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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臺灣文學出版觀察

若要瞭解當年度臺灣書市狀況，可透過各大

書店、出版社及電商所發布的年度排行榜及相關

報告略知一二。例如「誠品書店」每年年底所發

布當年書籍暢銷排行狀況，並且進行分析，具有

某種程度的代表性。「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

力的書」則是於當年12月初，針對媒體、作家、

讀者、出版人發出問卷進行票選，統計排名後再

進入第二階段評選，以評審合議的方式選出具影

響力的十大好書。Openbook 的年度好書獎，則

是邀請資深作家、出版人評選出多種類別的年度

好書。這些在當年年底、隔年年初所發布的報告，

皆是觀察臺灣書市狀況或民眾閱讀喜好的重要指

標之一。在幾大主流機構的票選及報告，可供有

興趣的讀者參考之外，在臺灣文學出版與閱讀方

面，筆者不揣淺陋的在此貢獻一點點觀察與閱讀

心得。

創作現象──回返自身、堅持創作、

            新詩順應網路載體
作家回返自身的生命經驗、生長環境，透

過書寫重新釐清自我或探向家國歷史，所幅射出

的書寫面向相當廣闊。以駱以軍為例，雖歷經生

活、憂鬱、疾病接連困頓，仍持續創作不懈。作

家及其小說《匡超人》（麥田）在 2018 年連續獲

得了聯合報文學大獎、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

Openbook 年度好書獎，便是作者從他的「破雞

雞」創造了「破雞雞超人」展開一趟奇幻的旅程。

散文作品以他與兒子之間互動所創作出來的《小

兒子》亦改編為舞臺劇、動畫受到觀眾的歡迎。

再以鍾文音為例，《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

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大田），聚焦

在對自身生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淡水」，離開

了個人青春哀歡的歲月，延展成三十多萬字的小

說，透過不死的「夢婆」以穿越時空、今昔對照

的方式，接連起兩位淡水女孩的命運。

而新詩順應網路載體的傳播特性，近兩年

「晚安詩」、「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利用社群媒

體的群聚特性，引起一波「現代詩的復興」之勢。

不僅讓新詩人更容易被看見，也由於發表與閱讀

的即時性，使得詩作能夠即時反應且深入當下╱

當代的社會現象，短短的文字很快就引起讀者的

共鳴。詩歌在網路上的興起，也引動了許多議論，

例如口語入詩的優劣或詩文字美學的討論等，都

是在發展中的現象，值得期待。

詩──內在的思考與迴聲
臺灣詩壇每年有 2 部重要的年度詩選，分別

為二魚文化出版的《2017 臺灣詩選》及春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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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點線面

的《2017 年台灣現代詩選》，由詩選委員的眼光

引導讀者認識年度好詩，並瞭解臺灣詩壇的年度

創作面向。《2017 臺灣詩選》分為五輯：「小

詩」、「短詩」、「中長型詩」、「散文詩」、「組

詩」，收錄翁書璿、許水富、方群等 95 位詩人

詩作。《2017 年台灣現代詩選》則收錄陳秀珍、

河岸、蘇紹連等 32 位詩人詩作。在兩本詩選的

編選序中，不約而同地對如今網路發達對詩文學

書寫及發表場域改變的觀察及思考。白靈在〈微

的時代──《2017 臺灣詩選》編選序〉中著重詩

形式的思考，認為傳統詩形式偏向長、大、巨，

而今因應閱讀習慣的改變，也應將「微」列入詩

形式的重要指標之一。莫渝在〈期待詩的光芒！

──《2017 年台灣現代詩選》話語〉一文中則認

為，無論詩的讀寫、發表場域或傳媒型態如何改

變，「詩仍是情的抒發」是毋庸置疑的。

遠景出版康原《滾動的移工詩情》，作者在

街頭採訪來自於東南亞的移工，轉化為詩文字敘

述他們生活的點滴、思鄉及對未來的想望，輔以

影像紀錄每一位來自他鄉異地眾多堅硬不屈的身

影。近兩年來，常可見媒體報導因工作過勞所發

生的不幸事件。黑眼睛文化出版《我現在沒有時

間了──反勞基法修惡詩選》旨在為 2015 年以

來「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留下見證，所收錄

的詩作從各種角度出發，呈現對於過勞惡化的擔

憂、對職場解雇的恐懼、對環境改變的期待等多

元主題，透過詩文字與社運互動。

九歌出版林餘佐《棄之核》以「被遺棄者」

的角度，敘寫生命與死亡、破損的器物、空間的

體感及不可測遇的宿命。春暉出版鄭烱明《死亡

的思考》，書寫詩人步入中老年後，回顧過往的

人生苦惱、對現實的抵抗，以及一系列對死亡的

思考。寶瓶出版阿布《此時此地》收集詩人在住

院醫師訓練期間，面對許多病患所帶來的各種問

題的思考與再提問，在文字中尋找答案、在詩裡

遇見未見的自己。逗點文創出版潘家欣《負子獸》

以新詩、日記及書信，勾勒成為母親後的生命歷

程，並且探討生命的本質。

文學選集──濃縮臺灣文學歷史的

            記憶
「文學選集」的編纂不僅是拓寬某地、某

時的文學歷史，也得以建立文學史的敘述結構；

而以叢書形式出版，則能更為詳盡地含括各種文

類，協助讀者更容易掌握文學的脈動與發展過

程。2018 年引人注目的選集出版有四：首先，是

為了迎接九歌出版社創社 40 年，出版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華文文學百年選」叢書，預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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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每卷2冊。以1918到 2017年為時間距度，

選收臺灣、香港、馬華、中國大陸四大華文文學

板塊的新詩、散文、小說作品。縱向以編年史的

方式呈現華文文學的百年風華；橫向則涵蓋了多

元的作品主題及不同的美學。2018 年已出版臺灣

卷及香港卷共 8冊。

臺南市文化局委託陳昌明教授召集編輯《臺

南青少年文學讀本》，邀請李若鶯、王建國、吳

東晟、施俊州、許玉蘭、林培雅六位學者，以一

年的時間編選小說、散文、現代詩、臺語詩、兒

童文學、民間故事，內容大抵從日治時期新文學

興起，以至當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為突顯臺

南文學的特色，特別規劃臺語文學與府城地方傳

說。本套選集旨在啟迪青少年讀者，並且發現閱

讀的樂趣。

2010年起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財團法人台

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策畫執行「臺灣現當代作家研

究資料彙編計畫」，至 2017 年為止已出版百冊。

2018 年進入第八階段，邀請陳萬益、向陽、陳義

芝、彭瑞金、須文蔚等學者，編纂林語堂、洪炎

秋、李曼瑰、王詩琅、李榮春、吳瀛濤、王藍、

郭良蕙、辛鬱、黃娟 10 位作家，每冊內容包括

作家照片、手稿、小傳、年表、研究綜述、重要

評論文章選刊及評論資料目錄等。跨越不同時代

與文類，展現臺灣文學多元面貌，也為臺灣文學

基礎工程再鑄一塊基石。

在作品及評論選集之外，聯經出版由李時雍

主編《百年降生：1900-2000 臺灣文學故事》，

本書邀請 12位學者（也是作家），自 1900 年起，

摘截當年的重要文學活動、記事或著作，直至

2000 年；寫成一篇篇的文學故事，以不同的角度

帶領讀者認識臺灣文學百年的歷史。

散文──撿拾人生的日常風景
九歌出版吳鈞堯《回憶打著大大的糖果結：

給孩子的情書》，收錄 30 篇散文。是身為父親

對孩子的叨叨絮語，也是作者與自己的對話。從

孩子開口學說話、記憶地址、長高長大的過程，

陪著孩子一起以自己為原點，認識家族並探索世

界。木馬文化出版林蔚昀《回家好難：寫給故鄉

的 33 個字詞》，離開臺灣 16 年後返鄉定居的作

者，重新面對臺北的一切，以 33 個字詞重新定

義「家」與「故鄉」，透過書寫記憶回家的旅程。

天下文化出版郭強生《來不及美好》，繼《何

不認真來悲傷》（2015）、《我將前往的遠方》

（2017）之後，年過四十的作者，以文字寫下記

憶中的臺灣、紐約及那些過往中許多或錯過的、

或失去的，也有許多仍然擁有的，以及仍持續發

生的。聯合文學出版創作近半世紀的林文義《酒

的遠方》，收錄作者近三年發表於報紙副刊、文

學雜誌的散文及詩作，以隨意之筆記述生命流程

中所遇、所思、所感。

自2016年 7月起，隱地先生連續出版了「五

○年代」，「六○年代」，「七○年代」，「八

○年代」，「九○年代」五本年代之書。2018 年

爾雅續出版隱地先生《帶走一個時代的人：從李

敖到周夢蝶》收錄作者懷人、讀書、評事的文章，

陪伴讀者重新看見文學天空中的星星。印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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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當我成為我們：愛與關係的三十六種可

能》，小說家敘寫自身在戀愛關係中所經歷的挫

折與思考，解開一道又一道關於愛的謎題；並且

在與戀人的互動中，學習真誠地認識對方、瞭解

自己。

適逢九歌出版社創社 40 周年，出版了由李

瑞騰、陳素芳共同主編《九歌 40：關於飛翔、安

定和溫情》，邀請了 40 位作家、學者、編輯來

談九歌出版社的種種及自身與九歌之間的緣分。

寶瓶出版大師兄《你好，我是接體員》，作者是

在PTT媽佛版的紅人，目前擔任殯儀館的接體員。

本書收錄作者在工作中所看見或聽見的故事，以

看似幽默的筆觸，寫下諸多死者的故事、省思與

啟發。

文學評論與年鑑──文學創作路向

                  的開拓
聯合文學出版由王智明等學者編《回望現

實 ‧ 凝視人間：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以

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派一方的文章為

主，分為「脈絡」、「論戰」、「反思」三個單

元，收錄郭松棻、胡秋原、王拓、葉石濤、尉天

驄、施淑、林載爵、呂正惠等多位共15篇文章。

期能為鄉土文學論戰開啟不同的思考與討論角

度。釀出版出版紀昭君《假的我眼睛業障重啊：

書評體的百萬種測試與生命叩問》，作者立基於

人文學科概念的連結，參考多達五百餘本的各類

書籍，提升創作、推理、小說與女子兒童話語權

等領域，並且進行書評體建構的測試，展現書評

佐藤正午 著；王蘊潔 譯

皇冠 /10709/319 面 /21 公分 /4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33968 /861

傳說最初誕生在世上的那對男女，有兩種不同的死

亡方式可以選擇：一種是像樹木一樣，死後留下種

子，延續血脈；一種是像月亮一樣，死後可以一次

又一次地轉世重生……小山內堅幸福的生活，在女

兒七歲那一年完全變了樣。她偶爾會流露出洞悉世

事的眼神，甚至寫出古老的短歌，遠遠超過這個年

齡應有的知識。某日，女兒突然不告而別，小山內

怎麼也想不到，她正前往記憶裡那個眷戀不已的地

方……（皇冠）

月之圓缺

東野圭吾 著；王蘊潔 譯

皇冠 /10708/282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33906/861

湯川學高中母校的學弟古芝伸吾和他同樣是科學

癡，深信掌握科學的人，就能夠掌握世界。在湯川

的指導下，伸吾創立了物理學研究會，之後更追隨

湯川的腳步，考進帝都大學。眼看新的天才科學家

即將誕生，原本與姊姊相依為命的伸吾，卻因為姊

姊的離奇死亡，選擇離開了帝都大學。刑警草薙奉

命調查自由記者命案，發現竟然與伸吾姊姊的死息

息相關，且因牽涉眾議院議員，案情陷入膠著。而

伸吾也消失無蹤，警方懷疑他正在策畫危險的復仇

計畫……（皇冠）

禁忌的魔術

語
言

/

文
學

語
言

/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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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社會與文化風貌。巴代長篇小

說《野韻》，書寫大巴六九部落的女孩莎姑，愛

唱歌的她，被姑媽收養，卻得不到寵愛。之後經

歷空襲、返回部落，她重新開始學習族語，之後

進入婚姻生活，融入部落脈動。跟隨莎姑的生命

走向，觀看大巴六九部落的興衰起伏。李喬《生

命劇場》以退休閒居在苗栗鄉間的夫婦生活，牽

引出老樟樹、老茄冬、藍鵲、山豬、鯉魚、鱸鰻

等植物動物的情感欲望，引導讀者思考人與自然

的共存之道。

辭世作家──先行者的背影
依筆者手邊有限的資料，2018 年辭世的作

家、詩人多達十餘位。限於篇章，略述較為大

眾認識的詩魔洛夫（1928-2018）、作家張拓蕪

（1928-2018）、身兼政治評論、作家等多重身份

的李敖（1935-2018）、國立臺灣文學館首位館長

林瑞明教授（1950-2018）、作家李維菁（1969-

2018）。

當代臺灣十大詩人之首的洛夫，也是在現代

詩領域中被評論專書收錄及學術論文討論最多的

詩人，其語言技巧的表現與實驗，影響了現代詩

的發展。張拓蕪的「代馬輸卒」散文系列迴響巨

大且深廣，2010 年出版散文集《我家有個渾小

子》以真誠的文字敘述父兼母職的甘苦。李敖一

生的寫作考證嚴謹、筆鋒直率、犀利，活出一個

獨特的姿態。林瑞明教授是臺灣文學研究之學科

化及體制化的重要推手，更是讓臺灣文學為國際

學界關注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一位詩人，2015 年

體多元發展的可能。

國立臺灣文學館每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年

鑑」是臺灣文壇一大要事。《2017台灣文學年鑑》

內容含括創作與研究綜述、人物、著作與出版、

會議與活動、大事記、名錄。相當完整的看見當

年度的臺灣文壇要事、重要著作以及關鍵詞，不

僅是文學史的基石，同時也窺見未來發展的線

索。

小說──串連歷史碎片，為人物添

        加血肉
麥田出版鄭清文遺作《紅磚港坪：鄭清文短

篇連作小說集》由40篇短篇小說連綴成的長篇；

以舊莊為地點，故事橫跨殖民時代，到戰後、戒

嚴，以及解嚴，直到總統直選、民主時代。帶領

讀者一同召喚臺灣幽微的歷史記憶。遠流出版柯

宗明《陳澄波密碼》藉由一件畫作修復委託案，

逐步挖掘出埋藏在臺灣美術家陳澄波畫作中的懸

疑迷團，透過陳澄波的生命軌跡，勾勒同時代楊

三郎、潘玉良、呂赫若、楊逵等文藝青年的身影。

時報出版上官鼎《阿飄》，是作家首部科幻政治

小說。透過外星人的眼與耳，敘述民主制度的亂

象及崩壞，引領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臺灣的政治

及民主制度進行反思。不同於《阿飄》反思當代

現狀，寶瓶文化出版洪茲盈《墟行者》則是以科

幻探索人類歷史與文明的未來可能，同是對「生

命」進行哲思性的辯論。

印刻出版鄧慧恩《亮光的起點》以第一位臺

灣籍博物學家王雨卿的生平經歷為主軸，勾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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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刻出版詩集《日光與黑潮》展現對直觀生命實

相的新領悟。2010 年，以小說集《我是許涼涼》

（印刻出版）驚豔文壇亦獲得台北書展文學大獎

的李維菁，驟逝消息令文壇惋惜不已。

未及細述的尚有志文出版社創辦人張清吉

（1927-2018）、一生獻身於臺灣河川水利工程的

詩人蜀弓（本名張效愚，1927-2018）、五、六

○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童真（1928-

2018）、藍星詩人阮囊（1928-2018）、沈臨彬

（1936-2018）、「三月詩會」創始同仁之一謝輝

煌（1931-2018）、擅於描寫小人物生活情態與奮

鬥的作家劉春城（1942-2018），僅藉文章一隅以

示追思。

2019 年 2 月舉辦的「2019 台北國際書展」

由於天氣、眾多知名作家及影視明星的參與，以

及鼓勵中小學學生的參觀等原因，皆拉高了參觀

人次；而多達一千多場的活動及講座，也刺激了

各類書籍的銷售量。於此同時，也出現反思的聲

音。東海書苑負責人廖英良提出「購書不等於閱

讀」的觀察，國際書展是刺激讀者購書，但閱讀

的推廣則必須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而實體書店是

扮演閱讀推廣的重要角色。

2018 年 12 月，以作家權版權開發為目標，

跨足出版、影視改編，且經營電玩遊戲、漫畫等

周邊產業的「鏡文學」宣布旗下簽約作者近五百

名，包括知名作家白先勇、駱以軍、伊格言、陳

雪等，並且舉辦首屆影視長篇小說大獎。文學作

品的跨界改編正在慢慢形成一股氣候，臺灣文學

未來的出版風景，值得期待。

C.J. 杜朵 著；楊沐希 譯

皇冠 /10707/367 面 /21 公分 /4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33821/873

他還記得十二歲的時候，和米基、蓋肥、阿普、妮

妮一票死黨一起在那個封閉的小鎮找樂子。他還記

得「粉筆人」，他們用粉筆塗鴉當作秘密暗號：火

柴人加上圈圈代表「遊樂場見」，一堆線條和三角

形代表樹林……每個人都有專屬的顏色，藉此區隔

是誰留下的訊息。他們騎著腳踏車穿梭在小鎮的大

街小巷裡，美好的夏天和童年的冒險彷彿永遠不會

結束，直到那一天……（皇冠）

粉筆人

威廉．埃金頓 著；彭臨桂 譯

臺灣商務 /10709/343 面 /21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531619/878

就如同《堂吉訶德》，塞萬提斯的創作過程，是一

個鼓舞人心的冒險故事。威廉．埃金頓在大師逝世

四百多年後，以發明小說的人充滿苦難與挫敗的真

實人生，對照當代虛構小說的誕生過程。除了精闢

解析《堂吉訶德》的敘事、創作過程，以及西方第

一本小說如何被「發明」的秘辛，讓此書備受全球

肯定。作者從「啟發想像力」論述《堂吉訶德》轉

變了人們閱讀、書寫和思考的方式，閱讀小說讓人

能夠深入思考、想像，體驗自己與他人的世界觀。

（臺灣商務）

發明小說的人
塞萬提斯與他的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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