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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筆 點金術　神奇的藝術含金量展現

王健　臺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圖　120×1200cm

非電腦化時代，手繪透視圖的絕響作品，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委託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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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沙鹿民宿旅店　83×58cm

以麥克筆特有之工具性，繪出建物鳥瞰之場景（三點透視），綜合各類畫材型

塑不同材質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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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舞台裝　83×58cm

呈現服裝明亮的造型，運用減半技法和跳筆呈現服裝之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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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保時捷＆1300cc機車　64×45cm

利用麥克筆之透明性與包容性，以寬筆打底，以粉彩染色，再以溶劑渲染背

景，再以廣告顏色點出亮點，用多元方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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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慧　視覺饗宴　38×52cm

楓紅層層渲染了林間，猶如繪畫大師奇妙的調色盤，繽紛的色彩總帶給人們視

覺無限驚喜的饗宴。生活在水泥叢林中的我，好嚮往林中悠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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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慧　布偶　38×52cm

泰迪熊陪伴許多人度過愉快的童年，絨毛的質感溫潤了孩子年幼的心，10
年、20年過去，小孩長大了。泰迪熊依然不改變它的超萌表情，吸引眾人的
目光，因為它已超越了玩偶的角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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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靖文　炎炎夏日　20×29cm

在一個寧靜的午後，夏天炎熱的陽光反射在畫面牆上，只見一個女子匆匆地走

過，似乎有些事情讓她不願駐足於炎熱的陽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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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靖文　夕陽無限好　20×29cm

美麗的夕陽色彩呈現在女子面前，似乎心有所思地眺望遠方，是欣賞夕陽瑰麗

的色彩變化，抑或另有感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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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靖文　鴻溝　20×29cm

畫面中的男子遠眺前方的大片烏雲，海平面透露出些微的陽光，地表上的裂縫

讓他無法靠近，只得在安全距離內讓他思索如何跨躍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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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邦　即席挑戰　107×77cm

南瀛四夏，深午時刻，眾生疲憊，教學挑戰。

文創興起，調整模式，工業造形，轉為文創。

九二年起，蟲魚鳥獸，花果恐龍，挑戰想像。

學子環視，即興示範，百分鐘內，從無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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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邦　繪光繪影　107×77cm

創意構想，視覺呈現，明暗交錯，非光即影。

恐龍為題，麥克繪影，粉彩繪光，相得益彰。

冀望學子，會光會影，表意傳念，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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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邦　透明思考　29×41cm

透視表現已困難，透明思考更不易，

不但瞻前又顧後，還要折射加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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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邦　螳螂比劃拳　29×41cm

本世紀初，文化創意概念風起。

創意表現，工藝美術蔚為時尚。

即興趣味，剪刀手螳螂比劃拳。

現場實作，可比擬高空走鋼索。



92

陸定邦　我的第一本教科書　43×71cm

回首教學二十載，點滴回憶湧心頭。

捲袖整理老教材，美好片刻現眼前。

手稿攝成幻燈片，課堂互動齊努力。

表現技法書一冊，各校學子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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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時旭　山葉重型機車GTS精描圖1/4縮比　43×61cm

此圖最重要之處在於結合製圖工具，發揮90年代麥克筆傳統技法的極致。
依照通過提案的Sketch在1/4縮尺的線圖上再畫一次，以Rendering方式呈
現實車最終樣貌。之後放大4倍成為原寸油土車塑形時必需完整臨摹的依據。
雖然這是日本機車設計界常用的手法，卻因機密極少有機會在公開的場合發

表，這在現今使用數位化工具的年代尤其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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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時旭　台中市公共電動自行車系統　20×30cm

圖中情境是想像台中市未來的電動自行車租車系統。

由於台中市缺乏捷運系統，又是台灣自行車的發展重鎮，在台中工業區東海大

學旁長坡道的地形，一般自行車的變速器已達到功能及體力極限，因此電動自

行車成為最佳選擇。如果在台中有了電動自行車租車系統，相信對於特殊地形

的台中市民能提供更貼心的交通服務，也對台灣的綠色能源產業無疑創造了一

個發展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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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芳　編織客家藍　29×20cm

以藍色系麥克筆呈現藍寶石切割與大主石之造型，象徵客家藍色彩豐富的層

次、光澤與尊榮地位，鑽石編織設計為圍繞於藍色主石，隱喻客家族群之團結

性格。

主要技巧：代針筆—構圖／麥克筆粉彩—上色／白色顏料—高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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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芳　印象山城　29×20cm

此作品呈現住在苗栗數年之山城意象，以手環形式象徵境內山多的丘陵臺地地

形環繞，以白色金屬呈現山形之幾何簡潔感，而反光之淺藍色、淺綠反映自然

景象色彩，以設計草圖之方式表達我對山城造型構思發想。

主要技巧：鉛筆—構圖／麥克筆粉彩—上色／深灰色色鉛筆—加強邊線／白色顏料—高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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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芳　豐收結　29×20cm

以金色金屬象徵豐收之景象，「節」與「結」之諧音，詮釋豐收之季節需要集

結人們共同辛勤之耕耘，並以蝴蝶結之結繩意念為主要造型元素，而茶樹之梯

田、粒粒稻穗、擦汗水之布衣隱含在造型之細節中，為設計構思做廣泛之概念

延伸。

主要技巧：鉛筆—構圖／麥克筆粉彩—上色／咖啡色色鉛筆—加強邊線／白色顏料—高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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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杰　廚神阿基師　29×20cm

阿基師是臺灣頗具知名度的五星級料理大師，為人謙和、誠懇、不藏私，廚藝

精湛到近乎廚神的崇高地位。

因大明高中餐飲科榮獲技藝競賽金手獎（全國第二名），特請阿基師到本校演

講並示範，因此，特地以麥克筆技法繪製阿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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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杰　吉鮮泡麵　29×20cm

吉鮮泡麵為模擬考試題（全國商業類科）。

因食材眾多，故在色彩計畫上，我以雙重對比（紅 綠、黃 藍），並以黑

色及白色做為整體感造形的修飾與強調，讓色彩豐富卻又不致散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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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杰　國父也瘋狂　29×20cm

麥克筆技法強調的特色是：1. 快速、2. 線條造形、3. 色彩層次豐富！
一幅優秀的麥克筆作品，並不是只有質感上的精緻描繪，若再加以生動活潑的

構圖或設計元素，方能使麥克筆的繪圖達到更傳神高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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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雄　關心我們的城市―空汙　60×45cm

繪畫可表現美的地方，更可呈現真實的一面，讓我們一同關心我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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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年　經典跑車―野馬　28×40cm

記憶中小時候每天看見鄰居的福特跑車野馬（Ford Mustang），進進出出
的好拉風，好帥！尤其是車子的尾部c柱順著造型到後輪上方，猶如散發著
一股高雅的美女穿著禮服的風采！因此長大後我也慢慢變得喜歡上這部美國

muscle car了！經由學習汽車造型設計後，我也才真正的懂得欣賞這部經典
跑車！因此這次的「麥克筆‧點金術」主題展，我特別選這部車的車尾角度作

畫！希望您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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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年　金魚　20×28cm

金魚是最美的魚！我自小愛養金魚！特別愛欣賞牠那優雅地擺動身體在那悠遊

悠哉地游來游去的美姿！所以我特地選了金魚為題材作畫！再者是想挑戰嘗試

用硬質筆頭的麥克筆表現出水墨畫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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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逸民　生命樹　29×42cm

以「The tree of life」文字與浮島：樹、水為元素，呈現超現實的元素，表
現自然與生命的意象。

黃昏的背景，漂浮在空中的花園，長滿綠樹、綠草與花朵，並有著湧流不息的

瀑布、泉水與空中的飛鳥，彷彿置身於人間仙境。

回歸自然，是人們尋找樂土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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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逸民　冬日　29×42cm

冬日雪景的冰冷，與奔馳在森林中的駿馬，有種雋永的對比。作者想表現馬匹

奔跑時的俊美姿態，並刻意將天空繪製成具透視而躍動的雲層，與馬匹的動態

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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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逸民　海底世界　29×42cm

以「海底世界」（Under Waterworld）為題材，設計繪製成一張平面設
計。透過透明層次的表現，並以旋渦式的構圖，將數種大小的生物串連起來，

欲呈現活潑、生動又深層的海底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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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恭誌　西遊　52×36cm

本圖介紹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又名〈西遊釋厄傳〉。是一部中國

古典的神魔小說，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而悟空生性聰明、活潑、勇敢、

忠誠、嫉惡如仇，在中國文化中已成為機智與勇敢的化身，所以孫悟空成為中

國小男孩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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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冠　阿里山列車　19×28cm

由於從事交通工具設計及授課的關係，長期使用麥克筆繪圖，本次創作的理念

在於使用麥克筆的技巧寫實臺灣各地的風景，阿里山列車的晨曦及富基漁船落

日的光影，未背離交通工具的範疇，也表現出麥克筆這項媒材簡單製造美麗光

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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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冠　富基船影　19×28cm

由於從事交通工具設計及授課的關係，長期使用麥克筆繪圖，本次創作的理念

在於使用麥克筆的技巧寫實臺灣各地的風景，阿里山列車的晨曦及富基漁船落

日的光影，未背離交通工具的範疇，也表現出麥克筆這項媒材簡單製造美麗光

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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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嘉賓　清蒸吳郭魚　38×52cm

以麥克筆技法表現海陸美食之色、香、味、美，並闡述珍惜食物的必要性與山

珍海味帶給人們品嘗之美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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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嘉賓　蜜汁雞腿　38×52cm

以麥克筆技法表現海陸美食之色、香、味、美，並闡述珍惜食物的必要性與山

珍海味帶給人們品嘗之美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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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世成　波士頓大龍蝦　18×26cm

以麥克筆兩大特性：色彩豔麗、快速俐落，來表現食物誘人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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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世成　男人之夢―杜卡迪　22×34cm

以麥克筆兩大特性：色彩豔麗、快速俐落，來表現歐式機車之現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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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世聰　自然物形態觀察　27×68cm

以天空、陸地及水生的自然物形態為描繪對象，做為設計之觀察與概念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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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世聰　自行車曲柄組設計　27×68cm

自行車曲柄組設計概念發想與造形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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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蜀嘉　機車整流罩產品設計　29×40cm

機車整流罩可以有效降低風阻，引導氣流，並具有造型美觀之功能。透過新型

整流罩的設計，使之與車體達到一體造型感，更顯流線與速度感。個性化與功

能化的設計，使產品更具實用性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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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蜀嘉　牧場自動餵食器產品設計　29×40cm

自動化餵食設備可以減少人力資源，並準確管理飼料成本，以達到定時定量與

新鮮的品質管理。本設計針對牧場管理流程調查與需求探討，設計出符合管理

人操作與動物習性的自動化牧場餵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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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旦宜　食指大動　40×59cm

教師工作繁忙，只想輕鬆啖大餐，簡單徐徐吃完自己的最愛，也代表年年有餘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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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旦宜　課堂寫生　38×25cm

課程示範寫生：記錄課堂中學生專注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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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誠　辦公椅設計　29×42cm

在枯燥的辦公椅設計中後支架是最困難的部分，因此，想要用簡單的設計創造

輕盈的感覺。巧妙的運用不同的導角設計讓支架有展翅飛翔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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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志偉　漫步蒙馬特　76×53cm

踏著昔日藝術家與詩人們的回憶，蒙馬特的浪漫風情歷歷在目，高低起伏的地

勢，特色小酒館林立，可以恣意穿越的小巷弄，一個轉身彷若進入電影中悠閒

的午後場景，在這裡呼吸著舊巴黎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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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華　蛻變高雄，我愛海青！　39×28cm

整體主要以高雄及海青工商代表性的圖像，同時使用象徵一步步前進的鞋子，

比喻今日正在蛻變中的高雄和海青，畫面當中用較寬廣的色域範圍突顯其多

元、豐富、精彩、多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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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華　Gray Power!　36×24cm

以今日的電影海報與平面設計作品為臨摹對象，用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呈現對此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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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耿賢　Design ＆ Marker　57×83cm

麥克筆對於設計圖表現有多種用途，此圖包含多種用法及表現方式，提供給各

位參考。



125麥克筆 •點金術

楊耿賢　不是瓦力　39×29cm

我不是瓦力！

（麥克筆灰階、色鉛筆、簽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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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耿賢　未來城市　39×29cm

運用麥克筆快速勾勒出未來城市，配合色鉛筆及其他媒材確認出細節，以灰階

麥克筆給予這未來想像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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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彥銘　向達利致敬　33×26cm

以快速俐落的筆法，速寫達利幽默逗趣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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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彥銘　人物速寫　37×27cm

以簡筆畫法做電影人物的速寫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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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剴勛　關羽‧觀羽　36×26cm

關於：關羽，觀羽，觀覦，觀乎於予⋯



130

李承 　美好　53×38cm

時間，空間，美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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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 　凝　53×38cm

照片瞬間的捕捉取代了眼睛的功能，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中時間久了，眼睛便很

快適應並開始忽略許多的細節，是該緩下來，哪怕是瞬間，讓眼睛真正看到的

紀錄傳到腦中，形成一個記憶的心跳。



132

周筱盈　愛情鳥　48×35cm

以家中愛情鳥做為創作發想，利用愛情鳥對於伴侶的忠貞來表達愛，並以花朵

做為在愛中能綻放出的能量。

色彩的表現以綠、藍、橙色較鮮豔地呈現，使畫面有張力。

媒材上除麥克筆之外，並結合彩色墨水做大面積的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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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達　春　34×46cm

透過花鳥展現春天的氛圍，並透過飄逸的秀髮呈現春風吹過百花爭鳴的視覺饗

宴。技巧上以麥克筆呈現人與鳥不同毛髮的質感，並以百合花表現麥克筆混色

如水彩般的自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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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達　插畫百匯　83×56cm

集結作者多年教學範例之集錦，每幅作品皆為課堂示範，展現麥克筆多變效果

與多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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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達　皇后與國王　31×48cm

以動物發想出擬人角色，獅子為王、鹿為后，並透過紋理筆觸表現出迷幻綺麗

的風格，色彩使用較低彩度，表現王、后沉穩的威嚴莊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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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祥　溫柔的眼神　38×25cm

老虎給人一種威猛的感覺，但這幅作品中，老虎的眼神卻沒了兇猛的感覺，反

倒是多了點溫柔，想表現出老虎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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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威盛　無題　25×20cm

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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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龍　性別主流　50×76cm×2

當設計起風，性別藝術主流走向前方，12月和主體的結合，落在你我的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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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煒棋　說說我們看見的！　38×38cm×3

人們時常以自我為中心，總自私的想把身邊的美好，抓進我們的世界，喜歡，

可以分享，不適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