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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新北市環保月閱讀講座(一月二月) 
時間  課        程  講師 

(1)  新北市總館

‐1/3周日/下午

13:00~16~00 

(2)  三重分館

‐1/17周日/下午

13:00~16~00 

(3)  淡水分館‐ 

1/31周日/下午

13:00~16~00 

親子心理初階講座 
對象:  在成長過程中遇到各種心理困惑卻無法和解的人、在教

育孩子的過程中感到挫折與徬徨的家長、希望與孩子關係更親

密的家長、即將成為父母者、教育工作者、對孩子教育關心與

好奇的人 

講座內容: 學會與孩子的心理共鳴，讓教育不再是一場對抗的

戰爭 

黃志湧 

(1)  新北市總館

‐1/10周日/下午

13:00~16~00 

(2)  三重分館‐ 

1/24周日/下午

13:00~16~00 

(3)  淡水分館

‐2/7周日/下午

13:00~16~00 

漫畫家學習初階講座(不需有繪畫基礎) 

對象:10歲以上 

講座內容:亞太漫畫協會理事長黃志湧先生表示學習漫畫給了

他三個能力：一是專注力，有了這股能力，學什麼都可以成功；

二是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因為會發現自己的知識的貧瘠和不

足，所以會主動去找資料來充實自己；三是信心，面對困難挑

戰，我瞭解必須花時間，持續不斷的堅持去改變它。」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創意生活系列主任劉曉露也表示：「藝術

性格是未來決定一個人會不會成功的關鍵鑰匙，而漫畫家訓練

是一把可以打開多元創造能力鑰匙。」 

本課程以快樂、有趣、互動的遊戲方式，讓參與的學員感受到

畫漫畫與創作的歡樂本質。 

黃志湧 

上課地點  新北市總館‐5樓研習教室/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號 

三重分館‐ B1多功能教室/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 

淡水分館‐5 樓多功能活動室/新北市淡水區文化路 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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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心理學講座(初階) 

課程介紹 
本課程內容是以美國等超過 45 個國家採用的多元智慧教育學習法為核

心。黃老師的這個課程超過 5000 名大陸、新加坡及臺灣等地的老師，教

育工作者及家長們一致好評推薦必上的親子心理學課程 

課程內容主要的內容是: 

一、瞭解多元智慧與孩子學習的理論 

二、體驗多元智慧教學法運用在教學上的效果 

三、瞭解孩子學習的互動模式與方式 

四、探討親密關析的建立 

課程針對的人群是: 

一、沒有結婚的父母，結婚前必須培養的重要技能。 

二、已結婚的父母們必修課程，迎接天使來到的准。 

三、有孩子的父母們老覺得跟孩子沒有辦法順心相處。  

學員反饋 
今天能來到聽黃老師的親子心理學課程，感到非常的榮幸。 

作為一個年輕的媽媽，一直以來就在對怎麼和孩子更好的相處，以及怎

樣讓孩子更加健康的成長這一點上一直就比較糾結。比如我 就頭疼的

問題就是怎樣讓孩子能夠在社會上過得比較好，但是這樣可能就會失去

一些我們所推崇的優良品德。如果讓他堅守這些品質的話，那麼他可能

在社會上的適應能力就會變差。所以一直也在很猶豫並作出各種嘗試，

試圖找到更多的答案。今天聽了黃老師的課程，雖然沒有完全立即的解

除心中的疑惑，但是有了很多收穫和感悟。 

其實孩子怎麼成長，我覺得就像黃老師提到的，更多的還是看家長，家

長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長。我認為很多事情，不管是孩子的學業上，還是

其他方面，家長不能用老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讓他去學什麼做什麼，而

是家長應該陪著孩子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解決問題。這樣一個可以讓孩

子覺得他有一個堅強的支撐也可以覺得家長無時無刻都是愛他的，而不

只是愛他的成績。同時也可以通過跟家長的互哈，增強孩子和家長之間

的聯繫紐帶。這樣孩子有任何的煩惱，或者是有什麼自己的想法，他就

願意和家長及時的和親切的來溝通。而不應該是家長當做任務一樣安排

他要去做什麼，這樣孩子肯定有抵觸情緒。如果家長肯多抽出自己的一

點時間和孩子一起完成作業和玩很多的遊戲，然後用這種親切而且有交

流的方式來給他講解很多知識，他就會更深的體會，而且對很多知識也

會產生更大的興趣。 

第二點黃老師說的很好，家長其實就是孩子的標杆，家長都做不到的事

情，你怎麼能還強行要求孩子也必須要會了，孩子是繼承了家長的基因。

那麼很多家長，他就會單方面的把這個自己沒有完成的事情，或者是沒

有達成的目標，希望孩子能替他完成。這種時候更需要家長和孩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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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努力，家長和孩子在溝通和一起學習的過程中，建立起更好的親子關

係。讓孩子更輕鬆的去學習，更愉快的去成長，並隨時都能感受到父母

無私的愛，而不會感覺我只有成績考好了，父母才會愛我，我只有得了

什麼獎，父母才愛我，那父母到底是愛我還是愛著這個獎和成績呢？所

以我覺得父母首先第一個不要當做填鴨式的和任務派發似的，讓孩子去

做什麼，而是首先要激發他的興趣，第二個不要讓孩子孤獨的去完成他

的學業，或者是所謂的任務，要把這個事情當做家長自己的事情和孩子

一起去努力，克服各種困難，這樣的成長環境也能也能讓孩子學到更多

的知識和跟家人溝通的方法。 

老師的課程還有很多非常好的觀點和理論，但是短時間之內，我還沒有

完全的能夠去體會和消化，希望有機會能多聽聽黃老師的課，更好的去

學習，然後讓我和我們家孩子的關係，以及孩子的這個學習和成長，更

加的融洽和順利。 

感謝黃老師的課程，讓我學到了很多，有了很多收穫，謝謝。 

20181201  賈 

 

“漫畫家學習”講座(初階) 
(不需有繪畫基礎) 

課程介紹 
亞太漫畫協會理事長黃志湧先生表示學習漫畫創作給了他三個能力：一

是專注力，有了這股能力，學什麼都可以成功；二是學習如何學習的能

力，因為會發現自己的知識的貧瘠和不足，所以會主動去找資料來充實

自己；三是信心，面對困難挑戰，我瞭解必須花時間，持續不斷的堅持

去改變它。」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創意生活系列主任劉曉露也表示：「藝術性格是未來

決定一個人會不會成功的關鍵鑰匙，而漫畫家訓練是一把可以打開多元

創造能力鑰匙。」 

課程內容主要的內容是: 

一、瞭解自己身體裡的多元智慧能力 

二、體驗自己被埋藏的創作能力 

三、簡單快速的啟發你的繪畫與創作能力 

課程針對的人群是: 

一、10 歲以上 

二、任何想學繪畫、漫畫、編劇、文學的人(不需有繪畫基礎) 

學員反饋 
今天給我印象 深的，應該是黃老師說的，天上的星星有一顆是屬於你

的願望，當你的願望越來越強烈的時候，它就會離你越來越近， 後願

望才會達成。 

臺灣的藝術家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有很能夠打動人心的表述。有

時候是我們平時沒辦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而黃老師卻能夠說出來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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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在繪畫創作的路上是往往是孤獨的，需要有恒心的，還需要抵擋非常多

的誘惑和阻撓。我從中體會到，要專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需要正確

的指導，堅定的意志和勇氣，還需要長時間去磨煉和相互間的交流。 

多年來聽過的講座也不少，可唯獨這次講座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今天有幸聽了黃志湧老師的講座，他說，一有想法就去做，這是

難的，對，但這也是 有必要的。 

是的，我感覺自己必須要改掉拖拉的壞習慣，想學畫想創作就立刻要去

做，馬上去做自己該做和想做的事。 

還有就是結尾時，黃老師的人生感悟，也是讓我很感動，如果真心渴望

一個願望，連天上的星星都會飛下來幫你，所以我們只要努力便可;在期

盼著星星降臨到我身旁的那一天的同時，我也會更加努力，為了自己的

理想和心願。 

Jchck 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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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介紹 

姓  名 黃志湧 筆 名  性別 男 

主要經歷 

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北京精英總裁班老師、漫畫家、紀錄片導演、親子心理學專家、

企業管理學專家、趨勢觀察家、北京中關村文創投資會評審、主持人、藝術策展人、1999

年第三屆亞洲漫畫家大會總執行長，職業漫畫家學院院長，全國學生漫畫大賽主席、蔡

康永節目搭檔主持人、曾任台灣東立出版社總編輯。 

進行環保公益 20 餘年，目前進行公益環保漫畫 “綠億行動”免費一億本環保漫畫送給

一億個小學生。 

講課摘記 

2005 新竹縣教師『多元智能教學營』 

2005 新竹縣仁愛中學教師『多元智能教學營』 

2005 成都師範學院擔任客座教授，講授『ICM 多元智慧創意教學法』 

2007 新加坡『文創論壇』主場主講人 

2007 台中縣國小『品德教育漫畫教學營』 

2008 台東大學『漫畫教學營』 

2009 基隆市教師『多元智能教學營』 

20105 中國傳媒大學『文創產業價值鏈建構與創新』講座 

2015 北京親子教育聯盟『親子心理學』、『多元智慧教學』 

2016~2018 北京雙志精英會總裁班講授『溝通心理學』、『親子心理學』、『領導心理

學』、『創造力開發』、『環保公益』、『開發自己的藝術人生』 

2018 無錫職業技術大學『親子心理學』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臺北市中崙圖書館-講題『創造斜槓多元人生』 

2020 年 2 月 9 日-臺北市立圖書總館-講題『韓國文創發展紀實』 

2020 年 4 月~9 月宜蘭縣家教中心“親子關係”心理學講座(初階) 、 (中階) 、 (高階) 

2020 年 4 月~9 月宜蘭縣家教中心“環保繪本創作”講座(初階) 、 (中階) 、 (高階) 

明年度安排 

2021年 4月~9 月-汐止水返腳文史圖像紀錄製作人課程/用圖像紀錄你在汐止的歡笑與甜

蜜/一次學會漫畫，插畫，繪本，影片製作(6 次課程) 

專    長 

(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北京雙志精英總裁班老師/漫畫家/紀錄片導演/親子心理學專

家/企業管理學專家/北京中關村文創投資會評審/節目主持人藝術策展人) 

1,漫畫家培養 

(想知道如何成為職業漫畫家的人) 

2,親子心理學 

(如何與現代的小孩相處及教養他們) 

3,學習型組織企業管理課程 

(如何讓公司同仁攜手互信一起團結) 

4,企業高管創造力開發 

(如何學習創意創造力是現代人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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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環保公益 

(地球的未來，環保的未來，孩子的未來) 

6,手機拍影片 VOLG 

(用一隻手機拍攝紀錄影片，紀錄生活中美麗的回憶) 

7,斜槓生涯規畫 

打造自己的複合式多元能力 

經歷 

北京電影學院客座教授 

亞太漫畫協會創會理事長 

臺灣漫畫家數位博物館館長 

 [榮獲獎項] 

  1986 年全國漫畫大賽青少年組第一名 

  1992 年華人科幻大賽優選 

  2000 年世界漫畫家大會由韓國漫畫家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 

  2006 年世界華裔青少年華文卡通原創大賽連環漫畫專業組優秀作品獎 

  2007 年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頒發文創貢獻獎 

    2010 年“環保漫畫-張小右的地球大冒險”獲國立編譯館優良漫畫獎佳作 

    2016 年公益活動“綠億行動”獲萬人企業家總裁班“雙志精英會”頒發“2016 年度

愛心公益人物獎” 

    2018 年“綠億行動”環保漫畫-張小右的地球大冒險”獲頒世界青商環保公益榜樣

人物獎。 

    2019 台泥董事長辜公怡頒發“環保公益”人物獎。 

[著作] 

◎職業漫畫家學院教學手冊(已出版) 

◎張小右環保漫畫書(已出版)) 

◎星星的力量-親子教育漫畫書(3 本/規畫中)  

◎漫畫家腦梗日記(連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