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1 屆日本世界兒童畫展<台灣區>得獎名單 
The 51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  名單查詢方式： Ctrl+F 輸入參賽小朋友姓名即可進行查詢；以下名單依獎項、姓氏筆劃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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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問題私訊至 FB 粉絲專頁（@skmculture），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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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特金賞 

陳諾 冰川中的長毛象 修德國小 台北南西店 

魏榆恩 國王大象 波斯頓國際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趙羿修 超級水工廠 新生國小 高雄左營店 
     

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金賞 

蔡尚亦 快樂地旅遊! 獅子王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陳穎暄 上街去! 好好玩 金湖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楊凱翔 我的玩具世界 土城國小 台北南西店 

蔡承穎 游泳 心搏愛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張瀅青 與鯨同遊去 私立示範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張誼綸 我愛吃漢堡 洪堯順美術教室 台北南西店 

田謹綸 坐飛機旅行去! 獅子王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鄭宇揚 全家人吃飯 福山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芸亘 夜晚的貓頭鷹 忠義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郁善 獅子家族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吳語滕 火車出動 忠孝國小 台中中港店 

石娟綺 有愛的世界 楠陽國小 高雄左營店 

許品聖 威武八家將 小企鵝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歐晉 五年祭刺愊球 新興國小 高雄左營店 

高翊軒 真柄豐年祭 三間國小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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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銀賞 

戴筠婕 生日快樂 心搏愛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杜兆弘 蝸牛車 旭采畫室 台北南西店 

蔡孟瑾 我會洗洗手 心搏愛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許令侃 旋轉咖啡杯 磊心信義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陸姮嬛 我的媽媽 中原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黃莛棣 我喜歡的節慶 威廉王子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賴筠霏 老師說故事 國鼎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黃浿軒 大鳥在唱歌 北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廖祤萌 樹上玩耍 興國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黃祺皓 地上地下 興國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李婕羽 這是我的露營車 福東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星佑 多功能傢俱 明義國小 台北南西店 

謝尚霖 大巨人 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黃俞甯 養蠶人家 永安國小 台北南西店 

黃苡榛 媽媽幫我洗澡 南郭國小 台中中港店 

鄭喬璘 快樂的泳池 信義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柏凱 和家人一起洗澡囉! 援中國小 高雄左營店 

汪光恩 小豬的家 中原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其蓉 送月亮生日蛋糕 波斯頓國際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銘泰 厲害的耕耘機 六腳國小 高雄左營店 

何岱軒 萬聖節的精靈 海星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姸穎 看鳥趣 南投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滐洺 門神 中山國小 台中中港店 

詹明煦 喜歡和媽媽睡在一起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吳亮誼 熱鬧的寵物生活展 大榮劍橋國際雙語小學 高雄左營店 

王昱雯 採香菇 豐田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冠睿 夏日潛水趣 莒光國小 台北南西店 

曾拓穎 游泳課 美和國小 高雄左營店 

呂子伶 烤肉夜 南門國小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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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銀賞 
施妤橙 攀岩 東光國小 高雄左營店 

游尚恩 汲水器之舞 東安國中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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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銅賞 

李苡鎵 騎飛馬出去玩 宜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莊弘宇 被怪物追的彩虹虎跟我 大衛王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周青芸 大家來玩水 心搏愛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葉桓睿 奇怪的大花 興國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劉恩博 飛天特警 立人國小 台北南西店 

劉楷捷 戶外踏青 紅毛港國小 高雄左營店 

劉紫騰 跑步機 波斯頓國際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湘翎 漁夫捕大魚 聖功樂仁蒙特梭利小學 高雄左營店 

單翌晴 跟表姊一起餵鳥 明義國小 台北南西店 

何依芯 樹上小鳥真漂亮 士林國小 台北南西店 

萬祤芯 曬柿餅 復興高中小學部 台北南西店 

蘇蕭宇恩 樹屋 慈大附中國小部 台北南西店 

黎襄君 泛舟的樂趣 慈大附中國小部 台北南西店 

呂沂展 洗狗樂趣多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許晉安 來買雨傘喔～ 海星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子宸 雲霄飛車 海星國小 台北南西店 

高紫涵 幸福理髮店 博愛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品熙 快樂音樂會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潘欣彤 開心的豐年祭 鳳西國小 高雄左營店 

楊晴瑜 我的寵物小白兔 再興國小 台北南西店 

余宥涵 「疫」起搭公車 雲林國小 台中中港店 

楊岳焄 消防先鋒 東勢國小 台中中港店 

劉彥岑 太魯閣感恩季活動 五福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心礽 一起來跳舞 吉安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子暘 工地一隅 三重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筱安 一起上雕塑課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林奕均 爬山趣 建安國小 台北南西店 

張皓為 長頸鹿的家 民生國小 台中中港店 

卓勝澤 仙人掌農場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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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銅賞 

廖淯婕 小吃店 玉成國小 台北南西店 

雅夢有明 快樂泰雅小部落 烏來國小 台北南西店 

張玉璇 虛幻 鹿谷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振華 菸毒 敬恆國小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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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世界飛龍 

文具賞 

毛泑筑 午後 集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王心樂 美麗的老街 新生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文昌 坐雲霄飛車 過溝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妍晰 尋找 自強國中 台北南西店 

王鈺程 挽面功夫 莒光國小 台北南西店* 

田宗思 原住民少女 林園國小 高雄左營店 

余定安 晒柿子 六和高中國中部 台北南西店 

吳典諼 夜舞少年 明道國中 台中中港店* 

吳宣辰 賣魚的阿伯 裕德高中小學部 台北南西店 

呂國禎 曬柿餅 大崙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玉婕 母子同心 東南國中 台中中港店 

李孟穎 藺類風情 三峽國中 台北南西店 

李昀芸 無名英雄 中平國中 台北南西店 

周芷妍 祈福 仁愛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士勝 官將首出巡 桃源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妙姍  老街風情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晨理 熱鬧的舞獅表演 中正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毅愷 回不去的「同」年 泰山國中 台北南西店* 

邱䒩榛 巧手技藝油紙傘 佳里國中 高雄左營店 

邱若甄 藍夢坊 忠義國小 台北南西店 

侯佩岑 就愛台灣這一味 朴子國中 高雄左營店 

侯玟妡 做工的人 朴子國中 高雄左營店* 

哈宜蓁 建築工地 集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柳沛綺 製鼓 新港國中 高雄左營店 

紀辰昕 過年趣 五福國小 高雄左營店 

張薇恩 夢 三民國中 高雄左營店 

梁惠喬 可愛原住民一家 僑育國小 台中中港店 

粘仕楷 阿伯家的魚攤 士林國小 台北南西店 

莊翌晨 修腳踏車 陽明國中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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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世界飛龍 

文具賞 

陳以勒 參觀天文台 中山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怡禎 等待 旗山國中 高雄左營店 

陳亮璇 開花結魚 集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宥蓁 媽祖出巡 昌平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語淇 吃大餐 古亭國小 台北南西店* 

彭郁恩 哇！好高的塔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曾馨頨 飛吧~奔向嚮往的自由 福營國中 台北南西店 

黃映茜 我愛原住民 大崙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柏智 修電扇 桃子腳國小 台北南西店 

黃琳翔 公主養成記 海星國小 台北南西店* 

黃德祐 念戀迪化街 崇林國中 台北南西店 

楊馥語 排灣之美 後甲國中 高雄左營店* 

劉欣霏 蚵農家庭 馬公國中 台北南西店 

劉宥羚 碼頭的漁獲 北港國中 台中中港店 

劉秦妤 生生不息 溪湖國中 台中中港店 

蔡佳妤 漁村 豐陽國中 台中中港店 

蔡佳恩 悠閒的午後 中正國中 台北南西店 

蔡定益 剝蚵趣 民雄國中 高雄左營店 

蔡昀書 沒落 東南國中 台中中港店* 

蔡品瑜 曬稻穀 梓官國小 高雄左營店 

蔡薰逸 歲月 溪湖國中 台中中港店 

鄭佾庭 初融 溪湖國中 台中中港店 

謝傑夫 開臉上陣 光明國中 台中中港店* 

羅川荃 街舞地帶 頂埔國小 台北南西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