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中文系友「文學創作」出版一覽表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周芬伶 藍裙上的星星 1900/1 皇冠  

周芬伶 百合雲梯 1900/1 皇冠 
檠涵、周芬伶合

著 

周芬伶 絕美 1985/9 九歌   

周芬伶 熱眼看人生 1987/6 聯經出版公司  

周芬伶 花房之歌 1989/2 九歌  

周芬伶 閣樓上的女子 1992/2 九歌  

周芬伶 人生．難題與夢 1992/8 黎明文化公司  

周芬伶 辨公室情報 1993/3 方智出版社  

宇文正 貓的年代 1995/10 遠流  

周芬伶 女阿甘正傳 1996/6 九歌  

周芬伶 熱夜 1996/10 遠流  

周芬伶 妹妹向左轉 1996/10 遠流  

宇文正 台北下雪了 1997/3 遠流  

周芬伶 
憤怒的白鴿--走過台灣

百年歷史的女性 
1998/10 元尊文化  

周芬伶 
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

學 
1999/2 元尊文化  

宇文正 新媽和蘋果籽 1999/8 藍瓶子  

宇文正 在月光下飛翔 2000/2 大地出版社  

宇文正 袋鼠女人的真愛手札 2000/3 藍瓶子出版  

周芬伶 戀物人語 2000/10 九歌  

宇文正 這是誰家的孩子 2001/11 經典傳訊文化  

宇文正 幽室裡的愛情 2002/4 九歌  

周芬伶 世界是薔薇的 2002/4 麥田  

周芬伶 戀物人語 2002/6 麥田  

周芬伶 周芬伶精選集 2002/7 九歌  

周芬伶 散文讀本 2002/8 二魚文化 
周芬伶、鍾怡雯

主編 

甘耀明 神秘列車 2003/2 寶瓶文化  

李崇建 上邪！ 2003/2 寶瓶文化  

宇文正 顛倒夢想 2003/2 九歌  

周芬伶 影子情人 2003/9 二魚文化  

周芬伶 浪子駭女 2003/9 二魚文化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周芬伶 
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

學新選 
2003/9 正中書局 

廖玉蕙、陳義

芝、周芬伶合編 

宇文正 千金百分百 2003/11 平裝本  

周芬伶 
豔遇才子書──四大古

典小說中的絕妙好辭 
2003/11 麥田出版公司  

徐國能 
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

論集 
2004/2 台灣學生書局  

徐國能 
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

論集 
2004/2 台灣學生書局  

甘耀明 

李崇建 

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

外的學習天空 
2004/3 寶瓶文化  

周芬伶 臺灣後現代小說選 2004/6 二魚文化 

 周芬伶、許建

崑、彭錦堂、阮

桃園合編 

宇文正 
愛的發條--第一次帶媽

媽上街 
2005/3 三民  

周芬伶 母系銀河 2005/4 印刻  

阮桃園 
海納百川──知性散文

作品選 
2005/7 聯合文學 

阮桃園、許建

崑、彭錦堂 合編 

周芬伶 孔雀藍調--張愛玲評傳 2005/9 麥田  

甘耀明 
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

的水獺 
2005/10 寶瓶文化  

宇文正 永遠的童話─琦君傳 2006/1 三民  

李崇建 
移動的學校：體制外的

學習天空 
2006/2 寶瓶文化  

周芬伶 探索西遊記與鏡花緣 2006/2 
台灣商務印書

館 
 

周芬伶 仙人掌女人收藏書 2006/7 麥田  

周芬伶 粉紅樓窗 2006/8 印刻  

李崇建 
給長耳兔的 36封信：

成長進行式 
2006/8 寶瓶文化  

周芬伶 紫蓮之歌 2006/10 九歌  

宇文正 
喜歡生命:宗教文學獎

得獎作品精選 
2006/11 九歌 主編 

周芬伶 
芳香的祕教:性別、愛

欲、自傳書寫論述 
2006/12 麥田  

周芬伶 聖與魔──台灣戰後小 2007/3 印刻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說的心靈圖象

1945-2006 

許建崑 
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

單 
2007/10 幼獅文化  

宇文正 我將如何記憶你 2008/2 九歌  

李崇建 
王建民的故事─台灣之

光 
2008/7 文經社  

宇文正 台北卡農 2008/9 聯合文學  

宇文正 宇文正短篇小說集 2008/9 
台灣商務印書

館 
 

周芬伶 青春一條街 2009/1 九歌  

周芬伶 九十七年散文選 2009/3 九歌 主編 

許建崑 
閱讀新視野：文學與電

影的對話 
2009/5 幼獅文化  

甘耀明 殺鬼 2009/7 寶瓶文化  

宇文正 小靜想飛 2009/12 三民  

楊富閔 花甲男孩 2010/5 九歌  

周芬伶 蘭花辭：物與詞的狂想 2010/5 九歌  

周芬伶 散文新四書：夏之豔 2010/6 三民  

周芬伶 醜醜 2010/11 九歌  

李崇建 
作文，就是寫故事：故

事核心式創意作文術 
2010/12 聯合文學  

甘耀明 喪禮上的故事 2010/12 寶瓶文化  

許建崑 
閱讀人生：文學與電影

的對話Ⅱ 
2011/1 幼獅文化  

宇文正 99年散文選 2011/3 九歌 主編 

阮桃園 
報導文學的核心價

值：析論《人間》雜誌 
2011/6 里仁書局  

宇文正 丁香一樣的顏色 2011/7 聯合文學  

徐國能 煮字為藥 2011/8 九歌  

徐國能 
文字魔法師&字從哪

裡來 
2011/8 

信誼基金出版

社 
 

周芬伶 雜種 2011/11 九歌  

李崇建 麥田裡的老師  2012/3 寶瓶文化  

周芬伶 汝色 2012/4 九歌  

許建崑 移情、借景與越位：當 2012/4 萬卷樓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代作家作品論集 

周紘立 壞狗命 2012/5 九歌  

包冠涵 敲昏鯨魚  2013/1 九歌  

徐國能 綠櫻桃 2013/1 九歌  

周芬伶 散文課 2013/2 九歌  

李崇建 超級有趣的古典詩詞 2013/3 聯合文學 與李崇樹合著 

甘耀明 九歌 101年小說選 2013/3 九歌 主編 

許建崑 九歌 101年童話選 2013/3 九歌 主編 

宇文正 
兒童文學叢書：三國演

義 
2013/4 三民 主編 

周紘立 親愛的，外星人! 2013/5 幼獅文化 

潘弘輝、周紘

立、黃崇凱等合

著 

楊富閔 
為阿嬤做傻事：解嚴後

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2013/8 九歌  

楊富閔 
我的媽媽欠栽培：解嚴

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2 
2013/8 九歌  

林餘佐 時序在遠方 2013/10 二魚文化  

宇文正 那些人住在我心中 2014/2 麥田  

周芬伶 創作課 2014/2 九歌  

周紘立 甜美與暴烈 2014/3 九歌  

周芬伶 紅唇與領帶 2014/4 
四川人民出版

社 
 

周芬伶 小華麗在華麗小鎮 2014/6 九歌  

徐國能 第九味 2014/6 聯經出版公司  

徐國能 詩人不在，去抽菸了 2014/6 聯經出版公司  

楊富閔 
休書：我的臺南戶外寫

作生活 
2014/9 遠景  

宇文正 庖廚食光 2014/11 遠流  

宇文正 負劍的少年 2014/11 有鹿文化  

周芬伶 北印度書簡 2014/12 九歌  

蔣亞妮 請登入遊戲 2015/1 九歌  

李崇建 
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

學習渴望  
2015/3 寶瓶文化  

甘耀明 邦查女孩 2015/5 寶瓶文化  

徐國能 寫在課本留白處 2015/6 九歌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包冠涵 B1過刊室 2015/10 九歌  

周芬伶 龍瑛宗傳 2015/11 印刻 
劉知甫、周芬伶

合著 

周紘立 後（來）事 2016/2 聯合文學  

李崇建 
心念：25 堂從情緒引

導學習的內在課程 
2016/4 寶瓶文化  

周芬伶 美學課 2016/4 九歌  

許建崑 
自覺、探索與開拓：少

年小說論集 
2016/11 萬卷樓  

宇文正 
我們這一代：七年級作

家 
2016/12 麥田 

與王盛弘共同主

編 

楊富閔 
書店本事：在你心中的

那些書店 
2016/12 新銳數位  

許建崑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 90：李潼 
2016/12 

國立臺灣文學

館 
 

宇文正 微鹽年代‧微糖年代 2017/2 遠流  

楊隸亞 女子漢 2017/2 九歌  

周芬伶 濕地 2017/2 九歌  

宇文正 
文字手藝人：一位副刊

主編的知見苦樂 
2017/3 有鹿文化  

甘耀明 冬將軍來的夏天 2017/5 寶瓶文化  

甘耀明 

李崇建 

對話的力量：以一致性

的溝通，化解內在冰山 
2017/5 寶瓶文化 與李崇建合著 

甘耀明 

李崇建 

閱讀深動力：從「對話」

開啟閱讀，激發出孩子

的不凡人生 

2017/5 寶瓶文化 與李崇建合著 

莫澄 

（黃詣庭） 
獸身譚 2017/9 九歌  

周芬伶 花東婦好 2017/9 印刻  

蔣亞妮 寫你 2017/10 印刻  

李崇建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2017/11 親子天下  

楊莉敏 世界是野獸的 2017/12 九歌  

徐國能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 99：張曉風 
2017/12 

國立臺灣文學

館 
 

周紘立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

學：中國大文豪故事 
2018/2 五南 

廖玉蕙總策畫，

周紘立撰稿 

林餘佐 棄之核 2018/6 九歌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備註 

李崇建 
教室裡的對話練習：當

學思達遇見薩提爾 2018/8 
親子天下 與張輝誠合著 

楊富閔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

現 
2018/10 九歌  

楊富閔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2018/10 九歌  

張馨潔 借你看看我的貓 2019/6 九歌  

周芬伶 小說與故事課 2019/6 九歌  

徐國能 為詩人蓋一個家 2019/8 步步  

徐國能 
萬有解答貓公司的故

事 
2019/9 步步  

楊富閔 
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

資料彙編 118：李渝 
2019/12 

國立臺灣文學

館 

梅家玲、楊富

閔、鍾秩維合編 

李崇建 

甘耀明 
薩提爾的守護之心 2020/2 寶瓶文化 與甘耀明合著 

宇文正 
我是最纖巧的容器承

載今天的雲 
2020/3 有鹿文化  

蔣亞妮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

人說 
2020/3 悅知文化  

周芬伶 
叫我公主：小華麗公主

華麗頌 
2020/4 九歌  

許閔淳 地底下的鯨魚 2020/5 印刻  

周芬伶 雨客與花客 2020/5 印刻  

楊富閔 賀新郎：楊富閔自選集 2020/6 九歌  

林餘佐 
指認與召喚：詩人的另

一個抽屜 
2020/6 

斑馬線文庫有

限公司 

趙文豪, 崎雲, 謝

予騰, 林餘佐 合

著 

高博倫 其實應該是壞掉了 2020/8 印刻  

包冠涵 敲昏鯨魚 2020/9 九歌  

黃家祥 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 2020/9 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