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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網紅 VTuber | 完全解讀 ― 入門與趨勢

VTuber 虛擬網紅正夯！
試想看看一位出現在動畫的二次元角色，成立了自己專屬的 YouTube 頻道，與粉絲們聊著愛好、實況現實世

界的遊戲、介紹美食或景點，甚至像真人 YouTuber 般的日常發片…這樣的新穎概念，被稱之為「VTuber 虛擬

網紅」。從事件發跡國－日本來看，在短短近兩年內，就誕生 5000 多位 VTuber！根據 2018 年 7 月《日本時報》

引用調研公司 User local 的數據顯示，VTuber 的影片總觀看數已突破 7.2 億次。在 2018 年日本年度大賞第一

名的流行用語也正是「VTuber」。

于翔 (Frank Yu) 

　擁有豐富的遊戲動畫製作經驗。目前在

甲尚科技負責所開發的 2D/3D 軟體，以及動

捕技術的教育與培訓，對 VTuber 產業十分

有興趣。

広田稔(Minoru Hirota)
PANORA VR Tokyo 執行長 甲尚科技原廠講師

　曾在日本 IT 科技網站 ASCII 擔任自由作者，

專攻 Apple、Niconico 以及初音未來的新聞

資訊。之後更成立 PANORA VR Tokyo，一個

專門報導 VR 相關新聞的媒體平台。

panora.tokyo

INTERVIEWEE

 正俏俏刮起一陣旋風的

VTuber，有許多方便的工

具讓你快速客製出可愛俏皮

的的虛擬人物。圖為使用

V-Katsu 軟體所製作的喔！

VTuber 一詞來自於 Virtual+YouTuber 的簡稱，從字面上來

看，指的是非真人、虛擬樣貌的 YouTuber。最早在 2016 年

10 月，由 A.I.Channel 絆愛頻道正式提出的概念。從此之後，

VTuber 就成為新型態的影片內容。但在絆愛之前，也有存在類

似性質的創作，例如在歌唱遊戲火紅的虛擬偶像－初音未來、

外國虛擬樂團－街頭霸王；或是 2011 年以影音 Vlog 竄紅的 Ami 

Yamato。但他們都不稱自己為 VTuber，那到底 VTuber 跟其他

虛擬偶像有甚麼不同呢？日本 VR 媒體網站 PANORA 社長－広田

稔接受我們訪問時，這樣回答：「虛擬偶像 (Virtual Idol) 與虛擬網

紅最大的不同是，VTubers 與觀眾生活在相同的時空內。他們的

活動不僅是在影音平台上，同時也在 Twitter 等社交平台上，他

們會與其它 VTuber 對話，轉發粉絲們的二創及 Cosplay，甚至

還會比讚。傳統的動畫和遊戲中的角色和聲優，只會一直存在於

作品裡；而 VTuber 的形式，從虛擬跳入現實生活中，則是全新

的體驗。」在台研究 VTuber 兩年的甲尚科技講師 Frank 則表示：

「主要的差別是即時性，過去的虛擬偶像都是先拍好實拍，再合

上虛擬的角色；或者先做 3D 動畫，然後在某個特定場合播出。

然而現今 VTuber 在台上表演時，是可以透過現場實況直播，跟

粉絲做即時的互動。另外，VTuber 也較沒有偶像包袱，可以展

現更加平易近人的風格。」

定流量的頻道。提及目前的市場趨勢，広田稔認為：「日本國內市

場的成長已經趨於緩慢了，但在東南亞地區的動畫和遊戲粉絲數

量還有增長的空間。目前專注在經營女性和孩童領域的 VTuber

還不是太多，我想這方面的角色應該可以持續成長。」

2019 年剛開始，我們觀察到一位高人氣 VTuber 的誕生－

Pinky Pop Hepburn，短短半個月內就衝破 10 萬訂閱大關。而要

想從眾多人數的 VTuber 圈脫穎而出，広田先生建議，要為角色

本身的外觀以及個性之間的造成「反差」感，以絆愛的例子來說，

她看起來很可愛，也自認為「超級聰明」，但實際上她有點天然

呆，而且在回答思考前還會說「Fxxx You」的髒話。當這樣子的

「反差」被看見之後，粉絲數可是會有爆發性成長的。

Frank 則認為要打響知名度的重點還是你的企劃、炒話題的能

力，當然還要有些運氣在。「最基本的至少要有能力讓人願意觀

看你的影片，因為每個的人特性不同，有的搞笑、有的知性，這

些都沒有標準答案。另外社群平台的頻繁更新也是重要的，因為

『更新速度』跟『留住粉絲』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很少有成功的

VTuber 或是 Youtuber 是很久才發一支影片的，這幾乎不可能。」

存在於現實世界的虛擬 YouTuber

A.I.Channel 頻道的絆愛確實為 VTuber 開創了首例，在全球市

場中獲得火熱的關注度，同時也反映在她頻道的訂閱數上。絆愛

崛起後的半年，VTuber 人數並沒有顯著的提升，大部份都還是

觀察著這新興市場；然而到了 2017 年 12 月，VTuber 的數量突

然以倍數增長，直至今日約莫有 6000 名 VTuber，數量仍不斷成

長當中。也讓許多網友紛紛號稱 2018 年正是 VTuber 元年。隨

著創作者的增加，訂閱與流量的競爭大戰也一觸即發，目前能達

到百萬訂閱數的也只有絆愛一人，更多的是默默無聞、徘徊在一

VTuber 的戰國時代

絆愛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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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 日合計前 50 位 Virtual YouTuber 的頻道登錄數

資料：Virtual YouTuber Ranking(user local)、YouTube Subscriber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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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網紅 VTuber | 完全解讀 ― 虛擬小姐看過來幕後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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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Youtuber | 生放送―國內企業勢 : 虎妮與 Yahoo TV 製作團隊虛擬網紅 VTuber | 生放送―國內企業勢 : 虎妮與 Yahoo TV 製作團隊

虎妮
「呀呼！我是大家的電玩動漫好朋友虎妮～」有著天然呆萌的設

定，隨著情緒抖動的萌耳、金色的雙馬尾，擄獲了許多台灣網友

們的眼球，今年也挑戰起全日文的影片製作，舉凡是觀光、教學

系列的影片，更是圈粉了許多日本網友！這次我們訪問到網路科

技公司雅虎 Yahoo TV 製作人－許朝欽，一起了解，萌系美少女

的養成之路！

[ 與虎妮的訪談 ]

Q1. 虎妮最喜歡自己哪一支影片，為什麼？

A: 最近的話，虎妮喜歡玩《惡靈古堡 RE2》那集，和奧莉絲一起玩恐怖遊戲

的時候很開心！美少女都能一起突破殭屍群了，突然覺得這個世界上好像沒

什麼難得倒虎妮和奧莉絲了～

Q2. 妳有沒有自己喜歡的偶像呢？

A: 有！ Kizuna AI 絆愛前輩，因為看到前輩的影片才想成為 VTuber。希望有

一天有機會可以和前輩同台！

Q3. 虎妮不在拍片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A: 打電動、追新番、吃大麥克還有披薩 ! 還有努力練遊戲～～～抽 SSR 卡

Q4. 虎妮不在拍片的時候都在做什麼？

A: 每天看日本動畫還有學裡面的台詞喵～夜露死苦！ 萌え萌えキュン～還

有努力到處用日文介紹觀光景點，希望有天可以成為觀光大使！

Q5. 奧莉絲加入後成為夥伴也有一段時間了，

想對她說什麼感謝的話？

A: 虎妮想說，哇欸人生吼哩幾半，哩欸人生吼哇幾半 哇 ... 哇尬意哩喵～

INFO

 Yahoo TV 結合 AR/VR，以全新 XR 技術，首

創虛擬主持人虎妮，並發起台灣第一個虛擬偶像

節目《虎妮好朋友》，挑戰自創 IP 及全動畫節

目製作的新領域。《虎妮好朋友》節目內容多元

化，囊括電競、遊戲、動漫、唱歌、跳舞、觀光

旅遊等領域。

tw.tv.yahoo.com

獸耳王國的外交大使！
大家的好朋友

PROFILE

頻道開設日：2017 年 7 月 5 日

@hooniefriends

Hoonie friends

虎妮好朋友

  在 2019 年 1 月展開的【玩美攝影棚 Studio X Pocky Deco Art】，虎妮與奧莉絲

走出攝影棚，特別現身展場中及展外周遭！

「日本 VTuber 絆愛的走紅，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導入

虛擬角色的可行性。」時間推回到 2017 年上半年，在

Yahoo 遊戲與電競擔任媒體策略企劃的許朝欽觀察到，

有別於以往的真人出鏡，首次挑戰虛擬角色加入主持，

初期的嘗試到現在依然記憶猶新，「技術上一定是個門

檻，尤其要讓角色動起來是活潑的，光這點就花費了不

少心思。」為了要符合電玩動漫族群的喜好，無論是在造

型設計、聲優選定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希望是可

以符合這個族群的偏好，但又不能看起來太『蘿莉』、太

嬌羞，而是有主持人氣場的角色。」在台灣 Studio Reals

跟 SAFE HOUSE T 共同設計下，經過多個版本的比較，

才最終定調虎妮的造型。從發想、角色設定到進入實

打造 VTuber 的探索旅程

許朝欽
Y a h o o  T V  製 作 人

INTERVIEWEE

作，起初的摸索過程可說是最為挑戰的地方，「一旦跨過

最初的門檻，接下來的挑戰反而不是技術，而是思考如

何讓創意發揮在每周更新上。」

虛擬網紅 VTuber | 生放送―國內企業勢 : 虎妮與 Yahoo TV 製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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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 Pun Cheung
概念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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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工作為概念藝術設

計師，以及電影中負責與

Storytelling 相關的關鍵影

像設計。

About the artist

　在 PS4 上玩完《漫威蜘蛛人》後，我突然興起了一個想法，那

就是打造屬於自己的蜘蛛人服裝。但過了一些時間後，我決定轉為

創立一整個蜘蛛人宇宙，和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背景。我開始思考

了蜘蛛人新起源，以及可以打造出什麼樣的角色，基本上就是一個

設定在未來時空、有著輕量的機械龐克風蜘蛛人。故事背景有著完

全扭曲的元素，像是東尼•史塔克變成壞人，蜘蛛人有仿生四肢等。

Photoshop使用軟體

2019完成年份

Spiderman 2149

　製作這張圖最大的挑戰，就是起初要架構起整個故事。特別又是

一個很有名的 IP，所以要在原創及致敬之間拿捏好尺度。只要這點

掌握好了，其他都不會太困難。至於製作的部分，我使用是常用的

渲染引擎，從大概的線條繪製開始，接著修飾多餘的線條。最後，

就是使用簡單的圖層，運用燈光和陰影來為每個角色添加顏色。

   關於《Spiderman 2149》的故事。紐約在 2149 年已變成
一個賽博龐克的反烏托邦大城市。企業掌控了一切。Fisk 集團、
史塔克和奧斯朋企業都彼此爭奪著霓虹城市的一部份。而年輕聰
明的小賊－ Peter，成功滲透了史塔克企業，這個頂尖西半球的

武器製作商，而他從中偷了一副微絲科技 (Microfilament) 的樣
本。在逃離鋼鐵人和黑貂戰士的追擊的過程中，他被迫穿上微絲
科技，而創造出新的蜘蛛人。現在，他頂著高額的懸賞金，面對
著紐約市裡每個罪犯和超級壞蛋。雖然壞人主宰著一切，但英雄

也將重起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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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使用軟體

2018完成年份

Parade

　因為我打小就熱愛各類影視電玩的作品，

從微軟的《世紀帝國》的到雷利史考特的《王

者天下》，都影響了我對繪畫的想法與風格，

而自己很喜歡 Craig Mullins 的作品，因此

在這個作品中運用了多種素材以及手繪的質

感來呈現。

　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嘗試結合遮罩

繪畫的技巧與筆刷的質感，並且營造整體氣

氛。我希望保留手繪的最初印象，所以在拿

捏整體畫面的媒材比例是很有挑戰的，雖然

利用照片素材可以使整體作業流程加快，不

過很多氛圍與細節還是需要靠手繪來平衡，

這也是最花時間的地方。

何方(Fang Ho)
概念設計師

About the artist

　擅長數字繪景與前期概

念美術，主要參與各類影

視專案的視覺研發，包含

電影、電視劇集等項目。

w
w

w
.artstatio

n
.co

m
/fan

g
-ho

在這個個人作品中學到如何有效率的運用照片材質與數位筆刷的

組合來完成作品，花了較多時間來實驗筆刷與素材，這也和影視工

作上的寫實需求是稍有不同的。

   前期的黑白草稿就決定好大致的形狀與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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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專訪 - 從 3D 通才走向場景設計師

已成為 PBR 材質創建軟體代名詞的 Substance Designer，讓你可隨心所欲做出

無限變化的材質。而 Matthew Taylor 正是以他對於材質創作的熱情 ，做出許多擬

真質感的材質。目前正嘗試準備轉職成場景設計師的他 ，更分享許多寶貴的紋理材

質知識。

從3D通才
走向場景設計師
專訪材質貼圖師－Matthew Taylor

關 於 受 訪 者

Matthew Taylor
材質貼圖師

　超過 10 年的 3D 製作經驗。擅
長 使 用 Substance Designer 進 行
PBR 貼圖材質創作。

matt-taylor.artstation.com
gumroad.com/matt_taylor

畢業於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動畫與插畫系所

的 Matthew，學習的是傳統手繪動畫，但

因為對電玩的熱愛，於是將兩者結合，進

入到遊戲美術開發的職業生涯。「我最早

是從 Maya 個人學習版開始，學習 3D 建

模，從線上教學了解動畫製作方式。網

路上總是能找到許多很棒的 3D 藝術家交

流社群，都讓我覺得非常感激。」經過幾

年不斷累積作品，Matthew 在 10 年前開

始在博弈遊戲公司裡擔任 3D 通才，因為

團隊人很少的關係，所以他得盡可能學

習 3D 製作中各種層面的技術。「十年過

去之後，我開始覺得這個環境中能夠發揮

的都已經到極限了，是時候邁向新的挑

戰。所以我離開之前的工作，一邊在網路

上販售自製材質、製作作品集，接下來要

挑戰遊戲開發中場景設計師 (Environment 

Artist) 一職。」

為 了 能 順 利 成 為 一 名 場 景 設 計 師 ，

Matthew 為自己設立一些目標 ，像是嘗

試獨立完成一個 Unreal 的即時遊戲場景。

希望從當中遇到的問題找出解決方案 ，並

從中吸取經驗。他認為 ，如果此時他還是

有一份正職工作的話 ，那可能都沒辦法有

機會實踐這個夢想了。「前一份工作因為

什麼事情都得做 ，讓我對遊戲開發的所有

前往下一個十年挑戰

面向都有很好的了解和體驗。在這當中 ，

製作材質和貼圖則是我最強的技能。」因

為如此 ，Matthew 開始對 Substance 這

種程序性材質製作流程感到興趣。他說 : 

「當我發現使用 Substance Designer 工作

的樂趣時 ，就再也回不了頭了。我對那些

場景設計師的作品感到驚艷。一個充滿細

節 、令人信服的場景 ，對於創造出一款

沉浸感十足的遊戲是最重要的 ，而貼圖重

要性則是不言而喻的。」Matthew 希望他

對於 Substance Designer 的技術和建模

經驗 ，能讓他順利成為一名場景設計師。

圖的品質和彈性。我認為隨時關注新科技

和更好的工作流程是相當重要的 ，在我

還在博弈遊戲產業時並沒有如此深刻的體

驗 ，但現今遊戲慢慢地往劇院級 、寫實

的方向前進 ，這真的很棒。」而隨著視覺

品質的提升 ，相對也提高了玩家對於遊戲

品質的標準 ，之前被玩家所接受的標準 ，

也變得無法滿足 ，所以也讓遊戲開發帶來

了更多挑戰。

maps、Pixel Processors 以及 Function 

Graphs 的功能了。我對於遊戲美術中

程式開發的領域有很好的理解能力 ，而

Substance Designer 客製化節點的能力 ，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項功能。 」

過去十年內 ，不論是玩家對遊戲追求的

品質 ，以及遊戲開發流程都不斷進化著。

Matthew 也有著非常深刻的體驗。而去

適應 Substance Designer 這樣子的工具

對他個人來說 ，也是最大的改變。「使用

Substance 可說是大大地改善了材質與貼

挑戰更高的視覺標準

Matthew 建議使用者們在製作材質時 ，

第一個步驟就是心中要有明確的目標 ，想

要做出哪個材質？想要用在哪裡？接著 ，

去思考這個材質的哪方面最難做 ，我需要

開發客製化的節點才能辦嗎？他以一個沾

血繃帶的材質來說。「我的目的是創造一

種讓繃帶能在視埠中以螺旋狀的路徑進行

包裹。如果只使用 Substance Designer

的通用節點是不大容易辦到的 ，所以我

需要創造新的節點。這就牽涉到使用 FX-

Matthew 的程序性材質製作流程

   Matt 使 用 Substance 

Designer 製作的地毯材質。

其多種可控性能讓使用者運

用在各種環境中。地毯顏色

可以輕易調整成一般常見的

斑 駁 外 觀， 也 可 以 置 入 貼

圖。還可控制毛毯的髒污和

磨損程度。甚至還有「Wall 

occlusion」 參 數 設 定， 用

來為鄰近牆面端的地毯增加

陰影。

程 質 示序 製性 作材 提

收集好的參考素材，包含大量的近距離圖片。

愈近距離的參考素材，愈能告訴你關於這個材

質的性質。

1

從高度先開始。我最主要的時間都花在高度貼

圖上。它可以用來產生 Normals 和 AO 貼圖。

2

曲度貼圖 (Curvature) 可以從 Normals 中取

得，而 AO 貼圖，則可以用在影響材質的其它

區域，並且產生遮罩來幫助基礎顏色和表面粗

糙度的創造。

3

剩下的許多時間，則花在基礎顏色和粗糙貼圖

上，這兩者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任何會影響基

礎顏色貼圖的東西，大部份也都會影響到表面

粗糙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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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E Game超進化！獨立遊戲的決戰時刻

暨 《返校》一作在 Steam 上造成全球轟動後，可說是台灣電玩產業近年問世的亮眼產品之

一！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預估，台灣遊戲市場產值， 2019 年將達到新台幣

530 億。除了暢銷遊戲排行榜上常見的歐美日大作，近年亦有許多獨立遊戲商發揮創意，創

造出全新題材的遊戲。有別於以往的打怪練等、 競技對抗等，連音樂都是獨立遊戲不可或缺

的一環呢！

在今年度展出的台北國際電玩展（TpGS），除了玩家們必造訪的遊戲大作攤位外，熱愛品

味遊戲的玩家更是不能錯過 INDIE HOUSE 的逛展區域。特別的是，今年設於世貿三館專區

獨立展出，總計 17 國 97 家獨立遊戲團隊，台灣以 44 件作品佔最大宗；日本、美國、韓國、

香港皆有不少團隊進駐，海外合計 53 件作品，展出遊戲作品又以橫跨 PC、行動裝置平台最

具規模，其中 PC 遊戲最多、行動遊戲次之。在這個單元中，我們突擊了五組獨立遊戲團隊，

一同來與讀者們分享，什麼是獨立遊戲成功背後的關鍵因素？其背後的動人魅力又何在？一

同往下瞭解！

超進化!獨立遊戲的決戰時刻

IND E 
game 

以各式各樣賣場為場景的 VR 多人遊戲，玩家可以扮演起未來購物小幫手

CHUBBY，坐上購物車、透過手上的條碼機來瘋狂購物，把對手當作戰利品「刷」

掉！在台北國際電玩展中，《條碼大作戰》也入圍了 INDIE GAME AWARD 最佳 

VR GAME，在現場也吸引了不少玩家駐足體驗。

買買買 ! 體驗在虛擬實境瘋狂
Shopping 的樂趣吧 !
VR 遊戲 《條碼大作戰》

哇哇科技
　擅長互動遊戲製作開發，持續不斷以追求創新

技術所自許，除了整合 IoT 與 AI 技術方式來進

行 AR / VR 等互動相關遊戲研發外，並結合生態

領域和堅持著原創遊戲的研發理念，偏執狂式的

期盼自己能走在原創與技術潮流的前端

wowwow.tw

以 「只有 VR 才做得到的遊戲」一點出發，《條碼大作戰》為一款著

重遊玩樂趣的 VR 多人對戰遊戲。 最多可以實現四對四的多人對戰，玩家

可以將手上的控制器化為條碼機，透過掃描商品以獲得道具、掃描敵人身

上的條碼來擊敗對手，在大賣場內互相追逐、大亂鬥，不論掃描何種條碼

都會獲得對應的金額，在一場對戰三分鐘的時限內，掃描獲得最高金額的

一方即可取得勝利。 遊戲中，還可客製化自己人物的外觀，以噴漆的方式

直覺地為角色上色，繪製個人獨一無二的角色。 甚至是調整身上的條碼位

置，讓玩家可以體驗不同方式的遊玩型態。 將 VR 遊戲具備的 「直覺性」

善加利用，遊戲企劃暨負責人 Kevin 表示，「我們一直覺得搖桿的形狀以

及樣貌，非常神似條碼機，就從條碼機做為出發點，想出關於條碼與條碼

機的遊戲。」結合有點類似鬼抓人的方式，為遊戲更增添樂趣，《條碼大

作戰》的概念也就形成了。

多人即時 VR 互動

從去年 6 月開始啟動企劃後，團隊也面臨到了挑戰。Kevin 表示，「在

這過程中比較麻煩的是，一方面 VR 遊戲開發成本比較高，又是多人遊戲，

需要很多資源；另一方面 VR 遊戲很講究流暢度，所以在優化方面下了很

多功夫。」現階段主要是 VR 遊戲，預計於 2019 年 4 月上架於 Steam 平台，

支援 VIVE、VIVE Pro、Oculus Rift、Windows Mixed Reality 等主流虛擬

實境頭戴裝置。Kevin 表示，未來也希望將 《條碼大作戰》的遊戲玩法移

植到 PC、SWITCH 和 PlayStation 等平台。

開發 VR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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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動畫 － 求偶大作戰《SHINE》團隊幕後製作

Alexander Dietrich
本片導演、動畫師。目前在 Woodblock 擔

任動畫指導和角色設計。

Johannes Flick 
本片導演、燈光與合成。目前在 Bär Tiger 

Wolf 擔任 3D Generalist 和導演。

Mareike Keller
本片的製作人，畢業後也持續以製作人的身

份自由接案。

受訪者

www.animationsinstitut.de
www.facebook.com/Animationsinstitut

位於德國的 Animationsinstitut at 

Film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成立

於 2002 年，為德國電影學校 Film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 底下的動畫學院。專注

在 2D、3D、後製合成、遊戲開發與新媒體

培訓。

關於學校

《SHINE》是由三位來自於德國動畫學

院 Animationsinstitut at Film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 學生的畢業製作。

大家也許對這個學校並不是這麼了解 ，

但對國外大型展會有興趣的朋友 ，相信

對於 FMX(www.fmx.de) 不會太陌生。

這是歐洲最大的電腦繪圖盛會 ，正是由

Film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 主辦。

今年也即將於 4 月 30 至 5 月 3 日舉行。

在 Animationsinstitut at Filmakademie 

Baden-Würt temberg 學院中 ，同學們

從不斷合作各種大小型專案的製作 ，來

出適合彼此的團隊成員。而 Alexander 

Dietrich、Johannes Flick 以及 Mareike 

Keller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決定一同製

作《SHINE》。擔任製作人的 Mareike，

負責綜觀整個專案的進度 、時程 ，並協助

所有參與製作的藝術家之間的溝通問題。

Johannes 和 Alex 則是本片的導演 ，從

一開始故事到最終每個畫面都有著他們的

想法。整個前期從故事開發 、劇本撰寫 、

搜集參考資料靈感都是我們共同分擔。

Alex 接下來負責角色設計 、建模 、骨架

《SHINE》團隊幕後製作

求偶大作戰！

兩隻會發光的謎樣雄性生物，藉由吸

取燈泡能量來展現美麗，吸引異性的注

意。而是否也意味著有著最強大外表的

人，就一定能獲得最終的勝利呢 ?

線上觀看《SHIN
E》

和動畫。另一方面 ，Johannes 則負責讓

最終畫面看美麗 ，也負責貼圖 、材質 、

燈光與合成。除此之外 ，他也為角色製作

了毛髮 ，並建立毛髮生長的工作流程 ， 彼

此的朋友和同學也都提供很多幫助。

但隨著專案的進行 ，生物為什麼會發光

以及該如何發光 ，都和原本所設定的方式

相差甚遠。最終 ，他們改成居住在電線

上 ，靠著吸取燈泡能量的生物。而這三隻

奇怪的生物 ，製作團隊也分別為他了做

了命名 ，最小隻的主角－Sigfried，而牠

的對手則叫 Roy，當中的雌性角色則是叫

Brunhilde。「命名的目的是方便我們在討

論動畫和構圖時能夠辨別誰是誰。這個故

事背想表達一部關於『炫耀』的故事。我

們以鳥類常利用美麗的翅膀來吸引同類 ，

或是人們常炫耀自己的外在 ，而不動動自

己大腦的寓意。」

製作團隊希望這部動畫的世界和角色都

盡可能真實 ，讓觀眾不會從一開始看的時

候就想要了解生物的發光過程是什麼。而

採取動畫中的美術風格 ，也是隨著角色 、

場景不斷愈來愈細緻之後 ，才變成較擬真

的呈現。導演說 : 「我們希望能帶領觀眾前

往另一個完全不同世界的感覺。從一開始

對畫面風格不是這麼明確 ，但在不斷自我

要求的情況下 ，讓我們開始研究毛髮 、燈

光骨架該如何做 ，透過《SHINE》來看看

我們的極限在哪 ，也造就了最後大家看到

的畫面。」在角色的動作表現上 ，製作團

隊也投入不少心力 ，為此還跑了一趟動物

園去尋找靈感。「我們看了許多圖片 、影

片並從中挑選比較符合的動作 ，甚至還自

己表演動作作為參考。」透過自己實際的

動作表演 ，讓他們在為生物做動畫時更能

掌握身體與行為的表演感覺。

《SHINE》的故事發想過程也非常有趣。

是有一次 Alex 和 Johannes 坐在一間花

園小酒館喝酒時 ，酒館上方懸掛著許多燈

泡 ，唯獨他們頭頂上的燈泡是暗的。於

是他們倆便開始對這顆沒點亮的燈泡說一

些很蠢的故事 、玩笑。其中一個幻想是燈

泡裡都住有一個微小發光的生物 ，正好他

們頭頂那顆燈泡裡的生物被釋放出來了。

「當下何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小故事 ，於是

將它轉換成畫面 ，也就是《SHINE》最開

始的故事發想。」導演說。

從生活中找尋靈感

 角色的 Shading 和加入毛髮之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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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電影 － 未來世代 NEXT GEN 科幻冒險新篇章

Production / 製作公司 Staffs / 製作團隊

Charlene Kelly
製作人

Olivia Hao
監製

Jeff  Bell
營運長

Graham Wiebe
資深特效指導

Shane Jackson
Surfacing 總監

Conrad Dueck
CG 總監

Kevin Adams
導演

Julia Bystrova
骨架綁定指導

Andy Carney
模型總監

Ken Zorniak
執行長

Rob Silverstri
動畫總監

Alex Carney
燈光總監

Joseph Ksander
導演

Richard Chen
美術指導

Paul Stodolny
攝影指導

線上觀看《NEXT GEN》

www.tangent-animation.ca

　來自加拿大，集結業界優秀導演、藝術家所組成的團

隊，擅長用Blender 與各種動畫技術，實現客戶所提起的

創意想法。近期參與《未來世代》、《狗狗的瘋狂假期》

等動畫電影。

www.baozou.gallery

　西安摩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於 2008 年成立工作室之

原，便開始打造自己的動漫商品，擁有大量原創動漫形

象、漫畫作品、動畫系列。2012 年成立上海暴走科技有

限公司，陸續在北京、深圳及北美設有分公司。

電影描述一個新型機器人 7723，因緣際會下與熱愛足球的調

皮少女相識 ，然而兩人即將面對一場邪惡陰謀所帶來的 AI 機械

人災難 ，隨著故事發展 ，兩人締結了深厚的友誼。而 Tangent 

Animation 與暴走漫畫的合作 ，也與《未來世代》的故事有些

相似。Tangent Animation 的營運長 Jeff Bell 表示 ，在 2009 年

動畫電影《9：末世決戰》中 ，本片導演 Kevin Adams 和 Joe 

Ksander 正是當時的美術和動畫導演 ，而自己則是擔任特效總

監 ，三人合作起來十分契合。在 10 年內也一起共戰無數次 ，默

契達到了最高峰 ，於是 Tangent 才有機會與暴走漫畫一同參與

《未來世代》的製作。

劇本方面主要由暴走漫畫的編劇團隊 ，將漫畫進行改編 ，

再經由編導團隊的指導。在動畫製作方面 ，尖峰時期 Tangent 

Animation 內有 180 名人員同時製作。團隊跨越溫尼伯和多倫多

兩個分部 ，以及一些外包團隊和跨國的藝術家 ，共同打造出電影

繽紛絢麗的美術風格。而電影中所描繪近未來的城市風貌 ，更是

讓觀眾大開眼界 ，並讓人聯想起知名科幻電影《銀翼殺手》，而

導演 Kevin Adams 及 Joe Ksander 也認為 ，用「快樂版的銀翼

殺手」一詞 ，應該是對《未來世代》的風格有著最好的詮釋。「我

們也參考了許多 70 年代的未來感設計元素。並自問過去的世代

會如何看向未來？東方和西方設計該如何共存？該怎麼讓設計能

夠與觀眾產生連結 ，而不會感到太外國？這些問題都在構思世界

觀時必須考量的因素。」

致敬《銀翼殺手》的美術風格

近年來越來越多電影選擇不走傳統影院發行 ，而是將作品版權賣給 Netflix、Hulu 等線上串流 ，讓電影不受上映時間的屏障 ，觀

眾在家也能觀看。動畫電影《未來世代》是 Netflix 於去年 5 月在坎城影展購入了中國以外的發行權 ，並找來知名好萊塢明星替主

角配音 ，創造了不少話題。而團隊之一的 Tangent Animation 也與我們分享製作《未來世代》心得與挑戰。

概念設計 : Charlie Bonifa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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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教學 －超寫實女子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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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el

Seokyun Jang

來自韓國的 3D 角色模型師。擅長製作擬真寫實的人

物特寫。主要使用軟體為Maya、ZBrush、Mari、

Photoshop、TexturingXYZ、Redshift。

角色設計師

來自韓國的角色設計師－Seokyun Jang，擅長極度寫實的 3D 人物製作。而他也以最新作品
《2019 Woman》來分享其製作流程以及重點。

超寫實女子製作流程

建立基礎人物模型

繪製毛孔等紋理貼圖

在 Photoshop 中編輯 TexturingXYZ 的影像

在 ZBrush 中增強皮膚質感

01

03

02

04

我試著做出一名非常東方風情的女性。也是我計畫用來製作

MV 的女主角，所以快速的運算需求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也因為

選擇使用 Redshift。我收集了許多東方女性的圖片，先在 Maya

中做出基本的建模。最後整體的三面數大約是 25,000 左右，看起

來也是相當理想的數值。

使 用 Mari 來 創 造 凹 凸 貼 圖。將 稍 早 在 Photoshop 做 好 的 貼

圖匯進至 Mari 的 Image Manager 中，然後用 Mari 的投 影繪圖

(Project Painting)，將皮膚毛孔的紋理畫在女性的 Mesh 身上。

我將三張從 TexturingXYZ 取得的貼圖分別放到 Photoshop 裡

的 RGB 通道中。接下來可依此產生凹凸貼圖。

將在 Mari 畫好的貼圖，匯入至 ZBrush 中的圖層中。如果覺得

效果需要的話，可以新增一個 Sculpting 圖層來加強膚質的細節。

透過調整圖層的值來讓皮膚紋理達到最理想的狀態。滿意之後，

可輸出 Displacement 貼圖。

RGB Channel

Green Channel Blue Channel

Red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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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教學 －夏語遙聲音庫 UTAU 語音合成軟體快速上手

放入夏語遙主聲音庫與歌詞轉拼音外掛 SetLyric301

本次教學以目前最新的 v0.4.18e 版來演示，首先將夏語遙的聲

音庫加入到 UTAU 的「voice」路徑 底下，再將 SetLyric3 外 掛加

入到 UTAU 的「plugins」路徑底下。

安裝 Presamp0.871 前置合成引擎外掛02

「Presamp」為デルタ所開發的一款連續音外掛，可使虛擬音

源的合成藉由此外掛的先行運算，故您只要輸入單音符及歌詞，

Presamp 就可以將其自動處理成流暢的歌聲。

夏語遙是飛天膠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的團隊「VOICEMITH」所推出
的虛擬女歌手，並使用 UTAU 語音合成引擎製作聲音資料庫。從 2014
年 11 月 8 日正式推出至今已更新至 V3 版本，也在官方網站開放免費
下載， 本次教學將會一步步帶著各位瞭解，如何透過夏語遙聲音庫和
UTAU 語音合成軟體譜出美妙的樂章。

夏語遙聲音庫
UTAU 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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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com

VOICEMITH

　飛天膠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的專屬虛擬歌手製作品

牌，2014年11月推出首位虛擬歌手－夏語遙，引起

相當多的關注，並吸引不少年輕朋友的喜愛，成

為夏語遙的忠實粉絲。目前旗下有夏語遙、 

Joan 蕎安 & Oscar 奧斯卡等虛擬

偶像。

虛擬歌手製作團隊

InCG 精選教學 －夏語遙聲音庫 UTAU 語音合成軟體快速上手

選用聲音庫設定03 

接下來 以 系統管理 員 身分執行 UTAU，點選 鋼琴的上方空白

處 聲 音 庫，打 開 Voice Bank 下 拉 式 選 單，並 選 擇「Xia_Voice_

Bank_V301_Bundle」，然後將 Tool1 跟 Tool2 皆設為 UTAU 路徑

底下「presamp.exe」合成器，確認後按下 OK。

Predit 1.600 是切 換 Presamp 中 使 用引擎 的 外 掛，它 包含在

Presamp 的安裝程序中，只要將 Predit 1.600 的工具一跟工具二

分別改 為官 方 建 議 的「wavtoolex.exe」和「resampler.exe」，確

認後保存即可，也可以依照個人喜好更換不同合成引擎作使用。

切換前置合成器 Presamp04

官方建議設定05

其它還有一些是官方建議修改的部分，選到 Tools > Option 先按照畫面勾選。

匯入 MIDI 歌曲06

選擇 File > Import 直接匯入官方準備的範例 MIDI 曲目《大大

的溫暖》，並選擇 MIDI1 音軌，可以看到琴譜上出現許多藍色的方

塊。因為是匯入曲目的關係，所以需要重新指定聲音庫和放大器，

按照步驟三再執行一次即可。

匯入歌詞07

跟一般 MIDI 音樂編輯軟體比較不同，UTAU 在沒有加入任何口

語之前，是發不了聲音的，所以要讓歌詞透過 SetLyric3 外掛轉

換成 UTAU 看的懂的拼音。選擇 Tools > Plug-Ins > Voicemith– 

SetLyric3 匯入歌詞並按下轉換，歌詞就會自動轉換成拼音，按下

完成後拼音的文字就會自動對應到先前的方塊上面，這時候就可

以播放出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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