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The 20th Annual Shin Kong Mitsukoshi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21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得獎作品之展覽店別與領獎時間，將依主辦單位實際通知資訊為主；如對本活動有任

何問題，請 e-mail 至官方客服信箱（culture@skm.com.tw）或將問題私訊至 FB 粉絲專頁（@skmculture），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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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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陳泓廷 忙碌的鋸樹人員 玉成國小 台北南西店 

鍾承翃 曬麵線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張唯茵 滷味飄香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陳以玹 粽香情濃 僑信國小 台中中港店 

劉芳芹 竹編傳藝 種籽畫室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楊侑霖 香蕉大豐收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宋沂臻 全班一起大掃除 彩虹畫室 台中中港店 

李育宏 修廟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林仲哲 藍染樂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盧洛淇 姊妹燙髮趣 蝶衣手創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林暉祥 海盜船 博愛國小 台北南西店 

蔡卓君 感恩，有您真好 玉成國小 台北南西店 

吳柏緯 精彩電影院 新莊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韋翰 翻山越嶺來過冬─黑面琵鷺 畫藝畫室 高雄左營店 

孫晨祐 魚市場 種籽畫室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莊欣澄 大象嚕啦啦 妙兔文理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尤芊縈 鴕鳥的婚禮 玉成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吳名荃 劍獅出巡 名間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張子嫻 刷牙囉！ 主人翁幼稚園 高雄左營店 

陳啟正 台灣石虎 薇創藝想美術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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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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周湘庭 疫情下「我所嚮往的奇幻森林」 美林畫室 台北南西店 

劉曉憶 彩繪燈籠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毛彥琳 曬福菜 中山國小 台北南西店 

莊于萱 歡迎光臨二號地球 Dots Art Studio 畫畫豆子 台中中港店 

李曉樂 阿公的中藥店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王又緯 勤洗手預防 COVID-19 塔塔藝術美學王國 台北南西店 

徐聖閔 放煙火囉～祝 2021 疫情退散！ 林與城藝術工作室 台北南西店 

井登伊紗 排灣族舞蹈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洪歆雨 海底隧道 種籽畫室 高雄左營店 

陳尚謙 菜市場一角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王一心 戰鬥甲蟲 YYH ART studio 台北南西店 

林蓉 我的異想世界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許亦菲 參觀化石展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余昱青 我們這一家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邱柏睿 蓋房子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陳均祈 和大象一起玩 吳有登畫室 桃園大有店* 

紀焯元 舞獅迎新年 名間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王千云 想像畫 大地畫室 台中中港店 

施丰諺 
騎上我的飛龍，飛上天， 

連小鳥也追不上，太興奮了！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李欣芸 我和爸爸摘星去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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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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何長曲 歡迎來到我的遊樂園 米席畫室 台北南西店 

潘詰寧 快樂原住民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許文澤 魔法學院運動場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詹眷澄 水牛的河岸生活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姜心雅 拉麵線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王又玄 山中露營 塔塔藝術美學王國 台北南西店 

楊鎧謙 桐花飄飄麵線長長 民生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橋朠 鮮榨柳橙汁 大成國小 台中中港店 

王宣云 柿香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李慈耘 廟前的石獅子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林柏丞 雕刻 合作國小 台中中港店 

唐采葳 採收竹筍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施承佑 火車休息站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陳依姍 哈爾施塔特鎮 格蘭傑繪畫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尤智謙 賽跑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蔡宜彤 美美美髮院 七賢國小 高雄左營店 

邱苗瑄 菜市場一角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陳秉庭 辛苦的工人 向日葵畫室 高雄左營店 

邱家恩 菜園裡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劉芷㚬 晒烏魚子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邱家澤 打鐵匠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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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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戴伊岑 廟前醒獅表演 動象美術 桃園大有店* 

陳昶諺 恐龍博物館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洪語婕 老人與忠狗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白芸瑄 兒童電影院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劉恩嘉 一起來耍布袋戲 三民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宥維 騎噴火龍遊世界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吳思惠 做木桶 瑞穗國小 台中中港店 

許禾沄 盛夏的記憶 林燕芬工作室 台中中港店 

彭柏維 神明的生日 復興國小 台中中港店 

莊芯雨 門神女王 復興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秉恩 老火車啟動中 泰和國小 台中中港店 

王昱翔 海洋世界 豐田國小 台中中港店 

郭彧嘉 機器人製造所 藝翔美術 台南西門店* 

李允溱 舞獅 種籽畫室 高雄左營店 

陳柏宇 搶孤 種籽畫室 高雄左營店 

蔡柏昰 門面整修 宣信國小 嘉義垂楊店* 

洪怡暄 熱鬧的三太子表演 余致潔畫室 高雄左營店 

柯秐溱 井然有序市集，營造優質環境 新莊國小 高雄左營店 

葉瑄瀅 大家一起吃火鍋 新市國小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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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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蔡忻桐 餵雞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李佳容 結婚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李沁儒 樂在其中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游以婕 保齡球大賽 海馬美術 台北南西店 

詹松翰 我們和梅花鹿是好朋友 青溪國小 桃園大有店* 

謝亦洹 好吃的大火鍋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羅尹岑 紅樹林彩繪 重陽國小 台北南西店 

張恩語 小雞 心星 ART 兒童藝術 台北南西店 

陳芊汝 摘柿子 小王子畫室 台中中港店 

胡祈紳 早餐店 瑞穗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柏翰 吹鼻笛 合作國小 台中中港店 

魏沂霈 三輪車 春田 Art Studio 兒童美術 台中中港店 

廖芊棣 我和我的貓咪王國 大業藝能館 台中中港店 

蔡翊菲 古宅 彩虹畫室 台中中港店 

林鈺凱 歡樂音樂會 橋頭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采穎 結婚 兒童畫室 高雄左營店 

李侃峰 伯母幫我吹頭髮 成功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杜易宸 種樹特工隊 5or5 藝術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許瑋庭 好喜歡全家一起做 pizza 鳳翔國小 高雄左營店 

張庭蜜 動物園 文府國小 高雄左營店 

薛筠樺 好想去玩 Dora 美術繪本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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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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蘇莉閔 外公家是米店 五常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林芃妍 
我最喜歡媽媽帶我去坐搖搖馬， 

好開心喔！ 
柏克來幼兒園 桃園大有店* 

黃宥凱 鴨鴨世界 蜻蜓畫室 台北南西店 

董星締 蛀牙真可怕 布榖鳥美術 台北南西店 

翁若晴 運動會 積穗國小附設幼稚園 台北南西店 

劉恩博 恐龍逛大街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巫悅嘉 參觀動物園 蜻蜓畫室 台北南西店 

吳昭涵 親愛的你、親愛的我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吳昭渝 奔跑在山丘上的小花豹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戴仕恩 歡慶元宵提花燈 黃老師畫室 台中中港店 

陳柔萁 快樂騎腳踏車 米蘿畫室 台中中港店 

林建驊 斑馬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江晨喆 美麗的孔雀 東勢芝蔴街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曾詠翔 吃玉米比賽 永真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陳芫娸 一起去海邊玩 里昂畫室 台中中港店 

朱奕傑 你看！變色龍好酷！ 個人家教 台中中港店 

林以淨 初遇─長頸鹿 童顏童語兒童美術教室 高雄左營店 

陳侑萱 原住民 小朋友畫室 高雄左營店 

吳采澄 我們一家人 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黃翊嘉 好吃的迴轉壽司 藝翔美術 台南西門店* 

葉光亮 美味餐車 格蘭傑繪畫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張靖婕 一起來吃火鍋 詠荷美育室 台南西門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