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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身的左右兩端與上方的長方

形之間，作雙線的連接線，即是

相機背帶囉！

3.

接上耳機線及充電線。

3.

塗上喜歡的相機顏色。

4.

塗上喜歡的顏色。

4.

先畫一個雙線的直長方形， 並在

下方畫上平板常用的三個符號。

1.

在每個區塊的四周加上深色，就

能有光影的立體感囉！

5.

在每個區塊的四周加上深色。

5.

在長方形的左邊再畫一個同樣大

小的長方形蓋子。

2.平板

塗鴉線條，

就是要歪歪

扭扭，才有

手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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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眼鏡 保養品組

← 先畫兩個橢圓形。

←  在兩個橢圓形下方畫一個 
平行四邊形作為底座。

←  在每個區塊的左邊塗上

較深的顏色就能呈現光

影立體囉！

→   沿著橢圓形的下緣，畫

上立體厚度並寫上左右

兩邊的英文字母。

→   將兩邊的蓋子塗上

不同顏色作區分。

1.

2.

3.

5.

4.

←  先畫一個平行四邊形

的立方體。

←   在噴霧瓶蓋下方延伸

瓶身，瓶底的弧線需

與瓶蓋弧度平行。

←  在每個區塊的右邊塗上

較深的顏色就能呈現光

影立體囉！

→   向下延伸出瓶身，在

旁邊畫一個圓錐體的

瓶蓋。

→ 塗上喜歡的顏色。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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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基本形後，讓我們來透過 Q版娃娃表達情緒吧！先觀察模特兒的特色，除了髮型、服裝盡量

接近外，若有戴眼鏡或臉上有痣，都要畫出來唷！現在就開始來幫他帶點動作與表情吧！

Q 版娃娃的【開心】

1.

3.

5.

2.

4.

←  先畫好一個基本形生氣的

動作，雙手在胸前交疊。

←  沿著身體的外圍畫上衣服

和褲子，才會像是穿上去

的喔！

←  最後在頭的邊上，畫上

冒煙的符號更能表達氣

炸的感覺喔！

→   髮型來個刺蝟頭吧！更

能表現爆炸的生氣氣氛。

→   統一漸層方向上色就能

作出身體的立體感。

Q版娃娃的【生氣】

1.

3.

5.

2.

4.

←  畫薑餅人身體前，用火柴

人的概念先架好動作，開

心就是要手舞足蹈。

←  順著髮流幫頭髮上色。

←  畫上微閉眼睛的可愛表

情，就完成囉！

→   沿著頭的圓形外圍畫出頭

髮再穿上飄飄小洋裝。

→   幫小洋裝搭配可愛的

花色吧 ～



03 我的可愛食譜筆記03 我的可愛食譜筆記

柴米油鹽醬醋茶已經不是媽媽的專利，每個愛烘培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應該都有屬於自己

一本記滿了潦潦草草文字的食譜筆記，那是新手每次上場做菜的定心丸。在自己的食譜筆記上，若

能搭配可愛插圖，像手帳一樣的手繪風，該有多好啊！？

每一道菜看起來都這麼的美味！拍成照片固然很美，但手繪風格的插圖更有人味，擁有一本屬於

自己的手繪食譜不再是難事，讓你的食譜筆記不再只有文字，透過手繪簡筆插圖讓它變得有趣又

可愛吧！

現在就讓我們從畫食材、配料開始來試試看，

用幾何圖形組合法，來畫出各種菜色吧！

2˙ 簡筆塗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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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珍珠丸子【食材與配料】

5.

將蔥的綠色塗飽和、薑的

四周加入深色以表達立體

感。

4.

將各食材的外圍加暗，就

能呈現基本的立體感。

3.

加上陰影，呈現立體感。

1.　

當有多重物件重疊時，先

畫最外面的物件，再畫後

面的物件。

2.

薑的外型是個不規則的圓

柱體，想像它是樹幹的樣

子。

3.

蒜頭的外型像個水滴。

4.

塗上食材的基本色彩。

1.

用橫的直的長方形簡易畫

出配料罐及烹飪器具。

配料

2.

塗上各器具的基本色彩。

3.

刷上基本的陰影位置並填

上標籤上的字樣。

1.

裝著糯米的方形量杯，在

中間畫上量杯特色的刻

度。

糯米與地瓜粉

2.

裝著地瓜粉的不規則塑膠

袋，綁起來的袋子有著水

餃摺邊。

蔥薑蒜

1.

外型如弦月的蝦米。

2.

不規則形狀的絞肉塊。

3.

塗上食材的基本色彩，絞

肉有瘦肉、紅白肉穿插。

蝦米與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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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設計，可從方、圓、硬、軟、點、線、粗、細的各種形式，來做變化！再搭配點線面的花樣做

花邊，就會變得非常可愛，我們選擇一些常用的詞句，和朵麗一起來寫寫看吧∼

記事主題（一）：卡片手繪字體 / 節日祝福

【節日 /祝福篇 I】Happy Birthday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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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拿鐵與甜甜馬卡龍03 拿鐵與甜甜馬卡龍

熱拿鐵不加糖是我最愛點的咖啡，濃濃的奶香，配上

甜滋滋的馬卡龍，就是剛剛好∼

淡淡色彩的拿鐵及粉色系馬卡龍，最適合用「彩虹漸

層法（濕畫法）」。

Macaroon  ＆  Caffè  Latt e

Step 1
用鉛筆打稿，一樣畫一個俯視的咖啡杯，裡頭換個

熊熊拉花造型。這次我們再增加兩個小馬卡龍與濃

濃奶香的拿鐵做搭配。

※   擦淡碳粉的用意是為了避免鉛筆的碳粉混濁

了色鉛筆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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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彩虹漸層法（濕畫法）

將水彩筆沾濕，取些許的水不要太多（可

用衛生紙在筆上控制水分），直接在剛剛

刷色的陰影上，刷上水就好囉！

※  特別注意：刷水時要寒暖色分開刷唷！

否則對比色混和後，色彩會髒掉。

Step 6
  彩虹漸層法（乾畫法）

在籐籃及兔子坐的椅子下，用深咖啡色畫

上陰影，就完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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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步驟說明

▲  構圖步驟順序

  步驟說明

1. 先找出畫面上的地平線。

2.  接著找出最遠的垂直線位置（即是透視

的消失點）。

3.   由於遠方的消失點處，是扇正對著的門，

由於遠方的消失點處，是扇正對著的

門，因此在第一條垂直線的右方，約一

點五公分處畫上第三條直線。

4.   從地面延伸連接消失點的方向，畫出第

一條透視線。

5.   大約找到門的高度，往消失點方向，以

放射狀的方式，畫出第二條透視線。

6.   大約勾勒出遠方門框的樣式。

7.   找出左牆上方的兩扇窗底部的基準線，

畫出第三條透視線。

※  注意！透視線的呈現方式，以消失點為

中心點，向外擴散成放射狀的線條。

▲  原圖 /歐洲街角一景

03
戶外風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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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用深咖啡色畫上窗戶的顏色，

再用黑色畫線做窗網，記得門

框及窗框要留白。

招牌及壁燈，及印在牆面上的

陰影，用深咖啡色稍微輕輕的

上色一下就好，隱約有個光影

即可。

※  窗戶不要整個平塗塗黑，

要做出深淺，才能製造出

透光到室內的感覺。

Step 6
最後，用捲圈的方式或針葉林

的方式，畫盆栽上的植物，盆

栽的立體感，通通在左邊畫上

陰影，接著地面及地毯用水平

的方向上色。

牆面上的字母，用黑色塗黑即

可。

植物顏色的選擇：

淺綠、深綠、墨綠、深藍、深

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