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分析 

扶植女性文學創作 豐沛臺中文學風貌   

108年 7月 

綜觀臺灣文學史上的女性作家人數演變，日治時期少有女性

創作者，進入民初五四運動後，女性開始擺脫傳統束縛，知識水

平也隨之提高，紛紛加入創作行列，50年代文人相伴國民政府來

臺後，改變了臺灣文學生態，1980年代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國民

知識水平提升，女性作家人數增加，創作議題也更具多元化。 

《臺中文學史》一書中指出臺中的女性作家，亦同上述歷史

進程而有所增加。然而，相較男性作家而言，在人數及所獲得的

資源上，仍有許多提升空間。此報告希冀藉由初步的統計及理論，

了解臺中的女性創作者可能面臨到的問題，擬定政策目標並提供

建議方案，期以透過此報告，為豐沛臺中的女性文學創作面貌，

提供建言。 

壹、 問題分析 

    《臺中文學史》收錄 131位作家、臺中作家典藏館典藏 60

位作家，及第 5屆至第 7屆臺中文學獎之投稿件數進行統計，再

針對統計結果提出問題分析。 

一、 《臺中文學史》及臺中作家典藏館收錄作家男性多於女性 

(一) 《臺中文學史》收錄作家男女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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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中文學史》在架構上，前半部分以歷史分期，勾勒臺

中文學的發展歷程；後半部分則鎖定「族群、女性、兒童文學、

地景與在地書寫」等議題，作深入探討。該書共計收錄 131位

臺中作家，其中男性作家 94位，女性作家 37位，比例為 72%：

28%。 

(二) 臺中作家典藏館典藏作家男女性別比例 

    臺中作家典藏館收藏 60位臺中作家經典文物、作品、照片，

透過空間再造規劃，展現臺中作家風采及提供文學教育的學習場

域。該館典藏男性作家 42位、女性作家 18位，比例為 70%：30%。 

72% 

28% 

圖一臺中文學史收錄作家 

男女性別百分比例圖 

男性作家94位 女性作家37位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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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圖二臺中作家典藏館典藏作家 

男女性別百分比例圖 

男性作家42位 女性作家18位 



二、 第五屆至第七屆臺中文學獎投稿件數年齡分布 

(一) 第五屆 

   本屆投稿者年齡最低者為 12歲（投稿文類：新詩），年

齡最高者為 86歲（投稿文類：新詩），21-30歲年齡層的投

稿者最多。 

表 1 
15 歲

以下 16-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 歲

以上 
89 192 254 239 200 184 43 12 

(二) 第六屆 

    本屆投稿者年齡最低者為 11歲（投稿文類：新詩），

年齡最高者為 82歲（投稿文類：散文、童話、母語歌詩台

語），21-30歲年齡層的投稿者最多。 

表 2 

(三) 第七屆 

    本屆投稿者年齡最低者為 9歲（投稿文類：新詩），年

齡最高者為 78歲（投稿文類：新詩），21-30歲年齡層的投

稿者最多。 

表 3 
 
 
 

 

    統計發現第五屆至第七屆文學獎的投稿年齡層以 21-30

歲年齡層為最多，71歲以上的投稿者最少。 

15 歲

以下 16-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 歲

以上 

86 189 264 239 216 152 68 11 

15 歲

以下 16-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 歲

以上 

64 165 278 192 167 145 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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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屆至第七屆臺中文學獎男女投稿件數 

    第五屆（2016）投稿者男性 575件，女性 638件，比

例為男性男性 47%：女性 53%；第六屆（2017）投稿件數男

性 582件，女性 643件，比例為男性 48%: 女性 52%；第七

屆（2018）投稿件數男性 511件，女性 565件，比例為男

性 47%：女性 53%。統計三屆投稿件數，女性略多於男性。 

四、 為何投稿者女性多於男性，而被典藏的作家女性卻少於男性 

    依上述統計發現，第五屆至第七屆臺中文學獎的女性投稿者

多於男性，然而《臺中文學史》中收錄及臺中作家典藏館典藏的

女性作家卻遠少於男性，以此推論，臺中地區有志於文學創作或

投入文學創作的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實際上成為作家的女性卻少

於男性。 

(一) 理論分析 

    由於目前尚未有詳細的作家性別統計或相關研究了解具體

原因，於此，試以行政院 2018年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編印之「促

進我國女性經濟參與之優先性別議題與政策建議 」研究報告中

47% 4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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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女性投入勞動影響因素的四個理論，用以分析影響女性投

入文學創作的可能因素，以下引用前述報告簡要說明四個理論: 

1. 「人力資本理論」 

    指個人所具備的基本特質與條件差異（包括年齡、教

育程度、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會影響到女性就業情形。

其中，以「教育程度」為最重要影響因素，教育程度較高

的女性被預期具有較現代化的性別角色態度，因而具備較

高的勞動參與及高生產力，亦基於成本因素考量，將更容

易投入勞動市場而不容易退出。其次是「年齡」，不同年齡

層的婦女對各種就業型態有不同偏好。 

2. 「家庭生命週期」 

    家庭生命週期主要家庭由形成至成熟的過程中，不同

時期人口結構及成員互動關係的變化，以及家庭功能的不

同，可以分為數個發展階段，以探討家庭變遷歷程。家庭

生命週期一般界定以進入婚姻開始，隨後依子女年齡之差

異來區分階段。 

    由於女性在家庭中的「母職定位」及「性別角色」，當

女性進入婚育階段後，對其勞動參與行為造成影響，往往

在家庭照顧、養育子女責任與既有工作上易產生衝突，而

使女性陷入兩難，使得家庭生命週期對女性所帶來的影響

較男性更甚，被視為女性就業歷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之

一。 

3. 「社會規範結構觀點」 

    婦女就業亦因社會文化對於「女性」所具有的「功能」

看法而有所影響。如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

認為女性須以家庭為重，尤其當有了子女後，女性更被視

為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在社會意識形態的期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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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女性遵循特定的社會價值觀或模式，進而影響到其就

業情況。 

4. 「勞動需求面」 

    勞動市場需求面為雇主追求利潤或成本考量下，對女

性就業產生的影響。可分「雙元勞動市場理論」以及「排

擠理論」來說明: 

(1) 「雙元勞動市場理論」:勞動市場區可分為「主要勞動

市場」與「次要勞動市場」。主要勞動市場中的工作者

一般擁有高薪、接受較佳的工作訓練、有良好的工作環

境及條件等。次要勞動市場的工作者，其薪資較低、工

作訓練機會少、工作不穩定，且一般也缺乏向上流動的

機會，因而產生勞動市場區隔化的隔離現象。研究認為

次要勞動市場大多由女性所構成，男性則集中在主要勞

動市場，主因為女性工作具有不穩定特性（受到家庭責

任、照護義務、傳統文化之約束、缺乏完善之社會支持

體系等），使得女性無法進入主要勞動市場。  

(2) 「擁擠理論」:其提出職業可分為兩類，男性主導職業

及女性主導職業，而儘管兩性擁有相同的生產力與條件，

但由於女性被區隔至女性化的職業中，不易進入男性化

職業，以至於女性過度的集中在女性化的職業中，因而

形成女性化職業中女性有過度供給的情形發生，也造成

薪資降低等問題。 

(二) 女性文學創作者可能面臨之困境 

    依據上述所論，推論女性創作者在創作生涯中，可能遭遇

以下問題: 

1. 女性是否能持續創作 

    如果要成為作家，持續投入創作是不可或缺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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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所論，女性極有可能因為謀求生計、擔任家庭之角

色及受到社會觀念限制下，進而影響創作產能甚或放棄創

作，其可能遭遇之困境，詳論之: 

(1) 從「人力資本論」來看，有志於創作的女性為了取得

更好的收入及生活品質，轉而花更多的時間及心力在

取得更高的學歷上，而當取得更高的學歷後，在已付

出的經濟成本考量下，持續投入工作，以確保成本回

收，但投入職場後，心力專注在職場上，可能因此導

致創作停滯。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教育程度較高

者亦較有可能成為作家，根據《臺中文學史》收錄女

性作家之生卒年分佈分析，可發現 1950年代起，女性

作家漸漸增加趨勢。可見隨著社會風氣開放及受教育

程度提高，女性作家的人數亦隨之提高。 

(2) 就「家庭生命週期職場」來談，女性於家庭中被期待

的角色及功能，亦可能影響女性的創作意願，在結婚、

走入家庭後，在傳統觀念的要求下，轉而以家庭及子

女教養為重，放棄創作。 

(3) 以「社會規範結構觀點」而言，社會上對於職業的偏

見，「作家」並不是一個收入高或穩定的職業，加以對

女性的社會角色期待，可能影響女性成為作家的意願，

轉而投入其他職業；或者是具有多重身分，除了持續

創作，另外須找一份工作或兼職以維持生計，因而影

響創作質量，在創作上無法有更進一步的成就。 

2. 出版管道及資源是否產生性別不均 

    從「勞動需求面」而言，女性所獲得的出版管道及資源

是否因出版產業的男女就業人口比例不均，而導致女性所獲

得的出版管道及資源受限，從使女性作家處於弱勢或遭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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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對待，因目前尚未有明確的統計數據，仍有待相關研

究統計釐清。 

貳、 女性文學創作之重要性 

一、 女性文學創作之特質 

    《臺中文學史》指出女作家的作品常見特質如「閨秀文學」

中的小我、愛情、婚姻等議題之外，也包含了性別文化反思、身

體情慾展演、女性主體建構等女性角色與社會體制碰撞後產生的

特質；同時，女作家筆下也觸及了作家本人的「外部世界」，展

顯出獨特的歷史記憶、社會關懷與生活顯影。1980年代以後，

臺灣女作家筆下的「外部世界」更形豐富多元，議題增加、力道

增強、廣度增大，歷史關照與社會議題的公共發聲，不再是男性

作家所專有獨擅的禁地，女作家以不同的視角介入，展現了不同

的歷史觀點與敘事策略。 

二、 女性文學創作之價值 

(一) 滿足精神審美需求 

    任何文學作品的產生和存在都是源於人們的一種內心的心

靈需求，從而產生精神及審美價值。女性文學亦然。另外，如

果臺中的女性文學創作能量越豐沛，越能使臺中的文化風貌更

為多元。 

(二) 從女性創作中省思性別議題 

    閱讀女性創作不僅能欣賞作品本身的文學美感價值，亦可

藉由作品，反思女性於社會中的地位及處境，進一步探討性別

相關議題，所以女性文學創作的存在對於社會而言，有助於提

升及深化性別意識，因此，在性別主流化的思潮下，扶植女性

文學創作在政府施政上確有其必要性，且能對於文化發展產生

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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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立政策目標及建議方案 

一、 提高女性創作能量 

    從前述可知，女性文學創作者可能在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

生計壓力下放棄創作，致使女性在創作生涯上遭遇許多挫折及困

難，因此，有效提高女性創作能量是首要目標，不管是有志於創

作、已經有相關發表作品要朝作家之路邁進或是已經身為作家的

女性，都可以是扶植的對象，初步有以下建議方案: 

(一) 訂定補助及出版計畫 

    可編列經費訂立補助辦法，或透過編列性別預算，提供女

性創作者實質的補助，減少經濟上的負擔。亦可規畫出版計畫，

出版具潛力或優秀的女性創作者之作品，讓更多優秀的女性創

作者被看見。 

(二) 籌辦培訓協力活動 

    可開設創作技巧等相關課程或作家營，讓有志於創作的女

性能提升自身創作技巧，或與前輩作家等相關人士交流學習，

交換生命經驗，活絡女性創作者的社交圈。 

(三) 提供發表管道或平台 

    可於政府出版之相關刊物提供專屬版面刊載女性作品，提

高作家及作品曝光率。或是與市面上的文學雜誌等刊物合作，

媒合適當人選於刊物上發表作品，或辦理文學比賽，發現更多

具潛力的文學新秀。 

(四) 表彰傑出女性作家 

    可舉辦表揚活動，表彰本市優秀的女性作家，產生典範學

習的效益，成為女性創作者的楷模，對其產生鼓舞效果。 

二、 深化性別意識 

    「性別意識」是性別主流化的基石，唯有政策執行者及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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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性別意識」，而後才能化理念為實踐，逐步落實性別主流化

的各個目標。而文學作品可以是深化性別意識的有效媒介，女性

文學作品常反映女性內在或在社會上所遭遇到的困境，提供了深

刻的性別省思，因此透過女性文學創作的推廣，不僅讓更多女性

文學作家及作品被看到，更能使性別意識被有效的推展，可從以

下方案著手: 

(一) 推廣文學作品 

    可邀請相關學者、作家擬具推薦書單，結合各分區圖書館

及相關館舍進行展示推廣，並安排導讀、閱讀心得競賽等相關

活動，讓民眾有更多的機會閱讀到優秀的文學作品，也使文學

作品被更多人看見。 

(二) 舉辦主題講座 

    安排相關學者專家至本局藝文中心或各分區圖書館等場地，

辦理文學相關講座，讓民眾對於女性文學作品能有更深刻的認

識及瞭解。 

(三) 收集整理女性文學史料 

    可委託相關學術研究團體，持續採集本市有關女性創作者

的史料，進行整理及分析研究後，編撰成報告，並轉化成多元

形式，如主題展覽或線上資料庫平台等，讓民眾更了解女性創

作的歷史進程。 

肆、 結語 

    女性文學創作不管是在純文學或社會文化上都有無可取代的重

要價值，在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下，是文化施政上可多著重的一環，亦

可有助於性別意識的推動。 

    由於作家在職業類別上難以歸類，難以掌握實際人口，且關於文

學領域及女性創作者的相關統計研究亦相當缺乏，礙於研究資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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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只能作初步的探索跟推論，難以作出更實際的具體政策方向，

未來倘若要進行相關政策規畫，仍需從長計議，可透過公開論壇、座

談會或委外進行統計調查等方式，更了解女性創作者所需要的協助，

以期有效規劃推動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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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臺中文學史》收錄 131位作家名單一覽表 

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1 莊垂勝 1897-1962 男 詩   

2 葉榮鐘 1900-1978 男 歷史、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 林攀龍 1901-1983 男 散文   

4 楊逵 1906-1985 男 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 姜貴 1908-1980 男 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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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6 張文環 1909-1978 男 小說   

7 邱淳洸 1909-1989 男 漢詩、短歌、徘句、新詩   

8 李升如 1911-1997 男 詩、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9 巫永福 1913-2008 男 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10 蕭繼宗 1915-1996 男 學術論著、散文   

11 童世璋 1917-2001 男 散文、小說、傳記   

12 琦君 1917-2006 女 兒童文學、散文、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3 趙雅博 1917- 男 論述、散文   

14 繁露 1919-2008 女 小說   

15 孟瑤 1919-2000 女 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6 張秀亞 1919-2001 女 詩、散文、小說   

17 王臨泰 1919-1997 男 小說   

18 詹冰 1921-2004 男 詩、小說、劇本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9 陳千武 1922-2012 男 
詩、小說、兒童文學、論

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0 楊念慈 1922-2015 男 散文、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1 端木方 1922-2004 男 小說   

22 楚卿 1923-1994 男 詩、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23 林亨泰 1924- 男 詩   

24 王映湘 1924- 男 小說、論述   

25 齊邦媛 1924- 女 散文、評論、編輯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6 張彥勳 1925-1995 男 小說、詩集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27 古之紅 1925-1995 男 詩集   

28 黃守誠 1928-2012 男 散文、論述、小說、傳記   

29 詹悟 1929- 男 散文、小說   

30 楊御龍 1929-1980 男 散文、小說   

31 畢珍 1929-1998 男 小說   

32 秦嶽 1929-2010 男 詩、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33 林莊生 1930-2015 男 散文、傳記   

34 朱夜 1933-1995 男 小說   

35 漢寶德 1934-2014 男 散文、論述、傳記   

36 谷風 1935- 男 編輯   

37 趙天儀 1935- 男 
詩、散文、論述、兒童文

學 
  

38 張光譽 1935- 男 小說   

39 非馬 1936-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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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40 丁貞婉 1936- 女 譯作、論述   

41 許文廷 1937- 男 散文、小說、遊記   

42 姚姮 1937- 女 散文、小說、譯作、編輯   

43 白萩 1937- 男 詩、散文   

44 孟東蘺 1937-2009 男 散文、譯作   

45 陳正之 1937-2004 男 散文、小說、兒童文學   

46 岩上 1938-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47 呂幸治 1938- 男 小說   

48 郭心雲 1938- 女 散文、小說、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49 李永熾 1939- 男 論述、散文、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50 丘秀芷 1940- 女 散文、小說、傳記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1 杜國清 1941-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52 黃海 1943- 男 科幻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3 游霸士 撓給赫 1943-2003 男 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54 白慈飄 1945- 女 散文、小說、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55 蔣勳 1947- 男 詩、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6 董崇選 1947- 男 詩、小說、論述   

57 陳憲仁 1948- 男 論述、散文、編輯   

58 江自得 1948-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9 賴彩美 1948- 女 小說、散文   

60 廖輝英 1948- 女 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61 莫渝 1948- 男 詩、散文、論述   

62 陳明台 1948- 男 詩、論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63 翔翎 1948- 女 詩、散文   

64 白棟樑 1948- 男 散文、地方誌   

65 蘇紹連 1949- 男 詩、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66 許建崑 1949- 男 散文、論述   

67 廖玉蕙 1950- 女 散文、論述、報導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68 黃凡 1950- 男 小說、散文   

69 簡政珍 1950- 男 詩、論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70 王岫 1950- 男 散文、論述   

71 陳亞南 1950- 女 散文、兒童文學   

72 王溢嘉 1950- 男 散文、小說、論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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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73 林廣 1952- 男 詩、散文   

74 莫云 1952- 女 
詩、散文、小說、兒童文

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75 李文賢 1952- 男 散文、小說   

76 邱玉駪 1952- 女 小說   

77 渡也 1953- 男 詩、論述、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78 蔡秀菊 1953- 女 詩、論述、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79 吳櫻 1953- 女 散文、小說、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80 陳信元 1953- 男 論述   

81 方杞 1953- 男 散文、詩   

82 彭選賢 1954- 男 詩、散文、小說   

83 周芬伶 1955- 女 
小說、兒童文學、口述歷

史、劇本、論述 
  

84 王定國 1955- 男 小說、散文、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85 王幼華 1956- 男 小說、散文、評論   

86 鍾喬 1956- 男 
詩、散文、報導文學、小

說、劇本 
  

87 陳明克 1956-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88 游喚 1956- 男 詩、散文、傳記   

89 廖莫白 1956-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0 馬水金 1956- 男 散文、論述   

91 劉克襄 1957- 男 
論述、詩、散文、報導文

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2 黃豐隆 1958- 男 報導文學   

93 路寒袖 1958- 男 詩、散文、歌、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4 楊渡 1958- 男 
詩、散文、小說、傳記、

報導文學、論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5 詹義農 1958-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6 林沈默 1959- 男 臺語詩、小說、兒童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7 孟璇 1959- 男 散文   

98 鐘麗琴 1959- 女 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99 扶疏 1960- 女 詩、散文   

100 瓦歷斯 諾幹 1961- 男 
散文、詩、小說、傳記、

報導文學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01 徐望雲 1962- 男 詩、散文、論述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102 楊翠 1962- 女 散文、文化評論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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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03 郁馥馨 1962- 女 散文、小說   

104 張啟文 1962- 男 散文   

105 方秋停 1963- 女 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06 李順興 1963- 男 小說   

107 陳斐雯 1963- 女 詩、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108 燕泥 1963- 男 
詩、散文、小說、兒童詩、

劇本 
  

109 黎妙瑜 1965- 女 散文、小說   

110 嚴忠政 1966- 男 詩、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11 李崇建 1967- 男 散文、小說、兒童文學   

112 沈政男 1968- 男 散文、新詩   

113 林良哲 1968- 男 報導文學   

114 紀小樣 1968-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15 
利格拉樂 阿女

烏 
1969- 女 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16 張經宏 1969- 男 小說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17 陳雪 1970- 女 小說、散文   

118 江心靜 1970- 女 詩、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19 王宗仁 1970- 男 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20 洪凌 1971- 女 小說、論述   

121 紀大偉 1972- 男 論述、小說、譯作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122 甘耀明 1972- 男 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23 李長青 1975- 男 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24 李儀婷 1975- 女 小說、兒童文學、劇本   

125 黃琬瑜 1975- 女 散文、新詩   

126 林婉瑜 1977- 女 詩   

127 賴鈺婷 1978- 女 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28 然靈 1979- 女 散文、詩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29 江凌青 1983-2015 女 詩、散文、小說、評論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30 林孟寰 1986- 男 小說、詩   

131 楊富閔 1987- 男 小說、散文 
亦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

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附件 2 臺中作家典藏館 60位典藏作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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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1 葉榮鐘 1900-1978 男 歷史、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 楊逵 1906-1985 男 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 姜貴 1908-1980 男 小說、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 呂赫若 1914-1950 男 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5 琦君 1917-2006 女 
兒童文學、散文、小

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6 孟瑤 1919-2000 女 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7 陳千武 1922-2012 男 
詩、小說、兒童文

學、論述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8 楊念慈 1922-2015 男 散文、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9 楚卿 1923-1994 男 詩、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0 齊邦媛 1924- 女 散文、評論、編輯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1 丁潁 1928-2019 男 詩、散文、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12 趙天儀 1935- 男 
詩、散文、論述、兒

童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3 非馬 1936-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4 孟東蘺 1937-2009 男 散文、譯作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15 許達然 1940- 男 散文、詩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一輯 

16 丘秀芷 1940- 女 散文、小說、傳記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7 杜國清 1941-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18 黃海 1943- 男 科幻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19 陳憲仁 1948- 男 論述、散文、編輯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 

20 江自得 1948-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1 廖輝英 1948- 女 小說、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22 陳明台 1948- 男 詩、論述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23 蘇紹連 1949- 男 詩、兒童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4 洪醒夫 1949-1982 男 
詩、散文、小說、報

導文學、評論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一輯 

25 廖玉蕙 1950- 女 
散文、論述、報導文

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26 簡政珍 1950- 男 詩、論述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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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27 王世勛 1951- 男 小說   

28 李勤岸 1951- 男 詩、散文 
《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29 林廣 1952- 男 詩、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0 渡也 1953- 男 詩、論述、兒童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1 吳櫻 1953- 女 散文、小說、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2 陳幸蕙 1953- 女 散文、論述、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33 蔡秀菊 1953- 女 詩、論述、兒童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4 石德華 1955- 女 散文、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一輯 

35 王定國 1955- 男 小說、散文、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三輯 

36 苦苓 1955- 男 小說、散文、詩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三輯 

37 鍾喬 1956- 男 
詩、散文、報導文

學、小說、劇本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8 廖莫白 1956-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39 柯翠芬 1957- 女 散文、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40 方耀乾 1958- 男 詩、論述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41 路寒袖 1958- 男 
詩、散文、歌、兒童

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2 楊渡 1958- 男 
詩、散文、小說、傳

記、報導文學、論述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3 詹義農 1958-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4 林沈默 1959- 男 
臺語詩、小說、兒童

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5 瓦歷斯 諾幹 1961- 男 
散文、詩、小說、傳

記、報導文學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46 江文瑜 1961- 女 詩、論述、傳記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47 楊翠 1962- 女 散文、文化評論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二輯 

48 方秋停 1963- 女 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49 楊明 1964- 女 散文、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三輯 

50 張芳慈 1964- 女 客語詩、論述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51 葉國居 1965- 男 散文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52 嚴忠政 1966- 男 詩、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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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家 生卒年 性別 主要創作類型 備註（收錄參照） 

53 紀小樣 1968- 男 詩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4 張經宏 1969- 男 小說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5 甘耀明 1972- 男 小說、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6 李長青 1975- 男 小說、散文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57 林德俊 1977- 男 詩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一輯 

58 解昆樺 1977- 男 論述、詩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59 劉梓潔 1980- 女 散文、小說 
收錄於《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的第

一本書》 第二輯 

60 江凌青 1983-2015 女 
詩、散文、小說、評

論 

收錄於《臺中文學史》、《我的初書時代：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 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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