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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出版與影視媒合新制－「潛力改編文本」獎勵清單

編號 作品 作者 出版單位 文本體裁 內容類型 情節概要 備註

1 我在犯罪組織當編劇 林庭毅 城邦印書館 長篇小說 懸疑;犯罪;劇情
「我們替換了你的人生，代價是你全部的財產。」 在台北西門町一間居酒屋，
隱藏了一個古怪的犯罪組織「暗蕨」，它擁有一座小閣樓，據說可以扭轉命
運，讓人過上羨慕許久的人生……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2 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 四絃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社會議題/寫實;犯罪;懸疑
看似各自獨立卻環環相扣的四個女性犯罪懸疑故事，講述母親與她們的受害
者，擊碎母性神話，交織出橫跨三代的母女糾葛。

3 判決人生 劉峻谷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報導文學 犯罪;劇情;社會議題/寫實
判決是否真有等值的正義？正義就是，加害者要付出代價，被害人迅速獲得
補償？一命抵一命，是最終正義的唯一法則？人生的判決何其困難，12則可
能生在你、我周遭任何一個小老百姓身上的故事……

4 最後56天，最想跟爸媽一起做的那些事 春光編輯室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春光出版 散文 家庭;勵志 如果只剩下56天，我們只來得及為爸媽做一件事、說一句話、彌補一個遺憾，
你，想要做些什麼？

5 鬼地方 陳思宏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劇情;社會議題/寫實;家庭
故事從彰化簡樸小鎮的一天說起，爸媽大姊二姊三姊四姊五姊哥哥，還有主
角陳天宏，視角在陳家九名成員中切換，披露心底祕密和傷痕。作家陳思宏
以魔幻寫實筆觸描繪出家人的相愛相殺。

6 那天，我們走向不同的道路 木木木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懸疑;犯罪;劇情
「那些犯下的罪，都是因為愛。」從小一起長大的三名男孩多年後再次相遇，
攜手找尋縱火殺害至親的真凶，竟意外翻出另一家庭隱藏多年的驚人祕密。
人物刻劃細膩，劇情曲折離奇，角色可愛又可恨，破案過程極為揪心。

7 青鳥的眼淚 A.Z. 釀出版（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冒險;懸疑;推理
「青鳥的眼淚」是間神祕茶館，以一杯茶交換一個願望，無論多麼荒誕，都能
實現。女學生、酒店小姐、廣告設計師及年邁婦女，在收到茶館邀請函後相繼
失蹤，她們想要實現什麼願望？女大生白鈴蘭勇敢追蹤都市傳說的真相。

8 愛我 亞斯莫 聯合文學出版社 長篇小說 犯罪;劇情;情慾耽美
追查精神科權威醫師父親自殺的謎團，女法醫著手研究精神罪犯的世界。一
位高智商女性連續殺人犯，對「不愛」她的人痛下毒手，每樁命案皆以「意外」
結案。狹路相逢，兩位女性結為莫逆，殊不知兇手就在身邊。

9 十字路口 鳴鏑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犯罪;劇情;社會議題/寫實
以交錯的時間軸和第一人稱鋪陳一件震驚社會的殺人事件。情慾攝影師、法
官、同志女大生、流浪的第三者、狼師、巨變倖存者，和「隨機殺人」的呂健敏
在十字路口交會，而呂健敏一口氣殺了七個人，讓自己永遠不會被遺忘。

10 沙瑪基的惡靈 沙棠 要有光（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動作;懸疑;犯罪;恐怖;
驚悚;劇情;喜劇;家庭

李武擎與唐聿這對從小相識卻性格迥異、並各自隱藏傷痛的警察搭檔，發誓
要偵破李妍的命案。在與外界斷絕聯繫的小琉球中，他們首度揭破惡人的陰
謀，並追蹤到一個神秘的跨國帳戶，可能與李妍生前最後接觸的刑案有關。

11 愛上平行時空的你 朱夏 要有光（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奇幻;喜劇;浪漫愛情
女主即將與男友修得正果，卻在得知暗戀學長的心意後，為之動搖，藉由「時
空旅人」科幻診療室，穿梭於自己與學長、與男友的兩個平行時空中無法自
拔。她更是發現男友在兩個時空中的危機，試圖拯救他，扭轉命運。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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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橙黃橘綠時，才說愛 劉昱萱 要有光（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奇幻;喜劇;浪漫愛情
醜女與帥哥是無話不談的網友，不滿意現狀，更羨慕著彼此人生，想變美／
變醜。當這個夢真正成真，兩人卻沒有得到幸福，更動搖了友誼。恢復原本模
樣後，兩人正式交往，醜女卻因為對自己的沒自信，影響兩人關係。

13 今天月亮暫時停止轉動 Misa 城邦原創 長篇小說 奇幻;浪漫愛情;青春校園
她在頂樓遇見徘徊二十年的鬼學長，並在他消失後許下想再見他一面的願
望，一覺醒來她卻發現自己困在學長墜樓身亡的那天，即使她阻止他自殺，
也無法回到她原本的時空……

14 一線三的日常 一線三 今周刊 短篇小說 劇情;喜劇
你對警察的印象是什麼？維護正義的使者？尸位素餐的公務肥貓？是人民
保母，還是有牌的流氓？一線三任職的春天派出所，每天都上演著最像連續
劇的人間戲碼...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15 黑水 平路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犯罪;劇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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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16 律政女王 雅豊斯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動作;音樂;懸疑;犯罪;
劇情;浪漫愛情;其他

是使命，也是宿命，王雅惠律師在辦案件過程中捲入一場犯罪、權力、慾望與
愛恨情仇的鬥爭，並意外與仇人之子擦出愛的火花，因而身陷絕境。在真相
大白後，兩人決心站在正義的一方，用謀略及手段與同伴們聯手對抗邪惡。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17 歡迎光臨忘憂早餐店 古家榕 聯合文學出版社 長篇小說 家庭;勵志;都會城市
每個走進早餐店的客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要你願意說，她就願意聽。身為
「忘憂早餐店」的小闆娘， 王曉樂的生活，就是吃飯、開店、當樹洞。至於王曉
樂自己，當然也有專屬的心靈樹洞，那就是炙手可熱的作家裴恩。

18 香菇嫁給我之後 溫暮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散文 社會議題/寫實;浪漫愛情;家庭
相戀五年的台灣女孩和新加坡先生，結婚後搬到紐約生活，適逢疫情嚴重時
期，剛開始幾乎24小時都黏在一起，卻也發現另一半許多無俚頭的事蹟，決
定將這些故事寫下．帶領大家體驗異國文化下的曼哈頓生活。

19 天鵝死去的日子 邱常婷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科幻;懸疑;驚悚;劇情;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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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不可知論偵探 薛西斯、鸚鵡洲 獨步文化 漫畫頁漫 推理;懸疑;靈異
一宗看似宗教獻祭的連續殺人懸案，在一名 遊走陰陽兩界、卻不信神明存在
的青年道士海鱗子協助下 ，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21 殺手的戀愛相談（上下冊） 謝東霖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漫畫條漫 諷刺;搞笑;愛情
職業殺手卸妝後竟然變成戀愛白痴？！ 母胎單身的女殺手為了ㄍ一ㄥ住面
子偽裝成戀愛大師，指導殺手姊妹們如何 fall in love，談一場普通的戀愛！

22 臺北逃亡地圖 祁立峰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推理;犯罪;都會城市
意外捲入櫃姐命案的失業宅男，被迫展開橫跨台北的逃亡之旅！懸疑又緊湊
的犯罪情節串接多組人物，同步特寫最真實的台北城市面貌。巧妙轉換敘事
視角，不看到最後，猜不到真相！

23 山神 海德薇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劇情;勵志;社會議題/寫實 菜鳥巡山員循著殉職父親腳步，歷經救災、山老鼠、森林大火等危難，體會守
護山林的信念，也找到人生的方向。療癒暖心，充滿正能量的女性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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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給你的青春謊言 午盞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浪漫愛情;穿越;勵志
經典時空穿越推理＋青春甜寵，複合類型，加倍討喜！慘遭主管霸凌的職場
新鮮人回到17歲的校園，拯救那個曾被自己和同學霸凌的男孩。此舉改變了
男孩的命運，也逆轉了自己的人生。

25 公司冗員清除驚喜包 老鳳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犯罪;推理;職場
高材生邊緣超商打工仔搖身一變知名企業秘密客，臥底晶圓科技大廠執行破
壞任務，原本打算黑吃黑，卻一步步掉入陷阱，越陷越深的他，才漸漸發現自
己原來才是獵物⋯⋯

26 一失足成女主角（1/2女主角） 宋亞樹 華星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劇情;浪漫愛情;喜劇
喜樂一覺睡醒，發現竟已過了三個月，並且從公司的邊緣人，搖身變成萬人
迷，還交了高富帥菁英男友。當她開始習慣新生活，與男友逐漸產生感情時，
才知道代替她度過這三個月的另有其人。而身旁的人似乎都更喜歡那個她…

27 黑盒子 廖軒毅 LINE WEBTOON 漫畫條漫 恐怖;靈異;諷刺 集結驚悚、人性、獵奇與溫暖的單元故事合輯

28 403小組，警隊出動！ 顏瑜 要有光（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刑偵;職場;社會議題/寫實
板橋分局的403小組是對默契十足的搭檔，兩人為求隔日安穩休假，小心翼
翼地將浮屍用棍子「戳」到其他轄區。育韋卻發現自己的警察證遺失，只好在
半夜潛入殯儀館，卻因此發現屍體帶有毒品，捲入一場大陰謀製毒案件。

29 老年維特的煩惱 顏瑜 釀出版（秀威資訊） 長篇小說 家庭;勵志;社會議題/寫實
退休照護與老人詐欺議題，刻劃臺灣長輩家庭煩惱的寫實劇！林金德夫婦辛
苦打拚半生，退休後還要繼續當孫子的免費保母。林金德不堪於此，展開一
場轉換人生的環島計劃，歷經詐騙又被警察逮捕，最後終與家人達成和解。

30 尋人啟事２號店 吉卜勒 悅閱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動作;勵志;推理

如果有一間店，可以幫您找回失去的人，請問——你想找誰？
十七年前的連環殺人案迫使許多婦女失蹤遇害，為了找回生死未卜的母親，
熱血青年繼承已故父親的「尋人啟事1號店」，在一連串撲朔迷離、危機四伏
的尋人過程中，拼湊出母親失蹤的真相⋯⋯

31 少年仔 陸坡 一木工作室 長篇小說 情慾耽美;社會議題/寫實;犯罪
「你不如研究看看黑道如何？」 因為教授的一句話，許春茂跨越白天走進黑
夜， 看著少年仔們的故事如五光十色的霓虹街景， 滿身刺青的他們幹架相
挺或是選擇浪子回頭， 作為旁觀者的許春茂不知不覺逐漸耽溺其中……

32 寄偶鎮：給放不下的往生者 蝕鶼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恐怖;靈異;社會議題/寫實

只要不肯放棄，『它』就有復活機會…
跳樓自殺的兒子，腦漿和血在她腳邊聚集成漥，耳裡傳來寄偶鎮的歌聲：「來
這兒寄下你放不掉的思念……」火車叩隆叩隆的前進，滿眼飽含著無限的希
望，她要去寄偶鎮找回她的兒子。

33 重修舊好 廖智賢 釀出版 （秀威資訊） 短篇小說 喜劇;家庭;劇情
「生命中某件東西破損了，比起丟棄，有更好的選擇。」 在眷村年少回憶、朋
友的情義相挺、和父母的矛盾情感以及初嘗戀愛滋味的酸澀中，交織成一段
療癒與修補的故事。

34 不要笑話我 韓駿、林海月、十五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都會城市;職場;勵志

他是逆來順受的“負二貸”，她是易燃易爆的“拆二代”。
一個是在職場為房貸苦惱無限的打工人，一個是自創業活力無限的白富美，
他們在辦公樓的拐角，因為一杯咖啡意外撞出火花，一場為夢想奮鬥的故
事，就此點燃！



4

2021 出版與影視媒合新制－「潛力改編文本」獎勵清單

編號 作品 作者 出版單位 文本體裁 內容類型 情節概要 備註

35 新神 邱常婷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短篇小說 奇幻;懸疑;劇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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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36 一起搭捷運，好嗎？ SALLY 原動力文化 漫畫條漫 LGBTQ;日常;愛情 捷運上，當犬男遇上貓男， 一段通勤友誼逐漸加溫……

37 海市 張郅忻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劇情;歷史/時代;兩性

少女網紅小魚，在爸媽離婚後，和哥哥、離開故鄉到西門町營生的媽媽相依
為命，小魚總覺得媽媽重男輕女。面臨重大的生命抉擇，她偶然間發現如玄
阿姨寫給媽媽的信和五卷錄音帶，揭開媽媽的過去，也讓她找到新生與救贖
的契機。

38 罪人 金 尖端出版 長篇小說 懸疑;犯罪;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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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入選2020出版與影視媒合書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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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於台北三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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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不要忘記老婆鞋子穿幾號 鞋子穿幾號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春光出版 漫畫其他 家庭;浪漫愛情 諸多狗屁倒灶的家庭瑣事，趣味圖圖輕鬆說，完全解放家庭間的壓力，瞬間
注入活力，為生活再衝刺。

41 無線人生 Beck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浪漫愛情;家庭;LGBTQ
以現代角度重新詮釋「紅線」的定義，結合輕奇幻與輕推理，重新省思人與人
的連結！看得見情感線的衝動傻憨男大生與冷靜精明帥警佐，雙男主一同面
對兒時創傷，在諒解中長出勇氣。

42 時尚圈奇葩男筆記 黃金三甲 悅閱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喜劇;職場;社會議題/寫實
在女性與gay掛帥的時尚職場，一個與潮流不相干的直男隨機亂入，不只要
奮鬥求生存，還要開展他奇葩式的生殖器——哦不，是升職記！

43 起駕回家 宴平樂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勵志;文化融合;冒險

「年少總輕狂，情義大甲媽」
以世界三大宗教盛事的媽祖遶境為背景的熱血成長故事，作者連續九年遶境
實地考察！阿仁和土豆是結拜兄弟，兩人陰錯陽差踏上逃亡兼朝聖的遶境之
旅，也意外遶出了人生各自的新方向。

44 回家（案簿錄．浮生） 護玄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懸疑;犯罪;劇情

虞因「看見」的能力，加上總是「被找上」的運氣，讓他頻頻碰到好兄弟。受友
人委託的白柴虐殺案，便順理成章牽扯出一樁少女失蹤事件，凶手是後台很
硬的男友？情同兄妹的網友？抑或僅是叛逆期離家出走？真相尚未水落石
出，廢棄工廠中那場被收拾得太過乾淨的毒品趴，更讓眾人感到一陣山雨欲
來的不妙感覺⋯⋯

45 如膚之深 許順鏜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科幻;劇情

自從高科技「活膚」發明，人人都能擁有理想的美貌與身材，像Z一這種天生
骨骼限制，只能保持自然原貌的人反而是異類。也因為如此，他覺得在虛擬
世界裡更加自在。他是公司AI養成計畫的負責人，架設出龐大的虛擬實境「莊
園」，在沒告知對方是人工智慧的情況下，培育教導生活其中的美麗少女「G
娜」，希望藉此創造出最接近人類的AI。然而，計畫背後卻似乎別有陰謀。

46 Day Off 每日青菜 留守番工作室 漫畫頁漫 LGBTQ;愛情;日常 部長與部下之間，短劇式的上班族酸甜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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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陰山夜遊 醉琉璃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恐怖;驚悚;靈異

通往陰山古道的路口處立著一面白色招魂幡，他們依序跨過火盆，一個個走
出由兩根竹竿架起的臨時大門。
這時候誰也不知道，說書人啞聲訴說的，竟成這場夜遊的未來⋯⋯
為了讓曾經失去同學的班級再次注入活力，也為了新加入的轉學生，班長決
定舉辦班遊，而重頭戲，便是用來訓練膽量與團結的夜遊。然而，從拜山的金
紙被替換成銀紙的那時，夜遊就變調了。

48 蹲在掌紋峽谷的男人：川貝母短篇故事集 川貝母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短篇小說 奇幻;其他
如果有一天，你在Google Map 上看到了正在螢幕前看著Google Map的自
己…

49 偶．遇 籬籬櫻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奇幻;文化融合;劇情

大學女生買了一尊電視裡的布袋戲偶，但這具人偶卻變成了真人，而同一時
間這戲偶的最新一集的布袋戲光碟片全都無法讀取觀看。這戲偶被已故的編
劇「喚醒」而變成人來到這世界，他本來想找編劇更改戲中好友的結局，最後
又發現這結局其實跟布袋戲的兩位編劇的情誼有關。大學女生和大學布袋戲
研習社的幾位同學，則幫助這尊戲偶找到編劇以及發現了真相。

50 走凡 Lii 一木工作室 長篇小說 都會城市;LGBTQ;浪漫愛情

約炮被放鳥的刈恩獨自走進熱炒店，被老闆送上一人份熱炒，包紮了他穿高
跟鞋拐到的傷腳。刈恩拐了老闆上床後被對方告白，他落下高跟鞋直接開
溜，卻想不到也掉落自己的真心，被老闆拿著鞋敲響他的心門。
一間放著失戀情歌的熱炒店與木訥老闆；一個自稱仙女，潑辣卻不敢愛的男
同志；一段仙女下凡間，兒童不宜的成人童話

51 同年 夏昀光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長篇小說 家庭;社會議題/寫實;浪漫愛情

胡阜華是個什麼都好的好好先生，他有三個和他感情好的同年兄弟，每個人
對待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樣。四個同年的兄弟，四種不同的感情觀：胡阜華親疏
不分的愛；胡亞軒隱瞞真實的愛；程瑞玩世不恭的愛；趙譽之畏首畏尾的愛。
他們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感情嗎？

52 清藏住持時代推理：林投冤．桃花劫 唐墨 要有光（秀威資訊） 短篇小說 犯罪;歷史/時代;職場
第一部以台灣十大奇案如林投姐改編的偵探小說，日治時期的清藏住持專長
是掌握靈異事件的破綻，利用科學／佛學的知識破案，助手秀仁是個熟知人
情世故的雜貨商販。兩人攜手，破解環繞在藝妓桃花分屍案上的眾多謎團。

53 陰間條例 Salah-D 開拓動漫事業有限公司 漫畫頁漫 靈異;奇幻;搞笑

上有人間，下有陰間──現代，台灣。 此地，廟宇的香火與Wifi的訊號並存。 
人們的信仰時有更替，有時寄託數位化偶像， 有時依然拜著一尊來路不明的
神佛 。 最不受歡迎的，莫過於來自陰間的陰差， 只有當你死期將至，才會現
身引你前往來世。 范無赦，謝必安，生前好兄弟，死後纏一起。 兩個魂魄一
齊被城隍收服，成為了保人一路好走的陰差「七爺八爺」。 一場繞境時的意
外，打破了生死簿的規矩， 更牽扯出范謝兩人，一百年前未竟的宿願。 所謂
陰差，並不單純把人的生死交差了事， 當無辜者蒙冤，神明毫無作為， 終有
個誰，會挺身看破生死、替天行道── 困惑的死人，熱血的陰差，加上玩弄生
死的邪魔歪道。 信仰在台灣土地上狂飆，人究竟真正相信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