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19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我的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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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筆劃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林瑞安 我的好朋友手偶 永和國小 台北南西店 

周芷筠 我的好朋友一起樁米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許芯綾 我的好朋友同學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郭靖宣 我的好朋友楊咩咩 and 磁浮列車 文府國小 高雄左營店 

顔紫妍 我的好朋友一起搭捷運 國語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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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亦宸 我的好朋友柴犬 民權國小 高雄左營店 

巫晨嫚 我的好朋友斑馬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翁可紜 我的好朋友擊樂百寶箱 興嘉國小 高雄左營店 

許瑋哲 我的好朋友一起打排球比賽 橋頭國小 台中中港店 

鐘仁佑 我的好朋友新奇博物館 鎮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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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品妤 我的好朋友小貓咪一直陪伴我 新光國小 台中中港店 

徐詩涵 我的好朋友上臺一起跳舞 永信國小 高雄左營店 

張巧慧 我的好朋友是馬 岡山國小 高雄左營店 

蔡沂珊 我的好朋友一起盪鞦韆 彌陀國小 高雄左營店 

謝承霖 我的好朋友大家一起玩 青埔國小 台北南西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稚園組 

何辰苡 我的好朋友都會金雞獨立 加昌附幼 高雄左營店 

張馨予 我的好朋友花朵 合作國小附幼 台中中港店 

張云甄 我的好朋友是馬 晨光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蔡致嫻 我的好朋友我和好朋友玩捉迷藏 童年綠地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盧兆暘 我的好朋友獅子大王 宏欣幼稚園 高雄左營店 

 

2019 得獎作品之展覽領獎店別：新光三越台北南西店、台中中港店與高雄左營店，其餘分店別僅提供領獎服務。 

感謝您對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的支持，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於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撥打服務專線：0800-008-808，或 e-mail 至 culture@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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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我的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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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筆劃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王宥涵 我的好朋友切磋空手道的好朋友 余致潔美術教室 高雄左營店 

莊展成 我的好朋友狗狗我愛你 光華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以喬 我的好朋友打網球 國語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若緯 我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的合奏 余致潔美術教室 高雄左營店 

黃宣齊 我的好朋友玩彈珠 復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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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宜霆 我的好朋友是蜥蜴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施宇濬 我的好朋友一起跳街舞 壽天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傑昕 我的好朋友玩兩人三腳 壽天國小 高雄左營店 

滕雅薰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賞螢火蟲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賴秀宜 我的好朋友和我開心去游泳 陳老師美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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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睿潔 我的好朋友可愛飛天鳥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陳咨妤 我的好朋友共坐熱氣球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星辰 我的好朋友奇幻貓頭鷹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蔡仲澤 我的好朋友爸爸 東海大學附屬國小 台中中港店 

謝承淵 我的好朋友愛冒險 麥寮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稚園組 

楊翊玄 我的好朋友一隻特別的動物 好好創藝學園 桃園大有店 

張恩曦 我的好朋友大白鵝高高 福曼珊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陳音竹 我的好朋友小兔子 何嘉仁 台北南西店 

曾丞緯 我的好朋友彩色世界  高雄左營店 

謝慎皓 我的好朋友我的老爸 加昌附幼 高雄左營店 

 

2019 得獎作品之展覽領獎店別：新光三越台北南西店、台中中港店與高雄左營店，其餘分店別僅提供領獎服務。 

感謝您對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的支持，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於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撥打服務專線：0800-008-808，或 e-mail 至 culture@sk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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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我的好朋友      ． 

 佳作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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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筆劃排列 ✽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高年級組 

李昀謙 我的好朋友嚕啦啦鱷魚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李家鎧 我的好朋友一起觀天文 文昌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思嫻 我的好朋友動物太空人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林宣禹 我的好朋友採茶阿姨 認珍兒童繪畫室 台北南西店 

周姿妤 我的好朋友在夢中相遇 建功國小 台南中山店 

侯品妤 我的好朋友奇幻森林 潭子國小 台中中港店 

范鎮宇 我的好朋友五年六班同學 省三國小 台中中港店 

莊雯涵 我的好朋友一起來聊天 永康國小 台南中山店 

許琬琳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吃爌肉飯 陳老師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陳天心 我的好朋友做飯糰的好時光 大成國小 桃園大有店 

陳薆伊 我的好朋友小人國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黃言浩 我的好朋友放煙火囉 白冷國小 台中中港店 

葉亭嫻 我的好朋友一起同樂 國語實驗國小 台北南西店 

詹康緯 我的好朋友上美食節目 華盛頓國小 台中中港店 

趙芸秀 我的好朋友相約騎腳踏車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劉昕璇 我的好朋友旺旺仔 鳳西國小 高雄左營店 

劉泉豐 我的好朋友昆蟲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聶斯楷 我的好朋友一起旅行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魏佑衡 我的好朋友在太空同樂會 集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蘇敬恩 我的好朋友們與地球 新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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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妍婷 我的好朋友貓之化妝舞台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李思賢 我的好朋友莊欣嬡 麻豆國小 高雄左營店 

吳宗諺 我的好朋友恐龍 鎮昌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杜家薰 我的好朋友章魚機器 成功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子琦 我的好朋友一起玩雕刻 慈文國小 桃園大有店 

林育晟 我的好朋友們一起修理腳踏車 藝享家美術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柳翰恆 我的好朋友我的怪獸兵團 妙妙兒童畫室 台中中港店 

許沁恩 我的好朋友一起在遊樂場 福祿貝兒國小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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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組 

張云綺 我的好朋友綠色小鳥 建德國小 台北南西店 

張致甯 我的好朋友媽媽一起彈鋼琴 藝享家美術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張詠棠 我的好朋友一起吃西瓜 優活藝術學苑 高雄左營店 

張雅涵 我的好朋友小貓咪 紙飛機美術教室 台中中港店 

陳韋亘 我的好朋友航海王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楊昕妮 我的好朋友最愛吃紅豆餅 認珍兒童繪畫室 桃園大有店 

廖韋甯 我的好朋友一起做餅乾 中華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宥騫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玩掌中戲 大業國小 桃園大有店 

蔣永為 我的好朋友郊遊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蕭湘芸 我的好朋友獨角獸 秀峰國小 台北南西店 

簡嘉成 我的好朋友一起玩最愛機械獸 新興國小 台北南西店 

顏培軒 我的好朋友和老虎一起吃火鍋 大光國小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宋雨紋 我的好朋友小花貓 登發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宓帆 我的好朋友夢想鯨魚去冒險 新明國小 台北南西店 

沈琦員 我的好朋友來到蛋糕遊樂園 南美國小 台北南西店 

林芯彤 我的好朋友們一起爬樹捉迷藏 藝享家美術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林若茵 我的好朋友舞蹈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嘉琪 我的好朋友小狗 建中國小 台中中港店 

洪子芸 我的好朋友是一起玩耍的朋友 阿蓮國小 高雄左營店 

徐浩瑋 我的好朋友和我去歡樂遊樂園 北園國小 嘉義垂楊店 

莊加安 我的好朋友微笑海豚 新市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祐綱 我的好朋友恐龍世界大戰 成功國小 台北南西店 

郭子丞 我的好朋友是開心的玩伴 內壢國小 桃園大有店 

張云瀞 我的好朋友羽球 新興國際中小學 台北南西店 

張恩嘉 我的好朋友羽球第四小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彥成 我的好朋友牛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沺葳 我的好朋友是我爸爸 阿蓮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宣蓁 我的好朋友一起單車出遊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暄淇 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廟會捏麵人 仁美國小 台中中港店 

歐陽霈 我的好朋友與我的下午茶時光  台北南西店 

楊宛洳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畫圖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蔡滐洺 我的好朋友玩具 中山國小 台中中港店 

謝晴茹 我的好朋友是家人與剉冰 中路國小 高雄左營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幼稚園組 
江仕元 我的好朋友兆麒和我一起玩陀螺 小苗圃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宋苡寧 我的好朋友大象愛洗澡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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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組 

何翊廷 我的好朋友電鰻 安德生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巫昀哲 我的好朋友口琴 三愛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林沛玄 我的好朋友企鵝寶貝 瑞恩帝兒 台北南西店 

吳祐辰 我的好朋友小黑豹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莊旻珊 我的好朋友是我的鵝 美倫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許詠晴 我的好朋友是媽媽 格林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陳玄晉 我的好朋友去郊遊 台南市 YMCA 公園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陳翕筠 我的好朋友一起玩大象 Monkey Bars 小天使幼兒園 台北南西店 

陳萱語 我的好朋友是家人 馬丁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黃宥凝 我的好朋友跟我名字很像 九樓畫室 台北南西店 

廖易峰 我的好朋友是我的魚缸 永真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趙芊羽 我的好朋友歡樂彩紅斑馬 里昂畫室 台中中港店 

劉承勛 我的好朋友一起泡澡 美倫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謝亦洹 我的好朋友和弟弟一起兜風 小企鵝美術陶藝補習班 台北南西店 

謝尚霖 我的好朋友長腿哥哥 加昌附幼 高雄左營店 

魏宜萱 我的好朋友是腳踏車 瑞恩帝兒 桃園大有店 

顏子甯 我的好朋友大花貓 格林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羅尹岑 我的好朋友快樂野餐  台北南西店 

蘇琩淏 我的好朋友大猩猩愛洗澡 加吉立幼稚園 高雄左營店 

 

2019 得獎作品之展覽領獎店別：新光三越台北南西店、台中中港店與高雄左營店，其餘分店別僅提供領獎服務。 

感謝您對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的支持，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於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撥打服務專線：0800-008-808，或 e-mail 至 culture@sk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