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case
Donald Duck Found
a Treasure
2020
使用軟體 ZBrush, XGen, Substance Painter,
3ds Max, Corona Renderer
完成年份

製作這個專案最大的挑戰是唐老鴨毛髮的梳理，起

The King Is Back Mickey Mouse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0
ZBrush, XGen, 3ds Max, Substance
Painter, Corona Renderer

這個專案中的製作挑戰主要是決定如何製作米老鼠
的紋理貼圖。我當時的疑慮是該為米老鼠的臉部製作

初我用羽毛做了一些測試，但是看起來很奇怪。所以

不同毛髮貼圖，或是採用擬真的皮膚材質為主。最後，

我決定採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並且用毛髮的方式來製

我決定採用擬真皮膚材質的方式製作。這時候又產生

作唐老鴨的毛，花了幾天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的毛髮梳

另一個疑慮了，是要做得更接近老鼠的皮膚，還是更

理，最終並成功用毛髮而非用羽毛的方式來完成。而

接近人類的呢？在

另一個挑戰是毛髮的紋理貼圖，因為我是在 XGen 中

經過一些測試

建立好毛髮，並且匯入到 3ds Max 中用 Corona 渲

後，我決定

染器，也因此，我無法在毛髮創作階段製作貼圖，但

採用偏向人

XGen 的 好 處 是 比 起 其 它 毛

類的皮膚材

髮外掛是有更好的控制，透

質，並打破

過 Corona 可 以 獲 得 非 常 快

一些規則。除

的渲染速度。

此之外，在專案
製作的過程中我

製作這個作品所獲得的經驗

也很擔心最終效果

是，如何讓毛髮在 3ds Max 看起

會很可怕，因為讓人類

來更好而不依靠任何的貼圖。此外，

的皮膚搭配上灰色的老鼠

我也讓自己如何製作出「擬真」、「微細節」的

毛髮可能看起來不是那麼漂

內容技術更好了，而非使用 Texturing XYZ 網站

亮。好在最後的結果對我來說

等現成素材。透過手做的細節讓我更能隨心所

是完美的，我非常滿意。

欲地知道如何做出好的細節。
在製作過程中，我學到如

Gal Yosef
CG 創意總監
www.artstation.com/galyosef

何引導並創造出更好的藝術，
主要是如何把代表性的卡通人
物變成 3D 風格角色。同時在製
作像老鼠這種比較容易有爭議的動
物，能夠做出更好的決定。當中學到
最重要的經驗是「完全打破規則」，在創
造一個真實，甚至是華特迪士尼風格的美
術，或做出一個所謂代表性角色，並讓他
維持比較真實的材質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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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ase
Virtual Beauty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19
Cinema 4D, After Eﬀects,
Marvelous Designer,
Substance Painter

Pink Girl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0
ZBrush, 3ds Max, Topogun,
Substance Painter,
Photoshop, Marmoset

這個作品的創作概念是展示在未來，人

這 個 原 創 作 品 是 由 Jia Cai（www.

們會如何化妝。我想像在那個年代中，當

artstation.com/jiacai） 所 繪 製 的《The

每個人都可以將想法「虛擬」呈現在身體

end of the wasteland》的 2D 角色。我以

上，那「化妝」的行為會變成如何呢？藉

該設計圖為依據重製出 3D 版的角色。我想

著加入一些 3D 軟體獨特的元素作為化妝品

傳達出一位性格開朗的女孩，因此重新命名

的設計，也強化了這名角色是虛擬存在的

為《Pink Girl》。所有雕刻都是在 ZBrush

事實。我認為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構圖，

中完成的，武器和書包之類等道具則是使用

因為攝影機位於主角的背後，並且聚焦在

3ds Max 建模的。頭髮則是用 Plane 加貼

於反射的鏡子上，所以很難控制要在畫面

圖所完成的。貼圖方面則使用了 Substance

中放入哪些元素。目前這只是個靜態圖，

Painter 與 Photoshop 來 表 現 整 體 效 果。

我接下來也正在學習關於骨架綁定的技術，

製作中最大的挑戰是在頭髮和造型毛帽。我

並打算以她為主角做出動畫。

嘗試用類似的貼圖來呈現出頭髮柔順與毛皮
粗糙的質感。所以得不斷地修正貼圖來讓兩

Kengo Ito
3D 藝術家
twitter.com/kengoito1110

者有所區隔。
在製作過程中，我也是首次使用 ZbrushInflat 工具。我用它做手環和帽 T 的束帶。
效果蠻好的。之後應該會經常使用這個工
具。另外，我也學到搭配不同造型的頭髮貼
圖，才能做出更自然的頭髮外觀。

Da-eun Kim
3D 藝術家
www.artstation.com/daeun_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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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探討

2020 CG 產業職務
與斜槓興趣大調查

現職工作與自我技能提升
Q4

59.1 %

你的工作所屬產業是？

動畫、影視特效產業

2020 年全球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 ，「居家抗疫」讓了自宅數位娛樂的內容需求大幅提升。而做出好的內容

16.3 %

更是得倚靠每位 CG 人的熱情與創意。因此 ，透過這份產業大調查 ，讓你一窺目前台灣 CG 產業的職務佔
比 ，以及兼顧本業之外 ，工作者們還想精進或發展哪些技能呢？

建築、景觀、室內設計產業

調查方法: surveycake 網路問卷 | 調查時間: 2020年4月17日至2020年5月11日 | 調查對象: CG產業從業人員 | 有效填答人數: 504人

24.5 %

受訪者性別年齡組成及職位屬性

遊戲開發產業

Q1

Q2

你的性別？

你的年齡？

動畫、影視特效產業

23.5 %
22-25 歲

9.3 %

36-40歲

38.4 %
女性

17.8 %
26-30歲

10.5 %

Q5

14.6 %
31-35歲

41-45歲

61.5 %
男性

Q3

你的職位屬性？

7.3 %

46-50歲

受薪階級

就學中

公司創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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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31.2 %
29.2 %
3D 建模

7.5 %

14.8 %

期望自我精進哪些技術力？

35.5 %

3D 場景設計

腳本設計

51歲以上

18.4 %
18.4 %

自由接案

中、高階主管

9.5 %

21歲以下

Q6

你的工作職掌範圍？

概念設計

25.9 %

（角色、場景、道具）

26.3 %
合成師

35.5 %

角色概念設計

24.2 %
角色動畫

42.4 %

41.3 %
角色動畫製作

41 %
合成特效

37.8 %

接案、專案管理

38.1 %
特效模擬

40.3 %

故事創意發想

38.4 %

分鏡、腳本繪製

專案管理 23% / 導演、製作人 22.2% / 動態影像設計 19.7% / 3D 場景設計 19.3% / 材

AR、VR互動內容開發 29% / 貼圖材質製作 28% / 燈光渲染 27.7% / 擬真角色建模

質設計 18.9% / 燈光渲染 15.6% / 特效模擬 13.1% / 其他 11.9% (影片剪輯後製、美術

23.6% / 數位繪景 22.3% / 道具、物件設計 19.8% / 攝影機追蹤 19.5% / 卡通角色建模

設計、平面設計、包裝設計) / 骨架綁定 11.1% / 攝影師

10.2% / 動態預覽拍攝 9.8%

19.2% / 風格設計 18.9% / 骨架設計 17.6% / 創意剪輯 16.7% / IP 行銷 14.8% / 動態

/ 流程設計 6.9% / 攝影機定位追蹤設計 6.9% / 繪景師 5.3% / IP行銷、授權 4.5% / 描

預覽拍攝流程 14.5% / 其他 1.8% (美術繪製、3D 動畫師、程式語言、實驗動畫、平面

邊師 4.1%

設計、Procedural 數位工具、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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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近年最夯的
斜槓四大領域

線上課程

自網路興起以來 ，國內外許多創作者開始用

Podcast「播客」

「Podcast」一詞是「iPod」和「Broadcast」組成 ，

簡單來說就是上傳音頻節目至網路 、行動裝置或聲音
串流網站 ，方便使用者收聽。和 YouTube 這類新興
自媒體相同 ，強調個人化 、知識型 、娛樂性的節目。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 ，許多產業逐漸面臨轉型 ，進而帶動一波新興職業的崛起。面對時
代變動 ，有人選擇直接轉職 ，但更多人選擇發展第二專長 ，開始他們的「斜槓人生」。跟著
映 CG 的腳步 ，一起了解現今最夯的「斜槓四大領域」。

根據 TechCrunch 的報導 ，2019 年全美已有超過 70
萬個節目以及 2900 萬集 ，比 2018 年多出 27%。另外
Search Engine Journal 做的調查 ，2019 年 Podcast
廣告收入已達到 6 億 7800 萬美元 ，預計在 2021 可達
到 10 億。而台灣的狀況 ，根據 2019 年路透社年報 ，

文: 葉致廷

每月 Podcast 收聽率為 38%，以 Apple 及 Spotify 為
主 ，近期 SoundOn 推出許多自製節目 ，這三者則為
台灣最大的 Podcast 收聽平台。
目前台灣以 CG 產業為主的 Podcast 節目偏少 ，映
CG 媒體也以兩個自製節目投入 ，分別是以業界人士

文字 、影音 、直播的方式教學 ，解決知識傳遞
的空間限制與成本 ，也讓線上教育或知識問答
的網站興起。而隨著 2019 年新冠病毒開始在
全球擴散 ，線上教育也被越來越多人關注 ，根
據國內媒體報導 ，在疫情爆發後 ，台灣線上教
育平台用戶數成長 1.5 至 3 倍左右 ，可見教育
市場正逐漸轉變中。
在 CG 產業中 ，也有不少藝術家投入線上教
育行業 ，而大家選擇的平台與方法也不同 ，
有些人經營 YouTube 頻道 ，以廣告分潤方式
營利；也有人在 Gumroad 商店販賣簡單的教
學；有人則與專業線上教育平台合作 ，推出主
題 、系統性的課程 ，例如陳柏尹 、小深藍等
台灣知名動畫創作者。也有人直接開辦設計學
院 ，如六指淵。不論是用什麼方式 ，投入線上
教育已儼然成為許多產業人士的斜槓首選。

分享創作生活的「CG 鬧什麼： Now What？」以及以

資料參考來源:

學生畢業作品為主的「發車啦！畢製老司機」。國外動

陳建仁也來開課！Hahow 憑什麼讓企業大咖排隊拜師？／江星翰

畫產業相關的 Podcast 內容則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

不趁疫情大撈一筆 TutorABC 為何還出手救活競爭者？／王一芝

與國外動畫產業人士對談 ，分享產業趨勢或創作大小
事 ，例如 Bancroft Brothers、RubberOnion。另一種
則是做動畫評論 ，像是 Animation Addicts Podcast。

YouTube

資料參考來源: 從收看、收聽到支付，娛樂產業的下一世代／施雅庭

根據國外數據網站 similarweb 報導 ，截至 2020 年 5 月 ，

YouTube 被評為全球流量第二大的網站 ，每天平均有 11 億次流
量 ，每月流量也持續遞增中。YouTube 的崛起 ，不僅成功帶領
自媒體的浪潮 ，產生一批新興網路創作者 YouTuber，也因官方
規劃出與創作者分潤的營利模式 ，讓 YouTuber 就此成為一項可
發展的職業模式。根據 2019 年一項日本研究調查 ，高中生夢想

TheBoxOfficeArtist，也有人用動畫傳達議題導向的 ，像是 Una

職業排行第一就是 YouTuber。

Who、Kurzgesagt – In a Nutshell。第三種則是以虛擬偶像的

區塊鏈

自比特幣於 2008 年開始在全球掀起一波虛擬貨幣風潮後 ，

的報導 ，日本區塊鏈公司 Mindol 正在開發一個名為 Emindol 平

方式呈現 ，簡稱 VTuber，主要範圍是以日本為核心 ，擴散至其

「區塊鏈」的技術就開始備受關注 ，主要概念是藉由密碼學串

台。並運用區塊鏈技術 ，讓用戶能藉由平台上的虛擬貨幣 ，管

在電腦繪圖產業中 ，也有不少創作者開始經營 YouTube 頻

他亞洲國家。還有一種與動畫相關的內容類型 ，但頻道經營者不

接 ，保護串連的文字記錄 ，有去中心化 ( 共享性 ) 和不可竄改性

理 、投資各種娛樂項目 ，包含電影 、動畫 、漫畫 、虛擬偶像等。

道 ，大抵上可分為四種內容類型 ，一種是以動畫方式去訴說

一定是專業的動畫師或業界創作者 ，更偏向是「動畫評論」。大

等特色。雖然大部分對「區塊鏈」的關注主要是在金融 、科技

平台上不只提供結帳 、捐贈 、投票 、票卷管理及版權管理功能 ，

日常生活或是充滿想像力的有趣故事 ，絕大部分是從圖文創

多都是由動漫愛好者成立 ，盤點動畫影集的好壞 ，在動漫產業興

應用上 ，看似與動畫影視產業無關 ，但仍有不少創作者或技術

還能讓粉絲查看商品或參與內容創作 ，以行動支持日本創意產

作起家 ，像是 TheOdd1sOut、洋蔥 ，也有以特效為主的 ，

盛的日本 ，這類 YouTube 頻道特別多 ，如 Gigguk。

愛好者 ，醉心於區塊鏈的技術 ，並以此為主題創作。例如入圍

業。區塊鏈雖艱澀 ，但正一步步影響 CG 產業 ，也難怪不少熱

如 Zach King。第二種是以教學 、知識性內容為主 ，大多是在

第 56 屆金馬新導演的徐嘉凱 ，就以「區塊鏈」為命題 ，製作成

愛新知的藝術家 ，投入該領域中。

產業已久的動畫師教授軟體 、創作小技巧等相關內容 ，例如

電影《聖人大盜》。

資料參考來源: 2019 國中生最想當 Youtuber！電競選手、遊戲製作人緊追在後／MrSun

資料參考來源: 區塊鏈 X 動漫文化 文化業者更自由創作／香港 01

另外 ，區塊鏈技術也能推廣文化娛樂產業 ，根據香港 01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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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業到跨界的斜槓術

我鼓勵大家多分享，畢竟每個人經驗與觀
點不同，這樣才能促成不同想法的碰撞，
而且分享的風氣也會對產業有正向幫助。

施展「解決問題」魔法
成為 MG 界無可取代的鄧不利多
文: 葉致廷 | 圖: 林思翰

「如果真的要斜槓 ，一定要有明確的方向」提到斜槓 ，思翰口氣堅定 ，與他原本給人幽默 、爽朗的一面不同。在此次訪問
中 ，風趣又認真的他 ，以生動活潑地口吻與我們分享他橫跨不同領域的經驗 ，從動畫創作 、活動舉辦 、到線上課程 、線下講
座的老師 ，言談中散發著獨特的魅力 ，是從其他創作者身上看不到的。透過訪談 ，我們將帶你進入林思翰的斜槓世界 ，一窺
他如何施展「解決問題」魔法 ，去改變產業 、影響社會！

於動態設計領域深耕多年，目前在谷汩文化 Group.G 擔任動畫導演，為 Nike、
Samsung、迪士尼、保時捷、新光三越等客戶製作動畫與視覺，也曾受邀到 Adobe 與

一直以來對動畫 、設計有興趣的思翰 ，大學時期選擇就讀

Apple 擔任講師，甚至發起 TGIF 國際設計交流年會，擅長整合設計、教育、活動等多

相關科系 ，朝向創作的目標發展。當時 Motion Graphics 這個

個領域，期望用設計溝通推動社會進步。

詞 ，正在台灣萌芽 ，並在眾多業界前輩的推廣下開始盛行 ，

也發現更多動畫無法解決的問題 ，進而跨向整合其他領域。」

思翰因為畢展 MG 形象影片無意間搭上這股潮流 ，畢業後進入
Bito 工作 ，開啟了創作之路。

林
思
翰

跨向專業的演講者，打造更好的聆聽體驗

www.groupg.org
身分改變，啟發斜槓之路

畢業後隔一年 ，思翰就被母校邀請 ，擔任 Motion Graphics
工作營講師 ，之後也在大大小小的演講中持續分享。關於演講

經過一年多的磨練 ，林思翰選擇離開 Bito，轉為自由接案 ，

是否有門檻 ，思翰認為不一定要非常厲害的資深前輩才能演

期間完成桃園航空城等專案 ，也在過程中萌生成立公司的想

講 ，以他自己為例 ，工作一年多的經驗對學弟妹來說更貼近需

法 ，最終與朋友一起成立新團隊。但真的開始創業後 ，挑戰才

求 ，不同的觀點帶來不同的交流 ，就算工作經驗少 ，也能帶給

開始。創業前 ，思翰曾向許多公司老闆與前輩討教 ，他們都提

其他人有價值的分享內容。

到 :「要有面對萬難的心理準備。」如果只是想賺錢或過上輕鬆
的生活 ，那創業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畢竟創業過程的艱難會

演講結束後 ，他都會根據觀眾問卷的建議 ，去改進簡報內

消耗大量精神 ，除非是對工作有足夠熱忱 ，否則會痛苦萬分 ，

容 ，這些年 ，他參與近百場的講座 ，累積許多經驗值 ，也整理

甚至是賠掉原來投入的資金。

出一套完整的「演講百寶箱」，裡面有針對不同客群 ，不同主題
的簡報 ，像是求職技巧或接案秘訣等。在瞭解講座需求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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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在 Bito 的時候 ，在 Finger and Toe 擔任製片與動畫統

從百寶箱中選出符合主題的內容放入簡報 ，客製化的同時並提

籌帶給思翰許多觀念上的轉折 ，思翰解釋 :「 以前當動畫師的時

高效率。另外在 QA 階段 ，百寶箱也能發揮功用 ，解決幾乎所

候 ，只需要在乎動畫的美感 ，而成為管理者後 ，創作上需要理

有常見問題。思翰不斷優化演講細節 ，無非就是想帶給大家最

解客戶核心理念 、觀察市場上的行銷案例 ，考量的面向變多 ，

好的體驗 ，這也讓他成為業界令人景仰的演講者。

23

CG 人的斜槓人生

R e l a x ~
時 ，我會利用「引導語」帶領個案進入放鬆的狀態。例如：「你會感受到一道
光 ，光從你的頭頂開始 ，照耀著你身體的哪些部位…」；或是「我要邀請你 ，

CG 人的斜槓人生

想像面前有一杯最喜歡的咖啡 ，去感受它的香味…」這些過程都是在幫助個案
進入放鬆與專注的狀態。因為催眠會讓雙方處在一種高度專注的狀態 ，所以結
束後有些人會覺得肚子餓是常有的。

The Slash life of CG Artist

一開始是怎麼做練習？
開始發現它對創作者是有幫助的 ，可以協助畫家與自身的情緒相處。人其實

看完 3 位 CG 藝術家從專業轉為斜槓的旅程後 ，是不是還覺得意猶未盡

L e t � s

S l a s h

有一條情緒界線 ，當超過那條線 ，就可能是所謂的「失常」，情緒本身是非常

呢？本篇特別邀訪 7 位 CG 人 ，淺談當時跨進不同領域的初衷 ，深入探討該

有力量的 ，這股力量很常是藝術家創作的動力 ，或者是產出卓越作品的泉源；

領域不為人知的一面 ，並給讀者一些邁向斜槓的建議。跟著映 CG 的腳步 ，

但如果一不小心越線了 ，可能就會陷入情緒的洪流中 ，當我們把敏銳的注意

一同暢遊這 7 位受訪者的斜槓人生吧！

力完全放在情緒上時 ，有時會陷入這股巨大的情緒無法自拔 ，甚至和生活脫
鉤 ，這時就可產生像憂鬱或種種狀況。所以 ，我會以催眠的方式 ，讓處於失

文: 映CG 編輯部 | 插畫: 王紫霖

百羚與概念設
計師 Kai Ng 在
2012 年共同創立
LiKStudios。熟稔
美術和設計領域，並
且有豐富的遊戲、故
事企劃經驗。並以 LiK:

www.likstudios.com

剛開始在做催眠練習時 ，我會邀請熟識的畫家作為練習對象 ，過程中 ，我

MeetUp 舉辦過超過
40 場以上以藝術創作者
為導向的講堂活動。

衡情況下的情緒重新與生活接軌 ，不被單一種情緒給綁架。

有印象深刻的案例嗎？
最初學習催眠心療的契機是什麼呢？

之前有位美術創作者來找我 ，他覺得自己進入一種疲乏期 ，對創作的感受 、
動力都消失了 ，他想試試看催眠是否能帶來什麼幫助。當時我就慢慢引導他去

在 Lik Studio 中 ，我的工作是偏向與人溝通 ，從客戶 、畫家甚至是舉辦活

重新感受 ，讓他看見小時候在牆上畫畫的自己 ，那種即便被大人罵也想要繼

動。在與藝術創作者的相處過程中 ，常常會感受他們在「情緒」上是非常豐富

續畫的堅持 ，想起「單純因為畫畫而開心」的心情 ，去感受最初學會電繪時

澎湃的 ，這對創作者來說是一種動力 ，而且擁有敏銳的感受 ，也是一位藝術

的驚喜。在催眠過後 ，當下的他覺得非常感動 ，他回想起「為創作而創作」

創作者的必要條件。但敏銳的感受也時常觸發不同情緒的呈現。在與畫家溝通

的感覺。我們都很常因為工作或生活經濟上的需要 ，忘卻最初的熱情。透過催

的過程中 ，我發現自己需要一點專業的支持 ，因為「聊」這件事是有力量的 ，

眠 ，讓他想起對畫畫的熱忱 ，不管是不是面對工作 ，都可以去享受把腦海中

從說話的內容到用詞 ，都有可能影響到對方。

畫面具現出來的喜悅 ，而不再只是一種被迫處理交辦事情的無奈。這種情況其
實很常出現在創作者身上 ，周遭給予的掌聲 ，可能是動力 ，但也可能是更大

因為我以前就有接觸與自我療癒相關的課程 ，只是當時沒有更進一步的研

的壓力 ，就像一把雙面刃。有些情況是創作者到後來 ，如果作品沒有獲得鼓

究。後來我學習催眠的老師 - 張貴傑老師 ，本身是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

勵 ，或出現挫折後便開始自我懷疑 ，所以如何找回最初的熱情是很重要的。

究所的教授。他非常注重催眠過程怎麼以聆聽陪伴和支持找出當事人內在的力
量 ，所以當時我對催眠的第一印象 ，其實就是「用字」。催眠非常講究用字 ，

那催眠師和心理諮師又有什麼不同？

在與個案說話的時候 ，每個字都可能對個案的感受產生影響 ，所以用字必須

我覺得兩者在助人的理念上是相近的 ，但有個最重要差別是心理諮商師是要

很慎重。學習催眠 ，正是希望更能知道自己表達了什麼？聽懂別人說了什麼。

去讀心理所 ，然後考取心理諮商師執照 ，所以他們能夠對個案做治療。但不

進入催眠時的狀態是什麼？

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助人 ，回到根本還是得不斷充實專業知識與人生閱歷 ，
且記得「初心」不管在哪個產業都是重要的。

其實催眠有很多種 ，在綜藝節目上看到的叫做舞台催眠。而閉上眼睛 ，坐在
舒服的椅子上 ，慢慢帶你進入催眠的狀態 ，則是古典催眠。催眠最早的起源

對想增加第二專長的朋友，會建議他們該做好哪些準備？

不可考 ，但十七世紀時 ，英國的醫生詹姆士因麻醉藥不足 ，所以在印度實行

理智上我會跟你說找一個能幫助你本業的技能 ，但我真正想說的 ，既然是

以催眠降低疼痛感後再手術 ，讓本來致死率高達 50% 的狀況降低為 5%。後

第二技能 ，找一個你真正想做的 ，即便與本業無關 ，但總會找到相互聯結的

來 ，在一戰時催眠也有效紓解許多士兵因戰爭而起的心理創傷 ，此後 ，催眠

方式。我認為生命裡的經驗是會連貫的 ，所有學過的東西 ，都會在新的經驗

開始被更普及的接受與運用。現在 ，催眠的技巧可運用於心理諮商 、舞台表

顏百羚
概念設計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催眠師

裡變成一種幫助。剛開始我學習催眠時 ，只是為了想要精準用字 ，但現在也

演甚至商業行銷… 等。而我學習的催眠又分成兩種方向 ，一種是古典催眠 ，

發展成能夠與本業產生非常的有趣的聯結。

另一種是在談話之間的清醒催眠。這都是我現在學習與使用的方法。
而催眠是從個案進門的那一秒就開始了 ，怎麼讓他在過程中感到安心放鬆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創造一個舒服的空間讓他感到放鬆。在進入古典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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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Quixel Mixer 鋪出台灣特有人行道地磚

01 申請 Unreal Engine 帳號

01

Mixer 原本是屬於 Quixel 這間專注在製作真實掃描
貼圖的公司。而 Unreal Engine 在去年將它們併購 ，
而 Unreal 也佛心地將 Mixer 在 Beta 的期間以免費的

林廷勳

方式供大家使用 ( 預計一年 ，後續是否會轉收費就不

映CG技術編輯

得而知了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註冊過 Unreal 帳號的
話 ，那就可以直接下載 Mixer 後登入使用嘍！

映 CG 雜 誌 資 深 美 術 編 輯，V-Ray for 3ds
Max 台灣認證講師。擅長建築視覺靜態圖、動
畫製作。

02 Viewport 介紹
我們首先看一下 Viewport 的功能。Mixer 可以檢視

使用軟體
Quixel Mixer、Lumion 10.3

02

PBR 材質球當中的各個圖層。Albedo、Mentalness、
Roughness、AO、Normal map、Displacement、圖
層遮罩。可以按鍵盤的數字鍵切換顯示。D 鍵 ，則可

關於教學
在這次的教學中，將示範如何用 Quixel Mixer
堆疊出常見的人行道地磚，並運用相同技巧可做
出各種無縫貼圖。

以開啟 Displacement 顯示。而 Mixer 也提供幾種基
礎模型讓你在設計不同材質使用 ，平面 、球體 、方塊 、
柱體等等。同時 ，它也有幾種燈光環境讓你檢視材質
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映。在 Viewport 上按住「Shift+ 滑
鼠右鍵」，即可調整光源位置。

在了解 Mixer 的操作前 ，編輯建議可以先了解
Photoshop 圖層混合是如何運作的。因為 Mixer 裡也

03

會大量運用編輯器之間的混合模式 ，來達到你要的效
果。這裡可先掃描 QRcode 閱讀一下 Mixer 對於混合
模式的解釋說明。

03 Mixer 的材質庫
Mixer 除了內建材質庫之外 ，只要註冊為 Unreal 的
會員 ，就可以使用 Megascans 超過一萬種各類別的
掃描材質或物件。只要切換到上方的「Online」分頁
中 ，就可以觀看所有材質 ，點擊材質球就可以下載。

04

下載後儲存到安裝 Mixer 時的路徑底下。

用 Quixel Mixer
鋪出台灣特有人行道地磚
文: 林廷勳 | 圖: 林廷勳 | 素材模型：Epic Games

Quixel Mixer 能夠讓你像是在 Photoshop 畫貼圖一樣 ，利用圖層堆疊的方式 ，搭配 Megascans 上萬種掃描材質 ，可
按需求做出無數種獨一無二的 PBR 材質貼圖。在這篇教學中 ，透過從照片做觀察 ，如何將地磚拆解分析 ，做出你我常見的

04 圖層介紹
Mixer 與 Photoshop 的圖層概念非常像 ，透過圖層
堆疊的順序 ，可以得到材質不同的反應。同時可以調
整圖層的混合模式 (Blend)，來決定該圖層要從上還是
下混合。圖層也可以調整透明度 、增加遮罩。遮罩是
編輯認為 Mixer 如此強大的原因之一 ，這部份待後續
階段再詳細解說。
每種材質都有幾個基本參數可調整 ，調整
Threshold 類似材質的強度 ，Radius 則是範圍 ，也可
以調整 Displacement 的高低值 、貼圖顏色等。

人行道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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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iPhone 變成 Unreal 虛擬攝影機

謝家瑋

映CG技術編輯

遊戲科系畢業，於映 CG 任職技術編輯約五年
時間。喜歡電影、遊戲、動畫，也對實體雕塑與
玩具公仔相當有興趣，擅長 3D 列印，也喜歡鑽
研並實踐當中使用的新科技與技術。

把 iPhone 變成
Unreal 虛擬攝影機
文: 謝家瑋 | 圖: 謝家瑋 | 素材模型: Epic Games

01

首先在 Unreal 以第一人稱遊戲視角 ，建立一個新
的專案。本教學以「Scifi Hallway」做為示範場景 ，
讀者們也可以在 Epic Games Laucher 中的市集頁
籤中找到其它免費場景當作練習。首先在 Unreal 以
第一人稱遊戲視角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本教學以
「Scifi Hallway」做為示範場景 ，讀者們也可以在 Epic
Games Laucher 中的市集頁籤中找到其它免費場景當

近年來 Unreal 遊戲引擎以出色的即時渲染效果 ，紛紛受到各行業領域的重視與應

作練習。

用 ，像是電影 、遊戲 、動畫 、廣電等。而「虛擬攝影機」，更是影視製作公司看見其虛
擬執導的潛力而開發出新的工作流程。在本篇教學中 ，將會分享如何使用 Unreal 遊戲

使用軟體

01 建立專案

引擎虛擬攝影機連動手機來拍攝動畫。

02

02 在 Unreal 中加入外掛
在畫面上方的 Edit > Plugins 中 ，把 Virtual

Unreal、Unreal Remote(APP)

Production 的 VirtualCamera、Augmented Reality 的
Apple ARKit，以及 Experimental 的 RemoteSession

關於教學
在這次的教學中，將分享如何使用 iOS 裝置
與上虛擬攝影機連動，拍攝動畫，以及將動畫編
輯與輸出。

前置作業

等三個外掛啟動。

本次教學將使用 Unreal 4.23.1 版示範

在本教學中 ，小編使用的顯示卡為 GTX

教學過程 ，在系統需求上也提供下列幾項

1070。另外 ，還會介紹到如何透過手機

建議 ，例如要以 Windows 10 RS5 (Build

App Unreal Remote 2 跟 Unreal 的虛擬攝

1809) 或更新版本 、NVIDIA RTX 系列顯

影機進行連動 ，透過 iPhone 6s 以上有支

卡或支援 DXR 12 的 GTX 系列顯示卡。

援 ARkit 的型號來進行示範。

03 切換遊戲模式

03

一開始我們是以第一人稱來開啟專案 ，這個時候選
取預覽視窗上方的 Settings > Game Specific Settings
> World Settings，再到 Game mode > GameMode
Override 選擇 VirtualCameraGameMode，並在上方
的 Play > Modes 中以 New Editor Windows(PIE) 開啟
預覽拍攝畫面。

04 連接 iOS 設備裝置

04

接下來開啟 Unreal Remote 2 App，需要輸入被連
動電腦的 IP，然後點擊 Connect 嘗試建立連接。按
「Win+R」輸入 CMD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視窗 ，輸入
Ipconfig 來查詢你的 IPv4 位址。請注意 ，在連動的過
程中請將 iOS 裝置與電腦保持在同一個區網或連接同
一個 Wi-Fi，才會連接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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