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計畫書
一、 計畫名稱：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
二、 計畫目的：
台灣繼承傳統漢字，始終堅持使用正體楷書漢字，相對
於文字的簡化，台灣更具有中國文字的正統傳承價值，深受
國際人士的重視。為強調台灣在正體楷書國字的地位，及倡
導中國文字的正確內涵，擬透過比賽方式引起重視，舉辦「正
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活動。

三、 計畫背景
標準國字--我國目前使用之規定官方字體，採自傳統之
楷書字，為具有傳承中國字的依據，與中國使用之簡化規範
字大不相同。一般論者多以台灣使用之國字標準字體是正確
的中國楷書漢字，中國大陸使用之簡化字已經偏離文字的正
統。相對於中國，目前也積極在提倡傳統中華文化，甚至已
將書法列為中小學畢修課程，重視傳統經典範帖的臨摹。臺
灣應有積極作為，讓全球知道傳統漢字的傳承在臺灣。

四、 計畫內容
(一)

比賽方式：
1. 提供中華民國標準國字—依據教育部標準國字網/
中華語文知識庫等
2. 公布中國著名千字文內容
3. 參加者依據千字文正體楷書國字，按不同組別之規
定字數，自選內容書成作品，參加比賽。
4. 比賽分為寫字組及書法組
(1). 寫字組—以書寫正體楷書國字為準，依其
字形正確、工整美觀為評審依據，從千字文
內文中擇取 80 字以上為書寫內容，不限作品
尺寸及字跡大小，不限傳統作品格式，只需
註明參加者相關資料即可。得以硬筆或是毛
筆書寫或其他數位化書寫工具，均得以 email
傳送方式參加。

(2). 書法組—以書寫正體楷書字為準，以毛筆
書成作品，內容為千字文中自選之 40 字以上
為準。作品不限規格，須符合傳統書法作品
之格式及藝術性，並有落款。此組作品一律
須以紙本原件為準，須用郵寄方式寄往指定
地址。
(二)

評審方式及獎項：
1. 評審方式—限於現場比賽之困難，一律以集中作品
統一評審，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
分成初審及決審進行評審。
2. 獎項—入 選：依參加總件數之５％為準，頒發獎
狀。
(1). 佳 作：入選獎數額之１０%取為佳作獎。
頒發獎狀
(2). 優選獎：各組各選３０位為優選獎
(3). 特優獎：各組各選１０位為特優獎
(4). 優勝獎：各組各選５位為優勝獎
(5). 說明：獎項之得獎內容，應有寫字組與書
法組之差別，宜視預算之編列而調整，並
應擴大舉行頒獎典禮，最少邀請優勝獎之
得獎者來台參加。亦得將獲得特優者一起
邀來台灣，進行當場比賽後當場評比，隨
即舉行頒獎。以擴大比賽之知名度及影響。

(三)

辦理程序及要點：
1. 協調組成籌備委員會。
2. 確定計畫及比賽辦法—含主、協辦單位之確定、預
算來源。
3. 設立專屬網站—內容含比賽之意義、方式、辦法、
參加表格，及刊載千字文全文、標準國字相關網站
之連結、比賽作品範例參考。
4. 公布比賽辦法－印製比賽辦法分函政府設於各國
之使領代表處辦公室、文化中心、僑教中心、書法
團體、各國大學中文相關系所機構等。
5. 收件－訂立時間，由參加者透過 EMAIL 或郵寄到指
定地址。
6. 評審—由專業書法團體負責進行。
7. 頒獎—視預算之編列進行。
8. 宣傳—從確定進行本項活動，即得從事宣傳工作，

透過各相關駐外單位、各國中文機構、華文媒體
等，即在網路進行串連宣導。在台灣得尋求電視媒
體開辦國字正確書寫之 PK，以彰顯本活動之重要
性。
(四)

辦理時程：
1. 組成籌備會—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 預算籌措—104 年 6-8 月
3. 擬定比賽辦法—104 年 8 月
4. 公布辦法—104 年 9-11 月
5. 接受探詢—104 年 11 月前
6. 收件—104 年 9-11 月
7. 評審及公布—104 年 12 月
8. 頒獎—104 年 12 月

五、 人力分工（參與人員姓名、職稱與經歷簡介等）
(一) 總策畫：張炳煌（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國際書法聯
盟總會理事長、國際蘭亭筆會總會會長、淡江大學中
文系教授、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二) 總幹事：羅順隆（中華民國書學會理事長）
(三) 宣傳組組長：吳仁麟（前聯合報系媒體創新研發中心
總監）
(四) 文書組組長：顏孜芸（文錙藝術中心秘書）
(五) 競賽組組長：李本源（中華民國書學會秘書長）
(六) 總務組組長：龔朝陽（中華民國書學會名譽理事長）

六、 行銷宣傳規劃
在全球使用漢字的者以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為主，
其分佈以華人為主的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港澳及星馬泰緬
越南等華人及移民歐美等地的華人。以日人為主的日本及移
居歐美等國的日人。以韓國為主的民族和移居外國的韓人。
本項活動宜以華人加上日韓等民族為推廣對象間及其他國籍
人士，由於散居各地，擬運用下列方式實際進行:
(一) 制定參加辦法：翻譯成英文、華人、日文及韓文分別
公布
(二) 設立國際性網站：約請專人設立專屬網站，公布辦法
及相關訊息，鼓勵參加。
(三) 行銷管道將有：

1. 商請我國駐外單位之相關機構，如文化部文化中
心、僑委會僑教中心，適時散發訊息。
2. 由淡江大學向全球各大學中文系及漢學中心發出
比賽訊息。
3. 商請聯合報系及其他新聞管道，刊發訊息與成果。
4. 透過國際書法聯盟及國際蘭亭筆會等國際性書法
組織，向各國書法家團體發出訊息，籲請參加比賽。
5. 以本比賽特設網站聯結國際上各相關網站，積極宣
導。
6. 出國宣導比賽辦法及在重要活動中說明比賽意義
和鼓勵參加。
7. 其他可行之方式。

七、 預期成果與效益
台灣在正體傳統楷書字目前仍具有相當之價值，然中國
已經在中小學課程中導入書法學習之正式課程，並規定得從
楷書之古典範帖進行練習，也就是宣告中小學生將因書法課
程而認識及書寫傳統的漢字，長此以往則我國所標榜之正體
字必須更為強化，並讓全球人士知道漢字的正統仍在台灣。
本項活動旨在宣揚台灣使用傳統正體漢字的成果，以比
賽方式進行，將可因不限程度的高低，只要有興趣即可參加
而凝聚全球有興趣的人士參加，所以分有寫字組與書法組，
其效益將有:
(一) 寫字組--強調正體楷書字的書寫，主要在於文字的正
確、美觀的書寫，只需在一般紙上書寫或數位工具書
寫存檔即可，不需具備傳統書法的格式。評審時如有
簡化字在內，即為扣分或失去參賽資格。將可適度宣
揚正體國字的正確。
(二) 書法組—即一般傳統書法比賽的形式，但需以正體楷
書字(含隸書)完成作品，不接受其他字體之作品。其
效益當能宣導正統字的書法美。
從以上的兩種不同程度的參與，將可適度使得海外人士
對正體字的正確性和傳統的地位，有進一步認識，進而了解
台灣才是真正的正統中國字的傳承者。

八、 主要活動及出國行程分日簡要一覽表
(一)

公布比賽辦法:104 年 9 月 1 日

(二) 宣傳比賽訊息:104 年 7 月 5 日
(三) 出國宣傳及演講介紹台灣正體漢字:
1. 澳洲墨爾本國際書法聯展會
2. 美國洛杉磯書法活動
3. 中國鎮江國際蘭亭筆會書法展
(四) 接受參加作品: 104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
(五) 作品評審及公布:104 年 12 月 2 日
(六) 舉行比賽頒獎典禮:預定 104 年 12 月 20 日於台北中山
堂或其他場地。

九、 主/協辦單位簡介
(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書學會

中華民國書學會的前身是中華書法研習聯誼會，由書法
家張炳煌先生 http://www.shufaarts.org.tw 創立於中華
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
，以推廣書法教學為宗旨，迨至
六十九年，中華電視台為推展中華文化，聘請張炳煌先生製
作中國書法電視節目，在台視、中視、華視三台聯播，繼而
持續近二十年家喻戶曉的「每日一字」
。隨著書法電視教學的
推展，中華書法研習聯誼會的會員日漸增多，為因應實際需
要，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書學會。
「書法」一詞是我國研究文字
書寫的一個綜合性的簡稱，在韓國稱為「書藝」
，日本稱為「書
道」
，有感於書法、書藝、書道都不足以將這門學問包括完整，
乃在創會之初，幾經研討，在程滄波先生之提議下，定名為
「中華民國書學會」，簡稱「中華書學會」，而於人團法實施
後之七十九年三月向內政部立案正式成立，張炳煌先生被選
為一、二屆理事長。劉炳南先生首屆副秘書長，代理秘書長，
第二屆秘書長，襄贊工作，繼任第三、四屆理事長。第五、
六屆理事長為嚴建忠先生；第七屆理事長為龔朝陽先生；在
這兩位前理事長的領導下，秉持著學會宗旨，定期舉辦：會
員作品巡迴展、書藝精進講座；鼓勵會員踴躍參加國內與國
際書法交流展覽、切磋書藝，近年來與大陸書法團體交流頻
繁。每年定期辦理暑期書法教學研究會及培訓推廣終身學習
之書法師資 ；與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合辦各種書法比賽與活
動，以推展全民書法、提高國內書法水準。現任第八屆理事
長由羅順隆先生接任，繼續帶領所有書學會會員為推廣書法
而努力。

十、 申請單位簡介
中華民國書學會的前身是中華書法研習聯誼會，由書法
家張炳煌先生創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1976 年）
，以推廣書
法教學為宗旨，迨至六十九年，隨著書法電視教學的推展，
中華書法研習聯誼會的會員日漸增多，為因應實際需要，正
式成立中華民國書學會。
「書法」一詞是我國研究文字書寫的一個綜合性的簡
稱，在韓國稱為「書藝」，日本稱為「書道」，有感於書法、
書藝、書道都不足以將這門學問包括完整，乃在創會之初，
幾經研討，定名為「中華民國書學會」
，簡稱「中華書學會」，
而於人民團體法實施後之七十九年三月向內政部立案正式成
立，張炳煌先生被選為一、二屆理事長，劉炳南先生繼任第
三、四屆理事長，嚴建忠先生繼任第五、六屆理事長，第七
屆理事長龔朝陽先生接任、現任理事長為羅順隆先生。學會
運作以來，張炳煌先生任理事長後即被推為會長至今。本會
從書學聯誼會開創書法推展以來已歷 37 年，每年活動從國內
推廣及至國際，乃至兩岸的交流等等，書法活動相當豐富精
彩。除了個別舉行如建國百年百家萬歲書法展、兩岸百位書
畫名家百米長卷揮毫的歷史性活動等外，每年持續舉行，較
具代表性活動為：
(一) 每年新年期間，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為台灣最大書
法揮毫活動，今年已 23 年。

(二) 春聯揮毫活動—本會創辦之初，即開始在全臺及臺北
擴大舉行，目前已成為臺灣地區之年節主要活動，其
活動已超過 30 年。

(三) 台灣書法年展—為記錄台灣地區之書法發展現況，每
年以邀請 及徵選方式，收集作品舉行展出，當可作為
研究台灣書法發展之記錄。今年已是 23 年持續不間斷
舉行，為當今最完整之書法發展資料。

(四) 暑期書法教學研究會—每年舉行書法教師之培訓，通
過者授予「適任書法教師」之榮銜，已達 21 年，已培
訓一千餘人投入書法教學推廣。

(五) 舉辦大型書法比賽—本會參與辦理之金鵝獎書法賽、
書法春秋大賽、學生書法比賽等，均為台灣主要之書
法競比活動，培育書法人才。

(六) 參與國際書法活動--參與組成並為主導者之國際書法
聯盟及國際蘭亭筆會，積極從事國際間之書法推展工
作，相關活動不計其數。

(七) 兩岸書法交流—早期曾與中國書法家協會簽立兩岸書
法交流協議，長年經常性舉行相關書法交流活動，頗
著聲譽。例如前年至去年，與大陸全國政協合辦之兩
岸龍騰中華、兩岸書法百家邀請展，為兩岸交流具代
表性之重要書法活動。
(八) 正體國字書法推廣—本會歷年參與及承辦漢字文化節
之揮毫活動及兩岸漢字藝術節之展覽活動，並訂定計
畫在中小學提倡書法及正體國字。2014 年並全面舉行
第八屆漢字文化節獲得相當成果。
(九) 推展數位書畫—為鼓勵年輕族群參加書畫，本會與淡
江大學數位 e 筆團隊，常年合作進行書畫數位化的實
驗、展覽及教學合作，將傳統融入科技，為書畫傳承
創造新的領域，有助書畫的傳揚。
(十) 2014 年 4 月協辦東京文化中心在東京及 11 月在台北國
父紀念館舉行于右任先生辭世 50 周年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