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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ius Dämmrich
3D Artist

　2011 年，我製作了一個名為《Ancient Area Network》

（刊載於映 CG 第 14 期，2013 年 3 月的作品），描繪了一

場老公寓裡的網路派對，它與我多年來居住的半木結構房屋

完全不同，但我嘗試捕捉這些聚會的凌亂與氣氛。10 年前，

我用一個對網路派對的描寫開始了這個循環，現在我以另一

個作品來結束它。這件作品同樣是用一大堆不同的 3D 軟體製

作的，整個過程耗時 16 個月。最大的挑戰是影像尺寸。在這

一年多的時間裏，要保持積極的創作動力也確實是另一項挑

戰。除此之外，電線的製作在技術上並不難，但實際上電線

數量之多讓它非常複雜。我在製作第一排電線中使用了一個

叫 HoRope 的 C4D 外掛，並手工製作了很多電線，在第二、

三排電線上，則是我另一位朋友 Moritz Schwind(entagma.

com) 使用 Houdini 協助製作的。

　當你看到很棒的作品，都是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做到，

因為好的品質需要時間，沒有取巧的辦法，我以前就知道這

一點，但製作這件作品讓我再次意識到，如果一個人想要創

作出好的作品，是沒有辦法作弊的。

Cinema 4D,Octane Renderer,
Marvelous Designer,Substance Painter,
Fusion360,Photoshop,Houdini

使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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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rtstation.com/amber0825

蔡卉嵐 Amber Tsai
數位繪景師 / 概念設計師

　其實這算是一個概念圖的練習，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星際

大戰的設計，那種在宇宙中氣勢磅礡的感覺，是我很想呈現

的，希望大家喜歡 !

　我覺得最挑戰性的是如何呈現出寫實電影的感覺，並且我

讓畫面是有立體感的光影，所以我打了測光源來呈現我想製

作出立體感，也想辦法用 PS 去解決貼圖的質感，因為製作

的過程我是簡單的用 3D 算出打光過的模型和上貼圖的一些質

感，而後面很需要修飾的地方就是要靠 PS 去完成，並且做出

寫實感，在練習時我參考了不少來自粉絲還是官方的概念圖 !

這個摸索的過程中，我學習到如何依光影顏色變化，以及擺

設位置去做出視覺引導。我學到了畫一些爆炸和碎裂的感覺，

因為是靜態圖，所以我還是把碎裂的部分到 PS 繪製處理，我

也拿了很多碎石的 PNG 檔案繪製以及一些地震過後的地板去

貼，過程真的很有趣 !

V-Ray , Maya , Photoshop使用軟體

2021完成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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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職人！影視特效篇

進擊的職人！影視特效篇
21 個產業 QA，深入了解 VFX 工作

早上會先看前一天的專案是否有問題要回覆 ，

再來就是查看專案管理軟體 ShotGun，並提供每

顆鏡頭的反饋 ，將問題統整起來後 ，找專案協調

助理 (Coordinator) 或是部門的技術組長一起討論。到了下

午就會有比較多的會議 ，除了本身的專案會議外 ，也可能

會有新專案的說明會 ，討論該由誰負責。有時候我也必須與

導演開會 ，到了晚上空閒時間會開始製作鏡頭 、做研發或

是一些設定 ，讓案子可以順利進展。由於目前遠端工作的關

係 ，我會習慣在晚上 10、11 點確認一下是否有同事加班或

是上傳新進度 ，並且會即時給予反饋 ，這樣隔天才不會有

同仁閒置的問題。以工時來說 ，雖然與之前在 ILM 是差不

多的 ，差別在於時間的掌控度和壓力 ，如果我停下來 ，會

有很多鏡頭的進度卡住 ，同事們的工作也會跟著停滯 ，所

以我必須一直提供反饋 ，才能持續推進案子。在 ILM 反而

比較沒有這麼大的負擔 ，這也是我目前還在熟悉的地方。

Q：與我們聊聊視效總監一天的工作日常？

根據不同專案進度 ，每天的工作也會不同 ，若

還在前製期 ，可能會尋找合適的參考影像 ，與團

隊在劇本會議討論畫面設計方向 、分配預算 ，

如果是到了拍攝期 ，則會去拍攝現場 ，側拍每場戲的環境

照 ，或是在重要特效戲時 ，蒐集燈光資料或是設立追蹤點

等 ，而拍攝期的時間也很不固定 ，有時夜戲多就是常常得

晚上開拍 ，有時拍晨戲就要一大早出門 ，算是跟著劇組設

定的時間表進行。若是到了後製期 ，一早進公司就會打開今

按不同規模的公司行程都不太一樣 ，我前公司

Digital Domain 上海 ，其實是從後製公司 Po 朝霆

轉型過來 ，所以本質上還是後期公司。但到我離開

前 ，北京 ，上海已經可以跟全球的分公司一起協作大型的專

案 ，而我當時在那裡的日常大致如下－早上 9:30 到公司先確

認當天工作進度 ，並把大家的工作安排好 ，包含審視前一天晚

上加班同事提交的版本。 11:00 公司跨部門例會 ，接下來就很

不固定了。主要時間會用來確保 Artist 的製作進度及品質 ，再

來就是陪製片們進行專案的估價 ，有一段時間技術開發部門的

主管從缺 ，因此我也兼任了這部分的工作。那裡比較少有固定

的每日例行公事的安排 ，原因是大部分時間都同時要兼顧很多

當地的廣告案 ，而那些廣告製作時間都「非常彈性」，固定時

間做甚麼事的方式 ，完全無法配合這類型的工作。 19:00 是下

班時間 ，但通常也是我可以開始好好把自己手上任務消化掉的

時間 ，基本上幾乎每天都會加班到 22:00 以後。

職務內容

天要繳交的檔案 ，與團隊討論 CG 製作方向 ，並將確認好的檔

案傳給 PM，再整理給客戶 ( 劇組 ) 看 ，與對方討論畫面是否要

修改或是定案。有時 ，我也會自己製作特效 ，像我很喜歡自己

製作片頭動畫 ，雖然這個任務並不一定要由我來做 ，但我還是

希望能參與一點製作面 ，研究特效技術 ，這樣跟團隊溝通才不

會有落差。

自《侏儸紀公園》上映後 ，全球各地影視產業看見了 CG 特效的潛力 ，完成各種實拍做不到的畫面 ，帶給觀

眾更加奇幻的情節。你有想過這些特效工作者平常是如何與客戶合作 ，打造令人驚喜的特殊效果？映 CG 邀請

五位特效總監與資深特效指導 ，分享他們的日常工作 、特效製程 、產業趨勢與職人養成經驗！

採訪: 林廷勳、洪子茜、葉致廷、謝家瑋 | 整理: 葉致廷 | 圖: Sercan Yasar、左志中、莊凱安、溫兆銘、郭憲聰

Sercan Yasar
Ingenuity Studios / 視覺特效師

　大學就讀電腦程式，目前在影視特效產業已有 10 年資歷。曾

在 MPC、Gradient Effects 擔任視覺特效師，製作過《安眠醫

生》、《入魔》及影集《守護者》等作品。不只影視產業，先前

甚至跨界至建築、動畫及音樂產業。目前在 Ingenuity Studios 擔

任視覺特效師。

www.artstation.com/sercan

郭憲聰
再現影像 / 視覺特效總監

　專事視覺特效工作，曾任第 53 屆金馬獎主視覺特效總監一職。

參與製作影視作品有影集《誰是被害者》、《陪妳很久很久》等片，

其中以《返校》、《消失的情人節》獲得 2019、2020 金馬獎最

佳視覺效果獎之肯定。

www.renovatiopictures.com

莊凱安
光影魔幻工業 (ILM) / FX Artist

　畢業於美國 AAU 舊金山藝術大學，曾在 Houdini 開發公司

Side Effects 實 習， 在 職 業 生 涯 中 也 任 職 於 Method Studio、

DNEG、MPC 等多間公司，並參與製作過《美國隊長》、《奇異

博士》電影及多部廣告，並從三月開始到 ILM 新加坡分部任職。

vimeo.com/111328908

左志中
SDDS FILM / 前、後期特效指導

　從事影像工作 20 餘年，自電視節目線性剪輯開始，經歷了 MV

後製、Motion Graphics、廣告特效、一直到電影特效，並參過

許多獲獎作品，2016 年參與的電影《樓下的房客》入圍金馬獎最

佳視覺效果獎。經歷多年的項目執行及團隊工作經驗，並成立工

作室 SDDS FILM，目標是藉由小單位的運作，能更有彈性將新的

技術與管理方式導入現有流程。

溫兆銘
夢想動畫 / 視覺特效總監

　畢業於舊金山藝術研究所，2011 年正式進入了特效產業，在各

大知名電影公司，例如 Method Studios、Pixomondo、ILM 擔

任數位合成師，曾參與《復仇者聯盟 3: 無限之戰》、《雷神索爾

3：諸神黃昏》、《奇異博士》等多部漫威英雄電影。

www.evanwen.com

www.sddsfilm.com

製程相關

Q：在前期製作上特效指導會怎麼與客戶合作，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

影視劇組讓特效團隊在前期就開始參與工作

並不稀奇。在海外甚至包含中國 ，相對比較大

的製作 ，製作方至少會僱用自己的特效製片 ，

甚至特效總監 ，這對於視覺開發或拍攝計畫都能帶來極

大的好處。但台灣目前多數的專案 ，特效還是被當作外

包廠商 ，這樣的合作模式不但效果難以發揮 ，通常其結

果也不會太理想。

評估的工作主要仰賴的是專業知識及工作經

驗 ，例如曾經有個劇組來諮詢想做一隻 CG 的

猩猩 ，以專業知識來評估的話 ，會需要先製作

Previz，然後現場要出三台 Survey Camera，演猩猩的演員

需要做訓練 ，還要幫他特製一些道具協助表演等諸多準備工

作 ，但工作經驗告訴我 ，客戶不太可能有預算完成這些事

項 ，於是我會直接建議找人套猩猩服裝演 ，頂多後製替換

臉就好 ，最終我們沒獲得這個案子 ，但用 CG 製作的效果就

不太真實 ，對我來說電影的 CG 最重要就是隱形特效 ，或夠

真實 ，讓觀眾能夠好好看戲 ，不會覺得突兀。

Q：了解需要實踐的特效後，會怎麼評估製作時程以及
使用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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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的職人！遊戲特效篇

進擊的職人！遊戲特效篇
11 道問答解惑遊戲產業職涯疑問

特效已不知不覺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無論是影視或是遊戲 ，特效已經是數位娛樂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環

節。對於遊戲來說 ，特效就像是一位化妝師 ，帶領玩家進入宛如身歷其境的遊戲世界 ，享受遊玩過程所帶來的

極致體驗 ，不僅讓遊戲更好玩 ，也使玩家從遊戲中獲得成就感及快感。此次邀請了遊戲領域的特效師 ，一同為

我們展現特效的魔力 ，解答新手常見的產業疑難雜症！

採訪: 洪子茜、莊昀錚 |  整理: 洪子茜 | 圖: Matt Schwartz、曾仲毅 

我認為遊戲特效能透過形狀 、時間及顏色 ，

傳達故事的世界觀及故事。特效可以是銀幕上

最具價值的元素。假如製作得好 ，可以微妙地

將特效帶入生活當中 ，豐富人們的感受。

Q: 簡單描述特效在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

遊戲特效主要分為四種 ，一般常見的技能特

效 、場景特效 、介面特效 ，以及較特殊的後期

特效。簡單來說影視特效主要是在軟體中調整

參數 ，接著進行完整模擬來取得最終結果 ，但遊戲特效因

為要進到遊戲引擎中即時運算 ，需要考量到效能的限制 ，

所以得將效果拆解成不同元件 ，再透過遊戲引擎中的粒子

系統重組。特效像是化妝師 ，讓遊戲更具吸引力及特色 ，

帶給玩家身歷其境的感受 ，良好的互動體驗 ，協助理解遊

戲內容 ，提升畫面效果的豐富度與精彩度。

Q: 遊戲特效與影視動畫特效有什麼差異？

兩 者 的 差 異 已 越 來 越 小 ， 但 依 舊 有 幾 個 差

異。遊戲特效必須即時產生 ，在高端機器上以

每秒 60 幀的速度更新 ，確保特效能從任何角

度及裝置上發揮作用。電影特效則能夠經由很長一段時

間渲染。而製作遊戲特效大多使用了優化技術 ，較依賴

以 Flipbook 節點去審視結果 ，而非如電影以完全模擬的

方式。Flipbook 指的是透過 Shader 及粒子系統創建紋理

動畫的節點。例如在《榮耀戰魂》及《極地戰嚎 5》中 ，

製作團隊使用 Flipbook 節點 ，透過 Fume FX 流體模擬出

爆破的效果。除此之外 ， Flipbook 節點也能用在其他用途

上 ，例如在製作閃電及閃光效果時 ，團隊會將素材設置在

2x2 網格中並在粒子系統中快速循環 ，且隨機選擇每個粒

子的圖像 ，製作出不同模樣的特效。

基礎概念

通 常 在 製 作 遊 戲 特 效 時 ， 會 需 要 製 作

Shader，在影視方面除了比較高階的特效外比

較少牽涉到。遊戲特效不像在 Houdini 中單純 ，

會需要計算遊戲空間的所有數據 ，搭配美術視覺 ，再透過

遊戲引擎中的粒子系統重組動態效果。另外與影視不同的

地方是攝影機 ，影視特效的攝影機都是固定一種 ，帶給觀

眾的視角也只有一種。但遊戲特效擁有多變的視角 ，甚至

是 VR 遊戲的 360 度全視角。所以在製作時 ，必須思考攝

影機視角 ，讓玩家能在各個視角中看到最理想的結果。

Matt Schwartz
首席遊戲特效師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就讀角色動畫，畢業後進入 SideFX

實習，其中電影特效作品還在當年 Siggraph 大會展出。參加

Riot 創意大賽，隨後獲得 Riot Games 關注。目前在 Riot Games

擔任首席遊戲特效師。製作過遊戲《符文大地傳說》、《榮耀戰魂》

及《極地戰嚎 5》。

mattschwartzfx.com

曾仲毅 Ryan Zeng
資深遊戲特效師

　畢業於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電腦動畫組，2007 年正式踏入遊戲

產業，在宇峻奧汀製作過 3D 美術及遊戲特效，參與過許多遊戲

製作，跨界至 VR 遊戲、動畫及互動藝術。目前在泥巴娛樂擔任

資深遊戲特效師，主要負責遊戲中角色技能特效、場景特效及介

面特效，與卡普空及 Crystal Dynamics 等國外遊戲大廠合作過，

例如：《惡靈古堡：反抗》及《漫威復仇者聯盟》。

www.youtube.com/ZengRyanFX

Q: 在你的領域中，主要工作內容是什麼？ Q: 開發前期，通常會獲得什麼參考資訊？

《符文大地傳說》/ Matt Schwartz

身為首席特效師 ，我大多負責管理遊戲特效

的品質。由於視覺特效為紙牌遊戲中的重要元

素之一 ，因此我得凝聚遊戲中所有的特效 ，透

過技術引導團隊 ，並創建一個基準作為其他藝術家的參考

點。另外 ，我同時也擔任導師的角色 ，傳授製作技巧 ，適

時提供工作上的協助。

身為資深特效師 ，除了負責遊戲中角色技能

特效 、場景特效及介面特效等製作外 ，同時也

會負責新技術或視覺創新的研發 、工作流水線

的制定 、特效新人的教育訓練 、專案初期美術風格的制定。

在前期製作上 ，特效團隊會與設計 、美術及

腳本團隊溝通人物卡片的視覺及故事。另外 ，

我與藝術總監也會收集《英雄聯盟》相關插圖

作為參考。

在開發初期 ，製作人與企劃 、美術及程式三

大部門總監會一同討論遊戲內容 、視覺效果 、

發佈平台以及開發流程的優化。初期每個團隊提

供的參考資訊可能依狀況而有所不同 ，美術部門有些會提

供參考圖或是市面上遊戲 ，有些則是會製作概念設計 ，再

去模擬初步風格走向。再來企劃部門則會提供遊戲的主題 、

世界觀以及功能等資訊 ，定調出整體遊戲的美術風格。至

於功能層面則會關係到遊戲玩法的視覺表現。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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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會覺得加入電影特效的業界 ，通常需要尋著獨特的職

涯路線 ，但特效製作人 Randy Starr 的想法卻截然不同 ，他認

為特效產業之所以有趣 ，是因為很多業界中的夥伴都有著截然

不同的背景與經歷 ，並非通過固定的路線進入電影特效的行

列 ，反而是憑藉大家對於這個產業的熱情。在細談視覺特效製

作人與視覺特效總監的合作關係時 ，Randy 巧妙地將這層合作

以電影製作人跟導演間關係來比喻 ，並表示兩者間其實十分相

似。特效總監跟導演相近 ，他們主要從創意性層面出發 ，負責

實際創造或引導視覺特效的成果 ，例如畫面的顏色 、CG 生物

的動作等。特效製作人的工作 ，則近似於電影製作人 ，負責管

理時程 、特效製作成本 、特效公司的選擇與雇用 ，同時與特效

總監合作等 ，並按計畫提交最終的特效畫面。

擔任特效製作人多年的 Randy 認為：「要成為一位好的特效

製作人 ，必須得了解藝術家們創造視覺特效的過程。雖然不見

得需要知道所有電腦軟體的操作細節 ，但得具備足夠的知識 ，

了解電腦軟體的能耐 ，以引導藝術家們可以朝哪個設計方向製

作 ，才能催生出雙方都滿意的成品。」Randy 作為全片特效製

作人 ，參與電影製作時大部分是由電影公司直接雇用 ，他並非

隸屬於某間特效公司。因此特效製作人的建議 、註記和指導 ，

視覺特效製作人如同電影製片

打造科幻電影中身臨其境的視覺特效
揭密《明日之戰》特效幕後製作

2021 最大科幻動作電影 ，共聯合五間知名視覺特效公司共同製作。故事講述主角的

世界將被 30 年後的未來戰役顛覆 ，地球被異星生物 White Spike 佔領 ，導致僅存的人

類瀕臨滅絕 ，因此不得不組成軍隊 ，穿越時空回到現代尋求協助。未來的軍人徵召現代

的人民 ，並將他們傳送至 30 年後的末日 ，對抗異星生物 ，一同尋找結束這場生機渺茫

戰爭的方法。映 CG 很榮幸專訪全片視覺特效製作人 、Weta Digital 視覺特效總監 、動

畫總監 ，以及 Framestore 的視覺特效總監 ，一同與我們分享特效工作的幕後故事。

Randy Starr
全片視覺特效製作人

　在視覺特效界已有將近 25 年資歷，並擔任多部好萊

塢知名電影的視覺特效製作人。從工程師起家，曾擔

任過教師，後進入廣告產業，製作廣告短片讓他萌生

了前往電影界的想法，認為特效製作人這個職位是以

前工作經驗與專長的完美結合。代表作《牠：第二章》、

《魔獸：崛起》、《加州大地震》、《納尼亞傳奇》等。

Sheldon Stopsack
Weta Digital 視覺特效總監

　在特效產業超過 15 年，作為視覺特效總監主要是在

前期與電影製作者商談，並帶領團隊完成整個特效的

製作。代表作《羅馬》、《星際異攻隊》、《X 戰警：

未來昔日》、《普羅米修斯》等。

Carmelo Leggiero
Weta Digital 動畫總監

　自 2006 便開始動畫的製作，並參與多部電影製作。

代表作《飢餓遊戲：星火燎原》、《鋼鐵人 3》、《哈

比人：意外旅程》、《猩球崛起》等。

Stephane Nazé
Framestore 視覺特效總監

　自 1996 年便在視覺特效產業工作，當時曾參與《鬥

陣俱樂部》等電影製作，作為視覺特效總監已參與超

過 20 部以上的電影製作，代表作《死侍 2》、《怪獸

與牠們的產地》、《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最

黑暗的時刻》等。

文: 莊昀錚 | 圖: Framestore、Randy Starr、Weta Digital

圖片提供：Weta Digital

通常來自較高的創意層面 ，且更偏向汲取過往經驗的指引。他

表示 ，雖然在製作特效需求較龐大的電影時 ，電影製作者可能

會提出更多的疑問 ，預算也會更多 ，也需要更多特效師參與 ，

但是電影類型的差異 ，基本上對於特效製作人的工作不會有太

大的影響 ，主要在於製作的規模 ，也就是視覺特效的需求量 ，

以及複雜度的不同。 《明日之戰》預告片線上看

圖片提供：Randy St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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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島嶼 ，蘊含了多元文

化 ，但我們卻忽略了這個珍貴價值 ，可能因

為我們鮮少去感受 、體會腳下這片土地 ，

因此我想透過拍片我能去挖掘 、去靠近這片

土地 ，將美麗的福爾摩沙 ，呈現到觀眾眼

前 ，讓他們對於土地有更深的連結與情感。」

《斯卡羅》並不是一部想要架構台灣歷史全貌的影集，而是希望

能提供大家討論的平台，藉由情感動人的故事，能帶出不同的社

會討論，讓大家能回過頭探索台灣土地的發展脈絡。
導演 / 曹瑞原

原作《傀儡花》是陳耀昌為台灣文化界開創歷史尋根的

重要文學鉅作。直到今日 ，不論是影視還是文化產業 ，對

於台灣這份土地的描繪 ，多在日治時期後。畢竟日治時期

留下很多田野調查資料 ，對這塊土地有非常完整的紀錄。

然而這也導致後世的台灣人對於日治前的歷史非常模糊。

於是《傀儡花》為台灣文化尋根開了第一槍 ，以「羅妹號

事件」為核心 ，描繪了台灣 19 世紀的漢人與原住民 ，如

何夾在清朝與外國勢力下求生存 ，導演曹瑞原也強調 ，當

時台灣就已經是世界史中非常重要的「福爾摩沙」。他進一

步表示：「《傀儡花》內容非常觸動我 ，因而想要將其改編

成影視作品 ，畢竟台灣需要拼湊孕育我們的這片土地—『母

親』的容顏。也透過拼湊『母親』的容顏 ，才能了解自己

是誰 ，而《斯卡羅》就是這片拼圖的其中一塊。」

然而《斯卡羅》不僅是一個尋找台灣在地歷史的故事 ，

作為戲劇作品 ，更希望能走出國際 ，獲得全球觀眾共鳴。

因此曹瑞原導演 ，採用多元族群 ，不同角度來述說故事 ，

並適時改編原作 ，加強戲劇性 ，打造出引人入勝的情節與

畫面。他進一步解釋：「影視作品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拍得好

看 ，才能吸引觀眾觀看 ，之後才有可能產生更多不同的迴

響 ，激發出歷史性 、政治性 、意識形態性的討論。這一直

是我拍《斯卡羅》很大的動機 ，另外一個動機是 ，我認為

藉由在地改編吹響國際的號角
透過文化尋根拼湊母親的容顏

還原台灣多元文化史之美

改編經典小說《傀儡花》，由《一把青》原班人馬製作的公視史詩旗艦劇《斯卡羅》，

於 8/14 正式首播。導演曹瑞原透過當時河洛人 、客家人 、平埔族 、原住民等不同族群

的視角 ，建構出「羅妹號事件」的過程 ，反映不同人物的遭遇與心境 ，呈現出 19 世紀

台灣的生活景象。映 CG 特別採訪導演曹瑞原與視覺特效總監嚴振欽 ，一起暢談《斯卡

羅》的幕後製作！

曹瑞原
導演

　早年擔任過攝影師，拍過許多紀錄片，後來投身影

視創作，改編許多台灣在地經典小說，打造膾炙人口

的電視劇，並多次獲得金鐘獎的肯定，其代表作為

《孽子》、《孤戀花》、《一把青》、《斯卡羅》。

嚴振欽
視覺特效總監

　2007 年起擔任導演、製片、美術，視效等工作，參

與多部影視前期與後期製作，2009 年首次擔任電影特

效總監，2010 年進入中影，參與《賽德克巴萊》、

《KANO》等多部電影後期製作，2014 年開始獨立接

案，2016 年成立 DCraft Studio 罡風創意映像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打視覺創意和製作整合公司，擅長在有

限的條件下，發揮創意結合電影美學來設計畫面。代

表作為《一把青》、《魂囚西門》、《極道千金》、

《斯卡羅》。

www.dcraft.tv
www.facebook.com/DCPPostProduction

《斯卡羅》特效幕後製作

文: 葉致廷 | 圖: 公共電視台

34 35



近期在 Netflix 上架的 CG 動畫《惡靈古堡：無盡闇黑》，不僅

製作出精緻的場景 、道具及燈光 ，甚至連特效及人物動態都做

得十分細緻 ，是一部製作高水準的動畫影集。這並非壹動畫工

作室與日方的首次合作 ，2017 年他們就與日本 Quebico 團隊

合作過《惡靈古堡：血仇》，隨後雙方還一同製作《漫威英雄：

終極聯盟 3》及《勇者鬥惡龍》等遊戲。本次壹動畫工作室幾乎

參與了所有的製作流程 ，包含動態捕捉資料處理 、角色骨架綁

定 、Layout、動畫 、燈光與合成 、特效等。過程中 ，壹動畫每

天都會從日方收到大量資料 ，日方甚至提供專門共享資產的工

具 ，並在每晚自動更新 ，確保所有製作團隊能立即獲得最新版

本的資產。起初 ，日方會提供關於影集的文字腳本 、角色設計

及動態腳本 ，其中動態腳本更是聘請專業演員拍攝所有鏡頭 ，

包含道具定位與場景配置 ，讓後期製作動態捕捉與 Layout 時有

充足的參考資料。除此之外 ，也會提供各式各樣的製作流程說

明及相關製作工具 ，使製作上更加順暢。

即使雙方團隊是跨地合作 ，但之間的溝通也十分頻繁 ，為確

保所有團隊接收到的訊息是一致的 ，製作前期幾乎天天都有一

個以上的溝通會議 ，透過 Shotgun 共享資訊 ，並透過 Slack 進

行溝通。由於日方對於案子的審核非常嚴謹 ，導致早期在確認

台日跨地合作，積極溝通協作成為幕後大功臣

打造流暢逼真的動畫影集！
《惡靈古堡：無盡闇黑》幕後製作

以動畫新聞打開知名度的壹動畫工作室 ，近年積極參與名許多動畫電影 、影集製作 ，

例如《惡靈古堡：血仇》及《蓋特機器人 ARC》等。在 Netflix 最新影集《惡靈古堡：

無盡闇黑》中 ，我們將從壹動畫工作室的工作流程中 ，如何與日方製作公司進行溝通 ，

又如何與內部團隊協作分工 ，製作超高質感的動畫影集！

劉偉明
壹動畫工作室製作總監

　在動畫影視產業擁有超過 20 年經驗，參與多部電影、

遊戲片頭，以及原創動畫的管理及製作。

施萬陽
壹動畫工作室CG總監

　在動畫影視業超過 17 年的經驗，參與多部電影、遊

戲片頭，及原創動畫的製作。包括《忍者龜：炫風再

起》、《仲夏夜魔法》、《STAR WARS：原力覺醒》、

《魔獸：崛起》等等。

壹動畫工作室
　Next Animation Studio (NAS) 是一間提供多元化影

像服務與創新技術的公司。台北總部擁有超過百名的

優秀創作者與動畫師，在香港、日本及美國也都設有

海外分部。成立於 2007 年，因應不同時期的任務需求

與挑戰，NAS 持續累積各項動畫製作經驗，技術底蘊

與時俱進。近年 NAS 專注於具國際級別的高品質 CG

動畫製作，並與全球不同藝術領域專業的工作者合作，

　作品涵蓋大型動畫電影、電視卡通、遊戲片頭動畫、

視覺特效、原創 IP 與模型資料庫販售（TomoPlace）。

Next Lab 為 NAS 旗下的科技創新研發團隊，致力於研

發多項先進技術，為 NAS 製作團隊量身打造各式工具。

Next Lab 也擅長解決不同專案類型與產業遇到的技術

問題。NAS 的願景為：持續追求卓越，提供合作夥伴

完善的服務，用創新內容為全球移動設備用戶開啟嶄

新的視覺感動。

www.nextanimationstudio.com

文: 洪子茜 | 圖: 壹動畫工作室

位置一致 ，製作時只需變換身上配件或微調五官 ，並針對改動

的地方調整 Rig 即可。但片中喪屍等非人類角色最大的差異在

於「體型」與「表演方式」不同 ，無法沿用樣板設定 ，所以必

須各別進行特別處理。最後在動畫製作

上 ，動態捕捉主要佔了六成 ，四成是由

手動調整。壹動畫從日方收到超過 500 組

動態捕捉的身體及表情動作資料 ，雖然動

態捕捉確實能節省不少時間 ，不過為了讓

角色表演可以更寫實且完整 ，日方在動畫

階段也對角色的 Rig 進行了變更。這方面

有好有壞 ，一方面更合理且寫實 ，不過

也會使原本的骨骼位置產生差異 ，得靠動畫師參考拍攝影片 ，

對一顆顆鏡頭進行手動調整 ，還原所有動作。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主要角色的動態捕捉都是由固定演員負

責 ，不僅能表現出角色的個人特質 ，也更好呈現表演細節 ，確

保動作連貫性。但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靠動畫師來做調整 ，像

是 Mocap 動作常見的輕微抖動 ( 俗稱 Animation noise)、手指

及腳趾的動態 ，以及潛水艇裡喪鼠奔竄的部分 ，都得依靠動畫

師手動調整。CG 總監施萬陽回想起製作潛水艇老鼠的過程 ，

笑說當時團隊為了讓老鼠表演更寫實 ，每天觀看大量的老鼠影

片 ，午餐常常食不下嚥。

動畫整體風格及燈光主鏡頭時 ，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修改及確

認方向。待製作方向確認後 ，CG 總監施萬陽會與各部門主管 、

日方動畫總監及 CG 總監針對每一卡的內容進行細部討論。雖

然風格及主鏡頭大致上已底定 ，日方仍

會針對每一卡進行修正。以整部影集來

說 ，可以說每顆鏡頭都有根據導演要求

做出的獨立修正。

在製作角色動畫上 ，CG 總監施萬陽表示收到素材後 ，製作

團隊會先手動處理光學點 ，再利用角色模型進行動作確認。大

多時候會因為表演的動作或位置 ，使角色身上的光學點被擋

住 ，導致數據無法正常導出。由於時間上的限制 ，製作團隊採

用預設模版角色來進行動作確認 ，經由不斷地修正光學點 ，才

得以完成。接著透過技術指導對比模版與最終角色的 Rig 骨架

結構 ，經過計算後轉到 FK、IK 及主要控制器上進行調整。Rig

控制器和 Skin 權重主要是使用 Maya 建功能 (Skin, Deform、

Constrain)、Advanced Skeleton 外掛程式及公司內部工具製

作。以一般人類角色而言 ，製作團隊可以透過事前規劃省下很

多重複製作的時間。例如：同為 175 公分高的男性配角 ，骨骼

固定演員專責角色動捕表演
持動作連貫性與角色特質

©CAPCOM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TMS ENTERTAINMENT CO., LTD. / Quebico Inc. 

//  專案中主要以 Maya 為主，不過各個部門有使用不

同的軟體和外掛，Mocap 方面使用 Vicon shogun、

MotionBuilder。Animation 使用 AriAniKeySmooth

來解決動捕抖動瑕疵。特效則以 Houdini 為主，不過

也會用 3ds Max 輔助。Lighting 用 Arnold 來渲染，

Comp 用 Nuke 加上 Cryptomatte 等等。當然還有一

大堆的 Gizmos。

過去與日方在合作中建立起的

默契，對這次的案子有很大幫

助，我們在風格的掌握上也相

對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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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文張
視效總監

Illutionlab 動態研所視

效總監。專長為藍、綠幕

拍攝、VFX 鏡頭的前置

作業、後製產出與鏡頭合

成。也為 Boris FX 官方

認證 Mocha 華語講師。

後製必殺技！用 Rotoscoping 移除環境瑕疵

www.illutionlab.com

i l lut ionlab 動態研所
動態影像學習平台

團隊耕耘廣告、電影產業

多年，專精於 VFX。教學

以後期製作為核心，讓初

學者可以打下硬基礎、經

驗者能繼續升級技能，在

各專業領域課程中獲得解

方，高效產出優秀作品。

後製必殺技！
用 Rotoscoping 移除
環境瑕疵

以實務上來說 ，在拍攝時人物時 ，遇到背後有環境瑕疵問題的頻率非常高。像是背景的

Logo、警示牌 、塗鴉 ，甚至是選舉旗幟等 ，這些無法在拍攝當下處理 ，但畫面上又是攝

影機無法避開的地方 ，最後都一定得在後製消除掉。在本次教學中 ，由 illutionlab 動態研

所視效總監— 蓋文張 ，帶大家學會「Rotoscoping」，讓你輕鬆解決這些無法改變的環境

瑕疵問題。

After Effects + Mocha Pro

Rotoscoping，在業界大家溝通時會簡

稱 Roto，你也可以把它用「動態去背」來

理解。是在 VFX 極常會用到的重要技能。

簡單來講 ，Roto 在做的事情和我們在平面

所做的物件去背工作是很相似的 ，差異只

在於平面只要處理一張照片的去背 ，做成

遮罩後就可以開始做後續的合成；但 Roto

要處理的是動態影片的物件去背 ，而影片

什麼是 Rotoscoping ？
的原理是由多張連續的照片組合而成。所

以如果要把影片裡一個物件 Roto 下來 ，

必須把這物件在影片裡每一幀（Frame）

的動態完整的描下來 ，再把描下來的形狀

做成遮罩（Matte），這樣就可以用這個物

件的遮罩來把它從影片裡分離出來 ，接著

去做後續的合成。

你是否看的出這兩張

圖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之處嗎？

02

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都已經要去背了 ，為什麼不準備藍綠幕

來拍攝呢？藍綠幕不是比較好去背嗎？原因就是藍綠幕是一個

必須要事前縝密計畫的工作 ，而 Roto 則是一個可以用來應付

超出預期的突發狀況 ，講白話一點 ，如果拍攝時沒準備藍綠

幕 ，Roto 就是一個可以硬把物件從影片裡去背下來的技能。

雖然這樣輕描淡寫聽起來好像不是很困難 ，但其實 Roto 是非

常耗時耗工的。

以影片來說一秒鐘平均是 24 到 30 幀（Frame），那代表一

秒鐘的影片就有 24 到 30 個連續的動態照片會需要逐一製作 、

檢查。所以 Roto 一直是特效師又愛又恨的技能 ，恨的原因是

它很燒時間也很消耗精神 ，但又不能不愛它 ，因為大多數的合

成問題無法解決時 ，幾乎都可以在 Roto 中找到解答。

去背不都是藍綠幕？為何還要手動 Roto ？
知道 Roto 這個技能的用途之後 ，以下我們就從一個簡單的

範例 ，來了解 Roto 的實際製作與常見的應用。這次挑選的範

例是一個在海邊的車站等公車的畫面。雖然畫面整體的感覺都

呈現得蠻好 ，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角背後有一個很明顯 ，而且不

太好看的警示牌 ，而這個警示牌在當時拍攝的時候 ，就已經確

定是無法拆卸的 ，只能想辦法在後製階段消除。而後製的製作

流程在這邊分成二大部分。

實際示範：用 Roto 解決背景瑕疵問題

Part 1: Roto 出警示牌的前景

先從了解要去背的物件在畫面裡的動態 、運動方式 ，

不要一股腦就直接開始 Roto。從整段畫面的動態來

看 ，其實擋住警示牌的地方只有腰部以下 ，分別是左

腿 、右腿和書包 ，而這三個部位以外的地方都不需要

Roto。

分析素材動態，判斷需要 Roto 的部位01

這 次 示 範 的 軟 體 是 B o r i s  F X 公 司 推 出 的 外 掛 版

Mocha Pro，它是一款很好用的軟體 ，在 Roto 這項工

作上也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首先 ，把要 Roto 的

素材加上 Mocha Pro 外掛 ，並點擊 Mocha 的 Logo 開

啟軟體。

從 AE 進入 Mocha Pro 開始 Roto02

　每一種物件的 Roto 方式都不太一樣，主要的判斷方式還是來自於這

個物件在畫面裡的運動方式，以這範例來說，因為左腿、右腿和書包，

都是屬於比較不規則的形體，它的形狀可能每秒都在改變，因此必須要

把這三樣物件分別拆開 Roto。如果通通一起當作一個物件 Roto 處理

的話，當人物動作越大，需要修正的幅度就會越多，會非常沒效率。

Tips：不規則形體的物件 Roto 技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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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風格化角色製作流程

Meet 
the 

Artist

www.realizm.nl

Jochem Aarts
資深 3D 設計師

來自荷蘭，是一名資深 

3D 設計師。在 CG 業界

擁有超過 15 年的經驗，

10 年前開始接案創作。

並成立 Realizm 工作

室，接案領域非常廣泛，

從廣告、遊戲或電影製作

都有。

3D 風格化角色製作流程
由藝術家 Jochem 分享個人作品《Bombshell Blonde》風格化角色製作 ，從建模 、材質 、

渲染到後製的完整工作流程。

Maya + Xgen + V-Ray + Marvelous Designer + Substance Painter + Photoshop

編譯: 謝家瑋、林廷勳 | 圖: Jochem Aarts

毫無疑問的 ，通常會從你嘗試製作的主題搜集參考資

料開始。因為它是對「炸彈」做致敬 ，所以它必須看起

來像是這些素描彩圖。因此 ，收集參考圖對於理解角

色的姿勢 、角度 、細節和服裝是至關重要。在 Google

搜尋中你會發現更多你能想像的。我搜集了許多經典圖

片 ，和一些我想使用的標誌和經典服裝。

參考圖01

建模過程從製作簡單的頭部形狀開始。我按照傳統模

式用多邊形建模 ，再使用 Maya 雕刻工具對整個角色進

行了一些塑形 ，來平滑或推拉一些頂點。從簡單的方式

逐步增加輪廓線段和邊緣。因為我沒有製作角色的尺寸

表 ，因此花了一些時間才把頭部調整造成喜歡的樣子。

到目前為止 ，完成頭部細節是過程中最耗費時間的。

從我上一個角色製作至今 ，我必須再次找出正確的流

程。我增加 、刪除了很多邊線來找到頭部的正確形狀 ，

試著找出我腦海裡的某種風格。根據我過去的知識 ，我

確實知道頭部的佈線該如何走 ，以及如何做出好的風格

化角色結構。

頭部建模02

身體部分 ，我在網上搜尋了一些身體結構圖 ，確保角

色的身型比例正確。你需要檢查比例 ，在沒有參考圖的

情況下做身體 ，結果很可能會完全不成比例。我使用正

面和側面視圖的結構圖為參考 ，與頭部製作時採用相同

的做法。從一個粗略的形狀開始 ，一個立方體 ，然後逐

步做出身體的每個部位。

身體建模03

01

02

03

將頭部和身體接起來 ，先確保頸部和頭部有相同數量

的頂點可相互連接。當頭部被連接時 ，我把它的頭部做

得比原來還更大一些 ，來突顯出風格化的造形。現在我

使用 Maya Sculpting Tools 來平滑一些部分 ，並在一

些部位增加額外的肌肉感。然後拆出 3 張 UV 圖。一張

頭部 、一張用於軀幹和手臂 、一張用於腿部。

連接頭和身體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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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動畫 － 透過動漫 IP 角色閃耀花蓮之美《傾聽大地之心》創作幕後分享

透過動漫 IP 角色
閃耀花蓮之美
《傾聽大地之心》是個融合花蓮在地文化歷史 、自然景色及原住民傳說的一

連串 IP 行銷作品 ，希望透過動漫擬人化的方式 ，呈現花蓮在地特色 ，傳達人

與自然共存的概念。除了打造動漫短片外 ，該計畫還包含角色設計 、平面設計 、

文創小物開發等 ，藉由一連串的 IP 包裝 ，帶領大家探索花蓮在地之美。

《傾聽大地之心》創作幕後分享

文: 葉致廷 | 圖: 魔特創意

受訪者

廖偉智
魔特創意導演 / 嶺東科大數媒系專任教師

　魔特創意創辦人，現於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

體設計系擔任教職。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多媒

體動畫藝術學系，曾任電影《BBS 鄉民的正義》

動畫總監、3D 立體布袋戲電影《奇人密碼─古

羅布的謎》、3D 電腦動畫系列影集《富邦勇者

傳說》製片與導演。

魔特創意

關於公司

　創立於 2012 年，結合熱情、創意與頂尖技

術的團隊，團隊成員經扎實藝術薰陶且有豐富

的業界經驗。擅長製作 3D 動畫影集、MV 特效、

企業形象廣告。曾參與《落難神像》VR 短片、

《一把青》電影特效、《台中捷運動漫大使》

動畫影片。

movect2012.wixsite.com/movect

短片的故事以美崙山上「阿里嘎蓋」

的巨人傳說作為發想 ，以六大花蓮景

觀守護神作為主要核心角色 ，透過他

們與巨人的戰役 ，描繪出花蓮曾經發

生的故事 ，並反映當代社會關注的生

態環境議題 ，提出人類與大自然之間

和解共生的可能性。每個角色都非常

鮮明 ，且融入花蓮的自然景觀 、文化

特色。本部動畫也耗時半年打造 ，整

體調性充滿年輕氣息的奇幻冒險故事。

轉譯在地傳說，創作奇幻冒險故事

因為花蓮有玉石之鄉的美名 ，每個角

色都有其代表的守護之心 ，為各角色之

能量來源。男主角漝瀾守護之心為「血絲

碧玉」，其顏色赤紅鮮豔 ，如血絲般交錯

的礦脈紋理 ，代表一顆真誠 、善良的心；

女主角蔴迦為「綠泥石」，色澤以橄欖色

為主 ，石質細緻 、觸感佳 ，彷如玉石 ，

代表其個性的純潔與溫柔。狄帕嗒為「金

瓜石」，其質地堅硬細膩 ，色澤柔美高雅 ，

石形樸拙穩重 ，代表一顆剛強的心；紮

結合特色玉石，為角色注入在地能量

《傾聽大地之心》劇照

雅為「玫瑰石」，以顏色粉紅艷麗著稱 ，或

以紋理如山水圖畫美麗 ，代表紮雅的神秘；

當蒙為「水墨石」，藉以呈現山水之清新純

淨。部尤為「台灣玉」，以墨綠 、翠綠為主

色調 ，因夾雜少量之鉻鐵礦 、磁鐵礦 ，形

成黑色的斑點或條紋 ，代表強悍 、威猛的

氣勢。

各角色皆有原創之美術設定，此以漝瀾為例，其他角色詳細說明可至本片臉書粉絲專頁「花蓮動漫—傾聽大地之心」了解。

《傾聽大地之心》劇照

既然是冒險故事 ，除了主角設定外 ，

自然需要塑造個反派 ，讓劇情更有看

點。在短片參考的巨人傳說中 ，巨人

的形象是金髮碧眼 ，因此故事被指涉

是當時的荷蘭人入侵台灣的寓言。團

隊引用這個傳說 ，並將巨人的侵略轉

換為人類對自然的衝擊 ，展開一場為

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戰役。然而導

演也表示：「巨人也不是刻意傷害守護

神 ，而是為了生存才展開侵略行動 ，就

跟人類一樣 ，但短片想帶給大家思考的

是 ，如何在生存與環境保育下做出平衡」

而在角色設計上 ，則是沿用傳說 ，多毛

金髮的造型 ，並戴著面具 ，增加神秘感。

另外也特別為首領設計巨大化的模樣 ，

也是守護神的最終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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