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畫地圖的構成要素

在觀光旅遊業蓬勃發展的今日，我們可以在

車站、旅館、商店、遊客服務中心等公共場合，

輕易地取得導覽地圖。在現代的社會裡，閱讀地

圖似乎是人們認識新環境的最佳方式，這些無論

是自由取閱或是販賣的印刷品，利用圖形與文字

的說明，提供景點完整的資訊，也儘量去滿足旅

客的需求。至於說，一張導覽地圖是否恰如其分

地扮演好它的角色，往往又與地圖的設計方式與

內容精彩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如何將

當地的景點特色，以更加精簡或是生動的方式介

紹給大眾，是相關單位未來努力的目標。

 雖然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目前許多插畫形

式的導覽地圖在空間距離的描述上，與現實比例

差距甚大，違反了地理測量的基本原則，但是對

於大多數的旅遊景點而言，導覽地圖除了必須具

備基本的指示功能外，其實還肩負著推廣的潛在

目的。為了讓地圖的內容更加豐富精采，偶爾會

採取一些較為誇張的製作手法，讓某些景點特別

醒目，或是變得更加有趣。這樣的方式，不僅能

地圖製作需要經過仔細的規劃與精密的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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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讓閱讀地圖的效果增強，還可以提高遊客在路

標找尋的便利性，所以少許的空間誤差對於插畫

地圖而言似乎是可以被容許的。

插畫地圖的製作者除了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

繪畫技巧與設計規劃能力外，還得在事前花費相

當長的時間，仔細地了解該地圖的製作目的、閱

讀對象、訴求重點等等相關因素，如此一來，最

後呈現出來的成果，才能精確地傳遞其中重要的

訊息。過去筆者在蒐集導覽地圖時，除了將它們

當做查閱的工具外，還會花一些時間對這些地圖

進行較為深入的觀察，其中包括地圖的結構、用

色、表現手法與內涵等重要的組成元素，試圖在

這些為數眾多的資料當中，整理出一套手繪導覽

地圖的製作法則。

根據許多插畫地圖的視覺表現，筆者大致將

它們的構成元素區分成幾個項目：

1.地圖標題       4.地圖吉祥物      7.背景圖案

2.地圖圖像       5.指北針             8.文字說明

3.地圖符號       6.路徑

這些構成元素的應用，可能會因為地圖實際

的需求而有所增減，但是，若具備完整的指示說

明與清晰的標示，可以讓地圖的呈現更加完美。

插畫地圖的構成元素（張毓容／繪）

背景圖案
地圖符號

指  北  針

地圖圖像

文字說明

地圖吉祥物

地圖標題

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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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標題

多數人在開始閱讀地圖時，幾乎都是從地

圖標題開始的，地圖的標題就如同商店的招牌一

般，讓讀者一眼便能清楚地看出該地圖的主題與

屬性。

一般而言，導覽地圖在標題設計上，可以採

取較為活潑的設計形式，以符合導覽地圖所傳遞

出來的愉悅氣氛，畢竟導覽地圖的最終目的，除

了指示功能外，更希望精采有趣的內容，能夠喚

起讀者參觀遊覽的興致。

綜觀目前市面上許多單位或是相關機構所

出版的導覽地圖，其設計品質與作品水準都比過

去提升不少，不但達到了指示的目的，還兼具收

藏的價值。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目前

地圖製作流程已經全面數位化所致，地圖上的符

號與文字說明，都可以採用某些編輯軟體加以標

示，精確度自然提高許多；此外，加上桌上排版

系統的印前作業，讓地圖印刷不論在色彩與清晰

度上，表現得更加精美。

雖然現在的電腦字形發展已相當的成熟，

種類繁多而且美觀實用，可以任由設計者在繪圖

軟體上自由變形或加入特殊效果，十分方便，但

是如果只是直接將電腦字打在手繪地圖上當作標

題，這樣的組合總會讓人覺得美中不足，看起來

好像跟整體的畫面有點格格不入。因此筆者還是

建議設計者若在無特殊限制的情況下，地圖標題

儘可能還是採用純手工繪製的手法，根據內容主

題，為地圖量身訂做一番。這樣的作法，一方面

可以讓地圖的視覺統一，二來也讓畫面更加生動

有趣。畢竟手繪地圖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可以在

畫面上看到由創作者一筆一劃細心描繪的痕跡，

體驗到創作過程中付出的心血。

◆ 招牌化的造形

地圖標題的文字造形可以採用一般POP海報

的做法，先以鉛筆打稿，然後以勾勒的方式，將

文字結構作適當的變形與誇飾，每個單字之間的

角度與大小可以多些變化，讓它們出現動態的效

果，除此之外，也可以考慮在文字四周適當的畫

上一些小插圖，加以陪襯。

下圖是「角板山形象商圈」導覽地圖的標

題，這個標題並不是直接畫在畫紙上，而是另外  

利用黑色色紙與瓦楞紙作為背景，然後在上面用

麥克筆寫出活潑的文字造形。最有趣的是，標題

上方六個帶著笑容的臉孔，正是製作這張地圖的

小組成員，他們還以觀光導覽員的身分，出現在

這張地圖的每個角落，指示著遊客哪裡有好吃好

手寫的地圖標題比較能與內容相互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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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景點。這個標題浮貼在海報左下方，橘黃色

的文字相當鮮明，與整張地圖綠色的基調形成強

烈對比，很稱職的詮釋出地圖的主題。

同樣的，接下來這張描寫谷關觀光景點的導

覽地圖，也使用了相同的手法，雖然標題的設計

十分精簡，僅是將白色的字體書寫在黑色的方形

看板上，但是當作者在標題上方加上了三位年輕

人開心的表情之後，整個標題看起來活潑多了。

其實，在標題上加人物的手法，還有一種代

表的意義，那就是象徵這張地圖是由這群人親身

體驗後的心得記錄，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向讀者

推薦其獨家的旅遊行程，或者介紹一些特殊的景

點與地方美食，無形之中增加了不少的說服性。

人物的造形有時也得配合地圖的主題，像下

面這個銘傳大學校區導覽地圖的標題，標題上方

的人物是該大學的學生（在他衣服上的MCU字

樣，是銘傳大學的英文縮寫），他似乎象徵著這

所學校，正展開雙臂，熱誠地歡迎大家的蒞臨。

這是一種友善的設計，人物愉悅的笑容讓原先略

嫌單調的校園景象，看來比較不會那麼沉悶。

地圖標題的擺放位置並沒有嚴格的限制，完

全根據設計者針對版面編排的需求而定，唯一要

特別留意的是畫面平衡的視覺效果與視覺動線，

通常標題都會出現在地圖的邊緣位置，同時也是

最先被注意的地方，如何引導讀者的視覺動線，

逐漸朝向地圖描述的路線前進，是設計者在構圖

時就應該預先考量的問題。

地圖標題上方的六位人物，正是製作這張地圖的小組成員。

畫上創作者的地圖標題，讓畫面增色不少。

標題上的人物正展開雙臂

熱誠地歡迎大家的蒞臨。

　　　　（劉名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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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的線條

大家應該不難想像，地圖圖像其實就是真

實建築或是設施的「縮小版」，它的模樣應該是

介於符號與照片之間，也就是說地圖圖像應該同

時具備「象徵」與「指示」的功能。由於它們的

比例在地圖上變小了，所以模樣上不可能和原來

代表的對象完全相同，必須經過簡化的過程，保

留其最大的特徵，以便讓閱讀者能夠易於辨識。

舉例來說，當我們在繪製廟宇這類結構複雜的圖

像時，毋須將整座廟宇的細部鉅細靡遺地描寫出

來，只要掌握其最大的特徵，將原本的建築造形

簡化，設計成線條較為單純的圖像即可。 

■ 地圖圖像

為了凸顯重點，插畫式導覽地圖的設計者

總會根據主題實際的需要，在畫面上刻意地去強

調某些景點或設施。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就是將

它們的特徵，轉化成為一個個的圖像，如此的作

法，除了有助於讓讀者輕易地在地圖中發現到它

們的存在，還可以達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圖像的運用對於地圖閱讀是很有幫助的，透

過圖像的造形，可以讓我們更容易去想像這些地

點的模樣與特色，同時也增加地圖的裝飾性與趣

味性。

我們如果拿公路地圖與導覽地圖作為比較，

便可以明顯看出它們之間的差異。公路地圖著重

在距離、位置、方向與交通上的標示，強調地圖

的精確性，除非有特殊的需求，所有的地名均採

用圓點配合文字來呈現，若從欣賞的角度來看，

公路地圖是比較單調一些。但是導覽地圖的訴求

重點就有些許不同，它不必鉅細靡遺地將所有的

地名全部標示出來，只須強調景點的特色、位置

以及到達的路線，讀者甚至可以根據地圖圖像的

大小差異，來判斷這些景點的重要指數。

◆ 地圖圖像的設計技巧

既然地圖圖像具有畫龍點睛的提示功能，那

麼它們在導覽地圖出現的樣貌與形式，一定要能

夠被讀者所辨識與理解，尤其在某些景點繁多、

特色豐富的觀光地區，使用時一定要非常仔細，

才能讓地圖圖像恰如其分地扮演好它們的角色。   掌握物體最大的特徵，簡化成線條單純的圖像造形。



插畫地圖的構成要素

17

●  醒目的造形

一張插畫式導覽地圖成功的關鍵，往往取

決於設計者的巧思與插畫風格。聰明的設計者知

道如何利用圖像的魅力，來製造地圖閱讀的趣味

性，哪怕所描述的對象，實際上是乏善可陳、單

調至極的地方。

那麼地圖上重要景點要如何從繁瑣的細節中

凸顯出來？這個問題經常困擾著許多地圖的設計

者，因為有些導覽地圖的主題相當的複雜，不僅

路線涵蓋的範圍相當廣，而且景點又多，在這樣

先天條件的限制下，要如何能夠清楚的描述各個

景點的主從關係，的確相當不容易。

由於地圖是真實空間平面化與濃縮後的結

果，所以除了空照地圖外，要將眼睛所能看見的

事物原封不動地記錄在紙張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事。所以在開始製作地圖之前，我們應該先將描

寫的地區仔細的分析，根據景點的位置、代表性

與特色等因素予以分級，然後在製作地圖時，只

保留最重要或關鍵的元素，其它那些無關緊要的

資訊，就予以刪除，如此一來，才有足夠的版

面，將重要的圖像描繪其間。至於設計的形式，

可以依據創作者個人的想法與創意稍做調整，還

要善用簡單的圖像造形，來加強它們的可辨識

度。

●  寫實式與象徵式的表現手法

所謂「寫實式」的表現手法，就是將地景

上看得到的事物，按照其特徵，直接描繪出來的

方式。採用這種手法所製作的圖像，多半已經具

備了明顯的特徵，很容易讓人辨識，例如，台北

大自然教室  芝山岩綠色生活地圖

（楊皓鈞、楊宗翰、張庭榮／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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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大樓、總統府、中正紀念堂等公共建築，均

有極高的辨識度，為大多數台灣地區民眾所認

知。至於一些著名的自然景觀或風景名勝，例

如，野柳的女王頭風化石、彰化市八卦山大佛、

金門風獅爺、石門鄉風力發電的風車群等，都具

備當地的代表性。

至於「象徵式」的表現手法，經常被用來描

述一些外觀缺乏特徵或是某些非具象的主題，例

如：賞鳥、戲水、海釣等活動性質的圖像以及某

些功能與屬性相當明顯的景點，如電影院、咖啡

店、理髮廳等，就很適合使用這種方式，以卡通

化的造形來呈現，讀者可以憑自己對圖形的理解

力，去辨識它們所代表的意涵。

以下範例是一張名為「相邀來打狗社」的地

圖作品，描述的主題是高雄市。創作者在草圖階

段便花了一些時間，仔細為高雄市設計了一套圖

像，其中包括了大樓建築、公共空間、廟宇、交

通設施、學校等重要的景點。這套圖像同時使用

了寫實式與象徵式的表現手法，把所代表的對象

予以簡化，讓閱讀地圖的過程更為輕鬆、簡易。

高雄市的一些重要的建築與設施均逐一轉化成為地圖圖像

（李欣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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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邀來打狗社」高雄導覽地圖（李欣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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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色技巧

一般來說，使用對比色是最容易凸顯主題

的作法，但是當地圖的構成元素眾多時，如果沒

有完善的色彩計劃，大量使用對比強烈色彩的結

果，反而會讓畫面過於繁雜，造成視覺的混亂。

地圖圖像的配色方式，應該依據不同的地理

環境而定。例如，一張植物園的導覽地圖，通常

會使用綠色做為基調，此時散佈其間的圖像，可

以考慮多使用橙色、黃色、紅色等對比性較強的

色彩。一張都市地圖若是以橙黃色為背景，那麼

地圖圖像就可以採用綠色、藍色、紅色來凸顯各

個景點，原則相當的簡單。

當然，以上所說的對比色配色法，並不是放

諸四海而皆準，某些地圖為了刻意營造出老舊懷

古的氣氛，會在上色時刻意將彩度降低，呈現一

種褪色的效果，這時候地圖的用色就應該儘量簡

化，讓畫面呈現出一種和諧的感覺。此外，如果

單純使用單色調或是雙色調，只要主題性明確，

也可以產生很不錯的效果。

●  統一的風格

不論我們採用哪一種方式來設計地圖圖像，

我們仍應該把握幾個設計原則：第一是圖像的語

意，第二是造形的美感，第三則是現在要探討的

風格統一性。先從一些比較不恰當的作法談起，

筆者曾經看過某張導覽地圖，同時使用了照片與

插圖來製作圖像，這樣的方式看起來有點像是在

製作美勞剪貼，缺乏精緻感，而且照片上的影像

與手繪的筆觸在畫面上的組合並不是那麼的協

調。另一種經常會看到的現象，是地圖中的圖像

出現了不一致的筆觸與表現風格，缺乏版面上的

一致性，看不出事前有經過系統化的規劃與設

計，這些多少會降低地圖的美感與閱讀品質。

在進行地圖製作之前，不妨先構思一下這張

地圖想要呈現的風格為何，舉例來說，這是一張

稱為「滬尾歷史之旅」的地圖草圖，描繪的地點

就是今日的淡水。創作者考據當地發展的歷史與

特色，查閱了許多百年以上的古地圖資料，於是

決定將這張地圖模仿成古老航海地圖的模樣，讓

它充滿了一種復古的趣味。這類仿古的作法，除

了要表現老地圖獨特的線條與構圖方式，還必須

掌握住那種陳舊與褪色的質感，才能營造出那股

特殊的韻味；而地圖圖像都應該儘量模仿古地圖

特殊的木刻線條以及版畫套色的模樣，才能夠讓

畫面的風格趨於一致。

模仿古老航海地圖模樣的風格（吳家榮／繪）



插畫地圖的構成要素

21

■ 地圖吉祥物

地圖吉祥物是泛指那些出現在導覽地圖上的

人物或是卡通造形，它們的種類繁多，樣貌也隨

著地圖主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吉祥物的應用，

並不只是讓地圖的版面增加趣味或是美感，其實

還蘊藏著許多的意涵。首先，我們還是先從吉祥

物的用途開始探討。

如果說我們的生活周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

「吉祥物」，那可一點也不為過。姑且不論許多

商業品牌所創造的企業吉祥物，目前許多稍具規

模的遊樂場、主題樂園、博物館等，甚至於全台

各縣市鄉鎮，幾乎都已經擁有其專屬的吉祥物造

形。現今的吉祥物已經受到企業相當程度的重

視，而且也成為「企業識別系統」（CIS）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同樣的，它們也普遍出現在導覽

地圖中。

而出現在導覽地圖中的吉祥物，正代表著某

個企業或某個組織的外在形象，它們如同親善大

使般，努力地與地圖讀者搭起友誼的橋樑，而且

通常是以一種友善的、可愛的、熱誠的形貌，展

開雙臂，殷勤地邀請遊客們大駕光臨。藉由吉祥

物的出現，能夠拉近企業組織與大眾的距離，甚

至還可以博得好感。

◆ 地圖吉祥物的類型

在此，我們先要對地圖吉祥物有比較寬鬆

的界定。根據筆者的觀察，出現在導覽地圖的吉

祥物，並不是只有企業吉祥物一種，它可能是代

表某種特定的對象、地方特產、動植物等不同的

身分。地圖設計者可以根據地圖的主題與訴求重

點，挑選做為吉祥物的素材。

  地圖人物通常呈現一種友善、可愛和熱誠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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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官邸導覽地圖（董嘉惠／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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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吉祥物

 包括主題樂園、旅遊機構、生態館、百貨公

司、大賣場，甚至各縣市地方政府的吉祥物，均

歸於這一類型。通常它們都是以卡通造形出現，

總是笑臉迎人，一副熱情洋溢的模樣，而且經常

以歡迎的手勢，邀請遊客或是消費者前來參觀。

在導覽地圖上放置企業吉祥物，可以加深消

費者對於企業或組織的印象，而且通常都是正面

的印象，因為這些可愛的造形，往往比較容易受

到一般大眾所接受，特別是小朋友最為喜愛。

●  景點特色

有些地圖主要是在描述某些特定區域的生

態、特產或是自然景觀，此時當地最具代表性事

物便可以轉化成為地圖的吉祥物。舉例來說，一

張描寫關渡水鳥保護區的地圖，選擇白鷺鷥或是

沼潮蟹作為吉祥物，是極佳的選擇；假如我們為

號稱「酸菜故鄉」的雲林縣大埤鄉製作導覽地圖

時，「酸菜娃娃」自然而然就成了地圖的最佳代

言人了。

這類吉祥物的角色造形，可以採用擬人化的

表現手法，也就是把角色加上了肢體的動作與表

情，讓畫面增添些許的趣味性；但是如果以寫實

的方式來表現，則可以清楚呈現當地特產或生態

的樣貌，提升地圖的教育功能。

大埤鄉導覽地圖的吉祥物「酸菜娃娃」（張棣楨／繪）台灣故事館的吉祥物「香蕉弟弟」（張棣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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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求對象

有時候地圖的訴求主題是針對某些特定的對

象而來，為了讓閱讀者更容易分辨這張地圖的功

能與特性，直接將訴求對象畫在上面，地圖的主

題性便會更加明確。例如一張專門為了開車族所

設計的地圖，內容當然是一些適合以汽車作為代

步工具的行程與景點，若是在地圖某處加上了開

著汽車的人物，便完全符合主題。另外，近年來

在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全省各地都規劃有非

常完善的自行車專用道，這些車道聯結了當地特

色的景點，不僅可以吸引民眾騎單車運動，還可

以同時欣賞沿途的風景。此時，如果要製作一張

以騎自行車作為交通工具的地圖，設計一個騎自

行車的吉祥物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其它還有許多極適合全家一同參與的地點，

畫上一家大小，營造出閤家歡樂的模樣，感覺更

為生動有趣。以下這個例子是取材自一張描寫內

湖德安商圈的地圖，地圖吉祥物是由一家成員所

組成，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似乎在暗示這個地

區非常適合全家人一起出遊。

一張描寫內湖德安商圈地圖中的人物角色（潘佳伶／繪）

為開車族所設計之旅行地圖中的吉祥物（王開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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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導遊

這裡所謂的地圖導遊，指的是出現在導覽

地圖中，擔任各個景點推薦的角色人物。有別

於之前的各種吉祥物，地圖導遊的任務是實際

去體驗地圖中各類有趣的事物，然後將心得詳

細地分享給讀者。這些導遊偶爾又是地圖作者

以第一人稱親自上陣，以繪畫的方式，帶領著

讀者深入地圖的世界，探索其中有趣的景點。

這樣的手法最常出現在一些旅遊報導的

出版品當中，因為他們已經在事前對這些地區

做好探勘動作，熟悉當地好玩好吃的據點，然

後再將自己的旅遊心得推薦給讀者。這樣的做

法，不僅讓人有一種親臨現場的感覺，還多了

一分說服力。

地圖導遊的造形可以是一身探險家的打

扮，也可以是一副行家的模樣，甚至於有些就

直接將地圖製作者的長相轉換而成，這完全取

決於地圖的屬性與特色而定。舉例來說，一張

適合在夏季期間使用的自然生態地圖，地圖的

吉祥物便可以考慮使用導遊的造形出現，他可

以全身穿著野外觀察的服裝與配備，告訴大家

如何進行大自然的探測與觀察。另外，一張介

紹傳統黃昏市場的導覽地圖中，創作者的媽媽

便成了其中的購物行家，告訴大家如何挑選既

便宜又好吃的菜色，這樣的設計，比較令人信

服，而且更有親切感。

一個地圖導遊的吉祥物造形（王開立／繪）

媽媽成了傳統黃昏市場地圖的最佳代言人

（陳芝依／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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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圖示

我們常常在主題樂園的園區導覽圖上，看

到許許多多的小圖示，這些圖示分布在地圖的

每個角落，清楚地標示廁所、電話亭以及餐廳

的位置，或者哪裡可以找到停車場以及旅客服

務中心，這裡所指的就是「地圖圖示」（Map 

Symbols）。地圖圖示能夠適時引導遊客快速地

從地圖中找到重要的公共設施及服務；就功能性

而言，它使用最少的文字，卻應用大量簡化的圖

形，讓多數人能夠了解其中的意義，大大跨越了

國界的藩籬，是相當有用且貼心的設計。

地圖圖示既然是一種以圖形方式呈現的指示

工具，它們通常是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設施、場

所、服務或者景點所簡化而成，並經過長時間的

推行與應用，成為一般人較為容易辨識的符號，

目前在許多公共場所的指示牌上，也使用了相同

系統的圖示。

雖然地圖圖示是如此的普遍，成為國際共通

的語言，但是偶爾也會因為國家文化與國情的不

同而稍有差異，閱讀它們時需要憑藉著人們的生

活經驗與聯想力，才能理解每一個符號所代表的

意義。因此，當我們在使用地圖圖示時，除非必

要，就儘量沿用過去人們已經設計好的圖示，才

能獲致較好的辨識效果。

另外，國際間還有一套著名的地圖圖示系

統，那就是綠色生活地圖的專用圖示「綠色地圖

系統」 (Green Map System, USA)。綠色地圖

系統對於圖示有非常清楚的規範，目前在國際間

所採用的圖示共計一百二十五個，每一個圖示均

代表著一個綠色景點，多數的圖示代表著正面的

意涵，也就是友善的設施或深具教育價值的去

處，多鼓勵人們親近這些深具人文與自然特色的

景點。但是仍有部分圖示代表負面的意涵，例如

某些污染源與遭受人為破壞的地點，是屬於錯誤

的範例，值得大家警惕與關懷，甚至應該鼓勵大

家去阻止持續性的破壞。在繪製綠色生活地圖之

前，設計者必須花費一些工夫，去進行深入的

田野調查，挖掘當地一些對於人們友善與不友

善的景點，最後將這些景點套上合適的地圖圖

示，成為我們現今所見到的「綠活圖」（Green 

Map）。

地圖圖示雖然大多是直接採用現有的設計，

但是如果遇到極為特殊的景點或設施，是原有圖

示所不能傳達的，那麼就可以考慮重新設計。這

些新創造出來的圖示，最好在應用前進行簡單的

測試，評量它們的辨識度與理解性，或者在地圖

的某處加上文字的補充說明，以避免讓讀者產生

錯誤解讀。

經常在導覽地圖上見到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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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生活地圖圖示（Green Map System Icons）（荒野保護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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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北針

地圖是一種空間資訊的傳達工具，人們藉由

閱讀的過程，而對地理方面的訊息有更加清楚的

認知。地圖不僅要能夠明確地標示出地理空間位

置、距離及路線外，當然還要完整的交代地圖上

的方位，而能夠擔任此一任務者，就是指北針。

在一般的地圖當中，指北針是不可或缺的

基本要素。以地理學角度而言，人們在地圖上將

指北針箭頭所指的方向定義為正北方，這是普遍

通用的做法。但是根據地球磁場的關係，其實真

正以磁石製作的指北針，所指的方向並不是地理

上所謂的北極，而是地磁上的北極，這中間的差

異，就是所謂的「磁方偏角」(Declination)。磁

方偏角的變化可能從0度到30度，而且實際的數

值以及每年改變的比率，都會有些許的不同。由

此可知，地球實際上有兩個北極，一個是地理上

的北極，它位於地球子午線指向北極的方向，也

就是地球的頂端，這個北極永遠不會改變，稱為

「正北」或是「真北」；另一個北極是指地球磁

場上的北極，位於真實北極的上方約2,000公里

處，稱為「磁北」。

傳統地圖上的方向指示符號，除了指北

針之外，還有一種結構較為複雜的「羅盤」

（Compass）。指北針的造形通常比較簡單，

基本上只要在地圖上畫出十字線，然後在指向

北方的線條末端加上箭頭，並以英文字母N標示

即可。至於羅盤就具備比較繁複的結構，基本

上，它是一個圓形，由圓心發射出放射狀的星形

圖案，其中互相垂直的四個銳角，分別代表東、

南、西、北四個方向，其餘的銳角依據相同的刻

度，排列在四個方向之間，共計32個銳角。羅盤

的圖案像極了開放的花朵，難怪被西方稱作「羅

盤玫瑰」(Compass Rose)。有時候「羅盤玫

瑰」的正上方，都繪了一個「法國百合」，代表

北面。

仿傳統羅盤造形（吳家榮／繪）  指北針造形之二（王開立／繪）      指北針造形之一（王開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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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北針的創意造形

現代導覽地圖所使用的指北針造形，早已經

脫離傳統的既定印象，呈現出多元的面貌，有的

可說是造形特殊、創意十足，只要能在地圖上正

確地標示出北方，任何的素材都能入畫。以下是

筆者從一些手繪地圖的作品當中，擷取的指北針

造形，讀者可以參考它們的創意與趣味性。

接著為各位介紹幾件筆者所創作的指北針造

形，提供給大家欣賞右圖是以獨角仙造形所做成

的指北針，它被應用在一張生態觀察地圖當中。

獨角仙以往在山區裡是一種常見的昆蟲，深受孩

子們的喜愛，它的角恰好可以當成指北針的箭

頭，身體的指向當然就是北方了。當這隻獨腳仙

指北針放在綠意盎然的地圖之中時，可以與地圖

主題互相吻合外，還可以充分融入畫面。

有時候指北針的造形也可以成為地圖構圖中

的裝飾之一，這樣的作法可以降低指北針出現在

地圖上的突兀感，右邊太陽造形的指北針便是個

極佳的例子，不但具備指示方向的功能，也因為

放在地圖上方的位置，讓地圖的天空，充滿陽光

燦爛的笑容。這是一種經常被拿來應用的素材，

相信大家應該不會陌生。

總之，指北針的造形是非常值得大家用心經

營的部分，因為它不單純只是一種方向指示的工

具，還可以讓整張地圖看起來更加生動有趣。

  飛鳥造形之指北針

（王開立／繪）

  獨角仙造形之指北針

（王開立／繪）

  太陽造形之指北針

（王開立／繪）

  貓咪卡通造形之指北針

（王開立／繪）

導覽地圖中各式的指北針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