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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出版與影視媒合—「潛⼒改編文本」獎勵清單
序 作品 作者 出版單位 文本體裁 內容類型 情節概要 關鍵字 備註

文字書

1 365⾏之服務業：
365⾏系列 Ami亞海 41%海風的甜度 短篇⼩說

冒險;運動;⾳樂;奇幻;科幻;懸疑;犯
罪;劇情;⿊⾊喜劇;喜劇;社會議題/
寫實;都會城市;職場;家庭;勵志;兩
性;青春校園;浪漫愛情;偶像/少男少
女;LGBTQ;情慾耽美;推理;刑偵

#各⾏各業 #365⾏ #
⾏⾏出狀元 #職場 #
職⼈

2 ⼀位⼤師的誕⽣ 侯宗華
洪裕淵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釀出版

⻑篇⼩說 政治;犯罪;驚悚;社會議題/寫實

#邪教 #後疫情時代
#全⺠基本收入 #選
舉 #政治鬥爭 #我願
意

3 ⼀瞬、預⾒妳00:00 朱夏 ⻑鴻出版社 ⻑篇⼩說 奇幻;刑偵;浪漫愛情 #穿越時空# 連續殺
⼈案#警察

4 ⼈獸 吳震 ⾼寶書版 ⻑篇⼩說 犯罪;懸疑;推理;驚悚;
社會議題/寫實;刑偵

#犯罪 #推理 #社會
議題 #動物保護 #懸
疑 #驚悚 #台灣本⼟

5 千年，查無此⼈ 梨雅
新⽉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花園文化

⻑篇⼩說 奇幻;靈異;浪漫愛情 #孟婆 #前世今⽣ #
再續前緣 #失憶

6 ⼭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 ⼭女孩Kit 遠流出版公司 散文 都會城市;勵志;浪漫愛情
#女⽣登⼭ #⼾外活
動 #台灣⼭林 #親情
#愛情 #友情

7 不良媳・⿁老媽 海德薇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奇幻;家庭;喜劇;社會議題/寫實 #家庭喜劇 #婚姻 #
婆媳關係 #輕奇幻

8 不會通靈的寵物溝通師：
默默咖啡館的萌寵兒故事 劉凱⻄ 布克文化 ⻑篇⼩說 浪漫愛情;奇幻;推理;喜劇;劇情;

都會城市;勵志;家庭
#寵物 #寵物溝通 #
愛情 #⼈⽣

每⾏每業都會有相愛相知的⼈，不管是在百貨任職的
電梯先⽣與經理、計程⾞司機與⼤明星，或是客服專
線與台灣國語的客⼈，都可能譜出⼀段美好戀情。

追逐演員夢失敗的偉華，收到⼀封芭蕾舞劇的邀請函
，與暗戀多年的學妹蔓詩相遇。然⽽蔓詩真正的⽬的
，是邀請偉華參加新興宗教S.R.T的教主如幻上⼈的
演講。蔓詩告訴偉華，只要成為信徒，能夠轉化業⼒
，實現夢想……
魏孟廷預⾒初戀李姝穎的死，導致死亡的原因指向⼗
四年前她做出的錯誤證詞。為了拯救她，他反覆穿梭
時空改寫未來。然⽽當沉寂已久的連續殺⼈案翻盤，
所有相關⼈物再次牽起連結，真凶浮出⽔⾯，她的死
卻不曾改變……
⼀具女屍從台中烏⼭的荒⽥裡被挖出，她的雙⼿遭鋸
斷，胸⼝有被縫合過的痕跡，脖⼦上戴著詭異的動物
項圈；⼀隻滿布傷痕的貓屍被遺棄在深夜的社區裡，
牠戴著項圈，被開膛，同樣被截斷雙肢。
真相是什麼？兩具屍體是否有關聯？刑警的陰霾、檢
察官的抉擇、獸醫的信念；他們⼼中的正義隨著真相
逼近⽽逐漸崩垮……當夜幕降臨，命運將引領三⼈直
⾄⿊暗的終局，並共同守下⼀個永遠的秘密。
時間對杜堯之⽽⾔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他失去了⻑達
千年的記憶，只是⽇復⼀⽇的執⾏⾝為孟婆的任務，
他不知⾃⼰為何⼼⽢情願留在地獄，直到古怪女孩崔
荷娜的出現勾起他的熟悉感，可以看穿所有⽣靈⿁魂
的他竟看不透她的⾝分，他知道她是⾃⼰找回記憶的
關鍵……
登⼭的意義是什麼？⼀名同你我般的平凡女孩，朝九
晚六，加班出差。⺟親過世後，她想⾛到最靠近天堂
的地⽅，於是開始爬⼭。幸運的是，在我們⽣活的這
座島嶼上有連綿的⼭脈，時間過去，她以拜訪朋友的
姿態向⼭⾛去，在⼭之間寫下對家⼈的思念，對情感
的豁然……⽽在⼭中，連孤獨，連寂寞，都像是難得
⼀⾒的風景。
新時代職業婦女，和觀念傳統的婆婆⿁魂交⼿，展開
⼀連串逆媳⿁婆⼤戰！以輕奇幻喜劇筆法，描繪現代
社會屢⾒不鮮的婆媳過招，反映當今諸多家庭與婚姻
關係，讓許多女性⼤笑歡快，⼜能⼼有戚戚焉。
⼈⽣跌到⾕底的陳芳菱，因為⼀隻狗⽽延後輕⽣計畫
，同時為了⽣存，重拾動物溝通師的職業，在與動物
對話的過程中，她不只協助了寵物與飼主們了解彼此
，更替⾃⼰找回愛的能⼒，以及對⽣命的希望；除此
之外，她還聯⼿寵物，偵破了⼀樁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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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書

9 不當社畜不⾏嗎 裏左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劇情;喜劇;職場;社會議題/寫實;
勵志

#職場喜劇 #新鮮⼈
#傳統產業 #業務 #
職場⽣存 #⽣活幽默

10 五百夢書鄉Vol01.牽縈思念
的成績單 穹⿂ 尖端出版 ⻑篇⼩說 劇情;都會城市;勵志;家庭 #書店 #交換故事 #

夢想 #溫馨療癒

11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張友漁 巴巴文化 短篇⼩說 劇情;社會議題/寫實;勵志;家庭;
青春校園

#兒少文學 #家庭 #
⼩媽媽 #意外懷孕 #
溫馨暖⼼

12 天災對策室 薛⻄斯 獨步文化 ⻑篇⼩說 奇幻;懸疑;科幻;推理;動作;
冒險;家庭

#奇幻 #懸疑 #推理
#親情 #戀愛 #⼤型
災難

13 天鵝死去的⽇⼦ 邱常婷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科幻;懸疑;驚悚;劇情;成⼈ #反烏托邦 #反叛 #

科幻 #⾼齡⼈⼝

曾入選2021
出版與影視
媒合書單

14 ⼿槍女王HAND JOB
QUEEN 涼圓 ⼤辣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短篇⼩說 職場;成⼈;兩性;社會議題/寫實 #性⼯作者 #性產業
#八⼤⾏業

15
火眼⾦睛與0.4秒的判斷：
中華職棒鐵⾯裁判蘇建文的

三千站場
蘇建文

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春光出版

紀實文學 傳記;勵志;運動 #蘇建文 #裁判 #三
千

16 卡⻄與他們的⽡斯店 郝妮爾 南⽅家園 ⻑篇⼩說 家庭;社會議題/寫實;劇情;文化融合
#宜蘭 #員⼭ #⽡斯
⾏ #雪隧 #千禧年
#90年代

17 未完成的道別 蘇上豪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職場;劇情;社會議題/寫實;都會城市

#醫療 #職⼈ #寫實
#職場 #醫病關係 #
感⼈

毒舌幽默版職場神劇《未⽣》，厭世⾦句連發、共鳴
感滿滿的社畜辦公室⽇常！無欲無求的菜⿃業助⼀腳
踏進職場江湖，被迫打怪晉級，展開機智社畜⽣活。

在這間書店能⽤⼈⽣故事交換⼀本書，那本書將會帶
來重⼤意義。⼀名廣告公司員⼯意外來到店裡，⽤⾼
中的青澀愛戀交換到⼀本畫冊，卻發現當年無疾⽽終
的戀情竟有最動⼈的結尾。媲美《解憂雜貨店》奇蹟
感動，溫馨療癒。
初嚐禁果意外懷孕的15歲⼩媽媽，孕育肚⼦裡的新⽣
命，也重新認識⾃⼰早逝的⺟親，與看似不幸的境遇
和解，迎向新⽣。2014年出版⾄今，銷售量約8000多
本，並已售出簡中、韓語出版版權，簡單平實，溫暖
療癒。
新型天災席捲世界，台灣因災害區隔出⽔上與陸上都
市，少女鍾灰為了洗刷⽗親殺⼈罪名進到神秘組織，
卻牽扯⼀起多年前連續殺⼈分屍案，少女發現⽗親並
非想像中的清⽩，她必須⾛出⾃⼰的路，並試圖拯救
這座被天災肆虐的城市及⽗親，從中⽣存下來。
政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制定了「滌淨法」，規定
老者在⼀定期間內到政府指定地結束性命，即將⾯臨
滌淨⽇的柯廷出發尋找離家出⾛的兒⼦蛋仔，想要再
⾒蛋仔最後⼀⾯，進⽽發現引發世代關係衝突與壓迫
的祕密真相。
八⼤⾏業第⼀⼿現場直擊
女⼤⽣慾海浮沉⼗年磨萬劍最真實的告⽩
打⼿槍也有職⼈
蘇建文說：「我們不是主⾓，沒有噓聲就是⼀個好的
比賽、好的裁判。」
輕描淡寫，卻⼀語道盡全天下裁判的內⼼獨⽩。
從喊PLAY BALL開始，究竟是什麼樣的「熱忱」讓他
堅持下去？
本書完整揭露職棒裁判最真實的⼼聲與⽢苦的⼼路歷
程，如何活出0.4秒判斷下的精采裁判⼈⽣！
他們的每⼀天，都是從⼀通叫⽡斯電話開始的。故事
從千禧年開始說起；那⼀年，九⼆⼀⼤地震剛剛落幕
，全臺即將迎來「末⽇預⾔」的指定⽇期，⽽外地⼈
卡⻄來到宜蘭員⼭，投入畢⽣積蓄，從打⼯仔搖⾝⼀
變為頭家，他⼀家⼀⼾地搬送⽡斯，不知不覺與鄰
⾥、同⾏交織成⼀冊綿密的⽣活影像；也約莫是在那
⼀年，⽡斯業跌入時代的巨⼤動盪，但⾝置其中的他
們尚無法覺察……
繼侯文詠後台灣醫壇受矚⽬的新⼈作者。⼀名落魄的
年輕醫⽣，⼀本⾜以撼動⽣死的醫學筆記，牽引出⼀
段深埋在⽩⾊巨塔裡的⽣與死、愛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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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書

18 成為怪物以前 蕭瑋萱
印刻文學

⽣活雜誌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推理;懸疑;犯罪;劇情 #香⽔ #氣味 #呢喃
者 #命案清理

19 收視率背後的祕密 劉旭峰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短篇⼩說 職場;商戰;社會議題/寫實 #媒體 #收視率 #新

聞界 #亂象

20 我是⼀個殯葬演員 時淒宮分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職場;靈異;奇幻;劇情
#特殊職⼈ #殯葬業
#⼤體演員 #輕奇幻
#創傷 #成⻑

21 我租的套房鬧⿁ Olivia芳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靈異;喜劇;懸疑;社會議題/寫實;
都會城市;勵志

#靈異喜劇 #租屋族
#搞笑勵志 #⼈性 #
凶宅

22 我媽的寶就是我：⼀個女兒
寫下對⺟親的驕傲愛意 陳⼜津 悅知文化 散文 家庭;文化融合;社會議題/寫實;勵志

#新住⺠ #新⼆代 #
媽寶 #印尼 #新北⾼
譚市 #三重

曾入選2021
出版與影視
媒合書單

23 ⾒⿁的法醫事件簿 蜂蜜醬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懸疑;犯罪;靈異;⿊⾊喜劇;
社會議題/寫實;LGBTQ;職場;刑偵

#懸疑推理 #法醫 #
陰陽眼 #緝凶 #GL

24 ⾝為在台灣的新⼆代，我很
害怕 劉育瑄 城邦創意市集 散文 社會議題/寫實;家庭;文化融合

#新⼆代 #新移⺠ #
東南亞 #越南  #成⻑
#歧視

25 前鋒新聞報導 ：
王萬⾥與霍⼠圖探案 ⾼雲章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要有光

短篇⼩說 犯罪;推理;動作;冒險;都會城市;
懸疑;社會議題/寫實

#密室 #異國故事 #
新聞記者 #隨機殺⼈

26 美好少女的垂直社會 巫玠竺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劇情;社會議題/寫實;都會城市;
家庭;其他

#近未來 #架空 #階
級社會 #氣候難⺠ #
少女鬥爭 #⾃我認同

27 島之曦 陳耀昌 遠流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歷史/時代;文化融合;劇情;都會城市

#台灣史 #社會運動
#流⾏⾳樂 #台灣⺠
主 #⽇治時期 #台灣
⼈ #醫學 #真⼈真事

弟弟死後，楊寧失去了敏銳⽽細膩的超⼈嗅覺，直到
佇立命案清理的⼯作現場，在死亡的撩動下才再度甦
醒重⽣。然⽽她卻因此無端背負凶殺的嫌疑，不得不
靠⾃⼰的⼒量證明⾃⾝清⽩。她只能追索殘存在命案
現場的幽渺香⽔氣味。為了揪出真凶，甚⾄不惜師事
連續殺⼈犯程春⾦，讓⾃⼰化⾝為獵⼈，揣摩凶⼿扭
曲的⼼態與思維，⼀步⼀步踏入怪物的領域。但隨著
線索逐漸深入，也令⾃⼰陷入更深的危險之中……
只編新聞不編故事的主編被開除，⽽擅⻑腥羶⾊報導
的總編輯差點要為⾃⼰妻⼦和⾃⼰老闆外遇的醜聞下
聳動標題以吸引閱聽眾眼球……。21篇諷刺的故事，
悲憐臺灣媒體可恨⽽可憐的「⾝不由⼰」。

菜⿃接體員因緣際會接下江湖近乎失傳的特殊職業
「⼤體演員」，在扮演往⽣者的過程中陪伴家屬⼀⿑
道別，也因此⾛出失去愛⼈的傷痛。

台北居⼤不易，北漂打⼯仔幸運找到⽉租三千的豪華
套房，不料竟是⼀間怨靈VIP室。⼈⼼，有時比真正
的凶靈，還要恐怖⋯⋯鏡文學熱⾨作品，驚悚搞笑⼜
勵志的靈異喜劇！

⽣⻑於台北三重，描寫⾃⼰與印尼華僑⺟親之間最平
凡卻珍貴的⽣活瑣事、家族⽇常以及從年少⾄成⼈所
⾒的世情百態。

天⽣看得到⿁的陰陽眼女法醫，⽤敏銳細膩的觀察⼒
與厲害的解剖技術，替現⾝的⿁魂找回公道。批踢踢
Marvel板連載爆文，鏡文學官網連載超⾼⼈氣作品，
有如輕鬆版《靈異界限》加上《法醫女王》。

東南亞新移⺠第⼆代⾸度發聲，誠實書寫⾃⼰在台灣
處境的⽣命紀實，從痛苦、憤怒，再與⾃⼰⾝份和解
的成⻑之路。

五部結合傳統本格派和冷硬派的短篇推理⼩說結集。
由背景成謎的王萬⾥，和刑警出⾝的霍⼠圖組成的記
者搭檔。
從紐約的⼩義⼤利到台灣的⼭區⼩鎮。帶領讀者逐⼀
破解案件。並追尋其中⼈性、親情與愛情的意義。
氣候難⺠少女獲准進入安全⾼地菁英學校就讀，殊不
知外貌、家世、友誼皆成同儕競逐籌碼，單純校園成
為少女們的殘酷修羅場。獨特的少女系反烏托邦⼩說
，以全球暖化近未來設定，映照出暗潮洶湧的階級壓
迫和⼈際⾯貌。

⼀位被時代洪流遺忘的熱⾎鬥⼠盧丙丁，⼀位果敢前
衛的美聲歌后林⽒好，串出那⼀代掀起「臺灣意識」
的各⾏各路知識份⼦，呈現1920⾄1930臺灣社會最蓬
勃、⼼靈最熾烈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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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特務家族 祁立峰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犯罪;動作;喜劇;社會議題/寫實
#犯罪喜劇 #殺⼿集
團 #推理 #動作 #⿊
道 #特務 #家庭

29 送葬的影⼦──⼤吾⼩佳事
件簿 游善鈞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要有光

短篇⼩說 懸疑;犯罪;驚悚

#107年「年度推薦
改編劇本書遴選」活
動獲選 #優良電影劇
本獎 #台灣警察 #獵
奇

曾入選2020
出版與影視
媒合書單

30 婚前⼀年 李柏青 尖端出版 ⻑篇⼩說 商戰;職場;浪漫愛情;兩性;家庭;
社會議題/寫實;都會城市

#律師 ＃商戰 #跨國
併購 #訴訟 #婚姻 #
職⼈ #渣男

31 這次，我們⼀定要幸福 ⼩妖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浪漫愛情;青春校園;奇幻;劇情;穿越
#奇幻愛情 #青春校
園 #初戀 #穿越
#Line

32 陳澄波密碼 柯宗明 遠流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傳記;歷史/時代;懸疑 #台灣美術 #歷史⼈

物 #懸疑解謎

33 揚⼦堂糕餅舖 光風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篇⼩說 勵志;劇情;浪漫愛情

#台式傳統糕餅 #⽇
本和菓⼦ #百年老店
#職⼈精神 #成⻑ #
台⽇文化  #家業傳
承

34 渣男動物園：那些年，我們
⼀起遇過的禽獸 凱薩琳・孔 時報出版 短篇⼩說 劇情;⿊⾊喜劇;喜劇;

社會議題/寫實;兩性 #渣男 #渣男動物園

35 萬應 明渺 奇異果文創 ⻑篇⼩說 懸疑;劇情;社會議題/寫實;
LGBTQ;犯罪;靈異;恐怖

#萬應公 #社會案件
#⼈性 #願望 #臺灣
底層⽣活

36 滿醉⽽歸 樂⾺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篇⼩說 冒險;喜劇;動作
#喜劇 #兄弟情 #酒
精 #公路旅⾏ #荒謬
冒險 #動作

台北前往嘉義的⾼鐵上，宅男博⼠候選⼈莫名捲入⿊
道立委、K黨特務、食品⼤亨背後的殺⼿集團三股勢
⼒間的衝突，更發現他的家⼈竟然「全員祕密特務」
，⽽這⼀切都與他研究食安的論文⼤有關係！

以位於台中的中部打擊犯罪中⼼為背景，偵查員⼤
吾、⼩佳、檢察官周書彥和鑑識科王牌穆⼀維等⼈，
⾯對⼗樁震驚世⼈的奇案，不僅僅要與難纏的犯⼈攻
防對峙，更將⾯臨來⾃法律條文、社會輿論與警界體
系的束縛……

⼀名年輕有為的律師和交往三年的女朋友求婚，兩⼈
在機場相約女友⾃美國留學回來後就步入禮堂。但上
帝總愛在你做好決定後才擲骰⼦。先是前女友回來找
他擔任離婚律師，⽽後⼜在處理跨國併購訴訟時⼜巧
遇⼤學學妹，他能安然地⾛過這婚前這偽單⾝的⼀年
嗎？
為了扭轉⼼愛女孩死亡的結局，他透過⼿機訊息跨越
時空和「⼀年前的她」聊天，試圖阻⽌憾事發⽣，最
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細膩描繪少男少女暗戀
糾結⼼緒，讀者隨著劇情起伏揪⼼不已！

他的畫作，充滿謎團；他的名字，是不能說的祕密。
陳澄波密碼，其實也是整個台灣歷史的密碼。

從京都百年和菓⼦店「繁春堂」離職後，安群回到家
鄉台中，進入叔公的在地老字號餅舖「揚⼦堂」⼯
作。
以老店經營為核⼼，橫跨台⽇與世代，徬徨的年輕
「流浪者」也由此展開⼀趟充滿探索、文化與世代碰
撞的成⻑之旅。
歡迎來到渣男動物園，我是動物園園⻑，凱薩琳‧孔⼩
姐。
有鑑於外頭橫⾏的衣冠禽獸越來越多，造成許多無辜
女⼦受害，園⻑耗時半年，打造⼀座「 渣男動物園
」，將各種禽獸緝捕到案，並處以終⾝監禁。
李家興姦殺女兒⼀案，短暫現⾝波瀾四起的社會新聞
版⾯。記者錢乾乾循線追索⽽不得要領，卻輾轉挖掘
出李家興曾頻繁參拜的萬應公廟。
他的追問，似乎引來了⼀些想要回答的「什麼」……
獄中的李家興童年艱苦，但也完滿成家、奮發⼯作，
正準備平穩度⽇時，為何犯下殘暴獸⾏？乍看是狗⾎
新聞與⼈倫悲劇的相成，其實是疑⼼⽣暗⿁的成真？

三個好哥們踏上最慘烈的宿醉公路旅⾏，重溫年少的
瘋狂，發現⽣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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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領魂⼈ 阿天 ⻑鴻出版社 ⻑篇⼩說 懸疑;犯罪;驚悚;靈異;刑偵 #正義 #親情 #懸疑
#驚悚 #犯罪 #命案

38 請解開故事謎底 雷雷夥伴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 ⻑篇⼩說 懸疑;驚悚;浪漫愛情;犯罪;奇幻
#懸疑 #解謎 #海⿔
湯 #狼⼈殺 #無限流
#BL

39 親愛的彼得先⽣ 葉揚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散文 劇情;社會議題/寫實;家庭;兩性;

浪漫愛情
#婚姻⽣活 #愛情⻑
跑

40 轉⾓的換書商店 A.Z.
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釀出版

⻑篇⼩說 穿越;家庭;歷史/時代;勵志;
社會議題/寫實;偶像/少男少女

#解憂雜貨店 #奇蹟
#師⽣戀

男主⾓令涼⼀⼼想成為斬妖除魔的宮廟接班⼈，⽗親
卻希望他能成為⼀名警察，因此他選擇上班第⼀天就
不報到！在⼀次同仁前往家裡拜訪的機會下，令涼展
出⾃⼰能夠領魂的能⼒，因⽽在學⻑勸說下回歸⼩隊
上班！並開始和同仁們調查⼀件⼜⼀件的懸疑密案，
無論是《湖底的少女命案》還是《懸案的真正兇
⼿？》抑或者是《駭⼈的師⽣戀》，都將帶給令涼和
特殊專案⼩組無比的考驗，令涼也就此踏上了領魂之
路。
莊天然意外闖進⼀場死亡遊戲，唯有解開謎底，才能
離開。在九死⼀⽣、⼈⼼爾虞我詐的關卡中，他遇到
了⼀個態度游刃有餘，甚⾄對他情話不斷的神祕青年
封蕭⽣⋯⋯

如果婚姻是墳墓，這本書就是愛情⻑跑16年的情侶，
跌入墳墓後傳來的派對歌聲。

由⼀間可以⾃由交換書籍的神秘商店，進⽽串連出不
同時代的年輕⼈的故事，在錯綜複雜的交錯中，這四
名男女貌似藉由書籍交換了⼈⽣，或交換了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