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小說卷》 

主編：廖子馨 

 

序號 作者 入選作品 

1 三十三 《載客》 

2 太皮 《失蹤者》 

3 水月 《男人四十》 

4 古冰 《紅豆餅》 

5 向南 《玩手機的各種死法》 

6 李烈聲 《慢舦蛇》 

7 李懿 《烏鴉的時間》 

8 念奴 《鑰匙》 

9 林中英 《吿別會》 

10 梁淑淇 《一秒一念》 

11 莊志豪 《癮》 

12 陳侃 《黑夜沙環》 

  



《2018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散文卷》 

主編：吳淑鈿 

 

序號 作者 入選作品 

1 太皮 《四十而立》 

2 水月 《備胎》 

3 古冰 《包書膠》 

4 左岸 《婚姻止損》 

5 吃貨 《食得是福》 

6 吳淑鈿 《由澳門文學散步說起》 

7 李展鵬 
《一隻熊死，一個城市哭了——澳門黑熊 BoBo 的本土論

述》 

8 李懿 《煙花的死與生》 

9 沈尚青 《由湖北來的男孩聯想到澳門人救助失控賭徒的責任》 

10 谷雨 《東方之美》 

11 初一 《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 

12 林中英 《“白蘭樹”裡的石栗樹》 

13 祁淇 《悲傷不會過期》 

14 祁紫 《越拉越長的遙遠》 

15 秋葉 《灕江上的汽油味兒》 

16 唐可璐 《吃鯪魚》 

17 淘空了 《我看到的桂樹》 

18 陳淑華 《驟雨中的鬧市》 

19 陸奧雷 
《所有未能綻放成詩的，就先留下心靈的註腳——台北風

雅頌・二○一八亞洲詩歌節札記》 

20 賀越明 《京城一飯莊》 

21 雅耶 《流轉甲子緣》 

22 黃文輝 《改革者，孤獨麼？》 

23 黃坤堯 《遊走沒國界的東歐》 

24 微風 《廚房窗外的風景》 

25 楊秀玲 《澳門筆會三十年——由創會到榮獲特區政府授勳》 

26 溫言 《同一個夜空》 

27 劉居上 《向一次性塑膠製品宣戰》 

28 譚健鍬 《來去的味道》 

29 顢頇 《一封未被寄出的信》 

  



《2018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新詩卷》 

主編：盧傑樺 

 

序號 作者 入選作品 

1 古冰 《城市是你的氣味圖書館》 

2 谷雨 《證明》 

3 邢悅 《澳門三行詩》 

4 海芸 《漁民之歌》 

5 望風 《請相信我……》 

6 淘空了 《開船囉》 

7 陸奧雷 《暗黑歌行》 

8 雪堇 《未回答的問題》 

9 彭玉豪 《天問——訪俄羅斯聖彼得堡滴血救世主教堂有感》 

10 賀綾聲 《荷官歐陽家明》 

11 黃文輝 《蝙蝠世界（外一首）》 

12 詩子 《我看天葬》 

13 漠涯 《朝韓離散家屬團聚的故事》 

14 劉居上 《我的詩（外一首）》 

15 盧傑樺 《金爺爺傳我的內功心法》 

16 霜滿林 《老店》 

17 譚俊瑩 《馬戲團最美好的⋯⋯》 

18 譚健鍬 《庇山耶街：沒有庇山耶》 

19 鏏而 《蝴蝶地圖——記一場文學的散步》 

20 關少曦 《世紀廢青到 CEO進化論》 

  



《2018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詩詞卷》 

主編：黃坤堯 

 

序號 作者 入選作品 

1 王國釗 《賀港珠澳大橋順利通車》 

2 任永安 《登泰山》 

3 
西子 

《詠陶潛之二》 

4 《臨江仙‧黃菁》 

5 余澤平 《世外桃源》 

6 
李烈聲 

《風入松‧秋柳》 

7 《雪松》 

8 
李祥立 

《詠蓮》 

9 《應天長慢‧柳》 

10 
周荐 

《袁世凱百年祭》 

11 《康南海一百六十歲誕辰兼戊戌變法雙甲子紀念》 

12 金千里 《漁家傲‧港珠澳大橋》 

13 侯德耕 《為同善堂捐款有感》 

14 
高德光 

《台北龍山寺進香》 

15 《重讀〈滕王閣序〉》 

16 張卓夫 《珠江海灣晚眺》 

17 
莊德華 

《賀堂弟新婚》 

18 《八聲甘州》 

19 許雲 《燈戲中秋夜》 

20 陳湃陽 《煙雨泰山行》 

21 陳慧娟 《南鄉子‧重陽過疊石塘白粉村舊址》 

22 
黃坤堯 

《夏至星垠》 

23 《小暑霓虹》 

24 
劉付華 

《秋望》 

25 《訪黑沙村》 

26 
劉居上 

《黃石公園》 

27 《愛迪生故居》 

28 
劉曉雲 

《街角奇花》 

29 《踏莎行‧港珠澳大橋建築工》 

30 潘崙山 《春夢醒初心》 



序號 作者 入選作品 

31 鄧景濱 《澳門筆會三十周年華誕暨獲頒文化功績勳章誌慶》 

32 
鄭國銳 

《虞美人‧元宵憶舊》 

33 《書法》 

34 戴樹明 《無題》 

35 繆澤中 《戊戌新春試筆》 

36 鍾一暉 《綺羅春‧慶回歸十九周年》 

37 
譚健鍬 

《虞美人‧清明返鄉有感》 

38 《滿庭芳‧戊戌正月初一遊越秀山登望海樓》 

39 蘇秀霞 《大金石禮佛》 

40 蘇樹垣 《小重山‧中國天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