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圍者 01：C.R.C 作品名稱：胡麻孩 

天也未光 世界馬也未醒(天還沒亮 世界也還沒醒) 

阮作伙相伴到田裡底(我們一起相伴到田裡) 

一步一步 腳踏土地 

長了好 是阮最大的期待(長得好 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每粒胡麻 經過風吹雨打 

不管透早 暗時 攏怕依受傷(不管白天 黑夜 都怕它受傷) 

甘那係我 最愛誒嬰孩(就像是我 最愛的孩子) 

捧滴手裡面 好好疼惜(捧在手心 好好疼惜) 

天公啊 妳看阮的黑麻孩(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胡麻孩子) 

真心真意 一輩子奉獻給大地 

天公啊 你看阮的苦心(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苦心) 

希望麻油的氣味 香到世界 

若收成好 阮就心花開(如果收成好 我們就很開心) 

收成歹 阮就心糟糟(如果收成不好 我們就心情不好) 

日出日落 九十多天 

阮相信 一定有出頭天的那一天(我們相信 一定有脫離困苦的那一天) 

天公啊 你看阮的黑麻孩(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胡麻孩子) 

真心真意 一輩子奉獻給大地 

天公啊 你看阮的苦心(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苦心) 

希望麻油的氣味 香到世界 

天公啊 阮的黑麻胡(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胡麻孩子) 

真心真意 奉獻給大地 

天公啊 你看阮的苦心(老天爺啊 你看我們的苦心) 

麻油的氣味 香到世界 

 

  



入圍者 02：DARE Film 作品名稱：這馬十六 

嘿鴨鴨嘿 Ray 

你知道什麼是做 16 嗎蛤 什麼是做 16 歲啊 OK 不知道沒關係 

但現在我用一首歌的時間來告訴你 

這馬來做 16 歲 感謝七娘媽保庇較早無歡喜的 以後攏共放袂記我準備轉大人 

人嘛愈來愈大欉七夕這工成年禮 度以後的每一冬囡仔來做 16 歲 成年擔起這

个家穿新衫新褲 來過這个節 

我已經轉大人拚⽏免靠別人 

用自己的雙手 開始對這工 

 

這馬來做 16 歲 

囡仔來做 16 歲 

大家來做 16 歲 

七娘媽 保庇有好日子過這馬來做 16 歲 

囡仔來做 16 歲 

逐家來做 16 歲 

有好日子過 in my way 

前言源自於三百年前 台南府城不只有田是重要港口 工作機會人人三尺垂涎 

七夕這天 16 歲成年 要辦成年禮要好好聽老人言 才會得到神憐憫 

那準備肯定不能馬虎 畢竟我要轉大人全身全新不只有髮箍 外婆我要 GTR 16 

歲的驕傲 把一切準備好 

跟七娘媽報告 禱告未來一切平安都好 

 

最重要的是鳥母亭和鳥母衣 

山珍海味六色菜盤還有龜仔餅胭脂水粉必須準備的女性用品 

肉酒大麵油飯 包汝長命擱富貴甲甜芋好頭路甜豆食甲老 

牲禮四果 蘋果鳳梨芒果香蕉 

甘蔗雙頭甜 浪子回頭浪流連 

做 16 敬天地 鮮花送上九天 

 

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祝福 

共伊全攏囥入木盛 內底 

有蛋糕 紅⻱當然還有專屬於代表我成長的成年禮 

準備壽金七百和九金三十六束 

其實送什麼都行只要有心才是夠酷 

有天離開打拚再踏入故土 



不分等第我也天真的不忘本地備好前置作業 開始做十六歲 

十六歲的證書感謝 狀丁信女紀念七娘媽對 

出婆姐間 男左女右各三圈燒金紙和鳥母亭後 前程似錦我看得見邁入下⼀個 

page 

我人生下後踏入入生下⼀個 stage 

Maybe the next goal is to get engaged 當我轉大人後我要當韻腳的 mage 

 

Ya 鴨鴨我們終於 16 了 Ya 沒錯 Ray 

我們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 

想要告訴大家我們成年了沒 

  



入圍者 03：五毛怪怪 作品名稱：身土不二 

本來 沒有 交錯 

自顧 地走 前方的丘 

沒有發覺 後方的你總在 

等著我回頭 給你多一些的問候 

陪伴 過程 漸漸 

認識這方土地的 一面 

真相總是會在 不經意時候破繭 

原來 你將我種在芝麻田 

你教會了我 身土不二 勿忘 

別讓任何 人事 物 分開了我與西港 

一點一滴的 猶如芝麻匯集成的能量 

灌溉了我前往 你所說的心之所向 

我想和你說 會朝這個方向 

只是 我 也 想和你參加西港仔刈香 

聽著年少 時 耐人尋味說不膩的過往 

等你身體健康 咱擱作伙來種烏麻 

等你身體健康 咱擱作伙來種烏麻 

  



入圍者 04：王人頡 作品名稱：問月老 

彼工我問阿嬤手為啥手一條烏線 

伊講彼是（？）十六歲完求月老的紅線 

只不過是等待阿公轉來的時候予汗染烏啦 

少年時天誣光挖筍仔 

閣去做伙讀冊 

放假去城內𨑨迌 

巷仔內肉燥芳的風沙卡里巴棺奚枋 

有鱔魚意麵永遠是咱上愛口味 

想講下晡來去看一齣戲 

閣去武廟求穩定 

彎延崎嶇石頭路頂踏著的愛是遐呢 

堅定牽手走運河邊 

你目頭一結按呢就好就好啦 

這馬想講囝孫仔攏大漢在咱去踅踅 

路變好行厝變大樓 

慢慢行入 

咱純情夢到矣 

月老矣 

我老兮仔有食飽嗎 

  



入圍者 05：李竺芯 作品名稱：台南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Ｏｈ～～～ 

人若聽著我一開喙講有溫暖的古早味 

咁按呢呢 

咁按呢呢 

毋管別人按怎咧講 

行著家己選擇的路 

我就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 

淡薄仔甜 

淡薄仔鹹 

淡薄仔酸 

淡薄仔薟 

人生匀匀仔燖 

阮攏沓沓仔燖 

行路有風溫柔閣驕傲 

口味高尚思想堅強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Ｏｈ～～～ 

淡薄仔甜 

淡薄仔鹹 

淡薄仔酸 

淡薄仔薟 

人生匀匀仔燖 

親像故鄉的口味 

行路有風溫柔閣驕傲 

口味高尚思想堅強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有時袸替別人加想一點仔 



有時袸慣勢共家己放咧後壁 

但是毋通袂記得台南的查某囝 

溫柔的驕傲思想的堅強 

台南的查某囝 

一個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Ｏｈ～～～～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台南的查某囝 

Ｏｈ～～～～ 

台南的查某囝 

  



入圍者 06：阿堤 Artie 作品名稱：半暝的火車 

彼當拵是按怎會講不聽 

一句話就要去他鄉打拼 

說著好聽 攏是為著生活 

其實未來如何 嘛不知影 

會記哩細漢時你牽著我 

在安平港邊看日頭落山 

天地遐闊 咱親像海上船隻 

總有一天 著靠岸 

啊~ 轉去台南 半瞑的火車 

載著滿滿 思念的心肝 

身邊沒人 孤單過深夜 

過去若一場夢 有時想到目眶紅 

會記哩細漢時你牽著我 

在安平港邊看日頭落山 

天地遐闊 咱親像海上船隻 

總有一天 著靠岸 

啊~ 轉去台南 半瞑的火車 

載著滿滿 思念的心肝 

身邊沒人 孤單過深夜 

過去若一場夢 有時想到目眶紅 

啊~轉去台南 半暝的火車 

載著滿滿 思念的心肝 

月色無聲 孤影照窗外 

心情無底藏 才來唱著這條歌 

「叫著我 叫著我 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 

  



入圍者 07：桃犯獨立音樂 作品名稱：一路向南 

我們 一路向南 流連忘返 

誰都不得不 踏上這條通往美好的不歸路 

等 烏雲消散 而陽光相伴 

感受這溫度 放下城市分秒必爭的催促 

生在台南卻不知福氣 

身在桃園的我 好遠的我 

卻感到無能為力 

想要再次回到 

被甜蜜給圍繞 

穿梭鄉間的小路 

我像隻獼猴般的 

身手的跑酷 

當我再次回到大自然的懷抱 

多麼美的醉倒在了林間的草樹 

光合作用 

像個創世神般在方格播種 

最單純的養分 攝取的太過忘我 

就像不用排隊的台味都來自巷口 

火金姑來食茶,茶燒燒,食根蕉。 根蕉冷冷,食龍眼。 龍眼甜向南去旅行 

我們 一路向南 流連忘返都不得不 踏上這條通往美好的不歸路 

等 烏雲消散 而陽光相伴 

感受這溫度 放下城市分秒必爭的催促 

動不動就下大雨的爛天氣 

上了捷運人擠人啊哪裡算先進 

搭手扶梯用走的還要你站邊去 

大都市什麼的 不如叫大監獄 

便宜都不大碗 大碗不便宜 

便利商店排滿人一點都不便利 

不是不嫌棄 只是不前進 

想要逃離卻沒目的要往哪裡去 

但是當我聽到你說 你有個精神寄託 

當你想解開束縛宛如擊敗尼非彼多 

離開庸碌的蟻窩 踢開辦公的椅桌 

收拾好行李打包跳上車子音樂請播 

  



入圍者 08：海浪跳跳 作品名稱：咱來跳一支舞 

人稱我為神仙府 遇到我才知每位為何物 

為我寫詩的鳳五 喜歡蝦羹摵仔麵加點醋 

是在地人的葉先生 著迷炒鱔魚的鍋氣 

成功路上散散步 來碗芒果冰淋上煉乳 

吃得這麼飽足 心情卻迷了路 

如此心有旁騖 怎麼能聽見時間的祝福 

南歸的黑面琵鷺 豁著晚霞的潟湖 

都在聽你的傾訴 別再品味轉瞬的酸楚 

咱來跳一支舞 位草地到市區 

咱跳的這支舞 踏著府城的相思 

咱來跳一支舞 論著這的歷史 

咱跳的這支舞 是鹹鹹甜甜的故事 

你踏一步 我踏一步 流連古城樓和樹屋 

不需要速度 朝九晚五 我們在這裡 停駐 

左進一步 右退一步 

要不要 和我一起 

  



入圍者 09：張奕云 作品名稱：天使吻四草 

天亮了 陽光吻河面閃爍 

天亮了 溫暖趕走了寂寞 

一切都很好 浪漫 來的剛剛好 

天使吻四草 幸福 就在一步之遙 

那親像 在眠夢 生活冷冷暖暖 

(那就像 在作夢 生活冷冷暖暖) 

直直走 毋免彎 天公會疼憨人 

(一直走 不要轉彎 老天會疼惜善良的人)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你是我心內最愛的人 

(你是我心裡最愛的人) 

天亮了 陽光吻河面閃爍 

天亮了 溫暖趕走了寂寞 

一切都很好 浪漫 來的剛剛好 

天使吻四草 幸福 就在一步之遙 

那親像 在眠夢 生活冷冷暖暖 

(那就像 在作夢 生活冷冷暖暖) 

直直走 毋免彎 天公會疼憨人 

(一直走 不要轉彎 老天會疼惜善良的人)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你是我心內最愛的人 

(你是我心裡最愛的人) 

我用 時間 去裝載 我 願意等待 

讓盛夏為你停擺 

刻骨 銘心 的依賴 我 無需掩埋 

由你填滿生命空白 

那親像 在眠夢 生活冷冷暖暖 

(那就像 在作夢 生活冷冷暖暖) 

直直走 毋免彎 天公會疼憨人 

(一直走 不要轉彎 老天會疼惜善良的人)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飛到西 飛到東 飛到春夏秋冬) 

你是我心內最愛的人 

(你是我心裡最愛的人) 

  



入圍者 10：張峻源 作品名稱：寫一首思念 

火車已經到站 阮拖著沉重ㄟ腳步 心裡滿腹ㄟ牽掛 恁叫阮著愛放心去打拼 

離開以後 懷念南方ㄟ滋味 赤崁麵擔魯豆干 暗時相招來去踅夜市 

想起阮係漢帶阮去放風吹 安平鹹鹹ㄟ海風 

肚子餓來去呷海產 這是一種幸福ㄟ溫暖 

寫一條思念親情人情ㄟ歌 思念是孤單寂寞ㄟ劇本 帶走我ㄟ青春 

就像是一齣電影 若有一天袂記阮就會拿出來聽 

寫一條思念親情人情ㄟ歌 講一段阮對故鄉ㄟ思念 唱出這條歌 

記錄著阮ㄟ人生 阮ㄟ故鄉 跟阮ㄟ思念 

寫一條思念親情人情ㄟ歌 講一段阮對故鄉ㄟ思念 唱出這條歌 

記錄著阮ㄟ人生(阮ㄟ人生) 阮ㄟ故鄉(阮ㄟ心情) 跟阮ㄟ思念 

寫一條思念親情人情ㄟ歌 思念是孤單寂寞ㄟ劇本 帶走我ㄟ青春 

就像是一齣電影 若有一天袂記阮就會拿出來聽 

寫一條思念親情人情ㄟ歌 講一段阮對故鄉ㄟ思念 唱出這條歌 

記錄著阮ㄟ人生 阮ㄟ故鄉 跟阮ㄟ思念 

 

 

  



入圍者 11：捲絲 jo豪 作品名稱：憩園 

我也曾怨過時間 心只想重返昨天 記憶中只兒時 九龍江邊 

我曾對著山發願 亂世中的人命運如同飄蓬和草芥 

隨鄭公隻身東渡 海峽我輕舟一片 

不覺似昨天流浪 安平的海邊悠忽間 今夕是何年 

百年已悄然輕擦一遍 灑淚醉干杯 蕩不平時間 

以寄身於此異鄉 荒家何以安放我 卻忘了來時少年橫戈立馬的求索 

往日的詩 都成了古今錯付的笑談 臥龍轉世的美名 且拿餘生去換 

既寄身於此兵馬 倥傯亦不廢文事 就忘了來時綿延千里月光的遺忘 

聖賢的詩千秋萬代傳送遠去的歷史 掌心的字記載當今事 

憩園裡寫詩紀念這座風雨中的城池 既寄身於此一方 荒家可以安放我 

就忘了來時少年橫戈立馬的因果 往日的誓都成了古今錯付的笑談 

高高秋月照著似故鄉的鳳山 

我記得那段鐵馬冰河的夢魘 探此生何時不枉一別兩寬的孤絕 

人生的那端照人今古去來還好景常換舊火新詩且焚而取暖 

  



入圍者 12：綠白牛娃 作品名稱：尊王記 

古城倚窗邊 遙望過去 四方列強爭權 奪名利 

蓬萊仙島 狼煙再起 郡王順著時勢 升戰旗 

乾坤萬象你一手把握得先機 

「扌朱」風「扌晉」水 堂堂登安平 

攻城克敵 守護著萬民 犁頭戴鼎 復甦大地 

光民族大義 耀國姓揚威名 

開臺尊王 神威遠播 兩萬五千兵將 巍巍恢忠 安邦定國 

七鯤開荒 成天庇佑 復我山河 忠肝義膽 勁節孤忠 

莫以成王敗寇 論英雄 壯氣凌雲 矢志不移傳千古 

尊祢的名咱就勢必成竟全功 

古城倚窗邊 遙望過去 四方列強爭權 奪名利 

蓬萊仙島 狼煙再起 郡王順著時勢 升戰旗 

乾坤萬象你一手把握得先機 

「扌朱」風「扌晉」水 堂堂登安平 

攻城克敵 守護著萬民 犁頭戴鼎 復甦大地 

光民族大義 耀國姓揚威名 

開臺尊王 神威遠播 兩萬五千兵將 巍巍恢忠 安邦定國 

七鯤開荒 成天庇佑 復我山河 忠肝義膽 勁節孤忠 

莫以成王敗寇 論英雄 壯氣凌雲 矢志不移傳千古 

尊祢的名咱就勢必成竟全功 

開台聖王 人中之龍 凜然正氣永遠留存咱心中 

救世濟民 恩德廣布 千秋萬代 受盡尊崇 

忠肝義膽 勁節孤忠 

莫以成王敗寇 論英雄 壯氣凌雲 矢志不移傳千古 

尊祢的名咱就勢必成竟全功 

  



入圍者 13：蔡亞露 RT 作品名稱：Sweet Life 故鄉滋味 

踏上向南的火車 阮賣返回我的家 很久沒看到爸媽 卻感覺有點驚慌 

細漢時攏不懂 只想愛去都市打拼 

大漢了後才知影 故鄉丟是我想要的 sweet life 

回憶中的甘甜 滋味令人陶醉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他們說故鄉的口味甜 攏愛加糖水 從細漢就慣習 這就是我欸口味 

都市打拼不容易 我想要成功才返去 但是日夜攏在思念 有故鄉爸媽的日子 

回憶中的甘甜 滋味令人陶醉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給我那個甜味 熬煮生活的美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回憶中的甘甜 滋味令人陶醉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給我那個甜味 熬煮生活的美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回憶中的甘甜 滋味令人陶醉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給我那個甜味 才能完美一切 

I like it just that you’re ta-king me right back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Oh li-vin the swe-et life ,li-vin the swe-et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