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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i，本名谢昊霓 ，从小在日本出生，热爱电玩与动漫，对动漫与游戏产业有深入的研究

, 曾经在美国任天堂公司担任设计师，也在其他公司担任过创意总监与游戏制作人。善於卡

通人物设计丶电脑绘图 丶2D动画丶多媒体丶作曲丶故事撰写，是一位全方位的创作人。

出版过「我在任天堂的日子」图文书丶「尼娅之歌」心灵小说和音乐专辑丶以及 「全民疯

抓宝@钱进宝可梦商机」畅销商业书。

目前是厦门向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与联合创始人，也在甲尚科技担任2D动画讲

师。除了发展卡通系列「九型小巴弟」丶「开运小福」丶「普尔这一家」，「12型雪逗人

」，也在各大院校教授2D动画丶Line动态贴图丶卡通人物设计丶动态简报丶内容行销。

《经历》

·  厦门向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 联合创始人

·   甲尚科技股份公司 2D动画讲师

·   NiNi角色行销工作室 创意总监/顾问

·   图文作家 ＆ 创作人

·   尼娅文创协会 理事长

·   享玩游戏公司 游戏制作人

·    IAG 国际音响集团（深圳） 创意总监

·   美国任天堂分公司 资深设计师

《学历》

 ·   美国普林顿大学艺术学 博士

 ·   美国普林顿大学艺术学 硕士

 ·   美国华盛顿大学视觉艺术学系 学士

 ·   西雅图艺术学院 动画/多媒体 副学士

出版書籍／音樂專輯

謝昊霓  NiNi  

網站：www.niniart.com

荣获台湾金石堂书局

畅销排行榜第一名



尼娅之歌心灵音乐剧－大型公演

大陆新浪游戏报导

民视第九堂课电视专访

魅力杂志人物专访

《专长/教学领域》

 ·   卡通角色企划与设计

 ·   2D动画制作

 ·   动态简报制作

 ·   多媒体设计

 ·   数位内容行销

 ·   角色经济与角色行销

 ·   精通中文丶英文丶日文

《出版书籍／专辑》

 ·   全民疯抓宝@钱进宝可梦商机 2016 10月

 ·   尼娅之歌第一乐章 醒觉 2012 6月

 ·   听见尼娅之歌 小说原声带 2012 6月

 ·   我在任天堂的日子 2011 6月

《受访经历》

 ·  民视第九堂课电视专访

 ·  人间心灯电视专访

 ·   魅力杂志专访

 ·   旅人志专访

 ·   新浪游戏专访

 ·   各大广播专访

 《教学/演讲 经历》

 ·   淡江大学

 ·   明道中学

 ·   大同大学

 ·   实践大学

 ·   台南艺术大学

 ·   亚洲大学

 ·   长荣大学

 ·   云林科技大学

 ·   新竹县政府

 ·   万能科技大学

 ·   台北商业大学

 ·   屏东县政府 

 ·台北艺术大学

 ·台中科技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嘉南药理大学

 ·树德科技大学

 ·正修科技大学

 ·辅仁大学

 ·东南科技大学

 ·致理科技大学

 ·华夏科技大学

 ·岭东科技大学

 ·政治大学



动态表情包制作课程

想要引爆的话题风潮，创造属於自
己的动态表情包吗？

本课程经透过简洁有力的流程设计，带领学

员发想表情包企划丶创造角色，学习简单上

手的动画软体 Crazytalk Animaor 3，以

及表情包的後制以及上架流程。课程结束後

，你就能拥有属於自己的动态表情包！

从表情进入角色产业！

「表情包」是进入角色产业的第一步，

不但有机会推广角色，也有机会赚取被

动收入。一起来把你的创意商品化吧！

学习最简单的动画软体Crazytalk Animator 

3，轻松做 Line动态贴图！

市场思维：着重角色内容行销思维，教你「洞

悉市场，成功打造吸睛角色与贴图」。

实作课程：介绍各式角色设计工具丶应用方法

，完成想像力丰富的角色设定！

学习目标

想创造自己的角色，发展角色事业的人

想把自己的创作变成动态贴图的创作人

想制作贴图贩卖，创造被动收入的人

想接案做贴图，赚取第二份收入的人

适合对象



新媒体短动画课程

在网路时代用影片来做行销推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动画又是非常吸引人的影片
媒介。相信每个人都认同卡通人物和动画影片的魔力，只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做动画太
难，自己一定做不到。

本课程教你使用简单上手的动画软体 Crazytalk Animaor 3，即时你不会画图，也没
有任何制作动画的经验也能轻松做动画！经透过简洁有力的流程设计，带领学员发想题
材丶创造角色，完成想像力丰富的2D动画，课程结束後，你就能拥有属於自己的动画作
品！

如果你想要学会制作吸睛的动画影片丶学习一技之长，甚至未来可以接案赚外快，这个
课程将会是最快的捷径！

動画影片的使用很广泛，不论你是要提

升销售业绩丶分享产品丶推广理念丶教

育受众丶动画影片一定都会为你加分！

销售影片：行销与推广产品或服务

形象影片：提升公司或个人品牌形象

Demo 影片：产品的 Demo 展示或介绍

教育影片：知识传递与观念宣导都可以使用

能整合创意，发想脚本，提供有感染力的动画

内容

学习完整的动画制作流程

能独立制作动画短片，有基本的接案能力

学习目标

行销企划：运用短动画推广品牌，增加粉丝黏

着度。

SOHO工作者，想提升专业丶增加接案收入

创作人：想让自己的作品变成动画，发展角色

产业

网红：为自己关心的议题发声，你就是自媒体

适合对象



卡通动画简报课程

一般的简报太平凡丶加上活泼生动角色和图案最吸睛！

人对於图像的反应优於文字，对影片的反应又更优於图像，如果能够将资讯化繁为简成
图像形式，再加上活泼的动态效果，绝对会让你的简报非常吸睛！

本课程除了一般的简报动画之外，还会教你使用最简单的动画软体Crazytalk Anima-
tor 3， 让你快速让角色动起来并且开口说话，还可以加上道具丶场景与特效，让你的简
报脱颖而出！！ 不论你要提案丶专题报告丶演讲丶发表产品，学会制作卡通动态简报绝
对让你成为现场的主角！

卡通动画简报让你成为全场的
焦点！

动画是非常吸睛的一个媒介，不论是大
人或是小孩，看到动画通常都会被吸引
， 如果在简报中加入各种活泼的动态图
案以及卡通人物，就可以让普通的简报
变成超吸睛的卡通动画简报！

学使用简单上手的动画软体後可以输出许多角

色丶道具与特效来美化你的简报，拥有自己的

动画素材库！

用自己的照片做角色，让自己成为简报的主角

你知道用简报软体也可以做动画影片吗？教你

如何把简报变成吸睛的动画影片

学习目标

教育工作者：演讲丶课程丶教育训练 

学生：动态履历丶专题报告 

行销企划人员：提案丶创意展现 

创业者/ 中小企业主：产品展演丶品牌推广丶

公司业务简报丶导览简报丶旅游规划简报

适合对象



儿童动画工作坊

只要选对工具，小朋友也可以制作动画！从小培养
「说故事」与「导演」的能力！

小朋友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习动画可以培养想象力丶创造力丶美感丶视觉
艺术以及说故事的能力。Crazytalk Animator 是一个简单上手的动画软体，只要有基
本的电脑操作能力就可以学习，让未来的小动画导演们可以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学习动画可以训练多项能力！

动画是非常多元的数位媒体，在制作
过程中会接触绘图丶脚本丶分镜丶音
乐\音效丶录音丶动画制作等各种不同
的领域，培养各种不同的能力！

学习简单上手的动画软体Crazytalk Animator 

3, 让小朋友绘制的角色动起来！

用自己的照片做角色，让自己成为简报的主角！

学习说故事的能力，把头脑中的故事用动画表现

学习完整的的动画制作流程，让小朋友对於动画

制作有基本的概念

课程特色

想要学习动画的小朋友

喜欢涂鸦丶画图的小朋友

喜欢说故事的小朋友

适合对象



CRAZYTALK ANIMATOR 3 
唯一授权中文动画入门教学影片

CrazyTalk Animator 3 是一个简单上手的2D动画软体，入门教
学影片为你提供了完整的功能解说课程，透过我精心规划的系统式教
学逐步养成，精选出初学者不可不知的学习重点，轻松帮助你突破学
习的瓶颈!

教学影片共分 9 个章节，总长近 6 个小时，包含「基础养成」与「
专案制作」课程，内容附赠所有教学素材，「不只听懂，跟着做学最
快！」让你在电脑前轻松学习。

用Crazytalk Animator3 制作

Line动态贴图的书籍即将出版！

我的第四本书是软体的工具书， 书中包含贴图平台介绍
丶贴图企划丶角色企划丶软体操作丶贴图後制与上架整
套流程的详细教学。



  網站：www.niniart.com

  電子郵件：

  912977719@qq.com

  ninichan@gmail.com

  電話：  +886 0963-381910（台灣）

  Line ID : ninichan

  微信ID：ninit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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