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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展覽&領獎店別：7/3-7/14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8/8-8/18 台南新天地本館

6F C 區、8/21-8/31 台中中港店 10F；其餘分店別僅提供領獎服務。如對本活動有任何問題，歡迎於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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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獎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林沛穎 海底隧道 康橋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巧庭 放長線釣大魚 康橋國際學校 台北南西店 

許芮綺 雞蛋糕 民生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以勒 巷弄間的窗花下 中山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昕澔 樂成宮拜拜 西屯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吳禹葳 世足賽 長春國小 台北南西店 

呂承叡 幫大家蓋一個家 信義國小 台中中港店 

李育宏 搭火車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政佑 我的好朋友 中路國小 台南新天地 

羅駿瑞 忙碌的摩托車店 瑞穗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李愷叡 糖果機器人製造機 慈濟國小 台中中港店 

房家潁 營養午餐時間 頭家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筠涵 啊~~有蟑螂 雨農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海瑞 修電線 岡山國小 台南新天地 

彭彥騰 我愛洗澡 塗城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徐瑞德 乳牛真可愛 小企鵝陶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張瀅青 與鯨同遊去 私立示範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莊政諺 我開 Mini Cooper 載全家去玩 私立群英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陳可溏 拜菩薩 華盛頓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甯郁程 救援現場 童年綠地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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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獎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吳佩諭 圍棋趣 新莊國小 台北南西店 

邱子豪 驅邪祈福 東陽國小 台南新天地 

邱勃諭 皮影戲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張辰睿 鳥店 東門國小 台北南西店 

劉曉憶 好吃的麵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王昱雯 採香菇 豐田國小 台中中港店 

王鈺彤 我是小小動物保育員 小企鵝陶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沈宇倫 我的爸爸在操作翻土機 阿蓮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尚智 遊樂園 路竹國小 台南新天地 

黃芝穎 夢境中的人文遊樂園 僑信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李玟潔 搓湯圓 大成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秉宏 皮影戲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張家嘉 跆拳道 瑞穗國小 台中中港店 

連宥捷 打鼓樂 嘉興國小 台南新天地 

葉相賢 雄偉的建築 昭明國小 台南新天地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紀佳昀 生日快樂 瑞穗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張誼綸 我愛吃漢堡 洪堯順美術教室 台北南西店 

馮詩雅 我和大鳥玩遊戲 興國幼兒園 桃園大有店* 

趙婧安 彩虹鋼琴 樂耕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謝尚霖 我是長腿好朋友 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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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王鋐凱 捥臉 一甲國小 高雄左營店* 

吳呈璿 老街一日遊 彌陀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昀謙 時空列車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李語喬 繞境 新東國小 台南新天地 

沈子琳 媽媽的美髮店 芬園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瑞安 爺爺共讀趣 永和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睿庭 地底的祕密 余致潔美術教室 高雄左營店* 

洪宥蓁 今天的午餐我們要吃什麼呢？ 裕文國小 台南新天地 

許沂甄 熱鬧的叢林 民生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韋亘 彩繪木屐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曾耀民 三太子出巡 雲林國小 嘉義垂楊店* 

程楟涵 裁縫店 西屯國小 台中中港店 

劉淳瑄 曬柿餅 北屯國小 台中中港店 

厲侑瑾 來自古埃及的秘密 布穀鳥兒童美術 台北南西店 

鄭亦妡 三太子遊街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蕭予涵 快樂毛小孩的家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賴昱翔 籃球賽 新竹國小 台中中港店 

魏芸涵 綠化陽台幸福家 余致潔美術教室 台南新天地 

羅湘淇 賽夏族的矮靈祭 新港國小 嘉義垂楊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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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沈琦員 扮鬼臉 南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于涵 跳舞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冠睿 夏日潛水趣 莒光國小 台北南西店 

張含天 海底隧道 濱江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品聖 威武八家將 小企鵝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陳品叡 我的鱷魚園 大勇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若淳 門神 中華國小 台中中港店 

彭珮晶 我們一起看貓頭鷹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程偲祐 鐘錶店 光明國小 台北南西店 

黃冠鈞 來去鄉下 平和國小 台中中港店 

葉宇婕 海洋生態教育之旅 阿蓮國小 台南新天地 

潘綾 遊樂園 崇明國小 台南新天地 

蔡聿慈 採絲瓜 壽天國小 台南新天地 

蔡紘宇 大富翁 大秀國小 台中中港店 

鄭苡妍 小琉球浮潛記 阿蓮國小 台南新天地 

盧宥瑄 熱鬧燈籠店 大成國小 台中中港店 

蕭廷叡 葡萄大豐收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薛筠蓁 騎馬 仁德國小 台南新天地 

簡苡珊 快意！老街！ 大灣國小 台南新天地 

顏培軒 飛向世界去！！！ 文元國小 台南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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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王渝瑄 阿公教我們寫書法 認珍兒童繪畫室 台中中港店 

巫慶恩 媽媽染了七彩頭髮 新街國小 台北南西店 

李思誼 旺旺來 安平國小 台南新天地 

杜采昕 夏日風荷 四維過小 台南新天地 

林莕渝 拔河（團結就是力量） 鎮南國小 台中中港店 

邱胤綸 爸爸载弟弟去兜風 岡山國小 台南新天地 

柯妤璇 媽媽的快樂時光 樹義國小 台中中港店 

翁苡瑄 我的校園生活 新生國小 台南新天地 

莊加安 可愛的小丑表演秀 新市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育瑒 熱血的網球比賽 青溪國小 台北南西店 

曾硯平 舞在櫻花下 延平國小 台中中港店 

曾鈺涵 觀察獨角仙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黃傑綸 修腳踏車 壽天國小 台南新天地 

黃語婕 我的媽媽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楊永綺 黑面琵鷺來過冬 梓官國小 台南新天地 

葉映彤 廟前的石獅子和門神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詹眀煦 喜歡和媽媽睡在一起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蔡沅叡 Fun 暑假 宜欣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滐洺 門神 中山國小 台中中港店 

賴奕辰 跟大家打水仗 林森國小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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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競賽組別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王善禾 搭飛機旅遊趣 新進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吳沛芫 躲雨 諾貝爾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吳昭涵 動物園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吳昭渝 兔子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林語歆 春遊記 寶貝王國幼兒園 嘉義垂楊店* 

高語彤 阿伯的捏麵人 華人幼兒園 桃園大有店* 

梁芫熙 花園裡 吉尼爾幼稚園 台北南西店 

許舒涵 快樂放風箏 康箂爾雙語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郭攸辰 
小公主坐熱氣球從 

台灣飛出去外太空冒險 
十全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陳怡安 夜市打彈珠 僑仁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陳雨萌 公園遊玩 台中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陳品蓉 我愛音樂‧我愛鋼琴 麥米倫幼兒園 台南新天地 

陳宣瑜 我會變魔術 麗喆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陳宥霖 童玩樂趣-遙控車 四季藝術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陳樂玹 自由的動物樂園 吉的堡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黃子恩 餵雞 幼一幼稚園 台南新天地 

黃晨芯 全家泡湯趣 洪堯順美術 台北南西店 

楊士霆 我的恐龍世界 四季藝術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楊牧榕 芭蕾舞 愛子幼稚園(崇德總校) 台中中港店 

葉秝安 大向日葵 史丹佛幼稚園 高雄左營店* 

劉安軒 我和媽媽一起玩積木 一心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