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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4期）

李敏勇譯介　傳遞失落之痛，煥發個性光彩　63�67
12月（55期）

李敏勇譯介　在語言的沙漠尋覓　100�104
李魁賢譯介　聶魯達《詩憶黑島》　150�155

其他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5月（129期）

蔡承允整理　暴焰或者星滅—台灣學生運動的動能

流轉　74�75
7月（131期）

陳又津　《Master×Piece大師劫作！》絕品大叔駱以軍

　138�142
8月（132期）

王文娟整理　他們擴闊了我的世界　76�77
林則良　《水經》游泳池　123�127
10月（134期）

楊宗翰、余欣娟　進入詩人琉璃（流離）色宇宙的N個

關鍵詞：洛夫篇　76�79
孫維民、楊佳嫻　進入詩人琉璃（流離）色宇宙的N個

關鍵詞：瘂弦篇　80�83
童偉格　老—異鄉文學季刊　130�135
編輯部整理　2014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得獎名單　

137
11月（135期）

編輯部整理　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得獎名單　108
徐念慈　得獎感言、得獎作品〈紹興南街〉簡介　110
李牧耘　得獎感言、得獎作品〈當掉那個台北人〉簡

介　111
吳金龍　得獎感言、得獎作品〈認真計畫〉簡介　112
張蔚巍　得獎感言、得獎作品〈黑夜以前〉簡介　113
林 勛　得獎感言、得獎作品〈博弈〉簡介　114
騷　夏　仕事—文科生求職實戰指南　131�135
12月（136期）

席慕蓉攝影、旁白　圓形的世界—大興安嶺、烏蘭

巴托‧蒙古國、葉嘉瑩老師初訪故土、蒙古

馬與草原人　42�51
周紘立　《包納事》不回家天性愛流浪　114�119
編輯部整理　2014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公布　136
冷　言　得獎感言　137
鄧慧恩　得獎感言　138
林弘祥　得獎感言　144
呂美親　得獎感言　146

九彎十八拐
1月（53期）

黃春明　石羅漢日記　35
3月（54期）

春　鳴　路燈與癩蛤蟆的對話　9
黃春明　石羅漢日記　35
5月（55期）

黃春明　石羅漢日記　35
7月（56期）

春　鳴　黑馬與斑馬　24
黃春明　石羅漢日記　35
9月（57期）

黃春明　美麗的桃花源　7
11月（58期）

春　鳴　老人與時間　13
黃春明　石羅漢日記　35

文訊
1月（339期）

鄭明娳、文訊編輯部　林燿德作品目錄及提要　105�
113

3月（341期）

編輯部　郭嗣汾著作目錄　76�78

文學台灣
7月（81期）

高雄市立美術館　典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　107�
112

文學客家
9月（18期）

魏良雄　阿伯姆　實在會　15�16
游銀安　豬哥豬嫲千形萬象　46�50

台文通訊BONG報
1月（238期）

王伶俐、王淑姝　介紹高雄　8�11
潘科元　Suí�khuì台灣話：bih�sih　12
盧繼寶　有一好，無兩好　41
蘇晏德　四座雕像　45
2月（239期）

盧繼寶　鴨卵khah密 有縫　22
3月（240期）

黃文達　Boē甜免錢、你是按怎娶��伊？　10
田　菁　祈禱文　13
4月（241期）

王忠義　漢醫mā hông告　10
盧繼寶　Gōng賊，有看見錢，無看見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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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2期）

蘇晏德　屏東縣—鄉土特色　17�19
6月（243期）

劉振勝　回報　12
7月（244期）

洪健斌　七字仔時事報　11
韓　滿　青春悲喜曲　12
林麗玉　台灣好寶島　13
8月（245期）

陳俊吉　醒��過�來　29
9月（246期）

洪健斌　七字仔時事報　6
10月（247期）

Masao　四百年台灣主體現代史　11
蘇晏德　受氣、憤怒、掠狂、起痟　12�13
盧繼寶　無大無細（1）　13
11月（248期）

呂子銘　一寡大小代誌　7
洪健斌　婚逃賣卵蛋　11
12月（249期）

洪健斌　七字仔時事報　9
陳春美　報馬仔大王　14
盧繼寶　無大無細（2）　15

台文戰線
1月（33號）

李長青　得獎感言　17
編輯室　作者簡介　18
鄭雅怡　得獎感言　24
編輯室　作者簡介　25

台江台語文學季刊
3月（9期）

編輯部　評定書　109
杜信龍　核能議題：抽籤問國運　234
蕭藤村、董淑連、陳美珠　曾骨蕭皮　235�236
5月（10期）

田坤仁　戀戀台南都　202�204
杜信龍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湯德章　205
洪莞紜　南屯真正　206
邱冠中　成婚　207
8月（11期）

蕭藤村漢譯　《百週年見證歌》胡梅七字仔唸唱　224�
232

杜信龍　核災惡夢　233
高月員　褒歌　234
11月（12期）

楊秀卿唸歌唱詞，許嘉勇音字整理　台灣唸歌國寶楊

秀卿唸歌唱詞　216�232

台語教育報
4月（36期）

鄭清鴻、黃紹寧、簡嘉佑、李江却基金會　世界母語

日活動報導　A4�A5
8月（38期）

顏之群　走過十年—海翁台灣文學營　A1
顏之群、黃紹寧　第10屆海翁台灣文學營報導　A4�A5
蔡承甫　中元普渡儀式　A8

台灣文學研究
6月（6期）

米海兒‧法農，林深靖譯　殖民主意未爆彈暨新型態

殖民主義　13�34
賽澤爾，林深靖譯　反叛者法農　35�40
萬胥亭　〈如何思考人民？—論葛蘭西「民族－人

民的」概念〉與談及回應　67�72
夏林清　〈庶民視角的教習踐行：邊界文本與抵殖民

的家園政治〉與談及回應　125�129

台灣文學館通訊
3月（42期）

辜貞榕　苦行圖像，修復再現—〈張深切徒步旅行

之名人題字錄〉的修復與保存　92�97
林佩蓉　〈犁著好年冬〉　106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07
林佩蓉、左美雲　文學館紀事　111
6月（43期）

辜貞榕　古典詩人的文學歸宿—周定山文物入藏前

置作業　26�30
林佩蓉　〈矛盾篇〉　108�109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09
林佩蓉、陳慕真　文學館紀事　110�111
9月（44期）

王嘉玲　文學與科技的結合—「台灣文學的內在世

界」常設展行動導覽APP　105
林佩蓉　《長夜》　108�109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09
顧敏耀、陳慕真、簡弘毅　文學館紀事　110�111
12月（45期）

黃綉媚、辜貞榕　天壤間唯一尚存的孤本—《風

車》詩誌的修復與保存　114�117
周華斌　《風車》第3輯　118�119
研究典藏組　文物捐贈芳名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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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藝
4月（第2年第1號）

編輯部　踏話頭（試題）　25
賴　和　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　26�27
一記者　新舊文學之比較　28�30
脫線、邱罔舍編作灌音，施俊州漢羅筆錄　邱罔舍拼

脫線（第2集）：Hō͘我試看māi　67�82
拷秋勤　金光閃閃　105

吹鼓吹詩論壇
3月（18號）

白　靈　詩射九份　242
9月（19號）

白　靈　「布演台灣」之小詩展　57
編輯部　小詩獎得獎作品與講評；得獎作者簡介　74�

83；85
藍念初　成功大學互動裝置詩展《褻玩》作品　226�

228

明道文藝
5月（453期）

康　原　俗語‧詩歌與文化　46�50
7月（454期）

編輯部　第32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得獎名單；第32
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評審委員簡介　6�7；
8�12

表演藝術
1月（253期）

陳淑英　黑暗王國裡的苦口婆心—唐美雲　變回女

兒身巧扮楊教頭；非常纖細，非常敏感—

莫子儀　張起蒼鷹之翼說青春鳥故事；一往

情深的代價—吳中天　大火快炒的龍子；

抓不住的狂野—張逸軍　綢吊飛舞阿鳳的

傳奇　44；45；46；47
8月（260期）

江育瑩、侯伶儒、林立雄　十個關鍵字　帶你走入

《西夏旅館》　32�34

客家
1月（283期）

張　田　食个鄉土話（3）、佬金錢有關个俚諺語

（1）　77�78
3月（285期）

許正龍　落葉歸根還係夢　74
羅慶士　選贏執政好報恩　74
張　田　食个鄉土話（4）　75

4月（286期）

張　田　佬金錢有關个俚諺語（2）　72
5月（287期）

張　田　佬金錢有關个俚諺語（3）　74�75
6月（288期）

張　田　挍鬼有關个詞語　76�77
7月（289期）

張　田　消遣婦人家个稱呼　74�75
10月（292期）

張　田　12生肖　鼠牛饗諺　72�74
11月（293期）

張　田　12生肖　虎兔龍饗諺　76�78

客家少年
5月（1期）

鄧榮坤　狗落火囪—和唔到　72�73
6月（2期）

鄧榮坤　閹雞仔屙白屎—會死會死　76�77
7月（3期）

鄧榮坤　閻王的長年—做鬼頭路　74�75
8月（4期）

鄧榮坤　蛤蟆頦吊算盤—精打細算　72�73
10月（5期）

鄧榮坤　老鼠拖秤砣—自塞門路　54�55

歪仔歪詩
8月（12期）

肖　水　對岸發聲　131�132

秋水詩刊
1月（160期）

洪揚詞曲　問詩　98�102
琹川整理　《戀戀秋水》詞曲回應　103�105

海星詩刊
3月（11期）

龔　華　畫作：玫瑰　45

海翁台語文學
1月（145期）

黃勁連作詞，吳晉淮作曲　我是海上的男兒60�61
旺　來　搶年搶節　96�98
平　安　心適的笑詼　128�129
陳綉燕　公園眾人的　130�133
3月（147期）

洪章夫　火金「蛄」是啥物？　44�54
葆　光　春天後母面　84�86
黃靜惠　牛屎佮蛇精3則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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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淑秀　阮兜牌隨身罐　132�133
吳麗蘭　喜氣洋洋講好話　134�135
4月（148期）

顏之群　第一上帝公，第二曾春風，第三文貴王，第

四攲頭旺。　84�85
林錦賢採集編寫　台語笑話「流淚、流淚」　128�129
陳綉燕　海翁咧吼；寄生仔咧哭　130�133
5月（149期）

李　鳳　有量就有福　94�95
黃月春　乞食義仔　130�131
陳春美　鴨咪仔佮圓仔　132�136
6月（150期）

吳昭平　扛轎毋扛轎，管新娘放尿　90�93
黃靜惠　牛屎佮蛇精4則　126�129
蕭瑞玉　畢業典禮在校生致詞　130�132
7月（151期）

李　鳳　修心較好食菜　84�85
葆　光　刺毛蟲的笑詼　130�132
許忠和　台灣米上蓋芳　134�136
8月（152期）

旺　來　人牽毋行，鬼牽溜溜行　68�70
許忠和　台灣向前行　130�133
9月（153期）

葆　光　想富，散到；想貪，屎漏　70�72
10月（154期）

吳昭平　做官若清廉，食飯就攪鹽　84�86
玉　秋　老師佮學生的笑詼　124�126
11月（155期）

李　鳳　一枝草，一點露　80�81
黃靜惠　牛屎佮蛇精　126�129
劉惠蓉　神主牌仔的由來　130�131
許忠和　鳥仔的心聲　132�134
12月（156期）

葆　光　你愛我死，我愛你無命　78�80
冷　魚　一家伙仔觸袂煞　126�129
許忠和　一丈差九尺　130�132

乾坤詩刊
1月（69期）

許水富　詩人，紙上畫會　1、6�12
編輯部　名家手稿　20�22
鄧傳叔　名家手稿：馥苑吟草　1
4月（70期）

張　默　詩人，紙上畫會　1、6�11
編輯部　名家手稿　20�24
王景山　名家手稿　右翻1
7月（71期）

大　蒙　詩人，紙上畫會　1、6�10

編輯部　行動讀詩會年度詩獎；慈濟大學文學獎　84�
89；90�93

溫任平　天郎星重現：因緣　112
饒小康　名家手稿：遣懷詩稿　右翻1
10月（72期）

李曼聿　詩人，紙上畫會　1、6�13
編輯部　名家手稿　19�24

國文天地
1月（344期）

王大智　系統與價值—談談莊喆與張大千　4�8
9月（352期）

楊曉菁　主題閱讀應用於高中散文教學之試探—以

親情散文為例　45�60
邱凡芸　華語文文化教育之傳承與創新　61�68

硓 石
6月（75期）

胡巨川　壯志雄才李漢如（1）　100�116
9月（76期）

胡巨川　壯志雄才李漢如（2）　93�113
12月（77期）

胡巨川　壯志雄才李漢如（3）　105�119

笠詩刊
8月（302期）

編輯部　笠詩人手稿展　154�174
10月（303期）

編輯部　笠詩人手稿展　155�173

野薑花詩集
12月（11期）

編輯部　詩的實驗寫作：拼圖詩特輯　39�40
千　朔　野薑花集創寫作—交響詩、生態詩特別企

劃　165

創世紀
3月（178期）

陳巍仁　不成文的都成詩　37�38
6月（179期）

郭申睿　現代的傳承—台大現代詩社　34�35
9月（180期）

編輯部　創世紀60年慶大會流程；創世紀60年詩獎決

審會議記錄；編輯部　《創世紀》60年大事

記；《創世紀》詩獎歷屆得獎人名錄　9；10�
23；294�305；311

許雅筑　微光與變焦　227�228
白楊編　《創世紀》歷年刊載的詩人、詩論、詩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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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簡表　306�310
12月（181期）

康書恩　詩的噴泉　43�44

短篇小說
2月（11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E—事件 E comme Événement 
177�180

4月（12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F—虛構Fiction　153�156
6月（13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G—系譜學G comme généalogie　
163�166

8月（14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H—偶然H comme Hasard　163�
166

10月（15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I—無人稱I comme Impersonnel　
129�132

12月（16期）

楊凱麟策劃　字典：J—賭局 J comme Jeu　167�170

華文現代詩
5月（1期）

鄭雅文詩，陳正義曲　身影　封底內頁

11月（3期）

林錫嘉　成立「台灣散文詩山林」的發想　133

新文壇
7月（55期）

李　玉　馬年十願　94
沈　立　相逢休道是尋常　102
長　明　說台灣（數來寶）　112�114

新地文學
3月（27期）

古遠清　台灣文壇六十年來文學爭論提要　168�207
6月（28期）

古遠清　台灣文壇六十年來文學事件掠影　158�201
9月（29期）

古遠清　台灣文壇六十年來文學事件掠影（1945�
2012）；台灣文壇六十年來文學事件掠影

（上）　166�188；256�285

葡萄園
11月（204期）

高　準　聯語：詩人丁潁兄擬開牛肉麵館撰聯為賀

（1981）　42

聯合文學
1月（351期）

編輯部整理　白先勇年表；《孽子》人物關係圖　68�
69；82�83

2月（352期）

但唐謨　亞洲風味雞肉沙拉　165
6月（356期）

林載爵　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停辦啟事　19
陳逸達　作家的反抗：戰後世局勢&反抗年表；戰後台

灣反抗年表　40�41；72�73
李屏瑤　反服貿×閱讀　74�75
7月（357期）

楊力龢　《李爾王》圖像小說　68�71
8月（358期）

編輯部　大海浮夢—夏曼‧藍波安以及台東文學感

官浪遊　30�35
10月（360期）

編輯部　蔓延：青年詩人的十年之旅—裝置一〈裂

縫〉；飲冰室茶集藝文館情詩大賞徵文得獎

名單　28�33；88�91

鹽分地帶文學
12月（55期）

陳玉珠　走繪台灣的小漁港　6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