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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繪本這種圖文交融的複合文類，近年來備受注目，在創作量和研究量上都

有大幅度的增加，本研究將以在臺灣出版發行的中外繪本為研究對象，選取情

意感受性明確的數個主題為例，利用文本分析法和文獻分析法，探討繪畫媒材

詮釋主題的情況，分析繪本中繪畫媒材與主題的關係。我們肯定適合的媒材可

以貼切的呈現主題，讓讀者更直接、更清楚的感受到主題的情感，因此大部分

的創作者會讓媒材和主題共同成就繪本。但儘管兩者可以相輔相成，提升繪本

整體的表達能力，但媒材情感可以隨創作者意念而有不同的利用，對於主題的

呈現也會因為不同媒材而形成不同的意義，所以主題不必然成為創作者選擇繪

畫媒材的絕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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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繪本，是我們閱讀歷程中的最初與最愛，多元的故事主題、豐富的色彩表

現，及圖文融合後所產生的感動，都深深吸引著我們，也成了上國中的我們抒

解壓力和分享生活的共同話題。所以當術科課程中介紹到各種繪畫媒材的特性

時，我們不約而同的想到繪本中不同的媒材表現。既然繪畫媒材有它各自呈現

的效果，會帶給觀賞者不同的感受，那麼繪本是否也充分運用了媒材的特質來

輔助主題的凸顯〇於是我們決定以熟悉的繪本為研究對象，探討它的主題表現

和繪畫媒材之間的關係。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我們訂立了下列研究目的〆 

一、 認識繪本 

二、 統整繪本中的媒材與主題 

三、 分析繪畫媒材在主題表現上的運用狀況 

四、 探討繪畫媒材與繪本主題的關係 

貳、 文獻探討 

     繪本這種圖文交融的複合文類，因為近年來備受注目，所以在創作量和研

究量上都有大幅度的增加，本研究將以在臺灣出版發行的中外繪本為研究對

象，選取情意感受性明確的數個主題為例，探討繪畫媒材詮釋主題的情況。 

     至於繪本的相關概念，會在研究內容中進一步說明。但因為本研究主要討

論繪本中的「繪畫媒材」與「主題」兩個元素的關係，所以以下便扼要探討這

兩方面的文獻資料〆 

（一） 繪畫媒材 

    繪畫是藝術表現的一種類型，藝術家可採用畫筆、畫刀、顏料、溶劑等各

種工具來完成繪畫作品，透過這些工具呈現畫中的構圖、造形、線條、色彩等，

可以讓觀賞者在觀賞圖像時，傳達創作者的情感。這些工具便是所謂的繪畫媒

材。1 

    繪畫媒材包含廣泛，其特色與表現性各有千秋，現代媒材的成分和質料不

斷進步，對於畫作的保存與運用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繪畫裡應用的顏料極為多

樣，但是各種顏料都是由三種基本原料所組成〆顏料、黏著劑和溶劑。藝術家

運用不同劑量的顏料和溶劑調和，會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大致上可從媒材成

分將繪畫媒材分為「水溶性」（如水彩）、「油性」（油彩）或「乾性」（鉛

筆）々或以媒材的材質分為「軟性」（如水彩）、「硬性」（如鉛筆）々或從

媒材的屬性分為「流動性媒材」和「非流動性媒材」。這裡所謂的流動性媒材，

是指媒材的混合（或溶合性），也就是這個媒材和其他媒材是否容易混和而讓

                                                 
1
參考自視覺素養學習網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3/chap03-03.htm，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12 日。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chap03/chap03-03.htm，查閱日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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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流動」起來。大部分的說法都認為，流動性媒材，如水彩、粉彩、蠟筆

等等都比較能夠激發感覺。 

    一般我們熟知的是色彩的情感性，例如紅色、橙色、黃色等暖色系，能夠

表現出溫暖的感覺，讓畫面看起來相當溫暖々粉色系則能畫出柔和、甜美、幸

福、童話般的感覺々如果使用大量的藍色、綠色、白色等冷色系，就會產生冷

清沉寂的感覺。但我們研究中所討論的不僅是色彩，而是從製造出色彩的繪畫

媒材本身來觀察。其實，不同的媒材有它不同的運用方式，不同的觸感表現在

紙張上，也會形成不同的畫面氣氛和感受。可能是因為筆觸的質感，也可能是

色調的彩度，但總會展現出屬於某個媒材所特有的效果，這些效果同時也會帶

給觀賞者不同的情緒感受，例如油彩→沉重壓迫的抑鬱、透明水彩→清爽明亮

的歡樂……等等。 

    以這些不同材質而產生不同情緒的媒材來詮釋主題，理論上應該更能達到

相輔相成的效果，甚至會加強凸顯主題的展現。本研究就是以此為推論的基礎，

探討繪本是如何運用媒材來呈現主題的。 

    （二）主題 

     「主題」是作品的要旨，是引導作品的靈魂，貫穿了整部作品。蔡尚志說〆

「主題是作品呈現出來的主要思想，要揭示的主要理念，更可說是作家所要提

出的中心思想或主意。」2林驤華也說〆「主題是文學作品中佔統治地位的中心思

想。」3可見「主題」對於文學作品，無論是創作還是閱讀理解，對於掌握作品

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主題的產生來自作者經驗的觀察與體悟，因此包含了客觀的題材和主觀的

情感。就如劉世劍所分析的〆「一篇作品的主題是題材的客觀意義與作者能動闡

發的有機結合。其中既有題材本身所蘊含的意義，也包含作家主觀情思的移入，

它產生於生活中人物、事件的觸發與暗示，完成於形象表現的過程中。」4因此，

透過主題往往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創作理念、主觀價值意識和思想情感。 

    但主題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作者必須「通過具體材料才能表達文章內容的

核心」5，也就是說，「主題」這個內在的思想必須藉由外在的藝術形式來表達，

才能呈現給讀者。不同的主題帶給讀者不同的心裡感受和情緒反應，所以要以

什麼樣的材料和形式來表現，才能貼切展現主題，就要看創作者如何選擇安排

了。 

     

                                                 
22

 蔡尚志《兒童故事寫作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1992 年），頁 101。 
3
 林驤華編《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9 年），頁 519-520。 

4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高雄：麗文文化出版事業，1996 年），頁 89。 

5
 劉世劍《文章寫作學》，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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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目前繪本相關的研究多放在故事內容的啟發和應用上，關於媒材的關注比

較缺乏，我們想就這部分來探討。在進行研究之前，先對我們要探討的方法以

及研究過程作一說明〆 

一、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法」為主，再輔以「文獻分析法」（又稱為內

容分析法或資訊分析法）。文本分析是針對研究對象（本研究的文本是在臺灣出

版發行的中外繪本）作解析和意義詮釋，並配合呈現實例，具體而詳盡地分析

素材為佐證。由於童書市場上繪本的數量極多，無法全部探討，於是在這次的

研究設定上，我們只擇取主題與生命教育中情意感受（情緒）相關的繪本作為

文本，且是情意表現區別較明顯的幾個主題，將同一主題不同媒材的繪本（數

例）置於一組進行分析討論。 

 另外再從相關資料進行探究與了解，包括媒材的特性及運用效果的專業知

識，和繪本或主題的創作意義。兩相搭配才能適時提出理論來說解研究現象。 

二、 研究過程 

我們的研究過程分為幾個步驟〆 

（一） 發現問題〆我們針對熟悉的議題（繪本）提出幾個想要研究的方向，

再進一步與指導老師討論，同時請老師教導我們研究和蒐集資料的基

礎概念。 

（二） 蒐集資料與決定題目〆到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也上網檢索博碩士

及學術論文，閱讀資料後再和老師、研究伙伴一起討論，確立研究題

目。 

（三） 統整並分析資料〆將文獻資料和選定的繪本文本進行歸納和統整，

探討繪畫媒材和繪本主題表現的關係。藉由和老師、伙伴的討論，分

析兩者在不同關係下呈現的效果々 並觀察繪畫媒材在繪本創作中的意

義。 

（四） 撰寫報告〆將討論分析的結果寫成報告。經指導老師指正之後，完

成此次研究。 

 

肆、 結果與討論 

一、 認識繪本 

    「繪本」一詞發源於十八世紀日本喜多川歌的《花果昆蟲繪本》々 這一詞彙

最早引進臺灣，是經由插畫家鄭明進介紹而逐漸流行開來。原本專為學齡前兒

童設計的繪本，是考量兒童認知發展的需要，因而以大範圍的圖像、精簡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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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來呈現，但表現形式上圖文並茂的特質，除了滿足兒童讀者的需求之外，近

年來也吸引了渴望童心的成人，使得繪本跨越兒童和成人的界線，成為獨樹一

幟的文類，並在出版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除了被稱作「繪本」外，像這樣圖文交織的文類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就是

在歐美有百年歷史的「Picture Book」。蘇振明說〆「英文的 Picture Book，中

文叫圖畫書，日文叫繪本。」6楊茂秀也說〆「繪本者，圖畫故事書也。」7可見

「繪本」、「Picture Book」和「圖畫書」三個名稱的意涵是一樣的，目前這三

個名稱也是可以互通的，它們都是指「運用一組圖畫，去表達一個故事，或一

個像故事的主題。」8換言之，有圖像有文字的書，且藉由圖像和文字兩種符號

共同來說一個完整的故事，這就是「繪本」（或「Picture Book」或「圖畫書」）

的定義。 

雖然繪本中圖像所佔的比重高過文字，但是圖文之間並沒有主從關係，反

而可以由繪本中圖文關係的變化，製造出更多意在言外的豐富內涵
9
。尤其圖像

不再是傳統書籍中點綴的作用，甚至因為要透過圖像來講述故事，依靠翻頁來

推進情節，所以各頁面之間圖像的連貫性和整體畫面的表現也就顯得更重要了。 

近年來，繪本的發展隨著越受重視及應用日廣所致，作品在題材內容和價

值理念上愈趨多元，表現手法也愈見新奇創意。無論封面、扉頁，還是正文、

封底，都在作者精心設計下成為讓人讚嘆的一門藝術。 

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談到繪本的神奇時，曾說〆「從零歲到一百歲的人

都能從中獲得樂趣。」10這樣的樂趣不僅來自於視覺美感經驗的傳遞與接受，還

提供了知識力、想像力和情意感受力等多重意涵，讓現代人多一種看世界的方

法，也擁有更開闊的心靈視野。這些特質使得繪本在 1990 年代台灣兒童文學的

發展上，成為產量最活躍的文類。 

二、 統整繪本中的媒材與主題 

圖像是繪本表現中最主要的成分，而這些畫面則是靠不同媒材來呈現。因

為時代的進步，出現了更多的繪畫材料與方式，這使得繪本創作者在媒材運用

上變得相當豐富。目前繪本中常見的繪畫媒材包括下列三類十九種〆 

類型 繪畫媒材 繪本範例 

                                                 
6
 蘇振明〈認識兒童圖畫書及其教育價值—從「消基會」評選優良圖書談起〉，《幼教天地》第五期（台北：

民 75 年 5 月）頁 37。 
7
 楊茂秀〈繪本詮釋與演奏〉，《書籍通訊雙月刊》第 20 期（台北：民 88 年 7 月）。 

8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2006），頁 12。 

9
 繪本圖文之間的合作型態，包含「圖文一致」、「等價分工」、「有效調和」、「互唱反調」、「圖文不同

調」、「偷渡」及「各自表述」等。參考林真美《繪本之眼》（台北：天下雜誌，2010 年），頁 169-179。 
10

 河合隼雄、松直居、柳田邦男合著，林真美譯《繪本之力》（台北：遠流，2005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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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 透明水彩 

 

不透明水彩 

 

廣告顏料  

壓克力顏料 

 

水墨 

 

彩色墨水 

 

麥克筆 

 

鋼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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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 油彩 

 

蠟筆 

 

色鉛筆 

 

版畫 

 

其他 粉彩 

 

鉛筆 

 

炭筆 

 

剪紙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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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貼 

 

電腦繪圖 

 

攝影 

 
不同的媒材營造出不同的繪本風格，形成多姿多彩的繪本世界。 

至於繪本的主題，一般來說，一本作品一個主題，如果比較長或比較複雜

的作品，可能會到兩個以上的主題，甚至出現主題不明確的現象。但是兒童繪

本因為閱讀對象是兒童，所以它的主題通常清晰明確，也不會過多或太複雜，

郝廣才就說〆「大多數成功的繪本，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主題單純。故事

有一個紅心，有一個主要問題要解決，所有的箭都朝紅心射去。」11當主題集中，

故事中一切的安排才有重心，讀者就能從故事中了解主題，以及主題所要傳達

的訊息。 

    但大部分的繪本雖然可以清楚掌握主題，不過有些繪本是偏向知識性或技

能性的，例如數理的知識介紹或生活能力的教導（刷牙、上廁所）等，比較沒

有作者情感的價值或信念在其中，就比較無法歸納主題了。 

     關於繪本主題的分類向來有不同說法，主要是依照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而

定。例如徐素霞以兒童生活圈的範圍分為文學、科學和藝術三大類々信誼出版

社分為「自我成長」和「人際關係」兩類々林美琴從教育部推廣的六大學習領

域，把繪本主題分為「生命教育」、「健康醫學」、「自然生態」、「人文藝術」、「歷

史文化」、「科學教育」等八項々謝依婷研究臺灣 1988～2007 年的繪本，則是按

教育部生命教育的範圍提出「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及「人與

孙宙」四個主軸。12……每個學者各有自己對主題的分法，思考點不同，並沒有

好壞對錯，這也可以看出繪本主題的豐富與多元。 

    眾多分類中，林敏宜《繪本大表現—文學要素的了解與運用》一書從文學

的角度來規類主題，涵蓋的內容更為完整，但因他成書較早，有些主題還沒有

放入，所以我們根據林敏宜的分類，再加以增修，列出幾個繪本常見的主題〆 

類別 主題說明 繪本舉例 

                                                 
11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2006 年），頁 138。 
12 謝依婷〈臺灣兒童繪本主題研究—以 1988～2007 年繪本為例〉，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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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自我 我是誰、我的能力、情緒、

興趣、特質、弱點、我的

未來、做我自己 

《你很特別》（道聲） 

《糟糕的一天》（漢聲） 

《籃月》（三之三） 

《小豬不會飛》（小魯文化） 

體驗親情 父母、祖父母、手足、親

子互動 

《猜猜我有多愛你》（上誼） 

《祖母的妙法》（漢聲） 

《派弟是個大披薩》（臺灣麥

克） 

友情需求 大人情誼、小孩情誼、大

人與小孩間、男女間、人

鬼間、人妖間、人與動物

間 

《美女還是老虎》（臺灣麥克） 

《秘密的約定》（小魯文化） 

《巴警官與狗利亞》（格林） 

《凱琪的包裹》（東方） 

關懷弱勢族群 老人失智、聽障、肢障、

學習障礙、語言障礙、智

能不足、過動等兒童特殊

疾病 

《亂七八糟》（親子天下） 

《叔公忘記了》（遠流） 

《誰是蘿雷特》（米奇巴克） 

《叔公忘記了》（遠流） 

家庭問題 離婚、單親、再婚、家庭

重組、收養、老人問題、 

《幸福的大桌子》（小魯文化） 

《大猩猩》（格林） 

《記憶的項鍊》（三之三） 

社會問題 戰爭、失蹤兒、性侵、流

浪兒、街頭暴動、都市發

展 

《家族相簿》（和英）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小魯

文化） 

環保、生態與

科技 

生態維護、動物保育、垃

圾問題、汙染問題、廢物

《種樹的男人》（臺灣麥克） 

《垃圾大戰》（上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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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態科技的平衡 《傑克教授的菜園》（鹿橋） 

《錫森林》（三之三） 

性別 性好奇、擇偶、婚姻、懷

孕生產、性別觀念、兩性

關係、多元性別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米

奇巴克） 

《朱家故事》（漢聲） 

《威廉的洋娃娃》（遠流） 

生命教育 死亡、尊重生命 《曾曾祖父 106歲》（小魯文化） 

以上就是繪本中常見的繪畫媒材和主題。就如同媒材運用的效果，各種繪

本主題，探討的議題不同也會讓讀者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接下來我們就針對

這兩者互動的關係進行探討。



10 

 

 

三、 分析繪畫媒材在主題表現上的運用狀況 

繪畫媒材對繪本整體的氣氛有很大的影響，不同的媒材也會讓讀者在閱讀

時產生不一樣的感受，這與媒材本身的畫材特性有關，以下就針對繪本的常見

媒材作特徵和表現效果的分析，但要先說明的是，在分析繪畫媒材與主題表現

的關係時，我們是以單純的手繪媒材為主，所以多媒材混合或拼貼、攝影，甚

至電腦繪圖的形式，皆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 

媒材 特性說明 表現效果 

透明水彩 發色澄澈，具光澤感、整體顏

色鮮和華麗，粉亮乾淨 

透明感與清爽感、光明溫暖 

不透明水彩 有覆蓋的特性，色彩透明度

低 

較厚重、會有沉重的感覺 

廣告顏料 透明度低、但飽和度高，顏色

完全不失真 

色彩鮮明豐富、色澤清楚、具

確實感 

壓克力顏料 黏稠厚塗、色調穩定 明朗的、鮮活的 

水墨 黑色單色，可渲染，線條柔軟 穩重柔性兼具，單一色調略顯

肅穆，有韻致、飄逸、淡雅 

彩色墨水 彩度極高 純淨、鮮豔亮麗、活潑 

麥克筆 高透明感，有筆觸感，重疊效

果獨特，富工具性、但容易有

濃淡不均的現象 

可營造速度感，率直感，也能

充分表現真實感 

鋼筆畫 以線條或點畫為主，筆尖銳

利，可表現明快流利的線條 

細密但有節制，表現均衡，輪

廓簡潔、線條分明、堅定嚴

謹、深刻且富有生活氣息 

油彩 厚重、具光澤感、色彩厚度強

烈 

厚重、飽滿、沈重感、凝滯感、

可營造逼真感、有利於表現力

量與重量 

蠟筆 具延展性、掠擦性塗法 自由的延展，不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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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筆 線條緻密、普通色鉛筆顏色鮮

豔、顆粒細膩，有較強的附著

能力。水溶性色鉛筆，顏色非

常鮮亮，而且暈染後的色彩也

很柔和。 

清新、柔性韻味，適合營造浪

漫夢幻 

版畫 粗獷、視覺衝擊強烈、可單色

或多彩套色。 

不拘小節、狂放感、實在感 

粉彩 明亮柔和的色彩延展、上色縝

密。 

柔和優美、溫暖溫柔 

鉛筆 質地堅硬，是相對單純的材

料，幾乎是以線條來當作主要

的表現、可以畫得精細。 

乾淨細膩 

炭筆 速寫常用工具、色澤深，不反

光、筆觸力道強、明暗對比强

烈。  

線條力度感強、栩栩如生、活

潑的、粗曠的 

     

歸納這些繪畫媒材，大致上可從媒材成分將繪畫媒材分為「水溶性」（如

水彩）、「油性」（油彩）或「乾性」（鉛筆）々或以媒材的材質分為「軟性」

（如水彩）、「硬性」（如鉛筆）々或從媒材的屬性分為「流動性媒材」和「非

流動性媒材」。這裡所謂的流動性媒材，是指媒材的混合（或溶合性），也就

是這個媒材和其他媒材是否容易混合而讓材質「流動」起來。大部分的說法都

認為，流動性媒材，如水彩、粉彩、蠟筆等等都比較能夠激發感覺。 

至於它們所呈現的效果，大致可分為〆（一）飽和度低的色彩，看起來比

較黯淡、陰沉或晦暗不明々相反的，如果是色彩的飽和度很高，明亮的色感就

會造成愉悅的感受。（二）水性媒材較為通透，清澈的色感就會使人在閱讀時感

覺平和而寧靜々但如果是濃厚的油性媒材，厚實凝滯的質料就會給人沉重的壓

迫感々乾性媒材表現細緻，柔和優雅，讓人覺得溫馨。（三）硬性材質給人乾脆

俐落，堅定深刻的印象々軟性材質則給人舒服、溫柔的感覺。（四）媒材製造出

來的線條，粗細不一給讀者的感受也不同，粗線自由大器々細線謹慎縝密。 

    多元的繪畫媒材會產生情緒感受上的差異，繪本主題所探討的議題也會形

成不同的情感認定。雖然繪本的主題眾多，同一主題又有為數不少的作品，但

為了切合我們研究的目的，我們擇取了以情緒為主的四個主題來討論，分別是〆

哀-死亡、怒-生氣、喜-自我實現、懼-看不見的敵人。同時，為了瞭解媒材在

創作中的作用，特別在不同媒材、相同主題的情況下來討論。 



12 

 

（一） 哀~死亡〆 

    死亡是沉重而悲傷的主題，尤其是面對親人的不在，情感上的失落與哀慟

要如何表現〇 

代表繪本 作者、出版社 繪畫媒材 觀察說明 

 

艾蜜麗〃佛利德 

傑基〃格萊希繪 

張莉莉 譯 

格林文化出版  

單色油彩 油彩的覆蓋性、重量感所營造的凝重

沉痛的情緒，極適合表現嚴肅又深刻

的主題。濃烈的油彩擦刮出單一的色

調，厚重不失溫潤。 

 

 哈莉凱勒著、繪 

漢聲雜誌 譯 

英文漢聲出版 

透明水彩 淡彩的筆觸、不飽和的色度營造哀傷

感，清透的質感帶有平靜的感覺。 

 

羅倫絲〄艾凡諾 

劉清彥  譯 

三之三出版社 

蠟筆 飽和度極高的色彩和大畫面延展，層

疊的厚度表達那看不見的深沉情

感，但明亮的色彩很難與死亡連結。  

 

路克〃梅安森著 

吉利斯〃提伯繪 

劉清彥 譯 

三之三出版 

粉彩 抑鬱的灰藍色粉彩渲染著淡淡憂

傷，媒材的柔和感卻隱含希望，將父

親對兒子無比深沉的愛，傳述的淋漓

盡致。 

    死亡對兒童來說，有許多未知，甚至是個禁忌的話題。繪本創作者觸及這

個沉重的主題都小心翼翼。 

 

 

 

 

http://www.kidsbook.com.tw/search/show_book.asp?StrName=%AB%A2%B2%FA%B3%CD%B0%C7&Search_Case=4
http://www.kidsbook.com.tw/search/show_book.asp?StrName=%B8%F4%A7J%A1D%B1%F6%A6w%B4%CB&Search_Case=4
http://www.kidsbook.com.tw/search/show_book.asp?StrName=%A6N%A7Q%B4%B5%A1D%B4%A3%A7B&Search_Cas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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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怒~生氣〆 

    生氣是屬於激烈的情緒反應，大部分這類主題的繪本都是以厚重的媒材質

料來營造負荷感，並以飽和度高且色調亮麗的媒材來形成視覺的衝擊，強調暴

怒情緒下的失控。 

 

 

代表繪本 作者、出版社 繪畫媒材 觀察說明 

 

莫莉〃卞 著繪 

李坤珊 譯 

三之三文化 

壓克力顏料 以媒材所產生的色彩效果直觀式表

現，鮮豔飽滿的火紅色，確實將憤怒

生氣的情緒傳達出來 

 

賴馬 著繪 

國語日報出版 

不透明水

彩、色鉛筆 

覆蓋性強的不透明水彩，亮度較高，

正好可以表現爆怒的情緒。而色鉛筆

的細膩可修飾畫面，色彩不會太刺眼 

 

海文〄歐瑞 著

北村悟 繪 

柯倩華 譯 

三之三文化 

透明水彩、

黑色墨水 

飽和度低的藍灰色調偏暗沉，空靈幽

幻的感覺，嚴謹的輪廓線，以隱約浮

現的色彩調和犀利的線條，和水墨間

形成張力。 

 

  提利〄

羅伯埃克特 

著 

 菲力

浦〄古森斯 

繪  

 簡伊婕 

譯 

大穎文化出版 

油彩 色彩厚度強烈的油彩，有利於表現生

氣時狂暴的力量。 

    濃烈的色彩是憤怒主題的繪本展現的基調，運用媒材的飽和度或媒材質料

的厚實度，都是達到這樣強烈風格的主要方式。但《生氣的亞瑟》卻選擇以不

飽和的暗色調來呈現生氣的情緒，即使書中表現情緒宣洩的最高點時採用了紅

色系色彩，但因媒材本身的通透性，使它仍無法達到像《菲菲生氣了》那樣的

視覺效果。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8F%90%E5%88%A9%E2%80%A7%E7%BE%85%E4%BC%AF%E5%9F%83%E5%85%8B%E7%89%B9%2F%E8%91%97%EF%BC%8C%E8%8F%B2%E5%8A%9B%E6%B5%A6%E2%80%A7%E5%8F%A4%E6%A3%AE%E6%96%AF%2F%E7%B9%AA&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B0%A1%E4%BC%8A%E5%A9%95&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l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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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喜~自我實現〆 

    自我實現的喜悅是歡樂愉快的，通常會利用色彩鮮明、跳躍感強的媒材來

表現，畫面大都充滿能量。 

 

 

代表繪本 作者、出版社 繪畫媒材 觀察說明 

 

安德麗雅碧蒂

著、大衛羅伯

茲繪、林良 譯  

三之三文化 

鋼筆畫、透明

水彩、彩色筆 

鋼筆將建築的俐落線條勾勒出來，細

膩的筆觸加上透明水彩的明亮愉悅

感。 

 

艾美揚著、繪 

柯倩華 譯 

東方出版社 

廣告顏料 媒材色彩鮮明豐富、色澤清晰乾淨，

凸顯主角的動作。 

 

羅勃〃麥羅斯

基 著繪 

張劍鳴 譯 

國語日報 

炭筆 以線條力度較強的炭筆來呈現，且是

黑白畫面，似乎較不能表現歡樂的氣

氛。 

 

艾莉〃麥考莉

著、繪 

孫晴峰 譯 

格林文化 

不透明水彩 色調飽滿、基調明亮，讓整個畫面變

得活躍 

    其中《藍弟和口琴》竟以黑白分明的炭筆來表現，和自我實現所帶有的歡

樂情緒不是很相合。 

（四）懼~ 看不見的敵人〆 

    恐懼是人類預期受到威脅而產生的害怕心理，表現出不安且不愉快的感受。 

代表繪本 作者、出版社 繪畫媒材 觀察說明 

 

泰德〄洛比 著

繪 

黃嘉慈 譯 

遠流出版 

鉛筆 鉛筆素描，跟故事發生在黑夜及惡夢裡

的恐怖氛圍十分配合，素描更著重線條

的表現，把野狼猙獰的神情、潔西卡的

驚懼詮釋得份外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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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庫柏 著

繪 

柯倩華 譯 

青林出版 

粉彩 粉彩渲染的特性，有溫馨的感覺，以朦

朧感來表現想像中的恐懼。 

 

齋藤隆介 著 

潼平二郎 繪 

林真美 譯 

和英出版 

版畫 版畫的粗黑框線使得畫面明暗對比強

烈，單色時感受黯淡陰沉，克服恐懼後

改以透明水彩上色，在黑色版畫中表現

一絲明亮。 

 

瓦勒利.戈巴契

夫 著繪 

姚文雀 譯 

臺灣麥克 

鋼筆畫、透明

水彩 

以濃密的黑色鋼筆線條點描角色的神

情和佈景，營造幽暗的感覺。粉彩又同

時有溫柔的表現。 

      恐懼主題的表現，幾乎最後都以能產生溫馨感的媒材來輔助，像《魔奇

魔奇樹》最後以彩度較明顯的透明水彩，來減少版畫的黑暗深沉感，可能就是

有其他創作目的上的考量了。 

四、 繪畫媒材與繪本主題的關係 

    繪畫媒材與繪本風格關係十分密切，繪畫媒材本身的特性或質感，都會影

響整本作品的風格呈現。但除了風格之外，當我們從情緒的角度選取代表的繪

本，分別探討繪畫媒材與繪本主題在表現上的關係時，從觀察的過程中我們得

到下列的幾個觀點〆 

（一） 繪畫媒材確實能凸顯繪本主題〆情意感受性相同的媒材效果和繪本

主題，能增強主題的表達，讓讀者體會更直接而清晰。例如以飽和

度高、色調鮮明的媒材來表現歡快愉悅的主題，這樣的氣氛可以更

快渲染給讀者々濃重凝滯的媒材能夠強化讀者在嚴肅哀傷的主題上

的情感。 

（二） 繪畫媒材在主題上的效果，視創作者對該主題的訴求而定〆即使可

以利用媒材的特性或效果來表現主題，但創作者卻未必一定採用和

主題情感相當的繪畫媒材。因為不同創作者對相同主題的想法，以

及他想闡發的意念可能是不一樣的。例如哀傷的主題，雖然我們可

以認同油彩畫的《爺爺有沒有穿西裝》在表現死亡時最能傳達那種

沉重嚴肅的感覺々但如果在這個主題中作者更想強調平靜的氣氛、

或敘述重點是放在如何治癒悲傷，那運用溫和輕柔的粉彩來表現，

也未嘗不可。只要媒材能形成創作者預期的情感效果，創作者基本

上不會死孚特定的媒材。

http://www.kidsbook.com.tw/search/show_book.asp?StrName=%C2N%C3%C3%B6%A9%A4%B6&Search_Case=4
http://www.kidsbook.com.tw/search/show_book.asp?StrName=%BC%E0%A5%AD%A4G%AD%A6&Search_Cas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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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繪畫媒材在主題上的運用，視兒童心理感受而考量〆凡是會影響兒

童心理的主題，例如恐懼，即使可以運用油彩、炭筆、版畫等更貼

合主題情感的媒材，但創作者還是會利用粉彩或透明水彩，明亮溫

暖的特性去淡化書中恐懼的感覺，讓兒童在閱讀上感受到的是支持

而不是恐懼。 

（四） 主題的呈現會因媒材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〆例如，自我實現是快

樂的主題，但如果不是亮麗繽紛的飽和色彩，而是以黑白為主的素

描筆觸來表現的《藍弟和口琴》，讀者在閱讀時便可意會到書中應該

有作者想要給讀者的訊息。 

 

    總之，媒材與主題在繪本中儘管可以相輔相成，提升繪本整體的表達能力。

但媒材情感可以隨創作者意念而有不同的利用，對於主題的呈現也會因為不同

媒材而形成不同的意義。 

 

伍、 結論 

    目前在臺灣的繪本研究中，關於繪畫媒材與主題關係的探討幾乎沒有。我

們憑著對繪本的熱愛和對繪畫媒材的學習經驗，推論兩者密切的關聯。然而觀

察不同媒材、相同主題的代表繪本後，使我們對原先的推斷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以圖像占較大比例的繪本來說，繪畫媒材的運用真的很重要。適合的媒

材可以貼切的呈現主題，讓讀者更直接、更清楚的感受到主題的情感，因此大

部分的創作者也會以此來設計繪本，讓媒材和主題相輔相成，共同成就繪本的

表現。但事實上，繪本的媒材選用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例如創作者對主題的

想法、想表現的內容、甚至為讀者的設想等等，所以主題不必然成為創作者選

擇繪畫媒材的絕對理由。倒是採用了情感表現不相符的媒材時，主題所透露的

訊息就可能會更多面向，而繪本的豐富性也就因此而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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