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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洋詩創作」徵選活動得獎名單 
(依得獎者姓氏筆畫數排列) 

國小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就讀學校/年級 指導教師

特優 

看海 王閎平 雲林縣四湖鄉內湖國民小學/四年級 賴怜蓉 

不一樣 余嘉仁 花蓮縣花蓮市北濱國民小學/三年級 林佳蓉 

海味 曾宇賢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五年級 籃曉翠 

優等 

牽罟 李佳明 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五年級 張淑卿 

飛魚傳奇 康嘉宸 臺南市東區復興國民小學/五年級 柯淑惠 

仲夏海口音樂會 許恩欣 雲林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四年級 廖育瑩 

海漂垃圾的對話 陳秭鈴 新北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五年級 張偉閔註1

濕地的心聲 黃品馨 臺南市佳里區佳里國民小學/五年級 吳臻昀 

佳作 

千變萬化的海 王芊雅 嘉義縣朴子市祥和國民小學/六年級 洪詩楣 

捕小管 王勝文 澎湖縣望安鄉花嶼國民小學/三年級 董昕沂 

海浪 卓孟欣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六年級 卓家慶 

椰子 林奕宏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五年級 林蔚薰 

澎湖有神助 洪翊宸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國民小學/四年級 蔡莉莉 

海之悲歌 莫子銳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六年級 陳明昇 

海之歎 許雅若 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六年級 蔡佩娟 

玄武岩 陳宥璋 澎湖縣白沙鄉後寮國民小學/五年級 邱柏瑜 

踏浪 彭品淵 新竹縣竹北市竹仁國民小學/三年級 林李矯 

聽聽大海的聲音 曾崇原 基隆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二年級 林莉萍 

海洋之歌 黃亭媗 國立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五年級 陳彥名 

海之劇 黃翊瑄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六年級 林玗霞 

西濱鷸 劉乃菀 彰化縣溪州鄉水尾國民小學/六年級 林碧珊 

蟹小弟出門 劉宥歆 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民小學/五年級 謝婉廷 

海洋是… 謝心瑜 雲林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四年級 徐毓均 

註 1：張偉閔老師任職於新北市貢寮區和美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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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就讀學校/年級 指導教師

特優 

黑潮公車 郭加恩 臺東縣立新生國民中學/七年級 蔡佩玲 

女王頭 陳品璇 新竹縣立成功國民中學/七年級 孫慈敏 

浯島風起 鄭太乙 臺南市立鹽水國民中學/九年級 蔡瓊蘭 

優等 

拼板船借箭 李敏綺 雲林縣立元長國民中學/八年級 文須琢 

姑婆嶼 邱子峻 澎湖縣立馬公國民中學/九年級 陳明峻 

海葵 黃啟勛 臺中市立光榮國民中學/九年級 姚柏丞 

海洋記憶 鄭宜汶 臺東縣立寶桑國民中學/八年級 黃慧姿 

金山磺港蹦火節 顏子玞 臺北市立古亭國民中學/九年級 楊維仁 

佳作 

北方勇士 方佑叡 新北市立金山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九年級 何新梅 

瓶中信 王亭之 新竹縣立成功國民中學/七年級 孫慈敏 

汪洋中的島嶼 邱允祥 基隆市立中正國民中學/九年級 方一娟 

養蚵人生 張瑀倢 嘉義市立嘉義國民中學/八年級 許淑萍 

聽！海哭的聲音 陳玥廷 雲林縣立斗六國民中學/九年級 朱倩儀 

靜止的大海 陳彥銨 臺東縣立東海國民中學/七年級 李思靜 

軌條砦 黃以恩 金門縣立金湖國民中學/八年級 陳麗文 

極地悲歌 黃渝庭 嘉義縣立新港國民中學/八年級 賴麗絨 

姆 海底龍宮 鄭融禧 臺北市立古亭國民中學/七年級 楊維仁 

礁 謝百欣 南投縣立國姓國民中學/九年級 陳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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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就讀學校/科別/年級 指導教師

特優 

鬼頭刀之歌 陳薇安 基隆市立安樂高級中學/二年級 李玉如 

月港 鄭大昕 國立新營高級中學/普通科/一年級 黃惠君 

討海人 羅椿筳 臺北市立成淵高級中學/一年級 楊維仁註2

優等 

光影 吳安綺 新竹市立香山高級中學/普通科/一年級 李炳翰 

面海，背海 高華妤 臺北市立萬芳高級中學/二年級 謝欣玶 

涅普頓與你 陳柔臻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二年級 黃月銀 

回憶 陳羿璋 臺中市立龍津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 陳聰儀 

尋鯨 鄭安妮 新北市立光復高級中學/一年級 楊維仁註2

佳作 

心海 王可薰 臺中市立龍津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 陳怡伶 

菊島蔚藍的傳說 王芃雯 臺北市立松山高級中學/一年級 
盧俊方 

楊維仁註2

海島之子 呂艾昕 臺中市立豐原高級中等學校/三年級 紀宜苹 

人魚的詠嘆調 李瑀文 新北市立中和高級中學/三年級 陳媛婷 

藍海 莊凱茵 國立羅東高級中學/一年級 黃郁玲 

天空與海 陳妤安 國立臺南女子高級中學/一年級 吳永淇 

大海 陳亞馨 臺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二年級 黃月銀 

藍鯨 陳欣儀 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普通科/二年級 林雅秋 

討海人 翟薇 新北市立新店高級中學/二年級 蘇雅莉 

黎明 潘映心 基隆市立安樂高級中學/三年級 曾鈺雯 

註 2：楊維仁老師任職於臺北市立古亭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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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就讀學校/科系/學制/年級 

特優 牽罟 王俊元 致理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大學部/一年級 

優等 

〈飛魚．離岸流．

海藻森林〉 
林益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班/四年級

最近 施昱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大學部/五年級 

沿海意象： 

臺南七股 
張育銓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學部/二年級 

〈海島少年〉 謝銘 
國立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大學部/ 

四年級 

佳作 

出航前排練── 

致我親愛的畢業生 
林宛昀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追尋 謝雨廷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四年級 

月孕 嚴宥傑 國立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一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