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案：YAMAHA EC-05 2020 ABS 版上市影片｜ ADVANCE NOW

業主：台灣山葉機車

製作：CHANCE MAKER TAIWAN

導演：二宮宏央

動畫導演：成邦威

製片：劉芳

角色設計：張以得

概念美術：張以得

動畫製作：沃野影像

3D 角色及場景動畫／材質／打光：成邦威、陳奇逸、侯怡佩

合成：陳奇逸、成邦威

3D 產品建模：宋允揚

視覺設計：洋蔥設計、黃家賢、楊豐銘

音樂：Takeo Toyama

錄音及混音：小白馬音樂工作室

配音：莊家豪 KT、令伍、李亞錡

本畫面純屬設計師個人風格示意，完整專案皆符合商標規範。

本場景之動作與行為純屬風格示意，實際行駛時請遵照相關交通法規。

Showcase

　這次 YAMAHA 新電動機車的動畫廣告，需要

結合大量的台式傳統建築和高科技未來城市，呈

現出「現在就是未來」的感受。場景內的招牌

和廣告都是實拍台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標誌性圖

像，再用比較誇張的建築走向與捷運高架，堆疊

出層次，製造在城市中穿梭的複雜感。而製作複

雜場景通常會有幾點比較棘手的地方，基本上面

數及貼圖都要控制得宜，過多則會造成電腦操作

緩慢，影響整體效率大幅降低，進動畫時也不好

處理。再來就是打光上面的佈局，因為這部動畫

的設定需要有一點遊戲感，但同時要求整體是非

常寫實的。所以打光的脈絡上，就會先以寫實的

光線打底，建構出一個正常寫實光照的城市，再

用局部或大面積的藍、綠、紫等鮮豔色彩光線去

做各處補光。我在過程中並沒有嘗試太多新的技

術，因為客戶的需求都可以用目前會的東西來製

作，也因此投入大量時間把場景和角色做到非常

細緻。

Cinema 4D, Photoshop, 
Marvelous Designer, Daz 
Studio, Octane Render

使用軟體

2020完成年份

YAMAHA
"Advance Now"

www.instagram.com/equ1noz

張以得
概念藝術家

“

“

對我來說創作中的整體氛圍是最重要的，但細節也是
我一直想不斷往上堆疊的部分，因為細節可以帶出更

多的故事性，以及讓觀者有更深的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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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ehance.net/ajaipk

Ajai Poovadan Kuruvankandy
建築渲染圖設計師

　雖然從事建築動畫的製作，但我一直對遊戲、

電影、動畫感興趣，從今年四月開始，我所有個

人作品都與此有關。《Walk Series》作品靈感

來自新冠病毒，儘管當時處於隔離狀態，我依然

心繫在喀拉拉邦的父母和朋友，於是我決定在閒

暇之餘，創作與當地自然景色相關的作品。動畫

《A Rainy day in kerala》不僅一了我的思鄉情

懷，還被許多人稱讚，甚至被當地的旅遊平台分

享到社群上，好像作品觸動到他們的內心一樣。

作為一位從小在喀拉拉邦長大的人，我感到非常

興喜，畢竟受到故鄉風景、文化薰陶多年。

　從 2009 年離開故鄉，連續工作了 13 年，在

最疲倦的時刻我創作了這個作品，帶來許多能

量，使我重新振作起來。我相信每個人時常會去

懷念過去，這些記憶隱藏在我們的腦海中，希望

藉由《walk series》帶領觀眾回想家鄉的記憶。

我非常自豪且高興能感受到這一切的情緒，畢竟

這是不用花錢，就能擁有的快樂。有些觀眾無法

理解這是一部動畫，甚至認為是 GoPro 拍攝並

問我：「用哪台相機製作了這部很棒的影片！」

作為一名藝術家，創造真實感是最難的，如果我

的作品讓他們覺得真實，夫復何求？這系列動畫

給我最大的挑戰是渲染，主要是因為使用中階顯

卡，還有 Lumion 是專為建築視覺化設計的，

若要用於電影或製作成特效會非常困難，因為手

動的角色動畫無法導入 lumion 中，這花費我很

多精力。

Lumion使用軟體

2020完成年份

Walk Series

Sarpa Kavu 幕後製作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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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設計 : 場景

CONCEPT DESIGN+ + MATTE PAINTING ENVIRONMENT DESIGN+

Aras Jamal
概念設計師

在動畫產業約三年的經驗。曾以構圖設計師參與製作過《Pirate Passage》、《Freak 

Town》等電視動畫影集製作。目前則在電影、遊戲產業擔任概念設計師。

instagram.com/arasjart

Balázs Ágoston
概念設計師

來自匈牙利，從小學習傳統藝術，但直到大學才接觸概念藝術，並以自學的方式迅

速學習相關技能。目前擔任 Freelancer 五年，曾參與《最後生還者 2》等專案。

www.artstation.com/balazs

佘明義
概念設計暨數位繪景師

大學就讀生物系，一路靠著自學與摸索進入特效產業，曾在兔將影業工作。近期則在溫

哥華特效公司 Method Studios 擔任概念設計暨數位繪景師，參與過《黑豹》、《聖誕急

救隊》、《蜘蛛人：離家日》、《賽道狂人》以及 Netflix 電影《三重邊界》。

www.artstation.com/sheh

陳昶維
概念設計暨數位繪景師

目前在 XRSPACE 擔任 PC/ VR 遊戲的環境概念設計師。較常使用 2D 和 3D 的方式製

作概念設計，對環境、道具設計和世界建築有著強烈的興趣，曾與 6 Eyes Studio、 

Funforge 等知名遊戲公司合作過。

www.artstation.com/willischen

Usama Jameel
數位繪景師

來自印度的數位繪景師。在廣告與電影業工作了近五年。專長是環境設計。曾經參與過

《星際異攻隊》、《銀翼殺手》、《環太平洋 2 》、《玩命關頭 8》以及《紅雀》等電

影，也累積了不少的廣告作品，現轉職為自由接案者。

www.artstation.com/usama

橫井祐子
場景設計師

曾在 Kojima Production、Polygon Pictures 以及 Square Enix 任職。近年則在 

DigicPictures 以環境設計師的身份參與許多遊戲宣傳動畫的製作。目前在 CAPCOM 擔

任資深環境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yukoy

場景設計一直都是數位娛樂產業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設計師們運用自身的創意與經驗 ，創造出你我都未曾見過的世界 ，帶領

觀眾身歷其境 ，踏上前所未見的視覺冒險。然而場景設計在產業中又各自依任務需求區分成不同的面向 ，有概念設計 、數位繪景 、

場景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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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DESIGN+ + MATTE PAINTING ENVIRONMENT DESIGN+

工作
內容

概念設計是一種繪畫的形式 ，其目的是用來表現應

用在電影 、遊戲 ，或是漫畫專案的想法和氛圍。繪景

則是一種創造出拍攝現場所沒有或無法觸及的地形 、

場景的方法 ，幫助導演創造一個拍攝現場無法辦到的想像場景。

這個技術已經被參考照片 、3D 模型和繪圖板所創造出的數位影

像取代。繪景師所繪製的數位貼圖和 3D 場景結合 ，讓 3D 攝影

機能夠在數位空間中運鏡。

概念設計師通常會主導所有的概念設計 ，而場景

設計師仍有不少機會從設計上去思考。就我的情況來

說 ，當我對主美術 、遊戲內容 、背景和道具設計上有

其他想法 ，根據公司的不同 ，這些概念設計是有機會做改變的。

至於場景設計師在設計上的任務 ，主要是規劃一個專案中的場景

製作流程 ，因此當我們在模組化模型資產時 ，需要更多特定的

美術細節 ，而場景設計師就需要去思考該部分的設計細節。

能夠從概念設計開始作業的場景設計師 ，對許多公司來說是

非常珍貴的人才。我認為環境設計師大部分會和與場景製作相關

的部門合作 ，像是遊戲製作中的關卡 (Level artist)、預視設計師

(Previs artist)、電影製作中的鏡頭和燈光設計師。不論在遊戲或

是電影裡 ，要順利做出一個場景 ，我們在各層面都需要有良好

的溝通。舉例來說 ，如果有一個毀壞的製作 ，我們也許會同時

與特效師溝通。重點在於對各種情況能有彈性的反應能力 ，例如

做修改 ，同時讓大家對每次的目標有清楚了解也是很重要的。

作為場景設計師 ，主要得負責遊戲 、動畫中所有的

環境製作 ，從佈局 、模型建立 ，一直到最終畫面的產

生。視專案的需求 ，有時候也得參與概念設計的製作。

而一名資深的場景設計師 ，因為其經驗與知識的累積 ，通常得

負責非常廣泛的工作項目 ，也得負起許多責任 ，而且他們在設

計上也有一定的「裁量權」。

Q: 概念設計、場景設計和數位繪景的工作有哪些差別？

Q: 你們通常會與哪些部門進行合作？

概念、場景設計師入門指南
我們這次邀請到六位不同職位的資深設計師 ，除了分享他們的觀點與經驗外 ，也為新手解惑常見的產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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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設計資源大集合

KitBash 3D 網站中包含了各種主題的 3A 品質模型包套

件 ，每個套件中都有數十個與主題相關的模型 ，使用者

可以單獨購買 ，也可以跟其它套件自由搭配 ，並組合成

自己的作品 ，且支援現今主流 3D 軟體 、算圖引擎和遊戲

引擎 ，如 Unity、Blender、Houdini、Maya、3ds Max

和 C4D、以及 Octane、Redshift、V-Ray。Kitbash 每季

都會發布一個新的免費套件 ，並定期舉辦比賽 (KB3D) 等

直播活動 ，看看藝術家如何用套件包製作出最酷的圖片

和影片 ，獲勝者將獲得免費的套件包 ，以及登上社群媒

體和部落格文章上的藝術家聚光燈！

專為藝術家 、專業人士及學生建立的全球最大圖片資

源庫 ，包含了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5 萬種的圖片素材 ，篩

選器的選項多元 、類別清晰 ，讓藝術家們可以輕鬆而快

速的找到適合的高品質圖片 ，而這些素材也被使用在《絕

地救援》、《刺客教條系列》和《魔獸世界》等知名作品上。

訂閱方式分成了 Lite、Plus 和 Pro 版 ，除了每個月拿到

的下載點數不同之外 ，從 Plus 開始可以下載 1600px 以

上的圖片素材 ，在 Pro 版中甚至有 2 小時的一對一線

上輔導 ，而且如果是 Pro 版年訂戶在下載單一圖片素材

時 ，相較其它平台的花費可能便宜了 4 倍或更多 ，節省

下來的費用累積下來也是非常可觀。

Megascan 是一個線上的資源庫 ，有高達 13,000 種

以上的物件 、材質貼圖 、筆刷等各種素材 ，其最大的

優勢就是因為 Megascans 現在完全免費用於 Unreal 

Engine，所以如果你將 Megascans 與 UE 結合使用 ，

就可以透過 Bridge 和 Mixer 免費 、無限制 、即時地使用

所有 Megascans 資產庫 ，並且在 Unreal Marketplace

上 獲 得 大 量 的 M e g a s c a n s 材 質 包 。 透 過 Q u i x e l 

mixer(Megascan 的程序性材質製作軟體 ) 可以很容易的

自由搭配做出程序性材質；透過 Bridge 也可以一鍵將高

品質的物件快速的匯入到 Unreal 中。

場景設計
資源大集合

文: 謝家瑋 | 圖片: 網路

類別：素材資源平台

類別：素材資源平台 類別：素材資源平台、軟體

kitbash3d.com

mattepaint.com/gallery quixel.com/megascans/home

想要打造好的場景 ，除了自己建模之外 ，利用現有

的資源去創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如何找到合適的參

考 、材質或相關資源 ，就是創作者必做的功課之一。

以下我們精選了 7 個資源素材庫和平台 ，讓你在場景

製作前就可以先做好準備。

KitBash 3D

MattePaint.com Megascan 

01

02 03

在 Substance Source 中可以找到可應用於 Substance 

Design、Painter 的材質 ，且數量高達 4,500 多種以上 ，

其中篩選器的分類清晰 ，也有使用程序性或透過掃描技

術製作出來的材質 ，使用者可以在 Substance Design 中

進行微調再轉到 Painter 中做出材質疊加的效果。而目前

Substance Design 和 Painter 都可以在 Steam 平台上購

買 ，加上免費的資源也還算多 ，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是

一個很好的選項。

Blender 是一款 3D 開源軟體 ，在 2.8 版中「油性筆

(Grease Pencil)」功能有了大幅的改進 ，讓使用者可以在

3D 空間中繪製 2D 的動畫 ，而這項用於 2D 動畫創作的

強大功能 ，也逐漸讓 Bleneder 成為一款能夠結合 2D 手

繪與 3D 模型來同時創作的全能軟體。對於透視的掌控力

較不足的人 ，可以先建立簡單的 3D 模型 ，並在上面進行

2D 細節構圖。而隨著 Grease Pencil 的深入開發 ，這項

功能從僅僅用來簡單的輔助動畫製作 ，已經逐漸的蛻變

為電影分鏡 、2D 動畫創作所使用的新的概念設計工具。

PureRef 軟體是藝術家專用截圖輔助軟體 ，可說是參

考圖的整理神器 ，支援多種圖片格式 ，可自由拖曳 、管

理和查看參考圖素材。只要把參考圖都放 PureRef 軟體

裡面 ，就可隨時進行整理 ，縮放刪除或另存新檔 ，除此

之外他還可以保持置頂並設定標籤及調整透明度 ，讓使

用者即使只有一個螢幕 ，也可以很方便的處理手邊的工

作 ，非常方便且容易管理所有的參考圖片。

全球最大的 CG 社群平台之一 ，ArtStation 已成為全

球藝術家展示作品的必備平台。也成為人才資源庫。正

因如此 ，ArtStation 也提供了資源市集 ，讓設計師們可

以在上面販售自己創作的教學 、模形。在市集的頁面

中 ，你可以在「Resources」分頁中輸入關鍵字 ，例如

「Kitbash」、「Photobash」，搭配詳細的分類功能 ，快速

滿足各種需求。

類別：素材資源平台 www.artstation.com/marketplace

Substance Source Blender Grease pencil

PureRef ArtStation Marketplace

04 05

06 07

類別：素材資源平台、軟體 source.substance3d.com 類別：軟體 www.blender.org

類別：軟體 www.pureref.com/index.php

圖片提供：Jama Juraba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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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是一名活躍於電影 、遊戲產業的概念設計師。服務過許多知名客戶 ，例如

迪士尼 、漫威 、Lucasfilm 等。 2014 年也開始推出線上教學 ，近期則致力於推廣

Blender，並推出一系列場景設計教學 ，傳播設計知識。透過本篇專訪 ，他以概念

設計師的角度 ，分享他長年專案製作所累積的寶貴經驗。

文: 林廷勳 | 圖: Jan Urschel

將設計融入場景
帶領觀眾沉浸奇幻中

Jan Urschel
概念設計師

　來自德國，現居住在新加坡的 Jan。在

電影和遊戲產業擔任概念設計師已長達十

年時間。過去也曾以平面、網頁設計師的

身份在德國和新加坡創意工作室任職。近

期曾參與《攻殼機動隊》、《X 戰警 : 黑

鳳凰》、《驚奇隊長》等電影的場景概念

設計。

www.hendrix-design.com

About 
Artist

CONCEPT DESIGN+ + MATTE PAINTING

將設計融入場景，帶領觀眾沉浸奇幻中

你是否驚艷於《攻殼機動隊》那霓虹迷幻的科幻城市 ，或是

驚奇隊長中克里帝國的母星哈拉 (Hala) 市景。Jan Urschel 以他

深厚的設計知識為這些科幻場景打造出許多場景概念。Jan 描

述 ，一名概念設計師必須要多才多藝 ，要有能力從專案前期 ，

一路做到後期 ，並且視專案的發展階段 ，要能夠應付各種不同

的工作內容。他說：「像是專案在非常初期的階段 ，設計師可能

只會得到幾行字的腳本指示 ，或是簡短的口頭描述。這時候我

的任務就是構思專案整體的方向。應該說 ，大多數的情況比較

像是思考出哪些方向是不可行的 ，進而得出可行的結論。而齊

全的美術方向文件 ，或是其它概念設計師提供的圖片 ，也都是

繼續製作專案的參考基礎。」概念設計師最主要的任務 ，還是要

改善並深入製作前期所構思的想法。而專案的後期製作階段 ，

也有可能拿到電影中的影片素材 ，為畫面中的特效 、燈光或貼

圖做些微的調整。

用視覺來解決問題

「概念設計師應該將自己的工作視為設計師 ，並以『視覺』的

方式來解決問題。」Jan 提到在投入專案製作時 ，通常會與專

案中的美術總監合作 ，而工作的分配 ，也通常會依據你的專長

而定 ，例如角色 、場景 、載具 、道具 、氣氛或建築 ，甚至是全

新的造型語言 、外星生物等等。「就先前參與《驚奇隊長》的經

驗 ，我收到美術外包團隊的聯繫 ，他當時正在招募一個以歐洲

為基地的設計師團隊。不久之後 ，我就獲得一個機會在倫敦和

他們面對面會談 ，並深入的討論這個專案 ，隨後我就得到了這

份工作。漫威團隊對概念設計總是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 ，不僅

要和整個漫威宇宙的概念擁有大致相同的方向 ，但又要在設計

和發想上完全原創。所以在場景設計的時候 ，照著原本漫畫的

風格做就不會是個大問題 ，這麼做也可以更加符合原先的角色

設計 ，也就是高層和粉絲們非常熟悉的設定。」

Jan Urschel 與概念設計師 Emmanuel 

Shiu 在 Art Department 所做的

Youtube 節目。詳細探討概念設計師在

娛樂產業中扮演的角色。

MATTE PAINTING ENVIRON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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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DESIGN+ + TECHNIQUES CHARACTER DESIGN+

Evan Lee 毅峰
概念設計師

在數位藝術領域擁有超過十五年以上的經

驗，是專職的概念藝術家、自由插畫師，

曾在遊戲公司擔任藝術總監多年。2005 

年以創作者身分出道，為許多數位娛樂產

業客戶提供概念藝術、商業插畫等影像設

計的服務。

www.evanartweb.com

About 
Artist

打造雙贏創意！概念設計的解決方案

CONCEPT DESIGN+ + TECHNIQUES CHARACTER DESIGN+

早期從復興商工畢業 ，退伍後在曾禮品公司擔任實體原型

師 ，從 2005 年開始 ，開始和角川漫畫出版社合作 ，發表一

系列的個人複製畫集和作品集；做了幾年的出版後 ，進入遊

戲公司擔任藝術總監。而也是因為有了出版 、插畫的深厚經

驗 ，Evan 在專訪時分享了他做概念設計時的思考方式 — 在

概念設計時 ，Photobash 可以說是業界一種很普遍的作法 

— 將數張照片（Photo）在畫布上剪貼組合（bash），打造

成場景或人物的速成效果。他表示 ，基本上為了增加與客戶

溝通的效率 ，幫助客戶在最短時間內試出他們想要的效果 ，

流暢的使用 PB 技術已經成了習慣 ，「以前在做一些歐美遊

戲公司的案子時 ，需要每天在對方開會前提交概念想法 ，不

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時差 ，有些時區的客戶和我住的地方日夜

顛倒 ，凌晨配合對方開會討論也是常有的事。」另外 ，近幾

年很火熱的 3D 輔助技術 ，Evan 也進一步說明他是如何搭配

Photobash 的概念來做製作作品。例如大眾所熟悉的 3D 創

作流程 ，便是從畫三視圖 、建模 、拆 UV 到 Node 渲染。

近年來活躍於台灣及歐美的概念設計世界 ，擅長將美艷

少女結合精密機械 ，著力於打造獨特藝術風格的 Evan；在

遊戲領域 ，國際大作《Legend of Cryptids》、Galaxy 

Saga 等都有他的作品；更是參與了好萊塢獨立電影製片的

前置概念藝術設計 ，擔任許多一線大廠的簽約藝術家。在這

篇專訪中 ，我們邀請他從概念設計師的角色 ，分享他在創

作上的心得 、以及對於產業趨勢的觀察。

文: 周雨萱 | 圖: Evan Lee

打造雙贏創意！
概念設計的解決方案

Evan 的豪華個人工作室，一張桌上就擺放了六顆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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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DESIGN+ + MATTE PAINTING ENVIRONMENT DESIGN+

Ian Jun Wei Chiew
概念設計師

來自馬來西亞吉隆坡，在遊戲產業耕

耘六年之久，目前是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的首席概念設計師。

www.ianchiew.com

About 
Artist

由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製作 ，索尼互動娛樂開發的《對馬戰鬼 Ghost of 

Tsushima》，是一款開放世界的動作冒險遊戲。故事背景設定在 1274 年日本鎌倉幕府

時代的對馬島 ，玩家將扮演武士「境井仁」，為了擊退蒙古軍隊的佔領 ，將奮勇而出 ，

化身為令敵人膽戰心驚的「戰鬼」，以各種可怕的手段戰勝蒙古軍 ，拯救自己的故鄉。本

次特別採訪到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的首席概念設計師 Ian Jun Wei Chiew，

談談《對馬戰鬼 Ghost of Tsushima》的幕後製作過程。

文: 葉致廷 | 圖: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從遊戲看概念設計
《對馬戰鬼》場景美學

從遊戲看概念設計《對馬戰鬼》場景美學

CONCEPT DESIGN+ + MATTE PAINTING ENVIRONMENT DESIGN+

《對馬戰鬼》是一個在視覺與關卡設計上都令人驚嘆的遊戲 ，

要如何為其創造符合歷史卻又嶄新的概念設計 ，則是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面對的一大挑戰 ，提到工作流程 ，Ian Jun 

Wei Chiew 表示 ，概念設計師會從編劇手上獲得劇本 ，又或者

從關卡設計或企劃中了解遊戲任務的詳細內容 ，才會開始進行

繪製。然而在執行上 ，並不會這麼死板 ，概念設計師有時可以

透過口頭討論或快速畫草圖 ，提供不同的創意想法給企劃或設

計團隊。Ian Jun Wei Chiew 強調：「一款精美的遊戲需要各部

門齊心協力 ，將故事 、任務和視覺效果做到完美平衡 ，才能達

到最佳效果！」因此在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裡 ，概念設

集體發想並討論概念，打造旗艦遊戲大作

計團隊不會獨自工作 ，而是與其他部門一起討論設計方案與執

行策略（例如環境 、Layout 佈局 、遊戲企劃 、角色 、紋理和

Rigging 等），並在技術的限制下 ，打造合適的視覺效果。

Ian Jun Wei Chiew 也提到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旗下

的概念設計師 ，不會同時兼任其他工作 ，會有更多時間專注於

建立世界觀或更緊迫的創意發想 ，這也能給角色藝術團隊更多

的創意空間 ，針對設計稿做出一個更好的詮釋 ，打造更獨特的

創作 ，同樣的狀況也適用於場景藝術部門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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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 概念設計
打造如烏托邦般的未來都市

在本篇教學中 ，概念設計師陳族維透過個人作品分享如何使用已經設計好的單體建築 ，進一步的去設計整體的城市佈局 、光影氣氛 ，練習從前期美

術設計到後期的 2.5D 投影的 Matte Painting 流程。

About 
Artist

cg5566.cgsociety.org

陳族維
概念設計師

曾在兔將創意影業擔任概

念設計師，參與過的作品

有《人面魚：紅衣小女孩

外傳》、《心裡罪之城市

之光》，《宸汐緣》、

《鶴唳華亭》。近期也參

與夢想動畫《雪鷹領主》

等廣告製作，現職為自由

接案者。

Kitbash + KeyShot + Photoshop

以 3D 概念設計打造如烏托邦般的未來都市

參考照片素材選擇02

確定建築元素和設計的方向後 ，在購買的工業城市攝影

素材中 ，找到了一張很合適的照片素材 ，並將它作為我光

影氣氛 、構圖以及城市佈局的參考與素材。

確認光源與陰影關係03

與遊戲的需求「設計一個多方面的環境讓玩家探索」不

同 ，動畫和電影更偏向選擇一個述說故事的完美角度。

因為空拍的角度捕捉了彎曲的道路 ，串連起整個城市的

佈局 ，這完美的契合「曲線與流動感」的設計方向。在光

影方面 ，湖面強烈的反光非常吸引目光 ，而背光的光源從

斜上方打下 ，照亮了朝上的水平面 ，並讓垂直的立面形成

陰影 ，而立面的投影 ，也強烈的襯托出較為高聳的物件。

我想設計就像一層視覺語言，覆蓋在主題之上，所以曲線所蔓延的城市，就像在告訴觀眾，這個城市的每個區域，都被充分的規畫，並被流暢的串連了起來

Kitbash 素材選擇01

首先我使用了 Kitbash3D 網站中的「烏托邦」建築模型 ，

這些建築設計帶有像是傳奇建築大師 Zaha Hadid 的未來風

格 ，充滿曲線與流動感 ，這也成為我設計整體城市的方向。

建築設計往往圍繞著功能性 ，雖然方正的建築就能滿足

對實用方面的需求 ，但加上曲線的元素 ，就像是設計師

還考慮到使用者的體驗 ，並把「點」、「線」、「面」更柔和

的串連起來 ，所以才會想要把這個概念從這些單體建築設

計 ，延伸到整個城市。

Part 1: 方向和參考 01

如果加入高聳的建築，會很容易成為畫面的焦點這張由 Jonathan Berube 設計師拍攝的照片素材，也是我的鏡頭 / 構圖的參考，依照

鏡頭設計場景，可以讓畫面中的元素更好的為畫面服務，也能避免使用太多時間在設計

看不到的部分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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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遮罩合成增加建築的巨大感10

在維持大與小的區域的比例後 ，我還試著增加材質 ，並

在色相 、飽和度上做變化。我在 Keyshot 中把場景貼上了

高樓燈光的貼圖 ，用在 PS 中用遮罩合成 ，這些細節可以

增加建築的巨大感 ，但因為燈光會改變明度 ，所以要避免

打破了大的區域和小的區域的比例關係。

渲染效果通道與混口模式來製造效果11

我還使用 Keyshot 渲染了 Normal、ID 和 Z-Depth 通道

幫助我在 PS 中繪製 Matte Painting。Normal 和 ID 配合魔

術棒等選取工具可以用來選取不同的區域 ，Z-Depth 則可

以搭配濾色 、變亮等混合模式製造出大氣透視的效果 ，並

用曲線工具調節強弱。

最後 ，因為我想用製作投影的方式製作動態的 Matte 

Painting，所以我又應用在過程中提到的 ，Kitbash、設計

細節區域的分配和渲染等等技巧 ，繪製了前景的建築物件。

掃描這個 QR 觀看最終的效果。

我使用了色調分離濾鏡幫助我簡化畫面

10

陳族維 Matte Painting 概念設計 Reel

11

合成通道示意圖

在一些區域增加上草皮的材質，同時也在色相和飽和度上也做出了差異

來自加拿大的概念設計師 Aras Jamal，以作品《lsaac's Laboratory》分享如何製作一個令人

信服的室內三點透視場景。

以故事結合場景設計
創造更迷人的構圖

我想這會和個人經歷有關。如果這是你首次在倉庫中要設計一座實驗室 ，難免會面臨到一些阻力。

這也取決於你作為設計師的目標 ，你是要成為一名還 OK 的設計師 ，或是該領域的大師？你的期望值

越高 ，面臨的挑戰就越大。所以在設計這個場景時 ，要打造一座有功用的場地來涵蓋 Isaac 與另外兩

名同伴的實驗室 ，包含生活空間並不容易。我同時也考慮到三個人過著拮据的日子 ，所以也要留意最

終的設計不能夠太宏偉漂亮。

概念設計中面對的挑戰

關於《lsaac's Laboratory》

基本故事

這 些 縮 圖 是 基 於 英 國 奇 幻 小 說 《 帕 迪 多 街 車 站

(Perdido Street Station)》。在其中一段描述中 ，三

名不可靠的科學家 ，合租了一座倉庫作為生活和從

事 科學專案的地方。主角艾薩克 (Isaac) 住在倉庫上

層 ，這也是為何我在大部分縮圖中 ，僅專注在高樓

層設計的原因。

目的

我想像這是一個遊戲的場景 ，你可以進入到倉庫

中 ，並且可以做多種選擇；睡覺 、做專案 、卸貨載

貨等等。一個你可以不斷在遊戲中停留的地方。

研究

與其在場景中放置隨機物件來「填滿空間」，根據

故事或劇本來思考才是比較好的作法。會讓你更有方

向感 ，也會刺激你的創意思維過程。如果你的故事

腳本有一連串的描述 ，那事情對你來說就更簡單了；

例如家具的類型 、凌亂的實驗室桌面 、裝滿隨機昆

蟲的玻璃管 、計算器 、黑板 、成冊的書等等。

當然 ，並非每次你畫的場景都有深厚的背景故事

能依循 ，以下我提供一些設計提示來幫助你開始。

我的設計重點是建立一座讓三名科學家居住的倉庫

實驗室。Isaac 是當中的主角 ，他居住在倉庫上層的

空間。而這也是我在設計時的起點；建立了一個有

趣的高架空間。接著開始佈置 Isaac 的家具和工作

設備 ，然後再他工作區域中加入更多較小的元素 ，

例如書籍 、紙張和玻璃管。雖然目前這還只是很初

步的構想 ，等到我精進角色解剖學 、透視繪製後 ，

Isaac 的故事將會再次回歸。在深入探討縮圖的製作

過程之前 ，讓我先講一段背景故事。

Photoshop + SketchbookAbout 
Artist

instagram.com/arasjart

Aras Jamal
概念設計師

在動畫產業約三年的

經驗。曾以構圖設計

師參與製作過《Pirate 

Passage》、《Freak 

Town》等電視動畫影集

製作。目前則在電影、遊

戲產業擔任概念設計師。

以故事結合場景設計創造更迷人的構圖

43



粗略模型和構圖02

從前面提到的資產列表中 ，先準備中大型的粗略模型道

具 ，建立一個簡單的構圖。大型的模型包括樹木 、地面 、

大石塊 ，以及高大的植物和中等大小的岩石來搭建出大概

的佈局。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設定模型的重心和命名 ，在

後面的階段要替換它們會更容易 ，因此最好在此時也考慮

一下 UE4 中的檔案結構。讓我們為每組資產添加簡單的貼

圖和材質。接下來就可以進行打光測試 ，並確認氣氛。

此時 ，初步的佈局離完成還有一大段路。在完成之後 ，

我將會對場景進行大幅修改。完成初步構圖後 ，你可以很

容易地看出下一步需要做什麼 ，例如哪些部分還需要進一

步工作的處理。

材質收集與分析01

首先 ，我會先為想製作的概念在網路上收集圖片。這次

我想做出全部都是經過我研究後的植物場景 ，同時也必須

符合我想像中的細節。因此 ，我決定將專案命名為《深林》

(Deep forest)，並做出讓光線穿透樹木間縫隙的效果。我

收集了很多圖片 ，比如神秘的氣氛 、燈光 ，以及我自己設

計的樹木和植物。

之後 ，我分析收集的圖片和概念圖 ，以及規劃在場景中

該建立什麼樣的 3D 資產 ，例如樹和地面的形狀。並且 ，

將畫面區分成了大 、中 、小等不同區域 ，一旦列出了資產

清單 ，就可以有系統地進行生產。「分析」是一個重要的過

程 ，因為你不僅可以規劃資產的總量 ，還可以在腦海中構

思該如何創建材質和貼圖。

Part 1: 概念設計與構圖

02

01

搜尋並分析植被

Sunlight Deep Forest
森林場景製作流程

由 CAPCOM 資深環境設計師橫井祐子 ，分享她如何利用 Houdini、Megascan、Substance Designer，在 Unreal 打造一座蔥鬱的森林場景。

About 
Artist

yukoy.artstation.com

橫井祐子
資深場景設計師

以 3D 設計師在遊戲

與動畫產業參與將近 

15 年時間。曾任職於 

Kojima Production、

Polygon Pictures 以及

Square Enix。近年則在

DigicPictures 以場景設

計師參與許多遊戲宣傳動

畫的製作。2020 年回到

日本，在 CAPCOM 擔任

資深場景設計師。

Unreal Engine + Houdini + Megascan + Substance Designer

這個專案的目標是要實現次世代遊戲主機的品質，透過我在

動畫電影和遊戲公司的經驗，以及我的美術技能來完成這個

專案。再來，我想做一個只有植物的圖像，在建模方面，我

決定做出一個佈滿細節的作品。當中還包括了研發、測試，

以及我個人對每套軟體以及圖像的學習。所以透過這個作品

來實現自我挑戰。

Sunlight Deep Forest 大自然場景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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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rtist

Usama Jameel
數位繪景師

　Usama 是來自印度

的數位繪景師（Matte 

Painter）、通才。在廣告

與電影業工作了近五年。

專長是環境設計。曾經參

與過《星際異攻隊》、

《銀翼殺手》、《環太平

洋 2》、《玩命關頭 8》以

及《紅雀》等電影，也累

積了不少的廣告作品，

現轉職為自由接案者。

www.artstation.com/usama

全新 3D 數位繪景繪製流程解析
由來自印度的數位繪景師 Usama Jameel，以作品《Sunset Horizon》分享使用 World Creator、SpeedTree 以及 Clarisse 這三款軟體進行數

位場景繪製的流程。

World Creator + Clarisse + SpeedTree

全新 3D 數位繪景繪製流程解析

收集素材01

首先 ，我從尋找與視角 、構圖和燈光所需要的真實世界

參考圖片 ，於是我進入我的參考圖庫 ，找了像是電影《阿

凡達》中的場景 ，以及真實世界中的地點 ，如越南或中

國 ，還有一些和我的概念相符的氛圍圖。如下圖可見 ，我

收集的參考圖讓我了解構圖 、燈光 、視角 、明暗和氛圍。

收集你即將要創作的概念資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來自真

實世界的參考是最好的 ，其次也可以選擇電影裡的某個畫

面或是畫作 ，與真實圖片一起當作參考的素材。

大略的草圖與佈局02

我先在 Photoshop 中完成大略的佈局 ，這是設定構圖 、

明度 、視角和顏色最好的方式 ，我多年來都是使用這個方

法 ，這能讓我在構圖過程不會迷失 ，依然能夠跟隨草圖設

計 ，我還用了一些筆刷和圖片為畫面增加一些深度。當我

對草圖感到滿意的時候 ，我才會進到下一步加入細節。這

些佈局在未來都是可以調整鏡頭的角度 ，但我會先以這樣

的方式來完成場景的佈局。

Part 1: 參考資料

這個作品 ，是我第一次使用 World Creator、SpeedTree

和 Clarisse 這個組合。因為我想讓自己的 3D 能力再往上

推進一個層次。Clarisse 是一套非常強大的 CG 工具 ，也

是全球許多極具有聲望的工作室如 Weta Digital、ILM、

DNEG 等等經認證的軟體。使用 SpeedTree 則是有許多原

因的 ，首先 ，它是現今特效及遊戲中製作地景及植被非常

好用的工具 ，其次是因為 SpeedTree 在我近期的作品中帶

來很多幫助 ，大大的增強了我的技能。我喜歡它的物件散

佈功能 ，方便我將樹木佈置在地形上。當時我還在 DNEG

任職的時候 ，Clarisse 就讓我非常驚艷 ，在進行《哥吉拉 

II 怪獸之王》的專案時 ，Clarisse 也幫助我們做出非常逼真

的水底場景。
在 World Creator 中繪製地形03

我使用 World Creator 來繪製地形 ，之後會在 Clarisse

中作為基礎使用。我非常喜歡 World Creator 將繪製地形

變的如此簡單 ，它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 GPU 來即時運算所

有地形產生 、設計的地景軟體。我大可以使用 Houdini，

但我的老舊的筆電絕對跑不動。我會先調整地形大小為 4K

（預設值是 2K）來獲得更多的雕塑空間 ， 你可以看到那些

長得像鑽石的錨點在地基上 ，當你的游標指在它上面要開

始編輯區域時 ，它就會變成紅色。接著 ，我開始根據我的

草圖來雕塑地形。

在 World Creator 中貼圖04

在 World Creator 中貼圖非常簡單 ，它有內建的貼圖

庫 ， 但 如 果 你 想 增 加 自 己 的 貼 圖 也 可 以 。 我 使 用 的 是

World Creator 內建的貼圖庫 ，我在開始雕塑之前會先幫它

加上貼圖 ，讓它看起來有個樣子 ，你也可以選擇雕塑完之

後再上貼圖。勾選「消除接縫」來讓貼圖的接縫看起來不

那麼明顯 ，我同時使用了兩種貼圖來增加變化 ，也提升貼

圖的真實感 ，我參考了很多中國和泰國的山來完成貼圖。

接下來就可以在 Cavity option 選單底下的 option concave

視情況調整數值。

02

地形的起始畫面，我將地形的大小從 2K 改至 4K。

03

加上貼圖能讓我先大致看過地形的樣貌，雖然也可以之後再加貼圖，但我偏好先做。

0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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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產品分類
人工智慧、高階 3D、影視後製
特效、科學模擬

作業系統
Windows

● 支援 AMD EPYCTM 7002 系列處理器
● 支援多達 11 個 PCIe® 4.0 插槽
● 支援四個雙插槽或八個單插槽 GPU

● 支持 NVIDIA®NVLink 橋接器

● 備援功能 2200W 或 1600W Platinum

電源供應器

主要特色

開發商

www.asus.com/tw
ASUS

適用對象
影視後製特效 / 3D 製作 / 科學運算 / 物理

模擬 / 建築室內外設計 / 遊戲互動開發

註一：參考資料來源為 AMD 官方網
站於 2020/08/10 時所公布之資料 

影像繪圖硬體評測 - ASUS ESC4000A-E10 

“以一擋百” 高階運算伺服器王者

ASUS
ESC4000A-E10 

相信在繪圖領域有很多人都用過「多 CPU」

的繪圖工作站或是運算伺服器，但是核心數量

想要突破「三位數」，在台灣有看過這種景象的

人，我想也是屈指可數。但是小編在這次 ASUS 

ESC4000A-E10 2U 繪圖運算伺服器評測中，再

一次見證了由 ASUS 創造的奇蹟時刻。這台搭載

了第二代 AMD EPYCTM 7742 CPU，「單顆 CPU 

128 執行緒」這麼誇張的畫面，真的是可遇不可

求，而這系列 CPU 迄今為止擁有 170 項以上世

界記錄 ( 註一 )，運算能力到底有多誇張呢 ? 搭

載在 ASUS ESC4000A-E10 平台上又能展現出怎

樣的表現呢 ? 就讓小編用力的測給各位讀者們看

囉 !

驚人的運算實力

文: 張展銘 | 圖: ASUS、張展銘

www.amd.com/en/processors/
epyc-world-records

AMD EPYCTM 7742 (64C128T)

256GB

NVIDIA Quadro RTX6000 x4

960GB SSD

2200W + 2200W

ASUS ESC4000A-E10  測試規格：

CPU

RAM

顯示卡

硬碟

電源

NVIDIA TURING GPU 架構：搭載光線追蹤所需的全新 RTCore、人工智慧所需的
576 個 Tensor 核心，以及平行運算需要的 4608 個 CUDA 核心，毫無疑問的，
NVIDIA Turing 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GPU。

G P U 運 算 能 力 方 面 秉 持 歷 代 設 計 理

念，最多可支援 8 個單插槽 GPU，不論

是 Tesla 系列（GPU 運算加速卡）或是

Quadro 系列（專業繪圖卡）都能完美支

援，機箱也支援 NV-Link 安裝，能整合更

大、更快、更穩定的運算能量。此外對於

虛擬化環境佈建，也是非常好的選擇，不

但 CPU 核心數夠多，GPU 數量亦可與之

匹配，僅需要 2U 環境就能建置 4 到 64 台

具有獨立顯示卡運算能力之虛擬繪圖工作

站，對於成本控管與資料安全性，更加彈

性與保障。

首先要來介紹一下這台 ESC4000A-E10

到底又進化了哪些部分呢 ?CPU 部分支

援 AMD EPYCTM 7002 系列處理器，採用

台積電 7 奈米先進製程，支援最新的 PCI-

Express 4.0 匯流排規格，單顆 CPU 核心

數可達 64 個，具有 128 個執行緒，支援

8 通道 DDR4-3200 記憶體規格，最大 TDP

達到 280W，並能提供高達 128 個 PCI-E 

4.0 通道，超前佈署了整個 CPU+GPU 運

算系統環境，面對未來即將發生的變動，

提供了很寬裕的應對空間。

不斷進化、突破自我

儲存空間配置上也非常豪華，提供 8 個

前置硬碟插槽，最多能支援 4 個 NVMe 

SSD，也可以搭配安裝 M.2 Adapter Card 

轉換器或 HBA/RAID 卡提供更高速與穩定

之儲存環境，加上可搭配 2200W 白金等級

電源供應器與 ASUS 智能效率控管技術，

讓整體運算速度效能還能再往上提升超過

20%。

提供 8 個前置硬碟插槽，最多能支援 4 個 NVMe SSD，

也可以搭配安裝 M.2 Adapter Card 轉換器或 HBA/RAID 卡等

可支援四張雙插槽顯示卡或八張單插槽顯示卡

後置擴充槽可支援兩張高速存儲卡或其

　它介面卡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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