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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印度孟買，長期以

建模師的角色在許多工

作室中任職。目前則在 

Double Negative 孟買擔

任 3D 模型師。

About the artist

Jaykrushna  
Kamalakar Rawool

Maya, ZBrush, Substance Painter, 
Mudbox, V-Ray, Photoshop

使用軟體

2018完成年份

機動彈士 GUNDAM - 客製盔甲 RX-178-2

　因為我本身是個鋼彈迷，一直以來又對 3D很著迷。

某一次在工作中，為一部特效電影製作機器人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應該要開始著手自製一個鋼彈模型，所以我

開始在Maya中建構造型，然後再到 ZBrush完成最後

細節的處理。接著，我把模型載入到Maya中重新拓樸。

為了讓鋼彈更加突出，我需要在模型身上繪製紋理，

於是我開始學習 Substance Painter並利用它來產生貼

圖。最後在 V-Ray for Maya中加入燈光與算圖。

　最大的挑戰是要讓角色符合劇情中大約 50至 60英呎

高的比例。據此，我必須瘋狂地把機身上的細節部位做

出來。也變成如果我還想完成這個模型的話，不得不花

一筆錢升級我的電腦系統。而最後做出來的成果，也讓

我覺得花這些錢是非常值得的。

這是我第一次使用 ZBrush 做硬表面雕塑，
在建模的過程中感覺愈來愈上手。另外，使用

Substance Painter 做貼圖也是個挑戰，著實讓
我花了許多時間去了解它。最後算圖則花了 18

個小時來完成。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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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專訪 -《一級玩家》前往無限可能的綠洲

由 Territory Studio 倫敦分部的創意總監－Andrew Popplestone 分享團隊在
《一級玩家》當中，玩家的使用者、抬頭顯示與全息投影介面設計經驗。

一級玩家
前往無限可能的綠洲
真實與虛擬世界的動態介面影像設計

改編自恩斯特克萊恩 2011年出版的同

名小說，並由金獎導演史蒂芬•史匹柏重

新打造出的虛擬綠洲世界。電影一推出

後便廣泛受到熱愛動漫電影流行文化愛

好者的關注，搭上虛擬實境的熱潮，讓

一級玩家受到許多討論。電影中在真實

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穿插，透過各種使用

者介面、抬頭顯示以及全息投影來讓兩

者更加交融。Territory Studio創意總監－

Andrew Popplestone提到 :「我們最早是

接到來自 Production Designer － Adam 

Stockhausen的電話。當時他正在尋找位territorystudio.com

Territory Studio
　成立於 2010年。目前在倫敦、紐約與
舊金山皆有分部。擅長為電影設計螢幕與

未來感十足的動態使用者介面。《銀翼殺

手 2049》、《復仇者聯盟 :奧創紀元》、
《不可能的任務 :失控國度》中，都能看
到 Territory Studio的傑作。

關 於 公 司

關 於 受 訪 者

Andrew Popplestone
Territory Studio 創意總監

　專門為電影、電視和品牌做動態

設計。曾負責電視影集《雙面人魔》

和雷利史考特的電影《玩命法則》

片頭動畫。獲得如皇家電視協會、

PromaxBDA等獎項。2016年以創
意總監的身份加入 The Territory，
目前負責掌控整個倫敦分部所參與

專案的創意開發，近期作品有《銀

翼殺手 2049》、《攻殼機動隊》
以及《一級玩家》。

www.andrewpopplestone.com

於倫敦的影像設計公司，之後，我們便開

始設計關於頭盔中的圖像以及抬頭顯示器

的概念並提案給他。最終順利得到導演－

史帝芬‧史匹伯的同意。於是我們便一

同創造出許多豐富的影像元素來支持導演

對於電影中「真實」和「虛擬」的視界。」

Territory Studio在製作的過程中，同一時

間最多有 15名動態影像設計師和動畫師

參與專案的製作，前後加起來大約有 44

位設計師的投入。

故事中設定的年代是發生在 2045年，

Territory Studio在當中主要負責玩家們所

戴的頭盔上顯示器，以及透過顯示器中所

看到的虛擬世界中的各種抬頭顯示的影像

做設計。在面對如此遙遠的未來世界，當

中的設計元素則是製作團隊與導演們不斷

進行意見回饋所逐步細緻的成果。「當我

們知道導演很滿意我們的設計提案之後，

對於電影中那些好人玩家的頭盔設計，導

演希望將那種俏皮的 80年代玩家美學包

含顏色、字型、肖像等等，建立在非常先

進的科技上，他不想要那種懷舊感，而是

希望透過未來世界底下的鏡頭來向 80年

代致敬。而像是 IOI那些壞蛋的頭盔，則

是更企業化、軍國主義那種較單色的視覺

語言。特別是我們提出讓主要角色們有著

專屬客製化的『Logo/品牌』時，Adam

非常喜歡這個想法，最後，這些角色的

Logo甚至廣泛被運用在電影行銷的海報

上頭。」Andrew補充說明，他們為每位

主角的頭盔、抬頭顯示所設計的 Logo，

用來展現出他們的個性，以及在綠洲中的

替身角色所隱藏的意義有相關連。舉例來

說 : 帕西法爾是一把穿過 Z字的劍，所指

的是圓桌武士中的珀西瓦里騎士。雅蒂米

斯有著 80年代龐克主題風格，則是與她

的虛擬角色外觀相關連。我們在設計時會

先提出 Previs範例來展現出他們會看起來

如何，讓 Logo和角色的色彩相輔相成，

讓他們在綠洲世界中看起來更加完善。

另外，為了強化這些設計元素，Andrew

也提議採用動態的方式來「美化」頭盔

中的圖像，例如金幣力量、彈藥、得分和

彩蛋訊息等等。「因為在故事中，頭盔中

的圖像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做為故事細

述上的支援角色，而這樣的作法在電影裡

真實和虛擬世界都得到很好的效果，為兩

個世界搭起一座橋梁。舉例來說，當男主

角－帕西法爾 (Parzival)和 IOI經營者－索

羅托 (Sorrento)在最後的戰鬥中，頭盔會

在玩家受到了傷害時顯示紅色的圖像，雖

向 80 年代致敬的設計美學

   因為演員的眼睛即便戴上頭盔後還看的到，所以在設計頭盔上螢幕的資訊內容時得留意，避
免擋到演員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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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1.除了各個學校規定的作品集遞件，第二個其實是在

外語上的突破。在如果決定研究所要在美國讀，大二就開始讀托

福，時間上會比較充裕。

2.動畫產業擁有不同面向，因此每個學校主打的路線也會有所不

同。像是廣告、3D、2D，還是偏向實驗性的純藝術等等。如果

越早能夠分析各個學校的研究方向，是適合你未來創作走向或是

工作需求，才能製作專屬的作品集。避免「一魚多吃」的作品製

作，讓面試官看得出來妳未來想要研究的方向是什麼。

3.很多時候，動畫學校會擴大宣傳畢業工作機會的可能性，但其

實應該是看企業的市場聚集在哪裡。所以在做留學選擇時，必須

將這點考慮進去。近年加拿大電影工業興起，大陸也在崛起，美

國產業其實是趨向飽和的。在紐約跟加州的廣告市場越來越擠，

與其雇用全職工作者，工作室反而是更喜歡找 Freelancer來合

作。以現實面考量，部分動畫或遊戲公司會先雇用自由接案者，

合作久了自然就會有機會轉成全職。在申請研究所前不妨和現階

段已經在工作的前輩們諮詢討論工作性質走向。

Joy

申請國外
研究所的建議？Q

之前接觸的獵頭有說過，我們這行作品集雖然最重要，

但他們對於履歷也十分注重，許多人會忘記履歷表也是可以增加

一些「個人風格」的！從履歷中的蛛絲馬跡可以看出你的「個人

風格」。在開始找工作前，我準備的履歷只有白底黑字，他也建

議我，不妨可以加一些元素，讓履歷看起來有趣一點。我有一個

動畫師的朋友，他的履歷中把技能編排成 Maya某個介面的條列

式，真的很特別！

所以建議，如果是要應徵美術或設計的工作，在履歷上若放入特

別的元素，可以進一步提升面試官對你的印象。我自己設計的北

極熊，就是從名片到履歷，都會有這隻熊；我也有遇過別人認出

我的作品是因為這隻「熊」。可以說是讓別人記得你的 icon！

Cindy

在美國找工作，
準備履歷上有什麼建議呢？Q

美國求學、求職大哉問
JOY TIENCINDY LEE

 在今年 5 月 Sonder 的殺青派對上，Cindy、Joy 與同是來自

台灣的藝術指導 Sunny Tien 合影。

 在 2017 年，Cindy 與另一位台灣藝術家 Sunny Tien 參加 CTN Expo 美國動畫

展覽會，擺設自己的攤位展示販賣作品，與在場業者及其他藝術家展生熱絡交流。

 近年來，Joy 積極地將作品爭取在美國數個動畫節上曝光，獲得許多獎項肯

定。2017年1月初，Joy 的畢製短片《TREASURE NEST》入選好萊塢國際動

畫電影節 Hollywood International Moving Pictures Film Festival。影展主持

人 Dani Jae 在現場訪問 Joy。

在美國的職場文化中，
有什麼是妳最印象深刻的？Q

在台灣讀書的時候，大多數人都習慣於有問題不敢舉

手發問，都認為似乎大家都懂了，只有我不會。但是如果你有問

題卻不敢發問、覺得丟臉或是擔心別人怎麼看待自己，那你的問

題就會永遠存在。相反，在美國這邊就是你有問題就問，是一種

風氣，這沒有什麼關係，問就對了，部要害怕，這是你的權利！

Cindy

扁平的組織風氣、健康的討論溝通，夥伴們在相處上

比較偏向「就事論事」，比較少將個人喜好和情緒帶入工作中。

當然還是有公司的管理階級制度，但是員工本身還是有機會表達

自己的想法。上層也願意給予下屬機會嘗試，鼓勵創意上的溝通

和交流。

Joy

面對不同的文化，
在美國工作有沒有特別的地方需要去克服？Q

對我來說，一直到現在仍然最需要克服的還是語言，

再怎麼努力練習也很難比得上講了二、三十年的當地人。這裡講

的不只單純是語言的能力，還必須加入對當地文化的了解。在 

Lumosity工作的氣氛非常好，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別人會想來

了解你，但有時候面對一些「梗」是我無法理解的，雖然尷尬但

也只能傻笑地去配合他們的氣氛！這使得我必須去注意、去關注

他們最近觀看的電視劇是什麼，這樣才能有機會製造話題，才能

更有機會去了解你的同事們，才能更快速地融入這個大家庭。

Cindy

在語言上一直都有挑戰，還有對文化的認知， 很多時

候就算有聽懂英文字句也不一定了解對話內容。就像《一級玩

家》電影裡，有很多 80 年代的流行文化；因為自己不是在美國

長大的，就會有一些文化代溝。從小在華人文化的洗禮之下，使

我對於很多事情都不願意直接表達，包含自己的需求和給予別人

的建議都會有所保留。這樣的交流和應對進退，在我現居的工作

環境並不是很適用。在紐約讀書和工作使我學會如何直接表達我

的想法，並且勇敢誠實的面對一切。同時在這裡工作，美國公司

基本上都很尊重員工個人生活，比較不鼓勵加班。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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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短片 － 揭露人類靈魂未訴的祕密，香港群募原創動畫《離騷幻覺》專訪

江康泉 / 江記
　漫畫家、動畫導演。2000年畢業於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之後在香港城

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取得碩士學位。

在學期間曾自製動畫《不記得街》，

對漫畫也非常熱愛，畢業後便投稿至

許多漫畫雜誌中。2012年創作動畫
《哈爾流動肥佬》，自此便開始參與

不同的廣告動畫與短片製作。　

關 於 受 訪 者

www.facebook.com/ricegas

融合機械與古代歷史的人物場景，讓人猜不透、摸不著發生了什麼事。現代、未來、

過去，你究竟是在現實，還只是幻覺。用畫面去感受生命，這是《離騷幻覺》。

揭露人類靈魂
未訴的祕密
香港群募原創動畫《離騷幻覺》專訪

第一眼看到《離騷幻覺》，秦始皇、科

幻、屈原、機械人，穿越時空的場景人

物，我們不曾想像過的元素竟然能夠組

合成故事。來自香港的漫畫家、導演－

江康泉 (江記 )，正啟動了一場香港原創

科幻動畫大計。《離騷幻覺》故事設定

在秦始皇成功追求到長生不老之術後，

決定將人類與機械融合，使人類壽命無

限延長。而故事中講述機械人 Mr.D，不

知為何擁有著屈原的記憶，並渴望體驗

人類的情慾感受，於是他手執一張由紅

磡開往汨羅江的車票，登上柴油火車尋

找著靈魂失落的祕密。導演江記在描述

故事的設計理念時提到 :「故事呈現的手

法上，我採用比較像是潛意識的世界觀，

在潛意識的世界中，片段、想法都是零

碎、拼貼式的，就是想把整個世界變成

那樣，沒有特定的時間線，前世和今生

可以同時出現，用拼貼的方式來呈現。

在《離騷幻覺》中，場景結合著戰國時

代與冷戰時期的舊香港，角色則可以在

兩個世界中穿梭著。畫面風格上，先秦、

戰國時期的藝術風格是我參考的對象之

一。而香港傳統的印刷、紙紮舖那種大

  線上
欣賞

《離
騷幻
覺 - 汨

羅篇
》

美術與角色設計

故事中的人物、場景穿越古代、現在與

未來，在角色設定上要做到平衡是相當

有挑戰性的。導演提到在《離騷幻覺》

當中，雖然有秦王、屈原跟楚懷王這些

歷史人物，但時空設定並不是你、我所

熟知的歷史當中。「我想這是一個虛構

的時代。透過參考了先秦、戰國的歷史，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來建

構這獨特的時空。角色設計與整部戲有

一個特點，是一種懷舊科幻的情懷，未

來感不單來自未來，更是一種新、舊的

融合與衝突。」

顏色配置上也是本作品中很顯眼的元

素，如先前所提到的，導演採用了香港

傳統印刷中常見到的大紅、黃綠配色，

這在傳統印刷、戲曲甚至是紙紮公仔中

常見的顏色。導演補充 :「我覺得這樣大

鳴大放的刺眼色彩，正表達出一種人類

對生命的焦慮，感覺人的時間有限，死

亡隨時逼近，所以必須大鳴大放，把生

命推展到極致。在《離騷幻覺》中有一

個非常重要的場景，是楚國被秦攻陷之

前，屈原於廣場上舉行的舞會，在舞會

上所有人盡情起舞，燦爛到不行，要在

死之前把所有能量爆發出來，是這場戲

想要表達的，這種將生命燃盡的想法。」

紅大綠的用色，香港建築物的特式，也

是我的主要靈感來源。」

《離騷幻覺》的核心成員共三人，江記

負責原著、故事與導演的任務，同時也

包含前期角色與場景設計。動畫導演－

崔嘉曦與李國威，則負責動畫、合成、

後期特效與剪接等。他們在創作時一同

腦力激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原創音

樂也在構思階段同時啟動，並由香港的

創作人－阿靈負責。

透過目前釋出兩部前導片－《汨羅篇》

以及《刺秦篇》。導演希望能帶領觀眾

了解背後故事的面貌。「第一部前導片

主要想帶出《離騷幻覺》世界的氣氛與

視覺美學的獨特之處，在製作第二部短

片時，我們希望借此帶出劇中的幾位主

要人物與故事，重點能表達出《離騷幻

覺》的主題 :生與死。當人與機械不分時，

在如此混沌的世界中，渴望擁有靈魂得

付出什麼代價？秦始皇掌握永生科技，

大地就在腳下，六國遺臣派出象徵死亡

的刺客『歌奴』，手握命運的錄音帶，

誓言要終結不死傳說。」

   動畫中穿梭於時代的角色－屈原和 Mr.D

監製 :江記

導演 :江記 /李國威 /崔嘉曦

聲音演出 :朱柏謙 /賴慰玲 /阿靈 /阿泉

原畫 :江記 /李文健 /周小某

動畫及合成 :李國威 /崔嘉曦

音樂及音效 :Ling Ling Ling

剪接 :李國威

平面設計 :梁子峰

製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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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

70s

70s

台灣 Taiwan 菲律賓 Philippines

印尼 Indonesia 越南 Vietnam

泰國 Thailand 新加坡 Singapore

馬來西亞 Malaysia

1966年， Ngô Mạnh Lân導演製作的《Mèo Con》（Little 

Kitty）在羅馬尼亞Mamaia動畫節上獲得銀鵜鶘獎。

1967年， Ngô Mạnh Lân導演製作《Con Sáo biết nói》
（The Talking Blackbird） 描述越戰的故事。

1961年，光啟社動畫部門成立，並在

1968年推出動畫短片 《石頭伯的信》。

菲律賓 /
馬克仕時期的動畫發展

　1965年馬可仕出任菲律賓總統，在

外交政策上推行「親美反共」。但與

反政府軍發生多次流血衝突，當時所

看見的動畫，大多做為執政黨愛國宣

傳的政令廣告。

越南 /
向蘇聯取經學習動畫

　北越在受蘇聯贊助的背景下，一

群越南人前往蘇聯 Soyzmult� lm工作

室學習動畫，受著名動畫師 Roman 

Davydov指導。這群動畫師學成歸國

後，政府設立的第一間工作室「Hanoi 

Cartoon」。在 1959年推出第一部動

畫短片 《Đáng đời thằng Cáo》。而
越戰時期，導演 Ngô Mạnh Lân更是
產出許多動畫，故事都跟戰爭有所關

聯。

SOUTHEAST  ASIA

今年，泰國出品的動畫電影《The Legend of Muay 

Thai: 9 Satra》，精彩的內容受到眾人的矚目，展現出

東南亞創作軟實力。從 60、70年代起，東南亞各國開

始發展的動畫產業，是從何時開始興起，各國政府又

是如何推廣動畫產業呢？映 CG 大廚呈上夏日限定的

南洋美食，為大家精選了各國的重要事紀。圖表中有

台灣的時間軸可以對照，讓您了解相同時空下國內動

畫產業的發展。饕客們，一起來打開您的動畫味蕾吧！

東南亞動畫簡史

夏日限定

南洋美食 

01

02

酸辣香甜！東南亞動畫上菜！─ 夏日限定南洋美食吧

60s

70s

70s

1971年，影人卡通製作中心成立，負責

幫日本代工與日本學習動畫。

1972年，中華卡通推出由朱明燦導演的

實驗片《新西遊記》。

1979年，中華卡通與日本東映合

作的動畫長片《三國演義》。

1978年宏廣公司成立，開始接收美國動

畫與迪士尼的代工。

1979年，菲律賓製作了政令宣傳的動畫

《The Adventures of Lam-Ang》。

1978年，馬來西亞開始製作第一部動畫

短片《Hikayat Sang Kancil》。

1970年，越南國家電視台開始製作電視動畫《Những 
Bông Hoa Nhỏ》 ，讓動畫開始進入越南大眾市場。

1975年，越戰結束。

越南 / 動畫獲獎無數

　70年代越南的動畫技術更新，開始

製作彩色動畫。 1970年由 Ngô Mạnh 
Lân 執 導 的《Chuyện ông Gióng》
獲得共產國家動畫界最高獎，緊接者

1971年由 Nghiem Dung執導的《小

女孩和花瓶》(Cô bé và lọ hoa）在莫
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因此激勵

了越南的動畫產業。

泰國 / 第一部動畫長片

　1979 年， Payut Ngaokrachang

執導的第一部泰國動畫長片《The 

Adventure of Sudsakorn》， 改 編 自

泰國著名詩人 Sunthorn Phu的史詩

《Phra Aphai Mani》。 導演將二戰

後留下的軍事材料，製作可以運用的

工具。因經費預算不斷萎縮，團隊從

100名動畫師到最後 9人接續製作。

因此，導演包辦了設計、手 key動畫

等工作，但因過勞導致雙眼嚴重受損。

19世紀初在南洋工作的福建、廣東人，回國後將沙嗲料理

帶回中國，將口味調鹹而做出沙茶醬，沙茶在潮州話的發音

即 Sa Teh（沙嗲）。不過沙茶醬和沙嗲口感上有點差異，

南洋沙嗲醬偏甜，沙茶醬偏鹹。

沙茶醬來自於沙嗲

03 04

圖片來源 :
01 / Youtube

02 / www.compiko.info
03 / www.vietnamesecinemablog.com

04 / rosalynmuses.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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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辣香甜！東南亞動畫上菜！─ 原創酸辣海鮮湯

原創
酸辣海鮮湯

SOUTHEAST  ASIA

饕客們，這碗酸辣海鮮湯，蘊藏了不少美味的東南

亞文化喔！我們精選了 11 部在東南亞具有代表性的

原創動畫故事，每一部都呈現了當地的人文風貌或是

民間信仰，散發著南洋海島氣味。當中又找了 3部原

創動畫製作團隊，來聊聊這些原創 IP 的故事與設計

想法。請大家與我們一起品嚐原創酸辣海鮮湯，體驗

辣、酸、鮮交織的東南亞動畫。

《曦望》Sing to the Dawn(2008)

關於故事

《曦望》改編自美籍華裔作家－何明方 (Ho Ming Fong)的

得獎同名著作，主角－達娜是一位住在巴淡島小村莊的小女

孩，她與妹妹、父親和祖母住在一起。在村莊內父權傳統

的壓迫下，達娜的父親強迫她嫁給一個殘酷地主 Pairot的笨

兒子 Ipank，也發現 Pairot 邪惡的計畫－驅逐村民並摧毀村

莊，並建造賭場與酒店的城市。而達娜在妹妹與動物朋友的

幫助下努力拯救村莊，不被 Pairot給破壞。

亮點事蹟

第一部新加坡與印尼合作的動畫長片，也是印尼的第一部

3D動畫電影。

製作公司：Infi nite Frameworks Studios

印尼 Indonesia

《泗水之戰》Battle of Surabaya(2015)

關於故事

《泗水之戰》以 1945年 11月 10日在泗水爆發的戰爭為背

景。一名擦鞋男孩 Musa在戰爭期間扮演了革命軍的秘密文

件傳送員，也是革命軍向家人發送信件的郵差。 Musa和好友

Yumna和 Danu一起完成他們的任務並經歷了很多難忘的經

驗，同時也失去了很多身邊心愛的人。

亮點事蹟

以印尼真實事件改編，預告片在各個影展上取得亮眼的成

績，也因為本片獲得迪士尼的高度觀注。

製作公司：Infi nite Frameworks Studios
獲獎事蹟：2014 年 國際電影預告片節－最佳人氣 / 2014 年 黃金預告獎－最
佳外國動畫提名 / 2016 年 休士頓國際影視展－動畫片金獎 / 2017 年 柏林國
際電影人節－最佳動畫

透過當地歷史與觀眾產生連結

《泗水之戰》除了依據真實歷史為背景之外，當中還有

些靈感是來自於宮崎駿大師的《螢火蟲之墓》。因為導演

Aryanto Yuniawan發現吉卜力工作室經常使用當地人很熟

悉的故事作為題材，仔細思考過後，他們決定採用印尼人

都熟知的歷史事件作為背景。「對印尼人來說，泗水之戰

是歷史上除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外影響很深的一個事件， 總

共超過二萬名印尼人和五千位來自外國的盟軍死亡。」導

演補充。工作室也花了許多心力來研究歷史考證，除了

文獻資料外，透過深度訪談，挖掘更多關於泗水事件的故

事，編織成電影中關於生存者的體驗與感受。

期待印尼動畫市場的成長

提到關於印尼的動畫市場，導演表示：「印尼動畫正成長

到新的階段，但與其它東南亞國家相比，還仍屬於未被開

發的程度。印尼有著很好的潛力，但它需要受到觀眾的注

意，接著，政府應該制定相關政策，來刺激與提升當地電

視的觀看率。就商業面而言，則需要更多動畫工作室具備

與國際接軌的能力，才能透過彼此合作來達到理想的動畫

品質標準。教育面來看，則需要有同等的教學能力來符合

產業需求。」最後，導演也提到他們的新作品《AJISAKA: 

The King and the Flower of Life》，因目前動畫電影在印尼

的市場並不大，所以計劃先從中國展開，然後才在全球和

印尼發表，期待未來也能看到更多 MSV Pictures的作品。

經營 IP 的秘訣

《泗水之戰》不論是角色或是美術設計，都有著類似日

式動漫的風格，導演 Aryanto Yuniawan提到：「印尼觀眾

普遍喜好日式動畫及 3D 電影的美術風格。」因此才會將

2D手繪混合一些 3D動畫，吸引當地觀眾的目光。《泗水

之戰》除了電影之外，更發展了許多周邊，包含小說、漫

畫、LINE貼圖、BBM貼紙、 遊戲和短篇動畫。談到如何

經營 IP發展，導演與我們分享經營 IP的五個小技巧 ：「第

一，藉由巡迴活動提升 IP知名度。第二 ，提供粉絲繪圖

的服務，來達到與粉絲互動接觸。第三， 開放在社群平台

給觀眾提問，創造雙向交流。第四，運用電影延伸的周邊

來產生購買行為，例如透過 Cosplay來購買喜歡的角色或

是 LINE貼圖。第五，粉絲力 :提供觀眾機會去運用 IP角

色，藉此擴大活動與其它 IP 夥伴。這個過程並不會這麼

簡單。但最終目的是讓粉絲們可以成為我們 IP和週邊的擁

護者。」

Aryanto Yuniawan
導演、MSV Pictures CEO

位於印尼日惹的MSV Pictures，成立於 2002年。專注在
3D動畫電影和影集製作上，為全印尼最大的動畫製作公司
之一。製作團隊有九成是印尼人，以及一成的外國人。

www.msvpictures.com

   MSV Pictures 創作《泗水之戰》最大的挑戰在於人力資源的匱乏，目
前在印尼仍缺乏基本動畫致製作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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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辣香甜！東南亞動畫上菜！─ 沙爹工作室串燒

Fuum Studio 
泰國本地人才匯集地

在教育這塊，泰國也存在著業界
與學界無法銜接的情況。以我的觀
點來說，學校裡的課程是由那些不
在實際產業裡的老師們所安排的。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不會去教學生
如何了解業界的製作過程和流程。

Ronald / Fuum Studio

fuumstudio.com
vimeo.com/fuumstudio

技術與創意兼具的人才

公司內部環境氛圍輕鬆，就像是一群好朋友一樣合作著，「公

司內並沒有嚴格規定工作時間，但每個人都要得要在時間內完成

Fuum Studio最早由三位設計師所成立，也都各自擅長不同的

技術領域，像是廣告、演唱會和藝術博物館。而就在某一天，他

們決定共同創建一間工作室，並將各自的專長運用在各種專案

上。動態影像是 Fuum主要擅長的作品型態，尤其體現在 Motion 

Graphic以及動畫上，做為三位領導者其一的 Panop Koonwat接

受採訪並表示：「但在過去的幾年中，隨著未來趨勢的發展，公司

也開始將觸角伸至創新設計，如 VR和 AR的製作上。讓我們的

設計提升到全新境界。」

工作的責任。」 Panop分享，目前 12人工作室的配置，除了 3位

創意總監， 也配置了插畫師、 3D&2D動畫師及城市技術師，「通

常每位創意總監同時也是專案負責人，其它成員會在不同總監之

間流動著，讓他們能隨時接觸到新的專案。」 Panop表示，目前

的伙伴都是泰國本地人才，「工作室通常透過臉書粉絲團或其它

人介紹來獲得人才資訊，我們三位總監也會自己處理人才招募；

如果遇到一些較急迫的專案時，我們也會與 Freelancer 合作。」 

Panop認為，確實要找到對的人是很困難的。有些面試者有著很

專業的技術，但他們的態度與公司屬性並不吻合；另一方面，有

些人的技能又較不足，特別是剛畢業的人才，「他們也許有技術

但缺乏『創意』，或是相反過來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技術與創

意兼具是我們較需要的人才。」

Th
ai

la
nd

聽你心中的聲音（Listen to your heart）

　Fungjai 是泰國本地的音樂社群平台，透過線上平臺和線下
活動來連結音樂家和粉絲。希望人們可以跟隨自己所愛，聽

自己喜歡的歌曲與曲風，而不是被主流的媒體帶著走。

製作時間：8 週

影片連結：vimeo.com/181146945

　為泰國泰京銀行製作的廣告，體現他們的精神標語「永遠

是你的好朋友」。Fuum Studio 創造了一個故事，表現品牌
吉祥物 Nog-Vayu 和年輕男孩之間的友誼故事；他們一起成
長，直到男孩長大並有了自己的家人。

永遠的好朋友（Friend Forever）

製作時間：6 週

影片連結：vimeo.com/195920227

　泰國健康組織（Thai Health Organization）為了慶祝其 15
年周年慶，Fuum Studio 打造了這支象徵慶祝的影片。其想
法為組織透過鼓勵人們關照自己健康，傳達「健康生活」的

快樂意象。

快樂的旅程

製作時間：6 週

影片連結：vimeo.com/233810049

作 介品 紹

夥伴共同成長的關鍵夥伴共同成長的關鍵

Panop表示，團隊對於在「創意思考」上有提供基礎的訓練，「因為我們大

部份的員工都是已具備一定基礎的技術，所以如果有人在網路上找到什麼有趣

的課程，我們很樂意資助他們去買課程，但唯一條件就是他們得將學習到的知

識與其它人分享。」他認為，這樣的分享效果也十分奏效，除了讓大家都學習

到新的技術之外，也提升分享者的教學能力。對 Panop及其他工作室夥伴而

言，在商業工作和個人作品中取得平衡是一個挑戰，「我們大部份的工作都是

廣告，所以最終都只是客戶的作品。有時候我們覺得好的想法，客戶依舊會想

要做改變，有時候會讓設計變得更糟，這種情況其實或多或少也會影響我們的

團隊。」為了讓夥伴保持有足夠動力，團隊也會做出自己的專案，讓每個人釋

放創意而不受限，「但同時間要製作客戶和自己的專案是很困難的。所以能夠

遇到客戶讓我們做想做的風格，那就是最棒的情況了。」

為作品及服務加入更多價值

Panop分享道，團隊大部分夥伴從小就浸淫在日式漫畫當中，所以漫畫對

自己創意思維有很大的影響，「但我們的風格來自於我們圖像設計的背景。所

以大部份看到的作品都有著非常 2D的視覺感受。」他同時也觀察，在過去幾

年間，泰國對於 Motion Graphic動態影像的製作需求有著大幅成長，「多虧了

臉書平台，讓大家更專注在影像的內容。」但他也同時指出其中的窘況，即便

需求變高了， 但專案的預算還是相當低，「因為網路上有太多的影片同時存在，

而讓每次推出的作品其實生命期是很短暫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作品擴展

到 VR和 AR上，來為我們的作品加入更多價值，讓客戶願意付出更多。」

泰國 CG 產業之見

Panop表示，一直以來都在尋找很有才華的學生。在實習階段時讓他們製

做屬於自己的專案，同時在這期間找出自己的風格，加以運用在自己的畢業

製作中。他進一步指出，大部份工作室接觸的客戶都來自於國內，國內對於

CG相關的工作需求是高的，但大部份的預算都很低，「所以有著許多的小型

CG工作室林立，以及自立門戶的自由接案者，但是其它大公司在低預算的專

案競爭是相當激烈的。」他說明，在泰國並沒有一個以動畫或 Motion Graphic

為主的正式組織，卻有一個「創意與設計中心」 (Thailand Creative & Design 

Center)，專注在各種設計類別的組織，同時不定期舉辦動畫活動和講座。為

了能持續製作出很棒的作品，Panop說明，工作室常常需要對客戶做更多關

於「設計」方面的教育和宣導，並指出，「以目前以軍事發展為主的政府來看，

我們並沒有任何以 CG產業為主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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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辣香甜！東南亞動畫上菜！─ 職人摩摩喳喳

SOUTHEAST  ASIA

品嘗完後勁十足的沙爹串燒後，映 CG 大廚為您準

備了一道甜點「職人摩摩喳喳」。我們邀請了菲律賓的

動畫工作者，來談談當地的動畫教育；也邀請在新加坡

工作的臺灣職人，來分享前進國外的求職與工作歷程。

饕客們，餐點都已經到齊了，祝各位用餐愉快。

職人
摩摩

nbquaternion.artstation.com

Manuel De Jorge
 3D角色設計師 /自由工作者，
目前專注在遊戲產業中，以接案

的方式與幾間工作室合作。擅長

製作造型感十足又吸睛的人型動

漫角色，以及擬真的動物角色。

關 於 受 訪 者
我最初從電腦科學系畢業後，先擔任的職位是網頁設計師，

但突然間與這相關的畢業生劇增，加上薪水也不大好，所以一

直都無法找到較理想的工作。最終我在一間電子書公司中擔任

圖像設計師，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鑽研 3D角色的創作，過

程中我覺得非常有趣，每天都分配時間來學習。最後在一間新

創的遊戲工作室中擔任初階藝術家。這些年，我精進著我的技

術，也有機會到不同的國家，到當地工作室工作，最後我決定

成為一名自由接案者。大多數的案子還是來自國際工作室的委

託，我透過像 ArtStation、PolyCount、SketchFab 和 ZBC 等

社群媒體，來呈現我的作品。

當初是怎麼接觸 CG 產業呢？

塑造角色的魔法師
一窺菲國動畫教育及產業1

我從小時候就很喜歡日本動漫，例如七龍珠和幽遊白書，但

要說到美術風格影響的話，我想數碼寶貝、神奇寶貝和怪獸農

場 (Monster Rancher)是影響我較深的作品。近期被菲律賓傳

統故事吸引，我目前所製作的手機遊戲，裡面的資產都是根據

神話創建的，而現在正在嘗試將菲律賓神話傳說中的食月龍－

巴庫那瓦 (Bakunawa)作成角色。

有被哪些國外或國內的美術風格影響嗎？

根據我的觀察，蠻多畢業新鮮人會花一段時間去適應產業標

準，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才能與技巧。但他們仍要找到並磨出

自己的風格，最終成為產業的一員。在菲律賓，大多數學校只

教技術，而大多數藝術基礎和理論的教程都很平淡。因此大部

分學生傾向展出「沒有角色的角色」。對我來說，這樣的藝術

教育推動還蠻令人難過的。

菲律賓動畫教育上有麼特色？

就我所知，有一所名為 TESDA的技術教育與職能發展機構，

有開設動畫、遊戲、電影的課程，你可以在短短幾週內上完所

有課程，但教學質量並不像私立學校或機構那麼好。還有一種

除了學校外，還有哪些機構在進行動畫教育呢？

＂CG 產業最大的挑戰就是競爭，
還有很多尚未發掘的技術與能力，這

也是為什麼我們永不停止學習。 ＂

在電影方面，大部份 3D西方風格的動畫是最棒的，但有時

候本地自製節目或電影，因為文化與生活較貼近人心，也是能

夠吸引到觀眾的目光，例如由 Thaumatrope Animation製作的

RPG-Metanoia，這部動畫有很棒的角色設計跟佈局。但它在

渲染與後期製作方面仍然有點缺陷。我認為可能是因為時間與

預算的關係，但它仍然是一部好的原創動畫。儘管如此，我大

部分的朋友也都是動畫師，但他們最終都成為遊戲產業的概念

藝術家或 3D藝術家，就我的觀察，遊戲產業的發展比動畫還

蓬勃。

你覺得菲律賓動畫產業的發展如何？

新穎方式就是群眾募資，事實上，我目前有一個關於教授「設

計原創動物或人物」的群募課程，已經累積不少群眾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嘗試的領域。

86 InCG  Jun-Aug 2018 87Jun-Aug 2018  InCG



90 InCG  Jun-Aug 2018 91Jun-Aug 2018  InCG

InCG 精選教學 － Blender 越野摩托車騎乘動畫

因為某次練習人物建模的時候，以自己的外型做了一個人偶之後，覺得不能

動很可惜，所以就開始嘗試動畫製作。一、兩次之後，發現創作關於「小深藍」

的故事，慢慢變成一種心靈救贖的儀式，所以就這樣不斷的進行下去。

之所以採用 Blender做為製作 3D動畫的軟體，記得是某次半夜查找網頁前

端設計資料的時候所發現的，下載嘗試後覺得 Blender很適合自己，我想這純

粹就是因為緣份吧！

而我在小深藍粉絲專頁所發表的動畫劇情，靈感大多來自於過往、現在的工

作中，自己或同事們所遭遇到真實故事。經由轉換替代之後再由動畫呈現出來。

目前做了三百多話之後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很感謝持續觀看以及對小深藍作品

有共鳴的讀者們！如果沒有大家的支持，我應該沒辦法這樣一直畫下去 XD，

未來會繼續推出的。

另外也有計畫進行長度較長的動畫製作，這次的動畫就是使用裡面的人物以

及物建所製作。雖然不知道會花多少時間，但是也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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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深藍 Little Deep Blue
　　在傳統代工廠裡打滾的一介小美工，主要工作就是在

被主管鬼遮眼的狀況下，設計出能夠使用的網頁、平

面或是 3D 設計。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情冷暖、職

場奇談⋯平常上班時擅長以 HTML、CSS網

頁設計，下班後則擅長擬真 3D模型

建置與快速動畫製作。

3D Artist

越野摩托車騎乘動畫
　由 3D 美術－Little Deep Blue 小深藍分享如何在 
Blender 中，以簡單的動作設定來創造出充滿躍動感的摩托
車騎乘動畫。

Blender

　可以經由這次的教學，大致上了
解在Blender動畫製作上，從模型
製作、動畫調整到出圖的過程中，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大方向，以及
Blender在功能上可以提供哪些動
畫製作的小協助。並且可以對於摩
托車動畫用的骨架設定，有基本上
的了解與認識。

關於本教學

掃描 QR Code 觀看動畫

　模型製作之前，最好能夠先確認模型後續的用途，這樣在製作時可以節省後續的調整時間；模型的外型製作，依然需要大量的參考文獻，才能夠製作
相對正確的模型內容，就算是虛構的物件，依然需要現實中的機械結構來支撐你的幻想。另外，材質的呈現決定了動畫的整體氛圍，這個部分當然因人
而異。Blender Render 內建的 OpenGL Render所呈現的 2D 風格，剛好是我所喜歡的樣子，加上 OpenGL Render 是以所見即所得的方式進行，所
以在最後動畫產出的時候，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落差，對於動畫的快速製作，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Part1: 模型製作

本次模型將使用在動畫製作上，所以在面數方面需要比較注

意，以免到時候在調整動作、鏡頭以及算圖的時候，造成效能上

的負擔。摩托車模型在本次的動畫使用、以及視覺重點上，大部

分將偏向輪胎的反應以及整體的移動，所以可以將大部分的面數

運用在車架以下的細節，其它的部分則是把感覺帶出來即可，不

用花太多的時間在零件細節的琢磨上。

另外一點就是車體對於駕駛的比例是否正確，因為本次動畫所

使用的人物模型是以比較標準的身材比例製作，所以在車體的比

例上，就以正常的方式製作即可。

模型使用重點01

   建模的時候，也可以多看看各種不同的參考資料，除了靜態的圖片之外，也可以
藉由 YOUTUBE 上的影片，看到某些照片上看不到的資訊。

其實越野摩托車的外型，相對於一般的塑膠車或是仿賽檔車之

類的車輛，都還要容易表現多了，第一是因為造型特殊，只要稍

微將越野車胎、長避震等特點呈現出來，觀看的人相當容易就能

夠分辨出來；第二，是因為越野摩托車的外型菱角較多，沒有太

過複雜的流線造型，所以在建模的時候，比較不容易遇到混亂的

狀況。

整體外型02

在製作動畫的時候，因為考慮到長期效能的問題，加上個人偏

好 2D風格的呈現方式，所以在經過許多測試後，選用了 Blender 

Render內的 OpenGL Render做為主要的渲染引擎 (Blender 內建 

Blender Render 以及 Cycles Render)。

材質設定很簡單，只需要將物件直接套用 Toon Shader就好

了！再來需要做的只有選擇顏色、反射度以及需要的貼圖設定，

可以經由反光度，以及顏色漸進程度來呈現不同材質的物件。相

信只要感覺對了，其它的不足就交給觀看者自行腦補即可。

材質03
本次的動畫因為考慮到效能以及時間的問題，並沒有包含場景

內容，但依然將過去製作的人物角色加入了動畫。

人物模型的部分，使用了 MakeHuman開源軟體來製作人物

的素體，後續進入 Blender進行細部的調整、衣物以及配件的製

作。目前 Blender上面使用的素體製作軟體除了 MakeHuman之

外，尚有 Manuelbastioni針對 Blender人型素體製作的外掛；後

者除了提供骨架系統之外，還有簡易的肌肉系統，但可惜的是，

Manuelbastioni 在素體製作完成之後，就無法於編輯模式之下修

改模型內容了。

其他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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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部分，算是將整體風格定調的設定了，有效利用煙霧跟粒子系統，可以增加動畫的豐富度，特別是在機械運作的動畫裡面，通常都少不了煙
霧以及粒子系統。OpenGL Render 雖然設定簡單，但在燈光設定的部分，卻有許多限制，這也是OpenGL Render 美中不足的地方。另外再算圖的部
分，也有幾個可以稍微注意的地方。

Part 4: 煙霧 / 粒子系統 / 燈光 / 算圖

粒子系統的部分，則是用來模擬砂石噴濺的效果。通常我的

做法是先產生一個正方型物件，於正方形上增加一個粒子系統

後，以 Blender內建的 Cell Fracture Add-on來製作隨機的小石

頭。製作完成後，選擇部分碎石並且 Group；再新增另一個粒子

系統物件，並且將粒子系統的 Render(按下 Ctrl+G鍵 )設定為

Group，並選擇先前建立的碎石 Group。這樣噴出來的粒子就是

一堆小石頭啦。

粒子系統
通常我會先將動畫裡面動作 Keyframes通通設定後，再來增加

需要的煙霧或是粒子系統。煙霧模擬你的方是相當的簡單，特別

是在 Blender OpenGL Render之下，你只需要設定煙霧的顏色，

除此之外就是調整齊它的煙霧參數即可。

增加煙霧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在 Blender Viewport之下，

新增一物件並選取後，按下 Space鍵搜尋 Quick Smoke，就可

以將選定的物件設定為 Smoke的 Flow；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產

生兩個物件，一個做為煙霧模擬的 Domain，另外一個則是煙霧

的 Flow。

煙霧13 14

最後就是算圖設定了，在算圖設定頁面下，可以勾選 Anti-

Aliasing以及 Full Sample，讓輸出的品質有效的提升。另外，

Blender OpenGL Render的靜態圖片以及動態圖片的渲染按鈕並

不在渲染設定頁面上，而是有另外的位置。

在 輸 出 之 前， 我 也 會 有 習 慣 到 Scene 頁 面 裡 的 Color 

Management選項進行最後的色彩調整。這個部分對於視覺上的

呈現相當的重要。

算圖設定16
Blender OpenGL Render在燈光上有幾個小問題，那就是燈光

無法被遮蔽，所以當你建置室內環境或是需要物件遮蔽光源效果

的時候，大部分會以 Spot Light來做遮蔽效果的呈現。另外就是

Sun Light的部分，是有範圍限制的，在範圍內，Sun Light可以

正常的呈現陰影，但是超出了這個範圍內，雖然光照的效果還在，

但是陰影卻會因此消失。另外一點就是陰影的品質也比較低落。

但關於光源陰影以及範圍的問題，可以經由 Blender Game模

式下，針對光源進行調整，將原本光源的 Quality以及 Clipping

進行調整，調整後切換回 Blender Render模式之下，在 Blender 

Game所調整的數據，將會繼續沿用，可以有效的提升陰影品質，

但是對於有效範圍，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Blender OpenGL Render 燈光需注意的問題15

   最後記得，需要將 Viewport Shading 設定為 Material，並且將 Viewport 右側
工具列中 Display → Only Render 勾選起來，將物件之外的其他資訊如骨架等隱藏
起來，不然會通通一起被輸出成圖片。

InCG 精選教學 － PhoenixFD 水果高速攝影噴濺效果

水果高速攝影噴濺效果
　由 Chaos Group V-Ray & Phoenix FD 技術專家－Hammer Chen 示範，如何使用 Phoenix FD
製作水果落入水缸濺起水花的效果。

3ds Max + Phoenix FD + V-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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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 Chen 

 　長期在算圖與特效模擬領域有很深入的鑽研，並且

活躍於各國內外的相關平台中，曾在半島電視台擔

任資深設計師，目前為「台灣人玩動畫」站長與

「CG Record」特約編輯，「VFX RnD」

社群管理員。

ChaosGroup V-Ray & Phoenix FD 技術專家

Part 1: 剛體模擬

本教學以 Phoenix FD的液體模擬為主，

剛體模擬不詳述。您可以使用 3ds Max

內建的 MassFX 或其他外掛進行模擬。本

教學使用的水果直徑約 15公分，自距水

面 77公分高度落下。

場景尺度及整體配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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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類
3D 數位雕塑軟體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主要特色
細分功能更進化
一鍵式自定義減面
更多元的變形工具
智能區分多邊形組
更多變的曲線調調

適用對象
動畫公司 / 遊戲公司 / 電影公司 / 3D列印

開發商
pixologic

網站
pixologic.com

InCG 影像繪圖軟體評測  －  ZBrush 2018

   在 ZBrush 2018中，
Snake Hook 筆刷也支援
Sculptris Pro，並可以幫
助使用者快速製作有犄角

的生物特徵。

作業系統
Windows 7 \ Mac OS

   Sculptris Pro 會針對需要更多細節的地方進行細分均化加強，更能節省效能。

ZBrush 2018
數位雕塑的新紀元
萬眾期盼的 ZBrush 終於更新了，不過這次並

非再以 4RX 這種版本為代號，而是改稱之為－

ZBrush 2018，雖然名稱變了，但有購買 4R8的

使用者們也不必擔心，因為 4R8是可以免費升級

至 2018版本，而不需支付額外費用。話不多說，

讓我們一起來看 ZBrush 2018有哪些新功能吧 !

從原先的 Div ide 到 Dynemesh，再到現在

的 Sculptris Pro，這是是一個細分優化的過程， 

ZBrush 整合了自家免費版的小兄弟 Sculptr is 

Alpha的雕刻方式，讓數位雕塑真正就像在虛擬

世界中捏黏土的感覺，這項功能會根據你雕塑

時需要增加細節的地方來平均網格面，而不會

對其它不需要的地方進行細分，大大的降低了

Sculptris Pro

這次的 Decimation Master 加入了一鍵式減面功 

能，使用者能夠自訂義以千面為單位來減去，同

時也保有原來的減面流程。所以在減面的過程中，

不論是初學者還是有經驗者，都可以很快的駕輕

就熟這項功能。

Decimation Master

電腦的負擔。但如果當模型面數超過 400 萬面

數以上時還是會消耗到硬體效能，還是建議使用

Decimation Master來進行減面。

為什麼值得推薦

　這次的 ZBrush 2018在功能上真的有一種

跨入新紀元的感覺，Sculptris Pro的加入減少

了使用者需要頻繁使用 Goz的情況，在保持專

注在雕刻上又更進了一步。此外，針對常用滑

鼠建模的使用者 ZBrush 2018 也都有照顧到，

PolyGroupIt也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幫助數

位雕刻家與藝術家們，所以我們也期待在未來

會有更多更精彩的 ZBrush 所製作出的作品。

   Deformers 新增項目雖然多達 27種指令，但因為人性
化的介面設計，以使用的過程來說還是相當直覺的。

   除了可以智能建立 PolyGroupIt，使用者
也可以透過 Polypaint繪製閉鎖空間來建立 
PolyGroupIt。 

   使用者可以使用畫筆的封閉空間
來區隔多邊形，並將他作為機甲或

盔甲類的零件。

在 ZBrush中的曲線目前可以任意拉展、

縮短和翻轉，對於在製作頭髮、彩帶等有

飄曳感的物件特別實用，也可套用到 IMM

筆刷來為曲線加入一些不規則的翻轉，相

較於原本平順感又多了幾分自然與真實。

更多變的曲線調整

改進了 ZBrush4R8的 Gizmo 3D和 FFD 

Box 操控系統，Multislice和其他一些強大

的變形功能。ZBrush 2018中增加了 27種

變形指令，這些變形指令是無法通過筆刷

來實現的。也就是說，能夠利用這些參數

使用滑鼠建模了！而且每個變形指令都具

有獨特的控制方式，可以用來快速的改變

模型，也可以拼湊多種幾合物件來使用，

透過 Deformers 新增的變形指令來製作出

太空船，汽車、飛機、可愛的小公仔，或

是任何你想像的東西。

Deformers 新增項目

全新的 ZBrush區分多邊形的工作流程。 

PolyGroupIt可以準確評估模型的表面，通

過簡單的智態點擊來區分多邊形群組後，

再進行人工微調。區分多邊形群組從未如

此容易！更重要的是，PolyGroupIt可以增

加、縮小、刪除、複製黏貼以及創建對稱

多邊形群組，或是使用 Polypaint描繪你想

要的多邊形組的輪廓。偷偷告訴大家一個

小發現，區分多邊形的這個功能如果拿來

製作機甲或盔甲類等硬表面雕刻是非常方

便快速哦 !

PolyGroupIt 區分多邊形組合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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