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書      名 作者/出版 出版年

1 花蓮現代文學選---詩卷(陳黎)  陳黎 民81

2 不朽的約定---報導卷 邱上林,陳玉珍 民81

3 生命的唱片 葉日松 民82

4 遙遠之歌 陳義芝 民82

5 四方的聲音-閱讀現代當代世界文學 張芬齡,陳黎 民82

6 獻給雨季的歌 王浩威 民82

7 孤島手記 劉富士 民83

8 單人馬戲團 吳瑩 民83

9 怨偶 林豐明 民84

10 閱讀與詮釋之間-少年兒童文學評論集 張子樟 民84

11 拜訪文學系列講座專輯 林宜澐 民85

12 暗處聆聽-黃錦城詩集 黃錦城 民85

13 蕨草.曹傷 林蒼鬱 民85

14 我們一起寫童年 葉日松主編 民85

15 一個城市的誕生 張家菁 民85

16 郭子究合唱曲集 郭子究 民85

17 郭子究手稿作品集 郭子究 民85

18 影像寫花蓮(一)-花蓮人的老相簿 邱上林編著 民86

19 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縣文化中心 民86

20 花蓮原住民音樂（一）：布農族篇 林道生 民87

21 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 姚誠 民87

22 第一屆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林淑卿編輯 民87

23 花蓮原住民音樂（二）：阿美族篇 林道生編著 民88

24 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黃涵穎總編輯 民89

25 愛上花蓮的理由 吳進書主編 民92

26 花蓮故事--2004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吳淑姿總編輯 民93

27 四個英語現代詩人 陳黎,張芬齡譯著 民94

28 摩里沙卡的秋天-詩寫花蓮 葉日松 民94

29 拉丁美洲詩雙璧 陳黎,張芬齡 民94

30 書寫花蓮：2005年花蓮文學獎得奬作品集 吳淑姿總編輯 民94

31 花蓮縣民間文學集一（平） 吳淑姿總編輯 民94

32 菁華書屋詩文集 陳贊昕著 民94

33 花蓮縣民間文學集二（平） 李進益總編印 民94

34
在地與遷移—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

集
花蓮縣文化局 民95

35 2008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想像花蓮 吳淑姿 民97

36 2009花蓮文學獎-深情花蓮 林一仲 民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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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花蓮文學─第五屆研討會論文集-地方感、

全球觀
花蓮縣文化局 民98

38 2011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花蓮縣文化局 民100

39 第6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縣文化局 民101

40 2012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花蓮縣文化局 民101

41 意造自然－顏文堂水墨創作 顏文堂 民96

42
洄瀾風情－林秀菊專輯 花蓮最美的人間夢

土
林秀菊 民96

43 所有事物的房間 凌性傑 民96

44 明朗 吳岱穎 民96

45 表情－高自芬散文集 高自芬 民96

46 花蓮空中導覽－海岸與縱谷篇 邱上林、彭興讓 民96

47 遊子遊蹤－陳森攝影專輯 陳森 民96

48 楊英鏢作品集 楊英鏢 民97

49 洄瀾印象觀光好 花蓮縣文化局 民98

50 花蓮客家民間文學 花蓮縣文化局 民98

51 狂戀太魯閣 劉富士 民98

52 鍾仁順攝影集鏡頭下的記憶 鍾仁順 民98

53 澄懷觀道─李蓮希書法集 李蓮希 民98

54 林永利作品集~水墨藝象 林永利 民98

55 花蓮人物特寫 花蓮縣文化局 民98

56 在地與流離：駱香林花蓮之居與游 黃憲作 民98

57 笛娜的話 沙立浪．達岌斯菲芝萊藍 民100

58 校園深情 施冠慨 民100

59 煮畫集 張文暐 民100

60 陶不陶 土不土 自有我在 李宏彬 民100

61 墨痕-林葦水墨畫集 林葦水 民100

62 夢牽洄瀾-王令膠彩畫集 王令膠 民100

63 王白端創作旅遊記 王白端 民100

64 當代世界詩抄 陳黎,張芬齡譯 民100

65 太魯閣 花蓮縣文化局 民100

66 曠野呼聲-姜一涵作品集 姜一涵 民100

67
Dear L，我定然無法再是一隻被迫離開，

又因你而折返的魚
廖亮羽 民101

68 長跑者－路，愈跑愈長，愈跑愈美麗起來 赫恪 民101

69 戀戀九岸溪：竹田、羅山、新興三村歷史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社區發展協會 民101

70 失序的森林:日治末期太魯閣林業開發 張雅綿 民101

71
建國百年．山海雲煙－花蓮縣攝影學會成

立五十週年紀念專輯
花蓮縣攝影學會 民101

72 心之華－林興華藝術作品集 林興華 民101

73 遊於藝－廖清雲作品拾穗 廖清雲 民101



74 美哉花蓮 簡麗季 陳建明 李宏彬 民101

75
花蓮縣洄瀾詩社暨兩岸名家詩書畫聯展專

輯第六集
花蓮縣洄瀾詩社 民101

76
良辰美景．幸福石刻－美石工坊林仁德美

石美食創作集
林仁德 民101

77
鯉魚潭自然誌-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

五種觀看花蓮的方式系列叢書1
黃憲作 民102

78
地圖繪製學-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

種觀看花蓮的方式系列叢書2
王威智 民102

79
甘蔗的名字-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

種觀看花蓮的方式系列叢書3
赫恪 民102

80
路-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種觀看花

蓮的方式系列叢書4
阿道 民102

81
大地之上-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種

觀看花蓮的方式系列叢書5
邱上林 民102

82 2013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行走花蓮 陳淑美 總編輯 民102

83 2014花蓮文學營作品集 陳淑美 總編輯 民103

84 老屋个牛眼樹 葉日松 民103

85 洄瀾雅集典藏展作品專輯 陳建明 民103

86 兩個世代的教育 廖高仁 民103

87 馬蘭姑娘鋼琴協奏曲 林道生 民103

88 小鬼湖之戀交響詩 林道生 民103

89 島嶼音樂會 葉日松 民105

90
2016花蓮文學營作品集－敘事、旅行與網

路文學
陳淑美 民105

91 日頭䟘床了 葉日松 民108

92 邊界的推展—鍾麗萍作品集 鍾麗萍 民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