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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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李建熹 篆書--返璞歸真

潘彥穎 篆書對聯

一等獎 何琛儀 篆書成語 馮綺衡 弟子規選錄

杜逸浚 篆書佳句 黃星潤

戚可穎 硯洗－溪雲 黃澤霖 篆書佳句

梁文軒 孝順父母 蔡志城 弟子規選錄

梅嘉信 五言對聯 鄧語詩 篆書成語

陳建輝 篆書江山如畫

二等獎 林浠然 弟子規選錄 劉景奇 弟子規選錄

陳嘉穎 篆書--月華秋水 鄭善兒 篆書成語

曾冠熹 篆書成語 鄧慧儀 弟子規選錄

馮綺衡 謝子鏘 弟子規選錄

楊旨印 弟子規選錄 譚潔瑜 登觀雀樓

劉健維 做好孩子

三等獎 張穎詩 同胞一家親 黃俊德 篆書成語

梁錦倫 篆書 楊昕 篆書對聯

陳冠華 弟子規選錄 廖梓健 弟子規選錄

陳澤喬 弟子規選錄 歐陽逸 孝敬父母親

曾鎧晴 篆書 鄭旨敬 弟子規選錄

游皓然 做好孩子 鄧慧儀 共創世界和平

優異獎 任家穎 篆書佳句 鄭崇暖 弟子規選錄

張倬彬 做好孩子 蕭詠芊

張楚炘 弟子規選錄 鍾己思 弟子規選錄

劉子杰 天下同樂 蘇曉彤 和平

劉伶俐 立品 顧子朗 弟子規選錄

潘文希 弟子規選錄



少年乙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王琛蔚 悠然自得

白沅樺 海闊天空

陳嘉駿 唐詩

一等獎 丁鴻笙 博學

王悅琳 楷書‧千字文 陳鈺懿 杜牧詩－將赴吳興登樂遊原

貝瑞翔 清泉 陳穎姸 弟子規選錄

周曉儀 李賀－馬詩 湯富兒 隸書佳句

孫旻琪 蟬韻 黃子愉 曉日霞明

孫曉彤 弟子規選錄 葉凱淇 二王華是書家本

梅淑瑩 韓愈聯 謝采彤 弟子規選錄

郭心儀 綠松 韓本一 與時俱進

陳俊諺 弟子規選錄 馬清雯 秋清泉氣香，山靜松聲遠

二等獎 刁胤兒 金石趣 陳泳琦 杜牧－秋夕

王    盈 楷書－－寒來暑往 陳嘉裕 聯句

王健灝 月白風清 陳澤葦 弟子規選錄

王翱翀 曾普霖 篆書佳句

伍偉傑 對聯 馮子朗 隸書對聯

任家樂 隸書－－詩一首 黃敏悅 篆書成語--別有天地

何凱凝 弟子規選錄 黃煥晴 楷書大地回春

吳頌琳 牧童答鍾弱翁詩 楊承風 詩情畫意

周思源 隸書唐詩 葉葆琛 李白詩

林沛欣 楷書‧醉翁亭記 葉鳴弦 天朗氣清

林沛餘 楷書‧千字文 鄒靄婷 隸書唐詩

冼祐霆 隸書佳句 劉知韻 錄唐王之渙《登觀鵲樓》

唐利達 雲海 樊家怡 蘇軾－題惠崇春江曉景

孫子浚 弟子規選錄 蔡嘉昕 藍天碧海

張佩琳 弟子規選錄 蔡穎桐 長樂

張雅旻 弟子規選錄 黎姵伶 弟子規選錄

張詩蕾 隸書－－詩一首 蕭子峯 學而不厭

張騫尹 唐‧靜夜思 藍穎鍶 楷書佳句

三等獎 王珈琳 楷書 吳凱欣 楷書－大自然

王舒樂 楷書 李可怡 登樂遊原

王燕琪 楷書唐詩 李旻禧 隸書佳句

伍康榮 楷書成語 李藹庭 篆書佳句

伍鈞豪 楷書－博覽群書 卓靖腴 楷書唐詩

朱倩儀 弟子規選錄 招紫盈 江山如畫

江昕穎 隸書對聯 林靄谷 隸書

何臻弘 怡神養性 林靄誼 隸書（三字經句）



少年乙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三等獎 余啟涵 唐詩一首 孫曉彤 建國自天然，愛之重環保

徐氤明 登鸛鵲樓 劉逸曦 隸書對聯

貢子惠 唐‧白居易‧司馬宅 劉雅欣 楷書

馬雪怡 楷書－－對聯 劉詩穎 行書‧七言兩首

張佩琳 碧血丹心映中華 潘駿鏗 楷書

梁穎誌 書情、舒情 蔡芷晴 弟子規選錄

許達龍 篆書－－青山綠水 鄭采妮 自強不息

許曉彤 桃花盛開 鄭穎童 弟子規選錄

陳健朗 楷書－詩一首 鄭穎新 隸書－－詩一首

陳梓銘 隸書對聯 黎家臻 春天

陳溢騫 有關家國書常讀，無益身心事莫為 盧自強 隸書對聯

陳    樂 隸書對聯 鄺穎妍 隸書對聯

陳瀚霖 弟子規選錄 羅子鍵 隸書對聯

陳寶宜 隸書佳句 譚文敏 風雨同舟

湯芷茵 楷書 關振源

馮子藝 隸書（道德經句） 關凱晴 隸書

馮政寧 大篆－湖心微月至，牆東新柳斜 關焯謙 隸書對聯

黃匯烺 隸書－聯句 嚴燕妤 隸書－寶劍鋒從磨礪出，梅花香自苦寒來

楊人碩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蘇衍希 篆書－－仁者樂山

劉思敏 楷書 蘇靄琼 書法

優異獎 王妙思 陳俊諺 世界和平

王泳詩 諺句 陳茜榕 隸書聯句

丘連峰 陳雪嫻 宮中行樂詞八首

朱芍嘉 詩句 陳楨怡

朱洛文 天下同樂 陳穎姸 中國心

吳可蕎 諺句 陸珮琳 同心同樂

呂冠言 黃子馨 和諧社會

岑朗軒 劉名慧

李君烜 劉君睿 篆書佳句

李遠婷 潘志豪 弟子規選錄

林    恩 諺句 鄭雍祺

姚灝茵 鄭穎童 中國心我華夏

柯沛銓 和平 鄧曉靜 千秋萬代頌和平

翁嘉蔚 鮑己琳

張穎姸 世界和平 顏蔚茵

梁巧言 蘇晞晴 氣壯山河

梁恩瑜 和諧社會



少年甲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特等獎 徐行止 儲光羲咏山泉詩

高俊熙

簡嘉泓

一等獎 朱曉敏 水簾 溫琪華 董必武題贈中學生雜誌

陳銘恩 張九齡詩句 劉彥彪 詠木棉

陳澤揚 赤壁 鄧嘉蔚 賀知章詩－采蓮

馮瑋傑 弟子規選錄

二等獎 吳柏熹 行楷書集向詞一首 許琼少 唐‧張繼詩

李皓晴 觀書有感 許琼月 唐‧張繼詩

周穎宜 篆書佳句 陳嘉琳 唐詩

邵珮瑜 行書(杜甫旅夜述懷詩) 黃善賢 劉攽－－雨後池上

倫栢浩 廖沛欣 行書‧集賢林舍人詩

袁鳴謙 范成大－田家 蔡嘉倩 漢唐文字宗前聖，孔魯春秋永大年

高嘉悅 唐詩  登觀雀樓 鄺頌輝 貢性之－菜

三等獎 李卓穎 書法（勝） 劉華靖 風雨同舟

柯健源 行書(毛主席長征詩) 鄭寶瑩 詩《春曉》

梁嘉詠 行書(杜牧山行詩) 鄧穎芝 楷書－風和春日永，水映暮山青

陳秉謙 行書(三字經句) 龔泳希 行書‧老子句

優異獎 柯晉業 華夏子孫傳奇(龍)

陳鏗泰 唐詩《寒食》

曾翠縈 兩岸四地本一家

馮瑋傑 情傳和諧樂五洲

青年組

獎項 姓名 作品名稱

一等獎 陳家浚 王昌齡詩從軍行(其一)

二等獎 左穎智 風雨調寄搗練子

李婉彤 四季詩一首

三等獎 王麗珠 夾縫中的春天

鍾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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