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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book Fantasy literature The secondary world 

摘

要

(中

) 

人的天性存在著幻想的能力，而藝術創作中，「幻想」 是不可或缺的。本

研究關注當「幻想」體現在圖畫書作品時，展現出的樣貌及特色。 本研究

目的有三： 1.了解幻想文學及「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的定義

與類型。 2.探討圖畫書表現幻想文學時，其表現手法之特色。 3.將「第二

世界」之表現融入圖畫書創作中。 幻想文學定義為必須包含著超脫五官所

能知覺的事物，故事中破壞了自然的法則，但內涵是幻想與真實的一種融

合。有「時間」、「新神話」、「魔法」、「變身」 、「分身」五種類

型。「第二世界」是人類的想像力所營造出來，不符合現實生活邏輯的世

界，但需達成「真實的內在一致性」。有「與現實相距遙遠、隔離的第二

世界」、「與現實世界擁有一條不確定國境線的第二世界」、「包容在現

實世界之中的第二世界」三種類型。 而案例分析則可由「書本版式設

計」、「幻想文學元素」、「圖像的動作」、「時間之表現」、「風格的

表現」、「構圖」、「圖像表達之意義」六項進行分析。 故事出現的幻想

人物有「龍王」、「龍皇后」、「小龍」、等；故事的幻想情境設定為水

中的「龍宮」，符合「第二世界」中的「與現實世界擁有一條不確定國境

線的第二世界」之類型。情節屬於「引言角色」。 案例分析所得到之各項

結論，對圖畫書創作有實質、且有效的幫助。  

摘

要

(英

) 

Human’s nature has the ability to, whereas fantasy in art creativity, "fantasy" is 

indispensable. This study concerns when "fantasy" reflected in the picture book, the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has three objectives: 1. Study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The types of "fantasy literature" and "The secondary world" , 2. On the 

picture books which presented in fantasy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xpressive techniques. 3. Construct a picture book work which is matching "The 

secondary world" type. Fantasy literature is defined as notions of racial features must 

be includ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things, in the story of the law of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but the connotation of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of a fusion. There is："Time", 

"New myths", "Magic", "Make up", "Double" five types. "The Secondary world" is a 

creation comes from the human imagination, and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logic of the world, but need to reach a " real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re 

is:" the secondary world is inaccessible from the reality", " the secondary world with 



an uncertain border of the real world ", " the secondary world which is surround by 

the real world " three types. While case studies by design "book typography", 

"fantasy elements", "image of action", "time of performance", "style of performance", 

"composition",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mage" six main point for analysis. 

The story appeared in the fantasy character "Dragon King", "Dragon Queen", "little 

dragons", etc; the story of fantasy situation is set to "the Sea Palace in water",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with an uncertain border of the secondary world" type. The plot is 

corresponds "The role in the introduction" type.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ase studies 

are truly effective help on the work of pictu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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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62.242.100 new 06 497816054 2010.6.30 10:05 218.162.242.100 new 06 

497816054 2010.6.30 10:06 218.162.242.100 del 06 497816054 2010.6.30 10:06 

218.162.242.100 del 07 497816054 2010.6.30 10:06 218.162.242.100 del 08 

497816054 2010.6.30 10:06 218.162.242.100 del 09 497816054 2010.6.30 10:06 

218.162.242.100 del 10 497816054 2010.6.30 10:18 218.162.242.100 new 06 

497816054 2010.6.30 10:29 218.162.242.100 new 07 497816054 2010.6.30 10:43 

218.162.242.100 new 08 497816054 2010.6.30 10:44 218.162.242.100 new 09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new 10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1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2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3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4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5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6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7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8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09 497816054 2010.6.30 10:53 

218.162.242.100 del 10 497816054 2010.6.30 11:11 218.162.242.100 new 01 

497816054 2010.6.30 11:12 218.162.242.100 new 02 497816054 2010.6.30 11:13 

218.162.242.100 new 03 497816054 2010.6.30 11:15 218.162.242.100 new 04 

497816054 2010.6.30 11:19 218.162.242.100 new 05 497816054 2010.6.30 11:25 

218.162.242.100 new 06 497816054 2010.6.30 11:38 218.162.242.100 new 07 

497816054 2010.6.30 11:40 218.162.242.100 new 08 497816054 2010.6.30 13:36 

218.162.240.151 del 10 497816054 2010.6.30 13:46 218.162.240.151 new 10 

497816054 2010.6.30 13:54 218.162.240.151 new 11 497816054 2010.6.30 13:57 

218.162.240.151 new 12 497816054 2010.6.30 13:58 218.162.240.151 new 13 

497816054 2010.6.30 15:39 218.162.240.151 new 14 

異

動

記

錄 

C 497816054 Y2010.M6.D30 9:12 218.162.242.100 M 497816054 Y2010.M6.D30 

9:14 218.162.242.100 M 497816054 Y2010.M6.D30 9:32 218.162.242.100 M 

497816054 Y2010.M6.D30 10:03 218.162.242.100 M 497816054 Y2010.M6.D30 

10:55 218.162.242.100 M 497816054 Y2010.M6.D30 11:40 218.162.242.100 M 

apar2371 Y2010.M6.D30 14:03 218.162.240.151 M 497816054 Y2010.M6.D30 

15:40 218.162.240.151 M apar2371 Y2010.M6.D30 18:44 140.136.127.1 M 

apar2371 Y2010.M6.D30 18:44 140.136.127.1 M 030540 Y2010.M7.D1 7:58 

140.136.209.57 M 030540 Y2010.M7.D1 8:11 140.136.209.235 M 030540 

Y2010.M7.D1 8:11 140.136.209.235 I 030540 Y2010.M7.D1 8:14 140.136.209.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