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The 21th Annual Shin Kong Mitsukoshi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22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得獎作品展覽&領獎店別：7/15-7/26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7/29-8/16 高雄左營

店 10F、8/19-8/31 台中中港店 10F；其餘分店別僅提供領獎服務（主辦單位保有最後修改、調整之權利）。如對本活動

有任何問題，請 e-mail 至官方客服信箱（culture@skm.com.tw）或將您的問題私訊至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skmculture），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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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2022年 5月 17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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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睿庭 我的小小兵團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張鈞翔 結婚慶典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陳韋岑 採馬鈴薯 東光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芝穎 Oh！My God QQ 美陶畫室 台中中港店 

謝雨彤 奧運～跆拳道 加昌國小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江品慧 學甲蜈蚣陣 東陽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俊樺 ＪＫ火車博物館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劉昇耀 我的中文老師 台北歐洲學校 台北南西店 

蔡柏昰 真鱻啊！ 宣信國小 嘉義垂楊店* 

盧睦學 吃豬腳麵線的人 大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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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璟菲 千里眼與順風耳 南郭國小 台中中港店 

康祐綸 做工的人 社口國小 台中中港店 

張芸熙 把魚兒還給海洋 後院美學 台北南西店  

張維驛 彩虹蜘蛛 永春國小 台北南西店  

葛承勳 城市中飛翔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方睿晞 101 煙火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倪秉宏 火車來了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陳佑昇 和全家人搭摩天輪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陳品昀 快樂出航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游宸皓 熱鬧的舞龍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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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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田逸正 國手們加油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李龖 葉間派對 秀朗國小 台北南西店 

柯妤惠 游泳－悠活如魚得水 畫藝畫室 高雄左營店 

徐聖閔 緝兇：COVID-19 林與城藝術工作室 台北南西店  

許品聖 我是小小鐵道迷 小企鵝美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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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梓懿 扇形車庫 陳老師美力畫室 台中中港店 

汪秉翰 看！有好吃的 藝術時光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張庭禎 清境賞羊羊 廣藝兒童美術工作室 台中中港店 

廖昱翔 寶可夢遊樂園 北門國小 台北南西店 

鄢寧 時尚美容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呂昊恩 快樂吃玉米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李侑璇 動物醫院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張耘甄 牛 陳老師美力畫室 台中中港店 

陳奕村 修廟的工人 賴厝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璿瑛 香噴噴烤乳豬 長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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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晟翰 山中小火車 宏恩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柯昕岑 爬圈圈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黃世茂 櫻花樹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黃榆庭 我家 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蘇俊融 騎大鳥 加吉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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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王盈絨 古早味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豐旭 童趣雲霄飛車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李沛玹 曬烏魚子 藝術時光工作室 台南西門店* 

李承芸 熱鬧繽紛廟會趣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李柏均 調皮的變色龍 青木美術 嘉義垂楊店* 

周佳佑 製香 培英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以昕 陶瓷藝術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忻葦 未來世界 三民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俐岑 自然好有趣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家鉉 台灣加油 紅瓦厝國小 高雄左營店 

涂祐杰 新郎新娘 福樂國小 嘉義垂楊店* 

陳廷瑋 午後休閒時光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旻昕 烘培坊 東勢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箴愛 享受大自然 清華附小 台北南西店 

黃宥心 魚與貓 畫藝畫室 高雄左營店 

黃傑昕 羊肉店 壽天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紫閒 歡樂時光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詹又熹 熱鬧的蘭嶼飛魚季 布穀鳥兒童美術 台北南西店 

詹汶紫 春之旅 角落畫室 嘉義垂楊店* 

蕭榆蓁 悠閒活動~下象棋 童顏無忌美術工作室 台中中港店 

羅駿瑞 美味的小吃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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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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予懷 秋天的風箏 中華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宥頡 魚市場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妍希 合奏 南安國小 高雄左營店 

周芷安 我的城堡 Kiki Art 台北南西店 

林沂臻 畫燈籠 安定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宥翰 快樂的遊樂園 南郭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蓉 環遊世界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陳永濬 與牛共舞 過溝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宜彣 賣力地跑呀 藝術花園創意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陳昫心 古城巡禮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詹明煦 豐年祭快樂腳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詹鈞涵 採香蕉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廖又霖 假日 新莊國小 高雄左營店 

劉宇翎 葡萄採收趣 彩田畫室 台中中港店 

劉芸安 老鼠娶新娘 信義國小 台北南西店 

劉庭妤 豐收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亞希 火車快飛 民權國小 高雄左營店 

謝沛青 媽媽幫我剪頭髮 小王子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羅箐熒 養雞場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蘇庭頫 歡迎光臨柑仔店 小企鵝美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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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年級組 

尤芊縈 大白鵝快來吃披薩 玉成國小 台北南西店 

朱苡瑄 「蟻」想天地 鎮昌國小 高雄左營店 

吳帆 天文館一日遊 康萊爾小學 台北南西店 

宋苙榛 跆拳道館 霧峰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怡䕒 向日葵 和平國小 高雄左營店 

林建驊 遠眺 101 大樓 雅禾畫室 台中中港店 

張弈泓 歡樂時光 南科國小 高雄左營店 

梁晨 我與老鷹 唯藝術兒童美術 台北南西店 

章羽諠 跟著時尚走 玉成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宸瑋 木瓜牛奶店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許寓姍 郊遊 斗六國小 嘉義垂楊店 

陳永銓 要好好維護環境！ 過溝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妍安 養雞人家 國語實小 台北南西店 

陳歆捷 舞龍舞獅表演 藝術花園創意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陳韵諪 快樂慶生會 安慶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冠緁 快樂玩伴 雲林國小 台中中港店 

廖思喬 迺夜市 北門國小 台北南西店 

廖昶睿 跆拳道比賽 童顏無忌美術工作室 台中中港店 

蔡昕諭 看企鵝趣！ 永安國小 高雄左營店 

蔣晉平 看牙醫 壽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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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獎展覽店別 

幼兒園組 

方詩涵 我們假日一起在公園玩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王添澤 鱷魚疊疊樂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白歆潔 有豹來了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吳昭涵 鼴鼠的探險之旅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吳昭渝 長頸鹿的春天 卡卡手創美學星球 台北南西店 

吳睿珩 黑夜中的火車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李禮萱 蛋糕和禮物 勿舍畫室 台北南西店 

林以晴 野餐趣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施瀚傑 音樂城堡 大地畫室 台中中港店 

許定衡 恐龍校長 同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陳亦寬 爬山 加昌國小附設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陳柏叡 火車嘟嘟嘟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游佳軒 生日派對 小企鵝美術班 台北南西店 

溫宇翔 夜市撈魚 加吉立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廖唯丞 我最喜歡溜滑梯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劉晉丞 錄影房子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劉學擘 山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蔡沛彤 媽媽帶我去美容院剪頭髮 頭前國中附設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鄭苡婧 國小學校操場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鄭喬尹 我跟媽媽去看櫻花 三采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鍾佩璇 我和我的好朋友 余致潔美術教室 高雄左營店 

瞿恩曦 夏日游泳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