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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i，本名謝昊霓 ，從小在日本出生，熱愛電玩與動漫，對動漫與遊戲產業有深入的研究

, 曾經在美國任天堂公司擔任設計師，也在其他公司擔任過創意總監與遊戲制作人。善於

卡通人物設計丶電腦繪圖 丶2D動畫丶多媒體丶作曲丶故事撰寫，是一位全方位的創作人

。出版過「我在任天堂的日子」圖文書丶「尼婭之歌」心靈小說和音樂專輯丶以及 「全民

瘋抓寶@錢進寶可夢商機」暢銷商業書。

目前是廈門向戟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設計總監與聯合創始人，也在甲尚科技擔任2D動畫講

師。除了發展卡通系列「九型小巴弟」丶「開運小福」丶「普爾這一家」，「12型雪逗人

」，也在各大院校教授2D動畫丶Line動態貼圖、卡通人物設計丶動態簡報丶內容行銷。

《經歷》

‧   廈門向戟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 聯合創始人

‧   甲尚科技股份公司 2D動畫講師

‧   NiNi角色行銷工作室 創意總監/顧問

‧   圖文作家 ＆ 創作人

‧   尼婭文創協會 理事長

‧   享玩遊戲公司 遊戲制作人

‧    IAG 國際音響集團（深圳） 創意總監

‧   美國任天堂分公司 資深設計師

《學歷》

 ‧   美國普林頓大學藝術學 博士

 ‧   美國普林頓大學藝術學 碩士

 ‧   美國華盛頓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學士

 ‧   西雅圖藝術學院 動畫/多媒體 副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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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婭之歌心靈音樂劇－大型公演

大陸新浪遊戲報導

民視第九堂課電視專訪

魅力雜誌人物專訪

《專長/教學領域》

 ‧   卡通角色企劃與設計

 ‧   2D動畫制作

 ‧   動態簡報制作

 ‧   多媒體設計

 ‧   數位內容行銷

 ‧   角色經濟與角色行銷

 ‧   精通中文、英文、日文

《出版書籍／專輯》

 ‧   全民瘋抓寶@錢進寶可夢商機 2016 10月

 ‧   尼婭之歌第一樂章 醒覺 2012 6月

 ‧   聽見尼婭之歌 小說原聲帶 2012 6月

 ‧   我在任天堂的日子 2011 6月

《受訪經歷》

 ‧   民視第九堂課電視專訪

 ‧  人間心燈電視專訪

 ‧   魅力雜志專訪

 ‧   旅人志專訪

 ‧   新浪遊戲專訪

 ‧   各大廣播專訪

 《教學/演講 經歷》

 ‧   淡江大學

 ‧   明道中學

 ‧   大同大學

 ‧   實踐大學

 ‧   台南藝術大學

 ‧   亞洲大學

 ‧   長榮大學

 ‧   雲林科技大學

 ‧   新竹縣政府

 ‧   萬能科技大學

 ‧   台北商業大學

 ‧   屏東縣政府 

 ‧台北藝術大學

 ‧台中科技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致理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政治大學



LINE動態貼圖課程

想要引爆的話題風潮，創造屬於自
己的動態貼圖嗎？

本課程經透過簡潔有力的流程設計，帶領學

員發想貼圖企劃、創造角色，學習簡單上手

的動畫軟體 Crazytalk Animaor 3，以及貼圖

的後制以及上架流程。課程結束後，你就能

擁有屬於自己的動態貼圖！

用貼圖創造第二份收入！

「貼圖」是進入角色產業的第一步，不

但有機會推廣角色，也有機會賺取被動

收入。一起來把你的創意商品化吧！

學習最簡單的動畫軟體Crazytalk Animator 3，
輕鬆做 Line動態貼圖！

市場思維：著重角色內容行銷思維，教你「洞
悉市場，成功打造吸睛角色與貼圖」。

實作課程：介紹各式角色設計工具、應用方法
，完成想像力豐富的角色設定！

學習目標

想創造自己的角色，發展角色事業的人

想把自己的創作變成動態貼圖的創作人

想製作貼圖販賣，創造被動收入的人

想接案做貼圖，賺取第二份收入的人

適合對象



新媒體短動畫課程

在網路時代用影片來做行銷推廣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動畫又是非常吸引人的影片
媒介。相信每個人都認同卡通人物和動畫影片的魔力，只是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做動畫太
難，自己一定做不到。

本課程教你使用簡單上手的動畫軟體 Crazytalk Animaor 3，即時你不會畫圖，也沒有任何
製作動畫的經驗也能輕鬆做動畫！經透過簡潔有力的流程設計，帶領學員發想題材、創
造角色，完成想像力豐富的2D動畫，課程結束後，你就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動畫作品！

如果你想要學會製作吸睛的動畫影片、學習一技之長，甚至未來可以接案賺外快，這個
課程將會是最快的捷徑！

動畫影片的使用很廣泛，不論你是要提

升銷售業績、分享產品、推廣理念、教

育受眾、動畫影片一定都會為你加分！

銷售影片：行銷與推廣產品或服務

形象影片：提升公司或個人品牌形象

Demo 影片：產品的 Demo 展示或介紹

教育影片：知識傳遞與觀念宣導都可以使用

能整合創意，發想腳本，提供有感染力的動畫

內容

學習完整的動畫製作流程

能獨立製作動畫短片，有基本的接案能力

學習目標

行銷企劃：運用短動畫推廣品牌，增加粉絲黏
著度。

SOHO工作者，想提升專業、增加接案收入

創作人：想讓自己的作品變成動畫，發展角色
產業

網紅：想為自己關心的議題發聲，你就是自媒
體

適合對象



卡通動畫簡報課程

一般的簡報太平凡、加上活潑生動角色和圖案最吸睛！

人對於圖像的反應優於文字，對影片的反應又更優於圖像，如果能夠將資訊化繁為簡成
圖像形式，再加上活潑的動態效果，絕對會讓你的簡報非常吸睛！

本課程除了一般的簡報動畫之外，還會教你使用最簡單的動畫軟體Crazytalk Animator 3， 
讓你快速讓角色動起來並且開口說話，還可以加上道具、場景與特效，讓你的簡報脫穎
而出！！ 不論你要提案、專題報告、演講、發表產品，學會製作卡通動態簡報絕對讓你
成為現場的主角！

卡通動畫簡報讓你成為全場的
焦點！

動畫是非常吸睛的一個媒介，不論是大

人或是小孩，看到動畫通常都會被吸引

， 如果在簡報中加入各種活潑的動態圖

案以及卡通人物，就可以讓普通的簡報

變成超吸睛的卡通動畫簡報！

學使用簡單上手的動畫軟體後可以輸出許多角
色、道具與特效來美化你的簡報，擁有自己的
動畫素材庫！

用自己的照片做角色，讓自己成為簡報的主角

你知道用簡報軟體也可以做動畫影片嗎？教你
如何把簡報變成吸睛的動畫影片

課程特色

教育工作者：演講、課程、教育訓練 

學生：動態履歷、專題報告 

行銷企劃人員：提案、創意展現 

創業者/ 中小企業主：產品展演、品牌推廣、
公司業務簡報、導覽簡報、旅遊規劃簡報

適合對象



兒童動畫工作坊

只要選對工具，小朋友也可以製作動畫！從小培養
「說故事」與「導演」的能力！

小朋友有非常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學習動畫可以培養想象力、創造力、美感、視覺
藝術以及說故事的能力。Crazytalk Animator 是一個簡單上手的動畫軟體，只要有基本的
電腦操作能力就可以學習，讓未來的小動畫導演們可以在歡樂中學習成長！

學習動畫可以訓練多項能力！
動畫是非常多元的數位媒體，在製作

過程中會接觸繪圖、腳本、分鏡、音

樂\音效、錄音、動畫製作等各種不同

的領域，培養各種不同的能力！

學習簡單上手的動畫軟體Crazytalk Animator 3, 
讓小朋友繪製的角色動起來！

用自己的照片做角色，讓自己成為簡報的主角！

學習說故事的能力，把頭腦中的故事用動畫表現

學習完整的的動畫製作流程，讓小朋友對於動畫
製作有基本的概念

課程特色

想要學習動畫的小朋友

喜歡塗鴉、畫圖的小朋友

喜歡說故事的小朋友

適合對象



CRAZYTALK ANIMATOR 3 

唯一授權中文動畫入門教學影片

CrazyTalk Animator 3 是一個簡單上手的2D動畫軟體，入門教學影片

為你提供了完整的功能解說課程，透過我精心規劃的系統式教學逐步

養成，精選出初學者不可不知的學習重點，輕鬆幫助你突破學習的瓶

頸!

教學影片共分 9 個章節，總長近 6 個小時，包含「基礎養成」與「

專案製作」課程，內容附贈所有教學素材，「不只聽懂，跟著做學最

快！」讓你在電腦前輕鬆學習。

用Crazytalk Animator3 製作
Line動態貼圖的書籍即將出版！

我的第四本書是軟體的工具書， 書中包含貼圖平台介紹

、貼圖企劃、角色企劃、軟體操作、貼圖後制與上架整

套流程的詳細教學。



  網站：www.niniart.com

  電子郵件：

  ninichan@gmail.com

  912977719@qq.com

  電話：  +886 0963-381910（台灣）

  Line ID :ninichan

  微信ID：ninit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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