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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Mythology feminine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摘

要

(中) 

神祇崇拜在中國生活和信仰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它反映了社會之發展與 

脈動，也代表大多數人精神生活中的寄託。中國古代民間神話傳說眾多，

藉 由觀察研究得知，人們常常會將女性神祇角色定位在生育、愛情、持家

職分 上，她們真正的風貌應該不僅於此。筆者將針對中國人物畫、女性神

話傳說 故事與女性特質之關聯性，以歷史分析法進行文獻的回顧，對於插

畫圖像相 關理論進行彙整，同時以內容分析法，舉出現代相關插畫案例分

析，並運用 於本創作中。 本創作藉由新故事發想、角色造型、場景構

圖、色彩規劃....等過程，將人 物畫特點、女性特質的理論，結合現代議題

運用於創作中，並歸納出三點結 論提供往後學理上的參考： 一、將中國

傳統女性神話傳說故事，給予新的詮釋，必須賦予新的議題與 時空背景。

二、利用數位技術，創造畫面立體感與景深，並使用豐富色彩使 畫面具有

張力。三、新的女性神話，在於創造她的獨立個性，情感外放，接 近現代

的心境與面容。藉由筆者的創作發想，女性神話角色可同時存在多元 之風

貌，不再那麼的遙不可及，同時給予有心投入此題材之創作者作為依據 參

考。 關鍵詞：插畫、神話、女性特質、中國人像藝術 

摘

要

(英) 

Worship the gods of life and believe in China, the possession of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which reflects the pulse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lso on behalf of 

the majority of spiritual sustenance. The Ancient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 can be 

observed today, often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reproductive gods, love, the 

housekeeping job, they should look really does not stop there. This research will look 

at the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s between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the story of 

female mythology and , feminine, then summarize documents wit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give related case analysi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will be deriv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This mythology will apply the theory by creating an 

entirely new story, designing characters, doing color plan, and designing the scene 

composition. Three will be some conclusions. First, to give a new interpretation the 

story of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 the question must be 

given a new background in time. Secondly, it will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reate a 

sense of three-dimensional depth of field, and make use of rich color screen to create 

tension. Third, New female mythology, is the cre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with emotions, close to the modern ideal of the face. Final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ole of women at the same time the myth of the existence of multi-style, is no 

longer so distant, at the same time want to give the map to the creators of this 

material as a basi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Illustration, Mythology, feminine, 

Chinese figur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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