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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一起 FUN 暑假！ 

7/3 起，六大展覽主題 x 親子活動南北大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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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夏天來場美感藝術派對吧！ 7/3(五)起，「2020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將於新光三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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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小學、信誼基金會、伯寶行等長期深耕兒童美育的優質品牌共同協辦，打造今

夏最有感覺、有思考、有創新的兒童暑假活動！展覽共分六大主題：「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

展出「第 19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50 屆世界兒童畫展」共 331 件國內外精彩得獎

作品；今年特別以「美感練習」為主題，與小人小學共同策劃「大小孩的美感練習」以及與信

誼基金會合作「赫威．托雷美感創意派對」主題特展，透過顏色中找出生活的蛛絲馬跡，與孩

子來場快樂的美感藝術派對！此外，更與伯寶行合作「屁屁偵探特展」首度來台與粉絲們近距

離唱歌跳舞、一同走入經典故事場景！展期現場將舉辦多場「暑假童樂會」活動，邀請今夏最

夯的阿奇幼幼園、Peppa Pig 等人氣卡通唱跳活動，還有藝術工作坊、音樂舞蹈派對等親子活

動全台接力！而「新藝商號－親子選物商店」特別與經濟部「Buying Power 社創購給力」共

同聯手，精選 11 家台灣在地優質社創品牌好物推薦，與您一同分享台灣在地美好事物！全展區

採免費入場、歡迎參觀，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網（culture.skm.com.tw）。 

 2020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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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孩的美感練習」－幫幫紅黃藍先生，讓世界更美好 

C. 「赫威．托雷美感創意派對」－與最會玩的法國美感大師顛覆美感 

D. 「屁屁偵探特展」－跟著屁屁偵探走進經典場景，揭開謎底 

E. 「暑假童樂會」－最棒的暑假活動全台接力 

F. 「新藝商號．親子選物商店」－與您一同分享台灣在地美好事物 

║時間地點║ 

7.03(五) - 7.14(二)  新光三越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開幕暨頒獎典禮：7.04(六) 下午 2:00 

8.08(六) - 8.18(二)  新光三越 台南新天地 6F C 區｜開幕暨頒獎典禮：8.08(六) 下午 2:00 

8.21(五) - 8.31(一)  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 10F     ｜開幕暨頒獎典禮：8.21(五) 下午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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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寶行、小人小學、信誼基金會 

協力單位：FLiPER、小典藏、BUYING POWER、YAMAHA、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上誼文化公司 

https://culture.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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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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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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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屆 新光三越兒童畫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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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年、累積超過 22 萬件參賽作品，今

年首次以「不限參賽主題，由創作者自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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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 7千多件參賽，從中選出 121 件得獎作品於新光三

越北中南巡迴展出。 

  

特優獎｜世足賽．吳禹葳 佳作｜跳舞．林于涵 

 日本世界兒童畫展｜170 件台灣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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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件（其包含：特金 4 件、金獎 15 件、銀獎 40 件、銅獎 50 件），同時展出來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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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牛照護員．江沛芩 

歐美區（俄羅斯） 

刺蝟之家．Komkova Daria 

亞洲區（日本） 

和螳螂玩耍．大野 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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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小孩的美感練習：幫幫紅黃藍先生，一起讓世界更美好！ 

 

人類是很視覺化的動物，生活裡的每個環節養成我們的美感素養。觀察、解釋、應用，三大原則養成

了一個人從嬰兒到成人的發展歷程。這次，從一個練習開始，放大眼光，仔細觀察，從顏色中找出生

活中的蛛絲馬跡，進而讓孩子從小對美與事物有感覺、有欣賞、有思考、有創新、有勇敢提出新點子！  

本次共規劃三個展區主題：展區 I－「紅黃藍先生，你躲在哪裡？」尋找生活中的美麗色彩、展區 II-

「紅黃藍先生，你生病了嗎？」當日常用品成了廢器，讓美麗的世界變了樣，裡面是否有你熟悉的物

品呢？展區 III－「來自未來的一封秘密信」，本次特別邀請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納插畫展之台灣繪本

作家－吳欣芷(Cindy Wume)共同創作，將七種色彩延伸變成七大議題：平等人權 (紅)、生命關懷(澄)、

全球暖化(黃)、環境污染(綠)、能源危機(藍)、糧食危機(靛)、都市冷漠(紫)，邀請小朋友一起提出問題、

想想解決辦法，讓世界擁有不一樣的美麗！ 

 

 

2016、2018 義大利波隆納插

畫展入選作家–吳欣芷Cindy 

》活動推薦： 

展期現場將舉辦【大人講座｜哪裡都是孩子的教室】與【快樂小

孩城市改造日】活動；活動統一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詳情請

上「2020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官網查詢：https://pse.is/TKU63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97055114-f771-4d4d-9b28-6cf61469913d&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https://pse.is/TKU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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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赫威．托雷美感創意派對：跟著最會玩的法國美感大師一起顛覆美感！ 

 

法國童書作家－赫威．托雷被譽為最會玩的美感大師，最著名的作品《小黃點》打破了書的既有形式，

把圖畫書變成可以和孩子互動的遊戲，讓讀者驚奇不已，每本作品都充滿創意與藝術性，前衛而迷人！

2020年信誼基金會特別規劃這場「赫威．托雷  美感創意派對」，讓親子跟隨創意大師的腳步，一起玩

色彩、玩光影、玩混搭……。現在，快來加入這場充滿魔力的美感創意派對，顛覆你的想像！ 

▐  關於赫威．托雷 Hervé Tullet 

1958 年出生於法國，主修插畫與視覺傳達。1994 年，孩子出生後一頭栽進童書創作中。 

大量使用點點、線條和色塊，充滿了趣味和童心，打破圖畫書的既有形式，顛覆了所有人對書的想像。

有人說，他的書本身就是能拿在手上玩的藝術品，透過點、線、面和色彩的創意組合，開拓了孩子的

美感經驗，也喚起了孩子天生的美感力！創作已多達 80 本以上，包含《小黃點》、《彩色點點》、《小

黃點大冒險》、《點點玩聲音》、《洞裡有什麼?》、《赫威．托雷美感禮物書》、《赫威．托雷塗鴉書》等。 

》活動推薦： 

展期現場將舉辦【《小黃點》點點創意親子派對】與【《洞裡

有什麼?》想像力故事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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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光

三越兒童藝術季」活動官網查詢：https://pse.is/T2XZU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4c5884a7-dc14-4d06-a174-47d71ecabd08&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https://pse.is/T2X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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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屁屁偵探特展：跟著屁屁偵探走進經典場景，揭開謎底！ 

 

隨時隨地都很冷靜，興趣是享受午茶與閱讀，擁有 IQ1104 高智商的名偵探─屁屁偵探。在他身邊接連發

生一起起不單純的事件，面對來自鎮上居民的求助、怪盜的戰帖等等，總以經典台詞「抱歉，容我失禮

了！」之後使出臭屁攻擊，與助手布朗噗噗兩下解決各種難題！ 

本次將展出三大故事場景，邀請粉絲走進屁屁偵探事務所、汪汪警察局、商店街與角色們合影，並一起

化身小小偵探一起來解開謎團，找出消失的物品，最後在故事區提供屁屁偵探的讀本、繪本，讓親子一

起享受美好的共讀時光；展期現場還有眾多屁屁偵探週邊商品與超值優惠等您來！ 

E. 暑假童樂會－藝術×繪本×音樂×舞蹈，多場親子活動全台接力！ 

 

今夏最夯的屁屁偵探、阿奇幼幼園、Peppa Pig、P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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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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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活動官

網查詢：https://is.gd/SGK8HG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c1f54a94-0a80-4fb9-a773-45abb372922b&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c0eeadc0-e43e-414e-b567-dbbbefdaa691&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https://is.gd/SGK8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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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藝商號－親子選物商店：與您分享生活美好事物！ 

 

由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所創立之「新藝商號」選物商店，旨在提供台灣有心經營文創品牌、微

量產藝術創作等優質品牌一進駐百貨展售機會，每年透過公開徵選方式選出當年度具市場潛力之品牌商

品，搭配不同類型展演活動於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售，提供大眾一生活購物指南；本次特別與經濟部

「Buying Power 社創購給力」共同聯手，精選 11 家台灣在地社創品牌（FNG 世代設計、小人小學、

友聚生機、卡維蘭、台灣手藺、印花樂、芙彤園  Blueseeds、鹿窯菇事、源天然、點點善、藍鵲茶等）

與長期推廣兒童美育之優質品牌共同參展，與您分享台灣在地美好事物！ 

 新光三越會員消費達檻，即可享以下限量好禮：(點此) 

    

▲單筆消費滿$500 

Pentelx 印花樂聯名原子筆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單日消費累計達$3,000 

小人小學－親子情緒桌遊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單日消費累計達$8,000 

屁屁偵探－汪汪警察局 

（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單日消費滿$1,000 

展期消費滿千即可玩「大小孩

的好運轉盤」乙次！ 

【2020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北中南巡迴展 

台北｜7.03(五) - 7.14(二)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台南｜8.08(六) - 8.18(二) 台南新天地 6F C區   

台中｜8.21(五) - 8.3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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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上「2020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官網查詢：https://is.gd/UhBA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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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銘(02)2568-2868 分機 3546，0905-983-999 

張恩婧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3457，0960-579-769；徐瑄伶(02)2568-2868 分機 3627，0920-230-514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b5d5008b-75cf-4db3-be3a-2e64cc9ccfd9&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https://culture.skm.com.tw/ActEvent/Cweb/ActiveContent?MenuUUID=44cfe30d-cc3c-4566-aa78-10f6e1b82c63&ActUUID=1c119499-ab3a-498b-8b92-4147d82f28c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