　勳　隱私　50�59
張曼娟　聚集在神的領域　87�97
侯文詠　繆斯難為　98�105
吳若權　寫作是靈魂的療癒　106�109
余　湘　給青年朋友的一封信　110�117
蔡康永　經典一再成為可能　118�119
吳淡如　美好的分心　120�125
張國立　人生，堵堵好　126�133
黃明堅　月亮一直是圓圓的、亮亮的　134�137
劉　墉　圓　138�139
郝廣才　真實的圓滿　140�149
李欣頻　圓滿的新定義　150�151
劉中薇　自己和自己團圓　152�159
劉育志　小娃兒的約定　160�165
既　晴　十年一圓　166�168
彭懷真　皇冠使人多些「快樂」　169�171
小　野　不要停止你的追求，直到生命的盡頭　172�

176
李　中　我不懂的父親　177�181
李　亞　唯一的永恆　182�185
凌　晨　我的母親愛「丟」　186�93
王云菲　人生是拿來玩的　194�204
容乃公　女兒是我的山寨版　205�207
島田莊司　台灣的發現之門　208�211
席慕蓉　一場意猶未盡的演講　212�217
心　岱　天門打開　218�223
雷　驤　肖像　224�227
鍾文音　異鄉書簡　228�234
楊曼芬　疾病的隱喻　236�241
御　我　靈感像空氣　242�246
張阿捨　感謝的力量　248�253
米　果　橋下黃昏—我的英雄舅舅　254�258
施寄青　六十耳順　270�273
李雲橋　賽車道　274�282
張　草　尋找英蘭—六十年前在馬太鞍留下的微痕

　288�305
陳皪華　心意　316�319
林青霞　無常　328�335
曾郁雯　我不是蝴蝶夫人　336�342
邱一新　探查不老傳奇　344�351
痞子婆　奢華的汶萊　352�361
莊瓊花　印度的微笑　362�367
彭樹君　從一個卑微的願望開始　438�477
殷允芃　雪中旅人　478�483

王壽南　抗「命」的人　484�489
張作錦　若將元濟比元培　490�494
洪繡巒　六十歲的智慧—母親教我的事　495�501
吳涵碧　走在前面的領導人　502�507
王宣一　皇冠雜誌和我的文學因緣　510�511
林　良　一段愉快的回憶—記擔任「皇冠大眾小說

獎」評審委員的往事　514�516
李南衡　皇冠讓我好出名　517�521
黃光男　心露甘露　522�523
張安霓　我是永遠的「皇冠人」　524�527
林靜華　老宅女的翻譯夢　528�530
朱小燕　當我錯的時候　531�535
余國芳　你不能不相信—有一個真實叫圓滿　536�

538
陳旻萃　只能說不可思議！　539�541
桂文亞　橫看成嶺側成峰—錦繡年華的一則懷想　

542�546
袁　亞　那些科技之外的事　547
葉雅玲　熠燿《皇冠》—雜誌小史與成功之道　648�

657
3月（721期）

張曼娟　時間的旅人　8�15
黃明堅　自己創造世界　28�31
朵　朵　空、雲煙　32�33
袁　亞　那年夏天的海　61
米　果　人生轉彎的一次午後散步　64�69
楊曼芬　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70�75
劉中薇　我的王子是痞子　76�83
夏明明　西門町的紅包場與秦伯伯　86�87
苦　苓　你即將被推翻的四個觀念　96�105
余光中　我的天方夜譚—小論韓劇《馬醫》　106�

110
張國立　躲在機車下的母貓　111�113
明月珠子　童年的浮光掠影　120�127
4月（722期）

黃明堅　你和我平等平等　12�15
御　我　我的小說只能陪伴　16�19
苦　苓　伊斯蘭大不同　50�58
張國立　結紮了的小花貓　59�61
三　毛　請代我問候　76�79
莊媮荃　一日咖啡館　88�89
朵　朵　進入森林、禱告　102�103
嚴長壽等　六十年鍛造的皇冠　108�113
劉昌平　龍馬精神　114�119
王宣一　Katzs Deli　150�152
連淑芬　美人樹　230�236
5月（723期）

林青霞　書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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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堅　什麼都有可能　12�15
橘　子　走進回憶的場所；我的小白；來自日本的長

信以及藍色月亮　1618；19�23；31�41
洪繡巒　專注—做好每件事，真待每個人　42�45
苦　苓　國際情色大觀園　46�51
張國立　聳起脊背的黃白貓　52�54
御　我　認真回答的廢話　72�75
朵　朵　明天的落葉、讚美是花　152�153
新　真　沙漠冷不冷　154�155
6月（724期）

黃明堅　自己就有寶藏　12�15
林青霞　巴黎‧卡地亞　16�19
簡靜惠文，李柏毅圖　愛在當下　20�50
苦　苓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吃　51�63
洪繡巒　專注學習—天下沒有白學的活兒，沒有白

走的路　64�67
御　我　其實我是坐家—專門坐在家打稿　68�71
朵　朵　再見之後即是離別、有一棵蘋果樹　72�73
彭樹君　跟蹤　74�75
痞子婆　葡萄牙的酒肉之旅　148�154
王書緋　我的都市香草園　158�159
7月（725期）

黃明堅　時間新鮮、我們陳舊　12�15
林青霞　窗外的風景　16�19
彭樹君　克莉絲汀的夢　20�23
御　我　我穿我穿我不想穿越啦　24�27
張國立　被寵壞的貓，被寵壞的男人？　47�49
苦　苓　有十七個是非題　50�59
洪繡巒　專注服務是一種慈悲　60�63
朵　朵　解開心的纜繩、什麼時候開花都可以　136�

137
8月（726期）

黃明堅　多送些讚美　16�19
林青霞　夢醒也美好　20�23
御　我　如果課本跟小說一樣有趣就好了　24�27
苦　苓　玩家俱樂部，旅遊「老鼠會」？　44�57
彭樹君　夏日遇雨　68�71
張國立　兩條尾巴的貓　72�75
朵　朵　大哭一場吧、走就是了　76�77
蔡佳芬　新台灣媳婦　132�139
洪繡巒　專注承諾—建立信任與信譽　140�145
9月（727期）

侯文詠　你不是真的很愛錢吧？　16�39
張國立　單人床上的老公貓　40�43
蔡佳芬　假日先生　44�51
黃明堅　倒空你的垃圾桶　52�55
林青霞　小林，加油！　56�59
御　我　遊戲人生　100�103

彭樹君　她與她的夢想　104�107
苦　苓　旅館房間的恨與險　148�165
朵　朵　整理外在就是清理內在、離開是為了回來　

166�167
10月（728期）

黃明堅　但願你一路平安　16�21
林青霞　何先生再見　24�27
朵　朵　舊衣與舊人、夜空其實是藍色的　28�29
侯文詠　有問題的請舉手　32�51
張國立　守望海洋的貓　52�55
蔡佳芬　丟包　56�64
淡水魚　就愛夏天好筍到　65�67
御　我　別聽我的話去旅行之第一飛：美國舊金山遊

學行　70�75
彭樹君　鳥籠裡的女人　76�79
曾郁雯　甘味STOP　80�89
苦　苓　旅行是會死人的　90�109
方秋停　當舖　140�153
劉中薇　爸爸們的小抄　238�252
11月（729期）

黃明堅　身邊的魔幻花朵　16�21
林青霞　不丹‧虎穴寺　22�27
朵　朵　等待發芽、在高樓上　28�29
侯文詠　你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嗎？　30�57
蔡佳芬　家暴　58�65
御　我　別聽我的話去旅行之第二飛：抓住弟弟飛去

日本　66�71
彭樹君　如出一轍的失戀　72�75
張國立　賴上門的那隻貓　76�79
苦　苓　人在天上飛，恐怖哦～　126�140
12月（730期）

侯文詠　那條叫雷德厚森的短褲　14�29
蔡佳芬　想帶媽媽去看妳　30�37
張國立　還沒睜開眼的小貓　38�41
黃明堅　有求必應的活菩薩　52�57
林青霞　雲想衣裳　60�63
御　我　靈感大神總愛半夜敲門……嗎？　98�103
朵　朵　有風有光的時刻、心是人生的土地　104�105
呂欣茹　奶奶的大爐灶　106�107
彭樹君　痛　108�111
苦　苓　旅行靈異事件簿　128�145

秋水詩刊
1月（160期）

綠　蒂　發行人的話　8
林　齡　難捨秋水依依情　9
琹　川　為《秋水》及同仁講一些話　10�11
靈　歌　回溯秋水的瀲灩　12�13



282 2014 台灣文學年鑑

莫　渝　《秋水》與我　14
胡爾泰　秋水與我　15
賴益成　秋水長天—謹向40年的《秋水》致敬　16�

17
心　笛　流到詩史中　18
閻　崑　難了難斷《秋水》情　21�23
謝　勳　秋水詩緣與「海外詩壇」　25�27
石　河　我是你清波中的一尾小魚—致《秋水》　

28�31
龍　雨　秋水緣　33�35
邱志郁　《秋水》—我的詩刊（續集）　37�39
風信子　依依秋水情　40�41
涂　擁　秋水浸骨，溫馨永存　42�43
倪　雲　我們的秋水大姐—涂靜怡　44
趙　化　彩虹　45
余　言　致涂大組的一封信　46�47
琹　涵　永恆的戀歌　48
雨　弦　我怎能說難過　49
陳欣心　點點溫馨縈心懷　50
亞　媺　秋水相思　51
陽　荷　給親愛的秋水　52�53
高潤清　回眸處的詠嘆　54�56
曾美霞　該不該問妳　58�59
詩　薇　秋水緣　60�61
紀海珍　我與秋水一段美麗情緣　62�63
吳昕孺　《秋水》進入倒計時　65
塵　心　靈氣般秋水　68
顏廷叡　我在秋水身邊的日子　69
彭世學　遲來的愛—致台灣《秋水詩刊》　70�71
林　子　一切天注定　76�79
曾偉強　水窮無盡處　82�83
倪伏笙　秋水靜怡　詩意恆美　86�87
李嘉華　憶，秋年—追憶有秋水　90�91
陳威宏　我的秋水緣　92
雲　鵬　秋水情緣　94�96
白　瀅　緣分的天空　97
琹　川　爍爍秋水煦煦情—記秋水同仁畢旅　108�

111
琹　涵　更深的寂寞與悲涼　112
蘇　寧　在綠蒂先生的詩歌討論會上想到的　113�115
涂靜怡　秋水日記：秋水四十年（14）　136�176
靈　歌　秋水書簡之一　180
石河、吳昕孺、楊軍　秋水書簡之二　181
心笛、王景山、高潤清　秋水書簡之三　182
西　彤　秋水書簡之四　183
成幼殊、簡志華　秋水書簡之五　184
王子維　秋水書簡之六　185
趙松華、彭捷　秋水書簡之七　186

雲鵬、譚建生　秋水書簡之八　187
涂　擁　秋水書簡之九　188
丁　香　秋水書簡之十　189

美育
7月（200期）

張郇慧　旅行—身體的折磨／眼睛的享受／心靈的

饗宴　4�11
沈昆賢　阿里山神木傾頹時　12�16
雷震宇　遲到的旅行　17�23
劉建基　旅行書寫、文化鄉愁、歷史殘影—以台灣

詩人胡爾泰詩集《白色的回憶》為例　24�29

風球詩雜誌
7月（11號）

隱　匿　美的淪喪　44
陳麗娟　香港與寶藏巖的文學穿梭　46�47
林劭璚　消逝的地景　48
楊　寒　消逝的地景　49
玩具刀　捷運王至元線　55
廖亮羽　公益彩券全部拿去補助弱勢窮人了嗎？　94�

95
洛　謀　在新加坡逛書店　96�97
徐　鉞　多多：銀髮的聲音　98�99
阿　修　給裁花者的信：出於偶然　106�107

書香遠傳
1月（111期）

潘云薇　圖書館喚醒藝文靈魂　打響地方文化品牌　

30�37
紀又文　上車下車《流轉城市‧甲子時光》　70
方　原　少女媽祖婆　71
3月（112期）

方　原　魏清德全集　68
5月（113期）

潘云薇　《四方報》守護新住民、移工最真實的聲音

　28�33
編輯部　大唐李白：鳳凰台　74�75
7月（114期）

朱淑玲　我的書店時光　73
9月（115期）

李國盛　凝望與糾結—陳列的躊躇之外　66�69
楊文琳　跟著作家走讀大坑生態之美　78�80

海星詩刊
3月（11期）

莫　云　史坦貝克的鄉愁　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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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期）

李長青　一個鑼，十九響—小談林沉默與《夭壽靜

的春天》　20�21
知　秋　走讀—詩隨筆　22�23
岩　泉　盛開的花朵，要求光的自由—我讀泰戈爾

《採果集》　24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45期）

黃靜惠　果子樹跤好種花　64�67
李　鳳　寫批　68�70
葆　光　懷念的滋味　71�73
吳正任　欲按怎幫助別人　136�138
吳美臻　凊彩一時，錯誤萬年　139�140
2月（146期）

吳正任　「老婆仔墓」佮「蛇仔穴」　74�75
張翠苓　觸纏的夢　76�77
張淑貞　阿母的桌頂　78�79
陳錦月　做雞做鳥無了時　80�81
林美麗　阮兜心適的代誌　134�135
蔡春芬　過年的時陣　136�137
3月（147期）

吳正任　潭底洋‧鹹水草　76�77
謝金色　磅米芳　78�80
陳錦月　辦桌—嫁查某囝房內空，娶新婦滿廳紅　

81�83
李啟明　大欉樹　138�139
許立昌　驚驚袂著等　140�141
4月（148期）

林美麗　毋通袂記你的名　58�59
張翠苓　順隨心就靜　60�63
月　雲　啥人是豬　64�66
吳嘉芬　思鄉偶書—瑞里的茶芳　67�72
陳潁茂　清明時節　73�75
蔡春芬　我的囡仔伴　136�137
吳佩蓁　我佇學校的一工　138�139
5月（149期）

楊振裕　三月淡水，走揣馬偕　76�82
市　井　阿母的疼　83�85
林榮淑　大菩薩，寬寬仔飛　86�93
許立昌　爸母予我的教示　138�139
林美麗　我上愛的人　140�141
6月（150期）

吳正任　「入虎喉，出虎口」—「顏總洞」傳奇　

78�79
張翠苓　假先知、真諞錢　80�82
張東雄改寫　做家己的貴人　83�84
a�bāng　來踅市仔　85�88

鄭楷寶　五月節的故事　136�137
許立昌　我上欣賞的人　138�139
7月（151期）

李啟明　掠水雞抾田螺摸田蜱　138�139
蔡連真　風颱天　140�141
8月（152期）

蔡連真　有來有去　56�57
李　貞　研習日記一篇　58�59
森　子  阿母出國　60�66
林美麗　我上愛去的所在　136�137
張碧芬　我上佮意聽的一个故事　138�139
9月（153期）

市　井　祭兄文　56�60
月　雲　等待　61�65
顏之群　你若問我Line是啥？　66�68
吳正任　若準我是一个老師　136�137
黃瓊儀　我的老師　138�139
10月（154期）

許正勳　撞鐵子　56�59
張翠苓　暗光鳥　60�61
吳正任　佇「藤仔簝」的夢—予參加「2014歌仔冊

開講」的師／友　62�63
楊振裕　想起當年偷走學　64�72
黃瓊儀　一張相片　136�137
陳瑩立　一張相片　138�139
11月（155期）

林榮淑　拍拚的羊眩囡仔上古錐　68�71
蔡連真　手機仔　72�73
森　子　做一擺武陵人　74�79
林美麗　我的故鄉　136�137
黃月春　我定定想起彼雙手　138�139
12月（156期）

張翠苓　gō�pō　66�68
謝金色　分工合作　69�71
周威同　鄉愁　72�75
王亦茹　運動會真好　76�77
黃瓊儀　學閩南語真心適　134�135
陳瑩立　學閩南語真心適　136�137

乾坤詩刊
1月（69期）

林煥彰　聖夜的頌歌—讀詩人蜀雯詩集《聖夜》　

13�17
魯　蛟　詩刊探源（4）：創世紀詩刊　18�19
陳銘堯　詩人札記（1）　24
余力文　詩話讀罷引逸話　右翻40
黃祖蔭　丁山漢詩講座有感　右翻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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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0期）

林煥彰　少年雲鶴的憂鬱　12�17
魯　蛟　詩刊探源（5）：詩與音樂　18�19
劉正偉　評審加油—我看葉紅女性詩獎　127�128
7月（71期）

林煥彰　閱讀戴望舒的《望舒草》—絕版詩集閱讀

札記「大陸卷」‧2　11�17
魯　蛟　詩刊探源（6）：今日新詩　18�19
向　明　周公寫詩與詩寫周公　50�51
李宗舜　詩人的孤獨國　52�53
10月（72期）

林煥彰　楊喚，永恆的風景—楊喚詩集《風景》　

14�16
魯　蛟　詩刊探源（7）：藍星—宜蘭分版　17�18
方　明　咫尺孤寂—顧盼詩人許水富　128�129

國文天地
1月（344期）

吳興文　書店不死　9�10
2月（345期）

吳興文　誰還需要老書店？　8�9
3月（346期）

陳萬益　台灣文學的體制化、學科化與正常化—

二十年來的課題與省思　5�7
許俊雅　大學通識教育視野下的台灣文學教學　8�14
4月（347期）

徐富昌　上官重出　王道再現—《王道劍》推薦文

　4�5
吳興文　何妨是書生—張充和與周策縱　11�12
5月（348期）

吳興文　圖書編輯的守、破、離　8�9
6月（349期）

吳興文　我是平凡單純的讀者　8�9
7月（350期）

徐富昌　海棠依舊否？—兼談人生之恨　8�11
8月（351期）

尤雅姿　民俗文物與店家招牌中的雙關趣味　44�47
9月（352期）

吳興文　古書鎮與手工裝訂　8�9
11月（354期）

宋光宇　帝國主義、基督教、中華民國　7�9

笠詩刊
2月（299期）

李敏勇　戰後性—與阿笠談詩7　4�7
趙天儀　詩與思想隨筆—白萩的〈落葉〉　104�106
杜國清　杜國清日文詩集《希臘神弦曲》序　112�115
莫　渝　奔馳半世紀—930年代出生的笠詩人　123�

126
岩　上　《笠》的臍帶與賡續—1930年代出生進出

《笠》的同仁　127�136
林盛彬　笠詩九仙歌—記30年代出生的《笠》詩人

　146�149
4月（300期）

李敏勇　50年歷史，半世紀榮光—與阿笠談詩8　4�8
趙天儀　趙天儀詩集物語　158�164
羅勇泉　羅勇泉的獨白　175�186
李魁賢　老木的下落　187�192
6月（301期）

李敏勇　笠的見證，詩史的課題—與阿笠談詩9　4�7
趙天儀　詩與思想隨筆；回憶公論報「藍星詩刊」點

滴　85�87；101�103
蔡榮勇　參加明道大學「笠亭」揭幕式隨筆　146�148
8月（302期）

李敏勇　〈招魂祭〉及其他—與阿笠談詩10　4�7
謝碧修　古巴印象　42�49
林　鷺　詩歌交會的彩色古巴　50�68
莊金國　從真摯出發—序陳文奇詩集《思念的河》

　151�153
10月（303期）

李敏勇　世界詩的視野—與阿笠談詩11　3�6
趙天儀　詩與思想隨筆3—陳千武　84�85
林　鷺　真性的詩篇—序吳俊賢詩文集《走出森

林》　86�91
12月（304期）

李敏勇　水的詩人：詹冰—與阿笠談詩12　4�8
趙天儀　詩與思想隨筆—林亨泰　101�102
莫　渝　在自由的氛圍裡寫作—詩集《陽光與暗

影》後記　106�108
李魁賢　雲深不知處，只緣未居雲頂上　122�130
林　鷺　〈笠女詩人的情愛花園〉綱要　173�182
吳俊賢　森林中的詩歌　183�190

野薑花詩集
12月（11期）

坦　雅　總拼圖詩創作發想暨活動感想　41
徐望雲　詩說‧平民菜譜（節選）　196�199
葉雨南　表面最深沈的背影—《我曾看見妳眼角的

憂傷》序　200�203

創世紀
3月（178期）

張　默　以毛筆字浮雕台灣現代詩的風景—《台灣

現代詩手抄本》自序　13�16
9月（180期）

張　默　擒風釣雨60年—《創世紀》詩雜誌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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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論，讓台灣中生代攀上奇萊—本書卷

前小語　7�8；31�33
瘂　弦　詩美學的大磁場—《創世紀60年同仁詩

選》序　24�27
12月（181期）

陳素英　誌創世紀60週年慶　22�26

短篇小說
2月（11期）

施淑清　編後語　252�253
4月（12期）

陳健瑜　編後語　236�237
6月（13期）

陳健瑜　編後語　236�237
8月（14期）

陳健瑜　編後語　226�227
10月（15期）

陳健瑜　編後語　234�235
12月（16期）

陳健瑜　編後語　234�235

華文現代詩
5月（1期）

向　明　為詩大放「厥詞」（3則）　17�22
謝輝煌　詩，「走」出來的　23
楊顯榮　看似絕處又逢生　24�25
林錫嘉　學習傾聽與思考　26�27
陳寧貴　第九日的底流　28
陳福成　談采言的詩　29�30
8月（2期）

向　明　詩的是與不是；一個驚聳的畫面　4�12；34�
35

楊顯榮　紀念詩人周夢蝶—周夢蝶的悲苦美學　22�
23

劉正偉　周公夢蝶—悼周夢蝶　24�31
琹　涵　淒涼的美麗　36�37
林錫嘉　感念這一條蕃薯　38�39
陳寧貴　名片上的地址全是錯的　40
11月（3期）

向　明　詩是一股軟實力、談詩的越界表現　5�9
徐世澤　新詩韻味濃自序　10�11
林錫嘉　有情的年代　12�15
琹　涵　雨天的心情　16�17
陳寧貴　笑意如涉水而過的白鷺鷥　18�19
劉正偉　永遠的「創世紀」　159�161

新文壇
7月（36期）

向　明　kuso李白之五　1�6
陳司亞　哪有這種買賣　30�32
葛治平　悼念侯西林將軍　33�35
時傑華　樂韻飄香港都情—木棉花合唱團音樂會聆

後　36�37
丘孔生　父親的榮耀　38�39
湯為伯　六月六、曬紅綠　40�43
柴　扉　做半蹲　44�45
李　玉　貴人　46�52
台　客　貴州旅記　53�60
朱解農　悼亡兒　61�63
貝　蒂　瑞士之旅　64�69
沈　立　微笑　70�76
海　歌　我與魏龍豪　116�118
楊　濤　絳帳千秋—樂教之父黃友棣　119�157

新地文學
9月（29期）

蘇　葉　再見夏曼‧藍波安　242�259
周春塘　新西遊記—霍城印象　260�264

新活水
2月（52期）

張賽青　在山林轉角遇見文學　108�111

葡萄園
2月（201期）

台　客　中南部文友拜會之旅　27�30
麥　穗　用詩、畫、禪意妝點人間風景的亞媺　31�33
莊雲惠　月到天心施滿懷　33�34
向天淵　欣逢台北詩歌節　35�36
孟彩虹　對生命充滿希望—台客〈喊春〉的意境賞

析　43
吳開晉　以優美意象和哲理思考創造詩美—讀麥穗

詩集《六個十年》　44�45
台　客　短小精鍊耐尋味—《傅予小詩選》讀後

感；多才多藝的天才小詩人—唐宇佳新書

《最少年》讀後感　49�51；64�65
陳福成　青春飛揚的詩章—淺析「青春詩章」裡的

一些作品　52�55
5月（202期）

鄭　頻　雲淡風輕　32�33
傅家琛　一首小詩的賞析—張默的〈海之臉〉讀後

　34�35
賴益成　十年辛苦不尋常—《鍾鼎文詩全集：年

代》編後記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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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3期）

高　準　弔祭周公夢蝶雜感　5�8
楊顯榮　品好詩如品好酒，痛快！　22�23
楊　巽　子青的心情詩—以輕唱的文字書寫敏感的

生命　24�27
詹燕山　心　演奏起悠悠的旋律—賞讀子青的《詩

雨》詩集　28�29
台　客　詩的形式及其他—子青新詩集《詩雨》讀

後感　30�31
鄭　頻　悲與喜　32�33
向　明　《雨天書》的故事　34�35
雪　漪　夜的歌王—追憶著名詩人畫家王祿松先生

逝世10周年祭　42�54
莊雲惠　寸心凝望—為王祿松老師辭世10週年紀念

而寫　55�56
王常新　花甲詩齡不尋常—麥穗《六個十年》讀後

　73�76
11月（204期）

李立柏　子青詩語‧詩雨台南　22�23
琹　涵　溫柔起程—我讀靈歌的〈旅行〉　37�38
向　明　在周夢蝶告別大典上—幾句話說給我的大

兄聽　39�41
丁　潁　山河吟（附箋）　43�45
台　客　詩的內容、形式及其他—創作經驗談　74�

75

滿天星
4月（77期）

嚴振興　詩的另面看板　童詩與現代詩展　2�3
7月（77期）

嚴振興　罪與罰　2�3
9月（78期）

嚴振興　閱讀兒童文學　2�3
陳秀枝　石頭激起的漣漪，一圈圈盪開來　64�67
葉婉君　選擇快樂的一生　68�71

衛生紙+
1月（22期）

陳子謙　大孩子　89
7月（24期）

蔡仁偉　我對短詩的想法　96

聯合文學
1月（351期）

王聰威　2014年，讓我們試著讀一本文學雜誌。　13
鍾文音　守蜂者的女兒　14�19
楊　索　同居　27
白先勇　《孽子》三十　40�41

胡晴舫　後父權時代　54�55
胡淑雯　笑出一地碎玻璃　56�57
騷　夏　不只男色，而且更色　58�59
陳克華　是誰挖壞了同志的風水？　108�109
賴志穎　林茂雄與胡蘭成的午後時光　110�111
許佑生　一場文學與人生的革命　112�113
許正平　以同志之名：孽子時代　114�115
黃麗群　怎樣的生活　122�123
賴香吟　在那首詩的時候　126�127
林文義　冬‧月（上）—《歲時紀》之4　130�135
周項萱　城門外的港都之肺　154
宇文正　今天不做便當—清蒸龍蝦　155
朱國珍　夢裡夢外　162
2月（352期）

王聰威　一月號再版了！也發現一些體例的錯誤，二

月號會改正，很抱歉。　13
王盛弘　連一隻鳥都會布置客廳　14�19
范銘如　文學原鄉的媚惑　36�39
東　年　鄭清文鄉鎮小說寫作的意義　50�53
賴松輝　記憶的故鄉，書寫的鄉土　54�55
張典婉　苗栗書寫的世代交替　66�69
石曉楓　消逝的歷史感，哀傷的成長敘事　70�72
董恕明　歷史的垂釣者—散讀巴代　84�87
魏貽君　原體溫—速描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的原

鄉敘寫方式　88�90
楊富閔　每一株新苗，都是紅布樹王公！　102�105
吳忻怡　消失的村，再現的記憶　106�107
黃麗群　夜的兩件事　114�115
賴香吟　錯得多美麗　118�119
林文義　冬‧月（下）《歲時紀》之4　120�125
郭強生　典範　138�139
廖玉蕙　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夏志清教授　140�142
吳寶嘉　觀看　144�148
莊佳穎　徐國能的二度童年　150�151
周項萱　適合閉關書寫的雪國小鎮　164
3月（353期）

王聰威　本期當月作家裡的宇文正老師美得像是一場

異國假期　9
潘國靈　一個書寫者的，不安之書　10�15
潘怡帆　對峭春寒酒幾壺　16
王定國　小說非常好寫　62�63
林黛嫚　殺時間　64�65
林宜澐　寫作時的人間條件　66�67
袁勁梅　當作家的好處　68�69
吳億偉　簡單句　70�71
許榮哲　很抱歉我們無法出版廚餘　74�75
郝譽翔　莫忘初心　76
何新興　書店老闆談作家：書店點點　文人點點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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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陳夏民　出版社老闆談作家：沒錯，有些讀者希望你

吃土　88�89
蔡婷如　咖啡店老闆談作家：我在咖啡館遇到的那些

人　90�91
小　路　攝影師談作家：記憶的秘密　92�93
歐銀釧　我剛剛從一顆星回來　104�105
洪翊純　最溫暖的聖誕節　106�107
黃麗群　忘以及種種　116�117
賴香吟　蛀牙　120�121
周項萱　慾望與質樸交錯的地中海風情　154
顏艾琳　一碗麵線兩地味　155
4月（354期）

王聰威　連續三個月的劇烈工作，三位美麗的編輯全

都病垮了，我很心疼啊。（真的）　9
葉覓覓　困陷的兩種方法　10�15
花柏容　貓的午夜運動會　23
楊　索　私語孟若二三　44�45
蔡素芬　加拿大文學兩大台柱—孟若與愛特伍的文

學與友誼　50�51
童偉格　遠方的假設—孟若與其他作家之幽微對照

　52�53
何致和　讀書會：從〈自由基〉進入孟若小說世界　

54�55
李維菁　讀書會：猶豫與乍現的光亮　72�73
李時雍　讀書會：抵達他方—三月，讀孟若〈抵達

日本〉　78�79
王文娟　讀書會：誰都不想活得像吞噬自己尾巴為食

的蛇　90�91
黃麗群　三月裡的那一天　98�100
賴香吟　第二場婚禮　104�105
鄭立明　老街上的鉛字迷藏　131�135
周項萱　穿越墓園，尋訪沉寂的巴黎　154
一青妙　料理隨筆　155
吳岱穎　語言的透鏡　156
賴鈺婷　沐浴時光　162
5月（355期）

王聰威　生命是一場魔幻，死亡卻如此寫實　9
周紘立　夜貓自白書　10�14
鄭順聰　感情的內海，蔡素芬的鹽鄉　32�33
陳俊文　海天一色—沿著台17線和台61線　36
鄭順聰　走過鹽分地帶　上　38�39
陳俊文　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國道一號麻豆交

流道下　40�41
鄭順聰　走過鹽分地帶　下　42�43
陳俊文　漫遊明清時期的港都—台19線　44�43
蔡素芬　一路走向靈感的原鄉　46�47
羊子喬　穿越潮騷‧穿越時光長廊　48�51

余嘉榮　亂談過境之西　52�57
黃麗群　跑以及種種　84�85
賴香吟　高級療養院　88�89
凌性傑　啖生蠔　141
吳岱穎　敘事的核心　142
朱宥勳　在速度裡　146
6月（356期）

王聰威　這個五月太過漫長　19
黃文鉅　負心的人　20�24
周項萱　思想不戒嚴，文化勞工入陣去：台灣出版自

由陣線　27
但唐謨　養狗是一輩子的功課　33
虹　風　當黑夜籠罩，去哪裡找你的同路人？　82�85
詹　澈　反抗現場：我的三次指揮　96�97
楊儒門　反抗現場：反抗與生活　98�99
莊瑞琳　反抗現場：零點‧零時‧複數人　100�101
賴香吟　叮叮噹，叮叮噹　110�111
東　年　愚人讚　116�117
曾進豐　相遇　124�126
洪淑苓　另類漫遊者—周夢蝶詩中的都市眾生與禪

意言　128�129
周項萱　前往北疆尋找異國般的紋理　140
林婉瑜　做餅乾的下午　141
吳岱穎　意義的居所　142
陳又津　邊走邊寫　146
7月（357期）

王聰威　本期最推薦：男模級插畫家楊力龢為我們畫

了《李爾王》圖像小說！　11
賀淑芳　如果很低　12�15
林宗翰　大風吹—2014年第3屆台東詩歌節　17
林達陽　其中必有詩意　23
黃麗群　夏天的四段式　84�85
賴香吟　我們去看房子　88�89
廖鴻基　麵線　92�94
黃明川　開啟跨域的另類風潮—高雄市立美術館

「典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影音製作

後感　120�123
廖之韻　時光中的和諧—在聖吉米那諾古城吃冰淇

淋　124
陳雋弘　熱壞了也想大吃的夏日菜單　125
鯨向海　關於寫詩或讀詩的小筆記（1）　126
許佑生　邊境安然牧羊　130
8月（358期）

王聰威　辛苦了，謝謝奔波採訪的同事佳怡、怡絜和

寫手王志元、攝影師小路。　9
何曼莊　生活在北方　10�14
心　岱　前世今生　23
謝若蘭　在自己的土地，唱著流浪之歌—東台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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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創作與反抗觀察　50�51
鍾適芳　海帶我們聽見—台東音樂觀察　52�54
蕭裕奇　想像巴奈鄉愁‧海潮聲的呼喚—都蘭、台

東市；想像邦迪亞與馬奎斯的魔幻色彩—

台東大武、太麻里；想像老船長的旗魚大

餐—卑南、成功　56�57；66�67；78�79
黃麗群　怕熱　86�87
賴香吟　眉毛與素蝦仁　90�91
吳懷晨　何須滄海難為水—南島的夜　94�96
廖鴻基　床　98�99
周項萱　森林裡的搖滾盛典　124
吳妮民　夏日湖畔的義式番茄冷麵　125
鯨向海　關於寫詩或讀詩的小筆記（2）　126
臥　斧　在這裡讓靈感轉成故事，讓故事釀出靈感　

130
9月（359期）

王聰威　八月夏曼與台東，九月陳列與花蓮，這是最

生猛的台灣文學。　9
陳栢青　鬼島　10�14
騷　夏　橘貓拍照已經占盡優勢到底還有什麼好抱怨

的呢　23
林文義　最初的陳列　42�43
黃麗群　宅的遊戲　66�68
賴香吟　貓狗生活　72�73
舒國治　論榨菜肉絲麵　80�82
張　讓　你可曾記得？　88�94
劉靜娟　秋秋「轉去」之後？　96�99
游善鈞　亂倫、木桌穩固依舊　100�106
周紘立　口罩與牛樟芝　110�113
鯨向海　關於寫詩或讀詩的小筆記（3）　126
鍾怡雯　窗外　130
朱天心　《三十三年夢》選摘　別冊6�26
10月（360期）

王聰威　即日起，在學校咖啡館有「蔓延」詩集裝置

藝術展，免費參觀。　9
林達陽　方向感　10�13
李屏瑤　拜見大王：黃麗群　21
崔舜華、喵球、楊書軒　詩×詩人×生活　38�43
黃麗群　小小的大事　70�71
賴香吟　大火　74�75
李　昂　幸福的滋味　92�93
曾郁雯　京‧食家五帖　94�100
趙浩宏　清香澡堂的微笑　120�121
敷米漿　大眾小說寫作技巧（1）看山先是山　134
楊富閔　學生書桌　138
李　黎　印度萬花筒　別冊5�26
11月（361期）

王聰威　本刊編輯葉佳怡最新短篇小說集《染》十一

月出版。大恭喜！　9
李雲顥　青蛙交給河童的信　10�13
黃麗群　不動搖的女人　80�81
賴香吟　剩餘價值　86�87
陳文偉　晚春　101�103
楊　婕　房間（6）：龜裂　110�112
馬寶蓮　迎來宇宙的遊子—鄭愁予　124�125
敷米漿　大眾小說寫作技巧（2）看山不是山　142
林婉瑜　書房—我們在此各自努力　146
12月（362期）

王聰威　本期是新銳詩人崔舜華加入《聯合文學》首

次企劃的專輯！　11
吳俞萱　革命的廣場　12�15
張耀升　陪伴　23
黃麗群　在十二月　80�81
賴香吟　那些揮霍的　86�87
敷米漿　大眾小說寫作技巧（3）最終奧義　124
林佑軒　文學靈角，崩麗絲味　130

藝術認證
4月（55期）

曾貴海　〈焦慮〉導讀　98
6月（56期）

孫崇文　〈題鄭世璠〈三等車內〉畫作〉導讀　118
8月（57期）

王希成　〈阿爸的肩胛頭〉導讀　70
慧　子　〈牛受氣〉導讀　73
顏雪花　〈夢想一個太陽〉導讀　74
利玉芳　〈虹的倒影〉導讀　76
10月（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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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玉芳　〈父親的肩膀—疤痕女孩朴槿惠〉導讀　

69
謝佳樺　〈因為痛　而存在〉創作心得　70�71
凃妙沂　〈你不在這兒〉導讀　73

鹽分地帶文學
2月（50期）

林佛兒　甲午戰爭　1
許達然　鳴訴　23�25
雷　驤　畫家的口琴　26�29
劉克襄　豬乸菜　44�46
莊金國　工字要出頭—楊青矗甘為弱勢者發聲　4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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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岱　特別的禮物　58�63
廖清秀　了不起的女性　64�66
李若鶯　一直都是鹽　74�82
涂順從　粉筆生涯　84�89
李魁賢　島國詩篇序曲　102�118
應鳳凰　作家第一本書的故事（5則）　119�126
林文義　群島　166�171
朱佩蘭　南國紅豆　191�193
東　行　續暴坊父親—感恩之旅　194�197
4月（51期）

林佛兒　太陽花學運遍地開花　1
許達然　路途　13�16
雷　驤　兩個夢　17�19
劉克襄　你所不知的三椏苦　20�22
莊金國　從絢爛歸於平靜—黃騰輝詩中的人生大小

事　40�49
心　岱　阿媽的盛宴　50�58
涂順從　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　59�66
楊　翠　運動青年母親的太陽花日誌（2帖）　86�93
魏　揚　致公投盟的阿杯阿恩　94�97
李若鶯、蔡忻芳　太陽花學運我們在現場　98�104
應鳳凰　作家第一本書的故事（5則）　111�119
劉耿一　時光的映像　149�160
劉靜娟　我是落葉控　161�167
雨　弦　見證愛情與時代的容顏　195�201
謝　顗　松鼠二三事　202�208
許極燉　甘埔寨高棉紀行（下）　231�239
6月（52期）

林佛兒　台灣詩人前進古巴　1
許達然　山水‧水山　15�18
莊金國　追求到位—許達然精益求精的寫作精神　

19�30
方耀乾　台灣當代詩歌與反殖民現象　53�57
戴錦綢　乘著詩的翅膀去古巴—記參加第三屆古巴

世界詩人大會　58�67
莊金國　鱷魚的淚與笑—古巴印象幾許　76�83
雷　驤　文士生活懷想　84�86
劉克襄　捉鱔魚　87�89
心　岱　貓神領路、我不是你的僕人　90�96
李勤岸　人面冊日日詩—序「李勤岸攝影詩集」：

《人面冊ê花蕊》、《人面冊ê季節》、《人面

冊ê傳奇》　106�109
應鳳凰　作家第一本書的故事（5則）　117�124
林文義　匿名　125�130
劉耿一　時光的映像—劉耿一回憶錄（2）　149�160
朱佩蘭　近鄉情怯中見曙光　161�163
林俊德　在人間仙境裡嬉遊　164�168
蘇　夏　夏日盛宴　169�170

王紀明　農夫的美學　172�176
許極燉　日本的世界遺產探訪記（1）　206�216
黃東昇　台南市「益春」漢藥店，通稱「金翁仔」　

217�228
8月（53期）

林佛兒　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1
許達然　他們的寂寞　15�26
雷　驤　稿紙　27�29
劉克襄　三崁店的樹蛙　44�46
心　岱　貓的演奏會、貓所透視的世間相　47�55
楊富閔　遍地開書花—兒童閱覽室的故事　124�132
劉耿一　時光的映像—劉耿一回憶錄（3）　163�170
謝　顗　浪漫的午後　205�211
趙　擘　粉墨登場　232�235
10月（54期）

林佛兒　循著詩人的軌跡—在智利　1
雷　驤　追記—維也納7帖　4�12
劉克襄　虱目魚養殖的啟示　26�28
許達然　思想家的寂寞　42�62
心　岱　貓藏書與貓作家、畫貓大夢　73�82
涂順從　坐輪椅擁抱海南島　83�91
劉耿一　時光的映像—劉耿一回憶錄（4）　105�116
朱佩蘭　兩半合一　117�118
石曉楓等　阿盛《三都追夢酒》集序　119�124
許極燉　法隆寺的佛教建築物—日本的頭號世界文

化遺產　125�133
王紀明　農夫的美學　184�188
12月（55期）

林佛兒　台南文化獎之「熱蘭遮城日誌」　4�5
粟　紜　瞻雲錄（1）　6�13
雷　驤　照相綺談　23�25
劉克襄　花菜豆　26�28
心　岱　貓男爵、借物少女與貓　41�48
許極燉　姬路城探訪記　56�63
涂順從　北門人的噩夢　78�83
應鳳凰　詩人第一本書—南方詩人五家　91�99
林葦芸　想像之國‧永恆之詩　156�166
楊淇竹　智利，遇見詩人的日子　167�171
廖清秀　短文4則　185�187
黃　海　紐約召喚　188�194
謝　顗　美麗的錯誤　202�206
楊秋香　生日禮物—人性的陋習和奇蹟　207�213
楊寬憲　散文2則　215�219
林豐明　隨筆原住民　220�228

觀‧台灣
1月（20期）

林民昌　王牌與追風的對決；港口歌聲陳達儒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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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黃裕元　歌唱中的行船記憶　38�41
林柏樑　馬公孩子的勇氣之洋　48�49
李志銘　竹塹音景的城市表情　64�66
陳馨遠　李喬來逛博物館　70�73
4月（21期）

劉志偉　人神共賞　電子花車　5
林民昌　小蜜蜂綺譚　34�35
林柏樑　村長的雜貨鋪　39
李志銘　花蓮，離海浪聲最近的地方　54�57
柯　亞　薄餅季　小確幸　64
7月（22期）

林民昌　社會運動與藝術創作　5
陳靜寬　看熱鬧買藥去　40�43
李志銘　南都跫音，五條港邊的巷弄之聲　54�57
11月（23期）

林柏樑　關於席德進的一張舊照　5
柯　亞　紅豆冰　76

童詩‧兒歌

文學客家
3月（16期）

王興寶　星仔笑弛弛　32

台文通訊BONG報
7月（244期）

李培慈　過中秋　9
吳睿邦　中秋節　9
李佳容　中秋節　9
吳　婕　日頭花學運　9
郭思嫻　時間　9
李子仲　Hú仔kap鉛筆　10
洪翊庭　親人　10
周宸榛　教室　10
黃芮亭　朋友　10
楊振裕　小妹仔gâu畫圖　31
8月（245期）

吳睿邦　番麥　7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5月（10期）

林武憲　一囡仔　133
許雅婷　果子小詩　134

台語教育報
2月（35期）

謝金色　挽荔枝　A6
李啟明　搖金龜　A6
4月（36期）

包傑瑋　狗蟻 A7
洪懿萱　工人　A7
楊智霖　大樹　A7
李心芸　比賽　A7
魏孜勤　鳥鼠　A7
陳琦樺　月娘　A7
洪湘茵　學校　A7
周玟妤　蝦仔　A7
洪坤緯　日頭　A7
陳怡君　高雄鴨咪仔記　A7
12月（40期）

林雨麒　阮阿媽　A2

台灣現代詩
3月（37期）

謝安通　蟋蟀仔　39
6月（38期）

謝安通　兩陣鳥仔及竹籠仔　60
9月（39期）

謝安通　鸚哥　101

幼獅少年
1月（447期）

林煥彰　綠色的小精靈　4�5
2月（448期）

林煥彰　隱形的小紅帽　4�5
3月（449期）

林煥彰　貓頭鷹，都不睡覺　4�5
4月（450期）

林煥彰　小瓢蟲溜滑梯　4�5
5月（451期）

林煥彰　小松鼠的最愛　4�5
6月（452期）

林煥彰　深海之旅　4�5
7月（453期）

陳木城　小河回來　10�11
12月（458期）

陳木城　天使的信差　4�5

兒童哲學
2月（35期）

馬于詠　西打　27
曾倚華　貓咪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