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case

Astro Boy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0
ZBrush, After Eﬀects

圖。我很喜歡上頭所有的細節，以及輪廓筆刷

奉俊昊

的效果。於是就開始在 ZBrush 先用簡單的塊

完成年份

狀抓出角色的比例，而他身上許多破碎的零件

使用軟體

這 個 作 品 是 概 念 設 計 師 Chun Lo 的 概 念

則使用 Live Boolean 功能做出來。接下來在
ZBrush 中嘗試了幾種 2D 效果的 Matcap 材
質來做出相似的感覺。而角色的輪廓線條，則
是在 After Effects 嘗試用程序性產生的噪點，
來做出各種不同的形式。
製作過程中試圖釐清那些微小破碎的零件是
蠻困難的，因為沒有相關的電子知識背景，有
些我只能憑空想像，只能盡力與原創設計圖更
加接近。最終光手臂部份的 Subtool 圖層就
超過 100 個。

2019
ZBrush, Maya, Xgen

去年，我看了《寄生上流》，
可 以 說 是 2019 年 最 棒 的 電
影。也在許多國家上映，並且
獲得許多獎項，讓我對導演奉
俊昊感到驕傲，於是想用作品
來表達對他的敬意。從 3D 藝
術家的角度來看，導演的髮型
和臉部形狀很有特色。
此次最大的挑戰是創建姿
勢， 因 為 我 很 少 創 作 角 色 的
手，甚至是手臂。作品所呈現

Emma Koch
3D 藝術家
www.artstation.com/ekoch

的姿勢，是最能展現導演個性
的方式。另外，提及衣服的製
作，我通常是透過特效模擬讓
衣服變皺，但這次嘗試用雕刻
的方式創建衣服。儘管不是新
的技術，然而藉由練習，學習

Chun Lo / 原概念設計
www.artstation.com/chunlo

不同的創作技巧，是對自己的
期許。

Yoong Kun Kim
3D 角色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yoongkun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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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葉致廷 | 插畫: 王紫霖

動畫不只作為影視的內容創作，更出現在你我生活當中，舉

本期《Brand Up 品牌加值術》詢問無數觀眾與設計師的想

凡在電視、社群媒體出現的商業廣告、大型活動的視覺與舞台

法，統整出「品牌廣告喜好度調查」、「動畫為品牌加值的五

設計、教學影片或資訊懶人包。於是，許多企業開始用動畫塑

大理由」，並整理過往成功案例，撰寫「品牌動畫廣告演化

造產品或品牌形象，期望帶來更多商機。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創

史」、「精選品牌動畫廣告」。接著，我們採訪星宇航空機上

意時代，該如何藉由「動畫」脫穎而出呢？

安全動畫的製作團隊，以及台灣知名設計工作室，了解他們創
作背後的策略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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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與動畫廣告喜好大調查

Q5

品牌與動畫廣告喜好大調查

動畫廣告中哪一項元素
最影響你對品牌的好感度？

看完動畫廣告後是否會對
幕後製作團隊感到好奇？

Q6

採用 CG 手法來製作品牌廣告已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隨著世界潮流的演進 ，從品牌企業形象 、產品 、政策
到底現今哪種風格手法較容易成為目光焦點！
動畫的視覺設計
調查方法: surveycake 網路問卷 | 調查時間: 2020年1月7日至2020年2月7日 | 調查對象:一般民眾、設計師 | 有效填答人數: 399人

動畫故事劇情的新穎度
動畫配樂、音樂節奏
動畫中有喜歡的角色

Q1

Q2

性別？

年齡？

本身就是品牌愛好者
動畫中有知名人物的配音

0.3 %

不願透露

8.3 %

21 以下
21-25

50.4 %

男性

49.6 %
女性

15.5 %

31-35

7.8 %

36-40

Q4

82.5 %

52 %

44 %

32 %

16.7 %

7.2 %

會想知道的哪方面的
幕後製作故事？

故事的發想過程

其它

8%

33.7 %

2.2 %

75.2 %

64 %

55 %

哪種視覺風格的動畫廣告
最吸引你的目光？

星探者 StarWonderers

40.7 %
全 3D 動畫風格

HUNGRY DAYS 娜美篇

28.9 %

2D 動畫風格

2018 國慶日 Taiwan Together

12.8 %

Motion Graphics 動態設計

Fortnite Season 7 遊戲宣傳片

11.1 %
停格動畫

It's Time to Play l PS4

6.3 %

實拍+3D、特效元素

其它

實體活動

廣告看板

大眾運輸

6.5 % 3.2 %
1%

會，但不一定要知道

動畫中的視覺設計概念

行銷團隊的推廣手法

Q8

53.4 %

32.3 %

會想了解更多

品牌與設計團隊的合作過程

看到喜歡的動畫廣告後
是否會提升對品牌的好感度？
40.3 %

32.3 %

2.9 %
1.8 %
0.3 %

6.2 %

51.6 %

電影院

電視廣告

官方網站

社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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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酷愛動畫、喜歡研究廣告，享受創意樂趣隨時融合生活的朋友

最常從哪些管道接觸到
動畫廣告？

Q3

36.6 %

25.5 %

26-30

41 以上

一般觀眾

其它

11.6 %

14.1 %
不會

43.6 %

宣導 、MV、遊戲宣傳 、展會活動等等。因此我們針對一般觀眾 、CG 產業的設計師 ，進行一系列問題調查。

僅有些微的正面影響

好感度大幅提升

不會有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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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動畫廣告演化史

《Share Your Gifts》聖誕廣告。

回顧 2000 年後的廣告製作史 ，筆者

品牌動畫廣告演化史

發現蘋果總是走在時代的尖端。90 年代
興起的實拍加特效製作 ，蘋果隨即就用
在產品廣告上 ，2010 年極簡風當道 ，
蘋果早在 2007 年就開始做了。蘋果的

了解動畫為品牌帶來的五項優勢後 ，接著就以國內外兩大品牌－Apple、金曲為案例 ，來看

「創新」不只是在產品研發上 ，也應用

看近年來他們是如何利用動畫來吸引觀眾目光 ，為品牌重塑形象 ，引領潮流趨勢。

在行銷策略與執行方式上。藉由廣告推
廣 ，觀眾才能了解品牌價值 ，進而對品

文: 葉致廷 | 圖: YouTube 截圖

牌產生情感 ，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品牌 ，
也難怪蘋果仍屹立不搖於數位電子產品
市場。

Apple 商業品牌廣告的
動畫製作史
2007

1970 年代創立的蘋果公司 ，可謂是數位電子產品的
先驅 ，70 年代以 Mac 系列助長電腦革命 ，2000 年又

2013-現今 後賈伯斯時代

以 iPhone 讓智慧型手機成為劃時代的流行。為何蘋

2000 年初期的廣告 ，雖然在製作上有

果能成為數位科技的龍頭 ，並開創許多具有影響力的

以 MG 吸引觀眾目光，連結「品牌」與「使用者」

所突破 ，但大抵還是以「真人」去帶動

產品？除了強調技術研發外 ，優秀的廣告策略更是幕
後功臣！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2000 賈伯斯時代
以動畫廣告推銷產品，重新定位品牌

「產品」。但在 2007 年的 iMac 廣告中 ，

2011 年賈伯斯辭去蘋果董事長 ，改為庫克經營 ，整個企業策略也跟著

編輯發現蘋果開始以「產品」為主 ，從

改變。廣告部分 ，從 2014 年開始 ，將原本極簡風改為更為抽象的視覺風

頭到尾都沒有出現「真人」。以動畫創

格 ，讓觀眾藉由視覺調性 ，了解產品的優點。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 ，蘋果

造極簡風格 ，並強調產品外觀的呈現 ，

用動態設計創作「品牌廣告」，2013 年 WWDC ( 蘋果公司全球軟體開發者

讓觀眾對產品有了更深一層的印象 ，這

年會 ) 開幕影片 (04) 絕對是最經典的例子。廣告以圓點象徵每個使用者 ，

也成為之後蘋果產品廣告的固定風格。

因蘋果品牌而匯集 ，並藉由文字敘述 ，去凸顯「品牌」與「使用者」的連

同年蘋果也推出智慧型手機 iPhone，並

結 ，把觀眾帶進品牌意識中 ，讓他們從中獲得歸屬感 ，彷彿自己就是蘋果

在 2013 年後將上述所說廣告風格放在

的一部分 ，而這支廣告也啟蒙許多 MG 創作者。

04

05

iPhone 中。
在 WWDC 2013 後 ，蘋果也開始打造各式各樣的 MG 廣告。包含與國

在 2000 年以前 ，蘋果大多以真人實拍強調自家產品的科技感或實用性 ，然而賈伯斯

外知名 MG 工作室 BUCK 合作的 iMac Pro 產品廣告 (05)，以豐富 、搶眼

回歸蘋果後 ，在 2002 年的 iMac 與 iPod 廣告 ，稍微改變廣告策略 ，賦予新的品牌形

的抽象視覺風格 ，在社群中獲得極大的關注。另外 ，還有為 LOGO 創作

象。在 iMac 廣告中 (01)，觀眾可以看到主角與擬人化的 iMac，以「比手畫腳」的方式

MG 動畫 (06)、將所有旗下產品統合的介紹影片 ，蘋果利用 MG 以動態視

進行溝通 ，這支廣告以實拍結合動畫特效的方式 ，帶給觀眾一種好笑 、幽默的感覺 ，

覺統整資料現的特性 ，成功創造極具話題性的廣告。當然除了 MG 之外 ，

一改原本比較嚴肅的形象。同年的 iPod 廣告 (02) 則是以繽紛的剪影 ，強調產品帶給人

蘋果仍用實拍或動畫方式 ，製作許多精彩的廣告 ，近兩年引起社群瘋傳的

們的歡樂 ，對比前一年同樣為散播歡樂的實拍廣告 (03) 相比 ，該廣告的視覺風格比較

《Share Your Gifts》聖誕廣告 ，則是用精緻如皮克斯的 3D 動畫去訴說故

強烈 ，又能強調人物的動作 ，給人較深的印象 ，之後 iPod 廣告也幾乎都沿用剪影風

事 ，讓觀眾有所共鳴。

06

格 ，可說是成功的系列廣告。

01

02

03

蘋果不斷去突破廣告製作形式，創造風格引領
雖然提到以產品為主的動畫廣告，但蘋果並非沒做真
人實拍，只是以產品為導向的極簡風格，在之後的部

潮流，讓「創新」的形象深植人心。
－映CG 編輯團隊

分廣告中都有看到，看起來更像一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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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加值術新進化 | 大禧堂

《Star Wonderers 星探者》幕後直擊

以行銷策略創作動畫
成功打響全新飛航品牌
當星宇航空飛航安全影片《Star Wonderers 星探者》一推出 ，其精緻的視
效與動畫世界觀讓不少觀眾為之著迷 ，在社群上掀起一波轉發潮 ，YouTube
觀看數更是突破百萬 ，成功為星宇這個新品牌打響名氣。這部耗時 2 年的動畫
究竟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我們從負責行銷規劃 、腳本發想及角色原畫的大禧
堂。掌控時程 ，負責團隊溝通協調的大於製作 、動畫導演王谷神 ，和動畫製作
團隊夢想動畫 ，完整的製作團隊專訪帶你一窺大型商業動畫 ，從創意到執行的

《Star Wonderers 星探者》原創角色設計稿

成功思維！
文: 葉致廷 | 圖: 大禧堂、夢想動畫 | 攝影: 謝家瑋

因為星宇給我們很大的空間發揮，才能打造如此開放式的創意環境，激發了所有人
的能力，讓《Star Wonderers 星探者》如此與眾不同。

以行銷觀點分析安全影片

迷人劇情、角色背後的策略

提到製作飛航安全影片 ，許多人可能會認為一開始就先寫腳

談到影片的行銷策略 ，就不得不提到「目標受眾」( 以下簡稱

本 、畫分鏡 ，讓客戶了解自己的創作理念。然而 ，大禧堂創意

TA) 的重要性。像在《StarWonderers 星探者》中 ，所有角色都

莊禧善

總監莊禧善則不是這樣想 ，他認為一開始必須從規劃行銷策略開

是針對 TA 做發想 ，例如單眼外星家族是指小家庭旅行客 、外國

大禧堂創意總監

始。「我們必須考慮品牌的核心價值 、市場定位以及大眾對它有

人 George、嘻嘻叔叔是指商務客 、DJ 雷鬼咖與腸客則是熱愛藝

擁有超過 20 年的廣告經歷，接手無數成

甚麼感覺？對此去做行銷上的全盤考量。以星宇為例 ，它是一個

術領域的年輕人等 ，這些角色不僅超級吸睛 ，一方面是希望能引

新興品牌 ，沒有人認識他們 ，所以沒有既定的包袱。而它的核心

起 TA 的共鳴 ，對角色有所喜愛 ，進而成為品牌的忠實擁護者。

尼 、夢工廠出品的動畫電影 ，看看他們是如何在短時間展現戲劇

價值非常清楚 ，就是要走『精品』路線。」他也提到 ，這不僅僅

另外 ，莊禧善總監認為 ，雖然星宇現今的 TA 是年輕到中高年齡

張力 ，呈現角色魅力。

只是安全影片 ，更是品牌形象動畫 ，影片中出現的角色 、故事情

層 ，但長遠來看 ，現在的幼兒年齡層十年 、二十年後 ，都有可

節 ，不只是為了吸引目光 ，背後有許多縝密的行銷策略。

能成為星宇的 TA。所以《StarWonderers 星探者》必須要做到

當確認好故事情節以及角色設計發想後 ，大禧堂才把提案傳給

全年齡層都想要看 ，特別是讓小孩留有印象 ，才可能根據過往的

星宇 ，讓品牌方了解 ，影片可以達到的目標以及創意如何呈現。

美好記憶將星宇擺在出國搭機的首選。

而當提案有充分的規劃後 ，客戶才有辦法想像影片的樣貌 ，進而

功的行銷案例。2016 年創辦大禧堂，為
星宇航空規劃行銷策略、進行創意發想以
及控管所有視覺設計、影音品質。

有了初步概念後 ，接著就是確立方向。大禧堂參考過往的飛行

提供更多空間發揮。採訪過程中 ，總監也表示對 K 董與聶公關長

安全影片時 ，觀察到一個現象－不是請名人代言 ，就是找知名電
大禧堂
負責為品牌或企業做行銷規劃，不只是整
合行銷或廣告製作，從策略到設計，一手
包辦創意有關事務，
以「有良心的創意」自居。
www.facebook.com/dashingide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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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Wonderers 星探者》主角最終配色圖

影做聯名。雖然能藉由明星的吸引力或電影的熱度 ，替品牌擴散

在腳本發想時 ，大禧堂不希望用刻板的敘事手法去表現安全法

提攜的感謝。「因為過往有機會與 K 董合作 ，和他們不僅有共同

知名度 ，然而會因為合約 、明星形象有所限制 ，再加上這些都

規 ，例如影片中禁止抽菸的橋段 ，原本要讓火山哥拿菸來點 ，

作戰的關係 ，更有了特殊情感 ，就像是千里馬遇到伯樂一樣。另

不是屬於航空公司的資產。因此大禧堂思考 ，如何擺脫既有的形

但這樣非常無趣 ，所以才讓冰山美人去澆熄火山哥冒出來的煙 ，

外 ，也要感謝大於製作 、谷神 、夢想動畫 ，還有一起打拼過的

式 ，讓影片中的明星成為航空公司的「資產」，於是「動畫」的

進而帶出廁所中吸菸的雷鬼咖。另外 ，為了讓故事與這些安全法

夥伴 ，化棋 、Kinal、馬賽 、依儒 、宜萍 、陳萱 、錦松 、顏竹 、

想法就此誕生 ，而這些 3D 角色也成為星宇的「演藝部門」，為品

規順暢地串聯在一起 ，團隊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法規出現的順

明珠 、鳳珠 、林玨如 ，沒有他們 ，《StarWonderers 星探者》是

牌帶來人氣與商機。

序。也因飛航考量 ，影片必須在 5 分鐘內結束 ，團隊參考迪士

無法順利誕生的。」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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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加值術新進化 | 夢想動畫

《Star Wonderers 星探者》幕後直擊

自由開放的創作思維
一躍成為動畫廣告新指標

從創意思考的規劃 、跨團隊合作的訣竅到執導動畫的故事 ，
可說是非常精采 ，讓人停不下來 ，接著讓我們進到動畫製作的
面向 ，來看看夢想動畫如何將創意實現 ，帶來如皮克斯般的
3D 動畫！
文: 葉致廷、謝家瑋 | 圖: 夢想動畫

鄭喬鴻(哈利)
夢想動畫 專案經理
在專案中負責與大於製作、大禧堂連絡接
洽，安排會議與內外部成員的溝通。

掌握好前期溝通與細節規畫，就是成功一半
在《Star Wonderers 星探者》專案中 ，夢想動畫從製作前期
黃思豪

就投入與大於製作 、大禧堂 、動畫導演王谷神 ，一起討論故事

夢想動畫 動畫總監

及創作走向。專案經理哈利說明 :「 最先我們拿到黑白腳本之後

負責動畫前期規劃、技術、教學支援，到

就進行討論 ，與團隊所有人取得創意上的共識 ，再來就是等腳

制定 Deadline、確認進度、統整美術方
向，解決成員在製作上的各種疑難雜症。

丘鳳怡
夢想動畫 後期監製
負責管控團隊、確認進度，協助動畫製作。

本確認完成後 ，夢想才開始製作。」詳細 、充足的事前準備與溝

驚人的角色設計，來自開放的創意發揮空間

通 ，也讓創作更為順利 ，例如剛開始製作 Previz 動畫讓其它團

《Star Wonderers 星探者》的主要角色們主要由大禧堂設計 ，

隊和客戶觀看時 ，團隊找了很多好萊塢動畫 Previz 的資料給客

夢想動畫負責 3D 角色製作與配角的設計。哈利也解釋當中的工

戶 ，在大致上了解到 Previz 的作用之後 ，協助客戶對成品有初

作流程 :「 剛開始我們拿到的是角色設計的草稿 ，還有一些文字

步的想像。有了資料輔佐 ，雙方的資訊落差就不會過大 ，也減少

上的說明 ，比如說角色有幾隻 、特色是甚麼等等。雖然草稿比

了溝通不良的狀況。另外 ，動畫導演王谷神因為有豐富的動畫電

較不明顯 ，但大致還是可以清楚看出他們的外觀。接下來在製作

影製作經歷 ，所以對於動畫製作的環節非常清楚 ，也有明確的方

時 ，會設計更多細節 ，把輪廓線條做得更明確 ，也嘗試不同版

向。當然 ，所有團隊成員每個禮拜還是會聚集在一起 ，開會說明

本的造型及配色 ，讓大禧堂可以做選擇。」其中 ，團隊認為最困

Layout 的細節 ，以及未來呈現的樣貌。

難的是冰山美人及火山哥的角色製作。動畫總監思豪表示 ，火山
哥的難度在於他的大頭與長下巴 ，因為脖子連動頭轉時 ，會造成

在與客戶討論時 ，團隊鮮少遇到要修正的地方 ，大多是在製作

頭與身體的穿差等問題得去修正。而冰山美人則是衣服修改了許

前就取得共識。也因為是機上安全影片 ，所以要如何將忠實的將

多次 ，畢竟不想跟現有流行的動畫角色太過相近 ，所以我們修改

飛航安全知識巧妙融入劇情中 ，後製監製鳳怡提到 :「 星宇航空

設計 ，讓她看起來更有冰山美人的氣質。

一開始有提供實際的機上安全道具 ，讓我們拍照丈量尺寸。所以
夢想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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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電視廣告、圖像設計與
技術研發。
www.moonshin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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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都是按實體的大小與比例去做 ，畢竟在剛開始的製作說明時

除了主要角色外 ，《Star Wonderers 星探者》也出現許多奇特

就有表示 ，飛機上的安全物件勢必要真實 ，因為這攸關到飛機上

的乘客配角 ，加強了動畫世界觀的獨特性。其中 ，由夢想主導的

的安全問題 ，無法太天馬行空的創作。」然而在世界觀的部分 ，

幾個乘客配角 ，皆是參考了身邊的同仁做發想。鳳怡解釋 :「 經

星宇給予製作團隊很大的自由度 ，允許很多有趣 、怪異的想法 ，

過無數會議討論 ，主要角色都創作完成後 ，有一天導演在開會

並給予充足的時間去製作。

時說 ，可以把『我們』放進這個動畫裡 ，他觀察了幾位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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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的創意團隊
匠心打造品牌動態視覺體驗
「我們不是動畫公司 ，也不是設計公司 、更不是一間廣告公司。」劉導在訪談開始前給出了這番定義 ，「本來我們是做影片的 ，
在和客戶溝通的過程中 ，他們逐漸給出不同層面的需求 ，於是我們開始積極去學習 、去了解品牌端的整體思路。」站在客戶的角
度 ，Bito 擅於剖析不同品牌的核心價值與特質 ，進而匹配適合的動態。在這篇文章中 ，我們將帶你一探 Bito 創造動態體驗的神
祕心法！
文: 周雨萱 | 圖: Bito | 攝影: 林廷勳

ASUS ProArt 品牌形象影片

為客戶找出最佳解決方案

什麼呢？劉導說明 ，「我們通常在影像開始製作前 ，會先進入分

Bito，總能夠抓準眼球再次刷新的節奏 ，「這並沒有什麼魔法 ，

析階段。透過訪查 、調研 ，我們會不斷地分析競爭對手 ，幫助

其實就是像職人一樣去做精密的『算計』；不只是在每一幀影像

「就在客戶上門後 ，我們會化身為『醫生』，透過溝通去了解客

客戶品牌找到市場位置。」他認為這一點也相當重要 ，才能更扎

上的算計 ，重要的是時間軸的掌握。」他舉例 ，好比說是在 10、

Bito 創意總監 / 創辦人

戶正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需要怎麼樣的服務。」劉導表示 ，了

實地進入影像製作的階段 ，運用文本策略及創意設計的分野 ，達

15 秒內掌握確切的斷點 ，也能夠讓影像感染的情緒再次醞釀 ，

劉耕名導演曾於紐約以藝術指導身份旅

解這些資訊後 ，團隊會進一步濃縮成概念與訊息 ，進一步交給品

到中間的匯集點 ，對於 Bito 團隊從來都不是一套固定的流程 ，

讓觀眾感受每一幀恰好匹配頓點的視聽饗宴。

牌部門進行調研 ，並提給客戶 Moodboard、Styleframe，根據

「有時候視覺會先出來 ，有時候則是核心先出來 ，我們接著才去

劉耕名

居 9 年，返台後成立 Bito。在他領軍之
下，團隊勇奪兩座 ADC 大獎。他擅長賦
予設計強烈明快的風格和極富魅力的動態

不同的案子定調出不同的專案流程。「對我來說 ，影片的表現手

表演，並持續尋求能打動未來世代的溝通

法是在最外圍的東西 ，以整個品牌策略來說 ，我們關注的是如何

途徑。現帶領 Bito 團隊為企業提供品牌
視覺形象重塑、廣告行銷專案規劃、大型
獎項視覺統籌等服務。作品多元橫跨不同
產業，服務客戶群包含迪士尼、賓士、台
灣高鐵、OPPO、GOGORO、聯發科、
Freitag等知名企業。

Bito
集結導演、設計師、藝術家、插畫師、動
畫師、廣告文案等各領域專業人才所組
成的影像設計團隊。2012 在臺北成立總
部，將精準的動態影像設計引進臺灣，是
亞洲 Motion Design 的重要推手。他們深
信影像設計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透過跨
界衝撞與交流，激盪出當代最具特色的影
像風格。

bito.tv

34 InCG Mar-May 2020

「過往我們面對的客戶 ，都是比較難接受混合風格的。」劉導談

想像畫面。」

到先前為華碩所做的 ProArt

幫助客戶定義出品牌核心。」帶領整個團隊不斷為品牌打造視覺

運用流動的動態 ，Bito 創造

影響力的劉導 ，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培養出對於品牌的認知 ，

出的是觀眾的共鳴與體驗。劉導

例如問對好問題 、了解客戶真正的需求 ，都是在設計前的重要一

幽幽地說著 ，「我覺得我們是一

環。然而 ，劉導接下來的一席話更讓人出乎意料 ，「我們的作品

間很『浪漫』的公司 ，更多是感

從來都不剪導演版 ，因為賣不過客戶就是你失敗。」他看重的 ，

性的訴求 ，希望創造出可以讓人

為做創意的人不應該受限 ，

是廣泛傾聽不同客戶的聲音 ，「因為對品牌而言 ，設計不是表現

們感動的點。」透過旗下設計師

所以主要訴求就是打到每個

我們的風格 ，而應該要幫品牌釐清 ，該對他的客戶表達些什麼？」

打造的律動 ，而非專注在畫面的好看本身 ，讓影像中的每個流動

職業所需的關鍵核心。」從平面設計師注重的精準顏色 、建築師

都有記憶點；每一格停下來的畫面 ，美是基本 ，但是過程的每一

需要的運作穩定 、動畫師必備的強大算圖 、程式設計師看重的順

個節拍卻會讓感覺大有不同 ，「我們花了很多心力在剪接上 、設

暢切換 ，以及剪輯師注重的複雜處理 ，一一精準打到不同受眾。

計流動的感覺 ，從快到慢之間的停頓 ，所創造出的情緒 ，是很

而這樣的思考 ，劉導也分享 ，先前為家電品牌大同公司打造的

有感的品牌設計，不是美就夠了
對於歷年來的團隊演進 ，劉導也步步帶領團隊從傳統的影片製

系列產品形象影片 ，有別

我們不會定義自己是什麼公司，
而是一支創造動態體驗的團隊。

難被模板取代的。」

作 ，到現今的品牌動態顧問業務範疇。「我們不是傳統的品牌顧
問 ，而是用視覺的角度出發 ，解決品牌本身的問題。」跳脫傳統
的廣告製作過程 ，有別於原本廣告代理商 、製作公司 、後期公司

以往 ，刻意不將產品外觀放
入影片中 ，而是運用 Logo
「玩」出五種不同視覺。「因

「一百週年慶特展」形象影片 ，也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同
作為一個百年企業 ，有些元素已經有些『古老』，所以我們就幫

大膽嘗試視覺、巧妙結合情緒

助他們萃取出好的 DNA，重新詮釋一個新的大同。」由品牌部門
著手進行調查 ，才發現年輕一代對於這個老字號品牌的認識度不

間的關係 ，Bito 要帶給品牌的是整合式的解決方案 ，「如果不了

劉導深知 ，在這個注意力缺乏的時代 ，最關鍵的就是在稍縱即

高 ，「所以我們思考的 ，是如何將整個世代框起來 ，並賦予經典

解彼此的製作流程 ，中間容易會造成許多資訊落差。」Bito 的團

逝的時間內抓住觀眾眼球。他認為 ，太過於流暢 、過於漂亮的東

台灣品牌新的生命。」搭配時下最流行的嘻哈曲風 ，融入說唱 、

隊大致上分為 Design 和 Brand 部門 ，這樣劃分的背後思考又是

西 ，讓人往往看了也不一定能夠記憶深刻。擅於混合多元媒材的

設計界的創意梗 ，成功用動態玩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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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業到公部門
為品牌形象注入設計活力
你是否驚艷於近幾年的國慶主視覺動畫 ，或是蔡英文總統
的競選動畫 ，那你一定要認識幕後操刀的動態設計公司二棲
設計。擅長各種風格的他們 ，有許多與政府公部門的合作經
驗。我們邀請到二棲設計的創辦人林呈軒 ，來聊聊當中你所
不知道的品牌合作眉角。
文: 謝家瑋 | 圖: 二棲設計

Pinkoi 品牌形象影片
行政院｜租屋補助政宣

影片做得好，部會口碑逗相報

例 :「 原本的『租屋補助政宣』完整版影片是有院長的角色 ，後

受眾策略定成敗

來行政院希望剪掉這些片段。我們也好奇做這樣改動的原因是什
二棲設計參與過許多公部門的動畫製作案。林呈軒說 :「 行政院

不論是承接一般企業或公部門的專案 ，還是了解客戶想溝通的

麼 ，才知道因為當時正逢選舉期間 ，不希望被民眾誤認為在宣傳

的政宣系列動畫 ，就是靠部會之間介紹 ，才把我們搭上線 ，當

對象是誰 ，都是二棲設計首要釐清的問題。呈軒說 :「 像是行政

院長 ，希望回歸政策面。」呈軒認為 ，雖然那是蠻有趣的梗 ，但
畢竟選舉前大家比較敏感 ，確實也是正確的考量。

林呈軒

時先做了『行政院｜社會公平政宣』動畫 ，效果很好 ，造成不錯

院 、總統府這類型的政府機關 ，有一個共同特色是 ，須面對廣

二棲設計創辦人、導演

的迴響 ，後續才做了其它兩支動畫成為一個系列。」透過作品產

大的群眾 ，特別是行政院溝通的

除二棲設計本身業務以外，同時也投身學

生的好口碑 ，以及與公家單位合作的經驗 ，讓二棲設計的名字不

對象又更沒有分什麼階級 ，基本

系、長庚大學等多所設計院校演講與授課，

斷在部會間被推薦。「對公務人員來說 ，每次接觸新的廠商都是

上就是所有年齡層或族群；但在

並於 Yotta 線上教育平台教授動態設計，創

新的習慣 ，因為有這些成功案例的證明 ，讓我們更容易被加分。」

企業服務時 ，受眾就會很明顯

客戶相信你可以做到這件事就是一個

討論和精算 ，在面對製作時

了。例如我們為 Pinkoi 做的 CF

蠻大的挑戰。

程的安排 ，二棲設計自然得

界，致力於推廣產學交流，並在台科大設計

下近 1,700人 購課佳績，衷心期盼為設計
教育帶來更好的未來。

二棲設計向來與客戶的合作基礎都是建立在溝通與信任之上 ，
這也影響著後面的提案與策略制定。「我希望客戶來找我們做東

說服客戶，建立信任的過程，並且讓

或是桌遊的募資 ，就有明確的溝

事宜往往得經過許多部會的

想出一種有彈性 、修改調整

通對象。」

西是因為看過 、喜歡我們的作品 ，並且在互信的狀態中 ，產生更

面對政策決定這類型重大

的做法。呈軒說明 :「 經過之
前的合作經驗 ，我們對行政院也更加了解 ，因為政策需要精算和

好的化學效應。」還有一點就是無設限的風格與特色。二棲設計

也因此 ，在操作公部門相關的議題上 ，二棲設計就得格外謹

細節討論的關係 ，可能會有字卡修改的需求。我們就在想能否用

的作品不太算是有很特定的表現型式或風格 ，所掌握的原則是客

慎。「在思考受眾和成效時 ，因為行政機關面對的族群非常龐

某種形式 ，既能夠更換字卡又能以輕鬆客觀的方式來詮釋。」如

二棲設計

戶需要展現哪樣的風格 ，二棲設計就盡力去做最好的發揮。呈軒

大 ，群眾和處理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到目的與策略 ，雖然能帶來

此一來 ，可以更好地說服客戶 ，製作上又保有彈性。「政宣內的

專注於品牌、視覺、包裝、動態、影像等

表示 ，「像行政院這系列的『像素』動畫就是以往較少的嘗試 ，

高曝光率 ，但相對來說如果搞砸了也會很可怕。」

資訊與修文都很細瑣 ，而且行政院很在意用字的準確性。要勾起

設計及廣告製作上，提供從平面到動態設
計的視覺完整服務，同時致力推廣與耕耘
設計與動態兩大領域。參與過諸多知名專
案，如 29 屆金曲獎、臺北設計獎、2017
世大運等。

27design.tv

也因為客戶的信任 ，我們能夠在需求中用更有趣的方式來解決問
題。即便是沒嘗試過的風格也不會去避免。不會因為過往做過什

觀眾的興趣 ，又得在短時間內閱讀完所有資訊是很兩難的。因此

瞭解需求，用遊戲的框架來解決問題

麼風格 ，以後也就只做相同風格的東西。」

式 ，讓觀眾產生興趣 ，進而注意到裡面的資訊。」呈軒認為 ，比
回憶與行政院合作的專案時 ，過程中也經過多次地來回溝通 ，
但回到最終的核心問題 ，客戶在意的需求到底是什麼。呈軒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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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出用『遊戲』做為框架 ，藉由闖關 、得分這樣重覆的形
起一股腦把資訊塞到民眾的腦袋裡 ，讓觀眾主動去了解政策反而
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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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像素遊戲風格吸引年輕族群目光

政宣廣告的製作挑戰

創意的發想過程是環環相扣的 ，以遊戲風格為框架除了讓製作

談到這系列的製作挑戰 ，呈軒笑著說 :「 我覺得就像是托幼那

時更有彈性 ，也期望讓政宣內容更能打入年輕族群的內心。呈軒

支動畫一樣有著長長的關卡得面對。」這系列的政宣廣告 ，對行

表示 ，當時接到要做「轉型正義」主題時 ，讓團隊傷透腦筋 ，一

政院來說其實也是新的嘗試 ，客戶也有著各種擔心和疑問。「我

方面也是看到其它做過類似主題的動畫公司 ，影片下方的留言也

認為這是一種雙向的溝通。原本行政院擔心用遊戲的方式來致

是風雨不斷。二棲設計思考怎麼用不同的詮釋方式去避開這些敏

敬 ，會不會讓觀眾無法聯想到行政院。也經過這個提點 ，我們

感地帶。「我想二 、三十歲這一輩人普遍對 228 當時的情況沒那

就想說乾脆把行政院建築物放在關卡後面 ，有點像是小彩蛋的點

麼清楚 ，為了讓民眾理解政府有在處理轉型正義 ，藉著向經典遊

綴。」除此之外 ，面對這些社會政策議題本來就會被放大檢視。

戲致敬的手法 ，讓大家更好吸收消化。」

呈軒也坦誠 ，做完《社會公平政宣》動畫後 ，遲遲不敢把它公布
在社群平台上。「我一直到後面看到風向好像還可以 ，才放心的

由於第一支廣告推出後的效果不錯 ，客戶覺得「像素遊戲」的
效果很好 ，也預期要推出第二支 、第三支變成一系列作品。「在

把成品放到臉書上。即便還是有人覺得這麼嚴肅的議題怎麼可以
用遊戲來呈現 ，但整體獲得的回饋還是好的。」

進行之前 ，我先提醒客戶如果想要發展成一系列動畫的話 ，那就

行政院｜社會公平政宣

要推出與中 、年輕人較相關的政策 ，才會將讓這種題材發揮最大

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有時候公部門考量的點不太一樣。呈軒

效益。」因此 ，接下來的《租屋補助政宣》、《育兒補助政宣》，

同樣以托幼動畫為例 ，「當時對方希望角色跳起來在撞磚塊的時

就都是比較偏向年輕族群關注的議題。

候 ，文字不要從磚塊上彈出來而是在背景整個滿版。但如此一來
就失去向『超級瑪利歐兄弟』遊戲致敬的設計。」團隊後來找了
許多參考素材給客戶看 ，讓他們了解到必須在這個「框架」內 ，
才可以勾起要投放族群的意識。「客戶其實希望讓文字能看得更
清楚 ，而我們在有限的範圍內 ，試著讓字放大 、延長停留時間或
加上閃爍效果。用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不論是議題詮釋的
難度 ，還是政策資訊量的多寡 ，呈軒認為正是這些充滿挑戰的需
求 ，讓解決問題的創意表現手法得以延伸應用。

藉著對雷電、俄羅斯方塊和瑪利歐兄弟遊戲的致敬，吸引觀眾目光，進而帶動他們對
政策的注意力，比起將資訊硬塞給他們來得更有效率。

呈軒表示，《育兒補助政宣》是該系列影片中有最多政策要說明的，大概有十幾項。如果用以往的形式來做會讓節奏太過拖沓。為了讓節奏更加順暢，
二棲設計透過「關卡」的方式讓觀眾期待角色闖關，藉此增加觀眾的對影片的耐心。「關卡還有另一層面的意義，就是告訴觀眾當補助領完也就是破
關時刻，間接告訴他們政府是幫你一起養兒育女，不需獨自去面對這些困難。」

行政院｜育兒補助政宣

42 InCG Mar-May 2020

43

60 InCG Mar-May 2020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