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組號碼 隊名 複賽時間 決賽時間 名次

雲064 愛喝一族 0'30"31 2'00"44 第一名

雲024 火箭隊 0'04"50 第二名

雲136 萬能黑手隊 0'06"25 第三名

雲114 歸來青年工作隊歸來 0'25"56 第四名

雲084 和恆企業 0'27"96 第五名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城052 霹靂嬌娃 0'09"41 0'14"47 第一名

城054 和恆企業 0'19"26 0'49"21 第二名

城067 聽我的就對 0'34"81 1'04"60 第三名

城051 車馬炮壘球(B) 0'45"87 0'53"59 第四名

城049 詠蘭叫貢久逃 0'35"81 1'20"63 第五名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雲霄組決賽總成績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城堡組決賽總成績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義國003 義級棒 0’20”35 第一名

義國022 木哈隊 0’26”37 第二名

義國004 愛頓隊 0’30”81 第三名

義國011 湖底隊 0’30”88 第四名

義國019 志元升 0’33”47 第五名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義機028 內埔鄉東寧村辦公處 0'17"65 0'45"21 第一名

義機018 保七總隊二大二中 0'03"28 1'27"21 第二名

義機001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潮州工作站 0'30"37 1'08"59 第三名

義機027 海軍三號塢 0'16"81 1'27"89 第四名

義機006 屏大附小B組 0'23"88 2'06"46 第五名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六堆義勇軍國際組成績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六堆義勇軍機關組成績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義花014 內埔民防5 0’07”03 0’40”03 第一名

義花003 小瑜兒隊 0’30”22 2’14”31 第二名

義花004 小蘋果 0’36”09 第三名

義花011 正妹 1’39”01 第四名

義花018 正妹她媽 1’52”97 第五名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義專012 Root 0’05”20 0’56”28 第一名

義專011 辣砲手 1’03”27 2’02”57 第二名

義專003
吃年糕有一種”年味

”
1’10”17 3’00”00 第三名

義專015 對不對 0’08”76 第四名

義專004 大仁霹靂隊 0’20”03 第五名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六堆義勇軍大專學生組成績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六堆義勇軍花木蘭組成績



編組號碼 10公尺時間 12公尺時間 13公尺時間 名次

2曾翊洲 1'57"41 第一名

9邱建昌 1'48"87 第三名

21林士哲 1'12"37 第二名

44謝國興 1'57"09 第四名

編組號碼 隊名 時間 時間 名次

五溝傳007 CHUN 10秒14 第一名

五溝傳021 我好帥 20秒82 第二名

五溝傳012 金軒閣手工蛋捲 44秒45 第三名

五溝傳034 台北寮隊 50秒88 第四名

五溝傳031 五溝A隊 1分13秒96 第五名

2015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五溝尖炮城團體組成績

2015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極限尖炮城成績



名次 隊名/人名 隊名/人名 隊名/人名 隊名/人名

第一名 卿卿-邱秀卿

第二名 碧蓮-蔣碧蓮 志洪-鍾志洪

第三名 秋季對-廖秋菊 金珠隊-陳金珠 正英-陳正英

佳作 快樂隊-鍾鳳娥 容容-李淑容

花花-邱秀花 日出-李永香

名次 隊名 隊名 隊名

第一名 快樂-林菊清、陳惠怡

第二名 菊廣-陳進菊、劉善廣

第二名 幸福快樂-邱月輝、林禎蘭

第三名 高帽-李廖金英、李慧娥

第三名 富貴-陳玉貴、陳桂英

第三名 永豐-邱秀卿、黃喜妹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盤花傳統組競賽成績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盤花創意組競賽成績

真是賢慧儀態如錦

上花-黃慧貞

慧欣組-謝

慧欣



佳作 瑄坊-莊于瑄、陳妍坊

佳作 香香-李淑蓉、陳香婷

佳作

佳作

佳作 天生一隊-張慧如、張俊麒

佳作 淑桂隊-李淑芳、劉桂華

佳作 西豐隊-溫秀英、陳金珠

佳作

佳作 報春花-邱敏淑、潘珠哖

佳作 光義盧-鍾志洪、陳正英

名次 隊名 隊名 隊名

第一名 豐華-陳育圳、吳京耕

第二名 芳芸隊-沈郁芳、沈郁芸

第二名 圓圓-徐紹倪、徐甄妮

2016客庄12大節慶六堆祈福尖炮城盤花學童創意組競賽成績

長治我最美隊-徐玉金、徐連金

薑還是老的辣隊-邱鳳妹、徐運英

花花玫瑰七里香-馮郁晴、馮韵筑



第三名 一級棒-許文真、洪嘉佑

第三名 冠-黃冠瑄、黃冠淇

第三名 倩倩隊-鍾又涵、鍾旻倩

佳作 花仙子-林祐慈、林祐寧

佳作 竑昤隊-蔡昕竤、蔡昕昤

佳作 小熊-林宥辰、陳宥均

佳作 阿猴-黃彥傑、陳彥凱

佳作 帥哥-吳永恩、劉佳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