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36 期

本期主題

閱讀2013˙悅讀一生

圖片設計：駱欣梅主任

春天來了，國家圖書館邀您一起跟著「詩」去旅行 / 國家圖書館
2013春天讀詩節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 國家圖書館

訊息看台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寶庫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參考書單一 / 國家圖書館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參考書單二 / 國家圖書館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1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1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2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36 期

閱讀專題

春天來了，國家圖書館邀您一起跟著「詩」去旅行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為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全民閱讀素養，國家圖書館訂於2月23日至5月18日，舉辦「春天，
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閱讀系列活動。規劃辦理7場專題講座，邀請學者、詩人擔任
主講人，並於國圖閱覽大廳同步展出相關主題圖書與詩集。

轉載自：國家圖書館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網站

  國家圖書館為推展全國閱讀運動，提升全民閱讀素養，近年積極邀集各級圖書館、政府單位及
民間團體合作辦理各類型閱讀活動。2013年開春之際，即推出「春天，跟著詩去旅行」系列活動專
題講座，邀請民眾走進圖書館，來趟閱讀走春體驗，一起悠遊於詩人筆下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致，
跟著「詩」去旅行。

  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長表示，春天氣候宜人，正是閱讀的好時機，尤其閱讀饒富情韻的雋永詩
詞，更能啟發靈思，陶冶性情。因此國家圖書館規劃一系列以「詩」為主軸的專題講座及主題書
展，希望透過演講、導讀及好書展示等活動，營造春天讀詩節的氛圍，帶動民眾於春天一起享閱讀
詩的美好，進而讓閱讀走進每個民眾的生活。

  本活動自2月23日起至5月18日，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7場次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及詩人
作家，包括蔡瑜、徐國能、胡錦媛、嚴志雄、吳錫德、向陽、羅智成等人擔任講座主講人，引領民
眾隨著詩人遊覽、行旅，感受詩中獨特的意境，沉浸於春風和煦、山光明媚的詩情畫意中。

  首場講座將於2月23日下午2時登場，由臺灣大學中文系蔡瑜教授主講「陶淵明的園田交響
曲」，歡迎民眾踴躍參加。國圖並同步於閱覽大廳展出相關主題圖書與詩集，且結合趨勢教育基金
會、公共圖書館、大學及高中圖書館，辦理15場次巡迴講座，將「詩旅行」的列車駛向各地，讓全
台整個春天，充滿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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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春天讀詩節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為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全民閱讀素養，國家圖書館訂於2月23日至5月18日，舉辦「春天，跟著
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閱讀系列活動。規劃辦理7場專題講座，邀請學者、詩人擔任主講人，
並於國圖閱覽大廳同步展出相關主題圖書與詩集。

轉載自：國家圖書館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網站

請預先網路報名，網址：http://activity.ncl.edu.tw/ 

時間 / 地點 講座主題 主講人

2/23（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陶淵明的園田交響曲 蔡  瑜

3/9（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憂患中的藝術超越：杜甫在天涯 徐國能

3/30（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移動/互動/運動 
─旅行詩與詩旅行

胡錦媛

4/13（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清初東北流人的『春天』 嚴志雄

4/27（日）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詠嘆詩城巴黎：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吳錫德

5/11（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好山好水好台灣： 
我的地誌詩書寫與朗誦

林淇瀁(向陽)

5/18（六） 14：00-16：30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三樓國際會議廳

作家的旅行 羅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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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

三、基隆市102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啟動平台交流，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形塑優質閱讀氛圍。

二、擴展閱讀成效，報導閱讀推手作為，提昇閱讀指導品質。

三、建構閱讀社群，分享校際閱讀創意，促動閱讀文化深耕。

參、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一、發行單位：基隆市政府

二、編輯小組：由教育處組成編輯小組。

編輯工作會議訂於每月雙週週五下午召開，以不影響課務和各校校務推動的原則下，參加人員核給
公假半天。

三、承辦學校：基隆市暖暖區八堵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本市資訊小組以及年度每期輪值主編學校

肆、辦理方式：

一、規劃原則：主動傳播、經濟製作、永續服務。

二、形  式：電子報，HTML圖文版及文字版。

三、發行頻率：月刊，每月廿日發行。

四、版面規劃：每次月刊採整合主題（由編輯小組邀集教育處長官或專家學者製定）

共分為六個專欄：

（一）閱讀專題：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報導，特約文章、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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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擂臺：提供本市各校閱讀策略、方案、課程、教學之報導。

（三）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分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經驗給現場教師。

（四）杏壇尖兵：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經驗，提供老師閱讀指導經驗交流。

（五）主編的話：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述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理解。

（六）圖書館利用教育：針對圖書館設施、以及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情形分享。

五、發行對象：本市學校教師、新聞媒體及其他關心閱讀教育之社會大眾。

六、發行網址：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http://210.240.1.43/~readpaper/ 供訂閱。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

伍、預期效益：

一、使學校教師及家長更清楚本市閱讀教育政策，並透過電子報的建置，了解各校教育動態。

二、透過基隆市屬教師分享閱讀教學之機制，促成學校教職員工及家長的教育共識，增強教閱讀教
育的參與度。

陸、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暨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柒、獎勵：承辦業務單位及學校活動圓滿達成之有功人員依本市獎懲規定辦理記嘉獎勉勵。

捌、本計畫呈基隆市政府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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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組別 姓名 服務機關 工作職掌 備註

行政組

張市長通榮 市政府 發行人  
蕭處長錦利 教育處 社長  
李副處長春國 教育處 副社長  
劉科長美蘭 教育處學管科 召集人  
魏校長川淵 八堵國小 副召集人  

編輯組

劉珮君 教育處學管科  調用教師

廖俊彥 資訊小組 網路系統技術 調用教師

林燈亮 資訊小組 網路系統維護 調用教師

林志民 資訊小組 發報及網站程式設計 調用教師

輪值主編單位

五堵國小

擔任102年電子報發行輪值學校

八堵國小

八斗國小

成功國小

德和國小

正濱國中

八斗高中

藝文領域小組

幼教輔導團

閱讀寫手 聘請2-3名 電子報發行以來各期報導之優秀閱讀推動教師

陳怡潛 視聽小組 美編  外景攝影 調用教師

鄧詩展 建德國小 美編  版面設計  
駱欣梅 八堵國小 美編  影像處理  

總務組

張志傑主任 八堵國小 行政協調聯繫  
駱欣梅主任 八堵國小 採購申請作業  
林宮華主任 八堵國小 執行預算與決算  
李昆原先生 八堵國小 經費核銷  
趙友弟小姐 八堵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購  
李素梅小姐 八堵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購  

 

點閱:23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8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36 期

訊息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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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102.01.01~102.01.20   進行年度籌備工作

                                發行101年閱讀教育電子報【實踐與累積101】專刊

                                深化【Facebook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經營

102.02.11~102.03.31   102年度編輯計畫研擬(預計本年度出刊9期。

                               含定期出刊7期以及2期特刊)

102.04.01~102.04.30   召開年度編輯事務工作協調會議

                                辦理輪值主編單位編輯人員協作平台研習

                                配合行銷「2013基隆童話藝術節系列活動」、「十二年國教議題」

                                        及「世界閱讀日」（4/23）活動

102.05.01~102.06.30   辦理「我的閱讀教學策略」教師長期徵文活動

102.07.01~102.08.31   期中工作檢討會議

102.09.01~102.09.31   「閱讀起步走-送給小一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計畫配合活動

102.10.01~102.10.31   推廣及行銷電子報活動(結合教務主任會議辦理)

102.11.01~102.11.30   讀者回饋意見調查

102.12.01~102.12.31   執行成果檢討並提下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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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項次 項目 工作要點 備註

一 成立編輯小組 1.擬定工作計畫   2.市府教育處敦聘小組成員  

二 編輯工作籌備會議
1.小組成員分配工作職掌2.擬定出版內容重點，

確定編輯進度。
 

三 稿件徵集
1.各專欄負責人進行約稿或徵稿2.截稿日期  每月10
日

 

四 原稿校對審定及美編

1.定期召開小組會議審定稿件，並對文稿進行校
對。

2.頁面排版及美工處理。

 

五 發行出刊
1.完稿送資訊小組上網

2.每月20日出版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六 檢討
出刊後召開檢討會議，

以作為下期出刊之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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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一、發行宗旨：

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向，期許形塑優質閱讀
氛圍、提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踴躍投稿。
 

二、徵稿單元內容：

項目 內  容 文字、圖片或相片

閱讀專題
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報

導，特約文章、心得分

請摘錄有關閱讀專題文章（300字～500字），進行報導，並請附上原

始文章出處。以圖表方式整理呈現更佳。每期報導1-3則。

策略擂臺

提供本市各校、各領域小

組在閱讀策略、方案、課

程、教學、活動之報導

針對本市長期推動閱讀之學校以及推動十二國教邀請幼教輔導團與國

中小藝文領域小組、國教輔導團精進教師教學策略年度重要工作—閱

讀等進行專題編撰。每校請針對學校閱讀推動特色、策略、方案、行

政規劃、班級指導、親子共讀—等面向，於每期報導1所。每則1000字

以內，並請附1M以上的數位相片3-5張。

閱讀理解策
略教學

輪值主編學校教師分享閱

讀理解策略教學經驗給現

場教師

針對非校園內之閱讀團體、機構、各種閱讀資源，進行介紹報導。每

期1則，每則最多1000字。若能提供相關圖片檔案更佳。

杏壇尖兵
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閱

讀經驗，提供老師閱讀指

導經驗交流

歡迎學校或者學年推薦、或是教師個人自我舉薦報導，文字在1000字

以內，並請附1M以上的數位相片3-5張。

主編的話
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述

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理解

由輪值主編單位負責。每期大約200-250字左右。

圖書館利用
教育

針對圖書館設施、以及圖

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情形分

享

由輪值主編單位負責。每期一篇，最多1000字左右，並請附1M以上的

數位相片3-5張。

三、撰稿原則如下：來稿請一律使用中文、並以文書處理軟體格式繕打，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現任職
銜、通訊處及電子郵件地址。相關個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辦理。請勿一稿兩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四、本稿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若經採用，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如不願刪改，請予註明。

五、稿酬依各縣市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發給，每千字新台幣560元，相(圖)片每幀200元。稿費最高以1000字為上
限核給；相(圖)片費以最高2幀為上限核發。

 
六、每期於發行當月10日前截止收稿，來信請寄 電子報投稿專用信箱 kl100read@gmail.com
 
七、本刊以網頁形式，置於本市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網站、臉書等平台上供各界人士瀏覽。凡錄用稿件，本刊保有
於網際網路上作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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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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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壹、緣起

依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為能深入報導全市各中小學的閱讀教育推動風貌，讓市民以及教師對公立學校
推動閱讀教育的人、事、物有正向的瞭解，並透過各區記者群的實地訪查，發掘各校閱讀教育特色、值得效法的策
略規畫以及用心於閱讀教育的推手等。
 

貳、工作任務
    依電子報編輯內容，於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2則。
 
參、舉薦對象及人數
    本市公立中、小學至少舉薦一名之現職教師擔任之。（預計約70名，含行政人員）。
 
肆、收件單位
    請於5月31日前，把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 kl100read@gmail.com

後續依實際運作概況，規劃記者培訓、上機訓練。
 

伍、任務期間
        102年7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
 
陸、權利與義務
    一、每位記者每月給予在不影響課務下1次半天之公差假外出採訪，公差假採訪須依學

校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進行採訪撰稿並交稿，支領稿費及圖片、相片費。
    三、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2則。
 
柒、獎勵
    年度計畫結束後，校園記者依工作績效報府敘獎，年度撰寫報導篇數達發刊期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敘嘉獎乙次。
 
捌、本辦法經奉核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基隆市102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個人履歷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服務學校  職  稱  

連絡方式 學校電話：                         電子郵件：行動電話：                      
備    註  

*請於5月31日前，把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kl100rea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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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參考書單一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為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全民閱讀素養，國家圖書館訂於2月23日至5月18日，舉辦「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
節」閱讀系列活動。規劃辦理7場專題講座，邀請學者、詩人擔任主講人，並於國圖閱覽大廳同步展出相關主題圖書與詩集。

轉載自：國家圖書館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網站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2/23-5/18） 書單一 01-24

序號 題        名 作  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01 陶淵明的人境詩學 蔡瑜 臺北市 : 聯經 2012.04 9789570839838

02 經典躺著讀 : 從《詩經》到
《圍城》

向陽 臺北縣新店市 : 遠足文化 2012.06 9789865967147

03 文學地圖館 : 唐詩
遠足文學館編輯組編
著

臺北縣新店市 : 遠足文化 2009.04 9789866731266

04 透明鳥 羅智成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2012.04 9789575229818
05 美麗的世界 陳明台編著 臺北市 : 五南 2006 9571141453
06 花與果實 李敏勇編著 臺北市 : 五南 2006 9571141569
07 致島嶼 向陽編著 臺北市 : 五南 2006 9571141496
08 航向福爾摩沙 向陽編著 臺北市 : 五南 2006 9571141682
09 春天在我血管裡歌唱 向陽編著 臺北市 : 國立編譯館 2008.12 9789860161977
10 太平洋的風 向陽編著 臺北市 : 國立編譯館 2008.12 9789860161984
11 天門開的時候 李敏勇編著 臺北市 : 國立編譯館 2008.12 9789860161991
12 我有一個夢 李敏勇編著 臺北市 : 國立編譯館 2008.12 9789860162004

13 風櫃上的演奏會. 自然篇 : 讀
新詩遊臺灣

余欣娟, 林菁菁, 陳沛
淇編著

臺北市 : 幼獅 2007.06 9789575746643

14 走入歷史的身影. 人文篇 : 讀
新詩遊臺灣

余欣娟, 林菁菁, 陳沛
淇編著

臺北市 : 幼獅 2007.06 9789575746650

15 流浪地圖 張錯 臺北縣新店市 : 河童 2001 9579820988
16 燕人行 鄭愁予 臺北市 : 洪範 2002.04初版七印 9576742218

17 寂靜布拉格 = PRAHA Jan Reich攝影 ; 羅智成
撰文

臺北市 : 閱讀地球文化 2003 9572845926

18 乍見城市之光 路寒袖主編 高雄市 : 高雄市文化局 2007.12 9789860115840
19 紫荊賦 余光中 臺北市 : 洪範 2008.01 9789576743030
20 草葉隨意書 蕭蕭詩.攝影 臺北市 : 萬卷樓 2008.01 9789577396402

21 閱讀文學地景(新詩卷)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
公司編輯製作

臺北市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2008.04 9789575227678

22 午後淡水紅樓小坐 曾美玲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08.07 9789862210192
23 巡山 劉克襄 臺北市 : 愛詩社 2008.08 9789867388520 
24 驛度空間 王浩翔 高雄市 : 高雄市文化局 2008.08 978986014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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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參考書單二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為推動多元閱讀活動，提升全民閱讀素養，國家圖書館訂於2月23日至5月18日，舉辦「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
讀詩節」閱讀系列活動。規劃辦理7場專題講座，邀請學者、詩人擔任主講人，並於國圖閱覽大廳同步展出相關主題圖書
與詩集。

轉載自：國家圖書館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2013 春天讀詩節」網站

「春天，跟著詩去旅行」主題書展（2/23-5/18）書單二 25-48

序號 題        名 作  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25 詩的異國心靈之旅 李敏勇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2009.01 9789575228538
26 荒野的擁抱 趙天儀 臺中市 : 臺中市文化局 2009.01 9789860209501
27 邊界 陳義芝 臺北市 : 九歌 2009.05 9789574445936

28 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 渡也
澎湖縣馬公市 : 澎湖縣文化
局

2009.12 9789860212938

29 溪聲不遠 : 陳千武詩賞讀集 吳櫻編 臺中市 : 臺灣現代詩人協會 2010.05 9789868471818
30 十行集 向陽 臺北市 : 九歌 2010.05 9789574446834
31 越車越遠 葉覓覓圖.詩 臺北市 : 田園城市文化 2010.06 9789867009999
32 聖謐林 枚綠金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2010.07 9789868632103
33 少女維特 楊佳嫻 臺北市 : 聯合文學 2010.08 9789575228927
34 我/城 陳黎 臺北市 : 二魚文化 2011.06 9789866490514
35 對號入座 楊瀅靜 臺北市 : 麥田 2011.06 9789861208480
36 冬之光 吳岱穎 臺北市 : 泰電電業 2011.07 9789866076039
37 花火 謝三進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2011.07 9789866249525
38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 瓦歷斯.諾幹 新北市 : 布拉格文化 2011.11 9789868732858
39 請和我一起閱讀土地的詩行 郭漢辰著 屏東市 :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2011.12 9789860306903
40 人工夜鶯 陳家帶 臺北市 : 書林 2011.12 9789574454389
41 誤點的紙飛機 林達陽 桃園市 : 逗點文創結社 2011.12 9789868776500
42 走在,臺灣的路上 路寒袖文.攝影 新北市 : 遠景 2012.01 9789573908104
43 慢享山水田園詩 琹涵 新北市 : 夏日 2012.04 9789868781955
44 美麗島詩歌 李敏勇 臺北市 : 玉山社 2012.05 9789862940266
45 一整座海洋的靜寂 羅任玲詩.攝影 臺北市 : 爾雅 2012.09 9789576395468
46 愛抵達 凌性傑 臺北市 : 泰電電業 2010.09 9789866535666
47 偽博物誌 羅毓嘉 臺北市 : 寶瓶文化 2012.07 9789866249907
48 影子的重量 張堃 臺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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