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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綠洲與海洋 克里斯豪斯 一木工作室 短篇小說

沒有戀愛感情的無性戀遇上了受過傷的年輕
男人，一段非典型的伴侶關係。 兩人嘗試在
不同的情感中建立關係、愛與做愛，他們的
感情非典型卻平凡，溫暖平淡卻使人溫暖。

BL、無性戀、無浪漫愛、LGBT 1.劇集

2 戲如人生 克里斯豪斯 一木工作室 長篇小說

「一間房間、一張桌子、一名演員與一位觀
眾」，某劇團將現實故事縮影至舞台製成實
境節目，分別演出：一位青年喜歡上同性朋
友的擔憂、身為跨性別孩子母親的迷惘、伴
侶逝世的中年同志，及主角與過往戀人顧封
的故事。

LGBT、BL、實境節目、跨性
別、女同志、溫馨、破鏡重圓

1.劇集

3
觀看流星的正確方
式

鍾旻瑞 九歌 短篇小說

從作一個荒誕夢境的單純男孩，經歷《盛夏
光年》年少的困惑與孤獨，直至三十歲後，
如成熟男人般冷眼旁觀自己從挫敗中長大。
透過異性戀與同性愛的戀愛習題，探觸性別
與自我認同。拾掇夢遺落下的靈光碎片，綴
補成男孩、少年、男人生命的漸次變化與成
長小說。

同志、青春、成長 1.劇集

4
生死謎藏 善終和
大家想的不一樣

黃勝堅 大塊文化
短篇真實

故事

「我是在積德? 還是在造孽?」 一位神經外
科醫師看盡人心人性面對死亡的現形記。

醫療倫理、善終 1.電影

5 追光少年 林滿秋 小天下 長篇小說
一樁被刻意埋藏的校園槍擊案，將三個少年
的命運緊密連結在一起……

同儕友誼、社會寫實、童年創
傷、感人勵志、人生巨變

1.電影

6
綺譚花物語【小
說】

楊双子 台灣東販 短篇小說

臺灣歷史百合小說家楊双子繼《花開少女華
麗島》之後，再度推出的短篇小說集！以細
膩的筆法描繪日治時期的少女們為友情、為
愛情努力爭取，綻放熱情的青春歲月！

百合小說、日治時期、臺中 1.劇集

7 惡徒
烏奴奴、夏佩

爾
印刻 長篇小說

一個罪無可赦的死刑犯，一名除惡務盡的檢
察官，一位爭取廢死的女孩，挖掘出一隻隱
藏在恐怖殺人事件背後的可怕怪物。

殺人、人性、怪物、惡 1.電影 2.劇集

8 罪人 金 尖端 長篇小說

連續三起謀殺斷指案的嫌疑犯就近在眼前，
但警方卻找不到一絲破綻、證據、動機。不
久，警方又收到第四枚斷指。但此次斷指不
僅驗出活體反應，竟是偵辦警官失蹤多日的
妻子？她是否已遇害?而誰又會是下一個？

鑑識、斷指、連續殺人 1.電影 2.劇集

9 懸案追追追 天地無限 尖端 長篇小說
推理作家為了實踐自己的夢想， 該如何一邊
養活自己一邊前進？

電視台、犯罪、誰是被害者 1.電影

10
無彩青春（蘇案定

讞紀念版）
張娟芬 行人 報導文學

從十九歲到三十一歲，莊林勳、蘇建和、劉
秉郎坐了十二年牢，列名死囚名單長達五年
，在獄中度過年少，幾度喪失希望。蘇案三
人從判死到無罪的故事，是否能帶領我們用
更多重的角度重新思考司法與死刑？

司法改革、死刑、蘇建和案 1.劇集 2.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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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憶暫存事務所 八千子 要有光 長篇小說

三郎是以「扮演客戶家人」這份奇怪工作維
生的人，在某天下班回家遇到了翹家少女小
真。兩人達成協議，在小真借住的這段期間
也要協助三郎工作，和她一樣「扮演家
人」。兩人也藉由相處的過程，帶給彼此的
生命溫暖。

解憂雜貨店、人生售後服務部、
愛在雨過天晴時

1.劇集

12 判罪 鄧湘全 時報出版 短篇小說

老實顧家卻殺死妻子的清俊，當他入監服刑
，二名幼兒頓失所依：令人髮指的虐童罪犯
，真有為其辯護的必要？律師與事務所同仁
，展開一場法律和道德的辯論。由律師執筆
，從法律實務所精煉出，八齣罪與罰的人倫
大戲！

律師、犯罪、刑事案件 1.劇集

13 綠猴劫〈綠猴劫〉 葉言都 時報出版 短篇小說

只要製造出一種人類從未接觸過的病原體，
再準備好預防自己人感染的疫苗，就能獲得
生物戰的勝利。專門研究「綠猴症」病毒的
離島實驗室突然警鈴大作，兩名工作人員當
場發病慘死，一場浩劫迅速蔓延開來…

病毒、生物戰、實驗室、疫苗 1.劇集 2.電影

14
Saltimbocca，跳

進嘴裡
張國立 時報出版 長篇小說

一道名為「跳進嘴裡」的義式料理，一起發
生在台北都會的情殺案，一首莫文蔚的陰天
，道盡都會飲食男女的孤寂。

陰天、Saltimbocca、都會飲食男
女、溫州國宅

1.劇集 2.電影

15

老作家消失之謎（

原書名稱：頭城狂

人）

李潼 國語日報 長篇小說

受到親戚和街坊嫌棄的「文學狂人」四伯公
神祕失蹤了，孫姪輩的弘寬以偵探遊戲的心
情，閱讀四伯公留下的大量文稿，展開尋人
之旅。他從家鄉頭城出發，彷彿穿越時空，
探索著四伯公與二十世紀臺灣歷史交織的跌
宕生命史。

少年小說、臺灣歷史、臺灣文
學、殖民、偵探

1.劇集

16
女神自助餐〈火車

做夢〉
劉芷妤

逗點文創結
社

短篇小說

在高速行駛、頻繁進出山洞的列車車廂中，
一名中年婦女在忽明忽暗、斷續的玻璃窗倒
影意外目睹了女兒曾經歷的噩夢。只是這次
，她決定不再姑息，而是挺身而出。

MeToo、性騷擾、心理創傷、火
車

1.劇集

17 向光植物 李屏瑤
逗點文創結

社
長篇小說

高一入學當天，女孩在校園口撞見了另一個
穿著白衣黑裙的女孩。女孩開始相信世上所
有的偶遇都不是巧合。當女孩喜歡上學姐，
而學姐也喜歡女孩的時候，另一個女孩的出
現，成了三人成長路上最難解的三角函數習
題。

高中女校、921地震、千禧年、
GD90手機

1.電影

18
人間紀錄 超無聊

窮神
啞鳴(林明亞) 蓋亞 長篇小說

自卑且心軟的窮神不願害人，刻意讓自己的
業績維持在最低標準，以「沒用」為榮，始
終想不透窮神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直到一場
隨機殺人案出現，讓祂發現，原來變窮有時
也可以是一種祝福……

現代神話、懸疑、因果治癒、結

合台灣在地神話，顛覆傳統對神

明的印象，後續尚有超殘虐月老

(愛神)、超心軟城隍(死神)等系列

1.電影

19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了！
賴馬 親子天下 繪本

被蚊子波泰叮了一口的阿古力，變成了噴火
龍，他的漢堡燒焦，牙刷也燒焦，朋友也怕
被他燒到，所到之處一片焦土，他該怎麼辦
呢？

兒童、情緒教育 1.電影

20 洗 郝譽翔 聯合文學 散文

我徹夜在浴室中讓滾熱的水一直沖灌下來 ，
直到我的肌膚紅腫發疼， 我渴望在這個隱密
的時刻有一雙眼睛來注視著我，了解我。 太
多太多的語言塞在我的腦子裡，我把詩人美
麗的語言燒去， 把書架的書拿下來一本本撕
毀， 我不要任何語言來干擾眼睛的注視。

洗、郝譽翔、情慾 1.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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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跟著寶貝兒走 黃春明 聯合文學 長篇小說

郭長根是一名私娼寮的保鑣兼跑腿，某日被
一刀剪去「寶貝兒」。他人生陷入愁雲慘霧
時，意外接受「移鵰接枝」的器官捐贈，下
海成了牛郎，並受到貴婦們熱烈追捧，於是
一場「性趴藝術活動」全台巡迴熱烈開跑。

黃春明、性、台灣 1.劇集 2.電影

22 鴛鴦春膳 李昂 聯合文學 短篇小說

一種十分羅曼蒂克的憧憬，讓小說家李昂不
惜全然投入、以身相許於飲食。 　　追逐美
食尋找材料，六年來她精心調製了〈果子狸
與穿山甲〉、〈咖哩飯〉、〈牛肉麵〉、
〈珍珠奶茶〉、〈春膳〉等飲膳佳構，融會
成她的第一部長篇飲食小說《鴛鴦春膳》。

鴛鴦春膳、李昂、飲食 1.劇集 2.電影

23 老人革命 林秀赫 聯合文學 長篇小說

五位性格獨特的老人：天彰、老趙、寶村、
次金、秋良，因阿鳳投注站而陰錯陽差地
「結黨成群」。 突如其來的都更，阿鳳投注
站面臨歇業，老人們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盤將
不復存在。他們想方設法變賣物件下注──

趕在投注站拆除前，用上億彩金把店面給買
下。

老人革命、林秀赫、夢想 1.電影

24 華麗計程車 陳俊文 聯合文學 長篇小說

其實計程車一點也不華麗，「華麗」只不過
是我老爸在戒嚴時代，不得不而取的公司行
號罷了。人生風景十倍快速地流轉，看似互
不相干，實則內外連結，呈現出時代的無奈
，小人物生存的難題與抉擇。

計程車、社會寫實 1.劇集 2.電影

25 新神 邱常婷 聯經出版 短篇小說

這是充滿微小信仰的時代，是活神與新神傾
巢而出的時代，是黑暗時代，是盲信者與自
戀者締結共生關係的時代。 探索台灣的多元
文化、族群與信仰。舊的信仰與新的困境相
遇，受傷的身心靈尋覓慰藉，摸索出新的信
仰微光。

台灣多元文化、弱勢族群、女性
生命、社會議題、傳統宗教

1.劇集 2.電影

26

高空三萬呎的人間

報告：一位空少的

魔幻飛行時刻

柯嘉瑋 聯經出版 散文

博客來讀者評價：「航空版的《做工的
人》！」 空服員的日常工作、下機後的輪班
生活、遇到的乘客百態、與同事間若即若離
的夥伴關係 ……。 所有服務業都能大嘆：
我懂！

空少 、旅行、職場 1.劇集 2.電影

27 黑水 平路
聯經出版公

司
長篇小說

一則震驚社會的雙屍命案，一處幽暗的河邊
角落，兩個不同世代女人的心路轉折。兩條
看似毫無交集的平行線，何以最終出現死亡
交叉？一步步接近案發現場，真相也在暗潮
沉浮中的若隱若現。

取材自真實事件、咖啡店雙屍
案、淡水河

1.劇集

28

遇見，生命最真實

的力量：一個諮商

心理師的修練筆記

胡展誥
聯經出版公

司
散文

學生時代也曾是令老師頭疼的敘事者，長大
卻成了以青少年與兒童為主要對象的諮商心
理師？騎著機車，在台南中小學間往返，與
學生、家長、老師們共同尋找面對生活的方
式。個案故事與敘事者成長場景交錯，檢視
個人成長同時，更能與個案拉近距離。

心理諮商師、偏鄉兒童、青少年
成長

1.電影

29 說好一起老 瞿欣怡 寶瓶文化 紀實文學

以「小貓」名號闖蕩江湖的瞿欣怡，在職場
上是無所畏懼的強者，在另一半罹癌的那天
起，寫下最柔軟又心痛的陪伴日記。她與阿
述相愛相守15年，但她無權簽下任何手術同
意書，因為在法律面前－她們是陌生人。

同志、同性婚姻法、醫療、法律 1.劇集

30

讓我照顧你：一位

長照服務員的30

則感動記事

老么 釀出版 散文

長照服務員的親身照顧經歷，記錄令人感動
的生命故事！拼命賺錢改善環境，因疏於陪
伴造成水火不容的親子關係，女兒在父親胰
臟癌末想彌補裂痕，沒想到五天後父親走
了。兼具正向勵志與社會殘酷的嶄新職人劇
場！

長照、職人、高齡化、醫院 1.電影

【內容開發專案計畫－出版與影視媒合 第二波候選書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