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case
烤雞腿
2020
完成年份 Blender
完成年份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張照片，便立刻把它當成
一 個 挑 戰， 我 無 法 離 開 它， 直 到 做 到 滿 意 為
止。雞皮的皺紋是這幅作品中最困難的部分，
但我真的很喜歡用布料筆刷來雕刻它，並使用
Blender2.9 來進行渲染。從發佈作品得到的回
應中，我認為總是有辦法可以加強作品，這也是
我喜歡 3D 的原因。

Fabio Martich
3D 藝術家
artstation.com/bravo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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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ase
燒肉 Smile 品牌片頭動畫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0
Maya, Arnold Render

為了要讓燒肉增加好吃感，最大的關鍵在於燒肉本身的油質，
必須加上經炙燒後產生的油脂，這兩種油脂的光澤與層次很不
一樣，沒辦法只在單一材質球調出，所以就需下功夫在複合材
質球，拆層算時也須多出一些層，用以在後製時可以強化細節
與氣氛。 在製作食物時很容易製作地「太硬」，就算把真實食
物掃描成貼圖並加上 Displacement 或 bump，也可能因為「太
完整了」而很顯 3D 樣，所以可多觀察食物不完美的地方，無論
是造型、材質、硬度等，讓不完美融入製作，反而可以有比較
自然適合的效果。

莊絢淳
Knock-Knock Animation / 動畫導演
www.facebook.com/KnockKnockAnimation

完整幕後《Smile 燒肉》
幕後製作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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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

fresh!

\

手繪派日韓料理 /
Japanese / Korean cuisine

水獺畫家的美食插畫之旅
那鮮紅色澤的鮭魚 、鮪魚生魚片；看起來 Q 彈的鮭魚卵 、玉子燒壽司；還有讓人食指大動的拉麵 、
飯糰 、丼飯 ，如果不說是美食插畫 IG，還以為走進了日式料理店中。這些看起來超級美味的日本料
理插畫 ，都是出自韓國美食插畫家 Sehyun 之手。在 IG 上非常火紅的她 ，不僅繪製食物料理圖像 ，
還在韓國知名漫畫網站 ，畫一系列以水獺角色為主的漫畫 ，深受韓國粉絲歡迎。現在一起來看看 ，
她是如何一筆筆繪製出令人垂涎三尺的料理插畫吧！
文: 葉致廷 | 圖: Sehyun

主要食材 Recipe

Sehyun

0.3 毫米自動鉛筆

來自韓國城南市。因從小熱愛繪畫，在 20 多歲
時，決定朝職業電繪師之路前進。

info:

Seongnam, South Korea

Photoshop

www.instagram.com/softred2008

手繪派日韓料理 | 水獺畫家的美食插畫之旅

主廚 The Chef

踏上美食插畫家之路，專注繪製日本料理
來自城南市的 Sehyun，因從小熱愛畫畫 ，決定從事專業插畫
家。然而初期 ，她以個人風格繪製人物角色插畫 ，卻未受到太

因此 ，我把自己繪製成一隻韓國水獺 ，但長得像鼬鼠。這就是
這個角色的初始概念 ，也被我一直沿用到今日。」

大的矚目。回想當時 ，Sehyun 認為自己的人物繪畫風格與當時
主流的角色插圖風格不太一樣 ，也摸索了很久。但在某次隨手

由於對魚料理的喜愛 ，她最初繪製一系列生魚片和壽司料

繪製壽司草稿時 ，讓她靈感倍增 ，開始蒐集其他食物參考 ，並

理 ，之後也嘗試其他日本料理 ，Sehyun 也提到不斷畫日本料理

朝向擬真食物插畫家的道路邁進 ，開始受到許多粉絲的喜愛 ，

的最大原因 ，是因為它們外觀整齊 ，很容易畫得精緻 ，加上食

還參與插畫市集 ，將插畫變成可販售的 IP 商品 ，這讓 Sehyun

物本身的變化多樣 ，很適合作為主題發表。每次繪畫的靈感 ，

確立了美食插畫家的職涯方向。除了插畫 ，Sehyun 也在韓國知

都來自像 SNS 之類的社群網站 ，透過朋友的推薦去尋找餐廳。

名漫畫網站 ，發表一系列以第一人稱視角的美食心得漫畫 ，用

為了表現自己對食物的感受 ，Sehyun 也堅持親自登門拜訪 ，品

水獺作為自己的象徵。她表示：「我記得曾有人跟我說過 ，我的

嘗餐廳精緻打造的料理。她強調：「相信每家餐廳對美食一定富

外表有點像鼬鼠。但在韓國已經出現了很多知名的鼬鼠角色。

含熱情 ，所以我都抱著一顆感恩的心 ，品嘗並繪製每道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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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命的

日式便當

流口水的
動畫 電 影美食

砂糖菓子

六個

簡單也不簡單的

編者精選

VIE

04 犬之島

還記得電影中 ，被便當裡的毒山葵毒死的科學黨市長
候選人渡邊教授嗎？他因為成功開發出能治癒狗流感的血
清 ，卻遭到小林市長的助手 ，Domo 少校痛下殺手。這段
精采的日式便當料理片段 ，是由首席偶動畫帥 Andy Biddle
和 Anthony Farquhar-Smith 合力完成的片段 ，當時幕後製

除了在各大廣告中 ，可以看到令人垂顏欲滴的動畫美

作影片公佈後 ，立即在社群上廣發流傳。實際上 ，這段一

食 ，在動畫電影中 ，創作者為劇情精心打造的誘人佳

分多鐘製作便當的片段 ，總共是由三位動畫師 ，花了超過
MO

餚 ，更是讓人在電影院口水流滿地！映 CG 編輯們特別

VIE

七個月的時間完成。他們在食材模型的內部埋入了磁鐵 ，

01 鬼滅之刃

精選了六大動畫電影美食 ，看看這些藝術家如何創作這
些經典食物 ，並了解電影美食幕後的小知識。

以及食材的剖面也畫上了材質。動畫師才能夠完美演譯出用
刀把食材片開的效果。

近期熱燒的《鬼滅之刃》中 ，禰豆子最愛的金平糖 ，是日本的一

也是日本動畫中常出現的美食呢！像是《美少女戰士》中被形容成
「星星的碎屑」、《千與千尋》中煤炭精靈的食物等 ，不勝枚舉。其實
金平糖是早在 15 世紀 ，由葡萄牙人帶到日本的 ，而名稱也是從葡

02 料理鼠王
法式雜菜煲

皮克斯製作的《料理鼠王》，以法國餐廳作為背景 ，因此有
許多 3D 美食畫面。為了打造精緻的食物樣貌 ，皮克斯動畫
師不僅要去烹飪學校學習煮菜 ，還到法國餐廳親自實習 ，體
驗當地的廚房工作文化 ，甚至連廚房垃圾都不放過 ，總共研

邀請廚神設計的

MO

慢慢才變成平民糖果。

VIE

VIE

05 神隱少女

在宮崎駿的電影當中 ，食物 ，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元素。
從《紅豬》的法式料理 、《龍貓》中小月做的梅子便當 ，都
見識到導演對食物的執著 ，以及動畫師們的巧手 ，讓動畫
美食看起來比真的還要美味。在這些電影中 ，《神隱少女》
的食物數量可說是最為壯觀且充滿話題性。像是浴屋員工要
討好無臉男時 ，蜂擁貢上各種日本傳統美食 ，以及千尋爸
爸在路邊攤吃的謎樣團狀食物 ，也是到最近 ，才由吉卜力
工作室動畫導演兼動畫師米林宏昌證實為腔棘魚的胃袋。見

究了 15 種食材的腐爛 ，包含蘋果 、香蕉 、蘑菇。皮克斯也

證動畫美食所帶來的娛樂衝擊性 ，讓全球觀眾可以用眼睛

為了特定食物製作 ，打造了新技術 ，像是麵包即是用程序行

品嚐到日本的文化。

超擬真西餐料理 | 跟著 CG 大廚快樂煮菜

萄牙語「Confeito」音譯過來的 ，起初在日本還是皇室間的贈品 ，

是肉圓？

還是魚的胃袋？

酒水製作而成 ，根據原料的不同有各種口味和顏色。而金平糖其實

MO

文: 映CG 編輯部 | 插畫: 王紫霖

種外型像星星的小小的糖果粒 ，傳統的金平糖是怡羅粉和糖水或糖

密度函數定義容積性紋理和編碼點雲技術。而電影最後推出

MO
MO

03 天氣之子

新海誠執導的動畫電影《天氣之子》，上映之際獲得了台日
高票房的佳績 ，還代表日本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新海
誠以細緻的美術畫面著名 ，其中描寫食物的美味上 ，更是佼
佼者 ，不僅擁有電影主題餐廳 ，甚至還與日清合作電影聯名
的泡麵廣告。電影中一碗看起來家常 、略帶孩子氣的「陽菜
炒飯」也跟著爆紅 ，從戲裡延燒至戲外 ，不僅掀起一波食物
真人化的風潮 ，還跟日本超商龍頭之一的 Lawson 合作聯名
食物 ，可說是動畫界人氣最高的美食之一！

06 詩季織織
為了營造三鮮米粉特殊的滑順感 ，作畫監督西村貴世建議
大橋實以一拍二的方式進行作畫 ，即每秒二十四格的動畫

三鮮米粉動畫

紅到戲外的

陽菜炒飯

VIE

VIE

堪稱業界最頂級的

的「雜菜煲」，也是邀請知名主廚 Thomas Keller 設計的。

中 ，每兩格就換一張新的作畫 ，這也代表著每增加一秒 ，
就要再多畫十二張同樣品質的不同畫面 ，算是相當大的工作
量。除此之外 ，這碗米粉還有諸多挑戰 ，例如米粉與拉麵的
差異 、肉燥等配料的鬆綿感 ，以及將湯汁倒入碗中時液體流
動的方式 ，都很難僅憑肉眼觀察出來 ，所以也有部分畫面是
透過 iPhone 慢動作攝影 ，將實際烹飪米粉的畫面來當作參
考並重新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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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簡單的《RAMEN》熱騰騰呈上！

但團隊也從這令人不安的發想過程中 ，找出一些共

GOBELINS École de l'image 的學生操刀。而 2019 年

通點。Gwendoline 提到 ，最初指導教授們希望 ，至

的主題「日本文化」，就由五支主題風格迥異的動畫短

少要有一組團隊是以「食物」為主題來製作動畫 ，因

片構成 ，展現日本武士的電影 、特攝手法及流行文化

為它是日本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環。在「妖怪」的發想

等；而當中的《RAMEN》，正是負責表現出日本重要

過程中 ，有一個「妖怪拉麵」題材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的文化之一：「料理」。負責專案管理的 Eduardo，提

要讓妖怪出現在各種生活場景中 ，而廚房似乎是個最

到團隊剛開始在構思主題時 ，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

有可能發生的地方。「我們為此看了許多料理影片和食

「當時 ，成員們對於要做什麼並沒有共識。一想到日

物動畫 ，看著看著大家都餓了！也因為如此 ，大家就

本 ，腦海中很容易想到機器人 、動漫 、宅男之類的。」

同意改以『食物』為主題 ，決定說一段人們如何因為

揮灑麵粉 、俐落下刀。人們在廚房煮著各式麵點 ，一股溫暖的神奇魔力讓人們想不斷地重新觀看。《RAMEN》是由五位就讀法

但成員們都想要做很特殊的題材 ，甚至還想過「捕鯨」

食物 ，而聚在一起的故事。」

國動畫學院 GOBELINS École de l'image，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 ，為 2019 安鍚影展製作的開場動畫之一。本次將一窺他們如

的議題 ，但礙於太過爭議性而放棄。因此 ，他們剛開

何熬煮出如此美味的料理動畫。

始先以「妖怪」去發想；但這並無法讓事情順利發展

文: 林廷勳 | 圖: 《RAMEN》製作團隊

下去 ，其過於龐大的發想範圍 ，反而讓成員們的共識

巧手烹煮，暖動人心的日式風味 | 不簡單的《RAMEN》熱騰騰呈上！

巧手烹煮，暖動人心的日式風味

從妖怪轉變為

日本食的文化

編者精選

一直以來 ，每年安鍚影展的開場動畫 ，都是由

無法收攏。「我們花了許多時間 ，去幻想出不同妖怪情
境 ，每個人的想像也都不同。」Gwendoline 說。「雖
然大家對『妖怪』的主題很有興趣 ，但我們剩餘的時

主廚 The Chefs

間 ，卻不夠做出一個適當 、夠完整的故事。最終 ，反
而讓大家頭痛不已。」

Eduardo Adsuara

Gwendoline Legendre

現 為 GOBELINS 大 四 生。

從小對動畫有極度熱忱。目前正努

曾在影視科系大學就讀了四

之前是一名航空工程師。目前

力完成畢製，做好進入產業的準備。

年。 現 為 為 GOBELINS 大 四

則努力於自己的畢業製作。未

期望未來有機會到許多國家工作的機

生。喜歡看電影、解析電影、

來目標是進入產業中擔任動畫

會，藉此體驗各種不同的文化。

畫畫。期望未來能製作一部長

師和導演。

Mikai Geronimo

Garbriel Gérard

在製作初期以「日常生活中的妖怪」為主題時，所進行的的概念角色發想，
當中的拉麵碗妖怪，成為之後《RAMEN》成形的關鍵靈感。

篇動畫或實拍電影。

Marie-Liesse Coumau

畢業於愛爾蘭都伯林 IADT

現為 GOBELINS 大四生，除了畢業

國際影視學校。當時在三年級

製作之外，也在製作另一個以漫畫為

時 參 加 GOBELINS 交 換 學 生

媒材的專案。

計 劃， 因 而 參 與《RAMEN》
的 製 作。 目 前 在 Cartoon
Saloon 擔任動畫實習生。

《RAMEN》最終的人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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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式

先構思創意，再動手製作
《茄汁肉丸義大利麵》是 Fabricio 為了參加 SideFX 舉辦的「每
日一小時」挑戰 ，創作而成的 CG 動畫 ，當時的比賽主題是「慢
動作」。儘管 Fabricio 最後錯過了挑戰時限 ，沒有實際參與比
賽 ，但他仍希望將作品完成 ，以此精進自己的 Houdini 技能。
他表示：「當時我心中對這樣慢動作食物鏡頭就有許多想法 ，想
藉由 CG 創造出具有精美燈光 、成熟美感與執行力高且有搭配
音效的完整作品 ，而不只是作為『研究測試』的半成品。」
「創作的第一步絕對是研究！」Fabricio 向我們分享 ，自己
在創作前所尋找的參考資料 ，包含美食照片 、做菜影片等 ，最
主要的是導演 Jerzy Dytkiewicz 以及 YouTube 頻道 The Bite
Shot 的煮菜影片。除了影片 ，他也會自己煮菜作為製作參考 ，
畢竟親自下廚才能看到更多煮菜時的細節。在蒐集夠多參考資
料後 ，他不會馬上開始製作 ，而是「放鬆」，想想畫面的設計 ，
茄汁肉丸義大利麵 | Houdini流體製作秘訣分享

思考自己想在該作品上嘗試甚麼技術 ，以此激發自己的創造
力 ，像是只有炒鍋和義大利麵的翻炒麵條鏡頭 ，也是某天突然
靈機一動的創意。接下來 ，才會進到軟體製作 ，流程大抵有七
個步驟：創建所有廚房內的模型 、處理模型 UV、做動畫 、模擬
每個 FX 圖層 ，依次進行紋理 、燈光渲染 、合成與音效配置。

\

茄汁肉丸義大利麵 /
Spaghetti and meatballs

打造「慢動作煮菜」的鏡頭與 FX 細節
動畫中 ，最關鍵的鏡頭就是「慢動作煮菜」。而慢速效果是

Houdini 流體製作秘訣分享

在 Houdini 中設定 ，因此 Fabricio 只需要讓時間軸是以 24fps
的格式直接運算 ，就能產生慢動作效果。至於食物動態 ，一
開始是先用正常速度去預覽。在主要食材麵條和肉丸都模擬

先在鍋底塗上一層奶油 ，任由火將其融化地滋滋作響 ，再放上圓圓白白的麵條 、鮮紅濃郁的番茄

完成後 ，才開始製作動畫 ，同時思考鏡頭的構圖。完成後 ，

醬以及焦脆多汁的肉丸 ，翻炒出香味四溢的茄汁肉丸義大利麵 ，如果認為這部短片是由實景拍攝而

Fabricio 使用相同的 Retime 曲線 ，套用到所有的物件上 ，讓所

成的 ，那就大錯特錯！來自巴西 CG 廚師 Fabricio Chamon，運用 3D 軟體 Houdini、Redshift

有食材的動態一致 ，最後在微調攝影機的速度。

製作出 ，如同實拍般的 CG 煮菜動畫。此篇文章 ，他將分享製作 CG 食物的製作心法與訣竅。
除了慢動作 ，動畫中煮菜的每個動作都有許多 FX 圖層 ，全

文: 葉致廷 | 圖: Fabricio Chamon

都在 Houdini 完成。舉例而言 ，橄欖油是使用翻轉流體 (Flip
fluids)、油泡是用粒子 (Particles)、融化的奶油是用一些 VDB
技巧加上粒子特效表現出氣泡 、滴落的油是用曲線驅動的粒

主廚 The Chef

主要食材 Recipe

子 (Curve Driven Particles)、蕃茄醬是用 Vellum Grains、羅勒
葉是用 Vellum Cloth，鹽和胡椒粉是用 Instance Geometry on

Fabricio Chamon

Houdini

來自巴西的自由工作者，現從事 FX 工作，在
動畫生涯的 15 年中，有將近 10 年是以 CG 通才

Redshift

Particles、裝飾用的歐芹 ，則是點變形器 (Point Deformers) 和
一些 Geo 技巧 、煙和火焰則是用 Pyro 特效。而 Fabricio 也特

Sao Paulo, Brazil

菜

蒸煮馬鈴薯
Carne de panela com batata

最 喜 歡 的 家 鄉 菜 是「Carne de panela com
batata」（用高壓蒸煮的馬鈴薯料理），因為這
道佳餚是外婆經常煮給我的料理，裡面有滿滿的

的角色投入在廣告製作中，直到近幾年才專注在

別說明 ，整部動畫最困難的是翻轉流體 (Flip fluid) 的模擬。畢

愛。其中用來烹煮的肉，脂肪比例高，因此煮過

視覺特效的製作上，並投入電影產業中。

竟要讓它們在快速移動的碰撞情況下 ，還得要停留在物體表面

後會變軟，幾乎一放到嘴裡就立即化開了，非常

上是極度困難。而這些特效圖繩的製作 ，都讓影片看起來更為
info:

我的
家鄉

www.fabriciochamon.com

www.twitter.com/fabriciochamon

美味！

真實且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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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果醬夾心蛋糕 /
Layer Cake

融合實拍的廣告特效製程
來自義大利的創意開發公司 Pixelheads，以打造擬真 CG 美食而聞名 ，曾為許多品牌製作精彩的
食物廣告 ，此次將專訪創意總監 Rosario Oliva 與首席 3D 設計師 Daniele Piergiovanni，聊聊他
們如何結合實景拍攝與流體特效 ，創造出可口的夾心蛋糕廣告《Magura 3 Cereale》
文: 葉致廷 | 圖: Pixelhead

主廚 The Chef

主要食材 Recipe
《Magura 3 Cereale》完整廣告

Rosario Oliva

3ds Max
Realflow

1988 年於羅馬擔任插畫家，負責

羅 馬 3D 藝 術 家， 在 廣 告、 影 視

為義大利和歐洲的廣告製作公司，

CGI 產業已有 10 多年經驗，曾為電

創建插圖、分鏡、動畫等，打造一

視節目、紀錄片打造特效。作為 3D

系列廣告視覺。97 年後，專注在數

通才，習得建模、動畫、紋理、燈光、

位繪圖上，並成立了 Olivastudio，

著色和流體模擬等專業技能。

V-Ray
After Effects

隨後又創辦 Pixelheads。

info:

Rocca Priora, Roma

www.pixelheadsstudio.com

Pixelheads－來自義大利的創意工作室，專門製作 CGI 廣告，透過創建分鏡、故事和動畫來滿足客戶對可視化的需求，另外也有製作插畫、3D 靜止圖像、MG
等，最大特點在於 CG 美食的製作。合作對象包含 Unilever、Nissan、Fendi、義大利郵政等品牌，也獲得 ADCI 和 MK 等多個獎項。

將擁抱變成滑順、香甜的奶油
與其他美食廣告不同 ，《Magura 3 Cereale》從創意開始就決
定以實拍融合 CG 的方式製作。廣告主要描述一對情侶終於克服
難關 ，在擁抱中找到慰藉 ，就如同食品商在設計夾心甜點時 ，
得經過重重挑戰 ，才找出最和諧與平衡的成分。因此 ，本次廣
告的最大挑戰就是擁抱後 ，女孩的裙子幻化成奶油 ，把實拍畫
面包裹成產品的那一瞬間。創意總監 Rosario Oliva 說明：「在
收到兩位主角互相擁抱的鏡頭後 ，我們先在 3ds Max 中針對主
角動態進行跟蹤 ，並將追蹤的數據從 Max 導入 Realflow，再添
加各種不同作用力 ，模擬出真實所需的效果。模擬準備就緒 ，

奶油果醬夾心蛋糕 | 融合實拍的廣告特效製程

Daniele Piergiovanni

才將液體導入 3ds Max，並增加燈光陰影的模樣。」
大抵製作完流體特效和蛋糕動畫後 ，Pixelheads 會將模擬出
的特效以 100 fps 進行渲染 ，使用工作室自己的算圖農場 ，以
V-Ray 作為主要渲染引擎 ，平均每幀花費大約 4 分鐘 ，將所有
畫面渲染而成。在後製合成的作業中 ，除了先前得為實拍的女
孩洋裝進行去背之外 ，還得套用 Time Remap 進行畫面的加速
或減速 ，製作出慢動作的效果。
針對裙子變化為牛奶的畫面 ，Pixelheads 試圖打造一個與
女演員腰圍盡可能吻合的發射器 ，並在合成後期創建了一個動
畫模板 ，使衣服和牛奶的質感能完美地混合。首席 3D 設計師
Daniele 提到：「實際上 ，我們期望實拍是在帶有標記的綠幕前
完成 ，讓特效工作更為便利。但最後拍攝團隊仍然以實景背景
來拍攝 ，因此讓製作時變得更加困難！」實景 ，讓裙子產生更
多動態 ，Pixelheads 得讓它與流體融合在一起 ，而且還必須呈
現漩渦狀 ，這都增加了難度。而廣告中的另一個挑戰 ，在實拍
中女孩的洋裝與燈光所反映出來的顏色 ，對於要讓奶油在實拍
與 CG 中看起來是可口 ，並沒有帶來太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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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師角度著眼，打造好用工具
由一群 3D 藝術家及開發者共同組成的 3DBee.IT，聚焦
在提供高品質的室內設計的 3D 資產。「團隊裡的大部分人
都曾從事過 3D 設計師 ，所以我們了解 ，如果可以用更有
效工作流程 、更實惠的成本 ，對於完成專案是非常重要
的。」在創立平台的契機上團隊意識到 ，過往要視覺化的
專案打造具有一定品質的資產 ，其中從建模 、拆 UV、到
建置紋理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 ，也就讓創作者無法更聚焦
在達到更逼真的渲染成果。他們發現 ，目前在市面上 ，內
容資料庫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在負擔的範圍中；但是可
供細分的 、擁有乾淨拓樸的資產卻是少之又少。「因此這也
啟發了我們 ，不僅可以提供完整的 3D 資產外 ，也可以打
造一款管理工具 ，就能讓創作者在軟體與工具間做到快速
應用。」也因此 ，3DBee 的軟體也就誕生了 ，可以無縫地
與像是 3ds Max、SketchUp 等 3D 軟體交互應用。

步為引擎建立正確的著色流程。目前也支援了 V-Ray、
Corona、F-Storm、Arnold 以及 3D 軟體內的渲染引擎。

\

而 3DBee 中的 3D 模型 ，皆為精密手工打造。以攝影測量

美味即刻上桌！ /

技術掃瞄完實物後 ，會再由設計師進行重新拓樸 ，為其賦
予更多細節。

Photorealistic and production ready 3D models and scans

3DBee.IT 打造高品質美食模型

美味即刻上桌！ | 3DBee.IT 打造高品質美食模型

Marco 說明 ，3DBee 所提供的資產就在匯入到 3D 軟
體中後 ，其亦會偵測使用者所採用的渲染引擎 ，並進一

來自雲端農場 GarageFarm 打造的資產平台 3D Bee，其中涵蓋了許多高品質的掃瞄資產 ，應用方便
的特性可讓使用者在 3D 軟體中的創作更加有效力。而更重要的是 ，其中的美食及食材資產更是令人食指
大動。從水果 、甜點到美味料理 ，創作者們都可以直接應用 3DBee 中的資產 ，快速讓美味上桌！
文: 周雨萱 | 圖: 3DBee.IT

主廚 The Chef
Pawel Bystrzycki

info:

主要食材 Recipe
Marco Dinglasan

資深的 3D 藝術家，擁有超過十年

CG 愛好者，在 3D 建模、紋理、

的專業經驗也具有程式編碼的能力；

照明和渲染都有豐富經驗。也喜歡

精通建模、照明、渲染和合成，他

玩樂器、繪畫。他幫助創建資源和

喜歡將 3D 與音樂相結合，結合混音

協調 3DBee.IT 的建模團隊，並為行

和影像編輯，打造出神奇體驗。

銷團隊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Hatfield, United Kingdom

Reality Capture
ZBrush
Substance Designer
Substance Painter

3dbee.it

3DBee.IT－由雲端算圖農場 GarageFarm.NET 打造的 3DBee.IT 平台，其團隊專注在打造 3D 軟體間的自動化工作流程。而 3DBee 軟體為一款結合高品質模型，
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地應用到製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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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雕投影美食秀 /
3D Projection dinner show

餐桌上的小小主廚
提到光雕投影 ，大家想到的不外乎是將容投射在建築物做品牌行銷 ，或是佳節慶祝用的裝置藝
術 ，透過誇張的視覺來吸引觀眾們的眼球。然而 ，創意工作室 Skullmapping，卻將投影藝術轉化
成小型精緻的餐桌秀。並在 2015 年 ，以原創的《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成功帶起一股餐
桌經濟 ，並在國際間打響名聲。
文: 謝家瑋 | 圖: Skullmapping

主廚 The Chef
Filip Sterckx

Cinema 4D

Photoshop

After Effects

Premiere Pro

習動畫電影，因而接觸到光雕投影，並在 2010
年遇到擁有美術背景的 Antoon Verbeeck，共同

4K 投影機

光雕投影美食秀 | 餐桌上的小小主廚

比利時導演、視覺藝術家，也是 Skullmapping
的共同創辦人和創意總監。2003 年在藝術學校學

主要食材 Recipe

一次實驗，意外爆紅

創立了 Skullmapping 藝術團隊。

在創造《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之前 ，Skullmapping
info:

Leuven, Belgium

skullmapping.com

www.youtube.com/channel/UCpuIVdp_4O4GDm1kT6Cng7Q

Skullmapping－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例如建築、平面設計、編碼等等，負責開發光雕投影專案、全息影像和 VR 專
案。主要會從電影和動畫電影中汲取靈感，進而去訴說動人的故事，塑造迷人的角色。

主要是製作投影在建築物上的大型投影內容。但一段時間後 ，
他們漸漸失去製作大型投影的興趣 ，因為團隊希望能做更多情
境訴說的故事 ，而不是以誇張的視覺語言來吸引觀眾眼球。因
此 ，Skullmapping 開始轉往較少人設計的小型投影藝術。Filip
舉例 ，曾在自己家鄉比利時的魯汶市的街道上 ，進行小型投影
的放映 ，一次只給 20 個人觀看 ，卻獲得熱烈的迴響 ，也促使
Filip 製作更多以情境為主的專案。而《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即是這些小型專案中 ，最受歡迎的一個。當時為了要在
餐桌上進行表演 ，團隊想出了小廚師（Le Petit Chef）這個角
色 ，並讓他在客人的餐盤裡 ，用各種技術來烹飪盤中的食物。
而當時團隊以測試概念的心情 ，邀請三五好友觀看投影 ，並拍
下朋友們的反應。然而 ，隨著影片放到網路上 ，竟然意外爆
紅 ，獲得數百萬的觀看量。Filip 形容影片就像病毒一樣迅速傳
播開來。在《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獲得空前的成功後 ，
Skullmapping 決定製作其他影片 ，像是烹煮五道菜的小廚師餐
飲節目。
《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爆紅後 ，開始有許多餐廳開始
尋求合作 ，然而 Skullmapping 不會只為一家餐廳製作獨家動
畫。Filip 提及：「由於動畫製作非常耗時且昂貴 ，但餐廳方對於
動畫製作的成本是沒有概念的 ，因此團隊主要的商業模式是建
立自己的原創動畫 ，然後提供給各種餐廳 、酒店和活動。」而

幾年前，Skullmapping 與一間亞洲公司合
作，為台北晶華酒店打造了專屬的
《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體驗。

故事方面 ，Skullmapping 偏愛喜劇 ，曾嘗試許多好玩或有趣的
方式 ，讓小廚師製作菜餚時 ，不像傳統廚師那樣的正經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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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豬肉
Asado de puerco

這基本上就是用許多辣椒和辛香料所醃製的豬肉。我喜歡它的風
味，豬肉油脂的甜味，與和辣椒刺激辣味的平衡真的是太美味了。

在畫面中，我大量運用了對比，以及加入許多微小
細節來儘可能接近實品。為了讓牛排看起來更美
味，我也增強了牛排表面的光澤感。

Rib Eye steak

01 主要概念和收集參考資料

01

這個構想源自於我對烤肉的熱愛 ，所以我挑戰
做出一道看起來很美味的烤肉。因此 ，收集參考

厚切爆汁肋眼牛排製作

資料是非常重要的步驟。在有了最初的想法之後 ，
我在 Google 或 Pinterest 上搜尋主要素材。一開

有著均勻的油花分布以及美麗大理石紋路肋眼牛排 ，口感軟嫩鮮甜 ，一口咬下肉汁在口中流竄。
由熱愛烤肉的老饕 Eugenio Garcia Villarreal，帶來他從烤肉中獲得靈感的肋眼牛排。

始 ，我只搜尋肉品 ，但是在過程中 ，我開始想像
有哪些可以加入的食材 ，讓最終的構圖更加平衡。

美式火烤肋眼牛排 | 厚切爆汁肋眼牛排製作

美式火烤肋眼牛排 /

\

提供一個好方法 ，那就是使用一個好用的情緒板
工具 ，這裡我使用 Adobe Spark，因為它是線上

主廚 The Chef

主要食材 Recipe

Eugenio Garcia Villarreal
來自墨西哥蒙特雷市。2004 年靠著線上教學開
始學習 3D 以圖像設計。畢業後便進入 3D 設計產
業。現在為 3D 環境設計師與產品視覺設計師。

Lightwave3D

而且可免費使用基本功能。所以我將所有參考資料
上傳。藉由把情緒板放在第二顆螢幕上 ，持續收攏
我的想法。

Mixer
Octane Render
ZBrush

02 基礎網格和 ZBrush
我從一個簡單的方塊模型開始建模 ，並以一

02

塊肋眼牛排的基本形狀為參考。我在 Lightwave
info:

Monterrey, Mexico

www.artstation.com/eugenio

中進行基本建模 ，因為我想將 OBJ 檔匯出到
ZBrush，在 ZBrush 中用標準畫筆 、移動工具 ，

一直以來 ，我就喜歡在夏天時烤肉 ，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會烤

在製作過程中 ，我了解到要讓作品能吸引它人的目光 ，是相

賦予這塊基礎牛排更不對稱的造型。在這個階

一次 ，也因此我突然靈機一動 ，想試試看是否能做出非常接

當困難的任務。儘管我努力做出一個自己覺得還不錯的作品。

段 ，我打算在更後面一點再開始製作所有細節 ，

近真實結果的東西。在這個作品中 ，我主要使用 Lightwave3D

但是當我把成品公佈在網路上後 ，得到許多像是「喔！這個牛

所以我先用 ZRememsher 重新拓樸 ，拆 UV，再

建模 ，因為我上網看到許多自己喜歡的教學 ，都是在講

排看得我好餓」、「我以為這是拍照的！」等等的評論。才真正

到 Substance Painter 和 Quixel Mixer 畫貼圖。至

Lightwave3D，因此開始學習它。我喜歡它簡潔的 UI，可以在

讓我體會到我做了一個蠻引人注目的作品。

於其它食材 ，木頭砧板只是簡單的用 Box 增加細

短時間內完成一個專案 ，而牛排的貼圖與材質 ，則是利用了

分值；鹽和胡椒粉只是在每個小方塊上增加 Noise

Quixel Mixer 和 Octane Render 完成。

變化 ，番茄和香草則是直接取用 3D 模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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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脆皮烤全雞 /
Roast Chicken

從生嫩到焦脆的美味烤雞
在本篇教學中 ，將由專門執行遊戲 3D 掃描的俄羅斯 Defect XYZ 工作室分享如何透過 3D 掃描
的方式 ，結合 Unreal Engine4 遊戲引擎 ，在遊戲中呈現烤雞從生肉到烤熟四階段完美的過渡。

烤雞背後的故事

使用 R3DS Wrap 拆解掃描模型 UV

這個烤雞製作的幕後故事 ，是來自當時我們正在開發一款中

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採用 R3DS Wrap 來拆 UV。許多專

世紀時代遊戲 ，其中有一項任務是讓人們可住在營地 ，在營火

案少了它那可能就無法完成了。簡單來說 ，它是用來對掃描

旁閒逛。而客戶希望玩家們能夠有烹飪的能力 ，於是我們做了

物件重新拓樸的軟體。最常用在創建臉部和表情處理。多虧

中世紀的湯和雞肉。順帶一提 ，我們連湯也是使用相同的掃描

了 Wrap，可以讓各種表情的臉部擁有相同的拓樸 ，這在建立

技術完成的。我們當時覺得讓雞肉能隨著時間烤熟蠻棒的 ，有

Blendshapes 動畫時是至關重要。在烤雞的案例中 ，可以對烤

點像是迷你遊戲一樣 ，當玩家靠近營火 、轉動烤架 ，烤雞就會

雞的四個階段都擁有相同的拓撲 ，我們在同樣的低模上烘焙了

烤熟了。我們也很驚訝這個烤雞作品能獲得如此巨大迴響。

四次掃描的成果 ，最後只需要在 Unreal 中將貼圖做混合 ，即可
做出烤雞逐漸烤熟的效果。

製作流程上 ，就像所有人一樣 ，我們從找參考開始。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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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取得要掃描的物件。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掃描組成

因為遊戲主要的開發平台是 Unreal Engine，它的材質編輯器

物件的材料。例如要製作一個木桶 ，但找不到物品的話 ，我們

非常的棒。可以讓材質貼圖串聯出各種可能性。我們透過當中

就會分開掃描木頭和金屬環。這種方法讓我們能在當下獲得最

的 Height Lerp 將四階段的貼圖材質做混合。有趣的是 ，因為

真實的成果。

它過往常用在地形的圖層 ，所以運用這個手法在材質貼圖上是
蠻不常見的。透過 Height Lerp，讓貼圖得以平順的轉換 ，同時

Agisoft Metashape

也讓烤雞突出的部分會先被烤熟。

Ilya Popov
Fronis,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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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ct XYZ－位在俄羅斯佛羅尼斯。從廣告、動畫、特效一直到遊戲開發，持續不斷地精進團隊的技術。Defect XYZ 著
重用實驗的方式來面對各種專案，並且擅長用照片建模的技術在遊戲開發上，像是環境、道具甚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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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們需要準備掃描物體。以雞肉來說 ，
我們需要將其煮熟 ，然後把它風乾 ，讓它在拍攝

yum!

時不會有光澤產生。最後將它擺好姿勢。接下來 ，
我們需要從各個角度捕捉它 ，在每 15 到 30 度就
放置相機 ，我們使用了自家的攝影量測陣列 ，但
其實你只需要一台相機就足以完成這項任務。

02 從高面數到低面數模型
現在 ，我們需要將照片轉換為高面數模型。執
行這項任務的最佳軟體是 Agisoft Metashap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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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Capture。它們都有大量的教學 ，以烤雞的
案例來說 ，結果是一個 8,000 萬三角面的模型。由
於 8,000 萬三角面模型還不是對遊戲友善的面數 ，
觀看《Chicken》
烘烤動畫

因此 ，我們需要降低模型的面數。對這樣一個簡單
的模型 ，我知道它在遊戲中不會有動作 ，因此選
用一種自動拓樸解決方案。當然也是有其它選擇 ，
例如 Houdini，或是 ZBrush 的 zRemesher 功能。

我們已經使用此流程製作了
很多道具，其實沒有遭遇到
太多困難。許多人也對烤雞
作品開了不少玩笑，但我認

我的
家鄉

菜

俄羅斯凍湯
Okroshka

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會在夏天品嘗這道料理，是一道很容易製作的

為在掃描前，能忍住不把它

湯品。除了俄羅斯人之外很少人會知道它。它是一種用新鮮蔬菜和

吃掉才是最困難的。

選這道菜的原因是讓我回想起童年，在夏天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

綠色植物製成的湯，當然還有肉。它是冷食的，所以在夏天吃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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