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南西店於 2018 年 7 月 6 日發佈

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7/6 起，百場親子活動全台接力、最棒的暑假活動都在新光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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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鼓勵創作、公開獎掖與發表提供孩童一自由創作、揮灑創意的空間
並於每年暑假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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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夏最棒的暑假遊樂計畫－「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將於 7/6(五)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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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sasa 兒童美術館協辦，還有益鳥科學藝術、伯寶行、小典藏、
信誼基金會等長期深耕兒童美育的優質品牌，共同打造今夏最棒的兒童暑假活動！本次
展覽共分三大展區：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透過世界各國孩童們的繪畫作品重新認
識世界，特別集結「第 17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48 屆世界兒童畫展」共
300 件精彩獲獎作品，讓孩子透過繪畫創作與世界交朋友；年度插畫特展－「歡迎來到
劉旭恭的繪本世界」特別邀請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及「信誼文學獎」的台
灣繪本作家－劉旭恭，精選四本經典繪本故事背後的創作歷程、草稿原件、場景角色與
他私藏多年的手製書，現場還有好拍又好玩的 1:1 繪本場景；暑假童樂會－「WOW！
恐龍來了」更一次匯集今夏最夯的 1:1 恐龍實境拍照場景、東森 yoyo 哥哥姐姐與當紅
人氣卡通、大自然科學營、音樂舞蹈派對、看戲劇故事、彩繪創作時間與小老闆公益二
手市集共七大主題活動全台接力登場！這個夏天，邀請大、小朋友來新光三越兒童藝術
季一起 High 翻這個暑假！展覽採全區免費入場，更多詳情請上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官
網（culture.skm.com.tw）。


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展覽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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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插畫特展－歡迎來到「劉旭恭的繪本世界」
C. 暑假童樂會－「WOW！恐龍來了」，七大主題活動全台接力！
║新光三越展覽時間地點║
07.06(五) - 07.23(一)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開幕暨頒獎典禮：07.06(五) 下午 2:00

07.27(五) - 08.13(一)

高雄左營店 10F｜開幕暨頒獎典禮：07.27(五) 下午 2:00

08.17(五) - 08.28(二)

台中中港店 10F｜開幕暨頒獎典禮：08.17(五) 下午 2:00

※ 上述各店展覽最後一天僅開放至晚間 6: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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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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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屆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與「日本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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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屆 新光三越兒童畫展｜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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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年、累積超過 20 萬件參賽作品，近
年來以開放的畫題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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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徵件主題：｢歡迎來到____的世界｣，共 7 千多件參賽，從中選出 120 件得
獎作品於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出。

歡迎來到仙人掌狂想曲的世界｜張惠淇



歡迎來到小人國的世界｜廖羽柔

日本世界兒童畫展｜163 件台灣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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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件（其包含：特金 6 件、金獎 20 件、銀獎 37 件、銅獎 45 件）
，同時展出來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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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區（匈牙利）

亞洲區（日本）

拜訪帝雉｜李品毅

芭蕾舞女｜Vivien Helenin

流水游泳池很好玩｜長橋 大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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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插畫特展－歡迎來到「劉旭恭的繪本世界」
今年夏天，跟著劉旭恭一起搭公車前進波隆那！
本次特別邀請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及「信誼文學獎」的台灣繪本作家－劉旭恭，
精選四本經典繪本故事：
《橘色的馬》
、
《小紙船》
、
《誰的家到了？》以及《車票去哪裡了？》，
分享其故事背後的創作歷程、草稿原件、場景角色與他私藏多年的手製書，還有 1:1 繪本場
景好拍又好玩－歡迎來到幽默風趣的「劉旭恭的繪本世界」！
《橘色的馬》｜小魯文化出版
出版當時因加入高雄市政府的城市繪本計畫，因此在故事場景中，
加入許多屬於台灣高雄的特色景點，如：愛河、柴山獼猴、85 大樓
等；本書目前書籍已發行韓國、瑞典及美國等國際版權。
★ 榮獲第四屆國家出版獎入選、第三屆上海好童書獎、臺北市國小
兒童深耕閱讀計畫好書、臺南「優質本土兒童文學圖書」入選書

《誰的家到了？》｜信誼出版
現場除展出 2015 入選波隆那插畫展得獎作品，還將首度公開《誰的
家到了？》繪本中未收錄之隱藏版創作稿件！透過劉旭恭的作品，
想像如果今年你是一位繪本作家，你的故事會怎麼發展呢？
★ 2015 榮獲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入選

小紙船｜星月書房出版
在創作《小紙船》的過程裡，旭恭老師使用彩色墨水來創作且只用
了紅、黃、藍三個顏色混色而成；現場除了彩色墨水的創作原稿，
還將展出從未公開之不同媒材之創作原稿。

《車票去哪裡了？》｜小天下出版
以橘色和藍色為主色調描繪，活潑的線條和大
面積的色塊，表現出活力滿滿的氛圍。獨特的
幽默感，讓這個看似天馬行空的故事，多了一
點哲思與溫度。而這本書的創作其實是他 10
年前的課堂作業。
★ 2018 入選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2017 獲選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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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旭恭 Liu Hsu-Kung
1973 年出生於台北石牌，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畢業。
1995 年參加「陳璐茜手製繪本教室」後開始創作繪本，現為「圖畫
書俱樂部」成員。作品曾兩度入選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與信誼文學
獎等國內外獎項；經典創作：
《好想吃榴槤》
、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
嗎？》
、
《小紙船》
、
《橘色的馬》
、
《誰的家到了？》
、
《火柴棒姊妹》、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車票去哪裡了？》等。

► 活動推薦
1｜開幕特邀導覽活動－劉旭恭老師的繪本世界
開幕暨頒獎典禮當天，將邀請兩度入選波隆那插畫展，同時也是今年新光三越兒童畫展評審的
劉旭恭老師擔任展場導覽，帶領小朋友走入有趣的繪本創作世界與得獎畫作精彩解析。
（※ 本
活動採自由入場，於當天頒獎典禮結束後舉行）
 活動長度：40 分鐘/場
 建議年齡：親子共賞
 活動場次：7/06(五) 約 14:30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2｜【信誼 40】經典繪本故事－劉旭恭的童書幽默好滋味
小老鼠很想吃榴槤，跑去問動物們榴槤是什麼，但每個動物所形容的榴槤味道都不一樣，小老
鼠能真正嘗到榴槤的滋味嗎？
聽旭恭老師說故事，以輕鬆的圖文創作，創造令人回味再三的幽默好滋味。
 活動長度：40 分鐘/場
 建議年齡：3-8 歲，親子共賞
 活動場次：7/06(五) 16:00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線上報名）

3｜一起穿故事《車票去哪裡了？》
由劉旭恭老師著名繪本《車票去哪裡了？》故事發想，故事跟著風跑，跟著車輪轉個不停，還
潛入深海，赴雪山，高樹上熟睡的小小鳥，將旅程縫在布料上，喜藏在彩線裡，一次我們見面，
會告訴你一個新的秘密，帶著孩子翻開圍裙重新發展與想像屬於自己的故事。
 活動長度：60 分鐘/場
 建議年齡：3-6 歲，每場限 30 人
 報名費用：120 元/份
 活動場次：7/12(四) 14:00、15:45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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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暑假童樂會－WOW！恐龍來了
如果有一天...恐龍與我們生活在同個城市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七大主題活動全台接力，準備與你一起 HIGH 翻這個暑假！
今夏最夯的恐龍將來新光三越與大家開心過暑假！還有東森 yoyo 哥哥姐姐與當紅人氣卡
通、大自然科學營、音樂派對、看戲劇聽故事、彩繪創作與小老闆公益二手市集…等 7 大主
題活動全台接力！》詳情請上「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官網查詢。

1:1 恐龍藝術雕塑×趣味城市場景×恐龍科普知識
邀請獲得國際知名啄木鳥科學藝術小組(PNSO)獨家授權的「益鳥科學藝術」
，打造恐龍與人
類共生的城市場景！與恐龍一同搭車、逛超市、喝杯沁涼飲料，再到遊樂場扭顆恐龍蛋！結
合藝術雕塑與無限想像力，讓人體驗驚呼連連的純白恐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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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期好康推薦
1｜新光三越卡友獨享活動
展覽期間至「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展場服務台出示【新光三越貴賓/銀卡/兒童卡】，過卡
消費即可享以下優惠：
A. 2018 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畫冊－卡友購書享優惠價$350（原價$450）
B. 劉旭恭老師經典創作繪本－卡友購書獨享 85 折
C. 恐龍市集現場購物享 85 折優惠（特價活動商品除外）；另提供每日限量好禮，享早龍價
$50！每日限量 30 份（每人每日限購一件，以現場實物為主）

2｜SKMC Family 網路會員獨享
Epson Smart Canvas 電子療癒系手錶
即日起至 8/31 止，凡成為 SKMC Family 網路會員並參加＂好康抽獎＂活
動，即有機會獲得「Epson Smart Canvas 花漾系列-暖色向陽款式」乙支（價
值$3,990），共 10 名。》詳情請上活動官網查詢。



2018 新光三越兒童藝術季

║展覽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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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插畫特展－歡迎來到「劉旭恭的繪本世界」
C. 暑假童樂會－「WOW！恐龍來了」
，七大主題活動全台接力！

║新光三越展覽時間地點║(各店展覽最後一天僅開放至晚間 6:00 止)
07.06(五) - 07.23(一)

台北南西店一館 9F

07.27(五) - 08.13(一)

高雄左營店 10F

08.17(五) - 08.28(二)

台中中港店 10F

║主協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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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單位：Pentel 飛龍文具股份有限公司、CICISASA 兒童美術館
協力單位：益鳥科學藝術、小典藏、伯寶行、大自然科學教育推廣中心、YAMAHA 音樂教室、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蘋果劇團、ACCUPASS、信誼
[新光三越總公司 媒體連絡人]
陳怡伶 02-2757-3742 / 0931-057-274 ; 林郁廷 02-8789-5599 分機 8906 / 0919-411-592 02-2568-2868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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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紋薰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3716，0958-595-725
易淑宜 電話(02) 2568-2868 分機 3548，0920-802-875;郭晉銘 電話(02)2568-2868 分機 3546，0905-98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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