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麥克筆

█ 麥克筆的發展過程

臺灣的麥克（Marker）筆，發源於1967年8月1日至8月3日，大同工學院為了要培訓

新進的工業設計師，特別聘請日本千葉大學的豐口協教授，到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系

教授設計的原理原則。

在三天的受訓期間，他鼓勵學生使用新出現的媒材：「Marker」，英文名為Speedy 

Marker，從名稱看起來就是速繪的意思。經過他的講解並示範，受教的學生發覺這種

媒材非常實用且效果迅速，隨後「Marker」開始在大同公司的設計部成為必備的工

具。

由於當時的表現工具多為廣告顏料與水彩，需要時間等待乾燥，甚至需要用吹風機

吹乾。記得當初建築師高考，就有人使用水彩畫，結果必須花時間用吹風機吹乾，

Marker筆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繪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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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至3日日本千葉大學教授豐口協（大
同公司顧問）擔任臺灣首次廠內職訓傳授麥克筆技
法。

大同公司設計課接受職訓時的場景。

 千葉大學教授豐口協為當時大同公司首位設計顧
問。

日本千葉大學教授豐口協為學員之作品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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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時，從教授的口中得知日本的工業設計也都用Marker筆進行，因為Marker筆比

水彩迅速，比色鉛筆更有效。講授結束後，豐口協教授把帶來示範的Marker筆留下

來，成為國內唯一的一套Marker筆，也是臺灣有Marker筆的開始。

為了要徹底瞭解Marker筆的性質，區別其與水彩及廣告顏料的不同，當時服務於大同

公司的王健先生，特地鑽研它的特性，感受到它跟水彩有非常大的不同：

• 隨畫隨乾。
• 有強烈的氣味，因為含有苯系的溶劑及石碳酸。
• 不溶於水，所以碰到水也不會有影響。
• 畫過的紙面不會膨脹，這是很重要的特色。
•  有很好的工具性，不像水彩筆，沒有辦法畫很精準的直線，Marker筆則可與其

他工具配合。

•  筆尖有三種不同的寬度，可以從0.5mm畫到6mm的線條，而且可以畫得非常

穩定。

• 快乾，所以必須要有緊密的封蓋。
• Marker筆會褪色。

• 它跟水彩一樣可以調色，尤其是有混色的可能，例如：黃加藍就變綠。 

•  它的筆尖是尼龍（Nylon 66）做的，有多孔性與彈性，所以使用壓力的不同加

上速度的快慢，可以輕易畫出濃淡的變化，這點與水彩筆完全不同。

經由王健先生對Marker筆潛心研究並運用在教學上，被譽為「臺灣Marker筆之

父」。首先，大同公司的電視廠申請大量的Marker筆從日本進口，做為電視設計的基

本配備，所以早期大同公司的電視機、音響及冷氣設計，都是以Marker筆完成。接著

在工業設計科的表現技法課程，捨去使用水彩，改用Marker筆教學。1979年淡江大

學建築系也採用Marker筆做為建築系繪畫表現的基本材料，同時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

校（今銘傳大學）的課程，也開始以Marker筆為作業的繪圖材料，一改原先以廣告原

料作畫的習慣。

1968年7月，大同工學院聘請剛從日本學成回國的工業設計碩士蕭本龍先生，做了一

次作品發表，幾乎都是以在日本學的Marker筆作為基調，當初大同公司的設計師以及

大同工學院（今大同大學）設計科的學生們，都非常驚豔於他的作品表現，加速了大

家學習Marker筆的興趣。

1970年代，在日本設計事務所工作的設計師們都以Marker筆作畫，當時設計三菱

汽車、手工機具等，都是用Marker筆來表現。他們以溝尺（Mijobiki），可以用非常

細的白線勾勒精密的圖形，這也是在臺灣從未見過的。同時，使用Marker筆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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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配套，在東京造型大學工業設計系的課程，都出現類似的配套工具，如粉彩

（Pastel）及廣告顏料等，這些設計繪圖的方法，幾乎是在臺灣從未見過。

王健先生回顧在日本留學期間，日以繼夜練習Marker筆的技法，精進表現的技巧，正

值在皆川事務所工作時，接到大同公司的指令，為大同公司設計當年生產的252B型

冷氣機外型，他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共畫了將近一百張的Marker筆草稿。如果一百

張的草稿用水彩或色鉛筆來畫，可能要花一倍以上的時間。所以作品寄到大同公司冷

氣場的廠長林大介先生手上時，他相當驚訝於Marker筆的繪圖速度與效果，馬上進入

生產的研發工作。不到一年，252B型冷氣機就生產出來了。

1971年，王健先生以Marker筆表現

的作品參加日本Car Graphic期刊百

期紀念的汽車設計大賽，獲得佳作

獎；隨後又參加關西自行車的年度設

計大賞競賽，榮獲全日本第二名，這

兩項競賽，是臺灣設計家參加日本國

內Marker筆競圖的第一人，也使得王

健先生對使用Marker筆的信心更加堅

定。 1969年在日本東京皆川設計事務所實習，負責大同
冷氣外觀設計，提供100張Marker筆原稿。

 留日期間參加日本腳踏車設計競賽榮獲第二名的設計圖。



1971年大同工學院五專部工業設

計科第一屆畢業展，在省立博物館

（即今臺北市館前路之國立臺灣博

物館）展出，作品皆以Marker筆表

現，引起當時設計界巨大迴響。第

一屆的學生非常優秀，其中有林季

雄，曾任大同工學院工業設計研究

所所長；邊守仁，曾任北科大工業

設計系的系主任；陳明富，曾任東

海大學工業設計系的系主任，多位

至今在設計界及設計教育界均有傑

出的表現。

由於新媒材的出現，逐漸從工業設

計的範疇一直擴散開來。1970年

代中旬，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服裝

繪畫、臺南鹽水之南榮工專工業設

計科等學校，也開始使用Marker

筆來進行教學和練習。從此室內設

計、服裝設計、工業設計及建築設

計，都注入了革命性的新興材料

─Marker筆的使用，使常年以來使

用色鉛筆及廣告顏料為主的設計教

育，有了釜底抽薪的改變。

在1973年至1976年間，臺灣為推

廣Marker筆，由王健老師、臺北工

專化工系魏國棟老師及大同公司設

計專員劉鴻鈞先生共同研發Marker

筆，運用溶劑、香料、尿素、石碳

酸、甲苯、膠水、礦粉及植物粉顏

料，依照豐口協教授贈送的樣品，

徹底研究模擬，做成臺灣史上第一

盒自行研發的Marker筆，並將初步

研發的成果，交由伸展公司的負責

人謝牧名先生來生產，也創造出臺

灣第一代的Marker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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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大同工學院五專部在館前路省立博物館展出
所有作品，皆以Marker筆表現，引起當時設計界巨大
迴響。

 邊守仁（曾任北科大工業設計系教授兼主任）學生時期的作品─
預售房屋構想圖。



1974年正值房地產蓬勃發展之際，台北房

屋服務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葉條輝先生，看到

Marker筆畫的設計圖，頗為驚訝，試圖以

Marker筆的畫法來作為銷售房屋的造型設

計，首推東海花園別墅建案，在極短的時間

內，用Marker筆繪製出十種別墅的造型，並

印製成臺灣有史以來最精美的銷售手冊，建

案一推出，很快就銷售一空，造成營建業界

很大的震撼。

隨後大量房地產建案的繪圖，運用Marker筆繪製的畫面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地被建築

業界所採用，使Marker筆從工業設計延伸到建築業、服裝業，甚至商業界，紛紛都改

用Marker筆來繪圖。

如海報設計，早期都是用廣告顏料，自1975年後，紛紛改以Marker筆來製作海報，

逐漸形成風潮。1975年，日本的室內設計協會（JID）來臺拜訪，一行人中有著名的

透視圖專家、也是東京造型學院的院長山城義彥先生，和小琼勇紀夫等人，他們將日

本設計界普遍使用Marker筆的訊息帶來臺灣，激起當時房地產界普遍使用Marker筆

的意願。

當初進口的Marker筆都是以油性為主，有人說Marker筆畫圖時氣味太重，甚至有人

說它有微微的毒性，是因為其溶劑是以甲苯為原料，所以在推展上有遭到一些阻力。

在電腦尚未普及之前，國內學校及設計界，採用水彩、Marker筆、色鉛筆為表現媒

材，約為三分天下的局面。1978年，Marker筆改稱為「麥克筆」，因為Marker筆的

感受力不足，後改為「麥克」跟賺錢有關，所以將其取名為麥克筆，從此全臺灣就以

「麥克筆」來定名，並稱呼之。同年，王健先生出版了《彩色透視表現法》一書，

是以水彩和麥克筆做為表現工具的設計專書，也是臺灣第一本有關透視表現的彩色著

作，這本著作，由台北房屋出版部出版，前後共印製出版了12版，總計銷售了三萬

多本，成為臺灣有關表現法最經典的一本著作。

1980年，有位資深立法委員林棟先生，其長女林沂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工業設計學院

留學時，將《彩色透視表現法》帶到課堂上，被系主任發覺，認為作者可以用水彩及

麥克筆表現各種的設計造型，遂透過林沂邀請王健老師赴美國密西根大學開設為期兩

天的講座。第一天下午講授工業設計產品表現，第二天上午講授室內設計表現，現場

即席示範麥克筆表現技法，受到師生極高的評價，也是國內以麥克筆出國講學的第一

人。

由於麥克筆表現的趨勢在國內逐漸生根，尤其是裝潢業、建築業、工業設計，都紛紛

放棄水彩與色鉛筆，轉而投入麥克筆的繪圖工作。這個轉變，從業界轉入學校，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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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臺灣國產Marker筆由伸展公司出
品，其他為奇異筆，色彩不多。



因應需要，1984年王健老師出版了亞洲第一本麥克筆的專書─《麥克筆的世界》，

內容可說是麥克筆所有繪圖的技法，共有三十種。以麥克筆表現建築、室內設計、服

裝、繪畫、廣告插畫、家具設計，甚至人物描寫及素描寫生，一一舉例，把各種不同

的表現方法撰寫成一本書，引起很多迴響，總共出版了13版。

1984年，設計界由政府指導，在外貿協會設計師培訓的講習工作中，透過日本的栗

坂秀夫教授，介紹日本的麥克筆權威IJUMIYA麥克筆公司顧問，亦為多摩美術大學教

授的清水吉志來臺指導，此次受訓的人很多，清水教授帶來的麥克筆是以酒精為溶

劑，稱為酒精性麥克筆，這種酒精性麥克筆顏色多樣、無毒，比前一代的麥克筆更為

進步，大家趨之若鶩，由於是國家主力培訓，酒精性麥克筆很快地被設計界所採用。

1987年，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王健先生，代表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赴

印度的Amedabad參加亞洲工業設計會議。因贈送《麥克筆的世界》一書給印度國立

紡織大學服裝學系系主任，他對麥克筆的繪圖頗為好奇，所以在會後邀請王健理事長

在服裝系講授與示範麥克筆表現的技巧三個小時。王健先生用一支麥克筆遠赴美國及

印度，宣揚麥克筆的技法，希望配合科技進化的時代，能提升設計的戰力。

1987年以後，臺灣的建築業二度起飛，在室

內設計及建築業，甚至是建築高考，紛紛捨棄

水彩而改以麥克筆繪圖，即為明顯的改變。到

了1998年左右，IJUMIYA公司又開發了一種

筆寬20mm的麥克筆，使繪圖的速度提升了數

倍，因隨畫隨乾，所以使設計作業可以擴大到

工地、辦公室、旅館，甚至在移動的車上都可

以作畫，不若廣告顏料還要調色盤的麻煩，作

品的表現力令人刮目相看。1987年，北京工

藝大學設計系系主任張綺漫，曾經留學日本

學習麥克筆，在澀谷拉福列展覽館展出他的

作品，所以中國大陸麥克筆的起源比臺灣晚很

多。我們的麥克筆起源於1967年，中國大陸

是1987年，整整慢臺灣20年。

1989年，一年之間，中國有十幾所大學，包

括上海輕工業大學、北京工藝大學、湖南長沙

大學等等都成立了設計系，開始用麥克筆表現。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從臺灣學生欲留學

美國、英國、義大利的藝術大學，他們的作品集裡面，都需要涵蓋麥克筆繪圖。從這

些事例看來，用麥克筆的多元性及廣效性作為設計創造的表現，已成為設計和藝術創

作領域，不可或缺的多元媒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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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大學講座。

清水吉治廣州大學麥克筆講座。



█ 麥克筆的特色

諸多顏料中，麥克筆可算是最方便的了。因為麥克筆的種類多、顏色齊全、速度快、

質感強、渲染佳等，這些優點，使它成為彩色透視表現工具中的寵兒，它的表現，大

可以呈現巍峨建築透視表現，小則一草一木，它都可勝任。歸納麥克筆的特色，有下

列幾點：

●  滲透性：麥克筆分為油性、水性與酒精性三種。油性麥克筆耐水性強，具有一定的

覆蓋力和穿透力，不僅可以在任何紙張上使用，還可以在其他不同的材料上運用，

因此用途比較廣泛；酒精性質的麥克筆也具備一定的覆蓋力，兩者的揮發性很強。

由於麥克筆溶劑的易揮發性，因此在長時間的作畫過程中，用筆停頓的時間不應該

太久。在畫完一種顏色後，應該立即將筆帽蓋好，以免顏料揮發，唯有水性麥克筆

較穩定，且不具滲透性，但較慢乾。

• 油性麥克筆填充物為：甲苯、油溶性染料、樹脂、甲基甘醇、石碳酸。
• 水性麥克筆填充物為：水、顏料、壓克力樹脂、防腐劑。
• 酒精性麥克筆填充物為：酒精、染料、芳香劑。

●  工具性：最早的麥克筆只有一種筆頭，呈圓形或斜方形。而現在的麥克筆可有二、

三個筆頭。最粗的呈扁方形，中粗的呈圓形，細的如同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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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筆頭麥克筆 斜方形筆頭麥克筆 平口形筆頭麥克筆 特粗筆頭麥克筆 錐型筆頭麥克筆

油性麥克筆 酒精性麥克筆 水性麥克筆



●  全域性：麥克筆的顏色很齊全，通常有木材色、石材色、皮膚色、基本色（基本

色：基本色，中間色，寒色和暖色，灰色等等），各種色系總共大約有一百多種顏

色；並且灰色系統由淺到深，依明度之階層調配而成，可做調節各種顏色的明度與

彩度之用。

●  包容性：油性及酒精性麥克筆，能夠畫在任何東西上，諸如玻璃、塑膠表面等，都

可以附著。畫在紙上，可用普通紙、白玉紙、錫卡紙、專用紙、描圖紙等，紙質比

較滑順。在做描繪表現上，麥克筆除了本身乾溼渲染外，還可用溶劑渲染成極美

朦朧感，或與廣告顏料、粉彩色鉛筆、壓克力漆等混合使用，常用的技巧約有18

種，畫法篇後另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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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筆在玻璃上的表現。 用溶劑渲染成極美朦朧感。

各色系的麥克筆

木材色

石材色

皮膚色

基本色 A 基本色

B 中間色

C 寒色和暖色

D 灰色



●  快速性：麥克筆的筆鋒固定，落筆自然均勻，並且快乾，又可以用角度來調整筆劃

的粗細，使用起來可配合其他工具。使用也可徒手揮灑，甚為方便，且具快速的要

件。麥克筆頭接觸紙張的快、慢，呈現的色彩濃淡度是有差異的，如速度慢，顏色

深；速度快，顏色淺。更重要的是用麥克筆表現，要先胸有成竹，下筆後要一氣呵

成，又因為快乾，紙張不會起皺紋，始終保持紙張的平整。

●  全面性：麥克筆很能表現質感，如畫玻璃的透明感，木頭的拙樸感，或金屬、毛

皮、塑膠都可維妙維肖，表現出材質感。

16 解析麥克筆

麥克筆頭接觸紙張的快慢，呈現的濃淡差異。

木頭 藤編

玻璃 毛毯



●  透明性：麥克筆具透明性，如同水彩一般，可以自由混色，如黃色上再塗藍色，可

變出綠色，以平滑之膠片或調色盤，可以混色出現不同的色調。

黃色上再塗藍色，可變出綠色。 麥克筆在塑膠片上直接上色，再用筆頭混色後塗
畫。

瓷器 陶器

金屬

17麥克筆 •點金術



●  變化性：麥克筆可以寫字、素描畫、插圖畫人物，畫各類之設計圖，甚至可以畫國

畫，同時麥克筆能隨意渲染，可以用快速掃描法表現動感，或用濕筆一直加深到濃

的渲染，表現出不同的意味，效果很好。必要時可加添甲苯溶劑而發揮渲染的效

果。

綜括而言，麥克筆具有以上的特性，比其他媒材工具更能充分表現真實感與美感，而

且攜帶也很方便，所以很適合大眾的採用。

快速掃描法表現動感。 濕筆一直加深到濃的渲染。

18 解析麥克筆

法式裝修造型。



█ 麥克筆的結構

麥克筆外觀結構有筆頭、筆身、筆蓋等三個部分，筆身有鋁製、塑膠製兩種，筆蓋大

致以塑膠成型居多。

手持麥克筆的姿勢，應依照麥克筆的筆頭角度來決定，一般持筆姿勢如下圖示：

19麥克筆 •點金術

筆蓋

筆蓋

筆頭

筆頭

筆身

筆蕊

※ 成份為Nylon 
纖維海綿體

麥克筆的基本結構

執筆姿勢之一 執筆姿勢之二 執筆姿勢之三



筆雖有粗細之分，但在運筆

時，如能掌握移動的速度和筆

的角度，可以用一支麥克筆畫

出無數粗細的線條，也可利用

轉筆的方式，使之從粗線漸次

變為細線，這是麥克筆繪圖中

線條的基本功，需稍加練習達

到熟練的程度，在麥克筆線條

的技法表現上，就能達到順暢

的完美線紋。

█ 麥克筆的色系

麥克筆色系可以分為：寒色系、暖色系、中間色系與無彩色系，約有300餘色，一般

會應用到的色系約在150色左右。可依照廠牌的印製色票編號選購。

20 解析麥克筆

利用同一支麥克筆，以轉筆角度畫出粗細不同的線條。

麥克筆色系圖

酒精雙頭麥克筆 色票表

400-012  12色A T8-酒精雙頭麥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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