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case
Ecstasy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19
3ds Max, Corona Renderer, Zbrush,
Substance Painter

Ecstasy 是我對森林的一種想像，特別是蘑菇，還有它們如何
在夜晚生活。這個作品分成幾個層面來完成 ─ 首先是森林的地
面，我使用了 Blender 的粒子系統來散佈不同類型的草和枯葉，
並從零開始進行蘑菇的建模與貼圖。蘑菇的底部透過混合了自發
光與 SSS 散射材質，創造一種神奇且魔幻的感覺。為了創造出
場景的深度與無限延伸，我用手動且隨意的方式放置了岩石和簡
陋的雕像，最後再以粒子系統搭配 Icosphere 球體，為畫面增添
魔幻和神奇的氛圍。在這件作品上，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做出正確
SSS 散射效果。經過一些調整和探索，使它看起來恰到好處。我
上網閱讀了一些有關 SSS 散射如何運作，以及要如何正確實現
的教學。

“

從這個作品中，我也學習到「耐心」和「情

感」是在創作時最重要的。剛開始的時候，

我對畫面沒有具體的想法，但通過了耐心和
調整，逐漸找到出一個我喜歡的點。

“

About the artist

3D 藝術家
擅於概念藝術、產品設
計和建築渲染，學習 3D
至今約有五年的經驗，使
用 Blender 在工作上也超
過三年的時間。

artstation.com/ghobbe

Dorkenoo Hope
Kwashie

Showcase
Wooden
Bathroom

Dustin
“Toothless”

2019
使用軟體 Blender

2019
使用軟體 Blender, Photoshop
完成年份

某天晚上，我在 Pinterest 上尋找靈

這個作品主要是以怪奇物語 3 的

感時，找到一個漂亮的浴室設計，決定

達 斯 汀 角 色 風 格 化。 概 念 設 計 是 來 自

以自我風格挑戰做一個類似場景。最後

Natalia Trykowska 這名藝術家。是我

的結果比我預期的要好很多，因為我有

嘗試將 2D 概念圖 3D 化的個人練習。

為客戶設計浴室場景的經驗，這次的挑

我稍為調整角色的衣著，讓他更貼近影

戰也為我後續製作場景時，提供許多幫

集中的模樣。製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

助。我甚至還以此重新設計了一版更深

要維持住角色風格的輪廓造型，要讓輪

沉奢華的風格。

廓的每個角度看起來不錯，並且在好看
和做過頭之間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

製作上最大的困難在於要依據參考圖

再來就是頭髮，我嘗試用一般的毛髮系

創建場景，又要能不失去自我風格。因

統來做，但影集中角色那捲曲膨鬆的頭

為過程中我使用了很多貼圖和細節，因

髮讓過程更加困難。

“

在做風格化角色時，如

果你對基礎人體構造有
良好知識基礎的話，就

能夠賦予角色們有意義
的姿勢，而不會讓觀眾
感到莫名。

“

完成年份

此增加了不少渲染時間。像是在浴缸後
面的玻璃裝飾是使用真的植物，這也是
目前室內設計的新趨勢，但多數人會以
為它只是一幅畫而已。

About the artist

同的室內設計公司合作，
承接相關的3D視覺影像
製作。

白紙，總能學到很多。也可以從其他藝術家獲得啟發，讓我了解到
即使你以為很完美了，還是可以根據自己的風格進行任何更改。

“

目前以自由接案者與不

“

多年來的設計經驗面臨過許多挑戰，但每次的新專案就像是一張

Tim Jhalmar C.
Fabillon

timfabillon.artstation.com

3D 藝術家

artstation.com/georgeturmanidze

George Turmanidze

About the artist

3D 藝術家
來自菲律賓。目前在一
間遊戲工作室擔任 3D 美
術。這幾年間也學習影像
剪輯、特效、動態設計和
插畫。也利用工作空檔承
接動態設計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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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ANDY TSAI

ARWEN WEN

海外求學、求職大哉問

Q

做為遊戲美術，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Arwen

Q

目前美國的求職動態？

Arwen

除了基本的實力，第二個是溝通要好、樂於互動跟分

當時在 AAU 準備履歷的時候，老師也會提醒我們也

享。「分享」在工作上蠻重要的，因為在國外的藝術家多半傾向

要檢查自己在社群媒體上的形象。 例如不要有太多舉著酒杯的照

互相教導和學習。 除此之外，軟體的更新速度也是非常快，所以

片，因為有些公司會去觀察，想知道你私底下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也要讓自己不斷去適應新的版本內容。

無論是面試，還是網路上的形象，一言一行都很重要。

常常會有人問我，「真的要愛玩遊戲才能當遊戲美術嗎？」答
案是不一定！你可以選擇不玩遊戲，但你不能不了解遊戲是怎麼

Andy

做的。 現在 YouTube 頻道很發達，有很多實況主也會一邊玩遊

這個產業的美國人都非常直接，可能連 Cover Letter

戲、一邊講述體驗，也是可以了解玩家的想法。 即使在面試中一

都不會看，大多就是在 LinkedIn 上看一下求職者的資歷跟作品，

定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玩遊戲」的問題，但只要展現你對遊戲製

覺得 OK 了就會直接邀請面試。 面試官其實只要看過作品，就已

作的了解程度，也是一樣可以說服面試官！

經可以知道藝術家的底，剩下的就是看看這個人會不會太奇怪，
或是好不好溝通等等。 我會建議，就算是沒有工作經驗的，也可
以盡可能寫出你跟其他同學合作的經驗，面試官很喜歡聽你在案
子裡面跟他人合作的經驗，團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另外在
LinkedIn 上的連結，無論是 ArtStation 網站、還是你的個人網
站，可以放在他們隨時點的到的地方。

Q
Q

在申請美國工作簽證上的心得？

Arwen

Q

對於想要前往國外留學的朋友，
會有什麼建議？

Andy

在美國找工作上有什麼建議？

Andy
之前向公司的前輩了解到，通常面試官會看作品就是
看你最好的、跟最壞的作品。 有一個論點是，最好的作品肯定是
經過多人的建議來回、或是你花最多心思在製作上，大概程度會
到哪裡；而最差的作品，也就是面試官可以接受的最低值。

之前還在 AAU 就讀期間，在一次展覽上展出的作品被迪士尼的主

如果也是想往 3D Artist 發展的話，我會

管看中，也有獲得迪士尼的面試機會。 那時候其實很開心，因為對方也說可以

建議作品集不只要有 3D 的作品，也可以加入一些

幫我「快速通關」，讓履歷更快被看到。 等到內部審核完後，就開始進行電話

傳統手繪的東西。 像是靜物素描，可以證明你對光

另外如果是要走 3D Artist 的話，會建議不只學建模、也至少

面試，當時的問題只有「願不願意搬家？」、「現在的簽證是什麼？」當時手

影的掌握概念；畫一些人體的作品，也可以表達出

要知道做材質、畫貼圖。 因為初期就要挑戰 Character Artist，

上拿的是學生簽 F1，也就是畢業後有一年的實習期（OPT）。 得到的回覆則

你對人體結構的掌握度。

會比較競爭；建議可以先從 Environment Artist 先入手，一來門
檻比較低、職缺開放也比較多，就是可以先進入這個產業求生存。

是只接受 O1、綠卡或是本地人，面試就這樣結束了。 雖然夢寐以求的工作就
這樣擦身而過了，但我也沒有懷疑自己的能力。 陸續聽到其他朋友也有遇到相
同的問題，換個角度想，也是因為公司經營的成本考量吧！

在研究所的申請上，作品集除了做為錄取學校的
門檻，作品集也可能當作抵免學分的依據。 有的學
校會根據作品集看出你的能力程度，進而決定你哪

之後若想要走角色製作，就可以適時地秀出作品給公司看，就可
以慢慢地升上去。

Arwen

在簽證上，小公司在這方面還是有一定的好處，因為你可以跟老闆直接談。

些課可以不修。 因為當時我就會一點 Maya 了，所

我是差不多過了五個月就跟老闆談，但我聽到的大公司情況，會比較傾向幫員

以在台灣有先準備好作品集；來到 AAU 後，實際

工申請 H1B 的工作簽證。 我的老闆也將這個簽證取名叫「王牌 O1」，因為

上抵掉的三堂課，其中有兩堂就是 Maya 的課。 加

進入找工作的階段，就要清楚明白自己屬於的風格是

只要一旦手上拿有 O1，就可以證明你具有一定名聲，足夠優秀才能通過一層

上美國學校的學分的很貴，如果花三學分的錢去上

什麼。 因為投履歷的時候，不可能一片「灑」下去，要先去了解

層面試的關卡，進而拿到這項簽證。 之後要去別的公司，相對錄取率也會高一

基礎 Maya 課程，就覺得會很心痛！另一個方向來

這個公司風格跟你很雷同，這樣被看重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如果

些。 雖然 O1 的簽證可以三年一續，但是在過程中還是不能停止行銷自己、累

看，可以把這些被抵免掉的學分配額，拿去選修對

你想要增加你的多元性，就要在作品集上增添不同的風格。 假設

積名聲，像是出版、受訪、參加比賽等等，都是 O1 申請需要看得內容。 所以

你有幫助的課程。

你本來主攻是做物件設計，也可以多放一些角色設計或市場景繪

普遍來說，持有 O1 的人也會一邊工作、一邊申請綠卡，避免反覆申請的麻煩。

製，讓別人知道你還有別的取向。

"ANDY 與 ARWEN 建議，投遞履歷時
能朝向職缺性質較開放的工作，並且展
現作品多元性及不同風格。"

InCG 精選專訪 | 強化 CG 創作力，帶領學生銜接業界 — 黑綿羊教學團隊

黑綿羊教學團隊

www.facebook.com/BlakSheep3DClass

由大葉大學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學程教授組
成，其中不乏業界知名老師，如 PKking、鄭問
弟子陳志隆、3D 動畫專家吳旻書、陳二仔、陳
偉盛、韓宗駿、李中魁等成員。團隊以豐富的產
學經驗，教導學生關於漫畫、動畫、3D 列印、
雕塑等知識，目前教授的兩堂線上影音課程，由
吳旻書、陳偉盛老師授課，皆獲得熱烈迴響。

強化 CG 創作力，
帶領學生銜接業界

因產學合作而成立
談到團隊成立的初衷 ，大葉大學多媒體數位內容學士主任程

黑綿羊教學團隊不只接案 ，還致力於在教育現場傳授動畫 、

仲勝 ，和我們聊起了過往。幾年前 ，擅長 Maya 角色動作設

3D 列印等各領域的知識 ，然而這時也發現了一個實體教育的問

計的老師到系上任教 ，並延攬一些在業界工作的朋友到學校教

題。主任以「縱向」與「橫向」來說明目前學校的教育狀況。

書 ，隨之而來 ，還有大大小小的專案。於是開始組成一個團隊

有些製程環節會被開在不同學期 ，比如做動畫 ，就必須從一年

製作這些案子 ，有時案子一大 ，就會分配給優秀的學生 ，讓他

級開始學建模 、二年級學綁骨架和套動作 、三年級學特效 ，整

們能在學校就接觸到實務經驗。主任舉例：「如果接到大案子的

個學習時間拉得太長 ，造成學習過程的中斷；但如果是透過線

話 ，老師們會先討論後 ，再進行工作的分配。當然案子也有難

上課程 ，同學可以在一個月內上完一套完整的課程。接著是橫

易之分 ，通常比較高階的還是由老師們 、畢業學長姐來接手 ，

向問題 ，很多老師都是各教各的 ，雖然課程有關連性 ，但評斷

若想成為令人稱羨的 CG 大神 ，大多數人還是會從學校或是補習班兩個管道 ，學習

比較容易的就會分給在校的學生。」在學校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

課程的功課或創作時 ，每個老師的要求也都不一樣 ，對學生來

相關軟體知識 、修練技能。但在大葉大學的教授眼裡 ，學習不應該限縮在一個場域 ，

以固定約時間進行會議 ，確認同學們製作的東西是否需要修改。

說 ，是一份負擔。於是黑棉羊將整合橫向的課程 ，並用單一專

也不應該只是單純上課那麼簡單。於是黑綿羊教學團隊就此成立 ，他們召聘許多業界

學生也能從中學到專案的前置溝通與業界標準 ，像接案子不能

案延伸教學的內容 ，從建模到後面的手作模型 ，會以同個例子

師資 ，希望以產學合作的方式 ，帶給大學生更多業界經驗 ，此外 ，也將教學從實體轉

Delay、沒做完的半成品也要持續地給對方確認 、對於創作完整

做創作；或是上遊戲課時 ，延續之前的角色創作繼續發展 ，讓

化成線上影音 ，讓更多學生能跨越空間的藩籬 ，一同有系統地學習 CG。接下來 ，將

性的要求等等。產學合作的橋梁正式被打開 ，老師跟學生宛如

同學們不會因為需要一直構思新角色而累積壓力 ，造成學習不

帶你一窺黑綿羊團隊的教學經驗談 ，以及各領域的創作密技。

一間小型工作室 ，處理來自四方的商業需求。

連貫。

專訪―黑綿羊教學團隊

InCG 精選動畫 － 《核爆家園》二創 CG 短片幕後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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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軟體
也能做超擬真畫面
《核爆家園》二創CG短片幕後解密

Albin 還會在算圖的前一天會先做好構圖 ，
然後在當天晚上才會按下算圖 ，讓電腦
跑圖。他補充說明 :「 我最終在沒有開啟
Denoise( 降噪 ) 的情況下 ，優化 Cycles
的算圖速度到每格畫面耗費約 4 分鐘左
右。」Albin Merle 用最有效率的製程 ，
完成精緻的 CG 短片。

HBO 自製影集《核爆家園》在 2019 年 5 月首播後 ，獲得廣大觀眾的迴響 ，
緊張的故事情節 、深刻的角色刻畫 ，被不少影評人及媒體讚譽年度最佳影集 ，

在測試 Blender 2.8 時所完成的第一顆鏡頭

甚至在艾美獎獲得了 10 項大獎 ，可見該影集有著令人無法阻擋的魅力。7 月
初 ，YouTube 上突然出現一部以 Blender 製作 ，致敬《核爆家園》的短片 ，
流暢的敘事搭配逼真的畫面 ，讓人難以想像 Blender 能做到如此高擬真的電影
等級視覺。映 CG 邀請到導演 Albin Merle，來談談動畫的幕後製程。

做出沉穩的鏡頭運鏡
提及建模的部分 ，Albin Merle 表示在
這個專案中並沒有做太多建模的工作 ，
除了角色本身之外 ，其它都是用 Kitbash

受訪者

模型把場景搭建完成 ，搭配 Substance

從創作中學習，找出製程

Painter 細化所有的貼圖與材質。至於畫

《核爆家園》CG 短片是創作者

Blender 的「Instances」、「Linked

面的構圖 ，《核爆家園》CG 短片的鏡頭

Albin Merle 為了要探索 Blender 2.8

Files」、「Alembic 格式」等功能 ，並

運動都經過 Blender 內建的曲線編輯器 ，

新版本功能 ，所創作的粉絲作品。作

從中找出一個流暢的工作流程 ，他提

它讓創作者可以做出完美 、不會抖動的線

為資深 Blender 的使用者 ，而工作室

到 :「 在確認好製程後 ，我同時也在思

段 ，作為攝影機的運鏡路徑 ，多虧這個

Fabulous VFX 本身更是以 Blender 為

考其它鏡頭該如何運鏡？我還想測試

功能 ，才能看到短片中沉穩大氣的運鏡表

主力的工作室。但是在 2.8 正式版還

哪些 Blender 的工具？在剛開始的階

現。Albin Merle 簡單地「加入」標準的

沒推出前 ，一直沒有動力去好好研究

段 ，我設定一天要完成一顆鏡頭 ，並

攝影機 ，創造運鏡的路線 ，必要時則增

除了帶領團隊之外，同時也得實際參與特效製作，包

新版本有哪些新功能。於是他決定以

且在第一次的算圖之後 ，不斷地微調 、

加動畫的關鍵幀 ，來微調無法避免的鏡頭

含與製作人和拍攝團隊合作，確保所有畫面拍攝正

當時正在追的影集《核爆家園》作為

重新運算。」

晃動。「以這個作品來說 ，我不用去理會

Albin Merle
導演

目前在法國 Fabulous VFX 工作室擔任特效總監。

確、拍攝進度如計畫般順利，並在現場解決團隊、導
演所遇到的困難。

www.artstation.com/albinmerle

鏡頭與鏡頭之間是否有敘事上的關聯 ，我

方向 ，用專案的方式去學習。短片由
某個人站在廢棄掩埋堆中尋找受難者

整支短片從建模 、把場景組合起來 、

的鏡頭開始 ，Albin Merle 藉此學習

材質 、燈光等 ，花了大約 20 天完成 ，

只要確保每個鏡頭裡的畫面一切都是平衡
的就好。」

開源的逆襲 | 現況與未來趨勢

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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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
未來趨勢
Blender 是一套免費開源的 3D 動畫軟體 ，你或許聽過 ，卻一直沒有機會
碰觸。或者你已經是 Blender 使用者 ，還想知道更多功能與實務經驗。不論
你處於哪種情況 ，只要對於 CG 內容有興趣 ，或已經是領域裡的專業人士 ，
Blender 都非常值得你去了解 、學習。映 CG 編輯從「Blender 運營」、「2.8
改革重點」、「國內外產業導入談」、「未來趨勢」四大主軸 ，為你剖析 Blender
逐漸受到眾人矚目的關鍵；並藉由專訪 ，了解動畫公司如何在專案上應用它。
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進入 Blender 時代－A Good Niche for CG。

開源的逆襲 | 現況與未來趨勢

Blender 的運營特色

誰在經營 Blender？
Blender 最早由軟體工程師— Ton Roosendaal 所開發 ，目的是為了提供一套免費 、開源的 3D 創作流程。從 2002 年成立基金會之
後 ，也於 2007 年設立了 Blender Institute。Ton 帶領將近 20 人的團隊進行技術研發與專案製作。持續讓 Blender 在各種專案壓力與
測試中得以成長。

Blender 基金會
www.Blender.org

Blender 自 1995 年被創立 ，2002
年成為自由開源軟體後 ，就以「免費」、

管理 Blender.org、運營管理、解決使用者問題

「語言在地化」、「軟體輕量」、「硬體需

為個人創作者和小型團隊提供完整、免費和開源的 3D 創作流程

求低」、「功能完整」五大特色 ，逐漸受
舉辦 Blender 年度大會、並且在 SIGGRAPH 會議期間舉辦相關活動

到 CG 創作者的歡迎。其多樣性的編輯

開發及維護 Blender 軟體核心與技術

功能 ，讓創作者能在同一套軟體上進行
建模 、動畫 、骨架綁定 、剪輯 、特效等

Blender Institute

完整的動畫一條龍創作。2019 年 9 月 ，

www.blender.org/institute

Blender 2.8 正式推出後 ，革新的使用
者介面與各種新功能讓眾多 CG 創作者

設有算圖農場 、實驗室 、教室和工作坊 ，涵蓋了 Blender Animation Studio 與 Blender Cloud，Blender Animation 專門製作

紛紛湧入 ，我們從 Google Trend 趨勢

Blender Open Movie 專案 ，而 Blender Institute 也同時負責各種教育資源 、說明文件的製作。

調查中也看到 2019 年 Blender 的網路
搜尋量不斷向上攀升。接下來 ，我們以
「運營特色」、「2.8 介面改革」、「國內外
公司 Blender 導入經驗」與「未來趨勢」
帶你認識現代最夯的開源軟體。

基金會

INSTITUTE

捐款 | 開發基金

BLENDER CLOUD | 商務合作

高層
行政管理 | 活動相關 | 基礎建設

研發

內容

修正臭蟲 | 新功能

Open Movies | 教育訓練

文件製作 | 入職流程

資產 | 製程工具

Blender 背後團隊的組織架構

Blender 大事紀
1995

1998

2000

2002

2004

2005

2007

2011

2012

Blender 軟體誕生

Blender 以共用軟體形式發布

Blender 發佈 2.0 版本

Blender 成為自由開源軟體，
由 Blender 基金會維護

《蜘蛛人 2》是第一部採用

《Elephants Dream》首部

成立 Blender Institute 辦公室

Blender 發布 2.5 版本

Blender 加入製作的電影，

Blender Open Movie 專案發表

用在 Previz 的製作上

Blender 中文社群正式成立，
開始全面中文化的工作

2017

2018

2019

第四部 Open Movie 《Tears of

Blender Animation Studio

由 Netflix、暴走動漫與

Blender 發布 2.8 版本，

Steel》發表，首次以實拍結合

發表動畫短片《Agent 327》

Tangent Animation 合作首部

介面改革與即時算圖引擎

特效方式呈現，驗證 Blender

以 Blender 為製程的動畫電

Eevee，讓使用者紛紛湧入

能做的不只是全 CG 動畫

影《NextGen 未來世代》

開源的逆襲 | 現況與未來趨勢

Blender 首部
動畫電影幕後團隊
專訪動畫公司 Tangent Animation

Blend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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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Gen 未來世代》、
《狗狗的瘋狂假期》等動畫電影。
www.tangent-animation.ca

Jeff Bell
營運長、副總裁兼製作人

Netflix 的《Next Gen 未來世代》，是首部採用 Blender 為製程軟體的
動畫電影 ，而製作團隊 Tangent Animation 一直以來就是以 Blender 使
用為主的動畫工作室。映 CG 與團隊成員細談導入過程必須注意的細節 、
部門間要怎麼合作 、如何讓 Blender 與其它軟體相互使用。就讓我們來看

曾在 IDT Entertainment
和 Starz Animation 等公
司擔任 CG Supervisor，
VFX Supervisor 和
Executive。參與過提姆
波頓監製的《9：末世決
戰》，以及《NextGen 未

看 Tangent Animation 的導入經驗吧！

來世代》。

Paulette Shnier
Shot Finaling 部門總監

橫跨兩地的專案創作模式

在 Tangent Animation 任

Tangent Animation 目前在加拿大有兩個據點 ，一個是在多

通常需要 Tangent Labs 研發新功能到工作流程時 ，首先 ，

倫多 ，負責美術 、骨架 、構圖和動畫相關 ，而溫尼伯分部則

團隊會需要列一個願望清單 ，包含希望增加到 Blender 或其

是負責建模 、材質 、Shot Finaling、燈光和算圖等。但兩個分

它的 DCC 工具 ，藉此完備團隊的工作流程。燈光總監 Alex

部仍有不少部門是重疊的 ，比方說燈光部門兩地的人數都差不

Carney 舉例：「有一個算圖管理器 ，它能夠把燈光由一顆關鍵

多 ，建模部門在多倫多也有。建模總監 Andy Carney 也提到 ，

鏡頭『傳播』到其它相似的子鏡頭 ，並且在無需開啟 Blender

自己的部門有大約 20 名藝術家在溫尼伯 ，主要負責角色 、道

的情況下進行排程算圖 ，運算出多顆鏡頭的光影 ，完成後會連

具和環境建模 ，另外有 4 名環境藝術家與 4 名角色建模師在多

同快取 、改善的 Rotoscoping 以及色彩吻合 ，並更新回合成

倫多 ，因此 Tangent Animation 的每個成員都得頻繁地在城市

軟體中。」

最有效率的方法完成創作。

另外 ，建模總監 Andy Carney 也向我們舉了另外一個案
例 ，他說：「像是 VDB 體積檔案的支援 ，我們在製作《Next
Gen》時 ，加入了 VDB 功能 ，讓我們僅需透過些微的合成工
作就能在 Viewport 完成鏡頭的設計。爆炸照明了場景 、雲煙

為流程開發更多新功能－ Tangent Lab

頭細節，並抓出問題，完成
最終的畫面。

Alex Carney
燈光總監

間來回移動 ，或是透過視訊和訊息溝通。即使在不同的區域 ，
Tangent Animation 仍然是一個龐大的團隊 ，每個成員努力以

職四年多，主要負責處理鏡

噴散並且接收了爆炸所產生照明。能夠明確的光影情況下作

Tangent Lab 為 Tangent Animation 的姐妹公司 ，負責開發

業 ，讓我們在 Viewport 中看到接近九成五的最終完成效果 ，

應用在電影製作流程中的新軟體和功能 ，例如他們所使用的製

也不需加入向量動態模糊 ，或是後期加入景深。所有的光學

程管理軟體「Loupe」，由於 Blender 的開源特性 ，讓每位有

鏡頭特效就在你作業時即時呈現在眼前。」另外 ，營運長 Jeff

能力的人可針對軟體進行開發 ，所以當團隊想要其他軟體也

Bell 則提到 ，Tangent Labs 目前計畫在 2020 年第一季時 ，會

有的功能時 ，Tangent Labs 就會開發類似的工具 ，讓 Andy

將內部的製程軟體商業化 ，讓全球的藝術家和工作室都能使用

Carney 大讚 Blender 的方便性及實用性。他也表示 ，公司若

這個像是 AWS 雲端服務平台 (Amazon Web Services)，這也

沒有 Tangent Labs 的話 ，那很多東西可能都無法做出來 ，可

是團隊在為 Netflix 與暴走動漫製作的動畫電影《Next Gen》

見該部門對團隊的重要性。

所採用的服務。

在 Tangent Animation 負
責特效電影中的燈光與合
成。專注在工作流程的設
定，並管理片段團隊、提供
美術指導和技術服務，確保
藝術家和支援部門彼此的溝
通順暢無礙。

Andy Carney
建模總監
任職超過十年。剛開始是製
作實拍電影的特效，現在則
專注於動畫長片製作。

開源的逆襲 | 新手到專家

BLENDER
TO THE FUTURE

從新手
到專家
Blender 有這麼多功能 ，初學的你知道該如何下手嗎？
映 CG 編輯團隊邀請了動態設計師徐拉瓦 ，以及旅外概念
設計暨數位繪景師佘明義 ，看看同為 Blender 新手的他們
是如何學習。接著 ，也邀請國內外六位資深 Blender 使
用者 ，從建模 、場景 、雕塑到渲染的各種小技巧。還有
Blender 設計師們激推的外掛 ，讓你在學習創作的路上更
加輕鬆有效率！

開源的逆襲 | 新手到專家

Lost Droid
Blender | Megascans
建模技巧
01

貼圖使用

場景建立
我專注在創造機器人生鏽的金屬材質上，強調其

02

建構基礎模型

粗糙、暖色的感覺。我想要在畫面背景中加入更多故

加入細節

事 性， 賦 予 一 種 荒 涼 無 生 命 的 感 覺。 起 初 我 花 很 多
時間用簡單的形狀做出機器人的造型，確保它看起來

建立初始造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會為後續的設定定

這個作品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做出完美的拓樸 ，我使用

調。在這個作品中 ，我並不是從草稿開始畫起 ，我花許

一個很有用的外掛「Boxcutter」。它透過布林運算讓建模

多時間為角色做出吸睛的外型 ，也從 ArtStation 和星戰的

過程更加快速且容易。讓我更專注在模型的美術方向。要

角色中獲得許多靈感。使用 Blender 的建模工具組快速地

使用這個外掛只要在左側工具面板下方找到 Boxcutter 的

與 手 繪 貼 圖 相 比， 我 個 人 更 喜 歡 程 序 性 貼 圖， 透 過

用方塊和柱狀來建構出身體 ，當用基礎模型建立出整個身

Logo，點擊後會開啟新的介面來編輯 ，或新增客製形狀

Blender 2.8 新版本的節點編輯器更是顯著。整體來

體之後 ，開始用「Loop-cuts」和「Extrudes」來精修每

的布林造型。按住並拖曳滑鼠左鍵可創造各種大小方型或

個部位 ，加入細節和造型。過程中從大塊模型逐步進入微

圓球的布林 ，再點擊一次滑鼠則可以產生深度。

小的細節。

有實際功用，但視覺上還是要能夠吸引目光。意味著
來回花上許多時間微調出整體輪廓。接下來開始加入
細節，這個階段因為在 Blender 中有許多直覺簡單
的 工 具， 所 以 是 相 對 輕 鬆。 最 後 才 是 貼 圖 和 燈 光。

說，這個作品花了我三天時間完成，也藉此調校原本
的工作流程來創造出更多獨特作品。

[ 布林運算 / Boolean operations ]
在 3D 的世界中，布林運算代表著以數學式物件進行相加、相減或相交的動作。利用
布林運算可快速做出各種奇異多變的造型。

“

我以《星際大戰》裡的箱

型機器人為最初靈感。想讓

它看起來是過時且迷失，像
是它多年來一直在貧瘠的
星球上徘徊。

“

03

04

使用 AO 來產生貼圖遮罩

建構環境

在為機器人做貼圖時 ，我會使用許多 Blender 的程序性

我使用 Quixel 的 Megascans 來製作環境 ，透過更新的

節點。這些節點大多數在 2.8 版本中是新加入或是更新過

Live link 工具可將模型檔案直接匯入到 Blender 中 ，而且

的。其中一個新的節點是 Ambient Occlusion，我在產生

材質是完全設定好的狀態。意思是所有必要的貼圖都已經

髒污和生鏽時大量採用了這個節點來產生貼圖遮罩。藉由

連接到正確的 PBR 通道上。我第一個匯入的模型是峭壁

調整節點的「Distance( 距離 )」和「Lock to only local」

的 3D 模型。我重覆複製峭壁模型一直到與峽谷相連的地

選項 ，透過這個節點產生許多變化的遮罩 ，我可以在烘

方。最後 ，我調整材質的顏色變化 ，讓兩者的顏色沒有太

焙貼圖前 ，就能夠即時修改每張遮罩。讓我在這個作品中

大的差異。接下來 ，我匯入地表材質 ，加入一些枯萎的

完全沒有做任何貼圖繪製的動作。

植被 ，為背景增添更多深度和變化。在整個過程中 ，我

Blender
User

利用 Blender 的即時算圖引擎 Eevee 來預覽和調整場景。
Rachel Frick
產品視覺師

rachel.artstation.com

來自美國達拉斯。CG 全
才，但特別專注在硬表面模
型設計。也特別喜歡機器人
那種精細複雜的構造和優美
的曲線設計。未來也期望透
過更多機器人的設計與故
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特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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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se Pencil 2D 動畫製作流程

曹連澤
Freelancer

youtu.be/rYfm3Z8sj04

目前是一名自由工作者，已自學動畫三年，
在大學時期製作了幾部動畫宣傳片、動畫 MV。
擅長使用 Blender 的 Grease Pencil 功能繪製動

Grease Pencil
2D 動畫製作流程

以及封閉區域無法填色的問題 ，但這還是可以透過手動上

01

色的方式解決。在效能方面 ，若場景太複雜 ，或線條的數
量太多 ，也還是會有明顯延遲的問題。Grease Pencil 沒
有對位中割或傳統動畫的律表 ，只有時間軸的功能 ，對於
專業動畫師來說會比較不方便 ，在分工上也相對較困難。
但對於小團隊或是獨立創作者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由自由工作者曹連澤 ，以他的作品《羅馬》，示範如何使用 Blender 2.8 新功能做出
循環動圖。

態，在 Krita 中繪製背景與靜態物件，並在 After
Effects 中合成，至今仍在持續創作 2D 動畫與

在大學時期我對製作遊戲相當好奇 ，也恰

在 2.8 版本更新以後 ，Grease Pencil

巧在搜尋 3D 教學影片過程中 ，發現到很多

變成一個功能相當齊全的 2D 動畫工

獨立遊戲創作者都使用 Blender，同時其開

具 ，Grease Pencil 在線條的控制上方

源 、功能齊全的特性 ，也吸引我開始學習。

便很多 ，因為在 Grease Pencil 當中 ，

當時的 Blender 2.79 已經有 Grease Pencil

線條是由許多點構成的 ，每一個點都可

功能 ，也在一次製作動畫宣傳片的過程中 ，

控制 ，透過調整點 ，就能夠精準的控制

嘗試使用其作為製作動態草稿的工具。在這

線條的曲度 、位置 ，雖然很多向量動

之前 ，我也曾經嘗試過其它製作動畫的軟

畫軟體也可以做到先畫線後調整 ，但貝

體 ，例如 Photoshop、Krita，但這些軟體的

茲曲線用起來對我來說沒那麼順手。另

來調整色調、控制動畫循環與播放速度，最後透

動畫功能都比較侷限 ，而且我也完全沒有其

外 ，Grease Pencil 在上色的部分還不

過 Effect 調整背景模糊、亮部發光，接著輸出

它 3D 軟體的使用經驗 ，所以開始學的時候

是那麼方便 ，因為色彩沒辦法一次從另

遇上蠻多瓶頸 ，後來藉由經常接觸和觀看大

一個檔案全部匯入 ，匯入之後都還要重

量的教學影片和縮時影片 ，久而久之就產生

新設定 ，也不是傳統的點陣圖上色 ，有

了熟悉感 ，也變得越來越熟練。

時候會遇到在色塊之間會有縫隙產生 ，

學習 3D 技術。

使用軟體
Blender

關於教學
透過本次教學，能學習到 Blender 的基本動畫
功能，包含匯入參考底圖，繪製線稿、雕塑線條、
使用圖層功能，到創建色彩、上色，並調整時間
軸與關鍵幀。另外還會學習到如何使用 Modifier

成 MP4 動畫或圖片序列的形式。

【Fan Made AMV】
Samashi ─ warmth feeling

02

01 建立 2D 動畫檔案
新建一個 2D 動畫專用的預設檔案 ，開啟後系統會預設
好攝影機位置與白色背景。

設定動畫的解析度、開始幀與結束幀。
03

02 設定解析度與總影片長
我們可以在「Output > Dimensions」設定輸出的解析
度 、影片播放範圍 、畫面幀數。2D animation 的預設檔
案已經將幀數設定成每秒 24 格 ，也就是一般 2D 動畫所
使用的規格。本次動畫使用的解析度為長 1920 像素 、寬
800 像素 ，總長度為 3,052 幀。使用者可依照自己需要做
調整。

《羅馬》2D 循環動圖。我很喜歡以 2D 的
方式來重現不同媒材呈現的場景或人物，經

03 匯入背景參考底圖

過重新詮釋，能使一個畫面產生出新的感受，

此次的動畫是以電影中的一幕畫面做為參考 ，因此我

且帶有繪者獨特的風格及手繪的溫度。這個

們可以使用攝影機的背景圖片或影片功能。選擇攝影機物

作品以網飛電影《羅馬》的其中一幕作為參
考，製作出一個可循環的動圖。

04

件 ，在 Add Image 設定中 ，開啟一張圖片作為背景 ，將
Frame Method 調成 Crop 使圖片不被壓縮。

04 選擇 Grease Pencil 物件作畫
Blender 當中的 Grease Pencil 也是一個物件 ，因此若
要開始繪圖 ，必須要有一個 Grease Pencil 物件才能畫。
而預設檔案中 ，這個物件已經創建好了。若需要自行創建
一個新的 Grease Pencil 物件 ，可以在 3D viewport 的視
窗中「Add > Grease Pencil > Blank」來新增一個空白的
繪圖物件。我習慣會把新增的 Grease Pencil 物件的位置
歸零 ，等繪製完成後再調整位置。選擇 Grease Pencil 物
件後 ，進入 Draw Mode 開始繪圖。

選擇 Stroke (Grease Pencil 物件 )，選擇 Draw
Mode 即可開始繪圖。

特效故事 | 《星際救援》特效製作分享

Ad Astra

打造極度真實的
宇宙空間
《星際救援》特效製作分享
獲選第 76 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單元的《星際救援》，是由《失落之城》導演詹姆斯葛雷執
導 ，布萊德彼特監製並主演的科幻片。劇情主要描述 ，男主角 Roy McBride 為了尋找失蹤
父親的下落 ，從地球出發前往月球 、火星 、甚至是海王星外圍 ，展開一場探索過往與現實的
宇宙冒險。電影中有許多宇宙場景需要被打造 ，於是製作團隊找來多家好萊塢特效工作室 ，
包含了 MPC、Method Studios、Mr.X、Weta Digital、ILM 等負責不同片段的特效 ，他
們投入大量心力對現實情況做考究 ，正是讓畫面如此令人讚嘆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看
《星際救援》的特效幕後製作吧！

採訪整理 : Paul Hellard / 映 CG 編輯部翻譯

關於作者

向影史最偉大科幻電影致敬

Paul Hellard
記者 / 編輯

vfxscience.com

過去曾在 Ballistic 出版擔任編輯。因為過往工作的
關係，與 ILM、Pixar、Blizzard 和 MPC 等大型影視
特效公司有密切的連繫。目前成立 VFX Science 網
站專門發佈 CG 產業新聞文章。

導演詹姆斯 ‧ 葛雷在製作電影時 ，經常會回想起經典科幻鉅

顯現給觀眾 ，再加上《星際效應》攝影師 Hoyte Van Hoytema

為了打造出真實月球基地的設計 ，MPC 參考實際人類在北極

作《2001: 太空漫遊》，他認為《2001: 太空漫遊》是科幻類型

獨特的鏡頭語言 ，讓整部電影既有視覺美感 ，同時也富有真實

建造的勘查基地建築 ，並以此為基礎 ，蒐集許多月球地表高度

中最偉大的電影 ，其中一部分原因 ，是該片導演史丹利 ‧ 庫柏

性 ，其中 MPC 為電影製作將近 200 顆鏡頭 ，包含從地球發射 、

的數據 ，以及研究真實光線的方向。打造月球基地的過程是非

力克利用空間的隔離 ，來講述一個截然不同的宇宙冒險。因此

著陸在月球基地的畫面 、基地的視覺設計以及從月球前往火星

常複雜 ，在滿足導演所想像 ，乾淨又精簡的基地設計前 ，就製

《星際救援》被定調為寫實主義而非奇幻風格 ，特效總監 Allen

的發射場面。Method Studios 則負責在月球與太空海盜對決的

作了好幾版的概念設計。MPC 倫敦的 CG 總監 Oliver Winwood

畫面。

也進一步解釋 ，建構基地所需要的龐大工作 ，他提到：「對於初

Maris 統整了所有特效片段 ，讓電影中的畫面皆能以真實的風格

影像繪圖軟體評測 － Lumion 10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產品分類
即時算圖與景觀建置方案

作業系統
Windows

位移貼圖為材質增加擬真的細節和深度，讓模型表面不再只有光滑平順的感覺。

主要特色
● 高品質預覽
● 極細膩的自然景觀 (Pro)
● 位移貼圖 ( 特定材質 )
● 夜晚真實天空 (Pro)
● 北極光 (Pro)
● 照片匹配 (Pro)
● Open Street Map 高度貼圖 (Pro)
● 筆刷放置工具

適用對象

Lumion 10
更細緻的景觀模型，更擬真的位移貼圖

室內外建築設計 / 廣告設計 / 景觀規劃 /
動畫製作公司

開發商

魔鬼藏在細節裡

位移貼圖材質（Displacement Maps）

在許多人引頸期盼下，今年的 11 月 4 日

先前的版本在處理草地、沙地或是石頭部分，都

網站

Lumion 迎來了具有紀念意義的「X」(10 的羅馬數

是搭配法線貼圖為主，透過光影效果來呈現立體

lumion3d.com

字 ) 版本，對於許多熱愛 Lumion 的使用者來說，

感。但是新版 Lumion 加入了位移貼圖材質，讓整

畫面品質與渲染速度比值上，相較市面上如此多種

個視覺效果真的浮出來，不管是磚牆的溝縫、草

渲染引擎，整體效率絕對是最優秀的。但這次新版

地上的枯枝與海灘上風吹沙的痕跡，都能栩栩如

本不但維持速度快的特點，畫面細緻度更是大幅躍

生，讓整體質感更上層樓 。

Act-3D

進，已經逼近擬真渲染引擎所呈現的效果，令人眼
睛為之一亮，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有哪些重點更
新吧！
具有高度資訊的 OpenStreetMap

筆刷放置（Paint Placement）

自從加入 OpenStreetMap 功能以來，街景動

現在要種植樹木或是大量放置一些造景物件，

畫製作就變得更加容易了，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一

有更人性化的選擇，透過筆刷工具來塗抹，就能

切看起來有點平坦；但這已經不是問題了，新的

輕易在想要的位置，按照地形邊緣放置各種物

OpenStreetMap 功能可以加入高度資訊，不但讓

件，不需要透過線段放置後再進行參數調整，得

整個遠景更加真實，操作也非常簡單，只需要開

到的場景會更加自然與真實。

快速高畫質預覽

真實夜景天空與極光效果

超真實自然景觀模型庫

要在 Lumion 中看到高畫質影像，不需要

Lumion 9 提供了真實天空效果，讓畫面

原本就非常細緻的模型庫又再次進化了！

渲染後再檢視了，在特效編輯視窗中就能

擬真度與光照更加真實，而 10 版提供了真

現在模型庫中提供了超真實自然景觀模型，

即時預覽。在預覽視窗中設定好鏡頭位置並

實夜空與極光效果，讓夜間效果渲染起來不

讓運鏡可以特寫植物再帶到建築物，表現出

點擊一下滑鼠左鍵，使用漸進式渲染技術，

但擬真而且炫麗，一如過往設計理念，只需

更多形態意象，能更充分表現設計風格中的

透過極短時間的運算，就能呈現擬真光影效

要在特效中加入真實夜空與極光效果，不需

內涵。

果，不需要進行渲染動作，讓一切更真實也

要複雜設定，就能立刻擁有。

更即時。

為什麼值得推薦
這次新版本所加入的功能都非常實用，除了
文中所提到的幾個亮點功能之外，Lumion 10

啟一個開關，就能像變魔法一般得到有高低起伏

在燈光、材質質感與風格化呈現，都有大幅度

的場景。

改善；但是渲染效率依舊保持在高檔，並不會
像其他軟體一樣，新版本推出雖然功能變多，
但 執 行 效 率 卻 變 差 了。Lumion 10 所 帶 給 使
用者的操作體驗是非常好的，靜態圖渲染品質
已經能夠媲美老牌渲染引擎，但輸出效率上卻
快了幾十倍，尤其是製作動畫時的優勢更加明
顯，不但與業主溝通時能即時修改，輸出動畫
也非常容易。相信這次新版本的推出，一定能
新增的極細膩樹木植物模型庫，可快速為做出如同真實世界裡的自然環境。

為廣大設計們創造出更棒、更多商業價值。

影像繪圖軟體評測 － ZBrush 2020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產品分類
3D 數位雕塑軟體

作業系統

全新的 Adjust Color 可以更方便的調整模型的整體顏色，並且可以使用特定顏色做為遮罩範圍。

Windows 7 \ Mac OS

主要特色
● 轉正視圖功能
● 全新 ZeeZOO 資料庫
● 全新調整顏色功能
● HistoryRecall 時光倒流筆刷
● XTractor 智慧仿製筆刷

適用對象
動畫公司 / 遊戲公司 / 電影公司 / 3D 列印

開發商
pixologic
pixologic.com

透過 HistoryRecall 將還未做過戰損效果的盔甲重新
繪製回來。

Cam View 提供一鍵轉為前視圖、上視圖和左視圖，模式示意圖可以置換為其它模型，也可以改變示意模型的大小尺寸。

ZBrush 2020
數位雕塑，真有兩把刷子 !
ZBrush 從 1999 年面世至今已經 20 個年頭了，

小地方增加操作上的效率。除此之外，也跟以往

經過了多次的更新與改進，也成為了遊戲、動畫、

NPR 的渲染設定結合使用，在製作三視圖時可快

好萊塢電影等 CG 產業最愛使用的軟體之一。接下

速轉正，讓使用者在產出風格圖像時更加方便。

來就讓小編帶各位讀者一起來看，ZBrush 的開發
者們，如何集結 20 年打造的技術結晶吧 !
Cam View 視埠轉正

ZeeZoo 動物預設模型
這次 ZBrush 2020 中新增了一個 Z 球資料庫，
類、鳥類等 Z 球結構，對不熟悉動物結構的使用

Max 中轉正視圖用的 Gizmo 軸向功能，它能夠一

者可以擁有一個紮實的打底模型。另外，以更進

鍵切換到上視圖、左視圖、下視圖，與 3ds Max

階的使用方式來說，使用者可以創建多個 Z 球結

不同的地方在於，ZBrush 中還可以自訂 Cam View

構，並針對需要的部位做增減，從上百種 Z 球結

顯示的模型，不再是一成不變的小方塊，也不用

構去延伸新的組合，去創作出千變萬化的新奇物種。

展開 UV 雕刻

ZBrush 2020 更新了色彩選取方式，不但

以往使用筆刷直接繪製的花樣，會因非

可以使用特定顏色進行範圍的選取外，可以

平面的繪製造成花樣的邊緣減弱。對於拆

做整體色調的調整，還可以將其顏色範圍變

好 UV 的模型，透過此功能能夠將花樣直接

成遮罩，就可以直接擠出或推入，製作出類

在平面上畫上，就不會有邊緣細節柔化的問

似浮雕的效果。

題，還能夠一筆劃畫出。要注意的是，在立

HistoryRecall 時光倒流筆刷
非常強大的一支筆刷，主要跟 Undo 功能

體模式下需要轉視角才能夠繪製出線條來。
即時模具分析

結合使用，可以紀錄下過往雕塑模型使用的

對於經常使用 3D 列印實體化的創作者玩

顏色和細節，將這些資訊與當下的模型結合

具設計師來說，ZBrush 2020 中加入了一項

使用。更加自由的創意發揮。

特別實用的功能。這個功能是 Draw Draft

裡面多達上百種常見的動物、昆蟲，甚至還有魚

這個是許多 3D 軟體都有的功能，它就像是 3ds

再依靠滑鼠拖曳加上 Shift 鍵來控制了，在細節的

全新調整顏色功能

XTractor 智慧仿製筆刷
這個功能可以快速仿製模型上的某一個明
顯的特徵，並製作成 Alpha 筆刷，舉例來說
你可以仿製模型上的傷疤、縫線，並隨意繪
製到模型的其它地方，而且也能保留貼圖色

Analysis，可以用於分析模型拔模時的角
度，即時呈現需要修改拔模的負角，而且當
下手動修正後也會即時呈現。只要將負角的
紅色顯示修正為綠色，在倒模的時候就不太
會發生模型取不下來的情況。

彩及紋理，就像是 Photoshop 的仿製印章
工具。

為什麼值得推薦
這次的 ZBrush 2020，雖然看似改動不大，
但每項功能對使用者來說都非常實用，像是
ZeeZoo 裡加入的多項物種，可以幫助雕塑家
們創作出更多精彩的作品；HistoryRecall 與
XTractor 智慧仿製這兩把筆刷，還可以配合貼
圖顏色以及色彩調整交互使用，最終對於 3D
列印的使用者，也同樣照顧到模型分析和拔模
負 角 的 工 作。ZBrush 2020 更 完 整 顧 及 到 雕
塑時的前期與後期作業，這也是相當難能可貴
白色條紋在 UV 模式下可以一筆畫完成，不用在模
型模式底下一直轉角度。

用平滑筆刷抹除硬幣模型分析後顯示的負角紅色區
域，降低拔模風險。

的，推薦大家快去升級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