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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插畫表現風格對於當代
流行櫥窗、看板平面廣告之影響

-以101購物中心為例

The Effect of Digital Illustrator Form to Modern Popular Window, 

Poster, and Print Advertisement-Illustrated by Taipei 101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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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60年電腦繪圖技術、人才等發展起步後，插畫有了新媒介可供使用，也使得插畫表現上有了新風格與樣貌。

而這股不同於傳統手繪的數位風潮，在1990年慢慢成為流行，也影響了當代的流行表現。經由文獻分析可將數位化表

現分為向量裝飾、寫意筆刷、精細寫實、數位卡漫和複合影像等五種風格。

在台灣最具流行指標的101購物中心裡，經實地調查後統計出其櫥窗和平面廣告共有206件，之中具數位化表現風

格的共占有38％。但就分項來看，數位化插畫風格在玩具電玩、金融銀行、珠寶首飾和101自身形象宣傳等主題佔有

極高的應用率（超過60％），表示這些主題在流行宣傳上受到數位化插畫風格的影響程度較高。另外，服裝配件、美

食飲品等主題使用率雖不高，但應用的種類卻比其他主題多元，未來在技術表現上有所突破時將會相當具有發展潛

力。

本研究僅對於台灣最具代表之流行中心101來做探討，因此在許多數位化插畫風格未探知的影響點和可能性，仍

待後續的研究和觀察。

關鍵字：數位插畫、表現風格、101、平面廣告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插畫在國外的發展早已行之有年，大約從

18-19世紀時就流行活字版和現成的小插圖，開始

普遍應用於各種平面設計的廣告上，在19世紀末

與20世紀初以插畫為主的藝術海報更是紅及一時

（陳俊宏、楊東民，1998，pp.115-116）。1990年

代，隨著民主意識的抬頭和開放，台灣的插畫漸

走向多元、豐富的時代，整個產業也開始蓬勃的

發展興起。

21世紀之後，插畫家勇於突破來嘗試新的可

能，台灣的插畫也漸漸跳脫出只為了目的性與功

能性，轉而成為多元化的藝術表現、產品裝飾、

設計等應用。自1960年起，電腦繪圖技術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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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開始有了起步；到了1990後，在電腦的高度

發展之下，技術和人才更於此時趨近完備，而這

股數位化的風潮也造成了插畫表現的衝擊，以數

位媒介完成的創作成為了一種當代流行表現。而

數位科技在作為輔助傳統藝術創作形式以及將數

位藝術作為新的媒材之間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鼎銘，2003）。

由於數位插畫的表現應用成為了一種流行趨

勢，其創作出來之作品風格也會影響到當代的流

行文化。本研究將先分析彙整出數位化插畫風

格，再進一步的探討其影響流行中心101的那些層

面和主題，以便了解數位插畫表現風格對於流行

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插畫

數位插畫是以電腦為創作插畫的媒介和平

台，經由高科技和精確的運算完成之插畫作品，

與傳統手繪以筆、顏料和紙等媒介構成不同。在

現今科技的演變之下，數位插畫已不再是難以學

習和僅被少數人使用的方法。

強大的特效表現、3D的立體效果，以及可省

去傳統繪畫準備畫材與調色的麻煩和修改困難等

問題，這種種的一切都再再顯現出數位插畫所具

備的優勢，這也是數位插畫能蔚為潮流的主要原

因（張惠如，2004，p.7）。

（一）電腦繪圖的發展概述

電腦運用在藝術創作上第一次是在1965年，

在美國及德國的畫廊舉行，以時間推算電腦藝術

的發展至今亦不過四十餘年的時間（張國徵，

2004）。在經歷了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後，第三

波資訊時代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發展重點。在短

短的幾十年間，它已帶給世界上許多產業影響與

衝擊。

1990年代後到未來，數位繪圖將是一個趨

勢，這時候的創作者將開創一個新紀元（張恬

君，1997）。因此電腦繪圖的發展不但代表著繪

圖的新方法將風行全球，對於未來的插畫產業和

表現方式也必定有所影響。

（二）數位插畫的特色

從Wikipedia Encyclopedia的解釋可以了解到

（Wikipedia Encyclopedia），Digital Painter（數

位繪圖）不同於傳統的繪畫模式（像是水彩、油

畫等煤材），且不一定要照正常步驟順序進行。

數位插畫主要是應用電腦各種工具，透過「非線

性」的方式進行創作，使創作者能隨時編輯作品

中的每個圖形與物件。

數位化的電腦繪圖之特點就在於具有省時、

省力的功能（塗凱柔，2006）。也由於這樣的插

畫是運用數學運算來描述組成影像的目標位置，

有時易造成無法表現出圖像裡豐富細膩的質感和

色彩變化（王榳靇，2005）。

數位插畫可分為向量式（vector）和點陣

式（bitmap）兩大項，向量是以座標來構成圖

形，故放大縮小不會產生失真的問題；點陣是

以點去構成圖形，不同於向量式的方法（Leurs, 

2000）。不可諱言，數位插畫的發展和應用將使

得藝術生產方面更加蓬勃，也會讓插畫的發展上

多了許多趣味和可能，達到新的境界。

（三）數位插畫的軟體應用

大多數的數位插畫創作者以Corel Painter、

Adobe Illustrator和Corel Draw這三套軟體為主要

工具，因此本研究將把這三套軟體區分為點陣式

（Bitmap）和向量式（vector）兩類來做為應用的

探討。

1.點陣式（Bitmap）-Painter：在Corel公司的產品

介紹中（Corel Corporation Web）將軟體的使用

者定義在商業設計者、娛樂藝術家、攝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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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和學生上面，主要功能是在各領域快速

而精確的完成插畫並達到傳達目的。Corel、首

羿國際（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和黑秀

網等，也介紹了Corel Painter與傳統插畫不同

之表現特點和創作方式，經本研究整理後如下

表：

2. 向量式（vector）-Illustrator和Corel Draw：從

Adobe公司的網站（Adobe Corporation Web）

表一、Painter軟體的應用分析

特色 細項 本研究分析

表現工具 多樣的筆刷 除了預設的多種筆刷，更可以設計個人筆刷來增加創新性

數位混色盤 不需使用各種填裝顏料來執行麻煩的混色過程，就可進行多樣的混色

色票資料庫 可以輸入精準的混色數值，以達到顏色控制

複合媒材

工具

可以在短時間和小空間同時使用不同的媒材，例如壓克力筆、噴槍、
調色筆、毛筆、粉彩筆、炭筆、仿製器、彩色鉛筆、蠟筆、橡皮擦、
氈製粗頭筆、膠彩、厚塗顏料、油畫、鉛筆、海綿、染色和水彩等。

圖層遮罩
透過此功能的管理，可以做出加法的混合圖樣和合成效果，也可用幾

何運算加減法來做出新的式樣

提高生產力
縮短時間

數位的介面能快速找到所需的工具，而透過REDO功能則可避免錯誤
時所造成的時間損失

節省空間
數位介面的選單就可包含各種工具，不需額外的空間擺置各種實體工

具或媒材

表二、Illustrator與Corel Draw軟體的應用分析

特色 細項 本研究分析

表現工具 向量圖形工具

（包含筆刷）

透過內建各種圖形工具，可快速繪製出精確的圖形，其Be`zier工具更可
以畫出多變的圖形和曲線，而且線和圖形都能夠任意放大縮小時不失真

漸層工具 透過電腦計算，可做出多變且數值化的漸層

圖層遮罩 同painter（表一）

掛載濾鏡特效
透過慮鏡與特效，可以對完成的圖形進行更多元的轉變，增加插畫的趣

味和創意獨特性。

提高生產力
印刷調整

在印刷的補露白或是一些其他的設定，都能透過簡易的選單控制調整，

讓印刷的品質較易掌控

縮短時間 同painter（表一）

節省空間 同painter（表一）



上，可了解Illustrator是以插畫和排版為主要目

的。Adobe、Corel、首羿國際（首羿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網站）等公司和黑秀網中，也介紹了軟

體與傳統插畫不同之表現特點和創作方式，經

本研究整理後如下表：

二、插畫風格

一般而言，在插畫創作者的作品中，多少都

會帶有一些特殊的表現手法和反映其作者的人格

或思考模式，這種種的現象都代表著插畫作品和

創作者的關係。

（一）風格與插畫之關係

從辭海的解釋中，風格為「風神和格調」，

即為「言論、舉動、態度和人物的品格」。由西

方的角度來看，對於「風格」有其現代的意義，

首推1755年法國Bufforn伯爵所指出的：「風格就

是這個人本身」；德國悲觀哲學家Schopenhauer則

說：「風格就是心靈的臉容」，說明了是內在複

雜心靈的外在顯現（詹偉雄，2005，p.71）。

伊彬、鄧逸平、黃永宏（2004）認為風格就

是一種利用分類原則來尋找秩序並給予定位之過

程的結果，一般分析者會從作品的觀照中，依普

遍性、相似性、連續性、恆定性的歸納性操作要

領為基礎，萃取作品之共通性質予以歸納，來建

立風格群組的本質。總結來說，就插畫與風格的

關係來看，風格的產生即是在插畫的表現方式

（外在）和給觀者感覺上（內在），有創新、獨

特性且廣受大眾注意後，共同對該插畫的認知就

成為了一種新風格。

表三、以台灣兒童插畫風格之分類

插畫風格 特                                  徵

類國畫表現 表現手法以傳統國畫色彩為主，兼容現代水墨的特色

類西畫表現 以傳統學院派的表現手法為主，講究筆觸、線條、明暗和立體

抒情寫實 依類西畫表現出發，以場景氣氛營造烘拖情感的方式最為陳述

甜美溫馨 視角以兒童角度，常用粉潤的色系，讓畫面經營出刻意的溫馨感

童話卡通 可愛化的外型以及童稚化之觀念與行為，多呈現美好事物或夢幻

裝飾圖案 色彩鮮明豐富，強調點、線、面的特色，有平面化的趨勢

設計概念 強調設計感的構圖，強烈的控制畫面，意在形式的傳達

版畫剪紙等民俗 通常採用傳統民俗慣用之造型與類似的表現手法

漫畫氣質 高度描述性與世俗性，抓住人物的特點，用誇張或扭曲的手法呈現

童趣 忽略細節以簡單的造型結合材質特性，創造出兒童樸拙稚情的純真

怪趣 怪異奇趣的造型，或類似以戲劇手法製造懸疑詭異的氣氛

（二）插畫的表現風格種類

伊彬（伊彬等人，2004）以插畫的主要市場族群-兒童為主題，將台灣兒童插畫風格分為了以下的

表四、以插畫的表現風格來分類

寫實性

(realistic)
與傳統中的寫實略有不同，是指「合理的把握個體對象之客觀性」，可包含超現

實、幻想的、象徵的，即畫面上所出現的對象都是個體性的寫實。

裝飾性(decorative)
與意義內容等傳達機能比較起來，較重於裝飾性的插畫；此類插畫大部分都是平

面性的空間(不在二度空間的平面上，要求深遠或立體的三度空間效果)，例如整
幅畫或其背景、周圍以平面性的要素來構成。

樣式化

(stylistic)
指單純化或變形等具有個性化特徵的表現風格，漫畫亦可屬於此類範疇，接近寫

實的表現，但有時相當簡化而且具有各種不同個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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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項，對於插畫表現風格之分析具一定參考價

值：

而陳俊宏、楊東民則認為（陳俊宏、楊東

民，1998，p.121）插畫依其表現的風格來分，則

可分為以下三種：

由於數位插畫之表現風格，諸多文獻上較少

討論到，因此本研究將以上述專家對於插畫之論

點加上數位化插畫之工具的特色和內容等資訊做

整合，於研究中彙整出數位插畫的表現風格。

三、台北101購物中心

台北101購物中心（TAIPEI 101 MALL）於

2004年3月31日完工，並在該年底正式啟用，世

界高樓協會主席Ron Klemencic也在 2004年10月8

日將「世界第一高樓」證書頒發給TAIPEI 101；

101也被視為台灣首座頂級的國際購物、精品、時

尚、美食潮流的中心（台北101專題研究計劃簡

報）。

整個中心分為B1生活聚場、1F101大道、2F

時尚大道、3F名人大道、4F都會廣場、5F金融中

心等樓層，企圖打造和紐約的「第五大道」、巴

黎的「香榭麗舍大道」、羅馬的「西班牙大道」

等高級精品區劃上等號（台北101購物中心）。因

此101對於台灣的影響不單單只是「世界第一」的

稱號，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最新流行、時尚的集合

地，也深深影響了許多生活層面。

依據上述之文獻，本研究之目的為（一）了

解數位插畫與傳統插畫表現方式的不同，並歸納

出數位插畫的表現形式風格來做界定與分類。

（二）於101購物中心進行實地記錄的動作，整理

出數位插畫表現風格在流行商區的櫥窗和看板的

平面廣告中那些地方的使用比例較多，最後再分

析探討其代表的意義。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文獻分析法

表五、數位插畫的表現風格

數位插畫表現風格 說明 數位化的特質

01.向量裝飾風格
‧造型堆疊、切割構成

‧每一造型皆具有獨立之不同色彩和漸層

幾何、漸層、堆疊

02.寫意筆刷風格
‧利用數位插畫之強大的筆刷功能

‧像潑墨點、飛白等為較常使用的表現

筆刷、藝術性、東方人文風

03.精細寫實風格

‧與傳統創作手法相同

‧可做更精細的修改和描繪

‧用濾鏡做修整光影變化

‧超越真實的表現

濾鏡、堆疊、筆刷、修補

04.數位卡漫風格

‧創意手稿為基底

‧以數位化插畫來做上色和後置的工作

‧比手繪具更多的細膩光影

‧精確的顏色（便於複製與銷售）

筆刷、濾鏡、特效、色票

05.複合影像風格

‧將現成之照片做電腦的處理

‧利用數位插畫創作和變形修改

‧有不存在於世上的超現實感

濾鏡、特效、修補



由於現今對於數位插畫表現之風格的定義並

未有明確的解釋，因此本研究將以三位匿名之插

畫專家兼創作者共同分析討論上述之文獻內容，

並整理出數位插畫之表現風格，以便於後面研究

之資料依據。整理後如下表：

（二）實地調查法

本研究將透過實地走訪台北101購物中心，並

以上述整理之數位化插畫風格種類來記錄櫥窗和

看板之廣告插畫的應用情況；另外，由於101本身

並不開放給外賓拍照的權利，因此基於尊重館方

和研究道德之考量，僅以現場分析和記錄的方式

取樣。

（三）內容分析法

從調查出來的紀錄進行分析，探討數位化插

畫風格在整個台北101購物中心廣告插畫之出現的

數量和比例，再進一步的統整出數位化插畫在流

行商圈廣告中各個樓層的使用比例，以便了解在

那些主題的廣告插畫表現是被數位化的插畫風格

所影響。

二、研究範圍

承文獻所探討，範圍將以台北101購物中心為

主（B1-生活聚場、1F-101大道、2F-時尚大道、

3F-名人大道、4F-都會廣場、5F-金融中心）。而

取樣時間為2007.12月。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實地調查之結果

台北101購物中心之櫥窗、看板的平面廣告共

有206件，其中有應用到數位化插圖之表現風格的

有79件。此外，本研究將非數位化插畫風格的種

類區分到「其他」以便於分類統計；其他類又以

1.純攝影2.單色或材質等兩種表現為主（單色與材

質定義為：以材質的質感或單純以一種顏色來做

為廣告表現）。

而依據記錄統計之廣告應用的主題則分為：

化妝保養、手錶精品、交通工具、101行銷、居家

用具、服裝配件、玩具電玩、金融銀行、美食飲

表六、101購物中心之櫥窗、看板平面廣告的表現風格統計（單位：件）

樓層 01風格 02風格 03風格 04風格 05風格 其他

101外圍 自身行銷*1

服裝配件*1

珠寶首飾*1 化妝保養*3

服裝配件*2

純攝影 服裝配件*9
手錶精品*8
美食飲品*1
化妝保養*4

單色質感 服裝配件*2

手繪風 服裝配件*1

B1

生活聚場

服裝配件*1

美食飲品*1

美食飲品*3 玩具電玩*6 美食飲品*1

金融銀行*4

純攝影 服裝配件*4
運動用品*2
美食飲品*20
電信通訊*1

單色質感 服裝配件*2

1F

101大道

手錶精品*1

服裝配件*6

美食飲品*1

珠寶首飾*1

裝飾藝品*1

服裝配件*1 自身行銷*1

服裝配件*5

手錶精品*2

純攝影 服裝配件*10
珠寶首飾*2

單色質感 服裝配件*2
手錶精品*1
珠寶首飾*1

手繪風 服裝配件*1

2F

時尚大道

服裝配件*4 服裝配件*3 服裝配件*3

化妝保養*1

裝飾藝品*1

純攝影 化妝保養*3
手錶精品*1
服裝配件*14
美食飲品*1

單色質感 服裝配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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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珠寶首飾、裝飾藝品、運動用品和電信通訊

等13種，加上之前所整理分析出的五種風格，將

所有101的數位插畫風格廣告及櫥窗以表格整理出

件數的分類。記錄之詳細內容如下表：

3F

名人大道

服裝配件*2

珠寶首飾*2

服裝配件*2 服裝配件*1
珠寶首飾*1
手錶精品*1

純攝影
服裝配件*9

4F

都會廣場

美食飲品*2

交通工具*1

美食飲品*1 美食飲品*1 純攝影 美食飲品*3
交通工具*5

單色質感 美食飲品*5
交通工具*1

5F
金融中心

自身行銷*5
運動用品*1

金融銀行*4
純攝影

金融銀行*4
居家用具*2
運動用品*2

單色質感 裝飾藝品*3

表七、數插風占全體之件數與比例 

插畫表現形式 件數 比例

數位化插畫風格 79件 38％

非數位化插畫風格 127件 62％

總數 206件 100％ 圖一、數位化插畫風格占全體之比例圖

數位化插

畫風格

非數位化

插畫風格

表八、101購物中心各廣告主題應用數位插畫風格之件數與比例

廣告主題

數位化插畫風格之項目

數位化

插畫風格

總件數

廣告

總件數

應用

數位插畫風格

之比例
向量

裝飾

寫意

筆刷

精細

寫實

數位

卡漫

複合

影像

化妝保養 0 0 0 0 4 4 11 36 ％

手錶精品 1 0 0 0 3 4 14 29 ％

交通工具 1 0 0 0 0 1 7 14 ％

101行銷 6 0 0 0 1 7 7 100 ％

居家用具 0 0 0 0 0 0 2 0 ％

服裝配件 14 0 5 1 11 31 88 35 ％

玩具電玩 0 0 0 6 0 6 6 100 ％

金融銀行 0 0 0 0 8 8 12 67 ％

美食飲品 4 4 0 0 2 10 40 25 ％

珠寶首飾 3 0 1 0 1 5 8 63 ％

裝飾藝品 1 0 0 0 1 2 5 40 ％

運動用品 1 0 0 0 0 1 5 20 ％

電信通訊 0 0 0 0 0 0 1 0 ％



二、實地調查之整理

經由實地調查之記錄所得到的數據，可以

進一步的用以整理出數位插畫之表現風格在整個

101購物中心和各個廣告主題層面上的表現風格應

用情形，以下是整理出的圖與表（「數位化插畫

風格」將以「數插風」來代替）：

三、數據之分析

從上述之圖表來看，可以分析出以下幾點數

插風在流行影響上的訊息：

1.透過表七，數插風於整體101購物中心的櫥窗和

平面廣告中占有率達38％，雖不是最高的使用

比例，但也僅次於攝影排名第二，表示具一定

之影響力。

2.從表八來看，101流行廣告的主題是以服裝配件

和美食飲品兩類為多數，而這兩種主題的表現

又以非數插風的攝影為主，造成數插風整體平

均只有38％之原因。也由於這兩類主題需要以

實物直接刺激人的視覺和表現產品質感來引起

消費，因此數插風在這個主題上較難以發揮、

影響較為微小。

3.若以表八來細分觀看每個廣告主題，數插風在

玩具電玩、101自身形象之行銷、金融銀行、珠

寶首飾等四個主題之影響皆超過60％（玩具電

玩、101行銷上更是高達100％），表示在這些

主題較具影響力。

4.就數插風應用情形來看，向量裝飾和複合影像

這兩種風格是較常出現且應用範圍較為廣泛的

（向量裝飾有8項主題應用到、複合影像也有8

項），表示目前數插風在流行的影響上將會以

這兩種風格為大宗。

5.觀看整體，數插風在珠寶首飾的主題上不但佔

有63％，且應用的風格也較為多元（統計應用

到3種風格），因此可了解目前數插風對於珠寶

首飾的流行最具影響力。

6.另外，雖然服裝配件和美食飲品應用數插風之

比例並不高，但這兩種主題在數插風應用上的

種類卻是最廣的（服裝配件應用了4種、美食飲

品應用了3種），可以推測數插風對於這兩個

主題是具有影響力，但尚未應用到能超越攝影

在該領域之效果而導致比例不夠明顯。不過既

然應用的層面較廣，如能在未來加深其對該領

域之影響力，必會對這兩個主題的流行產生影

響。

伍、研究討論與建議

在數位化的時代下，許多產業的轉變和進化

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在插畫領域如想要拓展

另一個新的高峰和可能，勢必與科技脫離不了關

係。透過研究的數據來看，數插風的確影響了許

多流行商品的行銷表現和給予消費者更加炫麗的

視覺感，但應用的整體百分比卻未達到50％以上

的主流應用，表示在未來仍有許多發展的可能。

從單項主題來看，不難看出101官方對於自身

宣傳廣告以數插風作應用的比例是極高的。而玩

具電玩、金融銀行、珠寶首飾等主題大多都以給

予人夢想和超現實感的流行趨勢來做為宣傳，這

也剛好是數位化插畫所能表現出來的強項，故應

用的比例的確有較高的趨勢。

不過從數據中也可看出，流行商區的主要賣

點，還是在於服裝配件和美食飲品類（兩項總合

62％），雖然數插風在之中的影響比例不算太高

（僅各佔有33％和25％），但於風格應用的廣度

上卻是領先其他主題，表示出應用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在未來如果數位插畫能更加進步以至於發

展出新的表現形式，是可以取代純攝影來影響流

行的浪潮。總而言之，數位化插畫還有待發展和

開發。

插畫在整個世界上雖然已有相當龐大的市場

和消費群，在與其他領域的合作與應用上也都有

許多傑出和精彩的表現，但在台灣始終有市場過

小和行銷管道不佳的問題，造成大多數本土插畫

家有志難伸的情況；因此，如能透過數位化的插

畫表現工具來做為媒介，必定能快速和多元的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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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的種子撒播到各個領域上，開創出每位插畫

家自己的一片天空，進一步的影響流行趨勢。

本研究僅對於台灣最具代表之流行中心

101來探討數位化插畫表現上的風格之使用情況，

並透過統計來了解其影響層面，因此在許多數位

化插畫風格未探知的影響點和可能性，仍待持續

研究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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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igital Illustrator Form to Modern Popular Window, 

Poster, and Print Advertisement-Illustrated by Taipei 101 Mall 

Yo-Wen Liang   Bin Yi    Wen-Cheng Wang*

Abstract

Since 1960, not only computer graphic and talent have become better, but also made illustration have new performed 

and style. The style is difference from traditional paint, and become a popular style in 1990. According to reference analysis, 

we could divide DI(Digital Illustration) perform into vector decorate, free brush, detailed realism, digital cartoon, and 

complex image.

Taipei 101 mall is the fashion index in Taiwan. There is 206 popular windows and print advertisements in 101, account 

by field work. The DI style has 38% in all. But when observe the simple subject, DI style over 60% in videogame, financial 

bank, jewel, and 101-self advertisement. It exhibits all of this subjects maybe affected by DI style. Besides, although the 

subject of cloth and food are not get a high percent, but the DI style category are more than another subject. Maybe these 

subjects could be more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only observe the index of fashion in Taiwan-101 mall, so this article still have some problem and 

probability could to research. Expect the follow-up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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