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兩岸四地中國青少年兒童書畫大賽
書法組獲獎結果

中國內地

獎項 姓名

兒童組 一等獎 蔣雨佳 張繼文 龐卓

二等獎 任宣蓉 郭瑞 蘭思琪 張博威

三等獎 王藝錚

少年乙組 特等獎 肖瑋鈺

一等獎 孔令芳琪

二等獎 常芮寧 張辛寧 蘇晟磊 羅毅思迪

三等獎 陳灝銘 張淼兒 裝音 盧俊含

優異獎 郭可人 孫琮堯

少年甲組 一等獎 陳雪凡 蔡曉玲

二等獎 巫曉純

優異獎 郭舒婷 方瑜

青年組 一等獎 孫晶 吳靜欣 廖永喜 王鈺鋒 夏緒媧

韋路 孫曉悅 謝金妙 張文娟

二等獎 韓紅偉 翁舒芸 黃釗輝 劉曉志 黃佩欣 張兵 張帥帥

顧穎穎 陳舒萍 庚曉明 尹亞楠 李明伍 秦玉平

三等獎 李芮 屆伸 許若文 馮鈺涵 李亞

蔣純 鄭鈴麗 紀寧 鄭文娟

兒童/少年乙組書法

二等獎 胡逸文 李孟慶 楊弘 馬俊博雅 張博文

三等獎 黃子樂 王與暘 辜理鑫 章宇書 丁楷銳 胡哲寧

優異獎 朱嘉雯 劉卓航 蔣玉隆 黃瑞林 葉麗倩 謝祖龍 謝祖兒 喬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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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組獲獎結果

台灣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兒童組 二等獎 蘇冠穎 楓橋夜泊

陳英琪 七言絕句一首

王怡雅 -
三等獎 廖怡葶 慢興

蕭郁穎 唐詩一首

林佳儀 唐詩一首

優異獎 黃鈺蘐 -
張育瑄 -
周瑋俊 唐詩一首

少年乙組 一等獎 莊琬晴 趙師秀約客 黃貫軒 李白-清平調

黎雨欣 王建詠華清宮 白詠馨 佳句

黎庭吟 王翰涼州詞 蔡大山 張繼-楓橋夜泊

鄭育傑 李白詩一首 丁羽菱 劉方平-月夜

陳雨鴻 征人怨 廖紘陞 張繼-楓橋夜泊

蕭妤庭 回鄉偶書

二等獎 張玉澄 唐詩一首 李文宇 李後主-相見歡

王亦慧 張渭詩一首 蔡靖綾 程顥-春日偶成

孫寧 張繼詩一首 蔡承昀 佳句

曾靖淳 李白詩一首 姚威志 唐詩一首

黃穎慈 歐陽永叔豐樂亭遊春 盧奕婷 王翰-涼州詞

翁子桓 唐詩一首 邱湘如 -
郭懿葶 - 楊惠如 -
林君儒 登飛來峰 王郁淇 除夜作涼州曲

蘇柏愷 曉出爭慈送林子方 曾欣慧 春日

顏怡如 唐詩二首 林芮安 唐詩

陳冠諭 唐詩二首 邱湘媛 唐詩

陳姿佑 唐詩二首 郭晏廷 杜子美閣夜詩

盧儀錚 張繼-楓橋夜泊 林蕙蕿 唐詩一首

三等獎 洪新棟 唐詩一首 謝子瑄 唐詩二首

陳柏伶 唐溫如詩一首 邱暐琪 唐詩二首

黃楷元 柳忠元詩一首 廖映淇 唐詩二首

萬韋廷 唐詩一首 歐育誠 唐詩二首

葉奕廷 唐詩一首 張子靖 唐詩二首

練棣赫 唐詩一首 林政賢 唐詩二首

王筑儀 唐詩一首 蔡欣妤 唐詩二首

謝政穎 莊子名言 廖品婷 李白

蕭懿驊 唐詩一首 曾怡琇 唐詩隋宮燕

林汶蔚 唐詩一首 陳嘉茗 唐詩

劉姿辰 綠化大自然 劉彥岑 唐詩

徐妙慧 熱愛生活 詹立瑋 望天門山

林紫倫 唐詩二首 江雨臻 唐詩一首



少年乙組 優異獎 蔣智凱 楓橋夜泊 賴津存 唐詩二首

余紹溥 - 邱暐埕 秋閏詩

徐孟筠 五言絕句一首 蕭郁樺 客中作

陳靖傑 七言絕句一首 巫文愷 -
陳研如 唐詩二首 蕭郁霖 唐詩一首

少年甲組 特等獎 宋姿璇 王昌齡出塞 鄭宜瑄 唐詩二首

一等獎 陳治瑋 - 陳皓仁 王維-少年行四首

宋承翰 武元衡詩題嘉陵驛 鄭悙澤 李白-越中攬古

黃君平 戴叔倫塞上曲

二等獎 張皓偉 李白行路 邱鈺文 -
沈致安 宋人題畫詩 吳奐臻 王維-渭城曲

黃天玟 - 戴源宏 杜牧

劉姿廷 - 蔡易辰 陳與義詩

三等獎 陳佳琪 - 陳鈺晶 古詩一首

林芸菁 唐詩一首 王鴻 李牧-金谷園

優異獎 吳怡君 唐代韋應物詩 徐孟薇 五言絕句一首

甌佳育 -

青年組 一等獎 楊宜倫 -

二等獎 許顯文 - 杜芝萱 唐詩二首

三等獎 胡友梅 - 蔡佩君 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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