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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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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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慧秀　新年快樂　28
劉立妤　風護士、紅鸚鵡　28�29
蔣巧伶　剪貼「不」　29
劉方安　蝴蝶　30
4月（36期）

范巧珍　你真奇怪　31
邱奕芸　媽媽試衣服　31
黃隆秀　小孩，你是我最昂貴的玩具　32
陳羿妏　寶貝　33
6月（37期）

陳思吟、林文茜整理記錄　下雨了　37
李永傑　風的故事　38�39
林鎵鎵　星星　39
8月（38期）

王藝儒　生病　38
陳姿羽　說謊　38
張佳琳　一起來遊戲　39
楊欣穎　剝雞蛋　39
楊茂秀　遊戲　51
12月（40期）

黃怡庭　郵筒　40
陳柏婷　月亮　40
洪嘉秀　誰追誰跑　41
王姵予　傑克人呢？　41
桑子霖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42
王稟寓　快樂是　43

客家
6月（288期）

游銀安　雜詩童謠分享　78

客家少年
5月（1期）

馮輝岳　毋讀書，做個掌牛哥　74�75
6月（2期）

馮輝岳　「禾鷝」和「屋簷鳥」　78�79
7月（3期）

馮輝岳　月光光　76�77
8月（4期）

馮輝岳　「雞公」和「鴨仔」　74�75
10月（5期）

馮輝岳　包粟打來嘴含鬚　56�57

海星詩刊
9月（13期）

陳奕辰　新莊老街　116
王子潔　台北即景　116
葉濬誠　尋找新莊花園夜市豬血糕不遇　117

王子蓉　烏來美景　117
翁士堯　新莊古老的廟宇　118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45期）

洪錦田　大跤婆　114�115
楊振裕　豬八戒　116
謝金色　紅包　117
張威龍　春天　118
劉惠蓉　風姨　119
賴綜諒　獨輪車　120
洪欣怡　過年　121
2月（146期）

王金選　開學　116
蘇　善　眠床　117
呂仁鈞　歇寒　118
楊焜顯　噴射機　119
賴綜諒　欲過年　120
阮百靈　阿母　121
沈宜卉　踅街　122
3月（147期）

楊振裕　露螺約會　124
王金選　踅百貨公司　125
鄭楷寶　來去買物件　126
黃月春　鼎鍋仔　127
賴綜諒　竹圍思想起　128
李婷羽　黃色鴨咪仔　129
4月（148期）

許正勳　日頭落海　118
蘇　善　潤　餅　119
蘇綉鳳　龍眼乾　120
謝金色　刺仔花　121
蘇瑞珍　學台語　122
李國禎　鼓　123
5月（149期）

王金選　畫卡片　118
張威龍　抾田螺　119
蔡春芬　大貓熊　120
鍾文鳳　母親　121
賴綜諒　跙流籠　122
阮百靈　母子連心　123
吳宇佳　拊仔　124
6月（150期）

許宏源　屏東好食物　112
洪婉瑄　日頭花　112
黃靖茹　電視　113
許雅婷　茶鈷　113
黃柏霖　鉛筆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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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冠延　電腦　114
楊凱婷　狗蟻　115
郭冠廷　狗蟻　115
林思妤　芳水百合　116
陳嘉展　田嬰　116
潘怡君　鉛筆盒仔　117
周銓恩　籃球　117
林汶慧　手機仔　118
7月（151期）

許正勳　紅跤揹笭　122
王金選　阿清看醫生　123
鄭楷寶　兩隻貓　124
呂仁鈞　風颱　125
洪錦田　賊偷　126�127
林芠儀　西北雨　128
8月（152期）

蘇　善　夏天　122
楊焜顯　假死的象鼻蟲　123
黃金汾　水鴨　124
蘇綉鳳　敬佩　125
劉惠蓉　圳邊狗　126
吳珍勝　運動會　127
鍾文鳳　踅百貨公司　128
陳怡靜　熱天啥人真快樂　129
9月（153期）

許正勳　頭鬃　128
王金選　攏是我的老師　129
李啟明　猴　130
呂仁鈞　鎖匙　131
鍾文鳳　中秋節　132
許成績、戴燕燕　博狀元　133
楊采妮　月娘　134
10月（154期）

謝金色　粟仔桶　128
龔乾權　刺查某　阮的寶　129
楊婷婷　網路安全　130
蘇綉鳳　雲　131
陳坤明　虯毛狗仔　132
李　鳳　數字歌　133
黃羽柔　離別了以後　134
11月（155期）

王金選　阿伯蹛草地　118
蘇　善　畫話　119
楊振裕　硌硞馬　120
張威龍　電火桿仔　121
黃金汾　兔仔　122
月　雲　數字歌　123
鍾文鳳　踅夜市　124

邱俊瑋　考試　125
12月（156期）

王金選　聖誕阿伯送禮物　118
蕭平治　牛奶好滋味　119
蘇綉鳳　賣蠓罩的蜘蛛　120
龔乾權　貓頭鳥　121
賴綜諒　拍點仔膠　122
鍾文鳳　冬節　123
許芷庭　愛的傳染病　124

華文現代詩
5月（1期）

周梓齊　星星　110
邱冠傑　鞋子　111
洪莉晴　媽媽的手　111
陳昱綸　黑洞　112
黎雨柔　香蕉　112
廖燦誠　太極生盲者之歌—時間不是因素　114�115
蘇榮華　秋盡　115
8月（2期）

周梓齊　愛　126
洪　莉　爸爸　127
黎雨柔　白雪　127
陳昱綸　瀑布　128
陳威綸　猴子　128
洪芳妤　陽光灑在台北街上、創造大地風采　129
林采葳　鉛筆和橡皮擦、考卷　130
賴建宇　夏天　130
吳蘋珈　青春詩花開　131
張涵雅　下雨　132
謝瑋麟　蜘蛛　133
姚禹丞　楓樹　133
11月（3期）

黎雨柔　頭髮　120
陳昱綸　水　120
陳孟夏　時間　121
呂彥達　海　121
劉映彤　草原（外一首）　122
洪楷威　夢（外一首）　123
陳威綸　獅子　123
洪芳妤　四季　124
許其正　初花　129
梁穎彤　棉花糖　129
邵紫甄　洗手間　130
謝鎮樺　洗手間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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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
4月（77期）

趙天儀　苦藥、兒時的伙伴、藍天中的白雲、小麻雀

飛來了、小麻雀、小麻雀在冷風中取暖　6�9
蔡榮勇　三行詩　10�13
林武憲　花季組曲　14�15
岩　上　桂花很相、苦楝又開花　16�17
袖　子　傍晚圍牆上的貓、陽光下花瓣跳舞的聲音、

過年　18�19
利玉芳　公雞　20�21
陳玉青　松、愛「ㄈㄢˊ」家庭、舅舅愛生氣　22�23
紫　楓　黃色小鴨　24
嚴敏菁　猜燈謎　25
蘇　善　螞蟻搬家、農場夏日、郊遊、疊翼、毛毛蟲

之路　26�29
江美琪　森林裡的百萬小學堂、楓樹醉了、愛美的樹

　30�31
陳明克　等雨、不時之春、煙火　32�33
李益美　雲林農業博覽會、農民總統府、快樂牧場、

創意資源回收中心、碳匯林場、百變拼裝車

　34�35
吳　櫻　輕艇　36
吳念融　錢　長高了、木棉　變矮了　37
柯順發　鋼琴、笛、鼓、小提琴　38�39
蔡秀菊　雀榕　40
康　原　月光光　41
洪中周選輯　一首詩的形成—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少

兒詩作品選登（1）　74�77
7月（77期）

趙天儀　景仰、溪水的眺望　6�7
岩　上　小鸚哥死了　8�9
蔡榮勇　夏的速寫、乞丐、名字、電風扇、媽媽　10�

13
袖　子　一首心裡哼的歌　14
李益美　小宇潔會寫詩　15
麥　莉　準備好了、一起喜悅、千年的依偎、天地有

情、大自然的心跳、媽媽和孩子　16�21
保坂登志子，蔡秀菊譯，陳明台修正　〈神和小鳥〉

等詩31首　22�45
袖　子　毛毛蟲高空彈跳　58�59
洪中周選輯　一首詩的形成—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少

兒詩作品選登（2）　68�72
陳怡璇　大榕樹、中原最美的地方　73
李金珮　中原國小操場　74
莊淙傑　中原半年情　74
李建煊　大樹、中原四年歲月　75
黃敏貞　中原六十生日快樂、大樹　76
陳釔君　小香菇、風雨操場　77

江筑筠　小樹正在長大、中原國小的遊樂場　78
李佳澄　中原木頭公園、榕樹　79
藍暄又　我的大樹、中原木頭公園　80
黃靖華　中原的操場、我的樹朋友　81
洪睿欣　中原秋千最好玩、遇見樹朋友　82
林怡安　學校外的荔枝園、中原國小的操場　83
9月（78期）

岩　上　含羞草、牡丹花、風箏　6�8
蔡榮勇　〈古巴素描〉等詩12首　9�17
李國躍　〈山村〉等詩10首　18�28
趙天儀　噴泉　29
陳玉青　彩虹、夏天　30�31
袖　子　漣漪、漣漪之二　32�33
麥　莉　印記、映照、收藏、別惹我、吹法國號的小

花、序　34�39
陳彥廷　木麻黃、中原國小校門前　72
涂恩銘　回家路上、中原國小最美麗的角落　73
江毅軒　走在大樹下、中原國小運動會　74
李宜玟　走進綠色隧道、中原國小像歲月的相簿　75
涂恩慈　鑽進綠色隧道、中原最開心的一天　76
林智鈴　我的樹朋友、中原園遊會　77
范庭軒　樹葉的樂器、中原圖書館　78
林姿羽　樹、哇！中原國小六十歲了　79
李丞弘　校園的角落、我的榕樹朋友　80
藍方均　我的樹朋友、溫馨的中原　81
洪愷翎　中原國小真好、小時候的大樹　82�83
楊上易　同樂會　83

童話‧故事

九彎十八拐
1月（53期）

侯文詠　單車記　30�32

幼獅少年
1月（447期）

溫小平　床底下的小黑　80�89
2月（448期）

溫小平　泡麵家族爭霸戰　80�89
3月（449期）

溫小平　不死的蟑螂　80�89
4月（450期）

溫小平　流浪狗零零　80�89
5月（451期）

鄭宗弦　瞎掰舊貨攤之大蝦圓盤　26�33
溫小平　童話電梯　8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