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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Talk Temporary
Pavilion 2020
2020
使用軟體 3ds Max, Corona Renderer, Photoshop
完成年份

這個作品靈感來自於我對葡萄牙亞速爾群島的地理研究，
那裡時常會下雨，我認為這是在詮釋一個畫面故事的關鍵點。
但我不想用傳統的氛圍來描繪場景，而是盡可能建立一個吸
引人的意象，讓場景更加突出。
過程中，建立畫面的故事性也是最大的挑戰。過往，在創
作這類型圖像時，很容易在畫面中塞滿或坐或站、喝著飲料
的人們，帶出充滿歡樂的氛圍。觀眾很可能看完就忘了。因
此，我想要展現非常不同的畫面，希望建築物和自然，成為
畫面中的主角。

Massimiliano Marzoli
Imperfct* 創辦人 / 創意總監與插畫師
www.imperf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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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ase

Staircase:
An interior study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1
Maya, Redshift renderer, Photoshop

這個作品的目的是為了擺脫我平常在做的事情。想學
習一些室內場景建模和渲染，因此，選擇這個簡單的場
景，專注於把它變得更加逼真。最大的挑戰是抓出正確
的比例和規模。必須讓燈光、材質和後製都做好才能得
到擬真的效果。尤其是後製，這經常被人遺忘。就像照
片一樣，你必須對它進行後製來發揮其最大的效果。

復古機車藝術
完成年份
使用軟體

2020
Maya, Mudbox, PhoenixFD, V-Ray,
Substance Painter, PhotoshopSubs

由於我很熱愛復古的改裝車、機車騎士與搖滾樂，因而啟發我
了這個創作。Maya 是我最熟悉的創作工具，包含建模，著色和
渲染都在該軟體上執行。首先建造了頭骨的粗略模樣，再導入

過程中，我學會如何快速建模，不要把精力用在看不

Mudbox 雕刻細節完成最終的形狀。最後，導入 Displacement

見的東西上。對於最終成果還算滿意，但真要再改進的

位 移 貼 圖 到 Substance Painter 中， 轉 為 高 度 貼 圖 進 一 步 繪

地方，是希望能做出更多光澤的變化，像是光照射樹產

製模型的材質。燈光方面的設定非常簡單，我使用 VrayDome

光線的色調上，主光源是冷色，其它的補光則是暖色調，用來創

生的陰影等等。

Light，並加入了一張室內環境的 HDRI 貼圖，用非常低的曝光，

造一些對比。

為了讓暗部的區域能帶有一些顏色。然後我用 3 點打光方式，所

Andreas Ezelius
EA DICE 3D 藝術家
www.artstation.com/eze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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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一個主光源、補光和輪廓光，並調整這些數值得到完美的光
線混合。為了增加一些額外的光澤，給予場景一些溫暖的感覺，
我放置了一些橘黃色的球狀光源在四周，讓背景不這麼單調。

Jochem Aarts
資深 3D 設計師
www.realizm.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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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入門－燈光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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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光影與顏色在娛樂產業中是不可或缺的兩大環節 ，然而在數位創作上操作光影
的職位非常多 ，有著不同任務需求 ，並分成不同職位 ，此次邀請到多位來自動
畫 、遊戲 、特效領域的「燈光師」，一同為我們揭開光影幻化的魔法 ，解答新手

E

常見的產業疑難雜症！
採訪: 林廷勳、周雨萱、謝家瑋、葉致廷 | 文: 葉致廷 | 圖: 受訪者

T

Q: 在你們的領域中，主要工作內容是什麼 ?

Q: 燈光師在廣告、動畫特效、遊戲中的工作有甚麼不同
嗎？

狹義來說 ，遊戲燈光設計師負責場景或過場動畫的氣
氛營造 ，但有時我們也負責幫助美術總監將遊戲所需的

不同工作室的燈光師可能會負責不同內容 ，大公司可

技術串聯起來。假如遊戲沒有合適的燈光 ，或是燈光效

能只需要你打光 ，不用接觸到其他工作 ，但小公司可能

來自哥倫比亞。因為一場吉他設計的比賽，開始對數位創作產生好奇心。有超過六年的

果不佳 ，則會無法展現精緻的遊戲美術。然而 ，燈光不僅是一項

就需要通才的本領。針對不同專案的規模與創作方向 ，

廣告、電影製作經驗。專注在視覺開發與毛髮製作 (Gromming)。

美術工作 ，它還兼具技術性。畢竟玩家在螢幕中看到的畫面會因

也會有不同的燈光需求。例如廣告案中的燈光並不是「擬真」就

燈光有所不同 ，而畫面的燈光顯示也容易受到硬體性能的影響。

好 ，而是更聚焦在「產品」給人的感覺。至於影集 ，則是看能否

Cristian Bolivar

T

H

E

3D 視覺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cristianbolivarcgartist

Neville Freitas
後期燈光技術指導
目前在光影魔幻影業倫敦分部擔任燈光技術指導（Lighting TD），近期參與的專案有像
是《曼達洛人》、《獅子王》、《神力女超人》等。

A

www.linkedin.com/public-profile/in/nevillevfx

把 CG 跟實拍鏡頭結合得完美 ，讓觀眾不出戲即可。有些大公司
燈光師這個職位蠻特別的 ，它處於 3D 資訊轉變為圖
像的前一站 ，是非常關鍵的要角 ，或多或少需要對其它
部門的製作流程有一定程度了解。由於燈光師也擔任品
質把關者的角色 ，會逐步對其他領域的知識更加了解。例如我已
經慢慢發展成資產開發的角色 ，或是慢慢移動到 Surfacing、毛髮
的製作 ，甚至也開始做合成。對燈光師來說 ，這是很自然的 ，因

R

為這些工作目的也是讓畫面變得好看 ，而且大部分技術的知識基

Peter Tran
遊戲燈光師

礎都是相通的。

來自加拿大，從小喜歡畫畫。高中畢業後，選擇就讀 3D 動畫科系，開啟了創作生涯。

T

大學畢業後，在遊戲工作室 Tuque Games 實習，負責《龍與地下城》的開發，現今則在
Ubisoft 工作，在遊戲產業已有兩年半的資歷。

www.artstation.com/petertran
I
CG 燈光師
畢業於舊金山藝術大學，2016 年開始在好萊塢特效工作室 Ingenuity studios 以 CG
Generalist 參與許多影視專案，之後晉升為 CG Lead，目前則在洛杉磯 Encore VFX、

燈光藝術家最常跟藝術總監討論 ，從他那邊獲取關於

然而遊戲中的燈光製作 ，在技術上又不太一樣了 ，畢竟動畫 、
特效最終還是以整體好看為主 ，像《可可夜總會》中亡者世界的
場景 ，其燈光數量是非常驚人的。但這在遊戲中是不可能的 ，因
為電腦會跑不動 ，但動畫電影可以為了好看而製作。而遊戲中的
燈光會牽扯到很多技術層面 ，例如如何留住最重要那幾盞 ，其它
也不會讓玩家發現差異 ，這就是技術上的不同 ，遊戲燈光師要更
懂得取捨。

因 ，其他團隊也會要求修改或是重做部分燈光。例如 ，
出於遊戲玩法 ，遊戲設計師可能需要特定類型的燈光 ，這時我們
必須執行團隊的委託。

www.kenliaoart.com

我認為 CG 燈光師的工作不
只是打亮畫面，更像是收集

幾乎會和各部門進行會議 ，包含 CG、Layout、動
畫 、特效以及合成 ，討論各個場景上的製作挑戰 ，例

S

就會給人假假的感覺。

用 Baking Light 的方式去呈現 ，雖然這不是真正的即時渲染 ，但

Q: 通常會和哪些部門合作？

Method Studio 擔任燈光師，製作像《閃電俠》、《球星長成》等影集。

T

中的關鍵角色。畢竟 ，就算模型做得多好 ，只要燈光角度不對 ，

燈光在藝術或技術方面的反饋。另外 ，可能根據不同原

廖正緯 Ken Liao

S

做得非常厲害 ，讓人看不出是用 CG 製作而成。而燈光師正是其

如需要全 CG 製作或是用實拍做後製等等。又或是需要
從 Layout 和動畫部門了解 ，如何在同一個 3D 空間保持外觀 、以

CG 裡的所有元素，最後把
它丟到合成部門，有點像是
最後的把關人員。

及攝影測量；同時 ，也要確保鏡頭的移動 ，會和我們做的燈光在
不同鏡頭保持連續性。又或是 ，有一些會應用在合成的工作；以
及一些燈光會和 CG 物件產生的互動問題 、同一個場景會有不同
的燈光問題 ，諸如此類。

10

CG 燈光師 廖正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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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入門－調光師之路

Q: 分享一個專案主要的流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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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由職業調色師 ，我有個人網站和 IG 宣傳 ，客

導（以下稱 DP）一起合作 ，從攝影機測試開始 ，並根

戶通常會通過這些入口找到我 ，或透過老客戶 、朋友的

據他們的工作流程確定最佳設置。當開始專案製作時 ，

介紹。流程上 ，有的項目會在前期就開始介入 ，和主創

我會提供任何支持 ，包括查看特定場景 ，與 DP 交流想法 、調整

團隊（導演 、DP）蒐集參考片和靈感來源 ，討論色調 ，提出一些

LUT 檔以及與特效團隊合作 ，以確定未來的顏色需求。當在後製

美術置景上的建議。如果是拍攝完成才聯繫我的項目 ，通常會先

階段時 ，我可以稍作休息 ，但我會利用這段時間研究並構建情緒

看定剪時長 ，聊預算和報價。簽訂合約之後一樣是圍繞導演 、DP

板 ，進一步發展外觀。同時 ，與 DP、導演溝通 ，了解他們的拍

以及製片喜歡的色調參考進行討論。緊接著就會正式進入調色環節。

後期軟體 ，為影像作品奠定一種穩定的風格或氛圍。我們邀請 4 位在後期 、特
效公司擔任調光 、調色師的業界人士 ，為我們詳細說明調光師的工作流程 ，以

E

通常會在前置階段就進入專案；所以我會和攝影指

除了上述的燈光師 ，在影視和廣告產業中 ，也有一個職位叫「調光師」：透過

及新手進入產業時會面臨到的問題。
採訪: 周雨萱、謝家瑋 | 文: 葉致廷 | 圖: 受訪者

E

攝內容。有時 ，我會與攝影團隊一起協作 ，調整離線場景 ，這些

T

Andrea Chlebak

場景可以做出更誇張的視覺 、或是根據電影故事做出更符合敘述

調光師

的要求。

現為美國洛杉磯 Harbor Picture Company 擔任資深調光師，近期參與的作品有 HBO

一旦接近最終調色階段 ，我將與 DP 一起重新審視外觀和情緒

H

www.linkedin.com/public-profile/in/andreachlebak

板 ，從更深一層的視覺開發會議開始 、進行實驗 ，並討論任何新

R

T

具體地說 ，就是從剪輯部門那裡蒐集檔案和資產 ，包括有

調光師

會議 ，以此共同努力尋找並縮小方向。一旦完成主要工作 ，製片

AAF/XML、RAW 影像檔以及參考的影像檔案等。有了資料後要

目前居住在美國洛杉磯，以自由工作者的型態從事調光師一職，擁有超過 5 年的經驗，

和特效團隊通常會參加最後的會議 ，提出審視建議 ，然後確定勝

做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數位資產管理），然後在調色軟體

出的版本 、電影的主要亮點。會議結束後 ，我們會開始交付各種

（DaVinci Resolve/Baselight）裡創建時間軸 ，接著做 Conform

工作版本 ，通常我會監督主要版本的顏色 ，直到電影在多種格式

（套片 / 套底）。如果有特效的話要和特效部門交接（輸出 Plate 並

球獎最佳動畫長片《大冒險家》、美國電影學會獎佳片《李察朱威爾事件》等。

www.xinedit.com

唐驥

S

回收做特效套片）。
調色過程通常會先抓幾個重要的鏡頭做預調色 ，然後和客戶約

調光師
現任職於兔將創意影業，畢業於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系。曾參與許多大型的影視專案

在我的工作室做整部片的顏色處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 ，

製作，例如《海霧》、《五月天人生無限公司》、《神探蒲松齡》等影視作品。

和客戶一起坐在經過色彩校對過的監視器前調色 ，否則在顏色上
的共識可能會陷入雞同鴨講的狀態 ，這也是我在疫情期間 ，遇到

www.twrglobal.com

一些困難後的體會。幾次的約會討論後 ，顏色就定案 ，並進入完
檔的環節 ，要開始和聲音 、影像部門對接 ，接收聲音檔案 、透明

閔嘉誠
調光師

I

Finishing（完檔）> Final Export（ 最終輸出）

對大多數場景進行設置 ，並應用於電影中 ，然後開始我們的協作

Cynthia Chen

下都看起來都符合預期為止。

A

Pre-color（預調色）> Color grading session（正式調色階段）>

的內容或細節 ，然後進入最終調色工作。最終調色時 ，我們將針

提供客戶一條龍式的剪輯、調光服務。曾就職於 Technicolor，參與製作奧斯卡提名及金

E

集交付檔案）> Asset organize（資產整理）> Conform（套底）>
Create VFX plate（創建 VFX 分層）> VFX coform（特效套底）>

Max 原創電影《美國泡菜》，以及 Netflix《完全獵魔攻略》等。

T

調色從準備到結案 ，技術上大致流程是： Collect turnover（蒐

文字圖層（例如標題 、人名字幕以及最後的片尾字幕 ，並創建多
Color grading / Andrea Chlebak

現任職於兔將創意影業，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 HND 學院影視多媒體專業。參與作品電影

種放映環境的版本修剪 ( Trim Pass)，例如電影院 、家庭影院 、網
路平台等版本。最後是創建多種格式（不同的清晰度和影片尺寸）

《神探蒲松齡》、《今夕何夕》、《宸汐緣》、等影視作品。

的輸出 ，並且為發行製作 DCP、DVD、CD 和隱藏字幕等。

www.twrglobal.com

T
S

工作內容
與流程

《美國泡菜》: Andrea Chlebak - Senior Colorist (Deluxe Entertainment Services Group)

16

© 2020 - HBO Max

17

專業協作與分工，打造一條龍式影像服務

Meet
the
Artists

鄭智維
兔將創意影業視效總監

趙子翔
兔將創意影業現場特效指導

閔嘉誠
兔將創意影業調光師

《海霧 Abyssal Spider》特效製作特輯

唐驥
兔將創意影業調光師

兔將創意影業
有別於傳統影視製作同業，兔將創意影業

專業協作與分工，
打造一條龍式影像服務

傳統可能認為 ，特效公司是在影片拍攝完畢後才取得素材並
開始後期製作 ，但其實依照目前的電影拍攝流程 ，特效公司在

人來製作；因此 ，有賴於現場特效指導在片場的參與 ，才能讓
製作進程更省時 、省工。

拍攝前期就進組是非常重要的。在兔將創意影業專業的分工流
程中 ，尤為特別的 ，是有一支跟隨劇組拍攝的現場特效指導團

在前期籌備之際 ，約莫在開拍前兩 、三周的「讀本會議」，兔

近年參與了許多大型影視專案 ，兔將創意影業從前期的概念美術 、現場拍攝指導

隊 ，擔綱起對內 、對外的重要橋樑。兔將創意執行長 Charles

將的場特效指導就會參與其中 ，並與導演 、道具和美術共同討

務。此外，更積極佈局前期 IP 開發與投

至後期製作 ，皆提供一條龍的專業服務。在這篇專題報導中 ，我們將從現場特效 、

也曾說道 ，這樣的角色對於特效製作非常重要 ，也是台灣特效

論劇本。「除了可以面對面討論對文字的想像 ，也能直接讓導演

資，投入影視拍攝與製作，為客戶提供最

調光調色 、視效統合的角度 ，了解兔將創意影業在燈光與調光調色的工作流程。對

產業目前最稀缺的人才；除了要有想像力 、在現場了解成品的

知道特效可以呈現的樣貌 、又有什麼較難達到的特效鏡頭。這

於外部的劇組 ，如何做到融洽的溝通工作；對於內部的團隊夥伴 ，又是如何協作與

最終呈現 ，也要和劇組的各組別有良好溝通 ，才能夠在前期將

樣的作法 ，也會讓導演安心許多！」對於這樣的工作角色 ，趙

拍攝工作把關好。現奔走於各專案拍攝片場的趙子翔 ，更將多

子翔認為 ，要習慣預先想好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我常常會跟

年於兔將累積的特效合成經驗 ，轉換應用於這個重要的工作角

公司內部的各組組長確認 ，像是這顆鏡頭有沒有需要多採集數

色上。「像是之前在公司負責數位修復時 ，尤其是所謂的『擦穿

據 ，或是要掃描整個場景模型回來？」在拍攝時的頻繁溝通 ，

幫』是最為麻煩的 ，如果能在現場直接調整 ，哪怕是移動機器 、

也是為了讓後製團隊的接續工作能夠更順利 ，「假設有一些專案

演員微調姿勢 ，都能讓後製難易度大幅調降。」進一步舉例 ，

在拍攝的一半就已經開始後製了 ，他們也會提出這顆鏡頭能不

早期曾參與過的穿幫鏡頭修復 ，多則耗時了一個月 、動員數十

能請導演補拍 、或是在現場補鏡頭素材。」

的產業鏈佈局垂直一體化，提供囊括文創
角色造型與影視前期美術概念設計、電影
現場拍攝指導、至後期製作的全方位服

完整的製作支援。亦創設專業培訓學院，
成為業界首間將特效課程與業界實際製程
準確銜接之特效公司。

分工。

www.twrglobal.com
採訪: 謝家瑋、周雨萱 | 文: 周雨萱 | 圖: 兔將創意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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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製作之始：現場特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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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歷史，臺北的玄關 : 臺灣鐵道旅館

鐵道旅館明信片 / 約1915 年，赤崗兄弟商會發行

如果鐵道旅館還復存在， 位置就在現今臺北車站斜對面的新光摩天大樓，忠孝西路與館前路口。

圖片來源: 民視新聞動畫

圖片來源: 民視新聞動畫

見證歷史，臺北的玄關 :
臺灣鐵道旅館
一探民視新聞動畫團隊精心打造的歷史動畫紀錄片
" 基隆南下的火車緩緩來到臺北 ，走出車站 ，第一眼就是一棟極為雄偉的建築 ，即使在日本國內 ，她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偉大工程 ..."
取材《新臺灣》雜誌 1917( 大正 6 ) 年 12 月。

百年前 ，臺北車站前方 ，矗立著當時號稱東洋第一的國際飯店—— 臺灣鐵道旅館；她高雅奢華且氣勢雄偉 ，是當時臺北最美

義支配世界資源時期 ，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此次專案經
由各領域專家的多方討論 ，並跨界將研究成果傳達給民視動畫
製作團隊 ，和以往各自鑽研的研究模式很不一樣。

沉潛歷史考究的樂趣
鐵道旅館歷經三代天皇時期 ，身處城中政經要塞 ，見證了二
代臺北車站 、北門町 、表町通的環境變遷。而在館內舉行的官

圖片來源: 民視新聞動畫

方重大會議及慶典活動 ，更是成為故事腳本的靈感依據！專案
策劃編導葉百林表示 :「 為一棟建築做記錄 ，不能只著重外觀 ，
更應涵蓋它本體格局 、周遭環境 、與其發生的人文歷史事件。」
這些題材對首次以 3D 動畫製作歷史紀錄片的成員來說 ，更感

麗的門面。然而 ，華麗的建築卻在無情戰火下徒留在歷史的記憶中。拜科技之賜 ，民視新聞傳播群製作「臺北的玄關：臺灣鐵道

到無比新奇。動畫師吳清貴表示 ，從前歷史課沒提過的 ，反而

旅館」紀錄片 ，透過 3D 動畫讓觀眾一窺鐵道旅館過往風華歲月。這齣歷史動畫紀錄片 ，可謂臺灣電視界的創舉 ，製作團隊從文

在專案中學到。動畫師楊道生則認為 ，在製作時可以想像自己

史考證 、故事策劃到動畫製作 ，歷經層層把關 ，大至街景樣貌 、小至磚瓦砌法 ，力求忠於史實；讓幕後故事與擬真動畫

置身在場景中 ，跳脫 2D 照片框架 ，在 3D 裡看到物件的每個角

紀錄片同樣精彩！

落 ，就像是自己在實地建造 ，與歷史的距離是如此靠近 ，是製
圖片來源: 民視新聞動畫

作歷史動畫最有趣的部分。

首座西式旅館—臺灣鐵道旅館

從鐵道旅館山牆泥塑、馬薩爾式屋頂緩坡及材質，到內部大食堂、大廣間梯間的格局比

專案統籌蕭慧芬表示 ，臺灣鐵道旅館的現址 ，如今高樓林
您知道嗎？人車熙攘的臺北新光三越摩天大樓以及旁邊的亞

產業開闢出全新的跨界合作模式！」

洲廣場大樓 ，距今一百多年前 ，就是臺灣鐵道旅館的所在地。

立；動畫 ，成為奇妙的魔術 ，帶領觀眾重溫舊夢。「能藉由動
畫重塑歷史建築 ，讓觀眾穿越時空 ，一睹雄偉建築的風采 ，讓

1908 年 ，鐵道旅館因應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而華麗落成 ，隸

以動畫記錄歷史 ，最大的考驗就是如何忠於史料 ，由於資料

屬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這次民視新聞傳播群團隊與國家鐵

缺乏 、陳舊不易判讀 ，團隊在初期籌畫過程中 ，常發生考證上

道博物館籌備處合作 ，以 3D 動畫的方式 ，展現臺灣鐵道旅館

的迷思。所幸 ，民視製作群邀請到凌宗魁 、姚銘偉 、王子碩 、

的緣起 、建築設計和興衰始末 ，為這棟已不復存的旅店 ，重現

片倉佳史 、陳威臣 、甘記豪等六位專業文史工作者組成考據諮

其在臺灣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詢團隊 ，分別就日治建築 、軍事 、鐵道文化等領域 ，提供全方

二十一世紀的觀眾得以重溫二十世紀的古典之美。」

位校對統整。現任職於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也是本次諮詢

28

例，據實重現。/ 照片來源:1911年《臺灣鐵道史》

照片來源: 台北新高堂發行明信片 / 民視團隊收藏

民視新聞傳播群的副總經理胡婉玲博士強調：「媒體產業肩負

團隊的首席委員凌宗魁表示 ，鐵道旅館是日本官方將歐洲管理

知識傳承與社會責任 ，這次鐵道旅館紀錄片的製作 ，就是在這

與服務模式引入臺灣的努力嘗試 ，在此之前 ，臺灣從沒有如此

又可稱英式交錯 (English cross)、荷蘭砌法。第一皮於牆轉角處，全部使用全磚及半條磚砌築

動畫師楊道生表示，有別於以往用 2D 視角去看老照片，為了動畫製作而投入的考據與分

樣的自我期許下 ，嘗試將動畫與歷史深度結合 ，更期望為電視

大規模的西式旅宿空間。「臺灣鐵道旅館可說是 20 世紀帝國主

為要件，鐵道旅館外牆磚塊原本做成順砌法，經老師指導後整個打掉改成英式砌法，為承重牆

析，從老照片裡推敲出建物結構之間的相對關係，建築彷彿有了新的生命。

最常常採用的砌磚法。

[ 英式砌法 / English bo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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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城市夜景打光教學

Meet
the
Artist

霓虹城市的背後故事

L a ury Guintrand
3D 概念設計師

以 3D 通才的角色在產業
工作七年多的時間。曾
參與過 Nike、Gucci、
Disney 和 Marvel 等廣
告、電影專案。自認不擅
長手繪，因此投入大量時

Kitbash3D + Maya + Nuke + Photoshop

霓虹城市夜景打光教學
隨著 2020 年底遊戲大作《電馭叛客 2077》的推出 ，以霓虹城市為主題的創作在社群
網站上大量湧現 ，而線上模型資源庫 Kitbash3D，也抓住熱潮 ，舉辦以霓虹城市為主題

間學習，以最快的方式讓

的挑戰。而 3D 概念藝術家 Laury Guintrand，以她參加挑戰的作品 ，與我們分享打造

自己成為一名好的 3D 概

霓虹城市的流程。

念設計師。

artstation.com/laury_guin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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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謝家瑋 | 圖: Laury Guintrand

引導觀眾「目光」到畫面重點上

當時 ，我在工作的空檔在玩著 Kitbash3D 裡的一個模型組 ，

要想讓畫面看起來更有質感 ，最該留意的就是攝影機 ，一旦

看到它們在 Instagram 正在舉辦一個以賽博龐克為主題的挑

你在場景中放好了一些簡單物件 ，試著先決定好大概的構圖 ，

戰 ，我正好超級喜歡這個風格 ，因此便決定參加這次的挑戰！

即便你之後還會做一些整理 ，但要清楚的知道最終樣貌會看起
來是如何 ，目光焦點該停在哪裡。提前知道你想要看到的物

因此 ，我開啟 Maya，然後置入一些商店 、霓虹燈 、垃圾桶

件 ，以及會看的多近 ，會讓你有更多時間專注於可見的區域

等模型。但我最愛的是 ，為這類型專案的背後 ，種下一段小小

裡 ，並根據需要盡可能增加細節。就材質來說 ，也是同樣的方

的故事。於是 ，我把一臺壞掉的小機器人放在自動販賣機前 ，

法 ，模型看的越近 ，那材質的程度就會越複雜。

沒有人照顧它 ，除了那隻盯著它看的小貓。用來呈現出即使是
機器 ( 假設它們有某種人工智慧的話 )，也會被遺棄而感到孤獨
的感覺 ，這也是一種我個人表達的方式。

以我的觀點來說 ，燈光是「銷售」一個想法 、概念或故事最
重要的元素之一。對我來說 ，為場景打燈就像在寫故事或小說
一樣 ── 你想要引導觀眾往畫面中哪看 ，那麼你就需要指引
他的眼睛去看最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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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Program 跑車視覺開發流程

Blender + KeyShot

Cyberpunk 2077 粉絲電影—
Phoenix Program
跑車視覺開發流程

2020 年底遊戲界最知名的新作 ，莫過於 CD Projekt 推

經驗 ，以及彼此合作的經驗 ，於是我便樂意地接下這個任

出的《電馭判客 2077》。而一部由導演 Vi-Dan Tran 花費

務。我的任務是根據現實中的 BMW 汽車 ，拍攝照片 ，從

一年時間準備的粉絲電影《Cyberpunk 2077 - Phoenix

中構建出一個中面數的模型 ，讓視覺特效團隊可以在電影中

Program》，則是以遊戲中 Johnny Silverhand 為故事

使用。」在過程中 ，其中一大挑戰是我遍尋不著任何與跑車

起點的致敬電影。Emre 說：「我受到好友兼老同事 Timo

相關的設計藍圖或草稿。所以我建模時 ，都是依據所拍攝的

Krahl 的邀請 ，我曾經和他在同一家公司合作過一款名為

BMW 照片來參考完成。幸好模型並非需要做到百分之百完

《Comanche - The Game》的模擬遊戲 ，他有一天問我有

美 ，因為它在電影中並沒有任何近距離的鏡頭。

沒有時間一起做個電影專案。團隊當時在找一位可以做汽車
建模的設計師 ，根據我之前為遊戲打造道具車輛和無人機的

由來自德國柏林的 3D 設計師 Emre Karabacak，分享他為《電馭叛客 2077》粉絲電影
《Phoenix Program》打造的 BMW 跑車 ，如何用 KeyShot 快速為 3D 模型做視覺開發的流程。
編譯: 謝家瑋、林廷勳 | 圖: Emre Karabacak

Meet
the
Artist

E m re Karabac ak
3D 武器、道具設計師

來自德國柏林。在私立
學校學習 3D 兩年之後，
4 年前開始以初級道具師
在幾家公司任職，同時
也有自由接案。目前為
Outrival 工作室的一員，
同時也致力於開發自己的

Emre Karabacak 依據 BMW 經典車款「BMW Turbo X1 1972」概念車為原型，所重新啟發設計的 3D 跑車。並和 BMW 原廠取得授

遊戲專案，並在 Hideout

權，該模型車僅能在《Phoenix Program》中使用，與 CD Projekt 和《電馭判客 2077》無任何關聯，僅作為粉絲影片使用。

Academy 網站上分享許
多 3D 教學、幕後製作。
emre-karabac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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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觀看《Cyberpunk 2077-Phoenix Program》粉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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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像打光技巧經驗談

數位人像的主題 ，對於 Johan 來說 ，從一開始出於興趣 ，

Maya + V-Ray + Nuke

數位人像打光技巧經驗談
由資深 3D 設計師 Johan Vikstrom，從他一系列擬真數位人像的製作中 ，分享如何運用燈光 、

只是想看看自製的皮膚材質 ，套用到掃描的 3D 人像上會是如

這也是我第一個採用此作法的作品 ，根據自己的想法去探索出

何的 ，也因此愈做愈上癮。Johan 說：「以前只有在工作中 ，

我所想要的畫面與氛圍。

用過皮膚材質在卡通風格的角色上。然而 ，在經過一些專案之
後 ，我試圖發展出一種風格 ，大部分是類似於電影感的風格 ，

如果是要以電影畫面為參考的話 ，我喜歡找有著有趣燈光和

我真的很喜歡那種光影與氛圍。像是《銀翼殺手》和《星際大

構圖的畫面。而利用「陰影」以及好的「配色表」也是很重要的。

戰》那樣。」

如果找到一個有趣 ，設定起來又蠻有挑戰性的話 ，那就是我會
想去嘗試製作的目標。

鏡頭 ，做出電影等級質感的人像渲染。
編譯: 謝家瑋、林廷勳 | 圖: Johan Vikstrom

了許多符合我心中感覺的照片。從每張照片中擷取不錯的地方。

也因為喜歡電影感的畫面 ，Johan 的擬真人像通常會以一格
電影畫面或是照片開始 ，將攝影機鏡位與參考照片相符合 ，再
開始建構粗略的 3D 場景。「當我簡單把場景建立好之後 ，我
便會開始燈光的設置。我試著解讀參考畫面中 ，是理解他們是
如何去打光。在這個階段 ，我對場景中所有物件都只單純套用

恐怖谷即將被打破？

Maya 中最基礎的 Lamber 材質球 ，方便我可以讓燈光與主體

談到擬真人像在影視領域的應用 ，其實一直以來都廣泛地被

快速的互動。在燈光建構完之後 ，我才會開始套用材質 ，並看

討論著。隨著技術的發展 ，近年來在電影中已經可以看到許多

看燈光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在接下來的階段 ，才會將角色做

近乎要超越恐怖谷的擬真角色。Johan 認為電影《羅根》(2017)

最後的收尾 ，調整材質 、貼圖 、毛髮之類的。最後到 Nuke 做

就是很成功的 CG 虛擬人像角色 ，「在電影裡看起來真的非常

合成 ，不過也時常會直接在 Photoshop 中做完後製。」

棒。不過當中的 CG 人像都是不會說話的。真要說起來 ，以成
功而且又有說話表演的 ，應該算是 2008 年的《班傑明的奇幻
旅程》。而現在 ，隨著 Deepfakes 技術的進化 ，在未來已經可

擬真人像的前置作業
如果我是直接從電影畫面作為參考的話 ，其實並不需要什麼
前置工作。但以其中一個作品《Into the deep》來說 ，我搜集

能會變成 ，只要提供足夠的人臉資訊給電腦 ，AI 就可以為我們
做出所有頭部置換的工作 ，那就不需要動用到 3D 藝術家的貢
獻了。」

Meet
the
Artist

Johan Vikstro m
資深 3D 設計師

來自瑞士，在當地知
名特效公司 Swiss
International 超過 16 年
的時間，參與過無數個廣
告製作案。也曾在 2012
年在 MPC 以合成師的角
色參與《哈利波特: 死神
的聖物》。一直以來都以
3D 通才的角色任職，而
近 5、6 年開始專注在視
覺開發、燈光與合成的領
域上。

www.artstation.com/jovi_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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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al Engine 室內場景建構與燈光設計流程

Meet
the
Artist

蔡濤
資深 CG 美術顧問

《Sweet Home》作品概念
Unreal Engine 4 + Maya + Quixel Mixer + Quixel Bridge + ZBrush

Unreal Engine 室內場
景建構與燈光設計流程

在 3D 產業將近十年的工

隨著光線技蹤技術的進步 ，各家遊戲引擎的支援度越來越好 ，帶給創作者和玩家們更接

作經驗，目前在多個公司擔

近渲染器的逼真畫面效果。本教學將由資深 CG 美術顧問蔡濤 (Beck Wylde)，以他使用

任美術指導，同時也在線上
平台擔任 Unreal Engine
講師。擅長各式風格的場景

到光線追蹤技術的室內靜景個人專案《Sweet Home》，來分享他從概念發想到實際建模 、
材質 、打光 、調光 、調色的完整工作流程。

製作。

www.artstation.com/beckwy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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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謝家瑋 | 圖: 蔡濤

這個作品最早是在玩蜘蛛人遊戲裡的一個室內場景 ，因為覺

椅子 ，這些大型物品全部使用了 Mesh 繪製 ，再到 Unreal 內
進行即時繪圖 ，搭配鏡頭和打光便可以隨時修改。

得跟自己的小窩很像 ，所以找了很多原畫與設定稿後就開始製
作了。其中最有挑戰性的部分 ，就是把握真實光照和虛擬光照
的差距 ，畢竟一點點的亮度或顏色差距 ，都可能導致整個畫面

自由度極高，自主打造最趁手的美術工具

感失衡 ，所以在亮度方面我一直使用 PS 把畫面調成黑白 ，然

就軟體選用方面 ，我認為 Unreal Engine 遊戲引擎其最大的

後對比現實中的照片 ，以及自己的房間調整亮度。顏色方面則

優勢在於開源 ，你可以在很快的情況下編寫自己的美術工具 ，

透過了多個螢幕（包含手機），在各種不同的色差環境下觀察

這對創作者來說是非常友好的功能 ，你只需要學習一定的程式

調整。

基礎以及內建的藍圖功能 ，就可以很快製作出屬於自己流程 ，
又不用太依賴他人的美術工具。而且 Unreal Engine 的光線追

我早期在學習掌握光影顏色時 ，參考了各種電影和動畫中專

蹤能力 ，可以省去 CG 製作上大約 50% 的繁瑣工作了 ，不管

家們拍攝的畫面 ，觀察當中的亮度 、深度的顏色變化。此外也

是拆 UV、減面數等等 ，對於 CG 來說不需要做優化的動作 ，

必須注重材質 、模型的比例。其中材質部分 ，我使用 Quixel

而且渲染品質方面 ，不管是即時的 GI，還是 Soft Shadow、光

Mixer 混合出幾種材質 ，例如牆壁 、門 、沙發 、主要的木桌 、

線追蹤的反射 ，都可以帶給畫面更接近其它渲染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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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繪圖硬體評測 - ConceptD 7 Ezel Pro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產品分類

螢幕支援多點觸控

行動繪圖工作站

繪圖筆可磁吸，螢幕右下角有隱藏式繪圖筆收納孔。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Pro

主要特色
● Intel Xeon W 處理器
● Pantone 認證 4K 15.6 吋 IPS 面板
● Adobe100% 完美色域，Delta E<2

以浮動模式操作 3ds Max 2021

● 霧面不反光

筆電模式

共用模式

展示模式

平板模式

斜立模式

● 獨家 Ezel 舒感轉軸
● Acer 隱藏式 EMR 繪圖筆
● 極簡純白鎂合金陶瓷疏水疏油層
● RTX5000 專業繪圖卡
● 32GB 的 2933Mhz ECC 雙通道記憶體

適用對象
建築 / 室內設計、動畫製作、
遊戲設計、短片剪輯、平面設計

開發商
ACER
www.acer.com/ac/zh/TW/content/home

ConceptD 7 Ezel Pro
Easy 創作，Ezel 掌握

文: 謝家瑋 | 圖: ACER、謝家瑋

極致美型的行動繪圖工作站

百分百專業顯色繪圖螢幕

與外表相符的強大內在
除了外型與觸控螢幕之外，ConceptD 7

1 個 Display Port、1 個 HDMI2.0，讓你最

鋒速冷金屬散熱風扇，能在裝置內部產生

Ezel Pro 所建置的系統規格更是不容小覷。

多可以同時輸出四個畫面。透過 Acer 最

獨特的「渦漩流動」空氣動力，不僅能將

採用最新的工作站旗艦級 Intel Xeon W

新的散熱技術和優異的散熱系統，在全速

噪音降至 40dBA 以下，也確保裝置與內部

處理器 (8 核 16 執行緒、超頻 2.4 GHz-

運作的情況下，讓創作者依然保有安靜舒

元件在將效能推向極限時，依舊能保持低

5.3 GHz)，以及專為高階動畫師適用的

適的創作體驗。第 4 代 AeroBladeTM 3D 刀

溫穩定的狀態。

®

®

在電腦市場深耕 44 年的老字號品牌宏碁電

ConceptD 7 Ezel Pro 是一台專為創作者而生

腦，近幾年積極搶攻數位創作者市場，推出

的行動繪圖工作站，讓你可以隨時隨地編輯影

了「ConceptD 系列」，包含筆記型、桌上型電

像、影片、3D 場景，再也不需要被一堆外接設

腦、專業顯示器等多項產品，並著重在效能、

備「線」制你的創作想像，採用了目前最頂級的

運算處理、極靜、精準的色彩顯示四大指標。

15.6 吋 4K IPS 超高畫質廣色域觸控繪圖螢幕，

在本次映 CG 技術評測當中，我們將為大家帶來

符合 Pantone 認證，色彩準確度 Delta E 小於 2

Acer 最新，專為各領域創作專業人士所設計的

等兩項標準，讓觀看時能獲得最準確、最忠實人

ConceptD 7 Ezel Pro 行動繪圖工作站。

眼所看到的顏色，完全不必擔心色偏、色差問
題，更是現在市面少見符合 100% Adobe® RGB

在挑選行動工作站時，除了穩定快速的操作效

完美色域的機種。

能之外，具備好看的外型也是現代人考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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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ConceptD 7 Ezel Pro 以極簡純白、俐落

除此之外，霧面防眩光 Corning® Gorilla®

的造型設計，加上琥珀色背光、剪刀腳鍵盤、鎂

Glass 6 玻璃，能減少眩光和反光，並同時強化

鋁合金與陶瓷塗層，讓機身不易汙損，也避免黃

對比度，讓你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清楚且舒適

化，還可保持長久潔白。螢幕則搭配可以任意翻

地觀看螢幕。繪圖方面，採用與 Wacom 合作的

轉變換各個角度的專利 Ezel 轉軸，能變換成六

4,096 階 EMR 免充電繪圖筆，安插在螢幕右下

大觀看模式 ( 筆電、浮動、共用、展示、平板、

角的隱藏式孔位，巧妙的與機身完美貼合，賦予

斜立 )，讓你一個翻轉，即可滿足各種使用情境。

行動繪圖工作站更直覺的設計思維。

NVIDIA Quadro RTX

TM

®

5000 繪圖卡，並

獲得 ISV 獨立軟體商的測試與認證，你可
以同時開啟 2D/3D 繪圖、影片剪輯與特效
軟體，16GB 大容量繪圖卡記憶體，讓你

I/O 埠由左至右為 USB 3.1 Gen1 x1、ThunderboltTM 3 x2、3.5mm 耳機孔

可以繪製達到 8K 解析度圖像、啟用更多
的圖層，在 3D 中也可以即時顯示更高的
面數與貼圖尺寸。影片剪輯方面，處理 4K
影片時相當輕快，遇到長度較長的片段，
預覽也非常即時，甚至在繁重的工作流程

I/O 埠由左至右為 Display Port x1、HDMI 2.0 x1、USB 3.1 Gen1 x1、RJ-45 網路孔

中，同步進行 6K、8K 影片的編輯或輸出。
檔案傳輸方面，內建 1TB+1TB M.2 SSD
並採用 RAID 0 陣列儲存方式、Wi-Fi 6，讓

ConceptD 7 Ezel Pro 測試規格：

CPU

Xeon W-10885M

卡插槽可以讓攝影師拍攝後，立即傳到

RAM

DDR4 2933-32GB ECC Memory

ConceptD 7 Ezel Pro 中進行調光、調色的

顯示卡

修圖等工作。I/O 埠也相當齊全，包含了 2

硬碟

1TB+1TB M.2 SSD

電源

84Wh

檔案讀取傳輸超快速，機身前側高速 SD

TM

個 USB 3.1 Gen 1、2 個 Thunderbolt

3、

NVIDIA® Quadro RTXTM 5000 16GB (Ma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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