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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以得
概念設計師
角色、場景概念設計，
目前以電影、廣告、遊
戲…等產業的自由接案為
主，偶爾畫一些沒人看的
插畫和平面設計。

這個作品是與導演－謝宇恩合作的一個系列計

這張比較沒有太多困難的部分，導演清楚地傳

畫，其中一張為中國新生代饒舌歌手－劉柏辛

達概念，讓製作容易且順利許多，除了物件比較

Lexie Liu「Like A Mercedes」的 MV 場景設計。

多電腦常常當掉之外，這個就只能靠運氣了。

描述一個 2028 年的台北樣貌，保留了台灣的文化
特色如路邊小吃攤、檳榔攤、廟宇及路邊停滿的

另外，起初在色調上有嘗試稍微偏藍紫色調，

機車的景象，以整體陰冷潮濕的綠色調及科技與

後來覺得不是很理想才調成黃綠色調，藍紫色在

傳統文化元素的結合，嘗試帶給觀看者一個對未

畫面上雖然好看又有冷酷的科技感，但沒有帶出

來台北街道的想像。

想要表達的那種濕冷中帶有傳統街道溫度的氛圍。

後期調色和一些特效處理在我所有的場景

作品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概就像化
妝一樣，一個人可以本身就長得很好看，但
化妝後就會給人有另一層的神祕感，
且更容易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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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放大鏡：VR/AR
科技開創產業新視野

關 於 受 訪 者

劉為開

專訪師大科教中心劉為開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在過往雜誌報導中 ，許多 VR 與 AR 應用於遊戲領域的案例 ，精彩程度不及備載。

而在此篇專訪中 ，我們跳脫既有對科技應用於娛樂領域的思維 ，實際走訪一趟位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科學教育中心 ，一同與「3R 實驗室」劉為開博士聊聊他在互動
科技上的經驗 ，以及近年 VR/AR 科技的教育運用。

虛擬實境

目前服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是專注於科技互動裝置的數位藝術
家。涉略的研究範圍包括境 VR、
AR、MR、 人 機 互 動 界 面（HCI）
和感測裝置，並以專業的表現為基
礎，致力將人機互動技術和數位藝
術相互結合，為數位科技藝術注入
新的思維與活力。
www.sec.ntnu.edu.tw
擴增實境

所謂的 3R 包含了混合實境 MR(Mixed Reality)、虛擬實境
VR(Virtual Reality) 以及擴增實境 AR(Augmented Reality) 等
多項開發技術，以上皆為劉博士實際演示由他所開發的教育領
域方面的各項應用。

混合實境

Mirror》，運用了腦科學綜合研究中心研

附加支援課堂教學應用 、學習互動情境體

在巡覽並體驗「3R 實驗室」後，採

發的替代實境（SR）系統 ，創造新型態

驗 ，強化學生培養思考及解決問題等關鍵

訪當天，我們與博士一同探討，VR/

的互動展演 ，以探問自我與身體之間的關

能力。」他舉例 ，透過 VR 與 AR，可以讓

AR 應用於教育應是什麼面貌？目前

係 ，「體驗者戴上顯示器後 ，就會像照鏡

學生在城市中體驗不常見到的多元蝴蝶生

因應的挑戰、未來國內產業的發展藍

子一樣 ，在前方看到自己的身影 ，舞者

態 、利用虛擬元素週期表來觀察化學反應

圖又應如何勾勒？以下是對談實錄。

也會帶領觀眾在不同的空間穿梭 、旅行。」

和特性 、在虛擬實驗室中進行危險的化學

劉博士近年觀察 ，在國內科技與藝術結合

實驗等等 ，都能讓學生的體驗感與學習效

的展覽經常舉辦 ，卻非常難找到相關的領

果倍增。

域的藝術家 ，「相關領域的藝術家在國內
發生斷層現象。傳統的藝術家就已經有斷

運用開發技術，建置全國第一所 3R

劉博士談到的「STEAM 教育」，若

層了 ，科技的藝術家相較之下又更少人

教室

應用在 3R 領域上會是什麼樣呢 ?

了。」他因而呼籲 ，學校的系所應該要更
重視在人才與技術上的培養。

VR/AR 與 STEAM 教育結合思維
目前服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劉為開

數位與藝術結合：上帝的眼睛

博士，今年分別以「數位互動漫影戲」及

為了打造數位學習環境 ，台北市教育局

全世界都在喊這個口號 ，目前看起來比

運用劉博士所開發之技術 ，建置了全國首

較成功的是運用在機器人領域上 ，但因為

間「3R 科技應用教學導入」智慧教室 ，

被硬體限制住 ，所以想像空間是有限的。

無論是人體解剖 、靶場射擊及蝴蝶創作等

如果談到現炙手可熱的「STEAM」教育

將科學藝術作品與天文現象融為一體；使

近期在美國 ，在教育界有一個非常夯的

課程 ，都有助教師將 3R 資訊技術融入教

概念 ，若是可以跳到到 3R 的領域 ，會是

用 3D 立體投影球與上帝的眼睛互動軟體

關鍵詞－「STEM」，結合了科學 、技術 、

學；隨著資訊的廣泛應用 ，台北市永春高

很好的課程訓練。

「與你的動漫偶像來美拍」兩項數位藝術

「Helix Nebula（螺旋星雲），是人類在

結合 ，運用 KINECT 互動技術 ，讓觀眾享

工程與數學四個學科 ，是學校為了提升自

中成為第一間導入 3R 科技教學基地 ，教

作品，受邀參加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掌中

1824 年發現的第一個天文奇蹟。除了中

受與「上帝之眼」藝術品雙向互動的特殊

身在科技發展的競爭力 ，所規劃出的教育

育局長曾燦金曾接受媒體專訪表示 ，「資

何運用「科學」的概念來設計專案的主題 、

的宇宙特展」及「2018 桃園國際動漫大

間藍色的瞳孔 ，這個神祕的宇宙星雲被白

體驗。

政策及課程規劃。近年來更是加入「藝術」

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大趨勢 ，只要有學校願

如何運用「美學」來製作 3D 建模 ，用到

展」，獲得現場觀眾一致好評。近來，劉

光覆蓋 ，外層還有酒紅色的眼瞼 ，就像

先前劉博士 ，在中國科技大學互動娛樂

範疇 ，演變成「STEAM」；對於此 ，劉博

意嘗試 ，提出申請都會加以輔導 ，經費

「數學」中的運算去解決 AR/VR 專案的程

博士在過往於科技互動裝置的卓越表現，

一個美麗的眼睛 ，被稱為『上帝的眼睛』。」

設計系任教 ，並在一連串機緣下結識藝術

士也積極發想：「如何將 VR、AR 技術 ，

也沒有上限。」由此可見 ，無論是從科學

式設計 ，最後再利用「科技」的互動原

開始致力將人機互動技術和數位藝術相互

這段看似夢幻的作品介紹 ，是劉博士在近

家 ，參與各式科技藝術展。近期才剛結

與現在最夯的 STEAM 教育結合呢？」透

角度檢視 VR/AR 應用於教育帶來的所有

理 ，動手實作去整合產品的使用端 、利

結 合， 期 待 為 數 位 科 技 藝 術 注 入 新 的 思

期於桃園科技藝術節展出的作品。利用麥

束於桃園科技藝術節展出 ，藝術展特別

過教學經驗及研究歷程的累積 ，他認為：

益處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亦是國家教育發

用「工程」去設計 VR 中的參數條件 ，或

維。

卡托投影法 、交互式軟體和數位設計 ，

邀請到從 2015 年就在日本發表的《The

「利用適合的 VR/AR 科技輔助教材 ，可以

展政策 ，期以造福更多年輕學子。

是互動程式邏輯等工程問題。配合一系列

學生可以透過 AR/VR 專案 ，學習到如

IP 為王時代－前進國際，動畫展銷攻略

IP

其他國際亮點
市場展會

為王時代

不論是為自己的產品尋求跨國合拍機會，抑或是拓寬在國際頻道及平台的播映，透過
聚焦的專業商展，都能提升產品在國際間的實際效益。俗話說的好，「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在正式進入國際動畫展銷的課題前，讓我們先來了解，目前主流的國際市
場展會吧！

前進國際，動畫展銷攻略

3 月 香港國際影視展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 TV Market (FILMART)
香港國際影視展已成為一個跨媒體、跨業界的影視娛樂貿易平台，成功促進電影融資、發行、
製作、後期製作、電視、數碼娛樂、影視器材、拍攝場地等多方面的商貿合作，推動行業繼續發
展，備受國際業界所推崇。在今年的展會中，亦規劃了主題項目包括「電視世界」、「紀錄片世
界」、「環球拍攝支援」及「數碼娛樂世界」。此外，於影視展期間，還有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及研
討會舉行，讓業界進行宣傳活動，以及與其他同業建立人際網絡、交流市場訊息。
https://event.hktdc.com/fair/hkfilmart-tc

3 月 Anime Japan
在 10 月中旬，一年一度的法國坎城影視

陳理事長即代表協會分別與印度動畫集團

節展 MIPCOM 成功落幕，其具有高專業

Accel Animation、波蘭 SPPA 動漫協會

度、高效率的商務媒合配對機制，據悉，

簽訂合作協議書。

Anime Japan（ 前稱為東京國際動畫博覽會），是一年一度的貿易展，於東京國際展示場舉辦。
這是日本動漫產業的第一個展覽，也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的動畫相關活動。Anime Japan 一般
的參與人士包括數百家日本國內外的電視台和電影製作公司，還有玩具、遊戲和軟體開發商。東
京國際展示場的大部分地方都會作為展覽場地，設立大量由東映動畫、萬代南夢宮及手塚株式會
社等日本製作公司，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公司主辦的攤位。較大型的攤位將會設有自己的影

全球高達七成的電視影音相關內容都經由
MIPCOM 平台達成交易，是全球電視影音

首次赴 MIPCOM 參與商展的陳理事長思

相關內容業者間的最佳交易展會。

院和舞台，舉辦現場表演，並邀請動畫及動漫製作人和配音員擔任特別嘉賓。

www.anime-japan.jp

考，「讓自己走出舒適圈，面對挑戰做出努
力、為理想積極復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

6 月 安錫國際動畫影展市場展
Annecy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Market，MIFA

社團法人國際數位娛樂創意協會（IDEA）

事，因為我們常常在面臨抉擇前覺得自己尚

理事長陳寶宏觀察，透過 MIPCOM 展會專

未準備好。」他認為，證明生命的意義不是

法國安錫國際動畫影展為國際動畫協會認可的四大動畫影展之一。而安錫國際動畫影展市場展

業媒合平台，以及其高效率的商務媒合配對

考試而是不斷探索，「不必認為自己一定要

（MIFA），提供動畫廠商、發行商、電視台等交易動畫或共同合作的平台，知名動畫公司也會在

機制，不管是在製作技術上的交流、探索故

做足所有準備才能出發，只需完成基本必

事腳本與內容設計的市場性、人才培育的匹

備，其他就用勇氣去擁抱人生中的未知！」

售，也可透過動畫工作室或學校做動畫內容的教育推廣。近年來更推出了 Pitch Project 單元，正

配、原創 IP 的國際行銷等，都因國際間更

透過參與 MIPCOM 展會，也再次印證了

在開發中的動畫案子，可藉此機會在此分享給更多國際產業人士，獲得回饋或是合作機會。

多的合作與交流而成長，相對的機會也會變

「機會無處不在」。透過這篇專題，我們將

多，「我希望可以幫每個比我優秀的會員，

帶領讀者們一覽，投向動畫國際展銷路前，

打破在國內的產業困境與僵局。和世界上更

我們應當先預備的心態是什麼？又有哪些是

多同好做朋友，我相信絕對是正確的第一

「基本必備」的參展觀念？向專業學習，一

步！」在 MIPCOM 展會密集的四天期間，

同走出舒適圈，創造更多國際拓展機會。

此招募動畫人才。對於動畫從業人員與公司，MIFA 都是個尋找合作、就業機會與交易的優秀平
台。商場攤位擁有豐富的內容與極高產值，站在市場角度並以國家為單位，推廣動畫產業版權銷
www.annecy.org

11 月 美國電影市場展
American Film Market，AFM
AFM 跟一般影展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只為業界人士服務，提供一個直接會面的商務場合，從前
端的拍攝、融資到後端的通路發行，任何合作形式皆可洽談，有效縮短契約簽訂的時程，促進產
業效率、提升動能。AFM 從 1981 年開辦至今，每年可吸引來自 70 個國家、超過 8 千名影視高
層齊聚一堂，包括電影公司研發採購、法律顧問、代理發行商、導演、編劇、製片，乃至於政策
輔導的官方代表、投資拍攝的金主，幾乎涵蓋整個產業鏈。
americanfilmmarket.com

讓自己走出舒適圈，面對挑戰做

出努力、為理想積極復出，真的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常常在
面臨抉擇前覺得自己尚未準備好。
陳寶宏
映 CG 數位影像繪圖雜誌 / 創辦人
社團法人國際數位娛樂創意協會（IDEA）/ 理事長
i d ea - a s i a .o rg

12 月 新加坡亞洲電視論壇及內容交易市場
Asia TV Forum &Market
新加坡 ATF 是亞州專業性最高的娛樂內容交易市場，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內容授權商和亞州
內容採購商。除了市場展覽外，亦設有創投媒合會，鼓勵亞州內容創作者及製作人，以原創非腳
本化的影視娛樂內容參與評選。在去年首度舉辦動畫創投競賽（Animation Pitch）上，主要評選
仍在企劃過程中的動畫作品並予以輔導，除可獲獎金美金 2500 元外，亦可獲得等值的顧問與技
術連結支援。
www.asiatvforum.com

InCG 精選動畫 － 不同的視角，相同的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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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開發階段的概念設計圖，每位成員都參與了視覺設計，也各自呈現出心中對故事裡情節的有趣畫面。

不同的視角，相同的牽絆

Zozo 除了參與劇本撰寫之外 ，也負責
前期的視覺概念建構 、動畫中狗狗的角色

《阿公 A Gong》幕後團隊製作專訪

外 ，她也做了 Layout 以及用 TVPaint 做

很喜歡的蠟筆繪製的背景概念圖 ，以此

了部份動畫與上色。

為目標。」成員們希望能做出非常獨特的
視覺風格 ，於是找了像如保羅 ‧ 高更 、

設計與背景繪製。因為本片是由五位成員
共同執導 ，在初期時也各自提出自己的視

來自香港的 Ellis Kayin Chan，則是在

Simone Rea 和 Miroco Machiko 的繪畫

這部以台灣傳統喪葬儀式為背景的

《阿公 A Gong》是 5 位畢業於法國巴

是一個不錯的題材。」於是他向團隊成員

覺提案。她說 :「由於我們這組的導演都

短片的故事線完成後才加入團隊 ，除了在

風格 ，希望藉此更能反映出故事中的文

動畫短片 ，在法國巴黎動畫學校 Les

黎動畫學校－Les Gobelins 的學生畢業

們提案 ，也讓成員們大感興趣 ，於是便

有著很獨特的視覺風格 ，所以一開始我們

故事與動態腳本的製作上 ，也參與剪輯 、

化。Tena 說 :「我們希望畫面是透過小男

Gobelins 一片高品質作品中格外顯眼。

作品。故事以一名七歲小男孩在台灣傳統

以台灣喪禮為背景 ，共同完成這個有點感

試著不去做太多限制 ，因此提出了許多不

動畫與合成。片中大約 70% 的 2D 與 3D

孩的視線所看出去的 ，剛好呼應本片主要

五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動畫導演 ，將你 、

的喪禮中 ，逐漸了解與接受阿公過世的感

傷又奇幻的故事。在劇本的撰寫上 ，晏呈

同版本視覺風格。」Tena 補充 :「在前製

動畫都是出自他手 ，動畫風格也由他負責

以小男孩對事件的觀點。因此 ，我們瞄準

我曾觸碰過的生命輪迴體驗 ，溫暖呈現。

觸。而此故事題材的構思 ，正是以動畫導

與同樣來自台灣的 Zozo Jhen 以及 Tena

時期 ，完全是團隊間的合作 ，彼此讓各

掌控。「到了後製階段 ，我負責將 2D 動畫

一種童稚般的油畫感 、破碎的透視和生動

演－劉晏呈的自身經歷。「剛好三年前阿

Galovic 共同完成 ，此外 ，他也是本片主

自的設計更加完整 ，也讓最後的成品更臻

與粉蠟筆質感的背景相結合。整體來說 ，

的顏色來呈現。」

公過世 ，第一次經歷了傳統喪禮儀式 ，

要的美術指導 、概念設計 、背景繪製與

完美。」Tena 在本片中與晏呈一起設計角

我像是專案經理一樣 ，統整與管理整個製

期間我所看到的 ，我所聽到的 ，以及老一

最終的 Layout 和人物姿勢。

色 、道具以及初期部份的顏色腳本和概念

作時程。」

輩對喪禮儀式的堅持及觀念 ，讓我覺得這
關於製作團隊

設計 ，製作過程中則做了動畫 、著色與清

由純手繪的方式繪製而成。初期團隊在討

稿的任務。

論時也曾抉擇要採用手繪或電腦繪圖 ，但

Marine Varguy 在製作上則參與了許多
不同任務 ，視覺開發 、故事 、動態與顏色
腳本的製作。「我與 Ellis 合作設計故事與
劉晏呈 Liu Yen Chen
來自台灣的插畫家與動畫導演，目

鄭煥宙 Zozo Jhen
來自台灣的導演。今年剛從巴黎

Ellis Kayin Chan
來自香港的動畫導演、畫師、動畫

Tena Galovic
目前正在英國倫敦的 Blue Zoo

Marine Varguy
現居巴黎。喜歡賞析電影、畫畫、

前為自由接案工作者，同時也在創作

Les Gobelins 動畫學校畢業。目前在

師。擅長故事腳本繪製，目前承接動

擔任角色設計師，正參與製作

攝影和閱讀詩集和神話故事。目前

新的插畫作品。

動畫部門擔任視覺設計，並同時以插

畫、故事腳本相關工作。也正開發

Nickelodeon 新的影集《Pony》

正在製作個人短篇電影

畫家的身分進行創作。

下一部個人短片。

liuyenchen.tumblr.com

zozojhen.tumblr.com

elliscky.tumblr.com

teenytinytena.tumblr.om

《Les Fleurs du Papier》

mairithetree.tumblr.com

另外 ，本片 60 個鏡頭中的背景 ，都是

動態本 ，我們將工作一分為二。以動態腳
本來說 ，我處理那些比較沉靜的時刻 ，例
如折金紙 、神壇的片段 ，還有小男孩跑去
追摩托車前的片段。我也負責整部片的顏
色腳本 ，這也是最令我享受的時候！」此

輔助故事的美術風格
如先前所提到的 ，因為五個成員各自有
著獨特的視覺想法 ，要如何決定出最終動
畫所呈現的風格 ，著實也讓團隊花了不少
時間討論。晏呈表示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
風格與畫的概念圖差異蠻大 ，也造成目
標有點不一致。「我們在溝通過後決定往
比較插畫的風格發展 ，透過一張大家都

因為那種粉蠟筆的質感是電繪沒辦法達成
的 ，於是還是採用手繪。為了讓影片風格
有一致且連貫 ，因此他們採取指導老師的
建議 ，交由其中一人做最後定稿 ，這也是
美術指導晏呈的任務。「最後由我在大家
完成 Layout 之後 ，以此為根據來調整人
物背景的細節 、線條和比例 ，來維持整部
動畫的統一性。」

探索美力臺灣－ Made in Taiwan

精彩

36

2018

我們習慣生活中有各種來自外國的文化 ，在電影 、動畫 、遊戲等娛樂產業又是更加明
顯。為了建立對自我文化的自信心 ，尋找屬於台灣的視覺符碼變成一項不容小覷的任務。

到不同國家 、民族與文化浸融下的意象。封面主題字也

型態知識 、品牌的傳播力 ，有著許多發生在這塊美麗土

以早期招牌圓體字為靈感做設計。希望藉此體現出臺灣

地上的創意內容。

特殊的文化與藝術成長背景。如果我們在追求自我認同
的時候 ，卻無法對這塊土地上所富涵的藝術 、文化能量
有所了解的話 ，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而與眾多創作者採訪的過程中 ，我們很喜歡設計師
Akibo Lee 所說了一句話。他鼓勵我們要培養出『有自信

38

翻轉民俗技藝

自身回憶 、民俗元素的重新挖掘發展。從傳統文化到新

野台布袋戲的文藝復興運動

與用色時 ，設計團隊以顏色的漸層組合 ，呼應出我們受

隨台灣一同成長的傳統藝術

幕判官》、《粽邪》與《人面魚 : 紅衣小女孩外傳》，則是
手工打造傳統工藝的新面貌

在思考《美力台灣：Made in Taiwan！》主題的編排

去欣賞本土藝術家』的觀念。期望讀者看完本期主題之
藝術家迷人的獨特風格創作 ，不正是我們處在新臺灣美

者 ，讓大家重新認識美麗的臺灣。像是新勝景掌中劇團

學世代的最好證明嗎！接下來 ，請深吸一口氣 ，細看我

的《隨光搖滾吧！野台布袋戲》、金光布袋戲 ，以及旋轉

們準備的專訪內容 ，搭配每則專訪下方的「台式日常」，

犀牛原創團隊 ，以全新手法與概念來延續傳統技藝。《螢

讓閱讀美學的同時 ，也對自己的生活更有感受。

60

玩出新風貌

用遊戲創造記憶中的台灣

64

挖掘在地題材

以鏡頭詮釋禁忌的恐怖美學

紅衣恐怖美學再進化！

TAIWANESE
AESTHETICS

52

手繪現風情

牌設計等類別中 ，邀請到十組別具代表性的作品和創作

用筆尖刻畫迷人的台式街景

後 ，再回頭想想 ，從金曲 29 到金鐘 53，看到結集眾多
重新演繹日治時期台灣之美

於是 ，我們從民俗技藝 、電影 、遊戲 、插畫電繪與品

品牌力加值

致力知識轉譯，塑造角色魅力

充滿自信，欣賞自我文化

72

探索美力臺灣－野台布袋戲的文藝復興運動

INTERVIEWEES

新勝景掌中劇
Shinergy
隊

團

# 開場幕後特輯
插畫師 / 李柏權

野台布袋戲的文藝復興運動
導演 / 朱祥溥

翻轉民俗技藝

探索美力臺灣
TAIWANESE
AESTHETICS

來自台中的新勝景掌中劇團，目前由第二代團長朱勝珏接手，與弟弟
朱祥溥一同努力希望能延續父親朱清貴的遺志。期望以實驗精神重新

www.facebook.com/shinergypuppetshow

活絡台灣傳統文化，讓野台布袋戲能用以新型態被更多人認識。

夢想動畫
Moonshine VFX

創造高品質動畫與視覺特效，持續用科技探索創
意的可能性。作品跨及特效、動畫製作、虛擬實

www.moonshine.tw

境、電視廣告、圖像設計與技術研發。

你有多久沒有接觸台灣的傳統技藝呢？印象中的野台布袋戲是否是有小小的人偶在戲台上 ，搭配著傳統樂曲的聲響 ，表演著中國傳統戲劇。《隨光搖滾吧！野台布袋戲》將顛覆你的想像 ，結合 3D
光雕投影搭配著搖滾樂 ，在 2018 年白晝之夜成為最矚目的焦點。讓我們一起了解這新舊文化衝擊的幕後故事。

探索美力臺灣－手工打造傳統工藝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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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探索美力臺灣

翻轉民俗技藝

旋轉犀牛

原創設計工作室

手工打造傳統工藝的新面貌
《當 一個人》偶動畫導演 — 黃勻弦
《當 一個人》以老人一天的生活為故事，而背後則暗自隱喻著人從出生、成長、

turnrhino.strikingly.com

成 立 於 2006
年，以傳統工藝的手法去創作停格動畫，致力於傳統技藝的傳承與革新，首部原創作品︽巴特︾獲得許多國
金馬影展﹁最佳動畫短片﹂殊榮。
內 外 知 名 影 展 肯 定 。 第 二 部 續 作 ︽ 當 一 個 人 ︾ 更 榮 獲 2018

衝刺事業一直到人生盡頭的過程。

《當 一個人》所要傳達的理念 ，其背後的核心價值正是「安
身立命」四個字。導演解釋：「原本這部片的片名是叫《安身
立命》，當時認為這四個字最能闡述我想講的故事。我想要描
述著『不為物轉則能轉物』的心境 ，當我們處於一直在變化的
環境中 ，能否安住在自己的價值觀或堅持裡而不受到外在環
境的影響 ，心靈與肉體穩穩當當地擺著。但後來團隊在討論時

老人的家是位在靠海火車站旁的一棟水泥矮房，設計靈感來自於導演老家彰化線

覺得《安身立命》有些太說教了 ，於是後來討論出現在的片

西鄉，那邊有很多小空屋，很多獨居老人就會把小屋改裝後就住了進去；而廟宇的

名《當 一個人》，其實想起來這個名字更好 ，可以解釋成『當

場景，則是參考了旗津天后宮。為了讓廟宇看起來符合導演的想像，建築物形象呈

你一個人』、『當一個人的尊嚴是什麼』或是『我們有沒有把別

現的比現實中的廟宇更加華麗。

人真正當成一個人在尊重』的多重意涵。」

不停挑戰極限，開創新的技術

隨著科技的發展 ，越來越多傳統技藝正面臨消失的困境 ，然而卻有一群頑固的
創作者堅持用傳統捏麵工藝結合停格動畫的拍攝手法 ，製作出一部部令人驚奇的動
畫 ，在這樣的堅持背後隱藏甚麼樣的故事呢？

安身立命－不為物轉則能轉物

談到靈感來源 ，因為導演的媽媽長期在老人院服務
的緣故 ，讓她能時常能觀察老人們的一舉一動 ，在

在拍攝完《巴特》後 ，旋轉犀牛依循著「三短一長」

生活當中也會特別注意到年長者 ，「有一次我騎在路

的目標 ，立馬著手開發第二部動畫短片《當 一個人》。

上等紅綠燈時 ，一旁騎著腳踏車的老人突然整個倒

導演－黃勻弦與製作團隊在思考劇本時 ，從製作《巴

下 ，在我下車把他扶起來的時候 ，看著他臉上露出

特》學到的經驗 ，發現短片無法乘載太複雜的劇情及

的表情 ，好像在說著怎麼被腳踏車壓著卻站起不來的

角色關係 ，會導致觀眾無法吸收所有資訊。為了避免

情況。對於年長者無法掌控身體的那般無奈與挫折 ，

犯一樣的錯誤 ，《當 一個人》捨去許多複雜的支線 ，

更不用說對記憶力的喪失 、不認得自己的孩子等等情

以老人一天的生活故事為主軸。從前年 12 月開始規

況。」導演想將故事聚焦在這些走到生命末期的老人

劃 ，團隊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製作完成。

家 ，希望更多人能夠以同理心的角度去善待他們。

主要都是由主動畫師－唐治中來收尾。」另外 ，像是在動畫中
菜市場的場景裡 ，因為有大量的道具與人物 ，不太可能同時

從《巴特》到《當 一個人》，旋轉犀牛往往在新專案開始前

間去操作 ，這時就把場景分成六大區塊分開拍攝 ，最後再合

都會設定有哪些要去突破的技術 ，例如第一幕的老人家背後

成起來。因此 ，團隊在製作動畫時 ，都會先拍攝攝影棚的狀

的海景 ，便是到三芝海邊實拍影片後再合成到背景裡 ，「因為

態 ，讓換場時能夠有光源設置與細節的參考。

這是我們首次嘗式把影像畫面 Key 在停格動畫的背後 ，原本
還擔心解析度不足會產生問題 ，但好笑的是 ，整部片在拍攝

在畫面中場景的配置 ，因為停格動畫中的道具都是真實

時是用超高畫質 ，本來想讓觀眾看到銳利又清晰的畫面 ，但

的 ，所以在佈置時哪個攤販要在哪個位置 ，都是以視覺好看

後來發現看起來整個古味都不見了 ，所以還是忍痛把照片的

為考量標準。導演說：「以菜市場片段來說 ，劇中老人會騎著

雜訊拉高 ，讓畫面看起來更有復古的味道。」

腳踏車從市場前經過 ，我們原本認為如果背景太花俏會讓視
覺焦點跑掉。但後來發現 ，讓老人淹沒在市場的背景裡 ，正

導演也提到 ，在製作《巴特》時遇到幾次攝影棚裡擠滿不只

好更能呼應故事情節 ，就好像沒人會注意到老人一樣。」聲音

一名動畫師的情況 ，人越多反而愈容易亂。所以在製作《當

的部份 ，原本菜市場設定只有十來個角色的感覺。後來因為配

一個人》時 ，非必要的情況下通常是一名動畫師獨立製作每

音團隊收集到的市場聲音非常吵鬧 ，聽起來好像有上百人一

個片段。「我們以動畫師的能力與喜好去分配鏡頭。也因為停

樣。所以動畫師必須增加一倍以上的人物才能讓畫面符合聲音

格動畫很仰賴動畫師的狀態 ，如果有一場戲拍了兩次都拍不

的氛圍。於是他們將原本的路人角色重新換裝 ，仔細觀察的

好 ，就會換另一位動畫師來試試 ，而當中比較困難的鏡頭 ，

話 ，可以發現有些角色其實長的一樣呢。

台 式
日 常

台灣土產 / Souvenir
台灣南北各地都各有不同的伴手禮值得推薦。像客家藍染、美濃油傘、手工竹編籃、南北糕餅到高級茶罐、手工琉璃、屏東烏魚子等等，像之
前小映接待外國講師來台灣時，就送上了鳳梨酥和新竹米粉給他作伴手禮呢。

圖片提供 : @monason5

探索美力臺灣－用筆尖刻畫迷人的台式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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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現風情

Nuomi諾米

用筆尖刻畫迷人的台式街景
建築透視插畫師 — 諾米 Nuomi

本名陳于峰，畢業於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因為熱愛畫圖而成為插畫家。在經營個人品牌五年時間內不斷摸索，最終決定以熟悉的建築做為創作中的重要主題。

www.facebook.com/chenNuomi | NuomiArt.com

曾出版過書籍︽旅人島︾，並參與桌遊︽台北大空襲︾、︽高雄大空襲︾等富有台灣文化的創作。

諾米認為速寫可以選用許多異想不到的工具，他喜歡輕鬆用個簽字筆開始，最近還喜歡加入牛奶筆與牛皮紙的組合。另外，他也建議學生先不用買太昂貴的工具，從最簡單的工
具開始，並保持畫圖的習慣。

對諾米來說 ，比起現在人手一機 ，按一下就能分享照片來
說 ，在旅途中速寫反而多了一種自我創造 、實現的體驗。「我

貌是怎麼演變至今 ，從訓練中獲得啟發 ，並學習用插畫結合
建築做出一種呈現。

畫完圖之後還是會拍拍照 ，上傳到 IG 或臉書然後繼續到其它
地方玩 ，但透過拿起一支筆 ，反璞歸真的方式更能為自己創

另外 ，啟發他以插畫結合生活周遭的建築主要是一位香港
的插畫家 ，他也是利用插畫來介紹即將消失的香港文化；另

造一個更深刻的回憶。」

外更不用說的就是日本了 ，他們也有很多藝術家都是以自己
國家文化為出發的。「這些都讓我想到即便台灣有所謂的插畫

另類的文化交流

結合文化介紹的書籍 ，但大多以文字為主 、插圖為輔的形式。

除了接案之外 ，諾米也固定會帶學生到不同地點進行速寫
教學 ，當中也發生過幾次有趣的經驗 ，也讓他產生了一些有

諾米擅長以「建築」結合「透視」手法做出濃厚台灣建築與文化元素的作品 ，透
過專訪 ，將更了解諾米對這塊土地的情感。

趣想法。「像有一次在大稻程的迪化街教課 ，想說為什麼有
一團日本的老先生 、婆婆們在旁邊一直看我們畫圖 ，沒想到
旅團中一位老先生講了一句話後 ，大家就從包包裡面拿出本
子 ，就跟我們坐在那邊一起畫圖 ，後來我才知道說原來他們
是特地組一個速寫團來台灣一起畫畫！他們畫完後還拿著作品

找出自己最好的創作節奏

速寫的流程

於是我反向思考 ，以圖為主搭配少少的文字 ，再加上自己建
築系又愛畫畫 ，藉此結合玩出自己的風格。」
《旅人島北台灣》是諾米於 2016 年推出的繪本 ，以黑白線
條勾勒出北台灣的建築與光景。從九份金瓜石 、三峽淡水老
街 、舊時繁華艋舺大稻埕 ，畫中沒有觀光客的喧囂更值得讀
者慢慢品嚐。

到我的面前炫耀。也在那個時候 ，我思考著或許也可以組團到
日本或是其它國家 ，和不同的人們一起速寫畫畫。」

平常沒太多娛樂的諾米 ，從早上起床喝杯咖啡後 ，

擅長透過速寫來紀錄平日生活 、旅行時周遭環境的

先從處理文件和 email 內容開始 ，到了中 、下午則專

諾米 ，其實並不是單純到了一個地方後就開始坐下來

心在創作上。晚上時間 ，則會把畫圖的步調放慢 ，透

畫畫。即便到了一個風景優美的地點之後 ，還是會

過這樣子的節奏讓他在這五年調整出屬於自己的工作

花時間先欣賞 ，培養出畫圖的感覺後才會開始動筆。

談到台式美學的啟發 ，要追溯回諾米在建築系時的訓練。他

時間。諾米說：「剛開始決定想往插畫發展時 ，可能

「從開始速寫到現在 ，大概分成兩種階段 ，第一階段

提到 ，當時在做一個設計是沒辦法憑空想像的 ，必須去觀察

受到周遭朋友的影響 ，覺得插畫家就是要不斷熬夜 ，

是對於速寫還沒有太大的掌控程度時 ，我會花兩到三

題目所提供的基地範圍。「比如說 ，我今天要為台南 、台北兩

晚上才會有靈感。後來發現常常早上起床後沒什麼事

小時仔細把眼前景色繪製出來 ，後期掌控度較好時就

地做設計 ，會因為周遭環境的歷史脈絡不同而延伸出不同的

做 ，想說要等夜晚靈感來臨 ，結果反而晚上一到腦袋

是很享受整個過程。」此外 ，諾米也會先花二到三十

面貌。」藉由這樣的訓練過程 ，他便會去看到台灣的歷史或地

也跟著昏沉 ，非常沒有效率。」現在 ，他大部份都保

分鐘在想要畫的地方附近繞繞 ，等感覺差不多來了之

持著早上六 、七點起床開始工作 ，最晚到十二點前就

後 ，便坐在一個地方開始畫圖 ，大約花上四五十分鐘

會上床睡覺。

左右。

台式建築美意的訓練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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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 / Aboriginal culture
台灣本島原住民族群從原本的 9 族，到後來原住民積極爭取下增加至目前 16 族，把各族的祭典加起來一年甚至會有五十多種不同的祭典。小
映有次去參加原住民的豐年祭，深刻體驗到這些傳統習俗儀式，對族人間連繫情感有多麼的重要。 圖片提供 : @samchung1113

探索美力臺灣－致力知識轉譯，塑造角色魅力

INTERVIEWEES

TAIWANESE
AESTHETICS
蕭宇辰小火車

張佳家 Jiajiach
團

探索美力臺灣

品牌力加值

致力知識轉譯，塑造角色魅力
新媒體品牌 — 臺灣吧 Taiwan Bar

隊

臺灣吧
Taiwan Bar
taiwanbar.cc

成 立 於 2014
年底，致力於推出兼具資訊與娛樂性的數位內容，引發網路世代觀眾對於不同知識與議題的興趣。首部作品﹁動畫臺灣史﹂甫
推 出 立 即 成 風 潮 ，除 創 造 數 百 萬 人 次 觀 看 外 ，亦 催 生 如﹁ 黑 啤 與 啤 下 組 織 ﹂等 角 色 I。
P 直 至 今 日 ，其 所 產 出 的 內 容 面 向 已 經 包 含 歷 史 、哲 學 、

法律、教育議題、地方文化、經濟學等等。

歷經 4 年，臺灣吧從原本的 4 人開始，逐漸擴增成 30 人以上的團隊。

「化繁為簡」的技巧 ，將歷史轉變成饒富趣味的動畫系列。從
前期企劃 、腳本撰寫 、到資料收集等 ，到最後的視覺呈現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光臨臺灣吧！」我們走進臺灣吧 ，門口通道堆砌著一箱箱的書
堆 ，正等待著被送到每一位粉絲手中；一旁的展示架 ，也滿滿放置著臺灣吧旗下角

化繁為簡的知識轉譯力

最早四個人 ，由蕭宇辰梳理史觀 、DJ Hauer 負責配樂 、林辰

臺灣吧擅長將大量的知識 ，化為輕鬆有趣 、卻同時能讓人

創造腳本 ，最後則由張佳家負責動畫製作 ，將原本艱澀難懂

受益匪淺。目前台灣在知識教育型內容的影音市場 ，宇辰提

的文本轉化為饒富趣味的知識型影片。從原本的 4 人 ，擴充至

出他的一番見解：「很難說這個『市場』有多大 ，只能說有多

現在 30 人以上的團隊 ，宇辰與我們談到團隊這幾年的營運 ，

少人願意看這樣的內容。觀眾是有機會被培養跟教育的 ，而

「我們就是持續地在做優化 ，也是做中學 、學中做 ，也希望可

在全台灣的兩千多萬人口 ，又有誰對這些內容有需求？這樣

以慢慢建立起一個適合臺灣吧的工作協調模式 、排程機制與分

的數據是經常性在流動的。」對團隊而言 ，臺灣吧希望透過自

工模式等等。」

身力量能改善資訊環境 ，抑或是在雜亂的環境中 ，讓有意義
和價值的資訊 ，不被其他娛樂或是垃圾內容所淹沒 ，「我們希

色的周邊產品 ，讓人目不轉睛。在採訪的這一天 ，我們與臺灣吧的營運長－蕭宇辰 、

直至今年 ，臺灣吧才正式將專案管理列為專人負責；並從

望可以有越來越多人 ，掌握更好的技術 、呈現有價值的資訊。

年中開始 ，著手優化團隊的工作時程管理。宇辰回憶 ，自己

做法非常多種 ，臺灣吧不過是在這個圈子裡面有一套自己的

視覺總監－張佳家坐下聊聊 ，談論臺灣吧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同時 ，在他們眼中 ，

最難忘的就是 2015 年 ，是公司內部經營最失敗的一年 ，「公

做法 ，不代表適用於所有人 ，也不代表只有這個方法可以把

什麼又是台式美學？除了知識內容傳遞 ，美學教育對他們而言又是什麼呢？

司經營最失敗的一年 ，可能表面上看不出來 ，但那時的確缺

這件事情做好。」

乏完整的管理制度和系統 ，原本最先的夥伴也都不在了。」佳
家補充 ，臺灣吧在 2016 年之後 ，包括部門的分配 、工作職

隨著網絡創作內容的風氣形成 ，「新媒體」已然成為近年來

掌的優化 ，一步步走下來才逐漸形成現在的臺灣吧。四位創

最具潛力的產業之一。臺灣吧透過兩屆的「新媒體教育營」，

創辦人 ，從本是朋友的基礎上攜手合作 ，又是什麼初衷讓他

透過實作課程和工作坊 ，帶領學生們瞭解不同領域的知識。曾

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堅持 ，什麼又是隨著時間進而昇

們互相倚靠 ，慢慢形成現在的團隊？佳家說 ，「幸運的是 ，我

在學校有教職背景的宇辰 ，十分認同教育對於產業未來的影

華 ，帶領團隊走向未來？

們幾個在心態上都能講究『公歸公』、『私歸私』；反而因為是

響力 ，「我們希望可以常態性地辦下去 ，在學的年輕人如果可

家 Andy Warhol 曾預言 ，「在未來 ，每個人都能成名

朋友 ，才能對彼此有公事以外的關心 ，為合作加分。」儘管面

以更了解現在新媒體的狀態 ，相對來說還有很足夠的時間能

15 分鐘。」相較於傳統媒體的製作成本與曝光門檻 ，

對不熟悉的管理領域 ，它們也堅信 ，只要團結一心 、持續學

培養自己的能力 ，在出社會的時候才能夠發揮所長。」

隨著網路的蓬勃發展 ，大幅改變了消費者的閱聽習
慣 ，也為「講故事的人」創造了絕佳良機。普普藝術

臺灣吧抓住了數位內容發展的絕佳時機點 ，在 2014
年推出首部「動畫臺灣史」後 ，即在兩天達到二十萬
的點閱率；直至今年三月 ，臺灣吧的頻道更是獲得了
將近 3600 萬的總點擊率。臺灣吧一路走來 ，有什麼

團隊合作心法：公事以外的信賴友誼

習 ，也能帶領團隊走過一次次挑戰。

臺灣吧的四位創辦人 ，在不同的經歷與背景下 ，
他們卻不約而同地想為台灣做出改變。臺灣吧擅長用

台 式
日 常

聯絡簿 / Contact book
還記得國中的時候，聯絡簿不只要用來記作業、明天的考試，還要拿來寫週記、看「勵志小語」。小映翻起過往的聯絡簿，一段段稚嫩的語述、
一項項永遠做不完的功課項目映入眼簾。哥寫的不是聯絡簿，寫的是回不去的青春。 圖片提供 : @morimori_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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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Bar，是用以校正電視機色差的彩色條
紋訊號，躍上今年第 53 屆的金鐘獎頒獎典禮，
作為整體視覺概念的主軸。為了搭配多元的色彩
主題，由金鐘獎形象與動畫總監曲家瑞招集、屢
獲無數影展金獎的倫敦導演趙安玲作為統籌，本
次的視覺團隊更以女性為主，讓臺灣看見女性不
同反響的創造力！雖然典禮完美落幕三月有餘，
但「她們」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由此特別規劃單
元作為起點，帶領讀者們一同了解每位創作者獨
有的風格與創意思維吧！

色彩創視界：看見台灣的多元色彩

點亮金鐘

長達五個小時的金鐘獎頒獎典禮，無論是獎落誰家、紅毯上
的爭奇鬥艷，一直都是萬眾矚目的焦點；然而在這個匯集明星光
輝的場域，頒獎的儀式感、典禮的視覺風格外顯得十分重要，
讓觀眾可以沉浸在典禮的當下，進而烙印在心中。
Color Bar，象徵點燃創意與想像的媒介，呈現台灣電視的豐
富多元，這裡沒有框架，每個人有自己獨到的傳達方式、個人
的色彩，不分年齡性別族群，各自散發出耀眼光芒，53 字型一
鏡到底、一筆畫出，從過去、現在到未來，跨世代交替傳承，

趙安玲
Annlin Chao

視覺創意導演 / 專案統籌

片段影像碎形，顏色能量都匯聚在此，打開電視，所有的想像
從這裡開始。台下觀眾們在穿越 Color Bar 之後，一同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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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電視訊號的時空之旅。此次金鐘，除了採用色彩繽紛的主

英 國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碩 士， 目 前 在 倫 敦
擔 任 動 畫、 製 片 導 演 及 插 畫 師。 喜 歡
用 多 複 合 媒 材 製 作 動 畫， 主 要 導 演

視覺，更首次將「裝置藝術」搬上舞台，即使在典禮結束後，

廣 告 以 及 MV， 客 戶 包 含 英 國 茶 品 牌

觀眾及網友們依然熱烈討論著。與往屆典禮的最大不同點，此

Twinnings、Channel 4 等。曾為故宮

次視覺團隊則以女性藝術家為主，成功引起另一個討論亮點。

製作的開幕逐格動畫《筆墨行旅》獲得
波士頓影展最佳動畫獎，此外曾獲得西

近 60 部動畫、22 位年輕藝術家，卻要在 2 個月內完成的大型典

雅圖影展最佳動畫獎，入圍美國長島影

禮視覺專案，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我一剛開始也畏縮過，猶豫

展，法國昂熱影展等。

著是否要接下來這個案子」，身為金鐘獎視覺創意及專案統籌的
趙安玲如是說。在曲家瑞老師的感染下，自己義不容辭地暫時
放下在英國手邊的案子，二話不說飛回台北；團隊經歷密集的開
會、無數的爆炸與爭執，依然齊心齊力達成了任務。

www.annlinch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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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怡佩

Yi Pei Hou

2016 年與夥伴成立沃野影像，挑戰多變影像形式與動畫風格，參與過電影、劇場、動畫廣告、MV、建

STOR IES

集結金鐘 53 裡 19 位女性創作者，
聊聊本次參與製作的項目與經驗分享。

築投影等創作經驗。曾經參與紅衣小女孩 2 片頭動畫、五月天人生有限公司演唱會、台中光影節火車站
建築投影、河床劇團《當我踏上月球》、next@acer 柏林發表會開幕動畫。

www.facebook.com/wildmotiondesign

參與項目
•綜藝節目獎 — 侯怡佩、成邦威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 侯怡佩、成邦威
•開幕片頭與電視破口 — 侯怡佩、成邦威
•預告 — 侯怡佩、成邦威

Q. 此次專案，最喜歡作品中哪個片段 ?
我們主要是配合主視覺概念執行影像設計，並且與趙安玲學姐一同創作，參與的項目中特別喜
歡製作獎項的創作，主持人獎項中 3D 動畫製作的部分，是以冰淇淋與麥克風的轉換作為動畫內
容。當主持人拿著麥克風時，讓我聯想到小時候邊吃冰淇淋邊把甜筒當作麥克風的回憶。綜藝節
目獎則是以馬戲團的概念發想，利用錯覺透視，悠遊的鯨魚穿過圓圈後，圈圈在特別的角度下，
變成鯨魚游進的入口，在畫面中錯視的細節，是為呼應綜藝節目中，各種令人驚奇的巧思與橋段。

Q. 這次運用到的創作風格是 ? 體現在作品哪一部分 ?
因為這次的創作者中，擅長 2D 插畫風格的藝術家居多，為了配合團隊共同的視覺語言，我
在 3D 的畫面設計上運用了比較多扁平化的元素或稱為 Toon shading，3D 物件的質感用更多筆
觸、材質來表現，讓畫面更有溫度與藝術性，在畫面的設計上，也都是以「繪畫」的方向去思考
如何去呈現，這是創作上思考比較多的一點。

Q. 此次製作上遇到的挑戰是 ?
最大的困難是時間的壓力，在相對壓縮的時間裡，要從企劃、前期製作一路完成到後期。以影
像的製作流程來說，每個階段與團隊的聚焦是需要時間來溝通的，在相對壓縮的時間裡，如何快
速地完成溝通不影響製作流程的時間，是一個特別大的考驗。也是因為時間的考量，我們運用到
的 3D 算圖方式也與以往有些不同，不是將大部分 3D 影像的細節算在單一的畫面以其他的圖層
輔助，而是將算圖切分為許多層，每一層元素都比較單純，讓後期可以自由選用需要的圖層構成
畫面，增加可調整的空間與自由度。

Q. 對這個產業中其他女性創作者說說話吧！
性別常被認定是主觀的，二分的單選題，應摒除生理差異區分的概念，來思考性別光譜對自我
性別的認同。以我個人的經驗，影像創作的領域中，性別的差異不構成問題，只要作品獨特、善
於與團隊溝通。在創作的風格方面，女性創作者相對於男性，擁有柔軟細膩的一面，另外，也能
提出某些觸動人心的觀點，會是創作中很大的優勢。

我 推 薦 的 女 性 創 作 者 — Maria Svarbova
來自斯洛伐克的攝影師 Maria Svarbova，她的攝影作品善於營造出微微的奇幻感，內斂又大膽繽紛的色彩以及乾
淨俐落的光感，讓我們得以窺視空間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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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ASUS GS30 測試規格：

CPU

Intel® Core i7-8700

Power

700W 80 PLUS

RAM

16GB DDR4 2666

保固

原廠三年全機保固

SSD

1TB SATA3 HDD

Display

GeForce RTX 2070

™

GbE LAN x2

3

2

USB 3.0 ports x4

1

USB 3.1 ports (Type C)

4

USB 3.1 ports (Type A)

5

產品分類
影像編輯特效後製平台、中 / 高階 3D 製作

8-channel
Audio Jack (S/PDIF out)

作業系統
Windows

主要特色
● 支援 Intel® Xeon® Processor E
Family 處理器
● 最大記憶體容量可達 512GB(GS 50)
● 兩個 Gigabit LAN
● 支援安裝兩個 M.2 SSD
● Aura RGB Lighting

適用對象
動畫 / 特效 / 影音剪輯 / 渲染 / 建模 / 建
築設計 / 室內設計 / 遊戲 / 電競

1

HDD LED

2

Power LED

3

Power Button

4

USB 3.0 x2, USB2.0 x2

5

Audio

機殼正面使用鋁鎂合金搭
配髮絲紋的設計，電源、音源
等接頭埠也整合在機殼上方，
暨保留正面的一體性，同時也
兼顧了實用性。

製造商
ASUS
www.asus.com

GS50

RAM：
8 x RDIMMs,Up to 512GB

CPU：
Intel® Xeon® Processor W Family

GS30

4 x UDIMMs,Up to 64GB

Intel® Xeon® Processor E Family
™
8th Generation Intel® Core i7 Processors

硬體規格全面

酷炫你的動畫領域
ASUS Gaming Station GS50/GS30

ASUS GS30 在產品定位上，適合給中階
3D 工作者使用，所以整個硬體配置彈性空
間很大，透過配置 intel C246 晶片組，讓
CPU 可以支援 Xeon E 系列與第八代 i7，記
憶體最大支援到 64GB DDR4-2666，ECC
或 Non-ECC 都可使用，硬碟空間可放置四
個 3.5 吋 + 兩個 2.5 吋硬碟，主機板上可以

擺脫傳統束縛

安裝兩個 M.2 硬碟，所以硬碟容量上是非常

「哇 ! 你的電腦好酷炫喔 ~」、「好“西嘩”的

…)，小編心中默默吶喊著”老闆 ! 我要打十台”，

足夠的，網路部分有兩個 1Gb 網路埠，可

電腦，這是哪一家的電競 ?」，小編在測試這台

人家土豪把妹靠名車，工具人小編只好靠這台超

以連接不同網段，對於企業用戶來說相當方

ASUS Gaming Station GS30 時，不論是客戶還

酷炫的 ASUS GS30 了 ! 小編這次借測到 ASUS

便，前方面板上方是 USB 3.0 x 2、USB 2.0

是同事看到這台 Gaming Station 時，第一個反應

GS30，真的不同於以往，完全就是走電競風格外

x 2 與耳機麥克風接頭，主機後方也有 USB

就是覺得很”華麗”，引起注意後就會靠過來仔細

型，不但造型氣派、簡約，散熱效果看起來也應該

3.1 x 2，其中一個是 Type-C 規格、USB 3.0

的觀察一下外型，看到面板簡約風設計並搭配側

相當優異，再搭配酷炫七彩霓虹燈閃爍，與側邊透

x 4 與 8-Channel Audio S/PDIF 音響輸出，

面吸風口，連女同事都說她很喜歡，讓小邊頓時

明視窗，完全就是電競機來著，小編真的很難相信

與 700W 80 Plus 金級電源供應器，規格上

感覺”工具人的生涯要結束了嗎 ? 上天終於眷顧

這是一台可以搭配伺服器等級 Xeon 系列 CPU 的

足以應付一般動畫工作需求。而小編實測

我了 ~”，雖然內心的小劇場已經上演到幾十年後

繪圖工作站。接下來就讓小編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

的這台規格是配置了 i7-8700、16 GB DDR-

了，但還是要強作鎮定，好好的一番介紹，看著女

跨世代 Gaming Station 相關軟硬體測試內容吧 !

2666、1TB SATA3、GeForce RTX 2070，接

同事不捨離去的背影 ( 其實是在看 Gaming Station

下來就讓小編好好來測試一下效能吧 !

可安裝專業繪圖卡
( 例如 Quadro P2000 )

Power：700W 80 Plus
金牌電源供應器

HDD：4 x 3.5 ＂ + 2 x 2.5 ＂
Internal Drive B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