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毛：將色鉛筆豎立起來，
畫出簡短、俐落的筆觸。

長毛：豎立色鉛筆，用尖
銳的筆尖，細緻刻畫柔順

的線條。

短捲毛：立握色鉛筆，靈
活轉動手腕，畫出捲翹的

短線。

長捲毛：用尖銳的筆尖畫
長弧線，用力均勻，使線條

柔順。

1. 2. 3. 4.

從圖上標示的毛髮
走向可以看出，排
線時是順著身體弧 
度改變運筆方向。

畫毛髮有兩種常見錯誤：一是
沒有順著身體的弧度排線；二
是排線方向雜亂。大家在繪畫
時，可參照左側的毛髮走向分
析，以避免這兩種問題。

運筆方向都朝下，沒
有順著身體弧度運筆

運筆方向非常雜亂，體毛
交錯在一起，顯得很粗糙

y e s

n o

n o

簡單又好畫的毛髮特徵
本書用到的 4種毛髮特徵

一起分析毛髮走向吧！ 你畫毛髮會犯這種錯誤嗎？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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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用毛絨球當作例子。沒
有照射到光線的毛絨球，效
果很平板，無立體感可言。
照射光線後，出現明暗關係，
拉開亮部與暗部的差異之
後，立體感也就出來了。

光從右側照射，浣熊的暗部主要集中在身體左側與各個關節
的轉折、縫隙處，加深這些部位，減少繪製白毛與灰毛，就
能拉開明暗對比。

光從左側照射，兔子與杯子的左側是亮部，右側是暗
部。兩者處在相同的光源環境中，所以明暗關係是一致
的。

很平面，沒有立體感

照射光線， 
形成亮部

有明暗關係， 
出現立體感

背光，形成暗部

亮部
暗部

快來！教你怎麼觀察整體明暗

立體感與光線有關喔

y e sn o

暗部
縫隙最深

加上立體感吧

point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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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21 62 50

陽光明媚的午後，

小兔子蹦到了杯子裡， 把下午茶喝

得乾乾淨淨。然後探出頭來，

還想再來一杯。

用粉紅色和深紅色畫出
唇鼻、爪子及耳朵內
部，再以粉紫色、中黃
色、嫩綠色等顏色描繪
杯子的花紋。

8009 8519

用黃褐色、黑色畫出眼
睛的顏色，再以灰色和
黑色畫出毛髮底色。用
淺褐色繪製杯子的明
暗。

色彩．搭配

兔子愛喝下午茶Chapter 7

1. 注意兔子毛髮的蓬鬆感。

2. 區分小兔子頭與身體的前後關係。

3. 杯子與花紋的明暗關係要一致。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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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黃褐色畫出兔子眼睛的底

色，反光位置留白。用深紅色

輕輕畫出鼻孔、嘴巴的輪廓。

1 用黑色初步加深眼睛暗部，再

用深紅色的筆尖將嘴鼻加深。
2 繼續用黑色加深眼睛，瞳孔

最深， 反光處的力道較輕。

用粉紅色在嘴巴兩側塗抹，

注意漸層。

3

俏皮可愛的小兔
子從杯子裡探出
頭來。繪製線稿
時要注意兔子的
爪子是在杯子和
臉的前面。

描繪形狀時，可以將
兔子的主要身體結構
當成兩個橢圓形。

將兔子的爪子和耳朵
簡化成不同大小的橢
圓形。杯子則可以當
成一個梯形。

2109

臉遮住了一部
分的杯口，爪
子在臉的前方 
，注意前後關
係。

09 02

深

0219

淺

這是一個平視
的角度，所以
杯子的弧度不
明顯，但並不
是直線喔！

繪 製 線 稿

開 始 上 色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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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的明暗關係如圖所示。加
深暗部，拉開頭身的前後關係。

point 

用灰色輕輕鋪出兔子的底

色，注意臉頰中間部分留

白。再用中黃色塗出耳朵的

底色。

再用灰色疊一層毛髮，使其

更有蓬鬆感。接著用粉紅色

塗出耳朵與爪子。

用灰色均勻畫出兔子的毛

髮。注意要順著身體的輪廓

描繪毛髮。

用黑色排短筆觸，繪製臉的

暗部和身體的毛髮，以拉開

頭部與身體的前後關係。

4

6

5

7

小兔子害羞膽小，

長長的耳朵是牠的賣萌法寶， 

一起來看看小兔子表演的

不說、不看、不聽。

8080

80

01

21 09

暗部

亮部 灰部

反光

. 47 . 

Chapter 7  兔子愛喝下午茶

基峰-JOY-ACU077900.indb   47 2018/10/6   下午 12:04:28



用淺褐色輕輕畫出杯子，在

杯子明暗交界線處稍稍加重

力道，使其有立體感。

8

用灰色畫出漸層的陰影，離杯子越近顏色越深。再用高光筆

畫出鬍鬚。
11 用粉紅色、嫩綠色、湖藍色

加深位於杯子明暗交界線的

花紋。

10

80 21 3750

用粉紅色、中黃色、嫩綠色、

湖藍色、粉紫色，畫出杯子

上的花紋。

9

01                     21 623750

85ok！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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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5 4309 09 4337 1980

1.	書的明暗關係要與小貓一致。

2.	小貓的五官集中在臉下方，這樣才可愛。

3.	透過暗色襯托出白色毛髮。用湖藍色、肉紅色、黑
色描繪五官，再用肉色
畫出貓咪毛髮的底色。

先用灰色、黑色、湖藍
色畫出毛髮，再以肉
色、黑色、黃褐色、湖
藍色等顏色描繪書籍。

色彩．搭配

小貓咪愛看書Chapter 10

家裡有隻小貓咪，

喜歡到處蹦跳，非常活潑。

可是一旦看到書，

就會變成安靜的美少女。

真是隻文青小貓。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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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湖藍色畫出小貓眼睛的底

色，反光位置留白。再用肉

紅色描繪鼻子的底色。

用黑色加深瞳孔和眼睛輪

廓，再用肉紅色畫出鼻孔。

用黑色輕塗出眼珠，反光位

置切勿太黑。接著用肉紅色

在唇縫兩側及鼻子暗部塗抹。

1 2 3

五官集中在臉部下方， 
腦門大、下巴短才可愛。

描繪形狀時，可以將小
貓的身體當成兩個橢圓
形。 五官的擺放位

置類似一個倒
三角形。

小貓的腿可當作兩個相
連的橢圓形。尾巴可看 
成一個彎曲的圓柱形。

小貓的腿要帶點弧
度， 這樣更能表現其
軟萌的特質喔！

描繪線稿時，要
注意小貓大概占
書頁二分之一多
一點的位置。

09 2537 25 09 25

深
淺

繪 製 線 稿

開 始 上 色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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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短毛貓的明暗不受牠的毛
髮花紋影響，整體明暗如圖所
示。

point 

用肉色平塗出小貓的底色，

注意力道要輕。

加重力道，用黑色排短筆

觸，畫出小貓臉部的花紋，

再排稍長的筆觸，畫出小貓

身體的花紋及尾巴。

用黑色耐心地繪製小貓花紋

的底色，注意力道要輕。

把筆削尖，用灰色輕輕畫出小貓的

毛髮。注意順著身體的弧度走向運

筆，再用肉紅色畫出耳朵的底色。

用灰色畫出小貓臉部與身體的

暗部，使其有立體感。再用湖

藍色，描繪暗部與灰部之間的

漸層，使其更自然豐富。

4

76

5

8

8043

09 09 80 37

暗部

暗部的影子
最深

亮部

25

. 60 . 

基峰-JOY-ACU077900.indb   60 2018/10/6   下午 12:05:02



用肉色平塗出小鹿的底
色，再用土黃色和赭石
色畫出毛髮， 以紅赭色
鋪眼睛底色，並加深背
部最深的毛髮。

用肉紅色畫出耳朵內
部，以黑色描繪眼和
鼻，用黃橙色和鈷藍色
繪製蝴蝶，再用黃綠色
畫出枝葉。

色彩．搭配

小鹿美好的一天Chapter 20

小鹿和蝴蝶說著秘密， 

花紅草綠，暖意融融， 

真是美好的一天。

1.	小鹿關節的轉折是必須注意的重點喔！

2.	小鹿的毛髮走向變化較多，應隨時改變

筆觸。

3.	觀察小鹿毛髮顏色的明暗深淺，畫出	

變化。

43 16 73 72 09 03 561125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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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色將眼、鼻、嘴的輪廓

勾勒出來。

用赭石色畫出眼睛與鼻子的

底色， 瞳孔的位置稍微用力

塗抹。

再次用黑色加深眼睛，並將

鼻子與嘴巴繪製出來。
1 2 3

小梅花鹿抬起頭看上方，脖
子有彎曲的弧度，四肢則折
疊起來， 要注意關節的轉折
結構喔！

眼睛與嘴鼻位於右上方的位
置，頭部的輪廓變得圓而尖。

頭部右上方較尖，這裡是
嘴鼻的位置。脖子是一個
彎曲的圓柱形。

頭抬起後，下
巴就露出來了

身體可以簡化為左大右
小的橢圓形，四肢則在
身體的外側。

09 09

腿部線條
的轉折如
圖所示。

73

繪 製 線 稿

開 始 上 色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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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不同部位的筆觸變化如圖
所示。

point 

先用肉色平塗出小鹿的底

色，耳內、斑點、頸下與腹

部暫時留白。

稍加重力道，繼續用肉色畫

出小鹿的暗部。
4 5

繼續用土黃色繪製毛髮，順

著四肢的轉折改變筆觸。
7用土黃色從頭部開始繪製毛

髮，順著頭頸結構改變運筆方

向。用肉紅色輕輕畫出耳朵內

部的顏色， 淺色毛髮留白。

6

43 43

1616 25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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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0 83 0980 1.	無尾熊的毛髮會泛出淡淡的紫色。

2.	無尾熊耳朵處的毛最長，頭部的毛

最短。

3.	無尾熊的頭部、四肢在樹上留下了

影子。

0121 53 7324

用粉紅色、朱紅色繪製
耳朵內部， 以中黃色、翠
綠色描繪葉子，用赭石色
等顏色畫出樹幹的明暗 
關係。

用淺灰色繪製無尾熊的底
色，再以粉紫色豐富色
調，用深灰色與灰色畫
出毛髮，黑色則用來描繪
眼、鼻、嘴。

色彩．搭配

無尾熊愛抱抱Chapter 24

無尾熊通常都會抱著樹幹， 不過

要是你張開雙臂，

牠也會開心地和你擁抱。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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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黑色勾出五官輪廓，再

用黃赭色平塗眼睛底色，瞳

孔稍微加深。

用黑色加深眼睛與嘴巴，再

用深灰色塗出鼻子底色。

繼續用黑色加深鼻子，中間

深、周圍淺，表現出鼻子的

立體感。

1 2 3

無尾熊緊緊抱
著樹幹，嘴角
翹起， 微笑地
看著你。

描繪形狀時，可以將
無尾熊的頭部與耳朵
簡化為圓形。

被遮住的樹幹
與爪子的透視
關係如圖所示。

無尾熊的四肢可以簡化
為不同長短的橢圓形。

09

無尾熊的耳朵
很大， 毛髮很
厚，畫線稿時 
要畫出厚度。

深

淺

09 49 09 83

繪 製 線 稿

開 始 上 色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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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的毛比頭部的毛長，筆觸
特徵如圖所示。

point 

繼續用深灰色向下繪製，畫

出身體與四肢的體毛走向，

腹部縫隙處加深一點。

8

先用淺灰色平塗，鋪出無尾

熊的底色，耳朵內部暫時留

白。

接著用粉紫色輕輕加深無尾

熊頭部與耳朵的暗部。
4 5

繼續用粉紫色加深無尾熊身

體與四肢的暗部。

用深灰色從頭部開始描繪第

一層毛髮，頭部用短筆觸，

耳朵的筆觸稍長。

6 7

62

62

800

83 83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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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72 56 09 80080 8372

陽光明媚的下午，

軟綿綿的小熊貓在睡午覺，  

中間沒睡覺的小淘氣，

是還想吃東西嗎？

用深紅色和紅赭色畫出
熊貓的舌頭和嘴巴，以
中黃色描繪白色毛髮的
底色，再用黃綠色繪製
葉子。

用黑色、灰色描繪熊貓
的眼睛和毛髮，以紅赭
色豐富黑色毛髮，再用 
淺灰色、深灰色描繪影
子。

色彩．搭配

軟綿綿的小熊貓Chapter 25

1.	白色部分用加入環境色和襯托的方法表現。

2.	順著身體弧度的變化，改變毛髮的走向。

3.	三隻熊貓整體的明暗關係要一致喔！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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