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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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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在環境與產品設計

上的 Hard-Surface 概念

設計師。對於所有現代和

科幻的事物都很喜愛。除

了 3D 之外，對時尚設計

和插畫也有十足的涉略。

About the artist

在開始這個專案之前，我的打燈方式
還蠻基礎的。但為了要達到我要的效果，
我必須學習許多事情，像是為燈光加入
反射器和一張滑順的漸層貼圖。

Fusion 360, Cinema 4D, 
OctaneRender, Photoshop

使用軟體

2018完成年份

Pokedex G4: Sinnoh Edition 　基本的想法是將遊戲－珍珠鑽石版中的圖鑑用 3D 重新製作

出來，後來我決定嘗試讓它看起來更像是 2018 年所出產的一

個商品，於是我為設計做了些改變，也為它做了一個盒裝。我

使用 Fusion 360 然後開始建模！接下來也製作一些寶貝球、

螢幕插圖以及盒子。

　我想最大的挑戰是燈光和構圖，產品照看起來很簡單，但它

們其實並不容易辦到，特別是當你沒有什麼先前的經驗。我試

著將風格符合任天堂品牌的感覺。但事實證明它比我預想的更

困難而且花費的時間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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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專訪 -ILM 數位特效合成師－溫兆銘專訪

2018 年漫威英雄們依舊持續引爆視覺特效，《雷神索爾 3》、《復仇者聯盟 3: 無限

之戰》等電影中，都能看到出自於旅外藝術家－溫兆銘 Evan Wen 之手的合成鏡頭。

在本次專訪中，Evan 將分享著如何從工作中累積經驗，並持續挑戰更高難度的任務。

憧憬特效電影
踏上旅外之路
ILM 數位合成師－溫兆銘

關 於 受 訪 者

溫兆銘 / Evan Wen
ILM光影魔幻工業 數位合成師

　 畢 業 於 舊 金 山 藝 術 研 究 所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AAU），從 2011 年正式進入了特

效產業，在各大知名電影公司裡

擔任合成，例如 Method Studios, 
Rhythm and Hues，Pixomondo 
等等，參與的電影製作有《復仇者

聯盟 3: 無限之戰》、《雷神索爾 3：
諸神黃昏》、《奇異博士》等多部

超級英雄電影。目前正在 ILM 的溫

哥華分部擔任合成師。

www.evanwen.com

心想著成為平面設計師的 Evan，從復

興美工廣設科畢業後，卻又在契機下進

入了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開始他的藝

術探索之旅。皮克斯《玩具總動員》的

推出讓他對動畫產生興趣，並選擇了動

畫組繼續攻讀。在領略動畫的製程中，

開始對國外技術產生興趣，便下定決心

出國攻讀 AAU研究所，並磨練燈光與動

畫的技巧。

「畢業後，我將履歷丟向位於北京的 

Pixomondo，並寄出所有都是動畫的作

品，詢問是否有打燈的職缺。」出乎意料

的是，只會 After Effects的他，在不太會

使用 Nuke 的情況下，對方卻拋出合成的

職缺，甚至「佛心」提供一對一的教導，

「想說去那邊學合成，大家就只是 Roto 

什麼的，室友還叫我不用擔心，但沒想到

他們真的是用綠幕合 CG！」第一次參與

《紅色尾翼》的電影製作，光是合成兩

個鏡頭就花了三個月，讓他驚呼道：「當

時不會 Nuke 卻做好萊塢片，現在想想也

還是令人難以相信！」從 Pixomondo 離

開後，想著再尋找 3D 工作，來到了製作

商業廣告的 Diesel FX，「裡面大部分也

是都用 AE做合成，他們也教我綠幕和拍

攝時要注意什麼，又很恰好地繼續了合

成的工作。」這些履歷出來後，接下來

去其他公司的合成工作也就水到渠成，

Evan 正式開始了合成工作之路。

「第三份工作找了很久，雖然是做合

成師， 但在《吸血鬼日記》我只有做把

眼睛挖下來變紅色，熬了三個月，他們

看我很努力，才給我一條臉部青筋去合

成。」熬過來後，在一個前輩的幫忙下，

與合成的不解之緣

作簡單的 Key和扭曲校正。素材準備好

後，去掉藍、綠幕，傳送給前面打燈或

做動畫的同事，就可以開始測試自己做

的東西。

「我之前還是初階的時候，要處理很多

雜事，真的就是打雜。越往上就是在做一

些比較有難度的鏡頭，也就會跟著資深

合成前輩，看他們是怎麼合的。」Evan 

指出初階合成師過渡到資深的不同，已

經不單只是合成鏡頭，而是要讓其他人

可以匹配。從美術角度來講，就要開始

慢慢揣摩導演和故事的想法，而不是拿

到東西就開始亂「疊」，而要思考做法

有沒有符合劇情需要。他同時指出，試

著將東西快速形成一個模板後，更能讓

團隊快速套用到其他工作上，「要讓他

們很簡單使用、畫面很乾淨，讓每個人

套進去都可以至少有 70%一樣的效果。」

有其他想法。」Evan與我們分享他的工

作習慣，「拿到 Concept 後，我會開始

水平思考各種方向，並製作三至四個版

本給 Sup（指導），他們會決定挑選的

版本去給客戶看。」他認為，也許是自

身個性使然，喜歡嘗試多一點可能，「自

身英文也不夠好，就想著與其解釋半天，

不如直接做出給對方看。」他笑著說，但

有時候碰到比較熟的，還是會先簡單口

頭確認接下來要做的版本，「不太熟的

話我就會先做給他看，因為做 Lookdev

講求快速產出，東西不需要非常精緻，

很像素描一樣，只要有亮度和感覺，讓

他知道你想表達的，就可以確定方向。」

他被引薦到 Rhythm & Hues 工作，加入

R&H後，卻同時也是最難忘回憶，就是

經歷公司的破產倒閉，「大家知道大勢

已去後，每次開會都能看到老闆和老員

工愁眉苦臉，很多人都在哭泣。每天很

像是去弔喪的那種感覺，沒有想到剛得

獎就倒閉了，那一刻真的永遠忘不了。」

Evan遙想著，「我記得從 R&H 離開後，

只要去工作媒合會，對方看到我這段經

歷，就會很認真地跟我交流，甚至還帶

有同情的態度。」看著特效公司的陸續

倒閉、媒體的報導分析，也讓他不禁猶

豫是否該繼續下去：「做這行其實也不

一定會有退休金，還想過要不要乾脆回

台灣算了！」但在咬牙堅持後，接下來

的路也漸漸開始明朗起來。

「合成師是整個後期靠近收尾工作的職

位，我認為也是在履歷、經歷上，屬於

倒吃甘蔗的職位，」做為合成師，時常

必須仰賴前面負責 3D的藝術家，或是那

些負責 Tracking 的人，他進一步舉例，

比如說導演可能某個鏡頭拍壞了，或是

結果出了一些狀況，就要試著拿東西填

補上，又或是修改一些畫面。在這個職

位中，美感的成分只佔了三成工作內容，

其餘七成都是很「頭痛」的事情。Evan 

表示，在公司參與電影的過程中，合成

師從前期就會開始處理導演拍攝的素材、

合成師大小事

從 Junior 到 Senior的不同，公司會開

始分派 Lookdev（視覺開發）的工作，

將每個場景分派給每合成師，藉此決定

場景的感覺及走向。Lookdev 的第一版

需是要跟著美術概念走，「我個人喜歡

丟三版。第一版完全照著客戶的方式，

第二版就是做得很誇張，想看看客戶的

忍耐度到什麼程度，另外一個會做更奇怪

完全是反方向的，想試試看客戶會不會

溝通的重要環節：Lookdev

曾在 METHOD STUDIOS工作四餘年，

Evan分析出大小規模公司的差異，「以

合成的角度來講，METHOD 屬於中小公

司；我們到最後製程常常是自由發揮的，

大家不管做什麼事情，自己找 2D 或 3D 

素材，就是會想辦法完成這個鏡頭。」

現於 ILM 工作後，團隊成員多是經驗深

厚的前輩，因此在前期的設定或是規範，

可說是相當嚴謹有條。「但同樣在緊急關

頭，都會要不計代價想辦法把它解決。」 

他將合成比喻成是最後一道防線，「以

一個案子的最後一個月來講，第一個禮

拜做動畫的會開始離開，投往下一個案

子或是安排放假；第二個禮拜，打燈和 

大小規模團隊的不同



22 InCG  Sep-Nov 2018 23Sep-Nov 2018  InCG22 InCG  Sep-Nov 2018 23Sep-Nov 2018  InCG

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Pokémon 的誕生

《精靈寶可夢》的概念源自遊戲設計師田尻智

（Tajiri Satoshi）童年最喜歡的昆蟲採集，是他

誕生了一個想法，設計一款以類似昆蟲的生物為

主題的電子遊戲，名為《精靈寶可夢》。而當

時田尻智看準 GameBoy 特有的「交換」功能，

便結合《超人力霸王》中的「膠囊怪獸〈カプ

セル怪 〉」，寫出了一份名為「轉蛋怪獸（カ

プセルモンスター）」的 RPG 企劃書。

獲得任天堂的採用後，田尻智得到了一筆資

金得已開發。但之後「轉蛋怪獸」因為商標權

的問題和簡稱「轉獸（カプモン）」的發音不

是挺順口，遂將企劃更名為「口袋怪獸（ポケ

ットモンスター）」。雖然《精靈寶可夢》是

由 GAME FREAK 發想並開發，但因為 GAME 

FREAK 本身缺乏 RPG 開發經驗，加上為了補足

資金缺口， GAME FREAK 也時常承接其他遊戲

的程式外包，導致《精靈寶可夢》無法如期在

原訂的 1991年問世。

在新創公司「Creatures」的社長－石原恒和

出現後有了轉機。曾經參與名作 RPG 《地球冒

險 2（MOTHER 2）》開發的石原，負責整個

《精靈寶可夢》企劃的路線指引和統籌，再加上

任天堂長達 6 年的鼎力支援，《精靈寶可夢》

才真的有機會面世。

第一隻傳說的寶可夢－夢幻

夢幻的設計原型可能源自於跳鼠科的動物，

而牠身上有全部寶可夢的基因，在遊戲中，夢幻

是被偷偷加進來的。初代《精靈寶可夢紅 /綠》

圖鑑數量原本只有 150隻寶可夢，夢幻的設計

師－森本茂樹（Shigeki Morimoto），因不願捨

棄自己創造的寶可夢，通過清理程序錯誤後加

入，由於只有一小部分卡帶可以抓到牠，也讓

「夢幻」如神話般傳開，更成為遊戲的賣點，開

創了幻之寶可夢的先例。

《精靈寶可夢 紅 / 綠》的命名由來

當時《精靈寶可夢 紅 / 綠》首創了「同款遊

戲拆成不同版本販賣」的先河。但根據傳聞，

田尻智原本想推出「7 色」版本！不過去找任

天堂的瑪利歐之父－宮本茂商量時，被修改成兩

個顏色版本。而紅綠兩個顏色除了象徵噴火龍

與妙娃花外，同時也在致敬「瑪利歐與路易」，

這也是為甚麼一開始沒有藍版。

「你今天抓寶了嗎？」不論是小時候拿著掌機，
讓皮卡丘跟在後面在草叢遇怪，又或是長大後拿著
手機，在北投或南寮等地，等待著迷你龍及拉普拉
斯的出現，精靈寶可夢都是我們生活美好的同伴。
隨著 Pokémon GO 在全球引發一波波的抓寶風
潮，不論男女老少，都沉醉在寶可夢的世界，而寶
可夢 20 年來，創造了 807 隻寶可夢。就讓我們收
拾行李，向著寶可夢大師為目標，與映 CG 展開一
場精靈寶可夢的懷舊、遊戲與冒險之旅吧！

Pokémon 時光回顧
Gotcha! Pokémon

懷舊之旅

寶可夢旋風再起 !

Gotcha!

Pokémon  Special  Edition

網頁小遊戲 皮卡丘打排球

在 1997年推出的在 PC小遊戲上《皮卡丘

打排球》，是由 Sachisoft(c) 的 SAWAYAKAN 

Programmers改編自《精靈寶可夢 紅 / 綠》

所創造的，而當時的 PC遊戲最多不到 1MB，

大多是已 kb為單位的小遊戲居多，同一時期有

《小朋友下樓梯 +上樓梯》等，在學生界颳起

了熱潮，玩家也自行舉辦比賽，吸引同好一較高

下。像是台大、中興、銘傳等學校都有自辦競

賽，2017年台南 focus時尚流行館還舉辦大師

挑戰賽，堪稱近年最具規模的一次比賽。

3D 龍 ( 多邊獸 ) 事件

1997年 12月 16日在《精靈寶可夢》播放

期間，有 685個日本觀眾因觀看了第 38集〈電

腦戰士 3D龍〉，因急性強光過敏症被送醫救治。

在該集中，有明亮的藍光和紅光，在 5秒內反覆

交替超過百次，而造成部份觀眾昏厥不適，導致

此集被下架，而 3D龍從此未再動畫中出現。連

帶影響之後動畫電影中對於此特效的留意。像

是今年 6月上映的超人特攻隊 2，也在放映前提

醒觀眾，避免 3D龍事件再度發生。

動畫推行帶動遊戲

在遊戲發行後，任天堂與東京電視台合作，

於 1997年 4月 1日開始播放動畫版，讓寶可夢

的魅力開始逐漸擴張。而動畫中皮卡丘為何會

成為小智的夥伴呢？傳聞因為當年皮卡丘在漫畫

雜誌人氣投票獲得第一位。高人氣的皮卡丘，

也讓任天堂順勢推出《精靈寶可夢 黃版》，並

且配合當年的劇場版電影《超夢的逆襲》上映

所一同推出。

Index

Gotcha! Pokémon
懷舊之旅

Pokémon 時光回顧
達人帶領重溫感動
街頭直擊 ! 寶可夢訓練家

P22

Gotcha! Pokémon
遊戲之旅

Pokémon GO 專訪
寶可夢 2018 年新遊戲

P34

Gotcha! Pokémon
冒險之旅

IP 萌旋風

P40

旅程的開始本刊精選了十件寶可夢大事記，帶你了解當時造成的轟動；接著邀請到兩位達人，分享寶可夢曾

帶來的笑與淚，及介紹寶可夢的演進；最後，我們街頭直擊 Pokémon GO 訓練家，窺探他們的抓寶日常。

參 考 資 料 ： E T  T o d a y  /  j i m m y 神 奇 寶 貝 之 家  /  P o k é m o n  G O  /  巴 哈 姆 特  /  皮 諾 電 玩  /  東 森 新 聞  /  聯 合 新 聞 網  /  鏡 傳 媒  /  新 假 期 周 刊  /  神 奇 寶 貝 百 科  /  自 由 時 報  /  維 基 百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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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達人帶領重温感動
Gotcha! Pokémon

懷舊之旅

瘋狂老爹
　知名 Youtuber 和實況主。瘋狂老爹的

角色是在高中畢業製作期間所創作出來

的。初期的影片皆是以這個角色做定格動

畫，而後也開始講解動畫影集，帶領觀眾

回憶童年美好的經典動漫。以「遊戲王」、

「精靈寶可夢」系列影片打開知名度，熱

愛卡牌遊戲，也是台灣區 PTCG 冠軍。

www.facebook.com/farmercrazy

遊戲達人 ×

最早接觸到 Pokémon 是在什麼時候？

　大概在我五、六歲時候，從電視上看到精靈寶可夢的動

畫影集，覺得寶可夢的設計與故事劇情非常有趣，在動畫

中隨著小智與寶可夢一起成長茁壯，慢慢地開始接觸遊

戲，從此就跌進了寶可夢的坑。

瘋狂老爹
第一次接觸到精靈寶可夢是在 1997年底，當時正好在

東京旅行，無意中看到池袋一間玩具店，從一大早就大

排長龍，我也很好奇地跟著排隊，沒想到就是我與皮卡

丘的第一次相遇！當時購入號稱 Pokémon第一個實體化

的玩具，放在手掌上會發光的皮卡丘，由 TOMY ( 現為

TAKARA TOMY ) 玩具公司出品。坦白說，一開始對寶可

夢真的不是很有興趣！而是因為兩個兒子都喜歡，才開始

收集寶可夢，沒想到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走進了這個世界。

阿渭師

屬性 / 草
喜愛原因 / 戰鬥的樣子非常努
力，在小智戰隊中常打頭陣。

# 3 8 7
草苗龜 (Turtwig)

屬性 / 格鬥 , 飛行
喜愛原因 / 喜歡格鬥屬性的寶
可夢，牠也是小智打頭陣的寶
可夢。

# 7 0 1
摔角鷹人 (Hawlucha)

屬性 / 蟲 . 格鬥
喜愛原因 / 與老爹一同奮戰，
拿下台灣區 PTCG 冠軍。

# 7 9 4
爆肌蚊 (Buzzwole)

喜愛的 3 隻寶可夢

精靈寶可夢是很多人從小到大的回憶，想當年為了寶可夢守在電視機前面，看著小智與皮卡丘一起冒險。

也熬過無數的夜，只為了抓到傳說中的夢幻。就讓兩位 Pokémon 達人帶各位讀者重溫寶可夢的美好吧！

阿渭師
　本業是從事彩盒包裝的開發設計與生

產。因興趣開始收集玩具與各式動漫周

邊，也對大眾文化研究長達三十年之久。

周邊收藏量保守估計有 1 萬個以上，也因

此時常支援一些動漫展的活動。

www.facebook.com/joestoytemple

玩具收藏家×
我想應該是金銀版跟寶石版，我會開始收集寶可夢的周

邊玩具，其實就是為了我的兩個兒子，寶可夢成了我們父

子三人的共同話題。印象最深刻的一集就是皮卡丘跟小智

走散了，喵貓也跟火箭隊走散了，皮卡丘跟喵貓為了一起

尋找夥伴，建立一種非常奇妙的友誼關係，我覺得那一集

非常有趣。還有，講到寶可夢的動畫怎麼可以漏掉火箭隊

的武藏跟小次郎！沒有火箭隊這幾個反派丑角，這部動畫

就會無趣許多。

阿渭師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珍鑽版的劇情，除了與夥伴冒險中發

生的感人故事外，最有印象的還是與勁敵互相較勁帶來的

成長與熱血。因為小智的勁敵大多是很正向，而珍鑽版真

司這個角色，卻非常與眾不同，也是我覺得官方一次大膽

的嘗試，真司一出場就是以斯巴達式教育的方式，像我們

玩遊戲一樣，將爛的寶可夢就丟掉。劇情中真司跟小智在

爭論如何正確地培育寶可夢的橋段也非常精采，是我覺得

最棒的勁敵。

瘋狂老爹

動畫影集最印象深刻的季別與角色 ?

屬性 / 電
喜愛原因 / 與小智一同經歷了
無數場冒險，賣萌的樣子很難
不喜歡牠。

# 0 2 5
皮卡丘 (Pikachu)

屬性 / 水
喜愛原因 / 看牠呆呆、無厘頭
的設定感覺超紓壓。

# 0 5 4
可達鴨 (Psyduck)

屬性 / 超能力
喜愛原因 / 每次說話都有人讚
聲，那感覺真的超好的啊！

# 2 0 2
果然翁 (Wobbuff et)

喜愛的 3 隻寶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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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P o k é m o n  G O 專訪
Gotcha! Pokémon

遊戲之旅

回顧 2016 年，手機遊戲 Pokémon GO 在上市後即旋即引起轟動，可以說是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儘管現在上街抓寶的瘋狂盛況已有所減少，卻仍然受到忠實玩家的熱衷

投入，花錢購買周邊道具裝備更是不手軟。它的魅力是否僅止於寶可夢本身？接下來，

我們將帶你來看看，Pokémon GO 背後團隊 Niantic 的策略及構想。

全球旋風
Pokémon GO 的不敗之術
不只做好遊戲，更看重社群體驗

Kento Suga
Pokémon GO

國際市場行銷總監 / Niantic, Inc.

關 於 受 訪 者

時間推回 2017 年 7 月 22 日， Niantic首次舉辦最大型的實

體活動「Pokémon GO Fest」，邀請全球的訓練師一同在現實

世界中相聚；據當時活動前的消息，在會場將會出現許多稀有

寶可夢出現。大量玩家蜂擁而至，導致超出官方的預期，進而

造成網路不堪負荷，讓在現場的玩家都無法順利登入遊戲。官

方在活動當下做出判斷，釋出對應的危機處理，讓大部分參與

玩家都能由怒轉樂，危機變成轉機。

不斷優化社群活動

Niantic獲得去年的活動經驗後，國際市場行銷總監－ Kento

表示，「雖然去年的活動進行出現了問題，但是在吸取去年的

教訓後，我們也不斷精進自己在大型活動上的籌辦，今年的

Pokémon GO Fest也證實了我們做到了！」這次舞台搬到芝加

哥，高達 2萬 1 千名玩家蒞臨現場、18 萬玩家在芝加哥近郊

進行活動，同時，來自全世界的上千萬玩家也完成了「維羅博

士的全球大挑戰」，「Niantic的工程團隊，也與城市進行密切

合作，確保林肯公園的每一處都能接收網路訊號。」Kento談

起團隊籌辦超大型社群活動的挑戰，則是確保即使大量玩家集

中在同一區內，也要能夠讓網路暢行無阻。Niantic 旗下的另一

款遊戲《Ingress》舉辦的社群活動，也提供團隊舉辦活動的借

鏡參考。長達近 3公里的內置走道，並配置了多達 50個物種

的寶可夢。除了能夠發現許多傳說神奇寶貝外，也讓訓練師們

可以恣意在道館挑戰。

重視玩家遊戲體驗

Kento分享：「現在我們正在研究即將出現的 PvP模式。 此

外，也正仍在努力改進首次亮相的功能，例如在遊戲中交換精

靈寶可夢的能力。 」在近期的優化中，玩家更是能為朋友添加

備註，讓朋友名單分類更加一目了然。Niantic接下來所要發展

的，則是在今年年底添加的 PvP模式。「我們團隊一直是非常

重視玩家們的社群，也十分珍惜每個玩家的回饋。面對優化、

更新以及新功能的構想，我們必須審慎思考每個玩家的要求，

並盡可能地讓遊戲保持公平環境。」有別其他的手機遊戲，雖

然 Pokémon GO有內置的遊戲商店，但所有玩家在不課金的情

況下實際遊玩，也能慢慢蒐集道具，讓課金玩家與休閒玩家皆

能達成一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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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動畫 － 反思教育制度，打造末日設計風格《機器人設計學院》專訪

劉得維
　剛從台科大創意設計學士班畢業。

從小熱愛科幻與末日設定的遊戲，國

小開始玩《Halo 最後一戰》，從此偏

愛 FPS 遊戲，高中時期也開始對插畫

產生濃厚興趣。　

關 於 受 訪 者

www.facebook.com/RobotsDesignAcademy

2018 年第 14 屆全國技專院校電腦動畫競賽獲得優勝的《機器人設計學院》，正片一

釋出，就獲得廣大網友的熱切注目。令人吃驚的是，看到影片最後的幕後製作名單裡，

不論是概念設計、角色與場景的建模、綁定及動畫幾乎都由一人包辦。究竟這令人嘆

為觀止的動畫是如何被催生出來的呢？而動畫製作上又遇到麼樣的挑戰呢？

反思教育制度，
打造末日設計風格

《機器人設計學院》專訪

  線上欣賞

《機器人設計學院》

編劇 /導演 /分鏡 /剪接 /動畫製作 /設計 /建模 /上色

/綁定 /動態 /配音：劉得維

角色「芯」配音：黃湘芸 /贅肉

音效處理：Yu-Ping Liu 、劉得維

製作團隊

《機器人設計學院》故事的初衷，來自

於導演對末日題材的熱愛，從小就喜歡

單純及低彩度的荒漠畫面以及機器人與

飛行器的機械造型，因此在第一次故事

提案就自然地將這兩個元素融合在一起。

並參考了遊戲《尼爾：自動人形》、《傳

送門》、《決勝時刻：無盡戰爭》，電

影《星際大戰》、《機械公敵》、《成

人世界》，以及日本動畫的角色與視覺

風格。打造《機器人設計學院》的末日

世界雛形。

從小熱愛未日系列的世界觀
起初《機器人設計學院》的故事，與現

在看到的相差甚遠，導演表示：「故事

原本的設定是，機器人主角 R是人類芯

父母所購入的看護型機器人，用以照顧當

時只有五歲的芯。而在人類幾乎絕跡後，

R與芯便開始了流浪生活。所以影片開始

時他們已經相處了有 12年之久，因為這

樣的背景，所以 R對學校的教學內容感

到非常奇怪，但因為機器人 P教授的權

威地位而默默忍受。直到故事最後芯直

接跑到學院現身說法，整個學院的師生

才恍然大悟，也終於證明 R才是對的。」

故事大幅度的修改

   導演使用摩艾像當作短片中的小彩蛋，代表了人類
精神的設計，用來向電影《博物館驚魂夜》裡會說話
的摩艾像致敬。「我後來發現它們無表情而有點僵硬
的人臉造型，能帶出保守、威權和宗教，和故事中探
索教育裡『標準答案』的印象蠻貼近的。」

但指導老師認為故事邏輯可能有問題，

才改成芯中途登場，改變了 R的想法。

了學校與工廠兩個元素所組成，所以教

室裡的一些小細節，例如教室的門採用

氣閘門的設定，以及窗戶、窗框、排氣

孔等造型都不像現今教室的樣子而比較

像機械工廠。另外導演補充：「學校的

建築外型當初有考慮兩個方案，方型和

金字塔型。後來覺得金字塔型的建築比

較有特色，也能體現機器人設計學院保

守、古板的感覺。建物表面的組成模式

參考南軟園區和中信園區間的聯絡橋。」

當初在規劃《機器人設計學院》世界觀

的時候，導演希望走頹廢和破敗的視覺

風格，因此避免加入太絢麗的虛構科技，

造成風格上的突兀。「例如 R所住的墜

毀運輸機，參考的原型來自於美軍和日本

自衛隊使用的 V-22魚鷹機後繼型 V-44，

就是 V-22的四座發動機版本。而內裝則

參考 C-17和 A400M運輸機模組化的艙

壁和座椅設計。主要就是參考現有的東

西，然後用我自己的視覺風格重新賦予

它們原創的外觀。」而劇情中比較虛構

的設定是電子裝置的螢幕顯示，像學院

的黑板是以短距離的全像投射表現，個

人電腦和平板則是有塊透明的顯示幕。

至於機器人設計學院的學校本身，結合

融入現代科技在設計中

   機器人 R 的設定，不論是外觀或是角色動作上，多少都有點導演的自我投射，配色上也採用自己喜歡的色調。
被同學笑稱該角色跟自己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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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動畫 － 突破常規，找回全新自我《OPPO FIND X》手機動畫幕後製作專訪

孫世晟 / Somei
Somei Design / Creative/Art Director

1990 年生，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

先後在許多工作室中擔任 Motion 
Designer。2015 年 創 立 了 SOMEI 
Design，為許多知名品牌如 OPPO、

小米、Acer 製作產品宣傳動畫。也

因其高品質的視覺表現受到全球相關

產業關注，並且在 2016 與 2018 年

接受國際知名 MG 社群 Motion Plus 
Design 的邀請成為主講者之一。

關 於 受 訪 者

vimeo.com/somei

睽違 4 年，OPPO 再次推出全新旗艦機種 Find 系列，期望打造出「王者歸來」的氣

勢感動使用者。而新生代動態設計師－Somei，以電影劇院般的規格成功為 FIND X 形

塑出一款存在於未來的手機。

突破常規
找回全新自我
OPPO FIND X 手機動畫幕後製作

從 Somei 近年來累積的作品中可以發

現，不論是製作 Motion Graphic 到全

3DCG 的大場景，都可以看到作品的內

容與視覺品質不斷地往上突破。而從小學

到高中都擔任學校裡辦黑板報宣傳委員

的 Somei，到了大學因為加入一個感興

趣的社團，同樣也擔任起海報製作的角

色。「當時我看到學長姐使用 AE 做一些

片頭影片，讓我產生了極大興趣想自己

嘗試看看。」於是，和許多人一樣，最初

在學習 AE 時也是從觀看大神－Andrew 

Kramer的教學開始，這也讓 Somei立馬

沉迷於這個世界中。他回憶著 : 「大概有

好一段時間都處在瘋狂刷教學的狀態，

也從那時候開始慢慢入門。後來正好學生

會需要做一個特效短片，讓我有了練習

的機會。當時因為有一個明確希望要做

的特效效果，所以我不斷尋找解決方式。

在過程中我覺得進步很快，同時也因為

不斷解決難題而獲得成就感。」Somei也

建議目前想努力提升技術的朋友們，他

認為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有目的性」

或是「製作專案」來培養技術，這也是

至今 Somei不斷讓自己前進的方式。

  線上欣賞

《OPPO FIND X》
動畫

Client:OPPO

規劃 :祖彬

創意 /導演 : SOMEI DESIGN

獨立創作 : Somei

角色設計 :Mark Chang

音樂 /音效設計 : Echoic

製作團隊

客戶在專案上出了點狀況。所以我一度

反思自己處在這種商業泥沼中的意義是

什麼。」主要擔任導演角色的 Somei，在

製作中因此延伸出許多「純粹創作」以

外的瑣事，讓他得把很多東西交給別人

去完成，反而造成他在創作上產生依賴

性，漸漸就演變成嚴重的自我懷疑。「在

《OPPO FIND X》專案剛開始的時候，我

也不算特別有信心，但還是想先獨自製

作看看，逼自己一下。」Somei說。而就

在製作過程中因為面臨很多未知的領域，

比如說服裝的布料運算以及大場景的設

計渲染，還有動作捕捉的工作流程。但

是在研究和探索的過程中，讓他的注意

力都放到解決問題上了，反而心情變得

好些。「當不斷地有鏡頭產出之後，自信

心也跟著上來了，讓我也越來越有信心

將剩下的部分好好完成。應該就是進入

了創作狀態吧！」

OPPO 與 Somei 合作過許多廣告。幾

乎該品牌中各個產品線都製作過。這次

為 OPPO 最新推出的旗艦機種所製作的

宣傳廣告，以電影般的規格呈現，在目

前風格幾乎非常雷同的手機廣告市場中

更加脫穎而出。談到《OPPO FIND X》

背後的故事與設計理念時，Somei 說 :

「整體的創意和氛圍都希望去體現出『未

來感』，不同於那種現今流行的賽博朋克

(Cyberpunk)的頹廢。我自己心中的未來

還是比較簡約、乾淨，在細節中蘊藏著

極端科技的感覺。整個故事其實也很明

顯，圍繞著『Find』，並且將產品的設計

理念融入進去。比如開頭森林的抽象化、

城市的抽離、攝像頭的隱入都是為了體

現產品化繁為簡的設計。後面將石頭轉

化成能量塊，啟動水面螢幕打開，是為

了表現手機本身的素質和強勁的內核心。

整支影片共出現三個字詞－『Future』、

『Simple』、『Find』，也算是三個章節吧。」

Find X，Find Yourself Somei也提到，《OPPO FIND X》算是

這幾次與 OPPO合作中比較深入的一次，

從手機樣機剛出來的時候就讓他看到原

型機了。「我們一起在 OPPO的小黑屋裡

來討論如何呈現這次產品。因為 Find 系

列產品是完全不同於 OPPO R 系列的高

端產品，而且已經停了四年沒有推出新

品。所以這一次回歸，客戶希望能有一

種『王者歸來』的感覺。當中蘊含了太

多的新技術與設計。但我們不希望一味

的強調『科技』，感覺太讓人視覺疲乏了。

所以最後我們討論出來的關鍵字就是『未

來感』，當然還有就是希望透過影像，讓

人感受到它的『貴』！哈哈。」

而製作《OPPO FIND X》時也發生

了一個小插曲。自認上半年狀態不佳的

Somei，也透過製作完這隻廣告後讓他

重新找回自我。「上半年忙忙碌碌接了很

多商業項目，完成幾個都不算特別滿意

的專案，甚至還遇到幾個很不守規矩的

   在專案前期，Somei 與客戶討論 Find 系列
定位時，為產品所設計的視覺稿，希望能傳達
出這就是未來時代該有的產品，而不是這個時

代對未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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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 29 | 動態影像新浪潮

金曲 29 | 動態影像新浪潮
以「新世代」為主題，將音樂、插畫與動態設計串聯，並透

過入圍獎項動畫將新世代人們所關注的時事議題以「宣言」的

方式說出，讓金曲 29 不只是個純粹的音樂頒獎典禮，更多一層

值得深思的意義。而 JL DESIGN 與團隊也成功的組織起有史以

來最複雜的一屆金曲獎。

　本期邀請到金曲 29 視覺總監－羅申駿，以及 26 組動態設計

師，一同分享他們的幕後設計故事。

#

JL DESIGN
　2007 年成立，從設計演進為混合

創意公司，JL DESIGN 與許多創意

導演、視覺藝術家和製作公司合作。

以效率和創新來為許多品牌、設計、

影像述說出精采的故事。其作品也屢

獲得許多國際大獎的肯定。

jldesign.tv

#

#

羅申駿
JL DESIGN 創辦人 /  典禮視覺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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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作品集在動畫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論是在校作品或是

在業界的成果，隨時整理自己作品集，然後當初就有請之前做國

外專案的 supervisor幫我做推薦，而那封推薦信蠻有用的，因為

他也是 AAU畢業的，所以算是一種校友認可的申請者。

外國學生在美國找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會有身分上的

限制。在填寫一些報名面試時，會有需不需要簽證的選項，如果

你需要的話，可能連面試都不會面試你，所以在美國要能面試的

機會也不多。很多公司在啟用新人時，可能都偏向請離職或老員

工推薦合作過的對象，或是朋友介紹。這樣還找不齊了話，才會

去網路上徵人。因此在學生時期，可以多參加一些大型展會或

Workshop活動，每年的 11月都會舉辦 CTN動畫博覽會，會有

很多動畫公司在那邊擺攤，可以知道許多業界的公司，去認識公

司的 Supervisor，有些公司會在那邊幫你看你的作品，也會給你

一些建議。藉由活動建立人脈網，這樣之後公司有缺人，可能也

會來詢問你的意願。

AL Hsu AL Hsu

以 Motion Graphics 來說，我會推薦 SCAD 跟 OTIS 

兩間學校 , 如果是 Entertainment Design 或是 Illustration，我會

強烈推薦 Art Center。如果大家比較想追求真正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學位，我強烈推薦大家來洛杉磯一些私人的學校上課，像

是 Concept Design Academy 或是 Brainstorm School

Ren Chen 

對於想要申請國外大學的讀者，會建議如何
著手準備？推薦哪些學校？Q 在美國找工作，

準備履歷上有什麼建議呢？Q

海外求學、求職大哉問
AL HSUREN CHEN

如果沒有經過學校的洗禮，要直接前往美國找工作，

在沒有實習簽證的加持下會比較困難，但還是建議從實習的職位

開始著手，然後盡量把自己的作品，在社群網站上分享，像是 

Instagram、Tumblr、Vimeo、Art station等。我認識不少藝術家，

他們都是經由這樣子的方式，獲得公司的注意，機會什麼時候會

來，你永遠不知道。

Ren Chen

  因為在 Blur Studio 中有很多專案會和不同的 Supervisor 合作，久了之後彼

此都有不錯的默契，也讓同事間的感情就像大家庭一樣。

在國外的話，可能也是因為我負責的工作是前製作業，

所以有機會能跟導演開會，理解導演的想法，並相互交流。但我

在台灣比較偏向一個小員工，因為我們是接國外的外包，所以國

外有導演及 Supervisor，而我們公司也有 Supervisor，我們會先

與台灣這邊的 Supervisor溝通，然後才會與國外的藝術家們去討

論，所以相較來說，在國外每個人都會發表對作品的看法，而在

台灣比較專注把東西做好。

AL Hsu

在美國的職場文化中，
有什麼是妳最印象深刻的？Q

對於國際人士在美國找尋工作，如果你的作品質量在

一定水準上，最大的挑戰其實就是語言跟簽證，那語言能做的就

是多聽多看多讀多寫，但簽證就需要很多準備，也要提早開始整

理資料，美國有兩種簽證可以辦理，一種是 H1B簽證，是一般美

國公司幫外籍工作者辦的簽證，公司的性質沒有區分，要積極與

公司爭取，千萬不要害羞。另一種是 O-1 藝術簽證，這個簽證比

較特別，是專門給某領域傑出的藝術家所辦理，會需要準備很多

資料，來佐證你是優秀的藝術家，例如參加比賽獲得名次、在公

開場合作展覽或展出、或是獲得雜誌報導等等。還要獲得同領域

優秀工作者的推薦。而我第一次辦 O-1 藝術簽證是自己找律師去

辦，然後公司贊助我。而碰過大部分在這個產業工作者都是自己

辦簽證。等到有一定資歷後，就都是公司的律師幫我辦。

R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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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iIl 有許多來自海外的藝術家，與同事相處時，能學到許多國家的文化與習

慣，但也必須與不同文化的人磨合工作方式。   上圖為 Ren 參加公司的年終派對。

 在製作奧斯卡典禮入圍動畫時，跟團隊緊密討論與溝通，並不眠不休持續工作將

近一個月，是在美國工作中印象深刻的專案之一。上圖為與奧斯卡典禮視覺設計的

創意總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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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教學 －擬真寶可夢概念設計

擬真寶可夢概念設計
3D 角色概念設計師－Joshua Dunlop 目標挑戰將 151 隻初代寶可夢，重新製作成擬真風格，目前已
完成將近一半的他，與我們分享開啟這一切的源頭的角色－妙蛙種子完整製作流程。

ZBrush + Keyshot +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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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Dunlop

　來自英國倫敦的 3D 概念藝術家，使用數位繪畫、

Matte Painting 等方式持續創作角色與生物。　

Concept Artist

在設計虛構角色的時候，特別是重新設

計一個經典的角色，參考素材是一大「關

鍵」。許多人對藝術家有個很常見的迷思

是任何東西都是從他們的幻想而來的，但

任何一名專業藝術家都會告訴你，一個好

的氣氛表是支持你創意的重要元素。

場景尺度及整體配置01

　此教學中看到我從頭到尾，
結合3D雕塑、KeyShot算圖
和Matte Painting的過程來產
生出這擬真的概念設計圖。

關於本教學

   妙蛙種子 (Bulbasaur) 是 Joshua 第一隻重創的寶可夢角色，
也是第一次讓他了解自己可以做出擬真風格的 3D 角色。也是開
啟他創作擬真寶可夢的開端。因此在 Joshua 心中佔有非常特殊

的地位。 

接下來開始設計生物身上的顏色和紋理，嘗試調整顏色光譜範

圍兩端數值，來看看哪種配色最適合。

顏色04

使用你的參考素材，草繪出幾種不同的想法和設計，直到你找

到某個你喜歡的。並持續把它發展到超乎你原本所想像的，你總

是能找到某些有趣且獨特的設計。

當你決定設計後，可以開始思考角色會在什麼樣子的場景中，

以及在場景中的樣子。所以我開始畫一些小縮圖，用簡單的線條

勾勒出角色與場景間的關係，並找出最吸引人目光的構圖。

描繪出腦海中的想法 產生動態02 03

當我到 ZBrush的時候，我會先使用 ZSpheres來粗略建構出角

色的身體。這對於快速建構你的雕塑主體是個很棒的方法，不需

要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來製作出身體每個獨立部位。

形狀與結構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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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教學 －空拍機 3D視覺化流程與案例

空拍機 3D 視覺化流程與案例
　Lumion 共同創辦人 Pjotr van Schothorst，將跟讀者們分享空拍機如何與現有建築視覺化工作流
程進行整合，包含挑選空拍機，圖像重構還原場景等，並透過實際案例與各位分析，這樣的工作流程
所帶來的優勢。

Lumion + Reality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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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otr van Schothorst 

於 1998 年與 Roger Hammond 共同創立 Act-3D，

專注於研發高品質的可視化技術，加快工作流程，

以便讓 AEC 專業設計師使用。最大熱情為推廣

Lumion 軟體普及世界建築產業中。

Lumion共同創辦人

建築師和設計師通常需要知道該如何一個設計會如何與真

實環境結合後會是如何的。當客戶和非建築師們紛紛轉向追

求如相片般擬真的視覺圖或動畫，也將能夠更了解建案本身

以及設計師的意圖。當在 Lumion 中作業時，一些功能像是

OpenStreetMap(OSM)以及衛星地表，都能夠為你的設計提供一

些背景的來龍去脈。這很適合用建築物在那種城市景觀或鄉村環

境的建案，但這些功能還是有些瓶頸。舉例來說，OSM只能提

供粗略、白色的建築物造型，而衛星地圖也都是很平坦的東西，

也常常沒有更新。甚至解析度低到無法讓客戶去辨別。

這不禁讓我思考著一定有更好的方法來改善這些背景建築物

而不需要犧牲畫面的擬真度。因此，我嘗識了幾種選項，從

Google Maps以及 Google Earth SDKs開始，但這些服務並無法

允許它們的資料被 Google Maps以及 Earth以外的環境如建築視

   右圖中背景的紐約天際線模型，是使用

Lumion 中的 OpenStreet 功能自動生成，並

在 Lumion 8.3 中運算完成。

如果模型的品質很好，下一步驟是切除較不精細和不需要的範

圍，並且簡化 3D模型成較小尺寸的版本。視模型的尺寸和複雜

度，可以保留在 3萬至 100萬三角度數的模型。

切除較低細節和不需要的物件04

   切除特定的區域，讓你能夠置入 CAD 建築或空間。把模型匯出成 FBX 後並再次

對它貼上貼圖。

覺化使用。其中一個方法是使用一系列由無人機空拍的相片來產

生 3D建築模型。這個技巧有時候會用在工地或監控建造過程，

但對於建築設計和視覺化來說還不這麼廣泛的使用。

為了測試其可能性，我們使用一個「空拍機到 3D」的工作

流程在幾個真實的建案設計中。依我的經驗來說，我們為那些

非 3D專家的建築師引導出一個足夠簡單的流程。使用一台現代

的無人機和 RealityCapture的軟體，現在是有可能捕捉下一個

300x300公尺的區域，並且產生足夠品質的貼圖，來呈現出擬真

的背景在 Lumion做視覺化使用。

空拍機愈來愈便宜了，小型且續航力佳的款式愈來愈多。以這

個工作流程來說，我使用 DJI Mavic Air。它售價 80元美金，重

量少於一公斤，並且一顆電池可以飛上 20分鐘。DJI Mavic Air

能夠飛行約 10公里的距離，並且紀錄 4K影像和 4000x3000大

小的圖片。這非常足夠為建築設計的背景產生高品質的 3D環境。

買一台空拍機01

   我所使用的設備－ DJI Mavic Air 以及 10 吋的平板和固定器。另外，我也建議你

買一些額外的空拍機電池。

   在 RC 對齊並運算所有空拍照片後，一個 3D 環境模型就建構好了。

當有許多不同的軟體都能夠合併空拍圖片產生 3D模型。但我

認為 RealityCapture是最理想的。RC能自動對齊所有圖片，然

後就產生好 3D模型，並加入貼圖以及偵測模型品質。這真的只

需要幾分鐘的手動作業，最多一小時就能夠生成一個 3D環境模

型了。

將圖片匯入至 RealityCapture03
透過一個叫 Drone Harmony的程式來控制空拍機。第二步就

是捕捉下需要的區域圖片。Drone Harmony呈現讓你能在地圖上

繪製想要的範圍，並且計算空拍機的飛行路線，捕捉的相片會自

然與前一張重疊約 60%的範圍。這些重疊的範圍對於建構自動

生成 3D模型是必需要的。

捕捉空拍影像02

   對理想的區域進行五次飛行，但確保每次飛行都是指定為不同的攝影機角度。舉

例來說，第一次可以以攝影機往下拍的角度飛行，而其它四次則讓攝影機傾斜 45 度

角。每次飛行時間約 7-15 分鐘，所以整趟紀錄大約會花 1.5 個小時左右。

在將 3D空拍模型匯入至 Lumion之後，你可以裝點一些樹木、

車輛或人物等等。你也可以從 SketchUp或其它 3D軟體中匯入

建築設計到另一個圖層上。進行動畫或靜態圖彩現。

將模型匯入至 Lumion05

因雜誌篇幅有限，完成的製作流程，收錄在 Pjotr Van 撰寫的線上 PD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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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類
VR 頭戴式顯示裝置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主要特色
5120 x 1440 超高解析度
水平210度、垂直130度超大可視角
Amoled 5.5吋顯示面板
高幀數每秒 90 幀 
視線追蹤系統

適用對象
動畫公司 / 遊戲公司 / 電影公司 / 工業設
計 / 建築視覺 

開發商
StarVR

網站
starvr.com

InCG 影像繪圖軟體評測  －  StarVR One 虛擬實境中的明日之星

作業系統
Windows

   StarVR ONE 跟 StarVR ONE XT 差別在是否配置了視線追蹤系統。

StarVR One 
虛擬實境中的明日之星
以商業和專業領域著稱的 Star VR(宏星技術 )

公司在本次的 SIGGRAPH 2018大會上展示了新

的 VR頭載顯示裝置，分別為標準版的 Star VR 

One和進階版的 StarVR One XT，兩者的差別在

是否配置視線追蹤系統。

此外，這次的畫面從 LCD 升級到 Amoled 螢

幕有著雙眼總合 5120 x 1440 的高解析度和水

平 210 度、垂直 130 度的超廣視角顯示面板，

相當於市面上同性質頭戴設備的兩倍視角，幾乎

是人眼可視範圍的極限。除了面板上做了升級，

StarVR 也下了功夫在透鏡的研發上，將以往兩個

圓型的透鏡改為一片式透鏡，配合面板的升級後

在高偵數的表現上效果更好，眼角餘光的細節也

更清楚，讓玩家產生暈眩的機會大幅度降低，所

以在戴的過程中不會再有用望遠鏡在看世界的感

覺，更加深了使用者在遊玩時的沉浸感。

為什麼值得推薦

　目前 StarVR One 定位在商業和專業人士使

用，一般人平常是沒什麼機會接觸到的，但業

界頂尖的畫面加上 IMAX VR 指定的合作夥伴，

這個名頭拿出來就是一個信仰，加上視線追蹤

系統，用來玩射擊遊戲肯定是指哪裡打哪裡一

個準，吃雞不必蝕把米，雖說用來打遊戲有點

大材小用，但換個想法來說如果今天是醫生用

StarVR One 來進行微創手術，並利用超高解

析度的優勢來進行，勢必能夠造服更多患者。

   Geforce RTX 2080 搭載了最新的 RTX 技術，

利用 RTX 技術能夠計算周遭景物的光線、陰影及反

射，製作出寫實、電影畫質且符合真實物理情況的

場景，搭配 NVlink 組成雙卡在運算高畫質、高幀率

的應用時更流暢不卡頓。

   由於透鏡形狀改變，造成框架重新設計，所以跟

我們以往認知的視線追蹤系統也不太一樣，右圖是

SIGGRAPH 2018 大會上所展示的保時捷試車體驗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眼睛所看的到的畫面以外，其它

部分的渲染程度都比較低，也更節省顯示卡效能。

   在 Siggraph 2018 大會現場也提供了五款應用讓現場來賓體驗，包含了：ZeroLight 的保時捷、 
Autodesk VRED 的 Ford 和 Unity 試車體驗、 Unreal 的 Apex Construct、 LuckyWammers 等。

由 Tobii Technology 所研發透過紅外線

感測器追蹤使用者的視線距離和方向，並

回傳到電腦端，讓顯示卡可以根據眼球移

動方向和使用者的視覺注視的熱區，進行

優先計算的動作，這項技術也被稱為「動

態注視點成像技術（Dynamic Foveated 

Rendering）」，讓電腦的效能集中在眼睛注

視的地方，並提供更好的畫面品質。

視線追蹤系統

也開發了 Pay Day 的 VR版本，和其它多

家遊戲開發商聯合 打造十多款遊戲，再加

上其它 Steam 平臺的內容應用供使用者體

驗，再內容方面應該是綽綽有餘。

StarVR One跟 VIVE Pro 一樣具備各種

週邊，甚至在 Steam 2.0的追蹤方案下，

很多東西都可以互用，像是控制器、 VIVE

的 Tacker等體感設備，StarVR還提供專屬

軟體開發套件（SDK）供開發者們創作 VR 

內容。

緊接著 NVIDIA Geforce RTX 20 系列也

將在台推出，StarVR One作為一款高階頭

載顯式器，只靠單張顯示卡來支撐有可能

內容應用延伸開發

由於 StarVR One 是由曾經開發 Pay 

Day(台譯：劫薪日 )的瑞典遊戲開發工作室

Starbreeze Studios 與台灣宏碁合資研發的

高階 VR 頭戴裝置，所以內容應用方面也

當然必不可少。Starbreeze Studios 為此

不太夠力，所以 StarVR One也支援雙輸入 

VR SLI 模式，但未來 RTX顯示卡將會採用

速度更快、頻寬更寬的 NVlink 來取代目前

的 SLI ，至於到時候整體表現會如何，只

能等到新款顯示卡問世才能再進行測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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