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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歡迎來到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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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邦祁 歡迎來到小火車的世界 薇閣小學 台北南西店 

林品妤 歡迎來到恐龍樂園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陳星翰 歡迎來到我的宇宙太空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傅上豪 歡迎來到太空奇幻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歐韶恩 歡迎來到金奇炫銀文具的世界 大竹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吳芃萱 歡迎來到貓咪的世界 大港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昀謙 歡迎來到機器人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洪笙祐 歡迎來到我收藏飛機的世界 蔡文國小 高雄左營店 

徐立祥 歡迎來到未來太空的世界 南興國小 台南中山店 

廖羽柔 歡迎來到小人國的世界 陳老師美力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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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穧衡 歡迎來到歡樂恐龍的世界 球球畫室 高雄左營店 

吳睿庭 歡迎來到袋鼠樂園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李博煦 歡迎來到樂高人的世界 仁美國小 台中中港店 

陳沁愉 歡迎來到豬豬的世界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巍中 歡迎來到火熱的世界 王公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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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亘 歡迎來到天空馬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黃適軒 歡迎來到廟會的世界 大同國小 高雄左營店 

劉祐呈 歡迎來到洗車場的世界 艾的佳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魏品睿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天堂的世界 幼華幼兒園 桃園大有店 

羅承翰 歡迎來到賽車的世界 盧森堡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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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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歡迎來到___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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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柏勳 歡迎來到矮靈祭的世界 石角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宥均 歡迎來到港灣度假的世界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怡瑄 歡迎來到阿里山的世界 成功國小 台中中港店 

劉宣妤 歡迎來到森林的世界 永春國小 台北南西店 

蔡心瑀 歡迎來到旋轉木馬的世界 濱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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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昀筠 歡迎來到怪奇美食的世界 昌平國小 台北南西店 

高琮凱 歡迎來到昆蟲世界 復興國小 高雄左營店 

張惠淇 歡迎來到仙人掌狂想曲的世界 協進國小 台南中山店 

郭靖宣 歡迎來到異次原象棋的世界 文府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威凱 歡迎來到飛龍的世界 蘭廬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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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歆茹 歡迎來到 8 咘歡樂的世界 靜修國小 台中中港店 

林柏駐 歡迎來到大象的世界 合作國小 台中中港店 

詹翔宇 歡迎來到花豹的世界 中壢國小 台北南西店 

鄭亦媗 歡迎來到快樂的世界 球球畫室 高雄左營店 

賴宥蓁 歡迎來到開心的世界 瑞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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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傳恩 歡迎來到大恐龍的世界 唯藝術畫室 台北南西店 

林睿妤 歡迎來到恐龍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莊景富 歡迎來到大樓城市的世界 前金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莊勤玄 歡迎來到恐龍的世界 童年綠地幼稚園 高雄左營店 

魏旋如 歡迎來到婚禮的世界 立立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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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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光三越兒童創意繪畫比賽 得獎名單 

．競賽主題：歡迎來到___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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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亮頤 歡迎來到美好自然的世界 龍華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宥涵 歡迎來到純樸自在的世界 新莊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浩丞 歡迎來到深淵的世界 竹圍國小 高雄左營店 

王銘鶴 歡迎來到油紙傘的世界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江品螢 歡迎來到甜點的異想世界 槺榔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宥羚 歡迎來到未來科技農場的世界 光榮國小 高雄左營店 

宋秉軒 歡迎來到友善種植的世界 新莊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亮緹 歡迎來到寶石迷城的世界 南科國小 台南中山店 

林庚毅 歡迎來到貓頭鷹的世界 認珍兒童繪畫室 台北南西店 

邱俞芝 歡迎來到帝雉的世界 石角國小 台中中港店 

洪子晴 歡迎來到城市綠地的世界 油廠國小 高雄左營店 

郭彥均 歡迎來到戰爭的世界 湖南國小 台中中港店 

曾羽岑 歡迎來到小青蛙的世界 認珍兒童繪畫室 台北南西店 

曾梓晴 歡迎來到樹中的世界 和美國小 台中中港店 

黃韋翰 歡迎來到動畫的世界 賢北國小 高雄左營店 

黃榆涵 歡迎來到貓咪的世界 慈濟國小 高雄左營店 

楊博鈞 歡迎來到海洋公園的世界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劉沛鑫 歡迎來到喜樂原住民的世界 新上國小 高雄左營店 

蔡濰安 歡迎來到叢林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賴妍心 歡迎來到廟口的世界 土牛國小 台中中港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中年級組 

王志栩 歡迎來到帝雉的世界 石角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宇昕 歡迎來到奇幻海洋的世界 桃子腳小學 台北南西店 

吳秉修 歡迎來到機器王國的世界 球球畫室 高雄左營店 

杜明翰 歡迎來到雞的世界 長春國小 台北南西店 

邱暐茜 歡迎來到神明的世界 陳老師美力畫室 台中中港店 

柯聿軒 歡迎來到花園甜點的世界 敦化國小 台北南西店 

柳翰恆 歡迎來到怪獸的世界 饒明國小 台中中港店 

范又升 歡迎來到夢想的世界 忠福國小 桃園大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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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組 

徐妃君 歡迎來到長髮公主的世界 億載國小 台南中山店 

陳忻愛 歡迎來到幻燈節的世界 崇文國小 嘉義垂楊店 

陳品萱 歡迎來到天馬的世界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陳宥汝 歡迎來到原住民豐年祭的世界 湖東國小 台中中港店 

曾鳳書 歡迎來到海底龍宮的世界 順天國小 台中中港店 

楊宗翰 歡迎來到未來的世界 道東畫室 台中中港店 

楊宜璇 歡迎來到冰雪王國的世界 文元國小 台南中山店 

楊逸宸 歡迎來到台北市街角之真實日常的世界 士東國小 台北南西店 

賴昱翔 歡迎來到外星昆蟲的世界 新竹國小 台中中港店 

賴鄯竹 歡迎來到南極企鵝的世界 陳老師美力畫室 台中中港店 

鍾勝崴 歡迎來到西瓜溫泉的世界 立人國小 台南中山店 

簡冠禾 歡迎來到古早味的世界 田心國小 桃園大有店 

 
組別 姓名 畫題 學校名稱 領獎展覽店別 

低年級組 

王昱雯 歡迎來到佛菩薩的世界 豐田國小 台中中港店 

王柏翰 歡迎來到老虎的世界 六寶國小 台中中港店 

朱璟嫙 歡迎來到黑面琵鷺的世界 大河畫室 台北南西店 

吳俊諺 歡迎來到巨人的世界 清水國小 台中中港店 

吳禹葳 歡迎來到斑馬的世界 長春國小 台北南西店 

呂世辰 歡迎來到飛行的世界 永芳國小 高雄左營店 

李捷安 歡迎來到飛天馬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林正鑫 歡迎來到夢境中探險的世界 志航國小 高雄左營店 

施沛瑩 歡迎來到游泳的世界 彩韻工作室 高雄左營店 

張語芩 歡迎來到森林纜車的世界 七堵國小 台北南西店 

許子揚 歡迎來到昆蟲王國的世界 南大附小 高雄左營店 

郭子莛 歡迎來到我腦中的世界 中正國小 高雄左營店 

陳采渼 歡迎來到梅花鹿的世界 濱江國小 台北南西店 

陳思嘉 歡迎來到紅鶴的世界 蜻蜓畫室 台北南西店 

陳啟翔 歡迎來到我喜歡在海洋的世界 民生國小 高雄左營店 

傅裕家 歡迎來到太空的世界 厚德國小 台北南西店 

黃哲賦 歡迎來到顛倒的世界 陳老師美力畫室 台中中港店 

黃紫葳 歡迎來到美人魚的世界 祥和國小 嘉義垂楊店 

劉沛絜 歡迎來到肚皮舞的世界 南陽國小 台中中港店 

蔡弈箴 歡迎來到地底迷宮的世界 文心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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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紫芸 歡迎來到海洋的世界 弘光附設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吳卉喬 歡迎來到長髮公主的世界 清水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呂煥煬 歡迎來到獨角仙的世界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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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組 

呂灝廷 歡迎來到孔雀樂園的世界 崇學附設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巫昀哲 歡迎來到原住民的世界 三愛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李禹箴 歡迎來到美人魚的世界 蘭廬畫室 台北南西店 

林千玉 歡迎來到薩爾達傳說的世界 米羅幼兒園 嘉義垂楊店 

林柏宏 歡迎來到彩虹的世界 真善美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施承翰 歡迎來到奇幻動物的世界 上石附幼 台中中港店 

郭 悅 歡迎來到我的世界 九樓畫室 台北南西店 

陳彤恩 歡迎來到斑馬的世界 前金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陳沛妤 歡迎來到噴火龍的世界 永真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陳星辰 歡迎來到可愛貓貓的世界 小企鵝美術陶藝班 台北南西店 

黃令葳 歡迎來到小菩薩的世界 來來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黃品樺 歡迎來到普悠瑪的世界 恩佑幼稚園 台北南西店 

黃棋筠 歡迎來到玩耍的世界 安心幼兒園 台中中港店 

蒲詠沂 歡迎來到昆蟲王國的世界 葳格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趙廷恩 歡迎來到火車之旅的世界 耕心園幼稚園 台中中港店 

賴郁昕 歡迎來到螞蟻的世界 寶仁幼兒園 台南中山店 

薛同亨 歡迎來到賽車的世界 盧森堡幼兒園 高雄左營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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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