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小畫家藝術紮根列車再啟動 開進南橫西端 

近六百位小畫家齊聚塗鴉 

 

由財團法人王源林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的「我是小畫家~兒童寫生比賽」，今年

已經堂堂邁入第四年。2019 年藝術紮根列車，擴大開進高雄市南橫西端的所有

小學，凡就讀南橫西端之公私立國小在籍學生皆可參加。包括：桃源、六龜、旗

山、美濃、甲仙、內門、杉林、那瑪夏、茂林等地區。 

 

2019 年的我是小畫家活動，劃分桃源和旗山等兩區分別舉辦，六龜桃源地區國

小於 108 年 5 月 25 日在高雄市寶來國小舉辦。旗山、美濃、甲仙、內門、杉林、

那瑪夏、茂林地區國小，則在 108 年 6 月 1 日於高雄市旗山國小舉辦 

 

比賽組別共有幼稚園幼兒組、國小低、中、高年級等四組，在高雄市南橫西端的

國小學童熱烈報名參與下，共有五百八十五位小畫家參與今年的活動。 

 

為偏鄉小孩或觸動或開起美術寫生概念，紮根小孩藝術領域，一直是財團法人王

源林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核心目標之一。活動一開始就先安排「繪畫欣賞」課程，

周邊還有魔術表演、造型氣球 DIY、扯鈴體驗教學等活動。中午還安排小畫家們

品嚐麥當勞午餐。 

 

基金會還贈送每位來參賽的小畫家一塊 4 開畫版和 36 色粉蠟筆。表現優異的小

畫家，還有獎金和獎狀。 

 

「2019 我是小畫家 兒童寫生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桃源地區】 

 【桃源地區。幼兒組成績】  

評審成績 就讀學校 姓名 

特優 寶來國小 江家祥 



特優 寶來國小 潘星任 

優等 寶來國小 楊千樂 

優等 寶來國小 吳瑜盈 

優等 建山國小 金玟玲 

佳作 荖濃國小 林曜敔 

佳作 興中國小 柯優闊 

佳作 興中國小 柯優展 

佳作 建山國小 張有璇 

佳作 建山國小 陳凱嘉 

入選 荖濃國小 劉欣瑩 

入選 桃源國小 謝睿庭 

入選 寶來國小 金楷芸 

入選 興中國小 郭又勝 

入選 興中國小 田語欣 

【桃源地區。國小低年級組成績】 

評審成績 就讀學校 姓名 

特優 建山國小 謝丞宥 

特優 樟山國小 謝淯丞 

特優 樟山國小 謝綺恩 

特優 興中國小 郭宥汝 

優等 寶山國小 哈利路‧塔吉斯巴那嗯 

優等 新發國小 劉玥玲 

優等 興中國小 高妤婷 

優等 興中國小 李芸蓁 

優等 興中國小 洪布妮 

佳作 荖濃國小 陳宥蓁 

佳作 桃源國小 杜妘恩 

佳作 桃源國小 顏澎馨 

佳作 興中國小 簡勁喆 

佳作 興中國小 范阿布思 

佳作 興中國小 謝翊君 

佳作 興中國小 柯優助 

佳作 建山國小 謝佳芯 

佳作 建山國小 金維恩 

佳作 六龜國小 簡瑞融 



入選 寶來國小 楊曜綸 

入選 寶來國小 李欣妮 

入選 荖濃國小 陳喨妍 

入選 荖濃國小 劉楚瑜 

入選 樟山國小 吳苡晨 

入選 桃源國小 池冠佑 

入選 桃源國小 曾嘉俊 

入選 興中國小 洪妤喬 

入選 興中國小 洪伊鈽 

入選 建山國小 高千惠 

【桃源地區。國小中年級組成績】 

評審成績 就讀學校 姓名 

特優 桃源國小 吳諼 

特優 新發國小 王家溱 

特優 建山國小 謝佩芯 

優等 新威國小 張芮綺 

優等 寶山國小 溫 諦 

優等 興中國小 顏巧君 

優等 興中國小 廖婉菲 

優等 建山國小 陳凱鑫 

佳作 寶來國小 潘又玲 

佳作 寶來國小 徐薔汧 

佳作 樟山國小 吳苡安 

佳作 樟山國小 高梅美 

佳作 樟山國小 柯薾媛 

佳作 樟山國小 張潔語 

佳作 桃源國小 高晨曦 

佳作 桃源國小 高孟軒 

佳作 興中國小 高妤恩 

佳作 興中國小 郭鴻儒 

入選 寶來國小 趙芃宣 

入選 寶來國小 呂柏賢 

入選 寶來國小 徐薔京 

入選 寶來國小 潘湘沂 

入選 樟山國小 謝若涵 



入選 樟山國小 謝蕙柔 

入選 桃源國小 王子晴 

入選 興中國小 謝聖安 

入選 建山國小 林芮雅 

入選 建山國小 陳宇恆 

【桃源地區。國小高年級組成績】 

評審成績 就讀學校 姓名 

特優 樟山國小 高儀歆 

特優 新發國小 朱又子 

特優 新發國小 張韻函 

優等 寶來國小 鄧潔歆 

優等 新發國小 李沛恩 

優等 新發國小 曾宜婷 

優等 新發國小 潘立君 

優等 新發國小 洪佳欣 

佳作 寶來國小 詹福佑 

佳作 寶來國小 陳劭宜 

佳作 荖濃國小 潘茹玥 

佳作 桃源國小 李恩慧 

佳作 建山國小 陳松宏 

入選 寶來國小 李芷涵 

入選 寶來國小 徐薔姍 

入選 荖濃國小 陳碧珠 

入選 荖濃國小 劉佳欣 

入選 桃源國小 曾羽希 

入選 桃源國小 顏汶琦 

入選 桃源國小 顏佳恩 

入選 桃源國小 陳聖豪 

入選 桃源國小 曾嘉誠 

入選 建山國小 陳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