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世界 看見自己
共創兒童新視界
插圖取自《Piropiro》

「信誼兒童動畫獎」自 2009 年創設以來，今年已進入第十三屆，2021 年我們收

特別是國小為了防疫而停課，對於需要團隊合作拍攝的動畫是一大考驗，謝謝仍然

到參賽作品 1,335 件，包括來自 88 個不同國家的 1,201 件作品和臺灣創作者的作

堅持創作的小導演，以及一路陪伴打氣的老師、家長。今年的 126 部兒童作品，議

品 134 件。2019 年增設的小學兒童創作組共收到 126 件作品。在這兒，我們要特別

題選材十分豐富，媒材風格更是多元，除了偶爾有畫面動態不流暢，或是口白平板

感謝參加信誼兒童動畫徵獎的大小朋友們，認真的創作、熱情的參與，也恭喜得獎

直述外，從孩子的視角所呈現的世界，洋溢著孩子的拙趣，和他們對於生活的所思

人和所有的入圍者。

所感，帶給觀看者滿滿的驚喜和感動。

自 2014 年專業組增設國際獎項以來，今年是我們首次將國際組與臺灣組合併徵

幾屆徵獎下來，我們看見孩子從生活取材，捕捉「有感覺」的片段，特別是今年

獎、評審，競爭可以說相當激烈。專業組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品，是大千世界的

的作品非常具有「時代性」，我們收到多部作品是描寫防疫生活，述說屬於這個世

立即縮影，呈現了當下的社會動態和多元文化樣貌。我們發現，國際動畫從議題深

代的共同回憶，從他們的口中說來都多了幾分天真的童趣。動畫幕後還有不少動人

度、敘事開展、媒材與造型運用皆令人驚艷。臺灣本土創作者作品則用心挖掘在地

故事，有動畫老師在防疫期間透過線上教學，讓孩子在家中分頭創作片段再結合成

的故事，動畫技術也日趨成熟，但在議題深度上仍有待加強。在合併組別之後，除

完整作品；也有教師在開學後帶著孩子復拍動畫，努力趕上投件截止的最後一刻；

了持續頒發國際獎項之外，我們仍特別設立了「臺灣特別獎」，藉以鼓勵、培養臺

多間國小是持續參賽，儼然將信誼兒童動畫獎徵件視為年度必修課，努力不懈。動

灣動畫人才站上世界的舞台。

畫拍攝雖然辛苦，但看著孩子從動畫創作中了解自己、增進團隊合作經驗、提升解

「兒童本位」是「信誼兒童動畫獎」的核心價值，以兒童為受眾的作品，內容自
然要能吸引兒童觀看，觸動兒童的心弦，方能與兒童展開對話。雖然在社會的更迭

決問題能力以及探索創作樂趣，帶給孩子成就感和課業之外的另一種肯定，正是老
師們能堅持下去的動力，我們要為老師們用力鼓掌！

變化下，兒童的生活環境充斥著生態危機、情緒困擾及社群衝突等挑戰，相對的，

信誼基金會四十多年來，致力推廣兒童教育，以提升兒童教育品質為職志。走過

動畫內容所反映之議題也日漸複雜。面對視聽環境的轉變，信誼始終在秉持「兒童

十三年的「信誼兒童動畫獎」，願意持續作為支持國際交流、鼓勵動畫創作和提升

本位」的前提下，評選出呼應世界脈動、兼具教育與藝術能量的優秀動畫。今年評

兒童教育的平台。不只讓兒童有好的動畫作品，更要培育影像的種子在全臺各地萌

選出的國際獲獎作品雖觸及社會及環境議題，但是透過角色及音像的設計，巧妙地

芽茁壯，讓動畫成為孩子全新的表現舞台。信誼並將透過動畫放映交流、分享教學

轉化故事氛圍，以滋潤兒童心靈、啟發兒童思考，給予他們省思、蛻變和成長的勇

資源等行動，培養動畫人才和培育動畫師資，落實影像教育向下扎根，陪伴大小創

氣。臺灣獲獎作品從生活經驗出發，描繪祖孫互動和童年回憶而獲得評審青睞。我

作者、推廣者、教師繼續前行，期許兒童動畫能發揮更深厚的影響力，帶領孩子發

們期待臺灣創作者在探索作品的在地獨特性的路上，能不斷探索、開拓新的可能，

現世界，也看見自己。

並且重視兒童的教育與觀看感受，攜手創造臺灣兒童動畫的未來。
2019 年新設立的兒童創作徵獎，連續三年收到來自全臺兒童的創作，也包含臺
東、花蓮、金門等偏遠學校的作品。這一屆兒童組徵獎受到疫情影響，幾經波折，

信誼基金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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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得獎作品賞析

首獎

《Mum is pouring rain》法國導演｜ Hugo de Faucompret
評審的話｜石昌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教授

專業組
今年的兒童動畫短片首獎《Mum is pouring rain》，以設色鮮明、美感出眾的手繪風格，述說

首獎

了一則日常與奇幻的親情旅程。故事難得之處，是本片以難以啟口的社會與家庭議題為背景，

Mum is pouring rain

透過單親扶養的主人翁珍娜，被媽媽送往鄉下與
阿嬤同住，而展開的種種轉折為故事主幹。其中，

佳作
Kiko and the Animals
Lifeblood

臺灣特別獎
這個比較甜
This one is sweeter

special mention
A Stone in the Shoe
Piropiro
Only A Child
Patouille and
the parachute seeds
蟲戲 The Frolic

除了描寫珍娜對於媽媽和阿嬤的負面情緒與正面
信誼基金會張杏如董事長（中）、廖瑞文營運長（左）
與決審委員合影，由右至左︰
林豊洋｜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講師

轉變，也安排了珍娜與遊民般的陌生人大腳叔叔
的驚奇相識與友誼，增添了不少屬於兒童看世界

王世偉｜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

的有趣觀點與奇幻情節。是一部故事結構扎實，

石昌杰｜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教授

人物角色有趣，兼顧日常細節和奇幻元素的優秀

陳韻文｜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協同主持人
王才婷｜信誼基金會幼教產品部總編輯

作品。眾所周知，時代與環境日益複雜，對於人
格發展中的孩童，如何面對離異家庭中的親子關

評審團總評：石昌杰 本屆專業組決審主委

係與成長，可以說是一大挑戰。本片看似輕鬆駕

本屆克服了評選的分歧，在幾經論證後，評審們都同意，

馭了嚴肅議題，實屬用心難得的成果！值得推薦。

兒童動畫的藝術創意與教育寓意，絕對是並行不悖的。此
外，隨著情緒困擾或社會衝突增溫的世代來臨，能夠勇
敢、真誠，企圖將嫌惡、憤怒、哀傷等情感，梳理與融入
故事情節的作品，受到本屆評審青睞。更值得一提的是，
幾部不以主流故事、娛樂為導向的短片脫穎而出，以人文
情懷和環境議論出發，佐以精彩視覺呈現，讓影片質地與
意涵熠熠生輝，更有統合童趣畫面與精彩聲音設計，引領
觀眾進入臺灣田園童年記憶的優秀作品。
本土動畫雖不乏亮眼之作，但對照質量俱增的國際動畫，
近年入圍與得獎的影片型態，似乎呈現一種固定「承襲」
的樣貌，如何透過影音敘事手法，或是藝術的轉化和隱
喻，把直觀、個殊化的經驗，拉升到普世價值，連結更廣
大的閱聽眾，根基本土，放眼國際，值得臺灣兒童動畫的
創作者一起來深思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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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得獎作品賞析

佳作

《Lifeblood》澳洲導演｜ Nicholas Tory
評審的話｜林豊洋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講師

我們都知道，人類文明的起源基本上都是以河流及其流域開始發展，作者藉由澳洲原住民部
落所在地只有雨季跟乾旱交替的循環現象，在這氣候極端的環境之下，各物種依然能找到自
己存活下來的方法以及人類得以生存的進化，其實是生機盎然的。
片名《Lifeblood》即血脈之意，我個人有兩種詮釋：第一是跟隨季節交替而漲落的達令河，
孕育生命、帶來水源，成為這塊土地的命脈；第二則是原住民的習俗、信仰等等，文化的脈
絡，透過祖先一代一代的傳下。動機是希望提升觀眾對於這個區域的意識，提醒澳洲人不要
忘本，當然還有點出全球暖化的惡化，呼籲大家保護地球。這部動畫得到佳作最大理由是，
整片 95% 幾乎是實拍後，寫實、擬真成動畫加上 5% 的抽象轉場，多種媒材的動畫手法劃分
了過去與現在，雖然動畫的部分較沒有故事的成分，比較像是紀錄片的形式，不過以近年來
全球環境變遷使得氣候條件更加惡劣，用動畫表現呼籲大家保護地球，真是難得的一部動畫
作品足以做為參考。

佳作 《Kiko and the Animals》法國導演｜ Yawen Zheng
評審的話｜王才婷 信誼基金會幼教產品部總編輯
菜園散步的鴨鵝、緩緩推土的甲蟲、四處啄食的母雞、打著哈欠的老狗，動物平靜悠然的生
活被 KIKO 這個淘氣的小男孩打破。他四處搗亂、捉弄動物來展現自己的強大。動物不甘被欺
負，挺身抗議，證明動物和人各有各的優勢。KIKO 在和動物較勁中不小心振落蜂窩，他一路
奔逃，跌入了河中，危急時刻被動物合力拯救，進而懂得謙卑，學習尊重每個生命。
這一部來自法國的作品，角色生動立體、畫風溫暖，動態細膩順暢，故事情節也充滿轉折，
展現眾生平等、各自綻放出強大而美麗的力量。如同結尾 KIKO 小心翼翼守護著破蛋而出的小
雞，也讓我們共同期待一個生命相互尊重、共好的開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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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得獎作品賞析

臺灣
特別獎

《這個比較甜 This one is sweeter》臺灣導演｜劉力瑜、王姝妍
評審的話｜王世偉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
往往阿嬤在我們的印象中是萬能的，具有特殊
的超能力，在小孫子的眼中，有時候阿嬤的行
為也是難以理解的！從一段祖孫共處的日常生
活設定所衍生出來的趣味故事，其實就圍繞於
我們的生活當中，只是我們大人忽略了這些生
活的細節。故事中阿嬤返老還童的個性，反而
成為了小孫子觀察的對象，以兒童的主觀來詮
釋故事，帶有童趣的繪畫風格、流暢的分鏡
和簡單的生活對話勾勒出整部動畫的趣味性，
螞蟻和阿嬤的對話更是有讓人有會心一笑的效
果！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小朋友的觀察能力往
往超乎我們大人的想像！

special mention
《Only A Child》瑞士導演｜ Simone Giampaolo
評審的話｜陳韻文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協同主持人
本片以 12 歲女孩 Severn Cullis-Suzuki 在 1992 年聯合國高峰會上發表的演說為本，運用複合
媒材和反映多元文化的畫風，將諸如「終止貪婪與浪費、消除貧窮」、「終結戰爭與暴力」、
「保護生態和對抗地球暖化」等關乎全人類、跨世代福祉的議題，以及「生命相連」、「分
享與尊重」和「起身行動」的信念價值予以視覺
化，通過流暢的鏡頭運動和轉場、強有力的音樂
和精準的節奏，讓原本對於兒童來說抽象的概念
變得容易理解。講者雖然只是個孩子，卻以兒童
澄澈的眼睛，為地球生存困境提出洞見和呼籲，
鏗鏘有力。然 30 年過去，女孩已為人母，上述
問題依然存在，我們見到更多的孩子挺身而出，
試圖力挽狂瀾。因此，推薦成人與兒童一同觀賞
本片，除了檢視片中所反映的問題和危機，也不
妨對照聯合國 2015 年提出的「2030 永續發展
目標（SDGs）」，討論我們可以採取哪些行動，
邁向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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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得獎作品賞析

special mention

special mention

《A Stone in the Shoe》法國導演｜ Eric Montchaud
評審的話｜王世偉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

評審的話｜林豊洋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講師

一位新同學來到了課堂上，發現全班竟然都是兔子，唯獨他是青蛙，導演以動物的造型來投

在影片視覺學習中，任意門是兒童幻想世

射小朋友初到新環境，內心所引起的不安和焦慮，以及如何克服障礙讓自己被接受，並能坦

界裡最容易表現的手法之一，可以透過安

然接受過去的恐懼記憶，如此情境似乎都是我們曾經共同的體驗。偶動畫一直以來都有其魅

排任意門自由想像空間，結合各式各樣

力，主要在於鏡頭中的光影質感和具有靈魂的角色表演方式，以簡單角色造型設計，但其表

的教育學習於其中，既不枯燥乏味又能

法國導演｜Inès Bernard-Espina,
Mélody Boulissière,
Clémentine Campos

情又不失細節，細膩的材質手感和有層次

寓教於樂。《Patouille and the parachute

的場景構圖，運用奇妙的空間轉換手法，

seeds》藉由朋友間的對話如同師生般的

引領觀眾跟著主角遊走於現實和內心。詩

一問一答，很自然的設計了一個蒲公英生

意的燈光交織構成的奇幻色彩，正映照著

長過程的植物知識單元，而片中蒲公英種子的特色恰恰巧妙地取代了任意門的角色，成功的

每一個人內心的孤獨和恐懼，同時也有敞

串連起整個故事的合理性。MOMO 是一隻會飛的鳥但 Patouille 不行，只好將自己變小鑽進蒲

開心胸接受朋友時的陽光，從兒童的觀點

公英的種子裡，如此一來就能隨時與 MOMO 一問一答了，這個設計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加上

看見一個真實與想像交錯的心靈世界。

畫風及色彩的運用非常合適兒童觀賞。

special mention
《Piropiro》南韓導演｜ Miyoung BAEK

8

《Patouille and the parachute seeds》

special mention
《蟲戲 The Frolic》臺灣導演｜趙翊涵

評審的話｜王才婷 信誼基金會幼教產品部總編輯

評審的話｜陳韻文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協同主持人

《Piropiro》是一部展現溫暖與治癒力量的作品。動畫以水墨結合多種技法表現角色與場景，

ㄧ部描繪孩子置身自然中感受驚奇的動畫。那驚奇來自於近距離觀察蚱蜢的外觀形貌、蚱蜢

音樂、聲音、鳥兒動態與視角分鏡巧妙的配搭，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一隻林間自在跳躍的鳥兒，

一躍而起捕食飛舞的蝴蝶、螞蟻聚集分食蝴蝶的殘骸、受到驚動的螞蟻倉皇散去；來自於模

在雨中從森林飛行到城市，和另一隻受傷被花店主人收留的同類相遇，進而展開一段動人的

仿蚱蜢在草叢中蹲立的等待，感受風息、蟲鳴、鳥飛和草動的聲響；也來自於在草地上赤足

故事。動畫細膩的表現出鳥兒的陪伴、受

追捕蚱蜢的興奮，意外折損小生命的訝然，

傷鳥兒的退卻、主人溫暖的守護。其中花

和終結死亡衝擊的果決。全片視角流轉於

店主人以葉片作為「假羽」，鼓勵曾斷羽

孩子與蟲子之間，主要運用聲響和蠟筆手

的鳥兒重拾飛翔的勇氣。即使葉羽無法真

繪筆觸，牽引畫面的運動、物我相應和生

的讓鳥兒展翅飛翔，卻能撫慰人心，勇敢

命的生滅，節奏明快流暢，富於想像力。

並非無所畏懼，而是能突破自己所害怕

召喚孩子重新與自然直接聯繫，通過豐富

的，帶給閱聽者滿滿的生機與希望。

的感官和情感經驗，發現奇妙的世界！
9

21
20

E

RA

ME

CA

1

E

EN

SC

1

K
TA

1

專業組入圍作品
插圖取自《My Friend Tiger》

入圍
《Something Borrowed》
英國導演∣ Micky Wozny

《It will never be》
克羅埃西亞導演∣

《Winter Sleep》
捷克導演∣ Katerina Karhankova, Alexandra Majova

《Tonka will do it Tomorrow》
克羅埃西亞導演∣ Morana Dolenc

《Don't Drop the Goose》
南非導演∣ Jurie Visagie

《COCKEREL, DOG, AND FOX》
加拿大導演∣ Cynthia Nugent

《Tomas, Alba and Edison》
哥倫比亞導演∣ Daniela Giraldo Suárez

《O-BON, Anecdotes from Kyoto》
瑞士導演∣ Jenay Vogel

《Letter from Fukushima》
美國導演∣ Yiran Wang

《Sanctuary》

《Children of Gainmore:
How They Found It》
捷克導演∣ Petr Mischinger

《SEK BUY - The Ritual to the Sun》
哥倫比亞導演∣ William Cayapur Delgado

《與月亮的約定 A Promise to the Moon》
臺灣導演∣余聿

《轉啊 Spinning》
臺灣導演∣楊子新

《MiTCH-MATCH series #22.》
匈牙利導演∣ Géza M. Tóth

《Penguin and whale》
西班牙導演∣ Ezequiel Torres, Pablo Roldán

《Stars on the Sea》
南韓導演∣ Seung-Wook Jang

《Vanille》
法國導演∣ Guillaume Lorin

《Umbrellas》
西班牙導演∣ Jose Prats , Alvaro Robles

《Nothing Is Here》

《Sounds between the crowns》

美國導演∣ Kaiyun Yang

捷克導演∣ Filip DIVIAK

《Old Mother Snow》

《Leaf》

法國導演∣ Celia Tisserant, Arnaud Demuynck

《Tankboy》

白俄羅斯導演∣ Aliona BARANOVA

《Girlfriends》

新加坡導演∣ Novella Lian

俄羅斯導演∣ Natalya Abramova

《TAO YUAN》

《Beauty and the Monster》

中國導演∣ YangJia Chen

白俄羅斯導演∣ Natalia Darvina

《Fireﬁghter》

《Little thinks》

法國導演∣ Yulia Aronova

香港導演∣ Step C.

《Sum of its Parts》

《Da Humbug》

美國導演∣ Alisa G. Stern

英國導演∣ Johnny Schumann

《Who's on a lead?》

《Here by herself》

烏克蘭導演∣ Stepan Koval

烏克蘭導演∣ Anna Dudko

《You sold my roller skates? 》
法國導演∣ Margaux CAZAL, Jeanne HAMMEL,

Louis HOLMES, Sandy LACHKAR,
Agathe LEROUX, Léa REY--MAUZAIZE

《小兒子 - 人魚線 My Little Boys – Apollo's
belt》
臺灣導演∣史明輝

《My Friend Tiger》
俄羅斯導演∣ Tatiana Kiseleva

捷克導演∣

插圖取自《Penguin and w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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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組

專業組入圍作品

《Orchestra Rehearsal》
俄羅斯導演∣ Tatiana Okruzhnova

《Plasticine babies. Beasties-How does
everyone sleep?》
俄羅斯導演∣ Sergey Merinov

《Pishto's Birthday》
俄羅斯導演∣ Sonya Kendel

《Reunion》

將活潑的想像化為會動的圖

中國導演∣ Qing Yang

《Windbreak》

《Colourful feathers》
墨西哥導演∣ Maribel Suárez

《Coming Home》
《Om Nom Nom…》
《午夜之後 After Midnight》

《Pantanal Ashes》
巴西導演∣ Mariana Marques

《Ellen's Ark》

臺灣導演∣劉力瑜

《壹零捌足 Carnival of the centipede》
臺灣導演∣黃怡璇

丹麥導演∣ Lowe Haak

斷線
米香的報恩

法國導演∣ Nils Balleydier

日本導演∣ Minato Matsuda, Haruna Ueno, Tomoko Taiga

匈牙利導演∣

特優

《Leaving》

新加坡導演∣ Yee Wei Chai

中國導演∣ Waner Zhang, Yuxuan Wang, Ke Ding

兒童創作組

《ON THE ROAD》

《河豚 Bruise》
臺灣導演∣黃秉安

信誼基金會廖瑞文營運長（左 4）與決審委員合影，由左至右︰
劉育樹｜ 3D 動畫電視電影製作導演
許岑竹｜獨立電影創作者與電影教育推廣者
江學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張嘉倫｜北新國小教師

優選
阿里嘎蓋的故事

2098 你走吧 !
擊劍女孩的訓練日記

陳澤佩｜信誼基金會附設幼兒園總園長

評審團總評：江學瀅 本屆兒童組主委

佳作

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無法像過去一樣自由外出，動畫

地牛大翻身

創作成為居家線上教育過程的樂趣之一，參賽的 126 部

狗阿少年兄

作品，皆看出兒童們投入的努力，得獎作品都是生活中

我愛流浪貓

細微觀察與敏覺感受的創作，更穿插著現代兒童幽默的

海盜結盟記

想像特色。

大洪水 紅嘴黑鵯的傳說

劇情的部分，或由童話故事或部落傳說精簡而成，有學

籃球兄弟情

校生活與學習的點滴，疫情期間的居家生活等等，更多

小學生的三餐之
媽媽的荷包蛋

的是展現兒童創意的自編作品，無一不反映兒童真實生
活的面貌。美術設計更大大突破平面繪畫技巧的限制，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風格多元，無論是線畫描繪、簡筆運作、人偶演繹、實
景攝影、多元媒材、黏土捏塑、紙片人偶、樂高積木加
插圖取自《Colourful feathers》

自製場景，皆讓人耳目一新。由團隊討論共同完成一件

專業組初審委員︰蕭弘林∣彌賽亞創意工作室執行長兼動畫編導製片，崑山科大視訊傳播設計系講師

作品，面對創作問題更需要培養問題解決與溝通能力，

林巧芳∣臺南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部兒童動畫的產生，不僅僅是展現創意與實踐想像，

林秋宛∣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究教師

更是兒童合作學習的重要過程。我們鼓勵各地兒童應用
手邊工具以及生活創意，創作出更多有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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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組得獎作品賞析

特優

《斷線》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風柏志、林鳳如老師
黃珮瑄、邱晨欣

評審的話｜江學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斷線》這部精采的兒童動畫短片創作，沒有花俏的繪畫技巧，僅以黑色簽字筆簡筆造型以
及不複雜的畫面結構與動作，表現動畫的整體風格。劇情內容散發兒童純真質樸氣息，更以
幽默劇情面對疫情期間線上授課的學習與生活情境。兒童平日在學校的學習能帶給兒童許多
童年重要回憶，疫情突然到訪，「斷線」真實呈現疫情期間兒童學習情境的限制。內容幽默
看待良好師生關係之下的線上上課情景，老師更是認真地找到不合學習規定的小朋友，努力
維持大家的學習權益。最重要的是，動畫最後點出貫穿全片的重要電線杆為部落 Wifi 最清晰
的地方，帶動觀眾思考，網路並非理所當然，更當珍惜實體課程學習的相聚，甚至對嚴格教
導的老師心生感恩。本片每一個幽默的細節讓人莞爾，內容鋪陳的感動，卻能讓人不斷省思
並期待疫情過後的美好。

特優

《米香的報恩》
阿尼馬動畫工作室｜張淑滿老師
劉丞竣、黃芝姍、張靖昇、張項荃、張詠植、高緯綸、邱 葶

評審的話｜劉育樹 3D 動畫電視電影製作導演
從影片內可以看到，從佈景到角色的偶，到處充滿了細節。影片中使用了很多的小道具，看
起來每一個都作工精美，使用棉花來當做變身用的煙霧也十分有創意。劇情設計充滿趣味，
爆米香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將自己推銷出去，每一種方式看了都讓人會心一笑。從小導
演們的配音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們製作這部
影片樂在其中，相信他們對自己的作品一
定充滿信心與驕傲。爆米香是臺灣鄉土特
色，很高興能夠看到充滿臺灣味的代表作
為影片主角。這部影片看得出小導演們的
用心，希望未來我們能看到更多像這樣有
趣優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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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組得獎作品賞析
優選

《2098 你走吧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建廷老師
廖禹皓、王彥心、廖妍婷、邱重鈞、藍紹齊、陳苡恩、陳恩迦、陳昀慈、謝炘禾

評審的話｜陳澤佩 信誼基金會附設幼兒園總園長
在國小田徑比賽現場，小迷糊禹浩臨上戰場才發現自己沒帶賽跑專用釘鞋，教練頓時情緒大
爆裂，焦急斥責。不管了，就拚吧 ! 隨著槍聲響起，觀眾的情緒也跟著緊張起來，最後一棒選
手穿著慢跑鞋，鞋還掉了，光著腳繼續往前衝…還好最後得了第一名，真替他捏了把冷汗。
結尾，當同學說 :「你有帶啊 ! 你剛才找錯袋子了。」唉 ! 真是拿他沒轍。簡潔的水彩色塊背
景凸顯黑白系列的主角設計；影片亦呈現
多樣形式，如 : 跳遠的連續動作、鳴槍和
傳接力棒的特寫鏡頭、俯視跑道上三隊之
間 的 距 離、Zoom In Zoom out……， 讓 整
部動畫頗具戲劇效果與臨場感。

優選 《阿里嘎蓋的故事》

臺東縣寧埔國小／玩樂動畫｜張淑綿老師
王英特、呂恩熙、李孟恩、鐘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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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 《擊劍女孩的訓練日記》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建廷老師
劉襄蓉、藍紹齊、陳恩迦、陳昀慈

評審的話｜張嘉倫 北新國小教師

評審的話｜許岑竹 獨立電影創作者與電影教育推廣者

每個族群都有流傳多時的傳說故事，這群臺東的孩子們以阿美族的巨人傳說「阿里嘎蓋」

一部小而美的作品，以紙張作為創作材料，透過流利的剪裁外型、搭配簡單音效，將擊劍女

（Alikakay）為主題，帶出阿美族豐年祭及漁祭的典故由來。

孩俐落的身影十足地展現出來。影片最大的特色在於使用生活實景、報章雜誌和電腦螢幕畫

為了呈現傳說故事的精彩，本片特別凸顯了這位「阿里嘎蓋」巨人的形象，透過巨大而齜牙

面作為背景，巧妙地將紙片人物的「虛」

咧嘴的人物造型，搭配紅黑的鮮明對比，讓巨人形象十分搶眼，令人印象深刻；而里長在思考、

和背景的「實」，融洽地結合在一起；即

擔憂、驚慌等不同情緒下，搭配不同角度的眉毛、眼睛與嘴形，人物表情活靈活現的躍然紙上，

使支撐紙片的鐵絲未於畫面中去除，仍不

在在顯示製作細節的用心。整體而言，作品以搶眼的人物造型，善用水彩、樹皮作為背景搭配，

影響觀賞的興致。當故事片尾時，紙片恐

呈現色彩鮮明的視覺感受，並保有簡樸童趣的一面，為其一大特色。

龍被瓦斯爐上的火燃燒的瞬間，可謂神來

此 外， 本 片 還 適 時 加 入 阿 美 族 語 發 音， 如： 早 安 問 候 語 Nga’
ay ho、 祭 祀 物 品（ 芒 草 結

之筆，不僅有效掌握了影像的節奏感，更

porong、糯米糕 turung），讓每位觀賞者都能藉此學習簡易的阿美族語言，獨具巧思。

是再次將「紙張」的特性發揮地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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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作組入圍作品

佳作
《地牛大翻身》
阿尼馬動畫工作室
張淑滿老師
呂沂展、呂昊恩、侯宗佑、
張詠植、張靖昇、廖宥丞

《狗阿少年兄》
臺中市龍港國小
賴怡伶老師
張宸瑜、郭蕙瑛、張閔翔、戴子傑
翁紹軒、蔡協澄、陳芷萱

《我愛流浪貓》
宜蘭縣竹林國小
賴盈如、蔡孟耘老師
秦綺穎

《海盜結盟記》
阿尼馬動畫工作室
張淑滿老師
涂正明、戴佑辰、鍾昊恩、葉子齊

插圖取自《狗阿少年兄》

《大洪水 紅嘴黑鵯的傳說》
花蓮縣卓楓國小／玩樂動畫
張淑綿老師
劉妤芯、劉丙淞、林妤婕、林翔泰、林芸涵、李芷晴、
李旻玲、李旻諭、李家誠、拔告．芭拉拉非、劉炎杰、
高啟昀、張雅祺、陳莘慧

《父親節》

《籃球兄弟情》

入選

宜蘭縣竹林國小
賴盈如、蔡孟耘老師
吳宥緯

《小學生的三餐之媽媽的荷包蛋》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小
陳鈞惠老師
林沂樂、林怡睿、林思丹、陳歆喬

《misaloma 蓋房子》
花蓮縣港口國小
王力之、張淑滿、王亭婷老師
林婉茹、阿紀．魯木、林婉瑩、潘彥廷、江晨昕

《帕舒亞與雲》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臺中美國學校
許富晴老師
袁庭旭、施沅佑、楊壹強、戚硯程

臺東縣寧埔國小／玩樂動畫
張淑綿老師
李權、胡勇維

《多放兩星期》
阿尼馬動畫工作室
張淑滿老師
呂沂展、李子悅、曾毓瑋、黃紹杰

《愛玩 Switch 的結果》
南海藝工作室／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淑滿、謝佳君老師
劉品宏、高聿緯、林黃翊、李顥云、李家萱、
陳勁宇、賴賢峰、蔡奕宏、古友澤、陳彥蓁
《地牛大翻身》

《可蓁的甜蜜奇遇記》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陳建廷老師
陳可蓁、陳恩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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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舒亞與雲》

《父親節》
臺南市嘉南國小／嘻嘻哈哈工作室
張詠恩老師
丁之量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新北市大觀國小
林琬蓉老師
吳紀緯、曾郁恒、盧玓謙、周雋宸、
柯俊辰、王順泰、梁華庭、張庭語、
謝沛妤、洪琪妍、姜淨予、柯芹妮、
黃子容、邱妍蓁、郭佳慈、黃馨慧

《放我回家》
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
風柏志、林鳳如老師
包振佑

《打籃球的體育課》
新北市清水國小
吳旼樺老師
吳冠誼、段力誠、吳易臻、
莊金榆、官裕文、張芷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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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教育好工具：信誼小小動畫師套裝
透過簡單、易懂又有趣的四款特別設計的動畫教具，
幼兒也能認識動畫，體驗動畫的原理和樂趣，
還可以製作動畫影片，透過動畫演繹自己的好故事。

光柵遊戲盒
光柵動畫是將連續圖像分格後，在格柵下移動

走馬畫筒
走馬畫筒是改良歐洲 19 世紀發明的科學
動畫玩具，透過畫筒橫向或直立轉動觀

雙面光柵遊戲盒 1 台、動畫卡

面設計，一面為細格柵，孩子可以放入動畫

16 張、空白創作卡 60 張（可加購）

產品內容：

卡，體驗圖案經過格柵動起來的驚奇，一面為

走馬畫筒 1 座、動畫卡 12 張、空白創作卡 60 張（可加購）

粗格柵，孩子可以進行簡易的光柵動畫創作，

看縫隙，讓連續動作的靜態影像形成

產品內容：

圖像，產生連續的動畫效果。光柵遊戲盒採雙

把自己的創作放進粗格柵裡，移動看看，圖案

動畫。動畫卡和創作卡，讓孩子

是不是變得不一樣了？讓孩子既可以體驗光柵

觀察與體驗 12 個連續圖案

動畫又可以發揮想像自行設計光柵動畫。

形成的動態變化。

平面拍攝架
平面拍攝架是為了讓孩子更簡單輕鬆的
體驗逐格動畫拍攝而設計，腳架可以收

費納奇鏡轉輪

費納奇的意思是來自希臘文的「欺騙」。

起方便收納，只要將相機、手機或平板

把動畫卡放進去，搖動轉輪觀察和欣賞有趣的

擺放在拍攝架上，就可以拍攝逐格動畫，

動畫，掌握靜態連續圖案形成視覺暫留的動態

孩子可以運用媒材，合作創作逐格動畫，

效果，還可以運用創作卡自己創作動畫，體驗

體驗小小動畫師的樂趣。

創作連續圖案的樂趣。

產品內容：
平面拍攝架 1 座，透明壓克力片 1 片

小小動畫師套裝
費納奇鏡轉輪、走馬畫筒、光柵遊戲盒、
平面拍攝架，搭配各式動畫範例卡與空
白創作卡，教學資源光碟。

產品內容：
費納奇鏡轉輪 1 台、動畫卡 12 張、空白創作卡 60 張（可加購）

可架起變畫架

腳架可收攏方便收納

每組定價 6,500 元 特價 5,850 元

幼兒園現場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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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T I

ON !

個好玩的停格動畫實驗，
讓孩子發揮創意、玩出驚奇！
●

成為動畫師：認識動畫製作基本流程、工具準備、鏡頭概念、剪輯等。

●

傳統動畫技巧：認識好玩的走馬畫筒、手翻書和賽璐璐動畫。

●

俯視拍攝動畫：介紹俯視拍攝的手法及多種媒材的嘗試。

●

平視拍攝動畫：介紹平視拍攝手法，並建議更多種布偶、黏土道具。

●

真人停格動畫：介紹了真人動畫、實物動畫的手法，把自己也變主角！

想要教孩子用動畫說故事，創造驚奇的視覺效果，
「停格動畫」可以說是適合數位時代的跨領域學習，
更是集大成的美感教育！
蘿拉．貝爾蒙和艾蜜莉．布林克兩人都是藝術教育工作者，她們
聯手創辦了藝術教育學校 The Good School。熱愛運用停格動畫
來教藝術創作的她們，為了讓更多不同年齡的孩子、家長和老師
都能體會創作停格動畫的樂趣，製作了《給孩子的動畫實驗室》

給孩子的動畫實驗室

這本工具書，希望能循序漸進引導孩子了解動畫創作的原理、工

作者｜蘿拉．貝爾蒙、艾蜜莉．布林克

具、方法，並勇於嘗試新事物。書中示範了 21 種動畫製作經驗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適讀年齡｜國小中年級∼成人
定價｜ 380 元

和技巧，圖文並茂，同時也介紹了多位動畫大師和他們精采的作
品。邀請你一起開心做停格動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