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序號 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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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佳妤 蛻變 蛻變 蛻變 蛻變 蛻變 蛻變
國小學生組 2 李夢花 阿咪 阿咪 阿咪 阿咪 阿咪 阿咪
國小學生組 3 曾菁怡 大箍牯減肥記 大箍牯減肥記 大箍牯減肥記 大箍牯減肥記 大箍呆減肥記 大箍牯減肥記
國小學生組 4 張旭英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齒 挷牙 挷牙齒
國小學生組 5 徐姿華 𧊅仔 𧊅蠕仔 光雞 𧊅蠕仔 鴨嫲屎𧊅 𧊅仔
國小學生組 6 徐子涵 好空 好空 好空 好空 好空 好空
國小學生組 7 張美容 剃頭 剃頭 剃頭 剃頭 剃頭 剃頭
國小學生組 8 彭瑞珠 孤栖个白鸚哥 孤栖个白鸚哥 孤栖个白鸚哥 孤栖个白鸚哥 孤單个白鸚哥 孤栖个白鸚哥
國中學生組 1 郭亭妤 戽水捉魚 戽水捉魚 戽水捉魚 戽水捉魚 戽水捉魚 戽水扭魚
國中學生組 2 徐維莉 姐婆屋下个細日頭 姐婆屋下个細日頭 外阿婆屋家个細日頭 姐嬤屋下个細日頭 外媽屋下个細日頭 外阿婆屋下个細日頭
國中學生組 3 曾菁怡 寫分考卷个心頭話 寫分考卷个心頭話 寫分考卷个心頭話 寫分考卷个心頭話 寫得考卷个心頭事 寫分考卷个心頭話
國中學生組 4 曾秋梅 阿婆个往語 阿婆个往語 阿奶个往語 阿嬤个往語 阿媽个俗語 阿婆个往語
國中學生組 5 陳米英 紮祛把个阿九仔 紮祛齊个阿九仔 紮祛把个阿九 紮祛把个阿九仔 䌈祛齊个阿九 紮祛把个阿九仔
國中學生組 6 范玉桂 菜園項个童年 菜園肚个童年 菜園項个童年 菜園項个童年 菜園底个童年 菜園項个童年
國中學生組 7 邱一帆 放學轉屋下个路項 放學轉屋下个路項 放學轉屋家个路項 放學轉屋下个路項 放學轉屋下个路上 放學歸屋下个路項
國中學生組 8 李幸妃 鳳凰花開 鳳凰花開 番婆樹開花 鳳凰花開 鳳凰花開 鳳凰花開
高中學生組 1 張美容 老鄰舍 老鄰舍 老鄰舍 老鄰舍 老屋邊 老鄰舍
高中學生組 2 曾秋梅 還福請人客 還福請人客 還福請人客 還福請人客 還神請人客 還福請人客
高中學生組 3 羅紫云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高中學生組 4 鄒瑞梅 苦瓜个味緒 苦瓜个味緒 苦瓜个味瑞 苦瓜个味緒 苦瓜个味素 苦瓜个味緒
高中學生組 5 郭亭妤 弓蕉旗 弓蕉旗 弓蕉旗 弓蕉旗 弓蕉旗 弓蕉旗
高中學生組 6 鄭國南 阿公个三種身分 阿公个三種身分 阿爹个三種身分 阿公个三種身分 阿公个三種身分 阿公个三種身分
高中學生組 7 徐姿華 時計果 時計果 時計果 時計果 百香果 時計果
高中學生組 8 陳志寧 灌煙腸 灌煙腸 灌煙腸 灌煙腸 灌煙腸 撐灌腸
高中學生組 9 林伯殷 祕密基地 祕密基地 祕密基地 祕密基地 祕密基地 祕密基地
高中學生組 10 劉玉蕉 田頭田尾齣事多 田頭田尾齣事多 田頭田尾齣事多 田頭田尾齣事多 田頭田尾齣事多 田頭田尾趣妙多
教師組 1 邱一帆 留糧留種 留糧留種 留糧留種 留糧留種 留糧留種 留糧留種
教師組 2 李夢花 打粄 打粄 打粄 打粄 做粄 打粄
教師組 3 陳宜楠 得人驚 得人驚 得人驚 得人驚 得人驚 得人驚
教師組 4 徐秀英 大河壩思想曲 大河壩思想曲 大河壩思想曲 大溪壩思想曲 大溪思想曲 大河壩思想曲
教師組 5 李秀鳳 曇花豬肉湯 曇花豬肉湯 番番花豬肉湯 瓊花豬肉湯 瓊花豬肉湯 曇花豬肉湯
教師組 6 黃美貞 無共樣个粽仔 無共樣个粽仔 無共樣个粽 無共樣个粽仔 無共樣个粽 無共樣个粽仔
教師組 7 徐翠真 朝晨頭个鳥仔聲 朝晨个鳥仔聲 朝脣个鳥聲 晨早个鳥仔聲 晨早个鳥聲 朝晨个鳥仔聲
教師組 8 廖惠貞 有心地獻寶 有心地獻寶 有心地獻寶 有心地獻寶 有心地獻寶 有心地獻寶
教師組 9 陳志寧 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
教師組 10 張美容 遶山花 遶山花 遶山花 遶山花 遊山景 遶山花
教師組 11 彭瑞珠 公園肚个烏心石 公園肚个烏心石 公園肚个烏心石 公園肚个烏心石 公園內个烏心石 公園肚个烏心石
教師組 12 劉玉蕉 探大山嫲 探大山嫲 探大山嫲 探大山嫲 探大山嫲 探大山嫲

第 1 頁，共 2 頁



組別 序號 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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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組 1 陳志寧 籬笆 籬笆 籬笆 籬笆 籬笆 籬笆
社會組 2 李夢花 一盎覆菜 一盎覆菜 一盎覆菜 一盎覆菜 一盎覆菜 一盎覆菜
社會組 3 張美容 拖箱角 拖箱角 拖箱角 拖箱角 櫃拖角 拖箱角
社會組 4 徐佳妤 尋轉客話 尋轉客話 尋轉客話 尋轉客話 尋轉客事 尋轉客話
社會組 5 彭瑞珠 一絡手尾錢 一絡手尾錢 一袋手尾錢 一絡手尾錢 一拿手尾錢 一絡手尾錢
社會組 6 曾雪蓉 羊角仔 羊角仔 羊角 羊角仔 菱角 羊角仔
社會組 7 謝惠如 大武山 大武山 大武山 大武山 大武山 大武山
社會組 8 張瑞珍 水大好行船 水大好行船 水大好行船 水大好行船 水大好行船 水大好行船
社會組 9 李秉璋 蒔田 蒔田 蒔田 蒔田 蒔田 蒔田
社會組 10 楊政男 老農个道嘆 老農个道嘆 老農个道嘆 老農个啕嘆 老農个感嘆 老農个道嘆
社會組 11 楊政男 樹風 樹風 樹風 樹風 樹風 樹風
社會組 12 邱一帆 爐主聖筊 爐主聖筊 爐主聖筊 爐主聖筊 爐主聖筊 爐主聖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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