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複審名單及作品共 1517 件
李宗道
劉錦心
詹德隆
李世乾

七夕夜除夕夜夕夜催懷孤夜情
二重埔三重埔重埔疏通全埔洪
人六甲家六甲六甲身懷三甲兒
人物畫靜物畫物畫描留諸畫田

楊蕉鳳
陳作正
林慧
林錦玲
陈绶章
蔡宗憲
鄭錦霞
李英寬

人保險事保險保險期間全險安
人萬里家萬里萬里相思千里親
三百洞八百洞百洞雲深九洞天
三姊妹七姊妹姊妹邀牽諸妹緣
三环路四环路环路连通各路车
上七彩下七彩七彩繽紛兩彩虹
上九份下九份九份古城九份城
上九份下九份九份相連十份寮

陳美勳
王國釗
李忠雲
尚建中
黃傳楨
黃傳楨
赵琳鹤
蔡明峰
林中尹
張冠志
蔡長庚
蔡長庚
劉志剛
徐見多
张海斌
羅凱文
梅永峰
陳偉嘉
周永西
蘇化
李世乾
李宗道
黃傳楨
蘇紀利

上九份下九份九份齊淘萬份金
上九路下九路九路通行十路車
上九路下九路九路通行各路人
上九路下九路九路連通兩路商
上八里下八里八里合同萬里風
上八里下八里八里憑欄萬里波
上八洞下八洞八洞分游两洞天
上三品下三品三品同生九品蓮
上三品下三品三品居中九品官
上三峽下三峽三峽相連萬峽山
上三峽下三峽三峽聚流兩峽江
上三峽下三峽三峽聚流兩峽灣
上三道下三道三道連通二道溝
上三疊下三疊三疊飛流九疊泉
上三叠下三叠三叠凝浮万叠云
上千卷下千卷千卷集成萬卷書
上千線下千線千線織編萬線綸
上五代下五代五代同堂十代人
上五泄下五泄五泄飄飛滿泄雲
上方谷下方谷方谷連綿大谷山
上北港下北港北港涵浮千港舟
上北港下北港北港萍浮千港舟
上半月下半月半月合成全月時
上半月下半月半月合成滿月天

曹蘭玉
卓坤助
何維民
王皓琳
張庭瑀
黃君綺
張武揚
谢毅
許媫妤
林錦柱
吴冬华
吴冬华
顏洵欽
柯淑女
楊仁志
趙仁淦
劉源泉
黃石金
蘇信逸
羅茂彰
韓吉元
陳宗鑫
吳柏陞
吳至剛
黃資芳
吳至剛
韓宗原
蔡良瑞
郝國華
蔡怡琳
許淑麗
廖明德
劉忠岳
張惟晴
王俊智
張智菁
吳至剛
郭美芝

上半冊下半冊半冊裝成整冊書
上半夜下半夜半夜失眠整夜愁
上半夜下半夜半夜生成整夜寒
上半夜下半夜半夜聽敲午夜鐘
上半嶺下半嶺半嶺流螢二領星
上半嶺下半嶺半嶺氤氳滿嶺煙
上半阕下半阕半阕合成全阕詞
上半阕下半阕半阕合成全阕词
上四角下四角四角建成八角樓
上四結下四結四結紡紗二結糸
上甘岭下甘岭甘岭翻飞万岭云
上甘岭下甘岭甘岭纷飞万岭云
上合院下合院合院通堂穿院牆
上后里下后里后里安居同里民
上百字下百字百字連成千字文
上百姓下百姓百姓和諧萬姓心
上臼齒下臼齒臼齒共嚐滿齒香
上弦月下弦月兩月形成圓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兩月輪迴整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兩月積成滿月思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分形兩月牙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分開半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再生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合生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合成半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合成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合成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合成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如弓半月明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有朝滿月期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串連半月天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朋分半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皆源彼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紛盈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區分半月期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推移全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復生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款成圓月輪

林元興
盧廷助
張朝陽
丁序文
吳至剛
吳至剛
邱華立
傅炳垣
張志彬
陳佳青
鄒俊銘
謝東儒
吳至剛
马学良
莊健慧
杜玉春
杜玉春
李明晉
高文富
張瑜玲
陳官茂
張嘉恩
陳莉莉
邵娛
李世坤
林仰伟
曾心耀
張丰慈
施淑敏
沈國偉
楊逸民
何永清
王浚源
龔必強
林憲坤
吳弼中
曾小雲
雷翠娥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圓明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當中逢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運行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隔開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漸生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漸成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漸圓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漫遊半月空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輕勾半月愁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朦朧半月明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轉盈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轉盈滿月圓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變生滿月光
上弦月下弦月弦月轮回满月明
上弦月下弦月新月待成八月圓
上南片下南片南片連綿二片山
上南片下南片南片繫連二片山
上玹月下玹月玹月相交漸月圓
上眾議下眾議眾議形成多議場
上單字下單字單字拼成萬字書
上幾寨下幾寨幾寨連成九寨溝
上黃馬下黃馬黃馬對分二馬湖
上輩子下輩子輩子縈懷諸子緣
上議院下議院議院朋謀大院堂
上議院下議院議院催生新院徽
上单枞下单枞单枞遍栽万枞香
上对句下对句对句集成半句联
千萬里億萬里萬里盤纏百里城
千疊嶂萬疊嶂疊嶂分層群嶂明
大三度小三度三度醞藏百度音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奔流滿峽波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流穿數峽灣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穿梭滿峽舟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風光萬峽雄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峰巒兩峽山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徐來兩峽風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崢嶸百峽山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崢嶸百峽峰

張有政
張勇
曾家麒
吳弼中
陳麗美
王浩祿
楊茜華
林憲坤
王智緯
向懿柔
吳弼中
梅彭錚
徐啟明
李佑程
俞荣斌
谢毅
邱戎华
胡吉祥
胡吉祥
谢毅
谢毅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崢嶸兩峽灣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崢嶸滿峽風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牽連兩峽情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逐流兩峽濤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景分二峽天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綿延千峽山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綿延千峽峰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綿延兩峽峰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綿延萬峽灣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擁含千峽灣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蘊藏兩峽瑰
大三峽小三峽三峽巍峨多峽山
大三峽小山峽三峽來源千峽流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分成两峡群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恒留半峡风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氤氲满峡云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滋荣万峡春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新开九峡天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开通九峡游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飘浮满峡云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飘飞满峡云

廖国华
劉鎮嘉
鄧彥達
王浩存
王皓琳
鄧良俊
白崇珠
楊漢民
王辰芸
吴广波
簡聰裕
李敬邦
李應祥
王馨梅
錢 譚
朱境墡
黃振豊

大三峡小三峡三峡飞扬九峡风
大山峽小山峽山峽綿延千峽山
大五結小五結五結消除千結心
大五義小五義五義行儀多義風
大五義小五義五義行誼皆義風
大五義小五義武藝高超十義人
大五嶽小五嶽五嶽崢嶸萬嶽峰
大元寶小元寶元寶換成金寶盆
大心計小心計心計難猜多計謀
大仙寺金仙寺仙寺隐观古寺云
大四喜小四喜四喜連莊歡喜財
大四喜小四喜四喜連贏多喜容
大四喜小四喜四喜賺錢我喜歡
大四喜小四喜四喜聽牌半喜憂
大布袋小布袋布袋裏裝半袋衣
大白鷺小白鷺白鷺齊飛百鷺歸
大百合大百合百合紛飛百合年

顏筱彤
王亭勻
花佳正
徐永祥
陳啟國
賴榮貴
王百玄
劉建華
陳詩萍
賴聯福
曹焜
劉淦琳
黃山谷
黃琬茹
李世明
閻廣琛
李陳秋月
許純鎰
許純鎰
覃懷忠
范欽雄
曹蘭玉
張有政
马学良
曹焜
李德輝
羅舒婷
李德輝
李德輝
許芳洲
牟宗慷
林瑞祺
張明霖
黃順平
葉心逸
劉淦琳
王介穎
趙令裕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同迎六合光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百年百合歡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吟遊二合聲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風迷六合園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發抒二合音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齊鳴千合音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聲和同合鳴
大百合小百合百合飆歌同合音
大百岳小百岳百岳皆稱百岳山
大百嶽小百嶽百嶽獨尊五嶽山
大佛寺小佛寺佛寺分供千寺神
大峽谷小峽谷兩谷形成萬谷原
大峽谷小峽谷峽谷浮依二谷雲
大海浪小海浪海浪翻騰多浪花
大動脈小動脈動脈催朝千脈行
大野柳小野柳野柳長成兩柳林
大野柳小野柳野柳裁栽柔柳林
大雪霸小雪霸雪霸相連二霸峰
大雪霸小雪霸雪霸相連對霸峰
大單位小單位單位爭裝數位機
大喬木小喬木喬木雕成獨木舟
大雁塔小雁塔雁塔名標古塔羣
大雁塔小雁塔雁塔崢嶸百塔林
大雁塔小雁塔雁塔遥听百塔钟
大庾嶺小庾嶺庾嶺連成二嶺峰
大網站小網站網站飆增新站迷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彩金不透明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催生眾透迷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催增新透迷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摃龜急透人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槓龜悲透心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獎開九透支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獎開幾憂愁
大樂透小樂透樂透遽違全透支
大學問小學問學問引申千問題
大擔島二擔島兩島分流隔島潮
女四眾男四眾四眾脫離萬眾人
女廁所男廁所廁所盡收整所金

王子康
肖奇光
蕭宇青
彭俊智
林龍達
林龍達
王貞仁
林政德
伍明清
朱澐
彭崇仁
雷碧霞
Sam Chen
張子譽
陳作正
楊齊名
陳宛芝
楊蕉鳳
林政德
朱澐
周能安
徐裕福
宋克偉
何永清
梅彭錚
陳永隆
林紹萃
鄭吉竣
李世明
黃宏介
吳芸
李世乾
王馨梅
陳俊宏
李德鄰
李仁忠
李世坤
潘貞仁

女厠所男厠所厠所鬆開上所人
小十堰大十堰十堰连通多堰城
小三峽大三峽三峽穿行共峽灣
小三峽大三峽三峽將臨無峽時
小三峽大三峽三峽崢嶸兩岸山
小三峽大三峽三峽崚嶒兩岸山
小兩害大兩害兩害相權取害輕
小楷筆大楷筆楷筆飛傳千筆鋒
山九仞坑九仞九仞斜坡三仞坪
山九份雲九份九份情傳萬份人
山五味湖五味五味烹成千味筵
山幹線海幹線幹線分馳半線城
山萬里洋萬里萬里福留百里田
山萬里海萬里萬里無雲八里晴
山萬壑峰萬壑萬壑奔流百壑川
山變色河變色變色終成殘色留
工對子寬對子對子磨雕千子文
中入戶低入戶入戶收支多戶貧
中子彈原子彈子彈飛掀諸彈坑
中五嶽台五嶽五嶽峮嶙百嶽山
中五嶽台五嶽五嶽通收千嶽觀
中五嶽台五嶽五嶽超過百嶽山
中四海西四海四海漂流五海洋
中百貨西百貨百貨通稱什貨名
中百貨洋百貨百貨賺贏萬貨財
中兩岸今兩岸兩岸聯登全岸山
中國樂西國樂國樂音和同樂廳
中萬里台萬里萬里分居千里程
中樂器西樂器樂器喧吟新器風
中憲法西憲法憲法須求執法人
中藥好西藥好藥好安神睡好眠
中藥界西藥界藥界催傳醫界心
中藥鋪西藥鋪藥鋪興隆百鋪憂
中藥鋪西藥鋪藥鋪鑫銷萬鋪金
中衆佛洋衆佛衆佛坐禪千佛山
丹頂鶴白頂鶴頂鶴鳴迎新鶴群
五色鳥八色鳥色鳥鳴遷新鳥窩
今九份昔九份九份分成兩份情

沈盟珮
黃彥菱
白崇珠
胡靜君
罗彩权
許淑淨
陳姿夙
楊光舜
陳伯暐
魏文郁
林怡君
曾煥儒
王亭享
古瀚青
马建梅
陈乐道
劉立仁
周能安
陳莉莉
邱福利
曹英媛
林立偉
黃莊鈞
李宏志
洪寬志
鈺筌
楊濡碩
黃輝智
吳財榮
薛天雄
黃輝智
麦明超
劉榮生
金龍寶
賴孟慈
賴孟潔
陈令颖
林勤芳

今九份昔九份九份交融萬份情
今九份昔九份九份涵藏多份情
今九份昔九份九份深含萬份情
今八里昔八里八里銜吞千里船
今几句明几句几句拼成八句诗
今三峽古三峽三峽聚擎滿峽光
今夕日明夕日夕日西沉西日峰
今六甲昔六甲六甲當留萬甲田
今六甲昔六甲六甲福傳萬甲田
今四季昔四季四季輪迴首季春
今四海昔四海四海交流通海親
今百岳昔百岳百岳綿延萬岳山
今對句昔對句對句追隨萬句聯
今樂善明樂善樂善期由結善緣
今两岸昔两岸两岸连通无岸山
今独目古独目独目犹闻三目神
元太祖清太祖太祖功成萬祖基
元世祖清世祖世祖傳承太祖基
元世祖清世祖世祖褒懷諸祖恩
元兩岸今兩岸兩岸相連對岸心
六小步再小步小步吟成七步詩
公五股私五股五股封收八股文
公用道專用道用道莫衝百道通
公有地私有地有地竟然無地居
公有理婆有理有理紛爭無理誰
公幾句婆幾句幾句緣因半句詞
公辯論私辯論辯論分明先論規
分兩地居兩地兩地由來同地人
分兩岸合兩岸兩岸祈求四海平
分兩岸合兩岸兩岸當生同岸情
分兩岸居兩岸兩岸原來同岸人
分两制合两制两制争回首制瓯
天九野地九野九野雲開四野晴
天中海地中海兩海相連映海天
天六氣人六氣六氣中和百氣清
天六氣人六氣六氣中和百氣輕
天半月湖半月半月资呈双月弓
天兩鳥林兩鳥兩鳥回歸同鳥巢

黃莘圳
莊廷儂
吳芸
李宗穎
楊耀騰
賴柏霖
吳之泰
楊耀騰
洪麒杰
陳淑娟
陳淑娟
陳淑娟
高文富
王晴芬
唐华亮
翁群祐
趙仁淦
陳立婷
鈺筌
吳財榮
蔡順論
蔡謝綉針
蔡謝綉針
蔡謝綉針
蔡尚昆
譚誠明
李世坤
李陳秋月
李仁忠
李陳秋月
黃嘉如
李世乾
林麗玉
王浚源
魏文郁
李陳秋月
林政德
顏君儀

天無極地無極無極統歸萬極元
天無極地無極無極蛻衍四象儀
天錫福神錫福錫福無疆多福人
夫配偶妻配偶配偶依偎對偶人
夫奮鬥妻奮鬥奮鬥功成再鬥堅
孔夫子老夫子夫子歿成豎子名
孔夫子關夫子夫子德威兆子民
心怒放情怒放怒放花開增放懷
文赤壁武赤壁赤壁坼均三壁山
文赤壁武赤壁赤壁飛揚半壁天
文赤壁武赤壁赤壁鷹揚半壁天
文赤壁武赤壁重壁叱吒半壁天
斗六市街六市六市迎來各市人
方五里圓五里十里皆稱五里長
方四角棱四角四角删描八角形
方四海圓四海四海涵藏三海洋
方四境圓四境四境涵濡八境臺
方百戶圓百戶百戶集呈萬戶燈
方百里圓百里百里奔騰千里駒
方百里圓百里百里相乘萬里長
方萬里圓萬里萬里相連千里山
方萬里圓萬里萬里峰巒千里山
方萬里圓萬里萬里氤氳千里山
方萬里圓萬里萬里晴空千里山
方萬里圓萬里萬里歸連千里山
日萬語夜萬語萬語寂寥無語言
日語系俄語系語系催傳兩系緣
日曜日月曜日曜日昂昇明日暉
木版畫石版畫版畫浮雕千畫田
木管樂銅管樂管樂飄傳新樂風
欠卡債還卡債卡債俘囚千債人
牛皮紙羊皮紙皮紙傳承諸紙緣
牛體肉豬體肉體肉翻開層肉花
王千歲妃千歲千歲齊呼萬歲爺
王百姓張百姓百姓分明各姓人
丙字法七字法字法涵添百法源
世運會奧運會運會擎飄百會旗
冬小麥春小麥小麥烘焙全麥香

游鍫良
蔡昀妮
李侑修
吳韋伶
陳俊宏
游鍫良
林庭緯
黃鐵治
汪澤先
李忠雲
李忠雲
賴榮貴
賴孟潔
羅景川
龔必強
潘家农
洪錦沛
林佳瑩
李世明
廖翊君
唐伯瑜
謝政芳
高威廉

凹半島凸半島半島交連全島情
凹面鏡凸面鏡面鏡祛沖千鏡光
凹透鏡凸透鏡透鏡浮牽諸鏡緣
凹透鏡凸透鏡透鏡發明二鏡片
凹透鏡凸透鏡透鏡鑽鎔萬鏡金
凸半島凹半島半島沉浮千島情
凸面鏡凹面鏡面鏡合成全鏡銀
凸透鏡凹透鏡透鏡屈光二鏡心
北二段南二段二段躍跨千段山
北八里南八里八里相差百里程
北八里南八里八里距離百里程
北三峽川三峽三峽峰迴兩峽灣
北三峽南三峽三峽氤氳兩峽嵐
北五堵南五堵五堵包圍八堵山
北五嶺南五嶺五嶺蟠居群嶺頭
北半壁南半壁半壁存留四壁家
北景點南景點景點齊招多點人
北碧海南碧海碧海翱翔千海鷗
半自動全自動自動勤加眾動功
古七夕今七夕七夕流傳幾夕情
古七夕今七夕七夕堪談幾夕情
古九份今九份九份但停幾份人
古八里今八里八里行遊萬里鄉

高威廉
王啟洋
廖世覺
趙仁淦
廖世覺
趙仁淦
陳聰彥
蔡世華
趙仁淦
趙仁淦
高威廉
高文富
楊逸民
羅景川
吳奕昌

古八卦今八卦八卦攤分眾卦山
古八股今八股八股傳承兩股間
古八景今八景八景伸延百景觀
古八景今八景八景伸延百景觀
古八景今八景八景張揚百景觀
古八景今八景八景張揚百景觀
古三義今三義三義傳承萬義民
古中國今中國中國繁衍億華人
古五福今五福五福光臨百福門
古五福今五福五福駢臻百福門
古五嶽今五嶽五嶽飄颻眾嶽霞
古四邑今四邑四邑形成五邑風
古四海今四海四海翻騰滿海濤
古四結今四結四結連通二結庄
古萬里今萬里萬里江山萬里情

趙仁淦
張凰儒
蔡育倫
葉玉琴
顧邦猷
林清輝
呂如亨
楊金旺
錢 君
譚 卓
錢裕豐
李旻洲
趙仁淦
徐啟明
袁恩德
陳玉釧
趙仁淦
陳
吳天財
蔡佩玲
趙仁淦
陳宛儂
王彩霞
陳以錚
楊仁志
陳榮洋
那姍姍
曹英媛
曹蘭玉
張波
張嘉恩
徐國華
江欣怡
陳莉莉
張銀旭
覃懷忠
張續耀
胡家 仁 (Hu,

古萬姓今萬姓萬姓相投百姓心
台中國偽中國中國分離兩國論
台五嶽中五嶽五嶽崢嶸千嶽山
台六甲日六甲六甲畦畋千甲田
台六合港六合六合贏來千合金
台北縣新北縣北縣維新增縣光
台藝大東藝大藝大栽培新大師
左八里右八里八里聚居十里人
左三岔右三岔三岔峰巒仨岔山
左三岔右三岔三岔崎嶇仨岔山
左三岔右三岔三岔崎嶇兩岔山
左三角右三角三角拼成四角形
左三角右三角三角相成六角樓
左三路右三路三路圍攻六路軍
左三瓣右三瓣三瓣合成六瓣梅
左千島右千島千島環成千島湖
左千歲右千歲千歲歡呼萬歲皇
左中隊右中隊中隊合為大隊人
左五指右五指五指同心十指柔
左手掌右手掌手掌牽成片掌心
左方架右方架方架安排滿架書
左仙洞右仙洞仙洞穿通兩洞天
左半腦右半腦半腦連通全腦靈
左丞相右丞相丞相分勞兩相彰
左百佛右百佛百佛合為千佛山
左兩隊右兩隊兩對合為四隊群
左叛扁右叛扁叛扁垂成眾扁蓮
左執法右執法執法無關司法人
左御史右御史御史並非太史公
左幾柳右幾柳幾柳飄隨五柳僊
左搔首右搔首搔首難成榜首詩
左對岸右對岸對岸迷離兩岸雲
左獨袖右獨袖獨袖充盈滿袖風
平版畫凹版畫版畫描耕千畫田
旦萬里夕萬里萬里奔馳千里駒
正二月閏二月二月難收兩月租
正二月潤二月二月分佔三月份
正二品從二品二品備升頭品官

Chia-Ren)
李明哲
柯世豪
李陳秋月
陳美玲
趙仁淦
郭姿妏
李德輝
李世乾
任翅
林政德
周志岳
鄭宇樑
王彩霞
高榮汎
彭崇仁
楊淑朱
何國強
曹蘭玉
鄒俊銘
邱福利
马学良
賴素貞
李宗穎
譚宗提
麦明超
陳伯暐
李世坤
謝宜廷
莊友元
葉玉琴
趙仁淦
趙仁淦
龔必強
游鍫良
陳世宏
楊濡碩
王介穎

正三角反三角三角組成四角形
正太極反太極太極化生無極門
正手板負手板手板飆槌孤板威
正比例反比例比例催估仟例題
正四角偏四角四角相攜八角亭
正成長負成長成長平均零長成
正教授副教授教授薪傳眾授徒
民事法刑事法事法涵添活法源
永和路中和路和路連通多路車
生土豆熟土豆土豆飄傳羣豆香
生五蘊行五蘊五蘊皆空無蘊藏
生六道亡六道六道輪迴三界中
生六道亡六道六道輪迴同道途
生六道死六道六道輪成萬道迴
生百味熟百味百味原為五味生
生鏽鐵真鏽鐵鏽鐵熔成新鐵鋼
白金卡現金卡金卡循環成卡奴
白棋子黑棋子棋子譜成官子圖
白雲石黑雲石雲石磨成美石材
白駟馬黑駟馬駟馬奔騰萬馬風
白桦树黑桦树桦树横枝满树林
石子彈泥子彈子彈張弛母彈弓
石子彈泥子彈子彈張弛母彈弓
立法院司法院法院青天五院賢
立国统终国统国统掀摇总统天
乒乙腳乓乙腳乙腳扶持兩腳兵
交句對當句對句對飄懸千對詩
仰五嶽俯五嶽五嶽君臨萬嶽峰
先八卦後八卦八卦占卜三卦爻
先八卦後八卦八卦流傳兩卦圖
先四詠後四詠四詠承傳八詠樓
先四詠後四詠四詠張揚八詠樓
全五味偏五味五味燉熬十味湯
吉卦象凶卦象卦象占衍八象書
合六國分六國六國傾危秦國雄
因翰墨緣翰墨翰墨揮來皆墨香
地九野天九野九野包羅四面方

黃
李德輝
洪錦沛
洪錦沛
陳秀琴
李宗道
洪錦沛
谢毅
彭邱城
陈官中
周宣
伍書源
劉錦心
林加春
賴孟潔
郭秋慧
王馨梅
劉志剛
何永清
杜敦楹
吳雛龍
楊雲
陳玉釧
郭秀蘭
葉玉琴
何永清
陳韋利
洪瑞彬
楊雲
楊雲
吳奕昌
韋羨謙
林勤芳
林碩雍
池家嫻
葉經宇
張居旺
吳芸

多角戀少角戀角戀皆藏單戀傷
好日子苦日子日子孚存孤子心
好地理歹地理地理天成合理人
好地理歹地理地理偏生合理人
忙處事閒處事處事相催萬事休
成語典俗語典語典兼興諸典謨
有合理無合理合理隨緣存理人
此半璧彼半璧半璧相期全璧时
汝兩眼吾兩眼兩眼齊凝孤眼鳥
江三峡河三峡三峡霸拦全峡洪
江三峡河三峡三峡坝拦全峡洪
江萬里山萬里萬里長城千里遊
江萬里楊萬里萬里吹來千里風
江萬里楊萬里萬里浮沉千里途
竹頭角鼻頭角頭角崢嶸獨角仙
老九份新九份九份連綿萬份山
老九記新九記九記分家無記仇
老八里新八里八里迎來千里朋
老八里新八里八里叢栽百里花
老八路新八路八路合編千路兵
老三峽新三峽三峽巍峨多峽峰
老上海新上海上海灘邊無海風
老千歲少千歲千歲登基萬歲爺
老夫子小夫子夫子珠璣千子言
老百姓小百姓百姓妁媒兩姓婚
老百姓小百姓百姓安居萬姓家
老和尚小和尚和尚誦經渡尚書
老倆口小倆口倆口合成四口家
老鹿港新鹿港鹿港仍維文港風
老漢口新漢口漢口微操湘口音
行萬里走萬里萬里長城萬里行
西上海東上海上海通航四海洋
西五嶽南五嶽五嶽僅存三嶽霜
西六祖東六祖六祖同源初祖心
西門町東門町門町繁華名町區
西洋片東洋片洋片席捲半片天
西重嶺東重領重嶺貫連萬嶺峰
西幹線東幹線幹線連橫全線通

陳宏治
吳之泰
李易聰
巫宇軒
王艾維
徐浩然
鄭楷居
鄭楷居
鄭楷居
鄭楷居
李鳳琴
郭家麟
林碩雍
李陳秋月
伍來朝
伍明清
伍明清
麦明超
李世明
顧豐才
黃輝智
吳敦善
林政德
沈國偉
楊伊萱
何永清
林麗玉
杜明桂
魯磊
楊濡碩
陳莉莉
林錦玲
盧詩青
黃輝智
陳秀鳳
楊 耀騰
林勤芳
趙仁淦

西萬里東萬里萬里形成十里岩
西漢代東漢代漢代分崩三代行
西漢代東漢代漢代成為總代詞
西漢史東漢史漢史功成華史基
西漢史東漢史漢史啟蒙萬史家
你百歲我百歲百歲竟存千歲憂
低層塔高層塔層塔接連九塔天
低層塔高層塔層塔接連百塔天
低層塔高層塔層塔疊連九塔天
低層塔高層塔層塔峯連百塔天
冷色調暖色調色調諧誇千調詩
冷泡麵熱泡麵泡麵煮成大麵鍋
即六道離六道六道輪迴佛道空
君合國聯合國合國團圜諸國圕
岑疊翠崟疊翠疊翠層巒連翠峰
岑疊翠崟疊翠疊翠繽紛連翠峰
形九疊名九疊九疊雲屏層疊山
形五嶽神五嶽五嶽綿延萬嶽山
快動作慢動作動作催傳佳作緣
李後主陳後主後主同悲丟主權
村七美鄉七美七美凝眸全美人
沖三峽流三峽三峽渦洄滿峽濤
男主角女主角主角牽縈三角緣
男博士女博士博士充盈滿士林
男愛美女愛美愛美心生俏美人
男萬壽女萬壽萬壽祝祈百壽年
良藝閣雄藝閣藝閣堂皇群閣精
言六藝行六藝六藝資生千藝文
迂百里停百里百里飄飛七里香
邦獨立家獨立獨立功成自立耕
京片子洋片子片子牽縈諸子心
京片子洋片子片子縈牽諸子心
佳對偶仇對偶對偶依偎對偶人
來八里回八里八里安居同里人
來六腳回六腳六腳奔波週腳程
兒夜讀孫夜讀夜讀連年多讀書
和二路平二路二路相連三路通
和四境諧四境四境光彰八境臺

鄭吉竣
吳朝熙
洪勝傑
余紘字
王馨梅
伍書雍
楊淑朱
楊濡碩
曾燕春
楊力潔
連文昌
伍書雍
李慧
吳芸
李仁忠
簡賜福
江 啓 助
陳坤禮
鄭幸矯
鄭幸矯

周八卦今八卦八卦孳生多卦辭
周百鳥間百鳥百鳥和鳴千鳥山
周萬里吳萬里萬里擔當百里侯
夜上海晝上海上海醉迷下海人
孤萬仞獨萬仞萬仞綿延九仞山
宗五嶽朝五嶽五嶽登臨探嶽峰
官勾結商勾結勾結圖謀諸結生
官考驗民考驗考驗廉能諸驗靈
屈萬里申萬里萬里居卜十里仁
屈萬里楊萬里萬里集成百里齋
居五色行五色五色迷昏多色人
岡疊翠巒疊翠疊翠繽紛連翠峰
府重慶家重慶重慶重逢五慶雲
弦夜月圓夜月夜月跟行探月人
弦樂器簧樂器樂器風靡新器風
征萬里逐萬里萬里無雲萬里天
忠二路仁二路二路招來三路人
忠二路仁二路二路接通四路人
忠二路仁二路二路疏通八路人
忠二路仁二路二路疏通八路車

李世乾
王介穎
郭薇薇
湯茗富
儲亦風
麦明超
楊明峰
許元真
吳清風
吳清風
張大鈞
張大鈞
辛弼生
劉武昌
張瑋書
游鍫良
江欣怡
徐襄廷

抽象派印象派象派浮添千派流
昔九份今九份九份追傷無份人
昔二嶼今二嶼二嶼合連孤嶼台
昔八卦今八卦八卦交生萬卦爻
昔三峽今三峽三峽烝成千峽湖
昔大寨今大寨大寨非同九寨溝
昔五股今五股五股傳承八股風
昔五堵今五堵五堵翻騰數堵難
昔五嶽今五嶽五嶽名揚百嶽山
昔五嶽今五嶽五嶽獨尊東嶽山
昔六甲今六甲六甲留當二甲田
昔六甲今六甲六甲留當三甲田
昔六腳今六腳六腳踢開三腳貓
昔赤壁今赤壁赤壁獨擎半壁天
昔兩岸今兩岸兩岸流吹無岸風
昔孟母今孟母孟母遷移慈母心
昔故里今故里故里猶存萬里情
昔復古今復古復古流行千古年

陳秀琴
辛弼生
黃麗麗
陳玟諭
陳國勝
王國釗
黄小庆
李宗道
陳育杉
蘇聖賢
徐裕福
陳建忠
張宗榮
江 啓 助
韓紹斌
韓紹斌
王浩祿
韓紹斌
湯茗富
曾容
吳銓添
盧彩連
胡文政
胡文政
胡文政
胡文政
胡靜君
盧彩連
胡淑蘭
胡淑蘭
盧彩連
盧彩連
盧彩連
盧彩連
吳弼中
賴意升
李峰欣
鄭文清

昔歲月今歲月歲月增添滿月光
昔萬里今萬里萬里重修十里亭
易六體書六體六體衍生多體文
明八股清八股八股流傳萬股愁
明北斗昏北斗北斗包含群斗魁
明四庫清四庫四庫收藏萬庫書
明萬嵗清萬嵗萬嵗均無百嵗龄
明劍客盲劍客劍客飆傳諸客心
東七里西七里七里爭開百里香
東七美西七美七美傳承千美心
東七堵西七堵七堵包涵五堵人
東九氿西九氿九氿沖沏孤氿泉
東九份西九份九份分開二份山
東九份西九份九份圍成三份山
東九曲西九曲九曲連浮萬曲煙
東九曲西九曲九曲連鳧萬曲煙
東九曲西九曲九曲昻揚千曲情
東九洞西九洞九洞別開萬洞天
東九敬西九敬九敬連環皆敬神
東九寨西九寨九寨連通萬寨山
東二巷西二巷二巷安居眾巷民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居千堡人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昇千堡旗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昇萬堡旗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鳴千堡鐘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鳴萬堡鐘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合凝多堡民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連居萬堡人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結連千堡城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結連萬堡城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齊鳴千堡鐘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齊鳴萬堡鐘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聯昇千堡旗
東二堡西二堡二堡聯昇萬堡旗
東二殿西二殿二殿相連四殿宮
東二聖西二聖二聖流傳百聖言
東二路西二路二路交流八路人
東二路西二路二路連通八路人

柯明憲
黃宗茂
林紹萃
江 啓 助
許莉真
吳露芳
藍志宏
林明建
鄭吉竣
葉玉琴
龔必強
葉大照
王國釗
陳維杉
趙仁淦
趙仁淦
王浩存
曾小雲
王浩存
賴榮貴
呂如亨
黃輝智
江 啓 助
顧豐才
江 啟 助
王子康
莊水南
陳建忠
劉素娟
趙仁淦
林青萱
劉素娟
劉素娟
王馨慧
曾亭菀
周偉華
江 啟 助
趙仁淦

東二路西二路二路溝通五路車
東二路西二路二路聯通八路人
東二路南二路二路相通單路行
東八里西八里八里相通三里街
東八里西八里八里牽連萬里情
東八里西八里八里撐來萬里舟
東八里西八里八里調和多里情
東八里西八里八里橫開千里風
東八卦西八卦八卦狂飆多卦辭
東八卦西八卦八卦謠傳諸卦辭
東八堵西八堵八堵分居四堵人
東八路西八路八路偵俘半路人
東八路西八路八路通行十路車
東十里西十里十里熏烝千里煙
東三角西三角三角聯通六角亭
東三省西三省三省交流六省情
東三峽西三峽三峽綿延千峽山
東三島南三島三島崢嶸千島山
東三聖西三聖三聖行儀多聖風
東三聖西三聖三聖陶融千聖賢
東大寺西大寺大寺相鄰多寺僧
東大里西大里大里迎來千里人
東大里西大里大里群居千里民
東大港南大港大港潮升淹港都
東大路西大路大路流通三路橋
東大路西大路大路連通小路車
東山雨西山雨山雨飄來潤雨酥
東五井西五井五井相通單井田
東五谷西五谷五谷縈廻千谷山
東五里西五里五里相逢十里堤
東五里西五里五里接連十里亭
東五岳西五岳五岳綿延千岳山
東五岳西五岳五岳縈廻千岳山
東五股西五股五股相加十股香
東五股西五股五股豐收萬股金
東五洞西五洞五洞合撐五洞橋
東五堵西五堵五堵分開三堵街
東五彩西五彩五彩沾濡疊彩山

趙仁淦
葉玉琴
林智清
葉玉琴
劉素娟
林智清
廖恆賢
曹宇帆
鍾宛馨
鄭渝生
李詩涵
李財金
龔必強
呂文國
朱澐
黃宗茂
江聲鏜
楊碧雲
胡靜君
李財金
楊政議

東五路西五路五路追尋十路車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岔岐千嶺岡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連綿萬嶺峰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逶迆千嶺山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綿延千嶺山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綿延千嶺峰
東五嶺西五嶺五嶺騰昇千嶺雲
東五嶽西五嶽十嶽相連萬重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爭雄千嶽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相連十嶽峰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兼容千嶽天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峰懷萬嶽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高居百嶽巔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高臨百嶽巔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峮嶙百嶽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連延千嶽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猶含三嶽山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綿延百嶽峰
東五嶽西五嶽五嶽齊凌千嶽山
東六甲西六甲六甲分畇千甲田
東六甲西六甲六甲包含七甲村

黃美蓮
郭央諶
郭央諶
葉大照
陳姿夙
陳美汝
王介穎
曹蘭玉
冉翠梅
曹英媛
蕭博懇
吳柏陞
陳維杉
吳柏陞
吳柏陞
吳柏陞
柯正文

東六甲西六甲六甲收成千甲禾
東六甲西六甲六甲圈圍萬甲山
東六腳西六腳六腳分馳三腳心
東六道西六道六道迂迴百道途
東太后西太后太后同登天后宮
東太后西太后太后垂簾虛后王
東太后西太后太后駕臨天后宮
東引島西引島引島盛開全島花
東日月西日月日月合鳴秋月明
東犬島西犬島犬島防風環島松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同懸盈月天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合生滿月光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沉浮三月天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重生滿月光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復生滿月光
東半月西半月半月漸生滿月光
東半谷西半谷半谷平分中谷天

柯正文
陳儒德
龔必強
蕭志鴻
王國釗
婁月華
李鳳琴
黃傳楨
黃傳楨
黃傳楨
陳永隆
林坤炳
王亭享
胖丁
楊蕙如
陳莉莉
王國釗
许仙清
许仙清
葉大照
李美嬋
沈封君
鄭吉竣
陳定中
古瀚青
李昆漳
李昆漳
黃育君
蕭志鴻
蕭志鴻
徐國華
楊耿豪
楊明峰
盧詩青
吳文堡
黃馨儀
李英寬
魯磊

東半谷西半谷半谷平分空谷天
東半谷西半谷半谷合鳴十谷聲
東半岸西半岸半岸和平兩岸春
東半岸西半岸半岸隔離無岸天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包羅千島光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交流千島湖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匡扶孤島峯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合成全島沙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合成全島春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合成整島沙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依排群島山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捎來全島春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留連全島人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峮嶙全島山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接連二島民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尊崇孤島峯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遊觀千島光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綿延三島山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綿連三島山
東半島西半島半島龍從全島嵐
東半島南半島半島遙迎千島湖
東半畝西半畝半畝毗連千畝園
東半部西半部半部中分全部疆
東半德西半德半德同為全德人
東半壁西半壁半壁江山兩壁情
東半壁西半壁半壁終成無壁痕
東半壁西半壁半壁難成四壁家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峮嶙萬嶺山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接連全嶺山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接連全嶺岩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橫穿二嶺橋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燎燃全嶺煙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燎燃全嶺煙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巍峨整嶺山
東半嶺西半嶺半嶺巔崩無嶺山
東半璧西半璧半璧合歸全璧心
東古井西古井古井疏通萬井泉
東古寺西古寺古寺吟鳴大寺鍾

劉素娟
劉素娟
劉素娟
楊政議
張波
李鴻儒
李鴻儒
王子康
李春培
黃麗麗
游世陽
江薇
CHENG GUAN
趙仁淦
趙仁淦
宋克偉
賴榮貴
陳宛芝
陳國勝
葉大照
楊仁志
林坤炳
胡靜君
王亭享
鄭文清
顏兆軒
朱澐
游浴沂
林益祥
林啟明
鍾宛馨
簡秉強
徐意萱
梅彭錚
林加春
翁群祐
陳立婷
陳立婷

東古道西古道古道盤蜒千道稜
東古道西古道古道縈廻千道情
東古道西古道古道縈廻千道稜
東台海西台海台海平分兩海權
東四月西四月四月覔尋八月秋
東四宅西四宅四宅摩生千宅門
東四宅西四宅四宅摩推千宅門
東四邑西四邑四邑群居百邑人
東四卦西四卦四卦分支八卦山
東四卦西四卦四卦交叉八卦山
東四卦西四卦四卦相綜八卦山
東四岳西四岳四岳分開八岳山
東四所西四所四所實為兩所名
東四面西四面四面同瞻八面山
東四面西四面四面聯通八面坡
東四庫西四庫四庫閒存兩庫房
東四海西四海四海兼容七海天
東四海西四海四海連通三海洋
東四海西四海四海朝奔公海洋
東四草西四草四草蔫萌半草藩
東四陣西四陣四陣連成八陣圖
東四國西四國四國弘揚全國風
東四國西四國四國招迎多國賓
東四國西四國四國遨遊萬國人
東四路西四路四路連通八路人
東四路西四路四路聯成八路軍
東正教西正教正教分傳兩教宗
東正線西正線正線連通三線車
東石浪西石浪石浪合吟千浪音
東石浪西石浪石浪相吟千浪聲
東吉島西吉島吉島牽連兩島情
東吉嶼西吉嶼吉嶼相連大嶼礁
東合浦西合浦合浦深藏半浦珠
東合院西合院合院陪隨兩院鄰
東汕尾西汕尾汕尾疏通流尾沙
東百尺西百尺百尺延綿千尺長
東百戶西百戶百戶開呈萬戶燈
東百戶西百戶百戶集呈萬戶燈

文秉懿
顏君安
陳秀琴
伍書源
周麗華
蕭志鴻
蕭志鴻
曾名揚
顏丞濬
林坤炳
王南
陳亮
鄭大烽
賴榮貴
陳立婷
曾名揚
劉錦心
連文昌
張子軒
張薪
黃琴唐
郝國華
黃嘉如
顏兆梁
黃慶源
林順洲
林順洲
林順洲
林順洲
張元培
吳財榮
林勤芳
張鐵民
蔡順論
蔡尚昆
賴榮貴
蔡尚昆
李德鄰

東百石西百石百石堆成千石階
東百寺西百寺百寺增堅千寺城
東百里西百里百里相乘萬里長
東百里西百里百里飛雲千里飄
東百里西百里百里栽培千里民
東百岳西百岳百岳相連千岳峰
東百岳西百岳百岳接連千岳峰
東百岳西百岳百岳連成千岳峰
東百岳西百岳百岳連成千岳峰
東百岳西百岳百岳精挑三岳泉
東百族西百族百族融和萬族平
東百貨西百貨百貨類分十貨攤
東百鳥西百鳥百鳥分棲二鳥林
東百網西百網百網糾連千網咖
東百嶽西百嶽百嶽連延萬嶽山
東百霧西百霧百霧分為千霧凇
東米庫西米庫米庫儲存全庫糧
東自旅西自旅自旅環遊三旅天
東沙島西沙島沙島相通二島親
東沙島西沙島沙島國疆寶島強
東沙島西沙島沙島接連千島岩
東沙島西沙島沙島無垠漫島行
東沙島南沙島沙島崎嶇孤島山
東沙島南沙島沙島飄浮半島雲
東赤崁西赤崁赤崁魚香裕崁間
東赤壁西赤壁赤壁皆為同壁山
東赤壁西赤壁赤壁皆為同壁峰
東赤壁西赤壁赤壁相連同壁峰
東赤壁西赤壁赤壁連成同壁峰
東來順西來順來順燒烤全順心
東兩口西兩口兩口合拼四口田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分吹單岸風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交通長岸橋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成群滿岸舟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流堆多岸沙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連通三岸情
東兩岸西兩岸兩岸歸帆滿岸舟
東兩洞西兩洞兩洞連通滿洞風

許王佑
林勤芳
顧豐才
游浴沂
魯磊
施淑汝
楊蕉鳳
古紳英
黃慶源
曾煥炫
伍明清
方瑞琪
林修淵
劉安倫
王子康
阮明遠
王銘賢
黃山谷
黃山谷
李英寬
張耀中
胡文政
曾名揚
邱淑娥
林
張育敏
蔡淑真
陳俞帆
婁月華
趙秀琳
王馨梅
趙俊文
王皓琳
趙介維
李世雄
林淑玲
李德輝
李昆漳

東兩浙西兩浙兩浙集傾千浙潮
東兩道西兩道兩道連通千道街
東岳廟西岳廟岳廟迎神登廟堂
東明月西明月明月高掛八月天
東臥柳西臥柳臥柳傳揚五柳風
東柳岸西柳岸柳岸遊玩全岸人
東炮響西炮響炮響渾成千響雷
東苑碧西苑碧涵碧重樓枕碧流
東面海西面海面海風徐碧海中
東凍頂西凍頂凍頂出生茶頂山
東峽谷西峽谷峽谷傳音迴谷鳴
東峽谷西峽谷峽谷綿延大谷峰
東海岸西海岸兩岸相成千岸灣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分迎兩岸潮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分離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分離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包圍兩岸山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交流二岸風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交流兩岸風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同流兩岸潮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同流兩岸潮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合融兩岸心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形成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形成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相連全岸長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相聯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衍生兩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崎嶇兩岸山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連綿千岸情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搖崩兩岸山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隔開兩岸山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綿延千岸潮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綿延兩岸楓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蜿蜒谷岸丘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激揚千岸濤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環圍兩岸灣
東海岸西海岸海岸飆揚千岸濤
東海浪西海浪海浪相衝多浪濤

李昆漳
林正皇
李繩武
施淑汝
楊蕉鳳
蕭志鴻
郭建谷
曾學彥
楊 耀 騰
林青霞
梅永峰
陳維杉
許銘峰
許銘峰
許銘峰
許銘峰
蘇紀利
蘇紀利
孫守位
孫守位
孫守位
孫守位
鈺筌

東海浪西海浪海浪翻騰多浪花
東海浪南海浪海浪波沉千浪潮
東海闊南海闊海闊屏藩四海洋
東酒店西酒店酒店迎來全店人
東陣雨西陣雨陣雨垂絲千雨銀
東陣線西陣線陣線合圍全線兵
東偶語西偶語偶語深驚單語矬
東眾樹西眾樹眾樹合成列樹花
東勝景西勝景勝景徘徊多景觀
東喜鵲西喜鵲喜鵲齊鳴千鹊音
東單宅西單宅單宅安容兩宅賓
東單站西單站單站催來千站人
東單眾西單眾單眾同修諸眾人
東單眾西單眾單眾合修四眾人
東單眾西單眾單眾傳修四眾人
東單眾西單眾單眾傳修諸眾人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分爲兩路街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通行多路車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連通二單情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連通兩單情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聯通二單情
東單路西單路單路聯通兩單情
東幾步西幾步幾步成全七步詩

田世強
高文富
洪錦沛
梅彭錚
何林肯
林啟明
林啟明
林啟明
陳伯凱
徐襄廷
施凱礎
劉沛婕
翁瑞鴻
陳
李宗穎

東幾處西幾處幾處圍成四處山
東幾點西幾點幾點消融千點冰
東景點西景點景點齊招多點人
東無錫西無錫無錫鑄錘兩錫缽
東雁塔西雁塔雁塔同參靈塔輪
東亂石西亂石亂石合驚千石潮
東亂石西亂石亂石齊驚千石潮
東亂石西亂石亂石羅編千石圖
東勢角南勢角勢角中興四角城
東勢里西勢里兩里合栽七里香
東勢鎮西勢鎮勢鎮多為山鎮名
東嫁娶西嫁娶嫁娶結緣兩親家
東幹線西幹線兩線相連全線通
東幹線西幹線兩線接連單線圖
東幹線西幹線幹線分歸支線頭

王艾維
黃鐵治
洪瑞彬
李德輝
黃景暉
葉大照
閩永福
閩永福
王宜龍
李財金
閩永福
劉大中
李可俐
黃瑞祺
黃嘉珍
Azure
曾亭菀

東幹線西幹線幹線交流百線通
東幹線西幹線幹線交通二線間
東幹線西幹線幹線疏通支線車
東幹線西幹線幹線聯傳兩線緣
東萬甲西萬甲萬甲相爭稀甲兵
東萬石西萬石萬石研磨幾石山
東萬竹西萬竹萬竹連成千竹林
東萬佛西萬佛萬佛遨遊千佛山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分開千里畿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名揚千里駒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紛飛七里香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崛巍千里山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連綿幾里城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摶吹千里風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緣牽千里人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颳飄十里風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縱橫千里山

Azure
賴孟慈
吳朝熙
鄭宇樑
李世民
曾煥炫
劉素娟
蘇紀利
徐國華
吳鏢
李世中
徐國華
李鴻儒
王嘉涵
林玉雪
伍書雍
鄭大烽
陳思培
余侑庭
林明皇
林順洲

東萬里西萬里萬里飄颳十里風
東萬教西萬教萬教分流億教風
東萬結西萬結萬結鬆開重結歡
東萬歲西萬歲萬歲君臨千歲安
東落雨西落雨落雨舖陳滿雨珠
東裡凍西裡凍裡凍分明裡凍山
東夢谷西夢谷夢谷縈廻千谷山
東對岸西對岸對岸分成兩岸人
東對岸西對岸對岸分開兩岸人
東對岸西對岸對岸牽縈兩岸心
東對岸西對岸對岸隔離兩岸民
東對岸西對岸對岸橫生兩岸雲
東漢賦西漢賦漢賦鎔成千賦詩
東領海西領海領海分存二海洋
東廟佛西廟佛廟佛靈生千佛身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人分兩國家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分開兩國家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分開兩國家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共存同國中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合成單國家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合和單國強

李仁忠
李仁忠
楊雲
黃寶儀
魏文郁
古紳英
蔡明峰
盧詩青
黃福盛
趙俊文
林錦玲
任翅
邱福利
江國雄
曾瓊芳
黃圓婷
龔大勝
楊碧雲
古瀚青
李峰欣
江 啟 助
李鳳琴
李仁忠
洪姈君
陳伯凱
陳秀琴
邱鼎瑋
歐國棟.
林麗玉
駱豐裕
CHENG GUAN
CHENG GUAN
李鳳琴
張怡娟
黃政閎
林燕雪
李仁忠
謝政芳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何分二國人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何分兩國人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矜持強國風
東德國西德國德國原皆同國人
東數嶽西數嶽數嶽獨尊五嶽山
東複壁西複壁複壁分藏兩壁書
東諸法西諸法諸法弘開萬法門
東澳旅西澳旅澳旅旁旋半旅方
東駭客西駭客駭客入侵盡客窺
東嶼島西嶼島嶼島分羅千島湖
東嶽寺西嶽寺嶽寺宣彰諸寺神
東嶽廟西嶽廟嶽廟皆尊同廟神
東縱谷西縱谷縱谷迴飄滿谷風
東舊路西舊路舊路何成兩路坑
東羅馬西羅馬羅馬風馳萬馬功
東警衛西警衛警衛和融同衛民
東覽日西望月日月同天日月潭
東霸頂西霸頂霸頂勻分千頂風
東疊嶂西疊嶂疊嶂崇山兩嶂雲
東灣岸西灣岸灣岸分滔兩岸潮
林萬里陳萬里萬里穿行千里山
波浪鼓潑浪鼓浪鼓催傳孤鼓情
法拍客網拍客拍客催燃諸客情
炎二季涼二季二季耕耘四季糧
炎四季涼四季四季輪流半季時
直射線折射線射線均勻密線光
花茂盛草茂盛二盛發於春盛中
花鹿谷茶鹿谷鹿谷茶花滿谷香
花獨麗園獨麗獨麗苗生全麗人
花縱谷東縱谷兩谷綿延千谷峰
初半夜終半夜半夜吹颳整夜風
初半夜終半夜半夜纏綿整夜情
表姊妹堂姊妹姊妹邀牽諸妹緣
表參道裏參道參道相偕兩道林
近十里遠十里十里散栽十里松
近三峽遠三峽三峽巍峨千山崗
近視眼遠視眼視眼催傳四眼情
金六結銀六結六結纏綿千結糸

游浴沂
林錦玲
陳秀琴
李財金
顏君安
陳作正
伍書雍
陳莉莉
游浴沂
駱豐裕
高恩雅
黃輝智
梅彭錚
梅彭錚
游鍫良
黃宗茂
林錦玲
陳儒德
譚德容
李仁忠
賴民嘉
游鍫良
谭自安

金佛面銀佛面佛面分迎四面山
金戒指銀戒指戒指飄傳十指情
金表面銀表面表面磨平兩面光
金萬兩銀萬兩萬兩弗如三兩情
金對錶銀對錶對錶旋銜多錶針
金滿圃銀滿圃滿圃含苞數圃田
金滿載銀滿載滿載而歸千載車
金線草銀線草線草萌生滿草原
金龍柱青龍柱龍柱盤旋三柱香
長五尺寬五尺五尺相加十尺長
長紅線短紅線紅線繫牽兩線情
長萬里連萬里萬里綿延千里天
長聯句短聯句聯句和吟兩句詩
長聯句短聯句聯句詠吟兩句歌
長糯米圓糯米糯米歡收千米倉
青五穀黃五穀五穀積秧千穀禾
青種子紅種子種子萌飄千子情
青翠谷黃翠谷翠谷合鳴十谷聲
青潭堰直潭堰潭堰甘泉十堰甜
非法性合法性法性憐懷諸性心
俗文字雅文字文字拼填對字聯
俗藝術雅藝術藝術交流增術光
前七子后七子七子吟成诸子诗

谢毅
王國釗
陳玟諭
徐永祥
葉玉琴
李敬邦
邱戎华
王珍珠
徐裕福
陳思培
閩永福
龔必強
曾心耀
袁志鹏
袁志鹏

前七子后七子七子吟哦诸子诗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秉承諸子才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流傳萬子才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校勘四子書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孳孺眾子孫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傳承諸子文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融通四子書
前七子後七子七子聯吟九子山
前七月閏七月七月延伸六月天
前八里今八里八里平添十里風
前八里今八里八里深藏七里香
前八里後八里八里繁華萬里春
前八卦后八卦八卦析分二卦爻
前几屿后几屿几屿崇端三屿山
前几岛后几岛几岛幽端孤岛山

廖国华
廖国华
王珮茹
許莉真
趙仁淦
趙仁淦
黃輝智
徐福生
陳秀琴
費啟宇
鍾山森
楊濬杰
張武揚
雷翠娥
邵娛
王珮茹
鄭春盛
辛弼生
高文富
陳顥尹
楊逸民
伍書雍
林基財
郭
龔必強
陳欣怡
陳育杉
蘇紀利
龔必強
郭淨文
連文昌
杜敦楹
高文富
梅永峰
楊仁志
趙仁淦
趙仁淦
葉牧林

前三月后三月三月倒吹九月风
前三代后三代三代追寻百代根
前三峽後三峽三峽幻生千峽山
前三峽後三峽三峽羅藏萬峽雲
前千頃後千頃千頃奔流萬頃波
前千歲後千歲千歲攀登萬歲山
前大肚今大肚大肚能容千肚人
前大埔後大埔大埔分為兩埔天
前大浪中大浪大浪低於後浪濤
前大樹後大樹大樹散開滿樹花
前山谷後山谷山谷吹來滿谷風
前山谷後山谷山谷迴聲萬谷間
前五子後五子五子堪為眾子師
前五代後五代五代佈傳佰代人
前五代後五代五代流傳萬代人
前五代後五代五代書成百代秋
前五代後五代五代偉傳萬代人
前五堵中五堵五堵隔離八堵山
前五義後五義五義傳揚眾義人
前六藝後六藝六藝傳承千藝文
前片石後片石片石濯流滿石花
前世事今世事世事紛憂無事人
前世緣今世緣世緣纏綿情緣牽
前主席後主席主席傳承兩國論
前半月後半月半月幽明孤月情
前半世後半世半世提攜百世恩
前半局後半局半局支離全局危
前半夜後半夜半夜合成整夜天
前半首後半首半首合成整首詩
前四史後四史四史直書諸史箴
前四季隨四季四季滋榮千季林
前四海今四海四海永翻各海濤
前四傑後四傑四傑齊全八傑文
前四廟後四廟四廟庇庥衆廟庵
前四駿後四駿四駿奔成八駿圖
前四駿後四駿四駿奔騰八駿圖
前四駿後四駿四駿相知八駿圖
前百木今百木百木綿成三木林

陳立婷
張波
陳慧聰
蘇碧娥
田君威
劉力青
劉力青
劉力青
李世坤
梅永峰
陳俊宏
徐裕福
閩永福
高淑芬
葉玉琴
吳朝熙
黃博暉
張波
徐國華

前百浪後百浪百浪奔流萬浪潮
前百歲後百歲百歲夢囬十歲身
前赤壁後赤壁赤壁賦看半壁山
前赤壁後赤壁赤壁獨擎半壁天
前赤壁後赤壁赤壁峯迴萬壁長
前兩貴今兩貴兩貴貽貲全貴賢
前兩貴今兩貴兩貴賡賙千貴財
前兩廣今兩廣兩廣庸廬全廣廉
前奏曲間奏曲奏曲飄懸金曲風
前幾苑後幾苑幾苑芬芳萬苑花
前意識潛意識意識瞻詮眾識言
前萬里今萬里萬里來回十里程
前萬里今萬里萬里紛提千里駒
前萬里後萬里萬里圍環百里山
前萬歲後萬歲萬歲曾無百歲人
前對谷端對谷對谷傳聲餘谷音
前綠樹後綠樹綠樹叢生片樹林
前點雨後點雨點雨綻開萬雨花
前疊浪後疊浪疊浪翻層千浪峰

张仲宣
李华武
曾心耀
楊秀婷
蔡京育
葉經宇
黃明賢
吳弼中
周炳義
林澄琪
周鼎鉉
儲亦風
鄭兵田
曹虔誠
陳佑家
陳佑家
陳欣怡
謝妙函
劉錦心

前两代今两代两代建成百代功
前两制后两制两制通消独制风
前两汉后两汉两汉渊源全汉人
南七堵北七堵七堵環圍百堵山
南九份北九份九份幫收百份情
南三峽北三峽三峽奔流千峽灣
南大武北大武大武功成聖武山
南五省北五省五省交流十省衢
南五堵北五堵五堵統稱二堵名
南五嶺北五嶺五嶺舒開半嶺梅
南五嶺北五嶺五嶺綿延千嶺山
南六祖北六祖六祖同弘初祖禪
南太武北太武太武堪稱小武夷
南方澳北方澳方澳迴漩兩澳潮
南方澳北方澳兩澳交流三澳通
南方澳北方澳兩澳交通三澳流
南半谷北半谷半谷啁啾滿谷聲
南半谷北半谷半谷飄搖滿谷風
南極海北極海極海冰封兩海寒

郝國華
張育睿
李鴻儒
張波
沈銘儀
李子漢
李仁忠
魏文郁
葉耀文
覃懷忠
王浩存
伍莊月英
伍莊月英
何國強
朱邦彥
羅景川
朱邦彥
賴榮貴
劉奎蘭
楊蕉鳳
李世明
徐國華
陳秀鳳
林承萱
高威廉
雷悅庭
雷悅庭
鈺筌
劉安倫
林勤芳
陳伯暐
戴吟羽
陳建忠
何永清
黃美蓮
黃美蓮
黃美蓮
顏君安

南萬里北萬里萬里無雲千里行
南群雁北群雁群雁離飛孤雁山
南管籥北管籥管籥龢成千籥音
南數寨北數寨數寨妝成九寨溝
南韓國北韓國韓國分成兩國家
南雜貨北雜貨雜貨俱應雜貨街
城萬里鄉萬里萬里相遙萬里天
城萬里墻萬里萬里協防億里安
姻七世緣七世七世同承千世情
屏九厝彰九厝九厝今成百厝村
巷九曲橋九曲九曲昂揚多曲情
幽峽谷冥峽谷峽谷猿聲傳谷迴
幽峽谷冥峽谷峽谷樵歌傳谷迴
幽情谷忘情谷情谷潺流曲谷間
後五步前五步五步吟成十步詩
後半集前半集半集倂連全集書
後四美前四美四美合成八美圖
後百代前百代百代相傳萬代情
後赤壁前赤壁赤壁登吟二壁文
思祖德懷祖德祖德流芳諸德揚
急性子慢性子性子孳萌孤子情
急獨計緩獨計獨計難為統計人
急瀑布歇瀑布瀑布情牽兩布流
挖九份填九份九份鑿金八份天
春七彩秋七彩七彩通連兩彩池
春九寨秋九寨九寨分流眾寨溝
春二曲秋二曲二曲歌吟獨曲詞
春十景秋十景十景交融百景圖
春三月夏三月三月獨鍾五月天
春大地秋大地大地容容全地球
春五果秋五果五果豐盈百果甜
春五榖秋五榖五穀豐饒全榖民
春五穀秋五穀五穀豐收拾穀倉
春五穀秋五穀五穀豐登眾穀倉
春六甲秋六甲六甲栽培千甲田
春六甲秋六甲六甲栽培千甲禾
春六甲秋六甲六甲豐收千甲禾
春半月冬半月半月虛朦千月塘

马学良
董月英
曾士娟
伍莊月英
林志學
施淑汝
楊 耀 騰
趙介維
伍來朝
伍書源
邱福利
閩永福
李德鄰
曾瓊芳
陈官中
Sam Chen
林秉毅
陳伯暐
徐襄廷
張文揚
周能安
陳伯暐
張淑鈴
施落客
黃麗麗
郭建谷
伍來朝
鈺筌
賴榮貴
何晉勳
趙杏桐
鍾邦統
張文揚
陳美玲
李陳秋月
陳文慶
林錦玲
何永清

春半坝秋半坝半坝合流四坝湖
春百卷秋百卷百卷積成萬卷樓
春百草秋百草百草芬芳千草薰
春雨潤秋雨潤雨潤農耕豐潤田
春枯樹秋枯樹枯樹凋零幾樹愁
春柳絮秋柳絮柳絮飛揚千絮愁
春氣爽秋氣爽氣爽神清全爽身
春鹿谷冬鹿谷鹿谷茶香鳳谷飄
春景美秋景美景美街頭多美眉
春萬里秋萬里萬里晴空千里雲
春萬里秋萬里萬里微飄七里香
春滿月秋滿月滿月須為中月時
春滿月秋滿月滿月總遮半月容
春館閣秋館閣館閣相連兩閣樓
春满月秋满月满月总遮半月容
昨九份今九份九份傳存幾份情
昨世代今世代世代傳承千代情
昨半夜今半夜半夜歡愉乙夜情
昨兩度今兩度兩度相差零度溫
昨夜月今夜月夜月連宵明月圓
昨故國今故國故國難堪無國愁
珍乙弊銘乙弊乙弊延燒兩弊陳
珍五穀惜五穀五穀豐收民樂生
省主席黨主席主席攪和首席官
科六藝經六藝六藝傳承多藝才
秋四月冬四月四月輪迴三月春
秋夜月春夜月夜月相隨看月人
紅十字藍十字十字宣揚單字神
紅五類黑五類五類分流兩類情
紅五類黑五類五類分為兩類人
紅色素黃色素色素吃多毒素侵
紅武士白武士武士吆乎五士心
紅錦繡藍錦繡錦繡鑲邊織繡花
紅寶石藍寶石寶石飆增新石輝
紅寶鑽藍寶鑽寶鑽銘鑲孤鑽鋒
紅蘋果綠蘋果蘋果互敲見果傷
紅護法黃護法護法匡扶諸法規
耶十戒釋十戒十戒總期零戒規

游浴沂
游浴沂
楊聖強
張大鈞
胡世隆
魏旭
王子康
楊淑朱
陳秀鳳
徐襄廷
張育敏
劉志剛
許丞博
陳永隆
伍來朝
黃麗麗
伍書雍
楊 耀 騰
吳朝熙
詹德隆
陳世宏
陳宛芝
李鳳琴
劉榮生
趙仁淦
鲁磊
鲁磊
鈺筌
伍來朝
伍莊月英
徐浩然
盧詩青
林麗玉
楊 耀 騰
蔡明峰
周 宣
覃懷忠
徐裕福

英國校中國校國校交流兩校人
英國校中國校國校交流兩國人
虹七彩霓七彩七彩調和千彩風
軍二謝文二謝二謝評談七謝言
降三世勝三世三世修行世世圓
風十里花十里十里逍遙百里香
風有意雲有意有意離堪無意人
風際會雲際會際會名流幾會成
飛候鳥爬候鳥候鳥來憑信鳥棲
食拇指中拇指兩指輕彈千指功
剛劍氣柔劍氣劍氣縈迴兩氣流
唐三彩遼三彩三彩傳承五彩陶
唐大國元大國大國同心中國強
家四海遊四海四海交流全海洋
峰九疊巒九疊九疊雲屏連疊山
峰獨秀人獨秀獨秀栽培三秀芝
峰疊翠巒疊翠疊翠繽紛連翠巖
師實驗生實驗實驗終成千驗功
旁百滾中百滾百滾漩渦千滾波
時四季地四季四季花開滿季香
書六法刑六法六法承傳千法師
書六藝技六藝六藝精通百藝成
核電廠熱電廠電廠飆揚眾廠能
海兩岸空兩岸兩岸溝通陸岸橋
浮七彩沉七彩七彩裝修疊彩山
浮半月沉半月半月分匀满月光
浮半月沉半月半月平分满月光
浮半世沉半世半世修行幾世緣
浮海市沉海市海市蜃樓虛市蒸
浮海市蒸海市海市蜃樓擬市形
畜六物榖六物六物化成百物飧
真氣韻虛氣韻氣韻彰章四韻音
真間諜新間諜間諜玄機諸諜迷
真寶馬新寶馬寶馬騎來輕馬蹄
神七劍魔七劍七劍分招百劍刀
秦二世隋二世二世亡留百世思
秦五子宋五子五子咸齊諸子名
耕五榖耘五榖五穀豐收滿穀倉

賴孟慈
徐襄廷
楊齊名
李陳秋月
黃宗茂
陳建忠
朱玉芬
劉啟裕
朱澐
李德邻
楊聖強
李可俐
田世強
王馨慧
CHENG GUAN
陳世榮
陳永隆

草百法行百法百法齊輝萬法書
茗四兩茶四兩四兩合裝八兩金
虔默禱誠默禱默禱深祈諸禱成
針葉樹闊葉樹葉樹裁棲柒樹林
高九份低九份九份潛藏千份金
高九隼低九隼九隼飛梭獨隼山
高二奶低二奶二奶分居孤奶村
高八度低八度八度合音永度情
高八度低八度八度連彈九度音
高八度低八度八度隔含半度音
高八度低八度八度齊諧三度間
高八堵低八堵八堵盤堆四堵牆
高八仭低八仭八仭連加萬仭山
高大樹低大樹大樹通靈千樹魂
高五嶺低五嶺五嶺逶迆百嶺峰
高五嶺低五嶺五嶺飄騰千嶺雲
高五嶺鄰五嶺五嶺連排千嶺山

陳秀琴
黃宗茂
徐襄廷
伍書源
文秉懿
李世乾
楊濡碩
曾瓊芳
張育敏
劉力青
林正皇
趙介維
林麗玉
陳美玲
林佳瑩
李德輝
古紳英
李世乾
楊
林佳瑩
林勤芳

高五嶽低五嶽五嶽綿延百嶽山
高五嶽低五嶽五嶽巍巔千嶽山
高四部低四部四部合聲八部音
高百仞深百仞百仞層巒千仞峰
高百鳥低百鳥百鳥爭鳴紛鳥聲
高血壓低血壓血壓堆增新壓源
高利率低利率利率公平諸率通
高利貸低利貸利貸循環多貸錢
高利貸低利貸利貸循環盡貸賒
高兩貴低兩貴兩貴貫貪千貫財
高拍手低拍手拍手歡呼千手搖
高果嶺低果嶺果嶺長青沙嶺黃
高法術深法術法術施行千術靈
高指數低指數指數飆牽諸數緣
高段柳低段柳段柳映成百柳蔭
高個子矮個子個子催懷萬子情
高桂樹低桂樹桂樹同開兩樹花
高氣壓低氣壓氣壓填增諸壓源
高速道慢速道速道車流單道行
高媚柳低媚柳媚柳映成百柳蔭
高幾谷深幾谷幾谷相連相谷山

徐國華
林俊廷
林俊廷
楊淑朱
陳俊宏
宋克偉
周志岳
楊耀騰
盧詩青
林怡辛
林佳瑩
楊力潔
楊力潔
林哲璋
李鳳琴
楊蕉鳳
劉正宏
陳美玲

高幾嶺低幾嶺幾嶺橫生萬嶺雲
高焰洞低焰洞焰洞激沖千洞漿
高焰洞低焰洞焰洞激噴千洞漿
高視線低視線視線迎眸多線明
高勢態低勢態勢態憑憎異態心
高萬里低萬里萬里滑翔百里程
高萬壽低萬壽萬壽無疆渺壽山
高腦智低腦智腦智開通多智能
高對岸低對岸對岸崎嶇兩岸山
高對岸低對岸對岸連綿單岸邊
高碧海低碧海碧海飛翔千海鷗
高翠谷低翠谷翠谷翃飛黃谷谿
高翠谷低翠谷翠谷翩翃黃谷谿
高緯度低緯度緯度循依經度弧
高緯度低緯度緯度縈懷幾度緣
高學歷低學歷學歷求真諸歷深
高獨嶺低獨嶺獨嶺相依成嶺峰
高壓電低壓電壓電驚傳千電光

胡素华
邹高艾
王國釗
李堯東
洪寬志
陳伯暐
王馨慧
朱映蓉
楊 耀 騰
許王佑
顏君儀
盧姿卉
吳清美
周炳義
黃麗麗
伍來朝
j 吳清在
張薪
雷悅庭
雷悅庭

高瀑布低瀑布瀑布镶成数布帘
高单阁低单阁单阁阔开两阁門
乾八卦坤八卦八卦包含萬卦圖
乾八卦坤八卦八卦更生四卦旗
乾八卦坤八卦八卦祥凶三卦錢
乾六月濕六月六月平均陸月天
乾六腳濕六腳六腳烘吹三腳乾
乾四陣坤四陣四陣合謀八陣圖
乾正義坤正義正義昭彰公義身
乾兩曜坤兩曜兩曜分輝七曜穹
乾表弟親表弟表弟逢迎兩弟媳
假柳絮真柳絮柳絮紛飛千絮堆
商大老周大老大老同贏二老名
國民黨親民黨民黨傳承老黨魂
婚六禮祭六禮六禮衍生多禮儀
常對酌頻對酌對酌交心陪酌朋
情自在人自在自在隨緣成在天
晝上海夜上海上海洋場四海幫
晚九曲晨九曲九曲通連眾曲流
晚八寨晨八寨八寨分流眾寨溝

楊淑朱
楊淑朱
吴广波
林文正
游鍫良
陳建忠
伍明清
伍來朝
伍書源
伍莊月英
吳芸
趙仁淦
施玲裕
劉榮生
向懿柔
曾家麒
江 啟 助
張朝陽
林正皇
楊佳珊
吳敦善
林正皇
阮明遠
伍來朝
王亭享
陳玟諭
葉大照
葉大照
江 啓 助
許任鈞
黃麗麗
許道玄
蔡明峰
邱福利
邱福利
朱澐
黃宗茂
蔡昀妮

晨定省昏定省定省風潮三省思
晨運動昏運動運動康強全動身
梅五福国五福五福宏开万福天
梅花季櫻花季花季瀰漫四季香
涼半島溫半島半島分流千島風
清二壑污二壑二壑開通獨壑溝
涵谷霧浮谷霧谷霧蒸騰籠霧山
涵谷霧浮谷霧谷霧飄遙籠霧峰
深百丈寬百丈百丈洪流千丈飆
深峽谷淺峽谷峽谷探幽沿谷行
深峽谷淺峽谷峽谷尋幽沿谷遊
深彩色淡彩色彩色調和特色邦
深鹿港淺鹿港兩港齊開萬港城
烹五鼎食五鼎五鼎鳴聞三鼎元
甜八寶鹹八寶八寶布施三寶僧
甜八寶鹹八寶八寶伴隨三寶餐
甜八寶鹹八寶八寶流行三寶冰
統兩岸獨兩岸兩岸和平兩岸安
聊八卦談八卦八卦奇聞諸卦緋
這叢樹那叢樹叢樹聚生眾樹林
通上海郵上海上海航行四海輪
通兩岸遊兩岸兩岸來回三岸歡
陳古厝林古厝古厝聯姻兩厝親
陳釀酒新釀酒釀酒分年裝酒瓶
陰九局陽九局九局延伸多局盤
陰二象陽二象二象揉成四象圖
陰八里晴八里八里欄分千里雲
陰八卦陽八卦八卦流通六卦爻
陰八卦陽八卦八卦排成八卦圖
陰五月晴五月五月猶如七月颱
陰六律陽六律六律成為眾律根
陰六道陽六道六道交融千道霜
陰半月晴半月半月相思滿月台
陰半谷陽半谷半谷迴飄滿谷風
陰四卦陽四卦四卦合成八卦山
陰四卦陽四卦四卦相生八卦圖
陰四卦陽四卦四卦推成八卦圖
陰四卦陽四卦四卦推歸八卦爻

朱俊龍
陳伯凱
楊明峰
伍書源
游鍫良
曾瓊芳
陳秀鳳
吳芸
徐煥文
田世強
周麗華
覃懷忠
張
張惟晴
洪熙佳
洪熙佳
李宗道
歐仁祥
歐仁祥
伍書雍
李世坤
李仁忠

陰四掛陽四掛四掛合成八陣圖
陰四象陽四象四象發源兩象儀
陰萬里晴萬里萬里包容千里春
陰萬里晴萬里萬里長空千里雲
陰萬里晴萬里萬里翻飛三里亭
陰電極陽電極電極通流兩極光
陰曆算陽曆算曆算淵源歲算辰
陰積德陽積德積德貽謀功德門
陰離子陽離子離子形成電子流
陶二老程二老二老欣登五老峰
頂九份下九份九份分成二份田
頂三結下三結三結同歸五結鄉
頂三結下三結三結締連五結鄉
頂三結下三結三結締連五結鄉
頂五結下五結五結綑綁四結紗
頂五結下五結五結綑綁四結縄
頂客族網客族客族飆傳新族風
頂萬里下萬里萬里無雲萬里天
頂萬里下萬里萬里聯姻萬里親
魚滿載蝦滿載滿載盈歸千載舟
創世紀跨世紀世紀飛傳新紀元
單句對偶句對句對浮靡千對詩

陳韋利
古紳英
葉大照
葉大照
黃輝智
許德政
李彥瑩
張文揚
李世明
伍書雍
胡文政
閻廣琛
李仁忠
李宗道
李繩武
林麗玉

單姓氏複姓氏姓氏譜成百氏宗
堤上柳庭苑柳細柳風搖擺柳腰
悲百忍歡百忍百忍思懷六忍心
悲百足歡百足百足蹉跎兩足趺
揚大雅觀大雅大雅堪誇高雅人
晴五嶺陰五嶺五嶺橫浮半嶺雲
晶玉瀑靈玉瀑玉瀑連銜銀瀑簾
朝落雨宵落雨落雨綿綿飄雨林
棉布袋麻布袋布袋裁裝千袋衣
游四海藏四海四海魚棲分海洋
湖北省河北省北省分居兩省人
渝三峽台三峽三峽同為兩峽名
無意識有意識意識諧詢諸識謎
無意識潛意識意識催牽諸識緣
登五嶽觀五嶽五嶽參天三嶽崎
登獨嶺遊獨嶺獨嶺風光孤嶺雲

蔡永達
鄭大烽
鄭大烽
鄭大烽
陳秀鳳
游鍫良
盧詩青
陳伯暐
楊順宇
鄧彥達
邱崑岳
詹德隆
陳伯凱
鄭宇樑
趙俊文
楊淑朱
許任鈞
劉
覃懷忠
魏文郁
伍書源
周宣
伍書源
吳清美
林錦玲
趙杏桐
李玉轉
湯茗富
陳秀鳳
马学良
徐襄廷
高文富
王亭享
陳伯暐
陳冠瑋
劉凌雲
李蒨璇
伍莊月英

善言道惡言道言道慎思古道云
華百貨洋百貨百貨分存千貨倉
華百貨洋百貨百貨亨通廣貨源
華百貨洋百貨百貨堆存萬貨倉
虛九趕實九趕九趕狂迷久趕山
虛脈象實脈象脈象環流全象身
虛對證實對證對證諮詢萬證言
辜兩岸汪兩岸兩岸融和乙岸中
進山洞出山洞山洞相連觀洞天
鄉七股村七股七股聯成整股心
鄉六結村六結六結同梯四結人
鄉六腳村六腳六腳遷居四腳亭
鄉萬里泉萬里萬里生香萬里營
開九股收九股九股長紅千萬財
開電腦關電腦電腦傳輸零腦筋
陽壽誕冥壽誕壽誕歡開紀誕筵
雄孔雀雌孔雀孔雀開屏千雀降
雄栗鼠雌栗鼠栗鼠分居三鼠窩
雲五厝高五厝五厝綿蕃千厝街
雲半片霞半片半片合成這片天
雲萬丈霞萬丈萬丈光環千丈虹
雲萬里風萬里萬里同歌十里春
雲萬里霞萬里萬里祥光千里紅
黃山谷潛山谷山谷飄行滿谷風
黃豆菜黑豆菜豆菜騰揚諸菜香
黃長壽白長壽長壽皆為短壽煙
黃炭谷白炭谷炭谷煙熏萬谷泉
黃萬蝶銀萬蝶萬蝶集生千蝶林
黃菓樹藍菓樹菓樹枝繁染樹流
黑土地黄土地土地丰收遍地金
黑五穀白五穀五穀豐收十穀香
黑五類紅五類五類包含各類人
黑五類紅五類五類區分兩類人
黑四子白四子四子突圍五子雄
黑對襯白對襯對襯裁裝半襯衣
欹百福傾百福百福涓流多福人
淼三峽茫三峽三峽蘊流萬峽雲
傳世德承世德世德流芳光德門

邱福利
陳秀鳳
楊齊名
胡諾慧
何衡重
陳世宏
林憲坤
雷碧霞
婁月華
婁月華
蔡君誠
李世乾
陳明雄
雷碧霞
雷碧霞
譚 卓
伍明清
李淑惠
林立偉
林麗玉
林文彬
張雙榮
楊明峰
林均蓮
陳宛芝
黃瑞祺
吳清美
陳宛芝
譚家提
戴吟羽
何永清
鄭楷居
李繩武
陳秀鳳
賴孟潔
葉玉琴
賴孟慈
魏文郁

圓百穴方百穴百穴齊來空穴風
圓頂廈尖頂廈頂廈光輝巨廈門
搜妙句羅妙句妙句天成佳句多
新九份舊九份九份拾回幾份情
新三峽舊三峽三峽中藏千峡崖
新五堵舊五堵五堵合圍三堵牆
新五路舊五路五路交通兩路人
新五線台五線五線交流兩線人
新五嶽原五嶽五嶽相連千嶽山
新五嶽原五嶽五嶽連綿百嶽山
新世代舊世代世代傳修萬代人
新世界現世界世界催傳新界情
新台幣舊台幣台幣分行兩幣期
新四海老四海四海公司七海龍
新四海老四海四海包羅七海龍
新布袋舊布袋布袋裏裝半袋衣
新夜月弦夜月夜月跟隨探月人
新朋友舊朋友朋友交心串友誼
新倆口舊倆口倆口牽生百口鄉
新展望期展望展望將來諸望真
新湖口舊湖口湖口散佈百口池
新湖口舊湖口湖口無迎兩口湖
暗半月明半月半月接連全月光
楊萬里屈萬里萬里弘揚千里程
楊萬里屈萬里萬里博傳兆里名
楊萬里屈萬里萬里齊驅千里駒
楊萬里城萬里萬里騎馳千里駒
楊萬里區萬里萬里博傳千里名
楓橋渡江橋渡橋渡寒山半渡船
溫四季涼四季四季涵藏多季風
溫四季寒四季四季紛開各季花
爺世代爹世代世代傳延兩代人
爺掛念娘掛念掛念攻書千念兒
稠百色疏百色百色芬芳撮色香
蜀三峽台三峽三峽氤氳兩峽嵐
詩九品官九品九品周呈各品名
詩百首詞百首百首交吟千首情
跨半步移半步半步難行寸步艱

李世坤
曾亭菀
李德輝
林錦玲
陳美玲
楊力
劉榮生
陳百霖
鍾鎮懌
鍾鎮懌
梅永峰
陈志强
林正皇
林正皇
楊淑朱
林麗玉
楊耀騰
周淑女
黃福盛
李世明
張朝陽
李宗道
李世雄
李宗穎
周淑女
李敬邦
林麗玉
劉榮生
周炳義
吳芸
徐裕福
林政德
楊濡碩
楊濡碩
李宏志
楊蕉鳳
鈺筌
黃小秋

跳鼓陣車鼓陣鼓陣催迎眾陣頭
遊九份玩九份九份繁榮萬份心
過路客網路客路客飄傳孤客情
鉛筆畫鋼筆畫筆畫騰浮千畫詩
嫩豆腐老豆腐豆腐飄傳奇腐香
實五蘊虛五蘊五蘊皆空無蘊光
漢七子明七子七子聞登五子科
漁二港商二港二港沿洄孤港灣
漁鹿港農鹿港鹿港薪承千港灰
漁鹿港農鹿港鹿港薪承千港船
福滿社祥滿社滿社祝祈全社祺
精五谷粗五谷五谷分藏满谷衾
精六藝通六藝六藝風行群藝揚
精四診詳四診四診浮沉全診身
精武術良武術武術高深諸術通
精計策詳計策計策謀成百策功
精影劇良影劇影劇迷人全劇觀
蒼翡翠斑翡翠翡翠翱翔疊翠峰
說八卦道八卦八卦古今異卦情
輕武器重武器武器哄喧諸器威
遠山嶽近山嶽山嶽峰連百嶽尊
酸果醬甜果醬果醬飄傳獨醬香
酸辣醬甜辣醬辣醬飆揚獨醬香
銅子彈鉛子彈子彈弛張母彈弓
銅子彈鋼子彈子彈牽連多彈情
閩十虎粵十虎十虎修成二虎功
雌寶劍雄寶劍寶劍揮芒千劍鋒
齊五子秦五子五子荀楊老子莊
劉後主李後主後主覆亡二主奴
增福壽添福壽福壽康寧人壽長
寬六甲長六甲六甲叢生百甲林
影友會歌友會友會飆揚大會歌
憂網站良網站網站增加千站新
憂網站良網站網站增加千站新
歐民主美民主民主憾成君主台
談笑話聊笑話笑話新奇多話題
賢半子愚半子半子鑽研諸子言
輝總統扁總統總統同為終統人

RUI HUANG
楊茜華
高文富
黃輝智
賴孟慈
張大鈞
龔必強
陳伯凱
王馨梅
陳伯暐
李世坤
李侑修
伍明清
伍來朝
林政德
林正皇
吳芸
伍莊月英
魏文郁
陳冠瑋
周炳義
楊濡碩
鄭吉竣
趙仁淦
陳國勝
翁群祐
林澄琪
林澄琪
李堯東
李世坤
吳芸
楊齊名
陳俞帆
林明建
雷悅庭
楊逸民
廖恆賢
白崇珠

輝總統扁總統總統淪為終統人
儒三聖釋三聖三聖行誼階聖風
儒六籍禪六籍六籍成為百籍根
凝百岳觀百岳百岳威揚千岳峰
學百派詩百派百派爭鳴千派風
橫五嶺直五嶺五嶺崢嶸十嶺山
橫半仞斜半仞半仞堆成九仞山
橫貫線縱貫線貫線交叉對線流
獨九劍孤九劍九劍融通無劍招
獨九劍孤九劍九劍飆鋒乙劍雄
獨幕劇多幕劇幕劇催飆新劇情
獨幕劇多幕劇幕劇縈牽諸劇情
窺五嶽瞻五嶽五嶽雲遊諸嶽峰
窺五嶽瞻五嶽五嶽雲遊諸嶽峰
蕭太后竇太后太后流芳兩后儀
融九族和九族九族通稱原族民
親飲酒朋飲酒飲酒談天猜酒拳
親飲酒疏飲酒飲酒談天猜酒拳
頭百丈尾百丈百丈修成萬丈街
龍捲颶雞捲颶捲颶飆颳萬颶風
龍鳴塔鳳鳴塔鳴塔保存古塔名
應執法嚴執法執法公平律法明
濱七股崖七股七股開荒皆股東
縱三路橫三路三路交加六路車
縱六腳橫六腳六腳齊追三腳貓
縱四海橫四海四海涵藏三海洋
縱四海橫四海四海漂流全海洋
縱四海橫四海四海漂流滿海潮
縱四海横四海四海連綿萬海濤
縱剖面橫剖面剖面牽縈諸面緣
縱貫線橫貫線貫線相聯全線通
艱苦路辛苦路苦路行來長路通
斷背嶺平背嶺背嶺巔峰萬嶺山
舊八卦新八卦八卦紛飛八卦山
舊十堰新十堰十堰盤遊五堰街
舊三峽新三峽三峽修成漫峽湖
舊三峽新三峽三峽航通兩岸情
舊上海新上海上海廣邀四海人

衛錫邦
黃麗麗
宋克偉
何永清
高文富
高威廉
雷悅庭
高威廉
王建鵬
康蕓桓
王明宏
張芳茹
陳莉莉
林政德
陳冠瑋
李鳳琴
吳朝熙
魏文郁
周能安
鈺筌
伍來朝
伍莊月英
伍書源
陳莉莉
吴佩森
林正皇
楊濡碩
陳俊宏
李仁忠
林碩雍
陳政見
吳敦善
肖奇光
崔瑞民
张仲宣
赵讯铃
刘斌
廖国华

舊中國新中國中國何來兩國論
舊五代新五代五代流傳兩代文
舊五代新五代五代傳修數代人
舊五代新五代五代興嗟千代人
舊五邑新五邑五邑傳承四邑風
舊五股新五股五股通連眾股鄉
舊五寨新五寨五寨通連眾寨溝
舊六甲新六甲六甲分居眾甲丁
舊世代新世代世代交流萬代情
舊世代新世代世代傳承百代情
舊兩岸新兩岸兩岸分離無岸愁
舊湖口新湖口兩口區分糊口人
藍領客白領客領客催懷幽客情
藍領客白領客領客催懷騷客情
雞羽毽鵝羽毽羽毽氈毬寡毽毛
雞腿飯鴨腿飯腿飯飄傳諸飯香
邊百浪中百浪百浪漣渾千浪漪
籌萬事謀萬事萬事經營幾事成
蘇赤壁周赤壁赤壁發思諸壁詩
贏幾局輸幾局幾局牽連全局棋
飄谷霧浮谷霧谷霧蒸騰籠霧山
飄海市浮海市海市蜃樓幻市容
騰百丈飄百丈百丈雲橫千丈峰
攝影展電影展影展催生新展才
彎石徑直石徑石徑散開百徑人
歡七夕迎七夕七夕期逢單夕情
歡國慶呼國慶國慶騰飄千慶旗
聽四牡讀四牡四牡生牟兩牡牛
變色筆彩色筆色筆揮傳千筆花
觀五識察五識五識覺明八識藏
觀兩岸說兩岸兩岸交流三岸人
觀武漢賞武漢武漢玄聯兩漢橋
东九寨西九寨九寨分成三寨溝
东二路西二路二路合流满路车
东几岭西几岭几岭连成九岭鄉
东十里西十里十里相连廿里程
东五路西五路五路通行四路人
东半岭西半岭半岭常开五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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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半岭西半岭半岭绽开五岭花
东半路西半路半路分开二路车
东半岛西半岛半岛连成两岛图
东半迳西半迳半迳分开两迳人
东四角西四角四角合成八角亭
东四角西四角四角相安八角亭
东百朵西百朵百朵映成千朵花
东百竹西百竹百竹映成千竹林
东百里西百里百里连绵万里城
东海岸西海岸海岸并桃两岸船
东海岸西海岸海岸融通两岸情
东海峡西海峡海峡相连两峡胞
东群岛西群岛群岛峻嶙万岛山
东两岳西两岳两岳合成五岳峰
东两指西两指两指连成五指山
东两户西两户两户变成十户人
东叠嶂西叠嶂叠嶂峥嵘千嶂山
东独谷南独谷独谷生成三谷山
东独岛西独岛独岛嶙峋诸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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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独岛西独岛独岛组成千岛群
剧独目舞独目独目引来万目光
吕祖庙妈祖庙祖庙渊源圣庙天
峡日月潭日月日月分离半月明
旧三地新三地三地长存陆地根
灵泉寺隐泉寺泉寺空遁山寺云
红月季白月季月季争奇四季春
红四马青四马四马纵奔驷马桥
绿独玉白独玉独玉雕成九玉龍
铁杉树红杉树杉树牵连槐树根
铁杉树银杉树杉树源于槐树根
长联句短联句联句和吟两句诗
闲半月忙半月半月花光全月新
阴二月阳二月二月泛浮三月天
阴六律阳六律六律循从五律音
阴半月晴半月半月合成六月天
阴两面阳两面两面多藏三面刀
阴个卦阳个卦个卦全推八卦图
黄果树白果树果树妆成锦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