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序號 原作者 字數 四縣腔文章篇名 海陸腔文章篇名 大埔腔文章篇名 饒平腔文章篇名 詔安腔文章篇名 南四縣腔文章篇名

國小學生組 1 劉玉蕉 773 蹶山 蹶山 跋山 蹶山 跋山 跋山

國小學生組 2 邱一帆 737 路燈下个蟾蜍 路燈下个蟾蜍 路燈下个蟾蜍 路燈下个蟾蜍 路燈下个田雞婆 路燈下个蟾蜍囉

國小學生組 3 曾菁怡 893
牛眼樹下个蠶仔

寮

牛眼樹下个蠶仔

寮
牛眼樹下个蠶寮

牛眼樹下个蠶仔

寮
牛眼樹下个蠶寮

牛眼樹下个蠶仔

寮
國小學生組 4 彭歲玲 886 河壩水故鄉情 河壩水故鄉情 河壩水故鄉情 溪壩水故鄉情 河溪水故鄉情 河壩水故鄉情

國小學生組 5 羅紫云 965 鰗鰍仔 鰗鰍仔 鰗鰍 鰗鰍仔 湖鰡 鰗鰍仔

國小學生組 6 陳美燕 828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 挷牙齒

國小學生組 7 謝惠如 937 願望 願望 願望 願望 願望 願望

國小學生組 8 陳志寧 918 靜夜思 靜夜思 靜夜思 靜夜思 靜夜思 靜夜思

國中學生組 1 徐姿華 785 長年菜 長年菜 長年菜 長年菜 長年菜 長年菜

國中學生組 2 張美容 857 戇狗想食豬肝骨 戇狗想食豬肝骨 戇狗想食豬肝骨 戇狗想食豬肝骨
戇狗想討食豬肝

骨
戇狗想食豬肝骨

國中學生組 3 李秉璋 813 過年 過年 過年 過年 過年 過年

國中學生組 4 江秀鳳 973 阿姆个話 阿姆个話 阿姆个話 阿姆个話 阿依个事 阿姆个話

國中學生組 5 張瑞玲 949 朳仔樹 朳仔樹 朳樹 朳仔樹 朳仔樹 拉朳仔樹

國中學生組 6 彭瑞珠 820 一坵靚靚个田 一夫靚靚个田 一坵靚靚个田 一坵靚靚个田 一坵靚靚个田 一坵靚靚个田

國中學生組 7 謝惠如 969 阿公个傢啦伙事 阿公个傢啦伙事 阿爹个傢啦伙事 阿公个傢啦伙事 阿公个傢伙頭 阿公个傢拉伙俬

國中學生組 8 劉玉蕉 878 𠊎感恩 𠊎感恩 𠊎感恩 𠊎感恩 𠊎感恩 𠊎感恩

高中學生組 1 劉玉蕉 835 𤌍窯仔 𤌍窯仔 𤌍窯 𤌍窯 炕窯 打窯仔

高中學生組 2 李夢花 897 味道 味道 味瑞 味道 味素 味道

高中學生組 3 羅瑞霞 934 阿婆个菜園 阿婆个菜園 阿奶个菜園 阿嬤个菜園 阿媽个菜園 阿婆个菜園

高中學生組 4 李得福 936 椰子樹 椰仔樹 椰子樹 椰仔樹 椰子樹 椰仔樹

高中學生組 5 廖聖涵 860 攔牛驚魂 攔牛驚魂 攔牛驚魂 攔牛驚魂 攔牛驚魂 攔牛驚魂

高中學生組 6 彭瑞珠 789 阿姆个菜園角 阿姆个菜園角 阿姆个菜園角 阿姆个菜園角 阿依个菜園角 阿姆个菜園角

高中學生組 7 張美容 985 遮仔 遮仔 遮 遮仔 雨傘 遮仔

高中學生組 8 謝惠如 928 檳榔樹 檳榔樹 檳榔樹 檳榔樹 檳榔樹 檳榔樹

高中學生組 9 徐姿華 958 菜瓜 菜瓜 菜瓜 菜瓜 薍薺 菜瓜

高中學生組 10 徐貴榮 859 身影 身影 身影 身影 身影 身影

教育校院學

生組
1 湛榮源 836 生活從省儉做起 生活從省儉做起 生活從省儉做起 生活從省儉做起 生活對省儉做起 生活從省儉做起

教育校院學

生組
2 黃士蔚 920 牛仔 牛 牛 牛仔 牛 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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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校院學

生組
3 張美容 831 葵扇 葵扇 葵扇 葵扇 葵扇 葵扇

教育校院學

生組
4 彭瑞珠 740 時間停跎个所在 時間停跎个所在 時間停跎个所在 時間停跎个所在 時間擋恬个所在 時間停跎个地方

教育校院學

生組
5 邱一帆 886 雞酒香 雞酒香 雞酒香 雞酒香 雞酒香 雞酒香

教育校院學

生組
6 王興寶 858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思戀舊年个第二

場雪

教育校院學

生組
7 賴文英 944 雪 雪 雪 雪 雪 雪

教育校院學

生組
8 李得福 979 茅仔 茅仔 茅 茅仔 茅草 茅仔

教育校院學

生組
9 邱一帆 852 跈等圳溝去旅行 跈等圳溝去旅行 跈圳溝去旅行 跈等圳溝去旅行 跈圳溝去旅行 跈等圳溝去旅行

教育校院學

生組
10 林伯殷 1049 河壩 河壩 河壩 溪壩 溪 河壩

教師組 1 陳志寧 753 燈籠花 燈籠花 燈籠花 燈籠花 燈籠花 燈籠花

教師組 2 邱一帆 727 長流水 長流水 長流水 長流水 長流水 長流水

教師組 3 李秉璋 708 西螺大橋 西螺大橋 西螺大橋 西螺大橋 西螺大橋 西螺大橋

教師組 4 劉玉蕉 859 桂花開哩 桂花開咧 桂花開咧 桂花開咧 桂花開啊 桂花開吔

教師組 5 張美容 954 妹仔賊 妹仔賊 妹賊 妹仔賊 賊阿女 妹仔賊

教師組 6 張捷明 933 阿公著傷个手指 阿公著傷个手指 阿爹著傷个手指 阿公著傷个手指
阿公著傷个手指

頭
阿公著傷个手指

教師組 7 李秀鳳 952 阿姆換膝頭 阿姆換膝頭 阿姆換膝頭 阿姆換膝頭 阿依換膝頭 阿姆換膝頭

教師組 8 李夢花 986 拈螔螺仔 拈蝓螺 拈蝓螺 拈蝓螺 撿露螺 拈螔螺仔

教師組 9 彭瑞珠 760 麼人啊 麼人啊 麼人啊 麼人啊 麼儕啊 麼人啊

教師組 10 張美容 862 心轉隻彎 心轉隻彎 心轉一個彎 心轉隻彎 心轉一個彎 心轉隻彎

教師組 11 詹淑女 917 驚險个旅程 驚險个旅程 驚險个旅程 驚險个旅程 驚險个旅程 驚險个旅程

教師組 12 徐貴榮 836 大地動 大地動 大地動 大地動 大地動 大地動

社會組 1 陳志寧 955 豬腳樹豆湯 豬腳樹豆湯 豬腳樹豆湯 豬腳樹豆湯 豬腳樹豆湯 豬腳樹豆湯

社會組 2 邱坤玉 939 兩角銀 兩角銀 兩角銀 兩角銀 兩角銀 兩角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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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3 詹淑女 953 老古董 老古董 老古董 老古董 老古董 老古董

社會組 4 彭瑞珠 867 搣籮搣䈪 搣籮搣䈪 搣籮搣䈪 搣籮搣䈪 𢺴籮𢺴籃 搣籮搣䈪

社會組 5 李秉璋 744 阿婆个燻油 阿婆个燻油 阿奶个燻油 阿嬤个燻油 阿媽个薰油 阿婆个燻油

社會組 6 張美容 890 粄圓嫂 粄圓嫂 惜圓嫂 惜圓嫂 惜圓嫂 圓粄嫂

社會組 7 王興寶 961 溫泉鄉个阿啾箭 溫泉鄉个阿啾箭 溫泉鄉个阿啾箭 溫泉鄉个阿啾箭 溫泉鄉个阿啾箭 溫泉鄉个阿啾箭

社會組 8 曾雪蓉 985
未經冬寒 仰知春

暖

未經冬寒 仰知春

暖

未經冬寒 仰知春

暖

未經冬寒 仰知春

暖

未經冬寒 仰子知

春暖

未經冬寒 仰知春

暖

社會組 9 李夢花 961 戲棚頂、戲棚下 戲棚頂、戲棚下 戲棚頂、戲棚下 戲棚頂、戲棚下 戲棚崠、戲棚下 戲棚頂、戲棚下

社會組 10 曾秋梅 840 甜蜜个零嗒 甜蜜个零嗒 甜蜜个噹嗒 甜蜜个零嗒 甜蜜个四秀 甜蜜个零嗒

社會組 11 蘇生勇 934 大甲河篩砂石 大甲河篩砂石 大甲河篩砂石 大甲河篩砂石 大甲溪篩砂石 大甲河篩砂石

社會組 12 林賢峰 1237 水歸仔 水歸仔 洽水 水歸仔 水汴頭 水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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