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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我第一本關於繪畫的教程書，適合繪畫初學者學
習基本的繪畫流程，其中還包含一些常見的萌系元素供
初學者參考學習。

一些特殊元素是在嚴謹查閱了相關資料後再三修改而成
的。我知道自己資歷尚淺仍需要學習，所以花了很多的
精力在內容的編寫上，精益求精，只想把最好的內容呈
現給選擇這本書的每一位讀者。希望即使是偶然遇到這
本書的讀者，也能在隨手翻開的一頁中有所收穫，產生
繼續翻閱下去的興趣。

在此書的創作過程中，我十分感謝編輯對我的幫助、鼓
勵及認可，最重要的是讓我有編寫這本書的機會。非常
感謝耐心、溫柔的朋友陪我度過一個個寫稿的日子。最
後非常感謝辛勤的排版與設計人員，以及每一個支持我
工作的人。

M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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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章 1
萌系治癒
 暖人心

本章通過繪製常見的動漫人設形象
來展示溫暖治癒形象的特點，以及繪製技巧。 先畫出一個圓，再補充臉的下

半部，臉型就基本定好了。臉
的長度愈短，人物則愈萌、愈
Q，但也不可過短。

鵝蛋形上的十字線，可以幫助
我們捕捉臉部的朝向與頭部的
立體感。畫草稿時無論是正面
還是側面，基本都是鵝蛋形。

基準線草稿正常比例

正面 3/4側面 正側面

Q版比例

用橫線輔助畫出
眼睛位置的 4個方法

頭部的繪製
人物繪製的第一步，
便是頭部。

◎從基準線開始畫臉
先畫一個鵝蛋形，再畫上十
字線，這就是最簡單的臉的
基準線。十字線能決定臉部
的朝向，以及鼻子和下巴最
尖的位置。

第1個方法：用橫線確定
上眼線的位置。

第3個方法：用橫線確定
眼睛中心的位置。

第2個方法：用兩條橫線
確定眼睛的位置。

第4個方法：用橫線確定
下眼線的位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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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側面頭部的繪製

正面頭部的繪製

正側面頭部的繪製

3/4 頭部背面的繪製

人物設定通常需要繪製一個角色頭部的正、背、側等多個不同角度，在繪製這些角度時需
要注意以下問題。

正常的眼部比例：
雙眼之間有一隻眼
睛的距離

注意頭髮
的厚度

耳朵一般與上眼
線對齊（有時耳
朵也會在上眼線
上一點或下一
點，因人而異）

根據人的臉部朝向及透
視原理，離我們稍遠的眼
睛基本貼着鼻樑來繪製。
但離我們稍遠的眼睛不
能超過鼻樑的基準線，一
旦超過，就會使五官錯
位。而離我們更近的眼睛
由於「近大遠小」的透視
原理要畫得更大一些。

3/4 側面是相對比較好畫的角度。

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是正面還是側面，
五官的高度都不會變。

三角窩

耳屏

耳珠 耳甲腔

耳甲艇

耳輪

動漫畫法

寫實畫法

耳朵的繪製流程與結構

繪製正側面時，後腦不要畫得太小。
一旦畫窄了，即使臉是正常的，畫面
也會因為後腦扁平而顯得不協調髮際線的基準線可以

通過連接下頜和耳朵
的曲線並延長得到

嘴比額頭要微微靠後正側面頸部在中部偏後，且微微傾斜

從側後方看到的耳朵結構

出於角度原因，臉頰微微鼓起，可以看到鼻尖，但是看不到嘴

注意這裏的兩個角度，在現實中一般看
不到另一側的睫毛，但在漫畫中為了增
強效果，一般都會畫出來，但注意不要
畫得太長。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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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頭髮的線稿時，可以使用一縷
一縷分組的方法來繪製

從背面觀察時耳朵的結構

想要畫出同一角色的不同角度，就需要多畫些輔助線進行輔助。

頭部背面的繪製

同一角色不同角度的
頭部展示

清理出線稿。4.

畫一個大概動作的
骨架。

1. 畫出頭髮的草稿。2. 沿着臉部的基準線畫出眼、
嘴、鼻、眉的形狀。

3.

添加簡單的陰影，
體現出明暗關係。

5.

她穿着白色吊帶長裙，一陣風吹起
她的長髮，笑靨如花的瞬間，盛夏
的炎熱也隨風而去。

淨化心靈的微笑
通常令人印象深刻、心動的笑容，
都是瞬間捕捉到的。

◎角色的繪製流程

草稿畫到自己看得懂的程度便可，
如果覺得草稿自己都看不清楚，可
以試着清理一下線條。

小貼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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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着原本的感情，即使是流着眼淚也要將嘴角上揚的女孩子，十分讓人心疼，
也非常容易讓人印象深刻。

畫一個大概動作的骨架。1. 繪製頭髮的大致形狀，
並補充身體的線條。

2. 簡單畫出眼、嘴、鼻、眉的形狀，
並為人物畫上衣服。

3.

清理出線稿。4.

畫出眼角的淚滴，
以及泛紅的鼻子和
臉頰，最後添加簡
單的陰影，體現出
明暗關係。

5.

只要把眉壓
下來，就很
容易畫出這
樣的表情

小貼士
本以為她一定是要哭鬧了，沒想到轉過身卻
是努力擠出的微笑。可能她早就知道等不到
結果。畢竟從小一起長大，又怎麼會不明白
對方的心意呢？
即使這樣強顏歡笑的表情一下就被看破，也
要裝作沒關係的樣子，明明她也是個惹人憐
愛的女孩子。

繪製該動作的
簡單骨架。

1. 根據骨架畫出人
體的外輪廓。

2. 大致畫出角色頭髮、
服飾及身體的草稿。

3. 繪製臉部並細
化草稿。

4.

清理出線稿。5. 添加簡單的陰影，
體現出明暗關係。

6.

鼓勵的擁抱

◎角色的繪製流程

畫小孩子時，
寬大的衣服會顯得更可愛。

小貼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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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部分 女生部分

「鼓勵的擁抱」也可以是朋友或戀
人之間的溫暖擁抱，下面展示男女
擁抱的動作。

分別繪製男生和女生部分
的動態骨架。分開繪製可
以讓我們既輕鬆又條理清
晰地完成作品。

1.

畫男女生時，一般男生高出
女生半頭到一頭最容易表現
出小鳥依人的感覺。注意一
下臉部微笑細節的處理，就
會有溫暖鼓勵的感覺。

2. 添加簡潔的陰影。3.

畫個大致的橢圓確定小刺
蝟的基本形態，並標出牠
嘴部和頭部的位置。

1. 繞着橢圓畫出刺和臉部的
輪廓，注意刺的大小不要
畫得太均勻

2. 將臉部周圍的刺補充完
整，和外輪廓的刺一樣，
不用畫得很整齊。

3.

添上小刺蝟的耳朵和腳後，
便可以清理草稿。

4.

嬌小奇特的小刺蝟十分可愛，但形態卻又十分特殊，我們可以將整體看作一個類似橢圓的
形狀來進行繪製。

為小刺蝟畫上眼睛，由於清理
掉草稿的畫面看起來有點空，
所以需要補充一些細節。

在眼睛位置點上高光，並繪製周圍的環境，
豐富畫面的效果。

5.

6.

萌萌的動物是  暖的代名詞
萌萌的小動物總能讓人內心不自覺地柔軟下來，
無論是軟軟圓圓的身體，還是小小的四肢，
都十分惹人喜愛。

◎角色的繪製流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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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角色的基本設定簡筆劃繪製過程

先畫一個類似雞蛋的
形狀，偏圓一點會更
可愛。

畫一對綠豆一樣的眼
睛，再畫一個菱形小
嘴，小雞的臉就畫好
啦！

在身體下方兩側各點
上3點作為小雞的爪，
兩側各畫一條弧線代
表小雞的翅膀。

修飾一下臉頰，並在
頭上補充一簇小絨毛，
一隻可愛的小雞便大
功告成。

嬌小玲瓏的禽類動物十分適合用圓形概括。

小雞的繪製過程
用同一個簡單的形狀可以繪製出一些不同形態的小動物，只要我們保留其特徵，就可以用
簡單的方式將其繪製出來。

畫一對括號，然後把外形補充成類似於饅頭
的形狀，不用封口。

補上身體部分後，整體形狀像蘑菇一
樣，再畫兩條豎線作為眼睛，這就是
小動物的基本輪廓。

在前一步的基礎上，分別畫上不同特徵的耳朵，即可繪製成不同的小動物。

4.分別給小動物加上嘴巴、尾巴，以及其他特徵後，3個簡單的小動物形象便完成了。

每種動物都有屬自己的特
徵，這些特徵需要我們在生
活中多觀察，若是再加上一
些生動的想像，就可以繪製
出各種有趣的場景。

小麻雀

花紋和嬌小的體型

肚子和嘴巴

雞冠和長尾巴

小企鵝

滾圓的身體
臉部和腳蹼

腳蹼和寬嘴巴

小鴿

小公雞

小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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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2
顏文字
是治癒人心
最簡單的表達

在當下訊息化的時代，
很多人愛在社交網絡上用一串萌萌

的顏文字表達情感。
顏文字除了能直觀地表達出使用者

內心的想法外，
也能給他人留下一種萌萌的、
治癒人心的正面印象。

本章通過繪製與顏文字對應的人物
形象，具象化每個顏文字。

繪畫的風格有很多種，只要能抓住
小動物的特徵，即使誇張些也可以
很好地將牠們繪製出來。

繪製可愛的小動物有利於
放鬆身心，快拿起手邊的
筆試着畫一些可愛的小動
物吧！

◎多種動物的繪製
萌系 Q 版小動物非常適合作為平日裏寫手賬、做筆記及寫便箋時添加的小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