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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7/5 起，美、加、台繪本作家齊聚、最棒的暑假活動都在新光三越！ 

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於兒童美術教育推廣 

每年暑假期間，安排豐富多元的兒童藝術活動，激發孩童更寬廣無限的創意 

今夏最 FUN 的暑假遊樂計畫－「2019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將於 7/5(五)起，於新光三

越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盛大開展！由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與新光三越百貨主

辦、Pentel 飛龍文具、STAR、小典藏、SCHOLASTIC、信誼基金會等長期深耕兒童美

育的優質品牌，共同打造今夏最棒的兒童暑假活動！今年適逢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 25

週年，展覽共分四大展區：「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透過各國孩童們的繪畫作品分享

世界的精彩片刻，展出「第 18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49 屆世界兒童畫展」

共 350 件精彩獲獎作品；首度與國際知名童書出版社－SCHOLASTIC 共同聯手，以

「SCHOLASTIC 100 週年」為主題，邀請加拿大繪本作家－Jeremy Tankard、最佳少

年兒童讀物獎－林柏廷與台灣首位獲選波隆那拉加茲獎－孫心瑜，一同展出他們筆下的

繪本好朋友！欣逢「好餓的毛毛蟲 50 週年」，與信誼基金會合作展出「國際大師艾瑞．

卡爾的繽紛世界」，結合閱讀、互動、拍照元素，打造不一樣的拼貼世界！此外，展期

間安排多場好玩又有趣的「暑假童樂會」活動，邀請今夏最夯的 Peppa Pig、POLI 與

東森哥哥姐姐來展覽現場與大家一起唱唱跳跳，還有音樂舞蹈派對、戲劇表演、彩繪創

作、科學體驗、創意烘焙等親子活動全台接力，邀您一同參與這場最歡樂、純真的藝術

盛宴！展區採免費入場，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2019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展覽主題║ 

A.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新光三越兒童畫展 x 日本世界兒童畫展 

B. SCHOLASTIC 100 週年－Jeremy Tankard x 林柏廷 x 孫心瑜 兒童繪本展 

C. 國際大師艾瑞．卡爾的繽紛世界－好餓的毛毛蟲 50 週年 

D. 暑假童樂會－最棒的暑假活動全台接力！ 

║新光三越展覽時間地點║ 

7.05(五) - 7.22(一)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開幕暨頒獎典禮：7.05(五) 下午 2:00 

7.26(五) - 8.12(一) 高雄左營店 10F   ｜開幕暨頒獎典禮：7.26(五) 下午 2:00 

8.15(四) - 8.28(三) 台中中港店 10F   ｜開幕暨頒獎典禮：8.15(四) 下午 2:00  

※ 上述各店展覽最後一天僅開放至晚間 6:00 止。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9%A4%93%E7%9A%84%E6%AF%9B%E6%AF%9B%E8%9F%B250%E9%80%B1%E5%B9%B4
https://www.facebook.com/hsinyibook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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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350 件來自世界各地的精彩兒童繪畫 

透過世界各國孩童們的繪畫作品重新認識世界，在無國界的藝術世界裡學習與尊重多元文

化的共存，為此特別集結了來自「第 18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49 屆世界兒童

畫展」之精彩獲獎作品，透過繪畫創作與世界交朋友。 

 第 18 屆 新光三越兒童畫展｜122 件得獎作品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舉辦至今已邁入第 18 年、累積超過 22 萬件參賽作品，近

年來以開放的畫題設定，鼓勵孩子將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生活中的體驗與感知透過畫筆

具體展現；2019 徵件主題：｢我的好朋友____｣，共 7 千多件參賽，從中選出 122 件得獎

作品於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出。 

  

我的好朋友手偶｜林瑞安 我的好朋友是馬｜張巧慧 

 日本世界兒童畫展｜160 件台灣區&69 件國際區得獎作品 

自 1970 年起，與日本美育協會共同舉辦「日本世界兒童畫展」，每年向全世界孩童募集並

評選出優秀的兒童繪畫作品，並將得獎作品於世界各國巡迴展出，今年台灣區得獎作品共

160 件（其包含：特金 7 件、金獎 21 件、銀獎 28 件、銅獎 47 件），同時展出來自 29 個

國家的精彩畫作；展覽開幕當天下午 2 點，將舉行本屆「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及

「日本世界兒童畫展」頒獎典禮。 

   

台灣區｜特金獎 

歡迎來到奇幻動物的世界 

施承翰 

歐美區（俄羅斯） 

在我家房子屋頂上 

Pak Kristina 

亞洲區（日本） 

金貓家族 夢的世界 

森本 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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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CHOLASTIC 100 週年－Jeremy Tankard x 林柏廷 x 孫心瑜 兒童繪本展 

帶您一同窺看這些幽默風趣的角色是如何誕生！ 

全球最大兒童圖書出版商－SCHOLASTIC ，曾被美國教育界推崇為「教育界最值得信賴的

品牌」；今年適逢創立 100 週年，特別邀請加拿大繪本作家－JeremyTankard 與台灣繪本作家

－林柏廷、孫心瑜三位繪本作家，分享他們筆下的繪本好朋友！帶您窺看這些幽默風趣的角

色是如何誕生，了解作家們腦中不停思辨、修改的創作歷程，快來展場跟他們交個朋友吧！ 

 

▐ 加拿大繪本作家 Jeremy Tankard 

 

▐ Jeremy Tankard 

出生於南非，目前定居於加拿大，小時候不喜歡閱讀，所以他從未

想過自己會成為繪本作家，擅長將傳統墨水結合電腦繪圖創作；展

覽現場將首度公開《The Grumpy Bird Collection》系列作品的創作草

稿與經典場景，7/26(五)將親臨高雄展覽現場親自導覽、開班授課，

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Jeremy Tankard 的作品中動物比人類更常成為主角，因為他認為人們在動物身上較容易看

到自己的影子，而且使用動物就沒有性別或種族的困擾，動物變成一種化身，讀者可以透過

牠們、故事和自己聯結起來。同時他也未曾想過要為這些動物角色們命名，他認為創造故事

比命名角色來的重要，沒有名字的角色才能讓角色成為他們原有的樣子。 

 

Grumpy Bird 

 

Boo Hoo Bird 

 

Sleepy Bird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jeremytankar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GgyrInOUdDQs0n9FoudP8eND7RlWbEKMdwa73In6-ehuk82bTt8AXHH2hjw4SVQZRGnb0K7a8LLgTlcqOwuXleDoYVPAVCLUdBkLhpydnDLBsTyI3IAlRzSSbVRwRPHgwDOtA8n9coV0HPfX_jFpdbz4b_SSAUPtrO-TrzqvBuluAidgm8qjTpZrMMN06LBIEjPj0_2SMS-xf3Xzudn3QlnD5gahtLHC6NtjPqq9VpS5AEakM9K-KNhGa7YPDk7Pt4TVA2wWP5VuKNpXclKdtfCTmnS9iIjEq8BuoKy6vG_GaqdYNUEBLTuttu-YJjiEMOMYNa-QmggE8bd76HTl5Ny2E8jzR9D6Pcfk1q7aQZ-h9DX8&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E%97%E6%9F%8F%E5%BB%B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GgyrInOUdDQs0n9FoudP8eND7RlWbEKMdwa73In6-ehuk82bTt8AXHH2hjw4SVQZRGnb0K7a8LLgTlcqOwuXleDoYVPAVCLUdBkLhpydnDLBsTyI3IAlRzSSbVRwRPHgwDOtA8n9coV0HPfX_jFpdbz4b_SSAUPtrO-TrzqvBuluAidgm8qjTpZrMMN06LBIEjPj0_2SMS-xf3Xzudn3QlnD5gahtLHC6NtjPqq9VpS5AEakM9K-KNhGa7YPDk7Pt4TVA2wWP5VuKNpXclKdtfCTmnS9iIjEq8BuoKy6vG_GaqdYNUEBLTuttu-YJjiEMOMYNa-QmggE8bd76HTl5Ny2E8jzR9D6Pcfk1q7aQZ-h9DX8&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D%AB%E5%BF%83%E7%91%9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GgyrInOUdDQs0n9FoudP8eND7RlWbEKMdwa73In6-ehuk82bTt8AXHH2hjw4SVQZRGnb0K7a8LLgTlcqOwuXleDoYVPAVCLUdBkLhpydnDLBsTyI3IAlRzSSbVRwRPHgwDOtA8n9coV0HPfX_jFpdbz4b_SSAUPtrO-TrzqvBuluAidgm8qjTpZrMMN06LBIEjPj0_2SMS-xf3Xzudn3QlnD5gahtLHC6NtjPqq9VpS5AEakM9K-KNhGa7YPDk7Pt4TVA2wWP5VuKNpXclKdtfCTmnS9iIjEq8BuoKy6vG_GaqdYNUEBLTuttu-YJjiEMOMYNa-QmggE8bd76HTl5Ny2E8jzR9D6Pcfk1q7aQZ-h9DX8&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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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繪本作家– 林柏廷 

 

▐ 林柏廷 Lin Po-Tin 

目前定居宜蘭，擅長以蠟筆、壓克力顏料、電腦繪圖創作，作品曾

多次獲選信誼幼兒文學獎、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等獎項；曾出版《這

是誰的衣服》、《我愛猴小孩》等多本經典故事；展期現場將展出多

件首次曝光、未收錄繪本的可愛插畫創作，8/15(五)將親臨台中展覽

現場親自導覽、開班授課，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希望透過創作陪伴兒子成長，是林柏廷老師創作兒童繪本的初衷，而寶寶書與猴小孩系列則是

柏廷老師喜愛的主題，文字簡單，圖像簡單，創作起來卻不簡單，而隨著兒子長大，繪本著眼

的視角也跟著放大，進而關心孩童、環保、生態等社會議題，如近期出版的《一起去動物園》。 

 
這個可以吃嗎？ 

 

這是誰的衣服？ 

 

我愛猴小孩 

▐  台灣首位獲波隆納拉加茲獎繪本作家 – 孫心瑜 

 

▐ 孫心瑜 Sun Hsin-Yu 

從事各類視覺設計工作多年，曾旅居美、加、上海，遊歷歐亞各地，

作品曾獲金鼎獎、信誼幼兒文學獎等，2015 年以《北京遊》成為台

灣第一位獲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書展拉加茲童書獎的繪本作家；展期

現場將展出《一日遊》大型故事場景與歷年精彩繪本創作，7/5(五)

將親臨台北展覽現場親自導覽、開班授課，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小米有個小袋子 

★ 文化部好書推廣專案 

 

一日遊 

★ 信誼文學獎評審團特別獎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0%99%E6%98%AF%E8%AA%B0%E7%9A%84%E8%A1%A3%E6%9C%8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PxBkcPJ_GqQv0NWFpHzMaJ_s3o4M9X0pLPlWLjsuq1WIqwCWrNNRug41QegE9lRhZXmG2F4fcrR40xwIbD5p1qHPr_aSjkcWMMhc24hev_XYFP1lAJSRL0jAFnwFnIsLMlntj-ERY-mBifK24pXXExSiDSKLJEy5YIjsI3UQqhBBg-PMYyYc24AtP3ZC--siVYpSZXZBQHjF8dkzyEnJv9rA8JgHDZgrkTftG07BGmazmqIQMHhMaJDgJ4SiobhmmdLkv1uv9e_xWw1EmDsEVptwdRnDHM9iIS9aejcz7qHr8iYzAToDv8Yfjo8bYG3VL6znhWNvf2dltzIqKtGQirpJQelu1oDTcXhypVmnMKtAAjb_5aIO47iBYkeM&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0%99%E6%98%AF%E8%AA%B0%E7%9A%84%E8%A1%A3%E6%9C%8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PxBkcPJ_GqQv0NWFpHzMaJ_s3o4M9X0pLPlWLjsuq1WIqwCWrNNRug41QegE9lRhZXmG2F4fcrR40xwIbD5p1qHPr_aSjkcWMMhc24hev_XYFP1lAJSRL0jAFnwFnIsLMlntj-ERY-mBifK24pXXExSiDSKLJEy5YIjsI3UQqhBBg-PMYyYc24AtP3ZC--siVYpSZXZBQHjF8dkzyEnJv9rA8JgHDZgrkTftG07BGmazmqIQMHhMaJDgJ4SiobhmmdLkv1uv9e_xWw1EmDsEVptwdRnDHM9iIS9aejcz7qHr8iYzAToDv8Yfjo8bYG3VL6znhWNvf2dltzIqKtGQirpJQelu1oDTcXhypVmnMKtAAjb_5aIO47iBYkeM&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6%84%9B%E7%8C%B4%E5%B0%8F%E5%AD%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PxBkcPJ_GqQv0NWFpHzMaJ_s3o4M9X0pLPlWLjsuq1WIqwCWrNNRug41QegE9lRhZXmG2F4fcrR40xwIbD5p1qHPr_aSjkcWMMhc24hev_XYFP1lAJSRL0jAFnwFnIsLMlntj-ERY-mBifK24pXXExSiDSKLJEy5YIjsI3UQqhBBg-PMYyYc24AtP3ZC--siVYpSZXZBQHjF8dkzyEnJv9rA8JgHDZgrkTftG07BGmazmqIQMHhMaJDgJ4SiobhmmdLkv1uv9e_xWw1EmDsEVptwdRnDHM9iIS9aejcz7qHr8iYzAToDv8Yfjo8bYG3VL6znhWNvf2dltzIqKtGQirpJQelu1oDTcXhypVmnMKtAAjb_5aIO47iBYkeM&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80%E6%97%A5%E9%81%8A?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pFZ9DeY7eYQUu34_hiq55IMJtYyU5AzcOimoIZmdHBAavlN_vj2OJw9ZpT2QuYSK0rJe1yYQiMg7vyhTyrBfOffmwtxeN_oYwEl3jpDlapUlWmcsJW_nbTkMWb6F8XBVBr1Ogo9Iev2B-alcWRd4Ww7mZirZ2R8w-Q7a0x19YRzEQ116dlFvGPxH_2dXKE9Z4WMN_Yrs_nFFGLhb5aBrF-D8s0_yiAI2hrf4bW9vHjVuCeD7eXU1aBzS19ZiYdACOKKkR2PV0_v0sqjQmKWrDZ0nx0-u02GpOh_HrKhC9FTyzgP27Rrx0GwBHpCl-ddhEHay8kKoGhY4FUs2CCEfKCmM-t-wIJmrs9e0NCvcjIVrki3qCdl91s0T4LzM&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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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際大師艾瑞．卡爾的繽紛世界－好餓的毛毛蟲 50 週年 

你一定看過這隻色彩繽紛的毛毛蟲！想跟著一起鑽入故事書的每一頁嗎？ 

跨世代的拼貼創意大師－艾瑞．卡爾（Eric Carle） 

用色紙拼貼出全世界最知名的毛毛蟲，全球銷量超過 5000 萬冊，堪稱圖畫書界的聖經！欣

逢「好餓的毛毛蟲 50 週年」，與信誼基金會共同聯手，結合閱讀、互動、拍照元素，打造不

一樣的拼貼世界！北中南展期現場將舉辦【創意說故事擂台】與【好餓的毛毛蟲拼貼 DIY】

活動，還有許多豐富獎品等你來拿；活動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詳情請上「2019 新光

三越兒童藝術季」活動官網查詢：https://pse.is/JHAUE 

 

 

好餓的毛毛蟲 

 
棕色的熊 棕色的熊 你在看什麼？ 

 

123 到動物園 

 

 

▐ 艾瑞．卡爾 Eric Carle 

留著大鬍子，拿著一枝畫筆，用神奇的拼貼魔法，創造出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色彩；他充滿童心，用豐富的想像力和童稚的話語，走進

孩子充滿幻想的世界，至今已創作超過 70 多本色彩繽紛、又充滿想

像力的作品；2002 年成立了「艾瑞．卡爾圖畫書美術館」(The Eric 

Carle Museum of Picture Book Art)，成為美國第一座圖畫書美術館。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9%A4%93%E7%9A%84%E6%AF%9B%E6%AF%9B%E8%9F%B250%E9%80%B1%E5%B9%B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X05OKS5TShvqZpS66mcDo5A6P3o7184iKhTY7pO9nIxyEknhZyaZiHNzTh2TYNS3EdyXAchW0blsCxl1rf0DviPjWA7ybngwL6sgq-nmziVGNy9R3mJItWFjUc9iKw37B_IgZFZoYP-eeRfRjPAsMVtI6NL5HhxsHY4nYVZPLKsbyvX3IguSfQ-2_8_omhpM6v4ssfMcu6dW-lMP3zwx5_4nd4HmMCd3uwoUO_men3jwLsQ_xNOr8bQ7fQu21sqm-CKykgJBy124tUq88PJzjxyDNZGnck8Yo8EV_XJP6J_oAx7fHW6MKWyKNOcMSMtQcNnI74Cmyl5afesBpdKcUbpOcayMIDsN_byOjuxYGK93IUUo&__tn__=%2ANK-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pse.is%2FJHAUE%3Ffbclid%3DIwAR3IXsPb9dWIrOFWUUNkehU9KKUlrh0plEyX-Gwt1gk-pUNUa2SmQCvkdO0&h=AT1uQSP_BJV2S98n8FNXBRjMS43L3myBxU1hNAWqveIy8tc0_pFvOdvwDFDQGv8AKCDIealNvjyeCdX1iFAYNKu7J0TZaT2HppF5jMR8nYvxOn1_uIDBJuC0vZm4s-LChyrIdTWbZvP2XgUDc-kOqhGpgv2_z7ib13naBmuJRDUrhCBFxXTh1jlOmuchxGi-F1QRMCeIJU3sQ8QvLQlNKjTBRRKaAywZgL_NNjTCB3qf9qGMOyp1wxb1knr6WU3XMrvYZXSREi4a-KhvhcsaihgcP6Up0dqC6b6NjbRxrWq_JpTmqLuAhefiZ9YmYVlwb9tvT32RGcxRAk_zRV801qx__SYOMhFwXBiLThzTlf7CP6m533XOkcwSZhKm4SJ9bKo63-k2oh0q4vLrR8-8AGx-0qeGU3ohjgFMTa-ZGdDg741DZREHKsHP7JATfQRs1CiP1VubS5UGUK1FnWrJ8JlKMvvFrxUcbV20FxqvQle8PEeD0Jyd8rCu5rHCxo7Ytu3y-3XZcuPQIMMK-tRYWvjOHlVqWGBB3X0jFxLGOGOO_zI73oqicHkEU_UyYf0dZcdeAVWbKNy0stV0LyypCRGZhAeIrObLezX7F1owhn21Y8oUcPm9uSQHJ6hi3OO-Hp7Loox22Ge1C2eGmcTiG5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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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暑假童樂會－最棒的暑假活動都在新光三越 

藝術×科學×音樂×舞蹈ｘ烘焙，百場親子活動全台接力！ 

今夏最夯的 Peppa Pig、POLI 與東森哥哥姐姐暑假見面會將在新光三越與大家一起唱唱跳跳

開心過暑假！展期間還有音樂舞蹈派對、戲劇表演、彩繪創作、科學體驗、趣味烘焙等多場

親子活動全台接力，邀您一同參與這場最歡樂、純真的藝術盛宴！課程活動統一採線上報

名，額滿為止，詳情請上「2019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活動官網查詢：https://pse.is/JQ5MC 

 

 

【2019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北中南巡迴展 

台北｜7.05(五) - 7.22(一)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高雄｜7.26(五) - 8.12(一) 高雄左營店 10F   

台中｜8.15(四) - 8.28(三) 台中中港店 10F   

※ 上述各店展覽最後一天僅開放至晚間 6:00 止。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新光三越、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日本美育文化學會 

合作協辦：Pentel、STAR、小典藏、Scholastic、信誼基金會 

協力單位：FLiPER、小魯文化、伯寶行、YAMAHA、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

統、蘋果劇團、國家地理、ACCUPASS 

 

 

 

[新光三越台北南西店媒體連絡人]  

陳姿瑾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8896，0932-076-923；胡峻淵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3625，0921-076-251 

張恩婧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3457，0960-579-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