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傳統悠久，自詩經以降，就是各時代重要的文類，唐詩
宋詞更領一代風騷，至今猶為眾人吟哦。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胡
適提倡白話文運動，也創造了新詩的體例，而新詩的發展至今已近九
十年，詩人及詩集輩出，是新文學中重要的一環。新詩自五十年代以
來，因為現代詩派的興起，詩給的的印象變得隱喻和晦澀，也容易讓
人退避三舍，但新詩是以一種簡練的文字傳達深層的情感，並且透過
多變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最近幾年的發展中可以發現新時代的詩
人，除了詩的文字外，新詩在詩集的設計裝幀上有很大的進步，而詩
也嘗試和其他文類或是素材結合，如攝影或是歌曲等，從形式到內涵
都呈現了多樣的變化。圖書館舉辦圖書館月活動，在主題書展上特別
推出「詩可以興觀群怨」新詩書展，期望這次書展可以帶給全校師生
對於新詩新的體驗。
本次書展除了館內原有的詩集外，也加購了最新的詩集， 全部展
出的詩集約 150 冊 ，新詩分類本就不容易，有的按流派或是按年代來
區分，本次書展將新詩分成 「詩評與詩論」、「新詩選集」、「重要

詩人作品」、「台灣本土詩集」、「新銳詩人」、「詩與藝的結
合」 等幾個子題，展出日期從 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止，同
時間通識中心國文科也在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邀請原住民詩人 瓦
歷斯‧諾幹至本校 413 教室演講「現代詩欣賞與創作」 歡迎大家共襄
盛舉。

以下是本次主題書展所展出的書目

2005 圖書館月「詩可以興觀群怨」新詩展書目

「詩與藝的結合」

207401 851.486/8755 不丹詩情＝after Bhutan： 陳念萱著. 智庫
181115 851.486/8356 蝴蝶：黃圻文詩集 黃圻文著 典藏藝術家

181143 851.486/844 關於馬戲與匕首風格 翰翰作 翰翰出版
207405 851.486/856 on/off：阿芒詩集 阿芒作 唐山
207388 851.186/822 與我無關的東西 鴻鴻著 唐山
181114 851.486/854 甜蜜並且層層逼近 若驩作 若驩出版
181116 851.486/858 C 貨 魚果著 唐山
181119 851.486/858 薄荷糖男孩 魚果作 唐山
181120 851.486/845 綠色瞬間：詩與攝影集 新昌著 麥田出版
181107 831.86/8386 逃生門：長廊詩集 劉威志主編 政大長廊
181106 851.8/8386 你穿著不合腳的舞鞋 項薇之著 聯經
207474 851.487/2105. 形狀與音樂的抽屜： 何亭慧著 麥田出版家庭傳
媒城
207306 851.486/845 小數點之歌：曹開數學詩集 曹開著 書林
207100 851.486/837 因為風的緣故 洛夫著 聯經
207180 851.486/8736 春融＝Melting snow in spring： 張禮豪著 典藏藝
術家庭
207438 851.486/8747 極品春藥： 紀小樣著 詩藝文出版貿騰發賣
207220 957.6/8578 巴黎無題劇照 廖偉棠著 聯合文學
207338 851.486/835 捕捉感情 賀星著 秀威
181118 851.486/8533 娑羅鶴變詩稿：Kama 的「異國」、「國風」與
羅浩原著 文史哲
181152 851.486/8497 睜一隻眼談戀愛：李俊東詩集 李俊東作 正中
181108 851.486/8363 當黃昏緩緩落下 黃榮村著 INK 印刻
181112 851.486b8354/ 法蘭克學派 Frank 孫梓評著 麥田出版

207282 851.486/872 生深情芋 陳鴻著 印書小舖
181132 851.486/8466 瑪格莉回憶錄 李康莉著 一方
181159 947.5/8473 溫柔的美感 施並錫畫；李魁賢詩桂冠
181151 851.486/8766 貓，你喜歡我嗎? 張香華詩；李蘇羽繪 麥田出版
181113 851.486/8563 夢中書房 羅智成著 聯合文學
207301 851.486/8426 有鹿哀愁 許悔之著 大田
181137 851.486/8426 亮的天 許悔之著 九歌
181155 851.486/8496 我的 32 個臉孔 蔡銀娟著 美麗殿文化
181154 851.486/8735 被月光抓傷的背 林怡翠著 麥田初版
181153 851.486/8354 如果敵人來了 孫梓評作 麥田初版
181117 851.486/8749 有鬼 劉亮延著 一方
207469 851.486/8774 藍水印＝The blue water prints： 林建隆著 皇冠
818639 851.486/8523 夢的攝影機 路寒袖著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207406 851.41/874 夏宇詩集 夏宇著 現代詩
207342 851.486/8344 魚人行：黃思齊詩集 黃思齊;黃重仁著 東觀
207480 851.486/8465 心與心靜靜交流：丹慧詩畫心語 丹慧著 皇冠
207373 851.486/8453 此致,匆匆 許麗燕著 唐山
131914 851.486/8243 c.2 世界盡頭：顏忠賢詩建築 顏忠賢著 田園城市
179789 851.486/8545 c.1 小小情詩：青春愛做夢 韓以茜創作 大塊文化
207393 851.486/8673 彭邦楨詩選＝Selected poems of Pang-Chen 彭邦
延;宋穎豪選譯. 詩藝文出版貿騰總經
179733 854.6/8564 c.1 地下鐵：一個音樂旅程 黎煥雄著;幾米原著 大
塊文化

181161 831.98/8754 讓美麗的文字與台北相遇 台北市文化局 紅螞蟻
圖書

「台灣本土詩集」

112174 831.8/8494 台灣詩閱讀-探觸五十位台灣詩人的心 李敏勇著 玉
山社
181177 851.486/8724 油桐花下個思念：客家詩集 邱一帆著 華夏書坊
181196 850.3251/8564 台灣圓仔花 藍淑貞著 春暉
135003 831.97/8789 台語詩一甲子 林央敏主編 前衛
835382 851.486/8494 傾斜的島 李敏勇著 圓神
822665 851.486/8777:1-2 山是一座學校 陳瓊芬,陳信正主編 台中縣立
文化中心
112149 851.486/8494 心的奏鳴曲:李敏勇詩集 李敏勇作 玉山社
207289 851.486/8523 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 路寒袖著 遠足
181148 851.486/866 海浪和河流的隊伍 詹澈著 二魚文化
207240 851.486/866 小蘭嶼和小藍鯨 詹澈著 左岸文化
207340 851.486/877 希望的世紀 林央敏著 前威
203260 851.486/866 滾動原鄉 鍾喬著 書林
841600 851.486/846:1 臺灣‧我的母親 李喬著 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
111227 851.486/8523 廖永來詩選 廖永來著 草根
181134 851.486/8648 一枝煎匙 宋澤萊著 聯合文學
181101 831.86/8377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 孫大川主編
INK 印刻

135013 851.486/8345 想念族人 瓦歷幹‧尤幹著 晨星
207575 850.3251/8767 思念飛過嘉南平原 陳金順著 島鄉台文工作室
181179 851.486/8466 母語 e 心靈雞湯 李勤岸著;Ting Yeh 開朗雜誌
181162 851.486/8466 咱攏是罪人＝We are all sinners. 李勤岸作 開朗雜
誌
181164 851.486/8494 青春腐蝕畫：李敏勇詩集 李敏勇作 玉山社
181173 859.8/8466 大人囡仔詩 李勤岸著;Marian Le 開朗雜誌
181176 831.86/8494 啊，福爾摩沙! 李敏勇編選/解說 本土文化

「新詩選集」

181128 831.86/8564 桂冠與蛇杖 湯銘哲編著 九歌
181198 831.86/866 台灣現代文學教程：新詩讀本 蕭蕭、白靈主編 二
魚文化
181165 821.88/885 拜訪新詩 吳當著 爾雅
207248 831.86/8373 是夢也是追尋 尉天驄著 圓神
181187 831.86/826 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 心笛,周策縱編 漢藝色研
174476 831.8/833 v.1c.1 天下詩選：1923-1999 台灣 弦主編 天下
174475 831.8/833 v.2c.1 天下詩選：1923-1999 台灣 弦主編 天下
181156 831.8/876 千曲之島 張錯編 爾雅出版
207482 831.86/8345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 馬悅然, 奚密, 向陽 麥田出
版家庭傳媒城
207258 831.86/866 臺灣詩選 2003 向陽著 二魚文化

207471 831.86/8728 2004 臺灣詩選＝The best Taiwanese poetry, 陳義芝
著 二魚文化出版大和總
207285 831.8/8755 v.2 現代詩卷 林瑞明著 玉山社
207284 831.8/8755 v.3 現代詩卷 林瑞明著 玉山社
207283 831.8/8755 v.1 現代詩卷 林瑞明著 玉山社
207473 851.486/8546 十年詩選：自選與他選 隱地著 爾雅
207227 831.86/866 台灣現代文選新詩卷 向陽著 三民
207278 831.92/863 愛情敢仔站 康原著 晨星
181142 831.8/866 新詩三百首(一九一七-一九九五)下 蕭蕭編;張默編
九歌
181141 831.8/866 新詩三百首(一九一七-一九九五)上 蕭蕭編;張默編
九歌
181043 848.6/865 新詩播種者：覃子豪詩文選 向明;劉正偉著 爾雅
181123 831.86/835 詩集爾雅：爾雅三十年慶詩選 隱地編 爾雅
207344 851.486/873 宇宙詩鈔 紀弦著 書林
207453 831.8/8464 Dear Epoch：創世紀詩選 李進文, 須文蔚著 爾雅
181157 831.8/8766 剪成碧玉葉層層：現代女詩人選集 張默編 爾雅
181129 831.9732/864 又見觀音：台北山水詩選 楊澤主編 麥田出版
181126 831.86/8754 小詩森林：現代小詩選 1 陳幸蕙編著 幼獅
207410 831.86/8564 c.1 現代新詩讀本 方群, 孟樊, 須文蔚 揚智文化

「詩評與詩論」

207381 820.9108/8264 現代詩新版圖 洪淑苓著 秀威資訊科技
207456 821.886/8454 女性詩學：台灣現代女詩人集體研究 李元貞著
女書文化
207477 851.486/8395 娑婆詩人：評周夢蝶詩境選集 曾進豐著 九歌
181130 821.88/865 新詩五十問 向明著 爾雅
181188 821.88/865 新詩 後五十問 向明著 爾雅
181166 821.18/865 我為詩狂 向明著 三民
181172 812.18/865 和你輕鬆談時：向明新詩話 向明著 詩藝文
181167 821.88/885 新詩的智慧 吳當著 爾雅
181133 821.88/843 中國新詩研究 亞弦著 洪範
207371 821.1/864 一首詩的玩法： 白靈著 九歌
207187 821.1/866 新詩體操十四招： 蕭蕭著 二魚文化出版大和總
207286 831.8/837 他們怎麼玩詩?：創世紀五十周年精選 洛夫著 二魚
文化
181104 855/8553 詩戀記 南方朔著 大田出版
181110 812.18/8553 給自己一首詩 南方朔著 大田出版
207164 812.18/8553 回到詩 南方朔著 大田出版
207384 821.88/8375 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 賴
芳伶著 大安
202942 851.486/8545 水仙情操：詩話余光中 傅孟麗著 天下遠見
813307 851/8775 c.1 現代詩啟示錄 張芬齡著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083596 851.486/834 洛夫與中國現代詩 費勇著 東大
198462 831.8/838 現代詩精讀 游喚，徐華中，張鴻 五南

181170 821.88/8637 跨國界詩想＝Poetic thoughts beyond bound 楊松年,
楊宗翰主編 唐山
181195 831.8/8633 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 金尚浩著 晨星
181171 820.9108/874 臺灣現代詩筆記 張默著 三民

「新銳詩人」

181191 851.486/8744 擁愛˙愛詠 陳崇正著 商周
207299 851.486/866 與鐵對話 伍季著 印書小舖
207237 851.486/8578 波希米亞行路謠 廖偉棠著 聯合文學
207455 851.486/8377 騷夏： 黃千芳著;曾思中繪 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
207268 851.486/8777 最美的季節 陳綺創著 秀威資訊科技
131594 851.486/8735 描金的影子＝Schatten in Gold 張善穎著 麥田
207433 851.486/865 我孤伶的站在世界邊緣 楊平著 唐山
181127 851.486/8754 阿媽的料理 江文瑜著 女書文化
207186 851.486/8763 大好時光 邱稚宣著 麥田出版家庭傳媒發
207305 848.6/8426 情詩與哀歌 李宗榮著 大田
207243 851.486/833 陌生地 曾琮琇著 桂冠
207415 851.486/8475 陌地生憶往 蔡振念著 唐山
207412 851.486/8437 月亮越來越多 馬雅著;阿寶圖. 唐山
207414 851.486/8847 黑鍵拍岸： 嚴忠政著 綠可
181111 851.486/846 流浪築牆 鹿苹作 洪範

181103 851.486/8747 抒情考古學 何雅雯著 洪範
181182 830.86/8473 印度的光與影 李魁賢編 春暉
199946 851.486/8433 藍色牧場 蔡富灃著 圓神
181135 851.486/8772 盡是魅影的城國 陳大為著 時報文化
204971 851.486/8578 苦天使 廖偉棠著 寶瓶文化
181199 851.486/8735 索隱 陳育虹著 寶瓶文化

「重要詩人作品」

207226 851.486/8456 c.1 長得像夏卡爾的光 李進文著 寶瓶
207445 851.486/872 在植物與幽靈之間 林泠著 洪範
101645 851.486/872 c.1 巴瓏＝Parron 木心作 元尊文化
083080 851.486/872 我紛紛的情慾＝Everfalling flakes of my d 木心作
元尊文化
181136 851.486/864 青春標本 焦桐著 二魚文化
181192 427.1/864 完全壯陽食譜 焦桐作 二魚文化
207346 851.486/854 橫笛與豎琴的晌午 蓉子著 三民
207345 851.486/867 白萩詩選 白萩著 三民
181124 851.486/854 吃西瓜的方法 羅青著 麥田出版
181193 851.486/8287 她 方 顏艾琳著 聯經
181174 851.486/834 梅新詩選 梅新著 爾雅
207104 851.486/879 楊喚詩集 歸人著 洪範

207449 851.486/8496 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 李進文著 爾雅
181139 851.486/8474 落葉集 李長青著 爾雅
207250 851.486/865 愛與死的間隙 白靈著 九歌
207292 851.486/894 曦日 朵思著 爾雅
207294 851.486/894 飛翔咖啡屋 朵思著 爾雅
818767 851/837 隱題詩 洛 夫著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81160 851.486/837 因為風的緣故＝Because of the wind 洛夫著 九歌
207273 851.486/873 紀弦詩拔萃 紀弦著 九歌
181149 851.486/844 西西詩集 西西著 洪範
181138 851.486/824 與星共舞 謝青著 九歌
145101 851.486/8663 王丹獄中詩 王丹著 九歌出版社
207197 851.486/8648 約會 周夢蝶著 九歌
207460 851.486/8654 叫花的男人：羊令野詩選 羊令野著 爾雅
181150 851.486/844 詩歌舖 隱地著 爾雅
840389 851.486/837-1 夢的圖解 洛夫著 書林
181184 851.486/866 十行集 向陽著 九歌
181102 855/866 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 向陽著 聯合文學
181145 851.486/866 向陽詩選(一九七四-一九九六) 向陽著 洪範
800813 855/8566 夢與地理 余光中著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780387 851/8566 v.1 天狼星 余光中著 洪範書店
780560 851/8566 紫荊賦 余光中著 洪範書店
000934 855/8566 敲打樂 余光中著 九歌出版社

134942 851.486/8566 五行無阻＝By all five elements 余光中著 九歌
207472 851.486/8445 迷途詩冊 席慕蓉著 圓神
121254 851.486/8445 無怨的青春 席慕蓉著 圓神
804262 851/8433 在那遙遠的地方 席慕蓉著 圓神出版社
000945 851/8434 七里香 席慕蓉 著 大地出版社
780710 851/8455 刺繡的歌謠 鄭愁予 著 聯經出版公司
104725 851/8455 c.1 鄭愁予詩選集 鄭愁予著 志文出版社
119966 851.86/8455 鄭愁予詩集 鄭愁予著 洪範書站有限公司
780527 851/8455 雪的可能 鄭愁予 著 洪範書店公司
839239 851.486/876 錯誤十四行 張錯著 皇冠
207483 851.486/876 浪遊者之歌： 張錯著 書林出版紅螞蟻經銷
207277 851.486/876 另一種遙遠 張錯著 麥田
181109 851.486/8563 夢中情人 羅智成著 INK 印刻
100961 851.486/8563 傾斜之書 羅智成著 聯合文學
100959 851.486/8563 黑色鑲金 羅智成著 聯合文學
172416 851.486/875 島嶼邊緣 陳黎著 九歌出版
114440 851.486/875 陳黎詩選 陳黎編 花蓮縣文化局
207221 851.486/875 貓對鏡 陳黎著 九歌文庫
100283 851.486/875 v.1 陳黎詩集Ⅰ：1973-1993 陳黎著 書林
115500 851.486/875 陳黎詩選：1974~2000 陳黎著 九歌出版社
835752 851.486/8756 欠砍頭詩＝Head hunting poems 陳克華著 九歌
836707 851.486/8756-2 與孤獨的無盡遊戲 陳克華著 皇冠

008189 856/8755 愛人 陳克華著 漢光文化出版社
204568 855/8745 c.1 給從前的愛 陳克華 著 圓神出版社
780804 851/8745 星球紀事 陳克華 著 時報文化出版社
835383 855/8756-2 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陳克華著 圓神
207464 848.6/869 v.2 楊牧詩集 楊牧著 洪範
106063 851.486/869 涉事 楊牧著 洪範
106060 851.486/869 時光命題 楊牧著 洪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