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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視覺上，我們使用柔焦的效果，讓主要的景物能非常清晰，而背景則像是沒有對到焦距一樣

模糊。這樣會讓我們在觀賞這幅圖時，可以更加強調主要的景物，讓視覺中心聚焦在人物的臉上。

為了要表示出蝴蝶破繭之後，翅膀尚未乾透的感覺，我們將翅膀畫得有點像披風的效果，而不是將

翅膀完全的張開。為了避免畫面過於單調，所以將兩片翅膀往不同的方向伸展，讓華麗的翅膀更顯

得流暢而多變。繭的繪製依照蟲蛹的形式繪製，讓繭保留一節一節的視覺，並在人物的下方畫出木

頭的感覺，讓欣賞的人很容易做出聯想，彷彿是置身在巨大的樹叢中，見證一場破繭而出的美麗 

蛻變。

作 品 賞 析

美 學 理 念

珠光鳳蝶是一種大型鳳蝶，後翅有非常明顯的金黃色斑紋，金黃色斑紋在不同角度下會呈現金

黃、藍、紫、綠的光澤。蛹呈現黃褐色，以懸垂絲與尾絲固著在枝條上。了解珠光鳳蝶的特性

之後，我們就能繪製出與真實狀況契合，但是卻又能天馬行空想像的圖畫，展現出生命蛻變的

意象。

本構圖是以人物破繭而出為主題，以人的形象模擬蝴蝶破繭而出的感覺，藉以表現出人們脫去

驕傲、自大、無理、殘暴與具毀滅性的肉體，重新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隱喻。但是昆蟲與人物

的結構畢竟不一樣，所以當我們想要將兩者合一，就會把較為美觀的部位保留，讓構圖呈現獨

特的美感。像是人物的身軀和蝴蝶的翅膀組合，就會讓構圖呈現獨有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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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繪製草圖

1-1-1  繪製初稿

初稿的繪製是為了後續繪製細節時，可以有一個大略的雛形作為依據，不至於讓整體的構

圖在細部描繪時有所偏差。

草圖的細節無法一次繪製到位，需要從大略雛形的初稿，經過不斷的畫細之後，才能將每

個景物的細節，確定下來，讓後續上色的過程中，可以細部微調每個物件的邊緣線和輪廓

線，所以繪製初稿是很重要的一環，不能為了方便就任意省略。

重點提示

 ◆ 使用「實心圓」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第二次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01   新建檔案

新開檔案，將畫布尺寸設定為寬度

「1200」像素，高度「850」像素，解
析度「300」像素 /英寸。

02   繪製人物的初稿

先新增一個圖層，先開始大略構圖兩

個人的位置，下方是一個繭，上方則

是破繭而出的人物，因為蝴蝶的翅膀

剛破繭時，不會一下子就張開，所以

在構圖上，要注意結構的平衡，翅膀

伸展的方向可以盡量左右平衡。

設定畫布大小

兩個人物的位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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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這張圖的主體有兩個人物，一個是站立的人物，是我們繪製的主要景物，另一個是仰躺的人物，屬

於視覺搭配效果，而不是主要視覺景物。所以在構圖上，我們可以將主要的視覺中心放在站立的人

物上，讓視覺焦點以站立的人物為中心。

人物位置的分配

03   調整物件位置

畫出大略的構圖之後，使用「變形工具」來調整草圖後，將圖層不透明度調低，再新增一

個新的圖層，將草圖加以修飾。

04   修飾主要人物初稿

選用不同的顏色修飾草圖的結構，先

將頭部畫出之後，再畫出胸腔的位置，

利用線條畫出人物脊椎，然後再畫出

骨盆的位置之後，接著畫出大腿和小

腿。人物的手臂是環抱在胸前，我們

先大略畫出他的位置。

調整圖層不透明度 初稿繪
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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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修飾的第二人物初稿

新增一個圖層，開始繪製另一個人物，

另外一個人物的姿勢是仰躺的樣子，

大略畫出胸腔和手臂，下半身則隱沒

在繭的裡面，畫出繭的大致外型後，

就可以把另一個人物圖層的不透明度

復原，然後將兩個圖層合併。

使用「變形工具」調整草圖的大小和

位置，因為人物的背後會有很大片的

翅膀，所以將人物的草圖縮小一些。

1-1-2  草圖繪製

初稿的雛型繪製完成之後，我們就開始修飾初稿中的人物。將人物的細節一次又一次的繪

製出來，像是人物的五官和四肢的細節等。在逐漸修飾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把景物的位

置和大小的比例，逐一調整，力求結構合理。

階段檔案：CH01\原始檔 \草圖繪製 .psd

成果展示：CH01\成果圖 \草圖繪製 .jpg

重點提示

 ◆ 使用「實心圓」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第二次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01   修飾主要人物的細節

將最早的粗略草圖刪除，只留下第二

次描繪的草圖，接著將不透明度調低，

選用黑色來繪製。先將人物的頭部繪

出，然後畫出頸部和肩膀，順著畫出

前手臂和交握在胸前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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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精靈色彩再次畫細

繪製景物的過程需要重複描細過程，在繪製過程中會先以大略的線圖開始，經過一次又一

次的畫細之後，慢慢補齊景物細節。景物的色彩繪製也是一樣，先從大略的上色開始，再

漸漸修飾顏色細節，讓景物的呈現越來越清晰。

階段檔案：CH04\原始檔 \精靈色彩再次畫細 .psd

成果展示：CH04\成果圖 \精靈色彩再次畫細 .jpg

重點提示

 ◆ 使用「圓形噴槍不透明」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色彩細節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01   精靈臉部修飾

新增一個圖層，再將草圖圖層的不透明度降低到只

看得見輪廓即可，調出棕色來勾勒出眼睛的形狀以

及臉部的輪廓。眼睛的部分可以用棕色先畫出眼睛

的輪廓和瞳孔，然後再修飾眼窩和雙眼皮的部分，

讓眼睛看起來比較立體。為了要讓精靈看起來亮麗

一些，在勾勒出眼睛、鼻樑和臉型的時候，顏色和

筆觸都要盡量輕一些，以免過重的顏色讓精靈看起

來不夠清亮。

02   精靈五官修飾

當描繪出大略的外型之後，就可以將草圖關閉，然

後仔細地描繪精靈的眼睛。為了讓精靈看起來溫

柔一些，所以我們不會刻意去畫出瞳孔的位置。吸

取頭髮的金黃色來畫出精靈的眉毛，讓顏色看起來

比較一致。吸取深一些的顏色修飾脖子和臉型的陰

影，讓精靈的五官更加立體。筆觸要盡量輕一些，

不要留下太明顯的筆觸。

調整圖層不透明度

精靈眼睛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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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繪製人物的時候，通常不會將眼白的部分真的使用白色來上色。主要是因為人物的臉部五官是立體

的，會有許多陰影的位置，尤其是眼窩的部分會有較深的陰影，如果使用白色來塗上眼白的部分，

會讓眼白看起來像在發光一樣的突兀。眼白的部分只要吸取臉頰最白的顏色再調亮一些就好，盡量

不要使用白色，以免過於突兀。然後再修飾精靈的唇形和下巴，讓精靈的臉型清晰的呈現。

精靈眼睛繪製技巧

03   完成精靈臉部修飾

加上一些粉紅色在精靈的嘴唇上，修飾精

靈的唇形。嘴角的地方會有一些的凹陷，

所以可以用比較深的顏色稍加勾勒。

精靈臉部的邊緣可以用比較淺的顏色來勾

勒，而不是用深色的勾勒，這樣比較不會

覺得太沉重，吸取較亮的顏色來畫精靈的

臉頰和鼻頭的部分，以及修飾一下雙眼皮

的亮點。

04   修飾精靈頭髮

現在可以從瀏海的部分開始來修飾頭髮的

部分。吸取咖啡色調整比較細的筆刷，用

撇筆的方式來繪製瀏海和頭髮的線條。吸

取較亮的顏色，並使用較細的筆刷畫出頭

髮邊緣的線條，然後修飾頭髮向光的部

分，製造出豐富的層次感。吸取眼睛周圍

的深咖啡色，繪製頭髮的陰影及線條，如

果需要較大的捲度就把弧度拉大，如果需

要較小的捲度，就把弧度畫小，這樣一來

就能讓頭髮的捲度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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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修飾頭髮上的花朵

將草圖的圖層開啟，可以開始繪製精靈頭髮上

的花朵。精靈的花朵是屬於白色系的花，所以

要使用帶一些淺灰色的白色來繪製花朵的底

色，再使用偏紅或偏黃的暖灰色修飾花朵的陰

影。繪製花瓣的明暗時要注意光源的方向，花

瓣會遮到頭髮光源的地方也會造成比較暗的陰

影，因此也要一併畫出。

將精靈細節和精靈色彩的圖層合併，將圖層命

名為「人物細節」，然後在圖層的上方新增一

個圖層，開始繪製獨角獸的部分。

4-3-4  獨角獸色彩初步畫細

本小節要開始修飾獨角獸的部分，雖然繪製的是白色的獨角獸，但是為了表現獨角獸的華

麗和優雅，在鬃毛和犄角的位置使用金色來裝飾；獨角獸鬃毛的畫法和精靈的畫法類似，

為了讓畫面看起來有更多的顏色變化，讓圖畫的顏色更加豐富，我們設計精靈的金髮顏色

稍深一些，獨角獸鬃的金色比精靈的頭髮顏色來的淡一些，這樣看起來顏色會有更多的變

化。獨角獸身體背光的位置會採用淺灰色來表現，但是小心不要畫得太過於深色，這樣會

讓獨角獸看起來灰灰的，失去神話中神獸閃閃發光的感覺。

階段檔案：CH04\原始檔 \獨

角獸色彩初步畫細 .psd

成果展示：CH04\成果圖 \獨

角獸色彩初步畫細 .jpg

01   獨角獸鬃毛初步色彩畫細

首先，使用金黃色繪製獨角獸脖子的鬃毛其尾

端和中間的顏色，再使用淺一些的黃色，繪製

獨角獸鬃毛的漸層。使用比較亮的顏色繪製鬃

毛向光面的反光，尤其是比較硬的鬃毛，通常

會有很明顯的反光，所以可以把反光的線條畫

的比較明顯一些。然後再吸取比較深的顏色畫

出陰影的線條，把顏色反差拉大。使用深一點

的金黃色來增加獨角獸鬃的厚度，並描繪獨角

獸鬃的邊緣線。

重點提示

 ◆ 使用「圓形噴槍不透明」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草圖細節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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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獨角獸臉部色彩畫細

獨角獸的身體在之前繪製的時候，使用的是比

較大的筆刷，所以上色的狀況不夠細緻，我們

接著將獨角獸的身體做初步的畫細。嘴角的部

分會因為嘴唇的厚度比較厚，造成陰影的暗部

比較明顯。獨角獸的毛髮與皮膚交接的地方，

會因為毛髮的覆蓋而產生比較深色的陰影。獨

角獸耳朵的內部也會因為深度的關係，產生比

較深的暗部。

重點提示

獨角獸耳朵反光的部分可以修飾一些細緻的皺褶，臉部的線條和咀嚼肌的部分，可以利用明暗的線

條，讓獨角獸的臉部對比更加明顯。

獨角獸耳朵繪製技巧

03   獨角獸前胸線條描繪

獨角獸的前腿與胸肌的交接會有一個比較暗色

的陰影處，是因為兩塊肌肉中間凹陷處，比較

無法照射到光線的緣故，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亮

一些的顏色來強調前胸肌肉反光的區域，然後

再使用中間色調的灰色來加強肌肉邊緣的陰

影，讓獨角獸的肌肉線條更加明顯。

獨角獸腿的內側無法照射到光線，所以也會比

較深色一些，但是要注意獨角獸的膝蓋處要點

出亮點，顯示光源照射的位置。側面時獨角獸

的關節的形狀會比較明顯，所以可以描繪出明

顯的關節位置，讓它看起來是一個球狀。

重點提示

加強肌肉邊緣的陰影，可以突顯肌肉的線條，讓獨角獸看起來比較結實。局部增加延伸的邊緣線，

可以增加獨角獸的立體感，讓獨角獸看起來更加鮮明。但是不要全部都描繪邊緣線，這樣看起來會

比較呆板，所以只要局部的描繪即可。

獨角獸肌肉繪製

　　

獨角獸臉部修飾

獨角獸肌肉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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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獨角獸披肩色彩畫細

獨角獸披肩繪製的方式和精靈的衣服繪製的方

式一樣，先用較深的顏色畫出皺褶，再使用較

淺的顏色畫出布料的向光面。布料向光的部分

可以吸取精靈皮膚的顏色來上色，這樣看起來

比較有層次感，也可以和背景色區分開來。完

成後吸取較深的顏色，做整體顏色的加深。布

料的末端因為垂度的關係，會產生一個比較大

的皺褶，顏色也會比較深。使用較亮的顏色提

邊，皺褶較深的位置則局部性的使用較深的顏

色繪製布料的邊緣。

05   獨角獸尾巴色彩畫細

獨角獸尾巴是屬於比較後端的景物，所以不需

要過於精細的繪製。繪製的方式和獨角獸鬃一

樣，先吸取中間色調的金黃色，畫出尾巴的陰

影，再吸取更深的顏色加深立體感，最後吸取

亮色繪製出獨角獸尾反光的線條。

4-3-5  獨角獸再次色彩畫細

完成獨角獸各部位的初步繪製之後，要開始進行獨角獸細部的動作。雖然加強了陰影的效

果，但是整體來看，留白的地方還是要比較多，才不會讓獨角獸變成棕色或灰色的感覺。

階段檔案：CH04\原始檔 \獨角

獸再次色彩畫細 .psd

成果展示：CH04\成果圖 \獨角

獸再次色彩畫細 .jpg

加深披肩皺褶的顏色

重點提示

 ◆ 使用「圓形噴槍不透明」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草圖細節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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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完成畫面主軸

5-4-1  畫出權杖

金屬是高反差的物質，所以要將權杖照的到光線的位置都加上最亮的顏色，由於我們畫的

是圓柱形的權杖，因此使用細的亮色線條來繪製，權杖十字架中間偏下的位置、十字架中

心或是權杖的握柄⋯等，都可以使用細的亮色線條畫出金屬高反差的質感。

因為權杖的長度比較長，所以分成三個部分來繪製權杖的明暗，第一個段落是從權杖的十

字形圓環到天使右手握住權杖的位置，第二個段落是右手到左手之間，第三個段落是左手

到水面。由於油燈的光線在照射時，會因為遠近而產生不同的色差，而權杖本身的設計比

較長，照射光線的位置和明暗都會有所不同。

階段檔案：CH05\原始檔 \繪製權杖 .psd

成果展示：CH05\成果圖 \繪製權杖 .jpg

重點提示

 ◆ 使用「圓形噴槍不透明」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草圖細節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01   繪製權杖

開啟草圖，並關閉背景圖層，再

新增一個圖層，命名為「權杖」，

選用實心圓筆刷，開始繪製權杖

的部分。

吸取天使金屬配飾的中間色來繪

製權杖的中間色，接著利用按住

Shift鍵繪製直線的技巧，畫出權
杖長矩形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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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繪製圓環十字架

權杖的頭部有一個十字形的圓環，我們可以先

畫出十字形狀之後，再畫出圓環型。完成之後

可以先將草圖關閉。選用噴槍不透明流量筆刷

來繪製權杖的明暗。

03   繪製明暗

圓環十字形中間有一個圓形的突出點，所以吸

取中間色將十字中間畫一個實心圓，然後吸取

較暗的顏色做出漸層，讓中心圓看起來是突出

的，而不是平面。

圓環表面準備設計一些雕花，所以先在中間畫

出一道陰影，然後在外緣畫出另一道陰影，讓

圓環看起來有厚度。

04   加亮金屬色

吸取金屬配飾亮部的顏色，在光源照射到的地

方加上亮邊，權杖的亮邊會集中在偏下方的位

置，是因為油燈的光源位於下方的船頭上。

吸取深褐色來加強權杖的陰影位置，讓權杖更

加立體，在圓環的內外兩側加強陰影的效果，

尤其是偏上方的位置，會因為光線無法直接照

射，而顯得更加黑暗。

圓形的物品最黑的位置通常不會出現在邊緣，

因為通常邊緣會有一些反光的效果在，通常最

黑的位置會在內側接近邊緣的地方，所以我們

可以加強此處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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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繪製刻花效果

在圓環中間深色的位置，吸取稍亮的顏色，

繪製出類似宗教的經文浮雕，環繞在整個圓

形的環上。因為權杖的頭部和尾部會離光源

較遠，所以使用「加深工具」將權杖的頭部

和尾部整體加深，另外像天使握住權杖的位

置也要加深一些，使畫面看起來合理。

最後使用「橡皮擦工具」將天使握住權杖的

位置擦掉，讓權杖有被天使握住的感覺，這

樣就完成了權杖的繪製。

06   修飾權杖

距離光源比較遠的地方雖然比較照不到光

線，但是有些雕刻的花紋或是突起的紋路，

還是會照到光線，可以在比較突起的地方點

出亮點。

完成之後，吸取深褐色來繪製暗色的位置，

在權杖的雕刻花紋底部或是圓柱形的背光

處，以及天使手握住的位置底下，這些地方

都會產生接近黑色的陰影，可以加強這個部

分的暗色之後，增加權杖的立體感。

07   完成權杖繪製

完成權杖的明暗修飾後，就可以合併權杖的

圖層。使用「加深工具」將翅膀與天使交接

的地方、翅膀收攏的地方、天使左邊的衣服

和腰帶飛散開來的地方都加深。完成之後，

將人物、翅膀和權杖的圖層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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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繪製小船

這一小節要開始繪製小船的部分。因為主光源是來自於船頭的油燈，所以光線的設計是船

頭最亮，隨著船身往後延伸，就會越來越暗。繪製的時候可以從最亮的位置開始，先調出

黃褐色，再使用大面積的筆刷，將小船前半段整個塗滿，再調出更深的褐色塗滿船的後半

段，兩個顏色之間做出一個均勻的漸層。越接近船尾的地方顏色就會越深，因此可以使用

接近黑色的顏色來上色。

階段檔案：CH05\原始檔 \繪製權杖與船 .psd

成果展示：CH05\成果圖 \繪製權杖與船 .jpg

重點提示

 ◆ 使用「圓形噴槍不透明」筆刷，繪製草圖線條。

 ◆ 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讓草圖細節的修飾不受前圖的干擾。

01   繪製小船

打開背景的圖層，開始修飾船的外型。

由於船的龍骨是有厚度的，所以會產

生一個較深的陰影，然後吸取一些背

景的深藍色，輕輕的加在船板的後端，

讓船看起來和河水融合。船頭則吸取

天使衣服的藍色，輕輕加在龍骨的陰

影上，讓船與背景色互相融合。

因為背景是冷色系的深藍色，而船是

暖色系的黃褐色，我們可以選用帶點

紫紅色的中性色系來中和兩者之間的

衝突，讓船尾的顏色可以與背景色分

離，讓船尾看得較為清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