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遊戲產業

新玩家

全球遊戲玩家趨勢報告

現有玩家
美國

比起單人遊戲，我更偏好多人
遊戲、網路模式

疫 情期間，玩家都愛超休閒 遊 戲 ？

與他人對戰時，我偏好與其它
玩家共組團隊
我偏好在遊戲中與其它玩家

自 COVID-19 於 2020 造成全球性疫情災難 ，也直接影響到遊戲產業 ，許多大作都紛紛延期 ，相關展會也紛紛停辦或是

對話

英國

南韓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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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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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3%

26%

29%

19%

淺藍數據為新玩家，深藍為現有
玩家。圖片來源：《Facebook
2021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

轉為線上舉行。然而在遊玩市場上 ，卻出現越來越多新玩家 ，讓整個市場變得更加活絡。映 CG 統整了 Facebook（現為
Meta）的《2021 與 2022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與 TCA 台北電腦公會《2021 臺灣玩家行為調查報告》，一探疫情時期世
界各國玩家的遊玩趨勢。
編輯整理：葉致廷｜資料來源：META、TCA台北電腦公會

超休閒遊戲各國都愛玩？

調查對象資料

單人遊戲仍贏過多人合作遊戲

在《Facebook 2022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中 ，四個國家的

在《Facebook 2021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中 ，所有市場的

冠軍都是超休閒遊戲。美英德玩家偏向玩模擬類與益智類遊戲 、

玩家都表示比起多人遊戲 ，他們更偏好單人遊戲體驗。然而相

南韓則是愛玩角色扮演遊戲。雖然超休閒遊戲依然是最熱門的

較於現有玩家 ，新玩家更願意嘗試合作形式的多人遊戲 ，也更

類型 ，但在所有市場的下載次數年增率有稍微下滑。在 2020

樂意與其他玩家在遊戲中對話。在美國 、英國和德國 ，新玩家

年 ，這類遊戲佔美國所有遊戲下載次數的 38%，但在 2021

在遊戲中參與社群活動（例如在網路上與其他人一起玩 、參加

年 ，則落到 36.4%。主因在於廣告生態系統的變化 ，促使開發

遊戲中的競賽 ，或是針對如何增進遊戲技巧徵求或提供建議）

2021 年
遊戲行銷洞察報告

2022 年
遊戲行銷洞察報告

TCA 台北電腦公會
2021 臺灣玩家行為調查報告

問卷調查受訪者人數

問卷調查受訪者人數

問卷調查受訪者人數

客群的成本提高 ，而超休閒遊戲發佈商對此相當敏感。另一個

的可能性都明顯較高。在南韓 ，這兩個群組參與這類活動的可

13,562

5,711

1,006

原因可能是大多數留在這個生態系統中的新手玩家都已拓展其

能性不相上下。

分析的國家 / 地區

分析的國家 / 地區

分析的國家 / 地區

偏好 ，開始從動作 、角色扮演 、策略 、模擬和體育類遊戲等核

德國、南韓、美國、英國

德國、南韓、美國、英國

臺灣

心遊戲類型尋求更有趣的沉浸式體驗。

時間範圍

時間範圍

時間範圍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8 月 18 日至 2021 年 8 月 23

臺灣玩家行為調查報告》顯示 ，受訪玩家維持最久的遊戲類型

所有參與者共分成 2 個群組：

調查對象：

1. 新玩家：在疫情初次達到高峰前並未玩手機遊戲（2020 年 1 月～ 2020 年 6 月）

18 歲至 59 歲間，過去三個月玩過任何一款電腦或手

2. 現有玩家：在疫情初次達到高峰前即已玩手機遊戲（2020 年 1 月前）

機遊戲的遊戲玩家

疫情導致全球遊戲玩家大增

遊戲機

至於留存度最久的遊戲類型 ，根據《TCA 台北電腦公會 2021

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為了適應這種變化 ，超休閒遊戲發佈商正在建立中繼遊戲功

為 AR/VR 虛擬實境類 ，平均持續遊玩 41 個月 ，但推測是計算

能 ，轉成製作新興的混合式休閒遊戲類型。這些功能（例如角

入在台灣有長青族群的《寶可夢 GO》。其次為格鬥對打類 ，

色自訂和升級系統）的目的均在提高長期續玩率。除了不同國

而卡牌轉珠類 、策略塔防類並列第三；以實際遊玩時間 ，去除

家有不同遊玩喜好 ，性別也是遊玩類型的主因之一。根據《TCA

掛機時間計算 ，每次遊玩平均時長最長者為角色扮演類 102 分

台北電腦公會 2021 臺灣玩家行為調查報告》，台灣男性玩家較

鐘 ，其次為策略塔防類 ，第三為音樂類 ，三者皆明顯高於多數

偏好角色扮演 、策略塔防 、動作射擊 、即時戰略等 ，台灣女性

類型。

玩家則較偏好益智解謎 、經營模擬 、互動養成 、音樂類型等遊戲。

遊戲類型

18%

全球的各種隔離措施 ，讓更多民眾開始以「遊戲」代替出門

美國
33%

遊戲類型

人數也大幅增加 ，這樣的增加趨勢似乎並非短期現象。調查顯

智慧電視、影音串流裝置

智慧型手機

14%

示 ，許多在疫情爆發初期開始玩手機遊戲的玩家至今仍持續玩
遊戲 ，70% 的玩家都表示他們花在行動裝置上的時間比以往都

32%

70%

來得多。
智慧型手錶

其他

平板電腦

23%

男玩家
角色扮演類

女玩家

策略塔防類

經營模擬類

動作射擊類

互動養成類

英國

模擬遊戲
益智遊戲
遊戲類型

益智解謎類

德國

模擬遊戲
益智遊戲
遊戲類型
超休閒遊戲

南韓

角色扮演遊戲
模擬遊戲

圖片來源：《Facebook 2021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

4

下載次數（百萬為單位）
23.5
8.9
4.3
下載次數（百萬為單位）
17.8

超休閒遊戲

以上皆非
6%

25.9

超休閒遊戲

1%

9%

42.6

模擬遊戲
集客力動作

男女玩家的遊戲類型偏好有明顯差異：

戲受眾從 2020 年 3 月開始增加 ，美國增加 2 千多萬新玩家 、
智慧型喇叭

110.9

超休閒遊戲
47%

娛樂 ，因此 ，《Facebook 2021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中 ，遊
英國 、南韓 、德國也增加百萬多的新玩家。連帶手機遊戲玩家

下載次數（百萬為單位）

8.4
3.6
下載次數（百萬為單位）
11.2
9.0
6.5

圖片來源：《Facebook 2022 年遊戲行銷洞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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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戲美術外包，轉型開發 IP 遊戲

與熱門手遊合作，積累市場經營策略

多方發展、積極轉型，激發更多可能性

2016 年成立 Ocellus 藝術與製作服務公司 ，與 Amo2、

自 2011 年以來 ，Ocellus Studio 與多家遊戲工作室合作 ，

Outfit7 合製遊戲《湯姆貓陣營》。共享同個辦公空間 ，參與許

執行長 Cyril 分享難忘合作經驗 ，他感性地表示：「Outfit7 與

多有關遊戲的決策會議 ，使 Ocellus 累積許多知識背景與經驗。

Supercell 是我們這趟旅程不可或缺的貴人 ，他們十分信任我

另外 ，Ocellus 與 Amo2 也在 Marmalade 手遊引擎中 ，替這

們 ，而且合作關係年復一年地日漸增長。另一個很棒的經驗則

款遊戲設計一個特定的美術製程 ，甚至製作動畫預告片 ，最後

是能與法國知名品牌 Asterix&Obelix 合作 ，從品牌創辦人口

《湯姆貓陣營》大獲成功 ，全球下載量已超過 1 億次。隔年 ，

中聽到反饋與建議 ，真的很有成就感。」不只遊戲美術製作 ，

Ocellus 與 Outfit7 展開多項合作 ，為《湯姆貓水上樂園》、《湯

Ocellus 也積極轉型 ，多虧先前與 Outfit7 前執行長 Jure Prek

姆貓糖果跑酷》與下載近 10 億次的熱門手遊《湯姆貓英雄跑酷》

多年合作 ，和新創書商 Hooray Studio 共同創作一系列客製化

等多款熱門遊戲 ，提供美術支援與即時操作更新 ，使 Ocellus

童書 ，讓孩子能成為自己故事書中的主角。此外 ，也開始跨領

在全球品牌與家庭娛樂市場運營上 ，獲得了寶貴的經驗。隔

域至電視與商業影片服務 ，模糊廣告與娛樂之間的限制。多年

年 ，他們使用 AI 技術與 Osome Studio 合製《幻想新國度 2》

積累下來的經驗與技術 ，Ocellus 逐漸轉型為獨立遊戲工作室。

重製版 ，Ocellus 搬到法國里昂 ，展開更大型的主機遊戲製作。

2021 年 ，他們開發出首款 IP 遊戲《長尾豹馬修：大冒險》，並

2019 年與 Supercell 合作開發製作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熱門手遊

獲得多項大獎肯定。

《部落衝突》和《皇室戰爭》。

INT ERVIEWEE

《長尾豹馬修：大冒險》遊戲封面

從遊戲美術外包
轉型開發 IP 遊戲

Ocellus Studio
起初成立於美國邁阿密，因業務
工作曾搬遷至斯洛維尼亞，最後搬
回法國里昂。Ocellus Studio 以業務

一窺遊 戲 美 術 開 發 與 I P 創 作 流 程

區 分 為 Ocellus Services 與 Ocellus
Games。目前約有 80 名員工，團隊
一半以上成員皆在法國，其餘則遍
布 各 國。Ocellus Services 不 僅 提

在遊戲開發流程中 ，美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不僅能展現遊戲的風格與質感 ，更能

供遊戲美術外包製作，更提供完整

增加良好的遊玩體驗。本次採訪法國一間遊戲工作室 Ocellus Studio，一窺其如何從專

的遊戲開發服務，與業界頂尖發行

職美術外包公司 ，轉型為獨立遊戲工作室！

商與開發商密切合作，提供全球數
以百萬計的熱門品牌高品質服務。
代 表 作 品 有《 湯 姆 貓 》 系 列 手 遊、

採訪編輯: 洪子茜 | 圖: Ocellus Studio

《部落衝突》與《皇室戰爭》。近年
Ocellus Studio 更成立遊戲開發工作
室 Ocellus Games，運用長年累積的
知識背景與技術，打造知名 IP《長尾
豹馬修》遊戲。

始於一支熱血小團隊
2010 年 Ocellus Studio 創辦人 Cyril Corallo 與一群遊戲 、動畫藝術家組成團隊 RHEO，
憑《The Night of All Fears》贏得 CGSociety Challenge 的 CG Master Award。隔年 ，

Ocellus Studio 創辦人
出生於法國巴黎，為 Ocellus
Services 和 Ocellus Games 創辦人、
執行長兼創意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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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 ellu s-studi o.com

Cyril Corallo

團隊遷至美國邁阿密 ，與 Moonspider Studio 共同製作遊戲《Harold》，此款遊戲在加
州 2012 年 PAX 遊戲展上首次亮相 ，並在 Unity 團隊協助下展示所開發的最新技術。Cyril
Corallo 謙虛地表示 ，儘管視覺效果與音樂受到稱讚 ，但《Harold》並未取得商業上的成
功 ，卻是一次很棒的學習經驗。2015 年為拓展新的願景與策略 ，Ocellus 就此誕生。期間
與 TabTale 開發原創電視節目《騙子湯姆》的視覺設計 ，甚至協助 League of Geek 製作
遊戲《愛門羅》pre-aplha 版本與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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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遊戲的製作與發行策略

INT ERVIEWEE

Max Chen

3A 遊戲的製作
與發行策略

「發行製作人不會參與遊戲設計 ，有另外專門的開發團隊負責。」
而針對 3A 遊戲公司在開發遊戲上與一般遊戲公司有什麼不
同 ，Max Chen 說到：「傳統遊戲開發通常依據瀑布模型

進

行開發 ，目的是為了將遊戲推出市場 ，如果遊戲被證明是成功
的 ，資方才會投入更多資源 ，通常是根據過去經驗的累積和市

一窺 R io t G a m e s 開 發 流 程

場研究的數據分折。」但根據 Max Chen 的經驗 ，3A 遊戲公
司則是遵循 Scrum

Riot Games 遊戲發行製作人
自 8 歲開始接觸遊戲。第一款 PC

所以團隊與 PC 版《英雄聯盟》共享資源。Max Chen 特別提及：

3A 遊戲是遊戲產業常講的名詞 ，意旨投入高製作費用與高行銷成本的遊戲 ，根據前

期 ，使用 JIRA

敏捷專案開發模式 ，意指利用兩週的衝刺

進行專案管理 ，從最簡可行產品（MVP） 開

遊 戲 是 Apple II 上 的《Oregon Trail

索尼互動娛樂 CEO Shawn Layden 的訪談 ，以 2020 年市場 3A 遊戲為例 ，估算製作

始 ，依據數據做決策 ，以制定明確的產品規劃和關鍵進程 ，而

Blazers》。13 歲時自己組裝電腦，

費用已達 8000 萬至 1 億 5000 萬美元的水準 ，並需要長達 5 年的遊戲製作時間。因此

大數據收集和分析將是關鍵。

並在中學時透過玩地下城遊戲開始接
觸程式設計。大學在德克薩斯大學達

3A 遊戲的開發與行銷策略息息相關 ，稍有不慎則會讓公司損失慘重。映 CG 此次邀請

拉斯分校雙主修計算機科學與工商管

Riot Games 遊戲發行製作人 Max Chen，暢談 3A 遊戲的開發流程以及行銷策略。

跟台灣電競隊伍閃電狼合影

理，進入遊戲業之前是在電信公司工
作，因緣之下回到台灣暴雪。待了近
5 年（從《星海爭霸 ll》到《爐石傳

採訪整理: 葉致廷、張庭嘉 | 圖: Max Chen

《英雄聯盟：激鬥峽谷》幕後開發與市場差異

說》）後，因前公司經理邀請而進入

（Identifier for Advertising，廣告識別）隱私政策上的更動 ，

Riot Games 直到現在，有將近 8 年
的時間。

本內容 、線上和線下活動 、社群活動等。至於蘋果近期在 IDFA

作為遊戲製作人 ，必須監督團隊依嚴格的時間表來確定完成

製作人的任務－主導遊戲的進度與未來走向

期限和發布版本 ，通常開發團隊會希望在遊戲新版本中加入更

Max Chen 認為這對擁有自己的帳號與平台的遊戲開發商 ，並
不會在策略發展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從事遊戲多年的 Max Chen，擔任過遊戲製作人與發行製作人的工作 ，非常熟悉遊戲開

多的更新功能 ，而發行部門必須針對新功能進行發布時間的排

發流程。他提到 ，遊戲製作人的任務是負責遊戲中的特定企劃或功能。例如：英雄的設

程 ，考量如何整合於版本內 ，接著就進入開發階段。這階段

定 ，或是設計遊戲內的活動。遊戲製作人主導了產品或新功能的未來規劃藍圖 ，並隨時確

都會設置檢查點 ，以確保這版本開發完成後是否符合預想的規

保團隊有滿足玩家需求 ，以實現當初為遊戲設定的願景和目標。相對於遊戲製作人 ，發行

劃 ，之後就進入各地區版本的在地化。再來就進入 QA（Quality

至於遊戲界的未來發展 ，Max Chen 認為 Web 3.0 遊戲與

製作人通常專注於遊戲上市後的市場策略 ，讓遊戲能在特定地區完成上市。一旦遊戲團隊

Assurance 品質控管）階段 ，在 QA 之後 ，就是持續修復

NFT 是現階段最常被討論的方向。由於 Web 3.0 遊戲仍處於

的每個部門建立了流程以及一定的遊戲內容後 ，發行製作人就會開始追蹤團隊開發進度 ，

bug，直到確認版本穩定 ，即可進行提交和審查。

開發初期 ，如果要開發一個遊戲 ，最重要的還是遊戲核心玩
法 ，遊戲必須有趣且具娛樂性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力。Max

以確保發布時程。而 Max Chen 所負責的《英雄聯盟：激鬥峽谷》是《英雄聯盟》的 IP，

《英雄聯盟：激鬥峽谷》遊戲概念設計圖

Web 3.0 的發展與 NFT 未來展望

製作團隊必須設置出與玩家相同的遊戲環境 ，以確保玩家更

Chen 補充：「將 NFT 置入進遊戲內容是不錯的想法 ，但核心

新後也能順利進行遊戲。接續就會於各平台將更新版本送審 ，

玩法還是必須具有足夠的吸引力。像是美國遊戲工作室 Amihan

一旦通過審查 ，就可以發布。在新版本發布期間 ，通常會有一

Entertainment 的遊戲《Everseed》，已在 Solana 區塊鏈上進

個隨時待命的團隊 ，以防發生任何緊急事件 ，例如 bug 修復 ，

行開發 ，期望未來能看到更認真的 Web 3.0 遊戲開發團隊。」

而開發團隊這時就進入了下個版本的開發。亞洲與世界其他國
家的作業基本相同 ，除了一些國家有額外的法規要求或特定的
發行平台。

未來 ，更好的網路連線品質 ，對於有網路延遲問題的手機遊
戲是個好機會 ，可以預期未來將會有更多類型的遊戲出現在手
機上。對 2022 年的手機遊戲趨勢 ，Max Chen 認為會朝以下兩

同款遊戲在各國之間會有些許差異 ，除了法規或文化上的特

點發展：第一 ，有獨特玩法的休閒遊戲 ，讓玩家輕鬆玩也能獲

殊需求外 ，團隊的目標是為所有玩家提供全球一致的遊戲體

得樂趣；第二則是發展歷程和社交系統設計完整的遊戲 ，玩家

驗。而發行端確實會有不少需要調整的地方 ，如區域特定的版

們可以一同遊玩增加遊戲趣味性。

[ 瀑布模型 ]
瀑布模型最早強調軟體或系統開發應有完整之週期，且必須完整的經歷週期之每一開發階段，
並系統化的考量分析與設計的技術、時間與資源之投入等。
[ Scrum ]
用於開發、交付和維持錯綜複雜產品（Complex products）的敏捷框架（Framework）。最
初著重於軟體開發，之後已被用應用於其他領域，包括研究、銷售、營銷和其他先進技術領域。
[ JIRA ]
JIRA 是一個缺陷跟蹤管理系統，為針對缺陷管理、任務追蹤和專案管理的商業性應用軟體。
[ 最簡可行產品 / 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 ]
MVP 是新產品開發中的名詞，是指有部份機能，恰好可以讓設計者表達其核心設計概念的產
品。設計者可以進行驗證式學習，根據使用者的回饋，進一步了解使用情形，並且繼續開發此
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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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名遊戲製作人，必須與所有
部門合作，如：核心體驗、金流、
數據分析、裝置平台、區域團隊、
營運、在地化和遊戲發布等等，才
能打造一款好玩符合在地玩家需求
的遊戲。
Max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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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台味十足的原創續作

INT ERVIEWEE

網銀國際
總部位於台中，創立 2008 至今，
堅持研發台灣的遊戲，也迅速在遊戲
產業中崛起，無論是自製遊戲、代理
營運遊戲、應用程式開發，都是網銀
專精的項目，並於 2012、2020 年分
別成立全球知名的專業電競團體－閃
電狼和網銀國際台北分公司。旗下事
業體，除了創夢市集、樂美館、網銀
基金會及狼谷育樂台之外，還主導成
立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TESL)，拓展遊
戲業務版圖、培育人才，打造全方位
科技娛樂集團。

打造台味十足的
原創續作

朱彥儒 Lancelot
網銀國際 遊戲製作人
負責《酉閃町》系列的整體開發工
作，除了整體開發的資源管理之外，
也擔任統合整個設計方向的角色。

《酉閃町》系列美術總監

材的風格和品質控制，也指導美術技
術面的研究，與團隊為續作推出的更
新內容努力奮鬥中。

www.wanin.tw

負責遊戲整體的視覺內容、宣傳素

當初《酉閃町》在推出時制定了兩個目標 ，希望能塑造結合

團隊意見之後 ，由製作人選出一個提案。初期為了讓提案能夠

「動漫系 IP」與「地方行銷」特點來拓展台灣觀光景點的知名

有效率的聚焦 ，製作人會先與公司營運部門就目前公司發展方

度 ，所幸兩個目標都受到玩家青睞 ，因此在一代發售後 ，團隊

由網銀國際出品的《酉閃町》續作《酉閃町 2: 崑崙靈動》，以《酉閃町》的玩家回饋

向 ，以及部門所需擔負的角色討論出一些基本方針。這個討論

為了回應玩家的期待 ，經過內部討論及試做遊戲雛型長達半年

為標準 ，將遊戲角色重新建模 ，加入扎實的角色培養系統 ，在戰鬥過程中也可以切換角

並非針對提案做出明確的內容指示 ，僅是公司希望團隊定義出

後 ，團隊決定開始著手開發二代。製作《酉閃町 2：崑崙靈動》

色進行不同的玩法挑戰 ，增加整體遊戲的打擊感和遊玩體驗 ，在《酉閃町 2: 崑崙靈動》

所需發展的技術 ，待基本方針定案之後 ，就會交由企劃人員進

時 ，團隊也以「全面提升」為目標 ，徹底改進玩家對於一代不

行提案撰寫 ，提升提案內容的可讀性與完善的市場評估。基本

滿的地方 ，並在各方面進行提升。朱彥儒說：「我們想讓粉絲感

上提案只要能夠符合方針 ，遊戲內容並不會有太大的限制。網

受到遊戲品質提升的幅度 ，不論是『劇情演出』、『鑽研要素』、

銀國際遊戲製作人朱彥儒說：「接下來關鍵的部分就是提案遊戲

『操作角色數量』、『戰鬥打擊感』等要素。」此外 ，遊戲團隊也

中共有 8 名角色可供切換 ，更擴大遊戲中的場景範圍 ，收錄了包括迪化街 、大稻埕 、世
貿 、松菸 、市民大道 、淡水河等熱門地區景點 ，讓玩家們真正感受到遊戲的全面提升。
映 CG 也久違再度邀請到遊戲製作人朱彥儒 、美術總監阮奕樸 ，來聊聊本次續作的遊戲
開發與製作。
採訪編輯: 謝家瑋 | 圖: 網銀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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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提升」為目標，打造最強續作

從網銀國際的遊戲提案流程來看 ，會先從內部徵集提案 、

《酉閃 町 2 ： 崑 崙 靈 動 》 遊 戲 幕 後 製 作
阮奕樸 Ernie

符合基本方針，打造玩家有興趣的遊戲提案

內容是否真的能夠引起玩家興趣 ，所以提案內容會經過所有人

更新了所有角色模型 、遊戲場景 、戰鬥系統與角色操作等。

員一起評估和討論 ，並針對這點來達成團隊共識 ，在公司的綠
燈會議上 ，很大的比重就會以遊戲本身是否有趣來進行決定。」
19

玩家觀點｜ 6 位實況主與賽評的遊玩剖析

I N TE RV I E W E E

玩家觀點
6 位實況主與賽評的遊玩剖析

萊斯

易先生

施文彬

現職遊戲實況主、YouTuber。

現 役 的 遊 戲 主 播 與 主 持 人， 從

愛打電動的音樂創作人，遊戲經

以遊戲介紹、攻略和評論為主；同

2016 年加入《鬥陣特攻》的主播

歷將近 50 年，偏好打寶升級遊戲，

時主持《夜電玩咖》Podcast。除

群至今，經歷過《PUBG》、《黎

目前晚上固定在《老施 施文彬的施

了太空模擬、競速、賽車，以及太

明死線》、《虹彩六號》等射擊類

樂 園 》YouTube 頻 道 開 實 況， 直

空元素較重的遊戲以外都玩，特別

型的競技遊戲主持。私底下則喜歡

播《暗黑破壞神》、《全境封鎖 2》、

喜歡 Roguelike 角色扮演戲類型。

RPG 類型的作品，例如《上古卷

《天堂 W》等遊戲。

軸 V》、《魔獸世界》等。

從投幣式街機到任天堂紅白機 ，再從 PC 到手機 ，電子娛樂產業發展至今 ，不過僅僅不到百年時間。如今 ，
各家遊戲開發商百家爭鳴 ，遊戲風格與玩法百百種 ，人們對於享受電子娛樂的方式也漸漸產生改變 ，除了親自
森野葉子

體驗以外 ，隨著串流和直播平台的興起 ，更能透過其他玩家的遊戲直播或實況來了解遊戲內容 ，當然也有不少
人是看中實況主的個人魅力。這期映 CG 邀請到六位遊戲實況主 、賽評 ，針對現下遊戲娛樂與遊玩見解。
編輯整理：張庭嘉、葉致廷、謝家瑋

小墨

魯蛋

現 職 遊 戲 內 容 創 作 者， 主 要 在

曾任電商平台營運 PM，半途轉

於 Twitch 實況平台專職做實況

Twitch 平台擔任遊戲實況主，喜歡

彎來到 Twitch 實況平台做全職實

主，暱稱為餐餐自由配，又稱「餐

懸疑、解謎、恐怖、冒險、角色動

況主。主要內容為聊天和輕鬆向遊

哥」。由於擔任遊戲實況主，什麼

作、經營模擬類遊戲。基本上所有

戲，並擔任玩樂幫節目《奇點酒吧》

遊 戲 都 略 懂 一 二。 喜 愛 與 擅 長 的

遊戲類型都不排斥。為節目《玩樂

的主持人，暢談遊戲圈與網紅圈來

是動作冒險類型，舉凡《薩爾達傳

幫》共同主持之一。

賓的人生故事。

說》、《瑪利歐》、《魔物獵人》
等人物戰鬥操作或冒險遊戲為主。

Q

以現今的遊戲市場中，
是否有所謂的主流遊戲類型或風格？

Q

是否有感受到觀眾喜愛的遊戲風格、類型在近幾
年有什麼轉變呢？

也許大家都沒注意到 ，現在所謂的 3A 大

我專注經營實況只有兩年 ，剛好可以從普

作一定要是「動作角色扮演」，才比較容易

通觀眾的角度去看這幾年的轉變。行動裝置

被稱為 3A 大作。但現在遊戲市場的分眾化

的進步 、串流平台的興起 、娛樂選擇的多

非常明顯 ，愛玩手遊的人就玩手遊 、偏好 Steam 的

樣化 ，不可逆的科技發展讓大家的耐心與專注力變得

人就玩 Steam，有的人玩動作角色扮演 、競技類型。

更短更零碎 ，點進實況台的耐心也隨之降低 ，導致需

電競比賽相繼取消也不見得都跟疫情有關。

現場活動的魅力來自真實的互動 ，願意接觸現

所以難以界定主流 ，畢竟在同溫層中 ，就會感覺自己

要時間醞釀的劇情向遊戲 、對話文本繁複的遊戲類型

現在因為遊戲分眾化帶來的問題是 ，以前多數

場活動的玩家 ，對遊戲會有較高的熱忱與忠誠

喜歡玩的類型就是主流。真要做一個決定的話 ，我會

較不受青睞 ，幾分鐘內沒有吸引人的部分 ，觀眾可能

的電競比賽 ，官方頻道就是最大的觀看管道 ，

度 ， 甚 至 成 為 宣 傳 初 期 的 K O C（ 關 鍵 意 見 消 費

說是動作角色扮演 ，畢竟大家都捧它們為 3A 大作。

就離開了。

但因為分眾化的關係 ，電競比賽沒太多人去支撐 ，廣告

者）。轉為線上之後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類似的角色移轉到

每個地方的民族性跟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
我不太喜歡去定義台灣的主流。某個遊戲有
流量 ，一定是它剛上市 ，正在宣傳 、行銷
中。通常新出來的遊戲 ，宣傳量夠大 、做得夠好 ，在
國內就會造成所謂的主流風潮。

以現在的社群平台來看 ，目前的主流遊戲
都是以競技遊戲為大宗。但也不難理解 ，台
灣的玩家們在 2012 年經歷《英雄聯盟》本
土戰隊 TPA 的冠軍榮耀 ，頓時《英雄聯盟》成為了一

Q

就你的觀察，
疫情爆發對遊戲發售、展會或是電競比賽來說，有造成什麼影響嗎？

商的資金也被分散 ，因此投資意願降低 ，因而形成了惡

哪裡 ，但觀察到一些微型實況主也開始接到工商了。我有

相對的 ，競技 、歡樂 、多人遊玩等易懂又富娛樂

性循環。至於新遊戲推廣的影響我認為是微乎其微 ，從

接現場遊戲展會的活動 ，但仍然以線上工商為主 ，因此受

性 ，還可以隨時分心再回來看的遊戲 ，實況觀看人數

近幾年的電玩展就可以看出大部分在推廣的都是手遊。

到的疫情衝擊並不大。值得一提的是 ，比起現場 、線上工

就較為可觀。Twitch 這兩年也開發了更多與觀眾即時

而 PC 獨立遊戲的話 ，基本上他們也不會去買電玩展的

商量的消長 ，全球疫情爆發初期 ，有一段期間各個遊戲的

互動的設計 ，像是觀眾投票 、賽況預測等等 ，對於上

攤位 ，因為買不起。獨立遊戲則光是能夠如期發員工薪

開發都受到影響 ，導致有半年以上都沒什麼新作可玩 ，甚

述提到的遊戲類型都是正向幫助 ，但對劇情遊戲就沒

水 ，就已經很辛苦了 ，與其去買展覽攤位 ，還不如買

至線上的工商合作都變少。但那段時間的實況人數都很漂

有明顯的提升。也就是說 ，早期實況主肩負了帶領大

YouTube 廣告。通常購買攤位 ，一部分是曝光需求 ，一

亮 ，觀眾無法出門卻更願意訂閱或抖內 ，整體來說更吃重

家完整玩過一遍遊戲的任務 ，如今這個任務可以被劇

部分可能是想留個回憶。比起 YouTube 廣告 ，實體攤

實況主平常的表現。

情解說 、攻略影片等非即時實況的呈現方式取代 ，現

位在展前所花的人力 、物力 ，以及立牌 、周邊製作等 ，

在觀眾觀看實況 ，更接近尋找互動 、參與感和陪伴感。

再加上攤位本身的價位和當天的人力成本 、無可預期的
變數 ，單就曝光而言 ，或許買 YouTube 廣告或找 KOL
（關鍵意見領袖）的效果可能都還比較好。

種超級現象 ，競技遊戲的地位也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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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mesia：記憶邊境》在瘟疫世界中展開爽快的打鬥冒險

I NT ERVIEWEE

由七位台灣遊戲開發者跟動作遊
戲愛好者所組成的，多數成員都曾
在遊戲公司工作，平均有三年以上
的開發經驗。七位成員的工作分別
是：製作人兼程式 Moon、程式總監
Henry、動作總監笏玄、概念兼環境
美術晊賢、3D 美術偉恩、企劃兼專
案管理 Ross、行政 Emma。目前正
在開發黑暗奇幻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Thymesia：記憶邊境》

www.f ac ebook.com/Ove rBord erStudio

極度邊緣工作室
OverBorder Studio

在瘟疫世界中
展開爽快的打鬥冒險

從 遊 戲 技 術 Demo 起 家， 集 結 各 方 人 馬 打 造
《Thymesia：記憶邊境》

這款遊戲都必須有清楚的認知和共同的願景 ，意思是成員必須
清楚知道這是一款怎樣的遊戲 ，其中包含美術風格 、故事 、人

極度邊緣工作室的創立起源於公司的兩位創辦人－製作人

物 、玩法 、操作 ... 等 ，也必須了解開發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

Moon 跟動作總監笏玄的技術測試影片。由於兩人非常熱愛動作

之後在製作過程中 ，每當有衝突時 ，團隊才能做出取捨。以

遊戲 ，於是在工作之餘開始研究動作遊戲的開發技術 ，並在網

「Thymesia：記憶邊境」為例 ，這款遊戲最重要的就是戰鬥系

路上定期發表技術測試影片 ，網友們反應也十分熱烈 ，其中一

統 ，美術 、故事與其他系統都是次要。因此團隊在開發時 ，如

部更擁有將近百萬觀看數。因此便開始招兵買馬 、集結夥伴打

果出現某個問題讓戰鬥體驗變差 ，像是關卡中放了太多裝飾道

由 英 國 遊戲商 T e a m17 負責全球發行 ，台灣七人團隊開發的奇幻動作 R PG 遊戲

造第一隻遊戲 Demo，並藉此 Demo 成功拿到投資 ，進而正式

具 ，讓鏡頭跟角色的移動動線不流暢 ，美術就必須去調整關卡

《Thymesia：記憶邊境》，釋出預告與試玩畫面後 ，以「類魂」遊戲風格獲得許多玩家的

成立極度邊緣工作室。遊戲開發初期 ，團隊就希望打造一款關

的設計 ，讓遊玩的體驗達到最好的效果。

好奇心與目光。遊戲背景講述以煉金術強盛的王國 ，遭受不明瘟疫襲擊 ，導致國家出現

於中古世紀黑死病時期的遊戲 ，並以製作人 Moon 喜愛的「魂

許多駭人怪物 ，街道混亂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玩家將要扮演主人公「掠鴉」獵捕

系」遊戲為目標 ，後來也衍生成《Thymesia：記憶邊境》的創

瘟疫並尋找解藥 ，然而在過程中 ，卻也發現煉金術背後的黑暗秘密。遊戲以快節奏戰鬥

作雛型。

類魂遊 戲 《 T h y m e s ia ： 記 憶 邊 境 》 開 發 歷 程

採訪編輯: 張庭嘉、葉致廷 | 圖: 極度邊緣工作室

至於選擇以 Unreal Engine 4 作為主要的開發工具 ，是因為引
擎本身內建各種非常完整的系統 ，在不安裝任何外掛工具的狀
況下就能滿足原本的開發需求。企劃 Ross 舉例 ，對動作遊戲最

系統跟獨特的「瘟疫武器」系統 ，為玩家帶來爽快的遊玩體驗。本次特別採訪開發此款
遊戲的極度邊緣工作室。聊聊他們是如何從零打造這款極度吸睛的作品。

遊戲開發前期須先編寫世界觀跟人物設定 、嘗試美術風格與

重要的工具就是「動畫編輯器」，Unreal Engine 4 有內建非常

繪製概念圖 ，同時也會開始進行遊戲玩法原型的測試與設計 ，

完整的動畫編輯功能 ，讓開發人員能輕易在動畫中插入音效 、

畢竟美術 、世界觀跟遊戲玩法都會互相影響。企劃 Ross 舉例：

特效跟觸發事件 ，而且還有非常好的擴充性 ，在功能不足的情

「因為主角手上拿的武器是軍刀和匕首 ，所以在設計的戰鬥和天
28

賦系統也必須與其呼應。」開發前期最重要的是 ，所有成員對

況下還能快速使用藍圖（UE4 內建腳本語言），編寫新功能。
29

超合本土文化與俠盜精神之作，《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幕後開發故事

在設計遊戲故事時，
團隊為了不讓遊戲內
容太過侷限在廖添丁
身上，因此旁徵博引
與時間、地域相近的
題材，藉此豐富劇情
的深度。

INT ERVIEWEE

雪溪等人 ，即為與廖添丁時代相近的題材。而大海盜蔡牽 、義
《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耗費兩年半的開發時間 ，過程中

結合本土文化與
俠盜精神之作

創遊遊戲
由一群擁有豐富遊戲開發經驗的成
員所組成，在技術上有著深厚實力。
彼此在經歷過幾次商業導向的專案開
發後，重新檢視做遊戲的初衷，對遊
戲 的 熱 愛， 因 此 以 做 出「 精 品 級 遊

《廖添 丁 － 稀 代 兇 賊 の 最 期 》 幕 後 開 發 故 事

戲」為目標，達到「透過遊戲推廣在
台灣的故事」的願景。

新舊成員幾番更迭 ，平均維持著九位全職人員 ，包含三位程式

賊曾切的故事 ，雖然與廖添丁年代大相逕庭 ，但因為地域相
近 ，所以也被團隊採納。

設計 、兩位遊戲企劃 ，四到五位的美術設計。創遊遊戲執行長
王峻偉說：「多數的成員在遊戲產業皆有七 、八年以上經驗 ，

為了呈現日治時期的台灣面貌 ，除了人物事蹟外 ，當時的風

團隊成立之初 ，大家彼此靈魂拷問著是為了什麼做遊戲？而大

俗民情也是考究重點。為了更了解當時台灣樣貌 ，團隊參考了

家的共通點 ，『熱愛遊戲的台灣人』，期許用遊戲推廣台灣的故

日本民俗學者片岡巖所著的《臺灣風俗誌》，當中紀載許多台灣

事 ，做出被玩家記住的精品遊戲。」《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

尚未步入現代化社會的種種風情 ，以及各種有趣的鄉野傳說 、

期》，便是他們打響名號的力作！

民俗科儀。林秉舒說：「我們蒐集了許多日本時代的老照片 ，例
如名攝影師鄧南光 、李火增的攝影集 ，有許多當時的街景 、民

延續舊作聲量，投入更多歷史考究

遊戲一推旋即在 Steam 平台上獲得全球玩家 97% 壓倒性好評的《廖添丁－稀代兇賊
の最期》，這款 2D 動作橫軸平台遊戲 ，以鮮明的美術風格 、流暢的武打與爽快的打擊

廖添丁在台灣本土文化中 ，屬高知名度 ，有許多傳奇故事流

感 ，讓玩家們體驗扮演傳奇英雄的樂趣。本次採訪創遊遊戲的開發團隊 ，一窺這款將台

傳於民間的角色 ，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劫富濟貧的精神。林秉

灣故事發揚到全球的遊戲開發秘辛。

舒表示：「當初團隊在討論時 ，認為『劫富濟貧』的題材在市場

眾的衣著可供參考。我們遊戲主場景是設定在大稻埕 ，許多建
築目前也依舊健在 ，更是多次到實地取材。」從考究的過程中 ，
也讓團隊發現其實還有很多能獨立製作成遊戲的題材。

上有一定的接受度 ，故事也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有做成商業產
採訪編輯: 林廷勳 | 圖: 創遊遊戲

王峻偉 PP Wang

錄 、各式娛樂產物都是他們田調的重要素材。「大部分知名的廖

創遊遊戲 執行長

創遊遊戲 製作人

w ww.c gcg.game s

林秉舒 Maso Lin

還記得 2004 年 ，一款以 Flash 製作的捲軸平台遊戲《神影無蹤－廖添丁》，受到眾多網
友推崇 ，超過數十萬人的遊玩紀錄。正是創遊遊戲製作人林秉舒（Maso Lin）的碩士畢業
論文 ，也是《廖添丁－稀代兇賊の最期》的前作。Maso 說：「一直以來我就有把它完成
的想法 ，因為舊作只能算是 Prototype 而非完整作品 ，十多年來 ，也有不少網友敲碗想看
到『第三關』，因此能夠把故事說完 ，確實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除了延續情懷之外 ，新
作也是團隊考量過市場價值後才確定開案。過程中 ，更考量到現今遊戲市場的趨勢來做設
計 ，並非只是一款賣情懷的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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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價值。」團隊針對廖添丁做了許多調查 ，連同許多文史紀
添丁作品都有研究過 ，從日治時期警方的犯罪紀錄 、1955 年小
說《臺北城下的義賊廖添丁》、梁松林的歌仔冊《台灣義賊新歌
廖添丁》、國寶藝師楊秀卿的唸歌 、吳樂天的講古 ，以及近代漫
畫《俠王傳》、電視劇《台灣廖添丁》與電影《俠盜正傳》等 ，
都有參考部分元素。」林秉舒更補充 ，團隊在挑選劇情題材時 ，
主要從「時代相近」與「地域相近」兩個方向挑選。例如故事

國寶藝師楊秀卿表演

裡抗日組織二十八宿會的首領丁棚 ，以及大稻埕的黃土水 、蔡

唸 歌 的 形 象 與 歌 聲，
也都出現在遊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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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過去！ JVC 復古膠囊電視製作
Blender + Substance 3D Painter + Unreal Engine 4

「老實說 ，為一款後末日遊戲 ，正如字面上看起來的一樣有

回到過去！
JVC 復古膠囊電視製作

創作概念：

趣。可以讓藝術創作者獲得許多滿足 ，因為我可以為每個道

我從有記憶以來就很鐘愛電玩 ，除了遊戲 ，我也很復古產品

具發展其自身小小的背景故事。即便同一種道具也會因為其身

設計。我發現過往的設計師 ，要將一些技術限制隱藏是更加困

處的位置與歷史 ，而有完全不同的外觀。」Piotr 也指出 ，為

難的 ，像是 CRT 螢幕尺寸 ，他們能夠做出有著獨特外觀的設

道具賦予背景故事 ，更能增添其真實感 ，也是讓好的作品向

計。這是為什麼我選擇這個創作這個由 JVC 推出的復古電視。

上提升的關鍵。「我算是蠻晚進入 Techland 的 ，我大概是到
了 Techland 全力開發《消逝的光芒 2 人與仁之戰》的時候才
加入團隊 ，幾乎大部分的設計都已經由概念設計團隊所制定完

由 Techland 遊戲公司 3D 藝術家 Piotr Mucha，示範

成 ，看到他們的設計稿時 ，其精緻成度讓我幾乎不需要加入個

Unreal Engine 4 的 3D 道具製作流程。

人的創意了。」

編譯: 林廷勳 | 圖: Piotr Mucha

01 Searching for ideal prop 尋找合適的道具

02

在決定製作 JVC-3100 之前 ，我找尋合適的道具 ，以下是一
些我希望製作的模型中 ，所具備的關鍵特色：
簡單 — 好讓我不會花半年的時間只能做一個專案。
小尺寸。
開關 — 我想做一些動畫，不會太多，就像切換開關而已。
螢幕 — 要有螢幕的原因是讓我有機會試試看 Unreal Engine 的 Flipbooks
功能。

我往往會浪費太多時間來搜尋 ，對我有用的方式是設定截止

03

日期 ，然後嚴格遵守。通常 ，我會在一 、二天的時間內花大約
三個小時來完成。如果你處在需要搜尋骨董道具時 ，我建議大
家去以下地方尋找：
Pinterest
eBay（或任何同樣的拍賣網）— 這是尋找一些自然損壞物件最棒的地方。
Google
JVC 3100R – Video Capsule TV/Radio (1978)

YouTube 上的各種修復、翻新影片，就像看可愛小動物一樣療癒。
Future Forms 網站：www.future-for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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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Muc ha

在 Techland 擔任 3D 藝術家的主要任

模之後 ，還有相當多工作得完成 ，包含動

務 ，包含創建無生命類別的模型 ，像是道

畫 、視覺特效和一些程式碼的開發 ，最後

具 、建築物等等 ，同時要繪製貼圖 ，並將

還要在封測人員來檢查是否有什麼錯誤。」

模型匯入到遊戲引擎的編輯器中 ，確保沒

Piotr 也表示 ，通常在製作一個新道具時 ，

有任何的問題發生。流程中會運用到的軟

3D 藝術家會拿到對應的概念設計圖 ，還

體有 Blender、Substance 3D Painter、

有一些基本的描述關於道具會在哪裡被使

Substance Designer 以及 ZBrush。

用 ，有時候還有來自現實生活中 ，類似物

我以前是那種 ，「可以輕易在 Photoshop 裡做素材腳本 ，那
幹麻還要安裝其它軟體來整理素材。」，但在強迫自己試用之
後 ，我極力推薦大家去使用「PureRef」這套軟體。

03 製作原型

件的照片或參考影片 ，來幫助他們的建模

在這個專案中 ，我想要置入一個「合適」的模型創作流程 ，

Piotr 談到他在遊戲開發流程中扮演的

和貼圖繪製過程。「當一個原型道具完成之

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製作一個簡單的原型。然後 ，記住不要花

3D 藝術家。有豐富的遊戲開發經

角色時 ，提到：「你必須知道 ，開發任何

後 ，會提供給後續成員 ，例如關卡美術或

太多時間找素材。製作原型的目的是將貼圖鏡射到模型上 ，先

驗。因高中時認識到 3D 建模，因而

一款遊戲 ，有非常多人參與其中。我大概

動畫部門 ，他們就可以拿這個原型道具進

不用太擔心其佈線。藉由這麼做 ，我想更了解這個模型是如何

的 3A 級大作《消逝的光芒2 人與仁

是在整個遊戲開發週期的中段時候加入。

行其它作業 ，最後 ，這個原型也會更新為

運作 ，然後去檢視它在 UE 裡看起來好不好。在這個階段 ，我

之戰》。

許多人的工作必須在我開始前完成 ，之後

最終版本的面貌。」

也簡單做了個專案分類 ，確保檔案開啟 、關閉時不會產生任何

Techland 3D 藝術家

於波蘭的遊戲公司 Techland 擔任

以此為志向。近期也參與二月份推出

www.artstation.com/muszka_pietrusz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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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處理素材

才開始去思考創建資產的部分。當道具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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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階段打造魔法攻擊特效

在這個練習中，最複雜的挑戰是為這
顆鏡頭提供足夠的衝擊，以及算準出
招的時機點。

Part 1：特效的預期
為什麼要談論特效的預期？特效的預期或期望是非常重要
的 ，即便是很短暫的時間 ，它讓我們的大腦以邏輯性去「準
備」特效所預期要發生的狀況。

01 Niagara 特效系統的製作
有幾種揭露特效的作法 ，例如 2D 平面素材或是 3D 的模

Unreal Engine 5 + Niagara + Photoshop + 3ds Max

型 ，我這裡兩種方法都採用。首先是一張模糊的光暈圖 ，接著

五階段打造魔法攻擊特效

耀斑 ，這用來模擬像是靈氣的效果。當耀斑縮小成一種黑色霧

由遊戲美術設計師 Tom Joubert 解析如何運用 Unreal Engine 的 Niagara 特效系統與動態材

即將發生的事情 ，使視線完全聚焦在爆炸特效身上。所有我們

氣 ，然後在部分霧氣周圍加入金色動態火花 ，接著展現出黑色
爆炸。上述設計的目地是為了吸引觀眾 ，透過他們「預先準備」
在特效預期中看到的元素 ，都可以透過特效的變化中找到 ，維

質 ，製作出一段吸睛的魔法特效。

持其連貫性 ，避免不在預期內的「驚喜」發生 ，而混亂大家對

編譯: 林廷勳 | 圖: Tom Joubert

這類型效果的理解。

02 材質的效果：簡單的遮罩位移（Alpha panner）
稍微描述一下黑色雲霧是如何透過這節點產生。首先 ，製作
了一個圓頂造型的 Mesh，並且將 UV 以為水平放置後 ，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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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m J oubert
遊戲美術

來自法國巴黎，目前在 New3dge

創作概念

製作特效時通常會製作 100 至 200 種

Mesh 加到 Niagara 系統中 ，給與一個「Scale color」參數 ，

《Canon Strike》在遊戲特效中是非常基

以上 ，甚至在畫面中同時出現十種以上

讓 Mesh 擁有淡入和淡出的效果。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所有的

礎的概念 ，它讓特效師不會在漫無目的情

的特效。如何讓這些特效同時出現而不會

況下迷失而浪費寶貴的時間。此練習是透

讓玩家眼花撩亂 ，也不會讓遊戲當機 ，

過一顆鏡頭去製作一顆衝擊波觸發第二顆

因為特效也是攸關遊戲效能好壞的元素之

衝擊波的特效。了解特效在第一階段會是

一。視工作室的不同 ，我們在製作上會有

怎樣的情況下 ，舉例來說 ，它可以應用在

非常複雜的 Shaer 以及材質關聯 ，必須

第 2 或 3 等級的施咒 ，足夠對敵人造成一

以最少工具用量來做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

定的傷害 ，但又沒有像必殺技一樣強大。

特效。由於上述所說的原因 ，我製作特效

邊緣》、VR 遊戲《Maskmaker》

在製作時通常要考量製作時間 、手上的

等製作。熟悉 Unreal Engine、

資源以及預期的渲染品質 ，平均一個特效

3ds Max、Maya、ZBrush、

製作花費兩天左右。我覺得遊戲特效製作

Substance 3D 等軟體。

www.artstation.com/tom_joubert

黑白圖像就像是兩個圖層 ，白色是特效顯示的區域。藉由混
合 、改變材質中不同圖層（alpha）的形狀和顏色 ，增加其他
Panner 雜訊（Panner noise），就可以輕鬆得到各種效果 ，而

特效表現的關鍵畫面

這個步驟將是製作此材質的基礎。

02

時有三個關鍵字：「Boom」、「Pshhh」、

就讀遊戲美術，學習製作環境、角
色與特效等內容，也參與過《永恆

01

和動畫很像 ，從「特效的預期」、「爆炸」、
「軌跡」、「衝擊」還有「特效的消散」。同
時 ，音效也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如何建立
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形狀 ，甚至避免使用
太多顏色導致眼花撩亂 ，都是在製作魔法
特效最重要的考量。

「PRooooh」。

關於教學
透過本篇教學 ，我將分享建置一組特效
的基本流程。從「特效的預期」、「爆炸」、
「軌跡」、「衝擊」 還有「特效的消散」談
起。藉由一些簡單搭配動態材質 ，以及
Mesh、UV 和重新應用的的重要性。在每
個過程中 ，我會說明其為何重要 ，以及不
同 Niagara 節點以及使用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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