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1頁，共 63頁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一一一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3 

二二二二、、、、緣起緣起緣起緣起、、、、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 .......................................................................................3 

2222----1111 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 ....................................................................................................3 

2222----222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3 

三三三三、、、、背景背景背景背景........................................................................................................................3 

3333----1111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3 

3333----2222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4 

3333----3333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4 

3333----3333----1111 傳統動畫傳統動畫傳統動畫傳統動畫：：：： ........................................................................................4 

3333----3333----2222 定格動畫定格動畫定格動畫定格動畫 ............................................................................................4 

3333----3333----3333 電腦動畫電腦動畫電腦動畫電腦動畫 ............................................................................................5 

3333----3333----4444 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 ............................................................................5 

四四四四、、、、執行程序執行程序執行程序執行程序 ...............................................................................................................6 

４４４４----1111 前製部分前製部分前製部分前製部分：：：： ..................................................................................................6 

４４４４----2222 製作部份製作部份製作部份製作部份：：：： ..................................................................................................6 

４４４４----3333 後製部份後製部份後製部份後製部份：：：： ................................................................................................12 

五五五五、、、、小組分工小組分工小組分工小組分工 .............................................................................................................13 

六六六六、、、、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13 

七七七七、、、、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 .............................................................................................................14 

八八八八、、、、預算預算預算預算......................................................................................................................16 

九九九九、、、、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6 

9999----1111 風格參考風格參考風格參考風格參考 ......................................................................................................16 

9999----2222 音樂來源音樂來源音樂來源音樂來源 ......................................................................................................17 

9999----333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17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18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劇本劇本劇本劇本 .....................................................................................................18 

1111----1111 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 ..............................................................................................18 

1111----2 2 2 2 劇本內容劇本內容劇本內容劇本內容 .............................................................................................18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 .....................................................................................21 

2222----1 1 1 1 伯比小精靈伯比小精靈伯比小精靈伯比小精靈 .........................................................................................21 

2222----2 2 2 2 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 .........................................................................................24 

2222----3 3 3 3 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 .........................................................................................27 

2222----4 4 4 4 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 .........................................................................................30 

2222----5 5 5 5 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 .........................................................................................32 

2222----6666 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 ..........................................................................................34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2頁，共 63頁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 .................................................................................35 

3333----1111 場景設計場景設計場景設計場景設計 ..............................................................................................35 

3333----2222 道具設計道具設計道具設計道具設計 ..............................................................................................43 

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分鏡分鏡分鏡分鏡 .....................................................................................................52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3頁，共 63頁 

一一一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專案考量組員們的專長與興趣，加上大家對動畫製作的嚮往，所以選擇

2D 純手繪方式製作。 

 

本主題為『比較』的省思短片議題，同時不希望讓觀眾在這嚴肅話題裡感到

無趣，我們用明亮的色系及詼諧的默劇方式來表現整個故事，期望讓觀眾能以愉

快心情賞閱。 

 

二二二二、、、、緣起緣起緣起緣起、、、、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背景及目的    

2222----1111 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緣起與背景    

在資訊流通頻繁的今日，電視、電影等影音媒介對於孩童影響力極深，且因

動畫技術與品質不斷地提昇，並引進大量外來動畫及影片，深深影響著時下的孩

童們。而我們就是在此背景下所成長，因此我們夢想著能親身體會製作動畫的歷

程，藉此發揮所長，也替自己留下美好的經驗與回憶。 

 

2222----222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由於現代人好勝心強，又容易盲從流行，喜好比較的個性，使得自我眼界

窄小短淺，往往忽略最初的根本。「比較」的正面意義為促使人們進步的一種動

力，在優勝劣敗的生存法則中，驅使現代人不得不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比較」

的負面意義為一味的過度追求，反而帶來反效果，忽略了最根本的核心價值，目

的在於希望大家能不時省思身旁的人事物。 

 

三三三三、、、、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333----1111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動畫」一詞襲自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的稱謂，其字源為英文字

「animation」，而 animation 意指把一些原先不具生命，即不會動的東西，經過

影片的製作與放映之後，成為有生命的東西。 

 

早期的動畫的製作方式，最常見的是手繪在紙張或賽璐珞片上，另外還有剪

紙、黏土、模型、木偶、泥偶或沙畫等素材。近代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有許多

動畫是利用各種動畫軟體，直接在電腦上製作出來的動畫，或者是結合傳統與科

技，在傳統的動畫製作過程中使用電腦進行加工的方式，已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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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2222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    

縱觀全球動漫產業，主要集中在歐美及日、韓，並且在其國內都是支柱產業

之一，其中美國是最早也是主要的發展國家之一，目前其動漫產業已佔據全球動

漫產業的龍頭，而日本作為動漫產品出口大國，以其嚴密的產業鏈結構，成熟的

運營機制，在國際市場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韓國，動漫業的產值僅次於美國占全

球的 30%。 

 

從 2004 年的數據來看，全球數字動漫產業的產值已達 2228 億美元，與動漫

產業相關的周邊衍生產品產值則在 5000 億美元以上，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動漫

產業不僅重要，而且是支柱產業之一，年市場的總量都在數百億乃至數千億美元

之上，而這些數據目前也還在持續增長中。 

 

台灣從 70 年代開始，日本卡通發展蓬勃，逐漸把一些動畫工作轉移到海外

加工，奠下台灣卡通加工的基礎。近幾年來，電腦 3D 動畫興起，台灣傳統動畫

的生存空間已大為萎縮，代工業務逐漸外流到大陸、韓國、東南亞等地。 

 

3333----3333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3333----3333----1111 傳統動畫傳統動畫傳統動畫傳統動畫：：：：    

全動作動畫（Full Animation）：指在製作動畫時，精準和逼真地表現各個

動作的動畫。 

有限動畫（Limited animation）：是一種有別於全動畫的動畫製作和表現形

式。這種類型的動畫較少追求細節和大量準確真實的動作。 

轉描機（Rotoscoping）：將現實生活中的真實運動對象事先拍攝成膠片，然

後在膠片上蓋上紙或者是賽璐珞片，然後將這個運動重新用筆畫下來。 

 

3333----3333----2222 定格動畫定格動畫定格動畫定格動畫    

黏土動畫（Clay animation）：使用黏土，或者是橡皮泥甚至是口香糖這些

可塑形的材質來製作的定格動畫。 

 

剪紙動畫（Cutout animation）：以紙或者是衣料為材質製作的定格動畫，

在視覺上通常表現為二維平面。 

 

圖像動畫（Graphic animation）：使用非繪畫類型的平面圖像製作的定格動

畫。材質可以是報紙，雜誌上的各種圖畫，照片，剪報等等。 

 

模型動畫（Model animation）：以製作好的模型為對象來製作的定格動畫。 

 

實體動畫（Object animation）：使用積木，玩具，娃娃等來製作的定格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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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電影動畫（Pixilation）：使用人做為動畫角色的一種定格動畫。這種

動畫的形式和電影比較難區分，在以人做為動畫中的素材的同時，也經常會配上

一些無生命的物體，以達到一些超現實主義風格的效果。 

 

木偶動畫（Puppet animation）：以立體的木偶來製作的定格動畫，是由木

偶戲發展而來。 

 

3333----3333----3333 電腦動畫電腦動畫電腦動畫電腦動畫    

二維動畫：也稱為 2D 動畫。藉助計算機 2D 點陣圖或者是矢量圖形來創建修

改或者編輯動畫。 

 

三維動畫：也稱為 3D 動畫。基於 3D 計算機圖形來表現。有別於二維動畫，

三維動畫提供三維數字空間利用數字模型來製作動畫。 

    

3333----3333----4444 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其他動畫製作技術    

膠片繪製動畫（Drawn on film animation）：直接在電影膠片上進行繪製的

動畫製作技術，也被稱為直接動畫或者是無攝像機動畫，以區別於其他需要一幀

幀拍攝圖像或物體的動畫形式。 

 

玻璃動畫（Paint-on-glass animation）：在玻璃片上繪製作動畫。一般採

用一些油畫的顏料來製作，用時也會用一些樹膠水彩畫。 

 

針幕動畫（Pinscreen animation）：針幕動畫使用一塊有許多可以活動的針

的板，然後通過不同的針的上升下降來實現動畫效果。 

 

沙動畫（Sand animation）：用沙為材料，在一塊打前光燈或者是背光的玻

璃上用沙子來繪製各種圖像，然後做為幀拍攝下來，以製作動畫。 

 

手翻書（Flip book）：手翻書是一個帶有一系列連貫動作圖像的書。當書頁

被快速翻閱時，看到的圖像會因此視覺殘留現象而出現動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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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執行程序執行程序執行程序執行程序        

４４４４----1111 前製部分前製部分前製部分前製部分：：：：    

在劇情上的設定，選擇了具有社會省思議題的題材，為了不讓此議題看完有

沈重感，我們選擇以輕鬆小品無字幕呈現，人物造型設定選擇大膽的歐美特徵

性，配色以鮮艷色彩，搭配簡潔圓潤的線條，不做多餘的華麗裝飾，以求給人深

刻的印象。 

 

此作品為 5 分鐘的動畫短片。 

 

４４４４----2222 製作部份製作部份製作部份製作部份：：：：    

人物動態手繪稿分成三大工作區塊進行，從關鍵影格到補間影格至精稿及描

黑線繪製，途中必須不斷使用翻拍台（圖ㄧ）及 MONKEY JAM 軟體做畫面動態檢

視，而後至輸出店掃描原畫稿，並將電子檔在 ADOBE  PHOTOSHOP 進行去背上色，

最後為了與背景做出更明顯的動態效果，利用特有的框白邊陰影效果做區隔，我

們稱此作法為剪紙效果。(圖二~圖三) 

 

 
（圖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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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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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物件為了作畫時透視上的準確性，我們藉由使用 3D 建出模組，方便

拍出任何角度供任何畫面角度當作參考及運用。（圖四~圖八）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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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圖七）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10頁，共 63頁 

 

（圖八） 

 

最終背景的風格呈現全依照動態人物剪紙效果來進行大體配色。(圖九~圖十二)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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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12頁，共 63頁 

４４４４----3333 後製部份後製部份後製部份後製部份：：：：    

 

影片合成與特效使用 Adobe After Effects 進行製作，配樂使用 Mixcraft ，

聲音特效從大眾免費網站找尋並索取，並使用 19 世紀 Burgmuller 及 Edvard 

Grieg 的創作為背景音樂，最後使用格式工廠影片轉檔，將檔案轉成 mpeg 檔案

格式運作，影片輸出成品為 DVD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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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小組分工小組分工小組分工小組分工    

小組分工表 

（表一） 

工作內容 工作項目 參與成員 

劇本發想 全組成員 

劇本編寫 謝宛廷 

人物設定與人物繪製 董昱君 

場景設定與場景繪製 周立婷、陳宜婷、謝宛廷 

風格色彩設定 陳宜婷、謝宛廷 

分鏡腳本繪製 廖軒儀 

前製 

企劃製作與統整 周立婷 

2D 動畫繪製人物線條動

態 

周立婷、謝宛廷、董昱君、 

廖軒儀 

2D 動畫掃描至電腦 全組成員 

2D 動畫檢查描線 全組成員 

2D 動畫電腦著色 陳宜婷、廖軒儀、董昱君 

2D 動畫電腦著色檢查 全組人員 

製作 

3D 場景建模 謝宛廷 

影片合成與剪接 陳宜婷、廖軒儀 

特效製作 廖軒儀 

音樂配置 陳宜婷、董昱君、謝宛廷 

影片輸出 全組成員 

後製 

商品設計製作 董昱君 

 

 

六六六六、、、、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此部動畫的消費族群設定為 5 歲至 12 歲的兒童族群。由於現代社會少子化

的家庭結構，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無不希望自己孩子在未來社會上是最優秀的

菁英，因此在成長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給予孩子在技能與學識上的培訓，無形

中形塑孩童重視競爭與比較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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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預定進度        

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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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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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預算預算預算預算        

預算表 

（表四） 

   工具名稱            經費預算明細 

翻拍檯 35000 元整 

透寫台 3600 元整 

動畫紙 8000 元整 

代針筆 200 元整 

動畫紙掃描 3000 元整 

企劃書印刷 4000 元整 

名片輸出 1000 元整 

設定集輸出 10000 元整 

 

 

九九九九、、、、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9999----1111 風格參考風格參考風格參考風格參考    

Adventure Time 探險活寶  http://adventuretimeart.freder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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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2222 音樂來源音樂來源音樂來源音樂來源    

Mp3skull 

Soundbible 

閃吧 Flash8 

Magnatune 

Jamendo 

CCmixter 

9999----333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動畫電影的奇幻冒險 

http://elc.lib.pu.edu.tw/Lib_Project/20080905/index.html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2012 年我國動畫產業飛速發展產值統計分析 

http://big5.chinairn.com/news/20120509/140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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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劇本劇本劇本劇本    

 

1111----1111 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劇本大綱    

 

  聖誕老公公在無意的情況下喊出「HO— HO— HO— 」(註 1)，啟動了馴鹿雪橇的聲控裝

置，使得馴鹿們誤會並啟程前往發送禮物，聖誕老公公見狀馬上衝上前去追趕馴鹿們。在這段期間，

三位小精靈各自建造了獨一無二的雪橇，希望奪得聖誕老公公的歡心。在過程中，伯比與恰比不斷

地爭鬥比較，直到發生人為意外，導致作品功虧一簣。此時哈比從屋內搬出一座堅固而樸實的新雪

橇，化解一切的災難。 

 

註 1：「HO— HO— HO—」為聖誕老公公聲控馴鹿上路的關鍵語  

 

 

1111----2 2 2 2 劇本內容劇本內容劇本內容劇本內容    

角色：伯比、恰比、哈比、聖誕老公公、馴鹿瑞德、馴鹿葛林 

場景：聖誕工廠外部、外部雪地 

時間：下午一點 

 

    平安夜的傍晚，雪花不斷落下，雪橇旁的哈比拿著鐵鎚與新的木板，將它放在有裂痕的木

板上敲敲打打；恰比在雪橇的另一端調整馴鹿們的韁繩；伯比提起飼料桶到一旁等待著馴鹿嚼食完

畢。這時聖誕老公公從聖誕工廠的大門走出來，滿面笑容的摸著茂密的鬍鬚，雙手扛起禮物袋，朝

老舊的木製雪撬走去。 

 

角色：伯比、恰比、哈比、聖誕老公公、馴鹿瑞德、馴鹿葛林 

場景：外部雪地、森林 

時間：下午一點十分 

 

    哈比瞧見聖誕老公公走近，趕緊從雪橇上跳下讓出位置。聖誕老公公緩慢的跨上雪橇並將

禮物袋放置後座，突然雪橇底部發出木頭的斷裂聲，小精靈們頓時停下手邊工作，盯著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公公尷尬的大聲「HO — HO — HO— 」笑著，並走下雪橇。 

    聽到聖誕老公公笑聲的馴鹿們誤以為是起飛訊號，牠們瞪大著眼睛，嚼著鹿糧的嘴巴定

格，瞬間回想起每年聖誕夜老公公起飛去送禮物的畫面，「HO — HO — HO— 」的笑聲已成為啟動

馴鹿雪橇的聲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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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伯比、恰比、哈比、聖誕老公公、馴鹿瑞德、馴鹿葛林 

場景：外部雪地、森林 

時間：下午一點二十分 

 

  馴鹿們急忙吞下口中的糧草，瞬間飛離地面，聖誕老公公與小精靈們驚恐的看著馴鹿們迅

速地往天空飛奔，無人駕駛的雪橇就像碰到亂流般的劇烈晃動。突然間，雪橇猛然的往下方樹尖撞

去，雪橇應聲崩裂，大夥兒錯愕的看著禮物袋急速的往下墜，重力加速度碰到樹枝反彈出去，恰好

掉落到聖誕老公公正前方，以帥氣的單手一把接住禮物袋。 

 

角色：伯比、恰比、哈比、聖誕老公公 

場景：外部雪地、森林、聖誕工廠外部 

時間：下午一點二十二分 

 

    小精靈們看著聖誕老公公豪邁的甩出禮物袋，以金雞獨立的姿勢醞釀著氣功，身體慢慢浮

起，瞬間人影往馴鹿方向飛奔而去。此時聖誕工廠旁的大鐘整點響起，伯比與恰比露出挑釁的神情，

兩人各自離開，只剩哈比留在原地疑惑著，接著轉身走進工廠。 

 

角色：伯比、恰比 

場景：外部雪地 

時間：下午一點半 

 

    伯比打開工具箱，從裡頭拿出一塊木板，開始著手切割與拼裝，不一會兒，高科技化的雪

橇即將大工告成。 

    恰比從袖裡拿出一支神奇畫筆，任何畫筆只要沾過桶內的顏料，大手往雪橇板上一揮，心

目中的圖案都能成型。轉眼間，雪橇上盡是巴洛克式的華麗花紋。 

    此時整點大鐘再度響起，伯比與恰比心知時間緊迫，兩人互瞪一眼後趕緊加工，恰比將雪

橇打造成更艷麗輝煌的宮廷式雪橇； 

 

角色：伯比、恰比、哈比 

場景：外部雪地、聖誕工廠內部 

時間：下午一點五十分 

 

    此時，哈比在工廠內謹慎的挑選木材，並爬上，仔細的重覆測量雪橇的尺寸與規格，力求

精準確實。 

    恰比從屋內搬出一堆花果，不斷的擺上裝飾；伯比看著恰比華麗的雪橇而不甘示弱，替雪

橇尾端裝上超音速的噴射火箭；於是恰比急忙在雪橇上方加裝彩帶，而伯比加裝高及影音設備；恰

比持續畫上華麗的花紋並裝上繽紛的彩色氣球，伯比加裝酷氣的大型排氣孔。不料恰比的氣球慢慢

飄往伯比的地盤，伯比正得意欣賞著作品時，被突來的氣球感到煩躁，於是轉了身將看不順眼的氣

球刺破，卻沒料到氣球竟然堵住雪橇的排氣孔，瞬間，轟然的爆炸巨響，冒出了一大片的黑煙。在

聖誕工廠裡默默組裝雪橇的哈比，聽到巨響疑惑的停下手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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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伯比、恰比、哈比、聖誕老公公、馴鹿四兄弟 

場景：外部雪地、聖誕工廠內部 

時間：下午兩點五十分 

 

    此時，聖誕老公公氣喘吁吁的牽著無力掙扎的馴鹿們，從森林另一端走向聖誕工廠，他茫

然的望向眼前的慘狀。狼狽的伯比與恰比兩臉燻黑，就在此時，哈比從屋內牽出了兩隻馴鹿，牠們

後面拉著一座樸實堅固的木製雪橇。哈比走到伯比與恰比的中間，牽起他們的手，示意這是他們三

人要送給聖誕老人的禮物。恰比與伯比互看一眼，決定要同心協力完成這個禮物。於是恰比開始裝

飾雪橇，伯比協助哈比一起組裝舒適座椅，不一會兒就大功告成。 

    他們的心意感動了聖誕老公公，就在他忍不住又要仰天大笑時，哈比隨即跳上聖誕老公公

的肩上，緊緊的捂住他惹禍的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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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人物角色設計    

2222----1111    伯比小精伯比小精伯比小精伯比小精靈靈靈靈    

命名：伯比 

性別：男 

年齡：13 歲 

個性：貪吃、不服輸、固執、平時待人和氣，強勢捍衛自己的堅持。 

外型：圓滾的胖身形、圓大的脂肪肚、方圓的頭形、大圓鼻、露出一顆牙的嘴。 

特徵：身著很多口袋的吊帶褲，吊帶褲前方有一個大口袋，腰上繫著可以放置很多工具的腰帶，

頭戴可放入很多拐杖糖果的高圓桶軍帽。 

經歷：協助聖誕老人製作禮物的助手一號。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線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彩稿) 

         

        (正面半身線稿)                        (正面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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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全身線稿)                         (正面全身彩稿) 

 

 

 

       

 

       (45 度半身線稿)                         (45 度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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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度全身線稿)                          (45 度全身彩稿) 

 

 
(配件及表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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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恰比小精靈    

命名：恰比 

性別：男 

年齡：13 歲 

個性：自戀、強勢、斤斤計較，充滿著藝術家的浪漫與感性，對堅持的事情不輕易妥協。 

外型：英挺的大鼻、俏麗的短髮、纖細的身形、尖細瓜子臉。 

特徵：身著合身的風衣外套，內搭高領，緊身的煙管褲子，頭戴鮮豔顏色的大軟圓帽，上面有

顆毛球。 

經歷：協助聖誕老人製作禮物的助手二號。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線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彩稿) 

 

           

              (正面半身線稿)              (正面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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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全身線稿)                  (正面全身彩稿) 

 

 

 

    

 

                 (45 度半身線稿)             (45 度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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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度全身線稿)             (45 度全身彩稿) 

 
  (配件及表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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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3 3 3 3 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哈比小精靈    

命名：哈比 

性別：男 

年齡：10 歲 

個性：內向、單純、樸實、腳踏實地、善良、細心、謹慎。 

外型：嬌小微胖的身形、下垂的耳朵、小小圓圓的鼻子、大大的眼睛。 

特徵：穿著長及腳底的寬鬆大衣、頭戴半遮住雙眼的大帽子、柔軟保暖的軟皮鞋。 

經歷：協助聖誕老人製作禮物的助手三號。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線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彩稿) 

 

 

                   
         (正面半身線稿)                     (正面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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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全身線稿)                         (正面全身彩稿) 

 

 

           

     (45 度半身線稿)                             (45 度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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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度全身線稿)                           (45 度全身彩稿) 

 

 

 

      (配件及表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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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4 4 4 4 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公公    

命名：聖誕老公公 

性別：男 

年齡：1650 歲 

個性：和藹、樂觀、關愛、仁慈。 

外型：捲曲的長鬍鬚、啤酒肚。 

特徵：身著大紅色套裝，腰繫黑色腰帶，頭戴紅色軟帽。 

經歷：每年的聖誕夜，乘坐著馴鹿雪橇到世界各地，分送聖誕禮物給孩童們。他從煙囪爬進屋

內，留下給孩子們的禮物後悄悄離開。在一年的時間裡，聖誕老公公都與小精靈們忙著製作禮物及

監督孩子們的行為。 

          

      (原始設定  45 度半身線稿)               (原始設定  45 度半身彩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線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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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半身線稿)                      (正面半身彩稿) 

 

 

 

     

         (正面全身線稿)                       (正面全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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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5 5 5 5 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馴鹿四兄弟    

命名：馴鹿四兄弟 

性別：男 

年齡：1700 歲 

個性：熱血、忠心、認真。 

外型：大眼、大鼻、小耳朵、大鹿角、壯碩的身形、不同顏色的鼻子。 

特徵：大鹿角、不同顏色的鼻子是四兄弟的辨識部位。 

經歷：每年聖誕夜載著聖誕老公公到世界各地去送聖誕禮物給孩童們。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線稿)               (原始設定 正面全身彩稿) 

      

        (正面半身線稿)                       (正面半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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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全身線稿)                     (正面全身彩稿) 

 

 
 (馴鹿瑞德、馴鹿葛林、馴鹿耶嘍、馴鹿布魯  正面全身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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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6666 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人物身高表    

 
(人物身高比例 線稿) 

 

 

(人物身高比例 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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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場景及其他設計    

3333----1111 場景設計場景設計場景設計場景設計        

此部動畫的場景為聖誕工廠，場景的風格設計為歐美式的童話風格。聖誕工廠的最大特色是房

子屋頂的設計，屋頂的特殊造型是以融化中的冰淇淋為靈感的來源。冰涼的冰淇淋，正好與聖誕老

公公居所的冰雪氣侯相互呼應。而冰淇淋討喜的造型和鮮豔的色彩應用在屋頂的設計，更容易吸引

我們的目標消費族群(5 歲至 12 歲的兒童)。此外，由於此故事內容主要是跟聖誕節相關，而不是

糖果屋的故事，所以房屋保留常見的木造設計。 

 

房子分為兩棟，左方是聖誕老公公的住所，聖誕老公公平日就在裡面規畫送禮名單；右方是製

造玩具的聖誕工廠，也是三位小精靈的住所，一樓為工廠的廠房，二樓則是小精靈們睡覺的地方，

工廠外門上設計一個大鐘，則是為了方便小精靈們觀看時間而設計的；中間的走廊建造成與房屋相

連，是考量北方國度發生暴風雪時，一夜的積雪量想必十分驚人，為了防止個子小的小精靈們因為

積雪把門凍住，而無法外出的窘境，所以特別建造一條與聖誕老公公房屋相連的走廊。這條走廊設

計成類似交誼廳的場所，可以讓結束工作後，勞累的聖誕老公公與小精靈到此來放鬆一下，窗戶也

刻意做得比較大，如此才會有良好的採光與寬闊的視野，以求達到放鬆身心效果。 

 

門外的設計也安排些小巧思在其中，首先是門牌，為了呼應童話風，所以捨棄傳統的把門牌釘

在木竿上的想法，把木竿替換成聖誕節常見的「枴杖糖」，並在上面釘上許多的門牌與標語，強調

童趣的頑皮感；聖誕工廠外圍的森林，我們特別設計成聖誕樹林，在其上裝飾聖誕節常見的裝飾彩

帶與燈泡。整體的設計是為了讓觀眾感受到聖誕歡樂的氣氛。最後，屋外開放式的欄杆設計，特意

只釘了一半的木欄，是為了表示聖誕老公公的玩具工廠大門永遠為孩童敞開，所以才沒有將欄杆全

部圍起來，避免給人隔閡的封閉感。 

 

 

(原始線稿)                             (原始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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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全景圖 01) 

 

  (全景圖 01 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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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圖 02) 

 

     (全景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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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景俯看圖 01) 

 

  (全景俯看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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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景圖 01) 

 
  (中景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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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角特寫圖) 

 
   (3D 建模參考 正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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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建模參考 側視圖) 

 

  (3D 建模參考 室內設計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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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建模參考圖 工廠內木頭堆、屋頂上的煙囪、聖誕樹裝飾) 



HOHOHO 專題論文 

第 43頁，共 63頁 

3333----2222 道具設計道具設計道具設計道具設計    

 

                   (原始雪橇破爛款 線稿) 

 
                   (原始雪橇破爛款  彩稿)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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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比雪橇基本款  線稿) 

 

 

                  (伯比雪橇基本款  彩稿)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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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比雪橇修改款+渦輪  線稿) 

 

 

(伯比雪橇修改款+渦輪  彩稿)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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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比雪橇基本款 線稿) 

 

                   (恰比雪橇基本款 彩稿)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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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比雪橇修改款 線稿) 

 

 

                    (恰比雪橇修改款 彩稿) 

 

 

                  (恰比雪橇宮廷款 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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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比雪橇宮廷款 彩稿) 

 

            (3D 建模) 

 

 

                  (恰比雪橇宮廷款+鮮花 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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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比雪橇宮廷款+鮮花 彩稿) 

 

 

                  (哈比雪橇基本款 線稿) 

 

                  (哈比雪橇基本款 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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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建模) 

 

 

                (三位小精靈合作雪橇款 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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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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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分鏡分鏡分鏡分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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