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owcase

www.artstation.com/reneaigner

　身為電影概念設計師的我，總是以廣泛

的 3D 知識為基礎，所以畫面中多數的模

型都是從頭開始建立，而人物的部分則是

依 DAZ 的 角 色， 透 過 ZBrush 的 雕 塑、

Marvelous Designer 的衣物模擬來做更

細膩的修整。生物的話則是透過 ZBrush

還有 Substance 3D Painter 來做貼圖繪

製。我最終是在 C4D 裡建構場景，它穩定

的效能讓我時常使用，最後再用 Octane 

Render 算圖，很快就能做出如此充滿電

影氛圍的畫面。在這裡設定的目標是盡可

能在原始算圖後，就得到接近最終的效果，

所以最後在 Photoshop 時僅僅做了調色

以及少部分的後製。

　最大的挑戰，我認為是該如何讓角色看

起來令人信服的，特別是以一個現成的

3D 角色為基礎的時候，因此透過上述的

ZBrush 細節雕塑，還有它靜態的姿勢，

都能幫助去除那種「現成模型」的感覺。

另外，這個作品中的玻璃容器的算圖技術，

也是從 SilverwingFX Youtube 頻道中學

到的，如何彩現出玻璃標本容器中裝有液

體的效果，這對像 Octane Render 這樣

以路徑追蹤模式的算圖引擎來說有時是很

難處理的。

Cinema 4D, Blender, 
ZBrush, DAZ Studio, 
Octane Render, 
Marvelous Designer, 
Substance 3D Painter, 
Photoshop

使用軟體

2022完成年份

 The Naturalist

René Aigner
電影概念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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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al Engine 5.1使用軟體

2022完成年份

Cyber City

www.artstation.com/davidbaylis

　這個專案是為了最新 Unreal Engine 5.1 新功能所做

的。展示出改進的 Lumen 以及 Nanite 功能可以在次世

代主機上以 60FPS 的效能運行。Cyber City 的場景特色

特別適合呈現出即時的反射、全局照明以及高度細節的模

型。而這個專案的製作挑戰絕對是時間，因為我只有短暫

的時間做出數個 3D 環境，圖片是其中一個主場景。

David Baylis
3D 技術行銷

Nanite Visualization

Showcase

Unreal Engine 5.1 視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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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圖軟體百百種 ，每種都有不同特色與強項 ，而電腦

繪圖產業的使用者到底都是怎麼選擇？此篇 ，將透過問

卷「2022 台灣電腦繪圖使用者算圖軟體使用大調查」，

針對「算圖軟體使用」、「硬體設備」、「雲端服務」進行

分析 ，帶大家了解產業人士最愛用的算圖軟體是什麼？

挑選時又有哪些標準？近期在測試哪些新興算圖軟體？

6.1 %
海外

Q1

Q3

Q2

Q4

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

工作地區

27.7 %

3.3 %
3.3 %

10.3 %
10.3 %

12.9 %

12.9 %
19.3 %

51 以上

45-50

41-45

36-40

26-30

31-35

23-25

22 以下

5.2 %

20.8 %

高中

研究所

大專院校

73.6 %

調查方法: SurveyCake 網路問卷 | 調查時間: 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20日 | 調查對象: CG 產業從業人員 | 有效填答人數: 231 人

2022
台灣電腦繪圖使用者
算圖軟體使用大調查

19 %

81 %

女性

男性

2022 台灣電腦繪圖使用者算圖軟體使用大調查

0.4 %
高中以下

93.9 %

國內

15.2 %

11.7 %

3.8 %

48.5 %

Q5

Q7

Q6目前的工作狀態？

主要的工作所屬領域？

接觸 CG 領域的時間？

19.5 %

16.5 %
在學學生

3.5 %
教職人員

公司雇員

自行接案

10.4 %
公司經營者

1.7 %
契約人員

2.5 %
待業

動畫領域
2D/3D 動畫、演唱會視覺動畫、動態設計、品牌形象影片...等

影視特效領域
電影、電視節目、MV...等

9.1 %
產品設計領域
產品數位建模、商品設計圖...等

遊戲開發領域
手遊、大型線上遊戲...等

其他

45.9 %

11.7 %
建築室內設計領域
建築設計、空間設計、建築動畫...等

3～5 年

31.8 %

11～20 年

9.9 %

0～2 年

30.7 %

6～10 年

20.7 %

20 年以上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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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道提問帶你了解使用經驗與技術亮點

Unreal Engine 5
踏進電腦繪圖產業的未來

即時算圖的進化 ，改變了數位娛樂產業的製程 ，越來越多人採用 Real-Time 工具打造心中的藍圖 ，只是 Real-Time

製程在當時總無法達到高擬真寫實的影像。然而 ，2021 年 ，Unreal Engine 5 的 Demo 影片釋出 ，隨即在影視產業中

掀起一陣旋風 ，其突破性的技術 ，將 Real-Time 製程下的創作品質推向一波高峰 ，許多數位娛樂領域創作者紛紛前仆

後繼地投入研究 UE5，將其導入創作流程。時隔一年多 ，在網路上已看到不少精彩的作品 、實驗。此篇文章 ，採訪了

來自遊戲 、影視特效 、建築 、汽車設計等曾任職不同領域的四位藝術家 ，分享使用 UE5 的經驗 ，並解析 UE5 技術亮

點與值得改進的地方。

Unreal Engine 5 如何成為娛樂產業的未來？

採訪: 林廷勳、林軒宏、洪子茜、葉致廷 | 整理: 葉致廷 | 圖: Damian Bilinski、Nick Romick、Pasquale Scionti、Robert Mastriano

我在建築視覺化的產業有 15 年的專業

經驗。 2019 年 ，我與 Epic Games 合作

開發了他們的建築可視化範例場景 ，目

的是為了傳授 UE 使用經驗 ，做了一個學習擬真技

巧設置的小型公寓場景 ，可將其中元素覆蓋在自己

的作品上。我負責主導場景的設計和構圖 ，以及一

些模型 、燈光和材質的工作。

在與 Epic Games 合作後 ，我開始著重於遊戲場

景設計 ，過往建築視覺化算圖的經驗 ，讓我能以

電影的鏡頭語言講述故事 ，擬真算圖和燈光設計的

經驗也在構圖和畫面的呈現上給我很大的幫助。自

此 ，我開始在遊戲產業工作 ，運用 Unreal Engine

創作遊戲場景。

我原本在溫哥華的 Method Studio 從

事視覺特效工作 ，參與漫威電影《美國

隊長》、《復仇者聯盟》等片。 2020 年 ，

產業相關公司陸續關閉後 ，讓我有機會嘗試新事

物。開始接觸 UE，並使用其動態捕捉功能。幾年

後 ，便啟動了遊戲《Green Hawk Platoon》的開

發計畫。

Q: 從何時開始接觸 UE ？

Unreal Engine 5 的應用

《Green Hawk Platoon》| RetroPixel Digital

Archviz sample project scene Unreal Engine 5 Lumen | Pasquale Scionti

Robert Mastriano

　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芝加哥分

部的平面設計系，為了進入遊戲產業自

學3D，之後徵召進入阿富汗擔任飛行官，

因熱愛飛行選擇就讀航空學校，獲得航

空學位。最後因經濟問題轉而走向 3D 創

作之路，曾替遊戲《最後一戰：無限》、

影集《歐比王》、電影《黑亞當》製作

3D 物件。

資深 3D 建模師

www.artstation.com/wraith4six

Nick Romick

　曾任職於 Method Studio，參與過漫

威電影《美國隊長》、《復仇者聯盟》

等製作。現任視覺特效工作室 RetroPixel 

Digital 創意製作人，負責專案製作、行

銷以及動態捕捉拍攝等藝術工作；團隊

開發的遊戲《Green Hawk Platoon》目

前還在測試階段。

遊戲製作人

www.greenhawkplatoon.com

Pasquale Scionti

　 目 前 在 遊 戲 公 司 Tornbanner Studio

擔任燈光、視覺開發設計師，專長是 3D

室內外環境擬真渲染、燈光環境設計以

及構圖。在建築視覺化以及 CG 產業已

有超過十五年的工作經驗，曾參與遊戲

《決勝時刻》製作。

燈光、視覺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pscionti

Damian Bilinski

　專為汽車產業製作圖像。在 CG 產業

超過十三年的時間，前五年是以 3D 通

才任職，後八年則轉換跑到成為汽車渲

染 設 計 師。 曾 與 Bentley、VW、Aston 

Martin、Mclaren、Infiniti、Goodyear

甚至是 Electronic Arts 等品牌合作，利

用 Unreal Engine 製作擬真影像與可視化

設計。

3D 視覺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plasti

受訪者

Q:UE 在你的工作流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身為一名 3D HardSurface 藝術家 ，在為影視製作

3D 資產時 ，與為遊戲開發上有很大的不同。影視可

以製作更逼真的效果 ，並在場景中加入更多細節 ，當

然算圖成本會相對提高 ，畢竟影視作品只需要使鏡頭更加完美

就好 ，鏡頭外的資產可以忽略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但在遊戲

中 ，玩家可以 360 度去觀看場景 ，所以場景的所有細節都必須

具備一定的品質 ，加上現在的玩家希望用最低的價格獲得更身

臨其境的體驗 ，因此為 3A 級遊戲的製作資產是更具有挑戰性。

但從遊戲中學到的技巧 ，讓我在在影集《歐比王》、《黑亞當》

中製作上來的更加輕鬆。

Star Wars: Obi Wan Kenobi, Episode II | Robert Mastriano

而我在影集《歐比王》、電影《黑亞當》中主要的職位是「VR 

Optimization」，內容是確保 3D 資產的品質。因此有時會為概

念藝術家提供的模型進行清理或降低面數 ，甚至是重新建模。

有時候必須同一個模型或場景提供兩種版本 ，其中一個為虛擬

實境使用的版本 ，讓導演可以透過 VR 裝置與其他部門 ，如：

燈光 、創意總監一起在場景中走動 ，並在 3D 世界中選擇鏡位 ，

另一個版本是要交給 ILM，用於最終的鏡頭與燈光合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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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 CG 短片的創作心法

楊翰 Han Yang

Shape Shifters Creative

　擅長全流程的 CG 動畫製作。曾在

北美特效產業製作電影視覺特效，曾

參與製作的電影有《名偵探皮卡丘》、

《水行俠》、《星際爭霸戰》等電影。

　 前 身 為 VFX Fox， 以 尖 端 技 術 與

Unreal Engine 作為主要工作流程，

提供 3D 動畫、VFX、遊戲、影視預

覽等服務。目前成員有 15 人左右，

包括大概 8 至 10 人的 Asset 團隊。

在創意總監楊翰的領導下，團隊擁有

許多獨特的設備可完成現代化作品的

製作需求，不僅開發原創故事，也為

客戶打造高品質的娛樂內容。

Shape Shifters Creative 創意總監

www.ssc-cg.com

Unreal  Engine 5 x MetaHuman x  iPhone 動捕的嶄新製程

科幻 CG 短片的創作心法

擅長打造精緻 CG 短片的導演楊翰 ，推出了科幻新作《PROJECT EMBERS》，承繼了前三部短片的

世界觀 ，描述太空人在陌生星球遭遇追擊而發生的故事。與前作《Lip Sync》的製作流程相同 ，使用

了 Unreal Engine 5 結合 MetaHuman 創作這部精采刺激 、畫面極度擬真的科幻短片。此篇專訪 ，楊

翰不僅分享《PROJECT EMBERS》的幕後製作 ，也暢聊 Unreal Engine 5 （以下簡稱 UE5）的使用

經驗與未來規劃。

採訪編輯: 葉致廷 | 圖: Shape Shifters Creative

將短片做成原創 IP 影集

製作不少商業電影特效 ，待過北美許多

知名特效公司的楊翰 ，於 2021 年與朋友

一同開創新的 CG 工作室 Shape Shifters 

Creative，開啟了職業生涯新篇章。提到

創立初衷 ，楊翰感嘆：「去年與共事已久的

朋友完成了一項艱困的 3A 級遊戲專案 ，

疲憊不已的我們希望能有更自由的創作空

間去製作真正想做的作品 ，於是就成立了

Shape Shifters Creative。」公司成立了

一年多 ，陸續接到區塊鏈遊戲的宣傳片製

作 、NBA 球星 Luka Doncic 的虛擬人專

案 ，以及幾部 CG 短片 ，在社群中造成不

少迴響。楊翰表示 ，現階段團隊期望從概

念設計到後續 3D 模型製作 ，都能夠一手包

辦 ，畢竟將概念轉換成 3D 模型是視覺開

發最重要也最難的一個環節。而從 Shape 

Shifters Creative 發布的作品來看 ，也證明

了團隊擁有強大的技術力 、執行力與他人

難以企及的創意力。

Shape Shif ters Creat ive 成立後推出

幾部原創的 CG 短片 ，新作《PROJECT 

EMBERS》與前三個短片《Lip Sync》、

《Hello World》、《Lift Off》屬於同一個世

界觀的系列影片 ，只是發生在不同時間軸

上 ，因此每段短片都可以獨立觀看。值得

一提的是 ，《PROJECT EMBERS》首次匯

集了前作《Lift Off》的故事線 ，儘管線索

不明顯 ，但團隊意圖打造一個完整的系列

影集。楊翰繼續說到：「具體故事與設定會

隨著影片推出 ，與觀眾一同慢慢揭曉。只

能說還有兩個新角色尚未出現。目前已完

成概念設定和模型製作 ，正在製作綁定和

臉部的開發。這次我們嘗試了新的技術與

流程 ，將角色品質做到最好 ，也重新設計

了所有角色 ，使藝術風格更具備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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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度百分百，用 UE5 打造寫實作品

Lorenzo Drago

　來自義大利帕多瓦，畢業於媒體傳

遞設計系，十年前透過線上課程學習

Blender，開啟 3D 創作的旅程。儘管

不是個 CG 天才，但還是想方設法透

過各式各樣的機會精進自己。因製作

《Etchū-Daimon Station》被

NVIDIA 相中，現已任職數個月，擔

任遊戲美術。

NVIDIA 3D 環境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subjectn

透過各式軟體重現真實場景

畢業於媒體傳遞設計系 ，自學 3D 創作

的 Lorenzo，今年初正思索著有什麼好的

創作類型時 ，在網路上無意找到一張日本

富山縣的越中大門火車站照片 ，便開啟了

這次的創作契機。Lorenzo 說：「起初 ，我

想要將有趣的環境重製成 3D 版本 ，並專

注在材質 、燈光及比例上 ，因為這是我自

己較不擅長的領域。在研究參考素材時 ，

我偶然發現位於日本富山縣的越中大門火

車站圖片 ，當下就被深深吸引 ，並決定重

製成 3D 版本。」據 Lorenzo 透露 ，隨著

一天一天過去 ，製作規模擴展到比原先計

劃的還要大 ，因此決定以影片代替圖片的

形式呈現 ，並花費約一個月左右製作完成。

動 畫 製 作 的 流 程 非 常 繁 瑣 ，《 E t c h ū -

Daimon Stat ion》也不例外 ，其中包含

資 料 蒐 集 、 規 劃 、 基 礎 模 型 （ 以 下 簡 稱

Block out）、建模 、紋理 、細節設定（合

成 、材質與燈光）、鏡頭設置 、後製及影

片剪輯等。Lorenzo 分享到 ，一開始是

用 PureRef 尋找參考素材 ，並用開源鏡

頭架設軟體 Fspy 調整圖片比例；建模主

要是用 Blender，包括從 Block out 到高

面數與低面數模型等等；紋理部分則是使

用 Substance 3D Painter、Illustrator 及

Photoshop；接著再用 UE5 將所有素材

合成。用 UE5 製作出片段之後 ，再使用

Premiere Pro 再進行一些後製 ，包括剪輯

與增加音效等等。

日本擬真車站 x 製作大揭密

還原度百分百，用 UE5 打造寫實作品

目前 ，Unreal Engine 5（以下簡稱 UE5）可說是數位創作領域裡最炙手可熱的軟體之一 ，其擬真度可說是目前業界最

高。最近 ，一件用 UE5 創作的曠世巨作《Etchū-Daimon Station》在 UE 及各大社群上造成熱門話題 ，創作主題為日

本的一座火車站 ，且 Youtube 點閱率超過 240 萬 ，由此可見其精緻度與還原度之高。此次 ，映 CG 特別專訪到來自義

大利的 3D 環境設計師 Lorenzo Drago，分享他如何使用 UE5 創作出幾乎跟風景照一樣擬真的作品《Etchū-Daimon 

Station》，並聊聊對於 UE5 未來的願景。

採訪編輯: 林軒宏 | 圖: Lorenzo Drago

3D 與真實照片的吻合對位。Lorenzo 表示，UE 在製程中顯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為它是將所有素材組

成單一場景的重要平台，包括材質、燈光等。因此他時常在 UE 跟其他軟體來回切換使用，測試素材並確保

最終呈現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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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MetaHuman、Lumen 技術打造極具電影感的動畫

Yaroslav Zaytsev 

　來自俄羅斯，從事動態設計工作已

有三年經驗。從小夢想進入音樂產業

工作，當一位數位音樂作曲家，而在

某次因緣際會下，在電視頻道公司獲

得動態設計的工作。兩年後，因對遊

戲十分有興趣，便轉為製作遊戲過場

動畫。

HOOKS 3D 部門總監

www.artstation.com/yaro_zaytsev

Unreal  Engine 5 x  動畫短片幕後大公開

運用 MetaHuman、Lumen
技術打造極具電影感的動畫

Unreal Engine 5 （以下簡稱 UE5）的釋出可說是大大改變過往的製程 ，也打開大家對於未來技術

的想像 ，尤其兩大核心技術「Nanite」虛擬化微多邊形幾何物件系統 ，以及「Lumen」動態間接照

明 ，更是造福不少藝術家 ，加上快速即時算圖與免費等特性 ，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創作者也紛紛試著導

入 UE5 到工作流程中 ，以達到更快速 、逼真的效果。此次 ，映 CG 特別邀請來自俄羅斯的 3D 藝術家

Yaroslav Zaytsev，分享他如何透過 UE5 中 MetaHuman 與 Lumen 等技術 ，創作極具電影氛圍的兩

部動畫作品《CROSSROADS》與《Miriam》，並聊聊 UE5 的使用心得與製作技巧。

採訪編輯: 洪子茜 | 圖: Yaroslav Zaytsev

導入 UE5，製程從此脫胎換骨

起初 ，Yaroslav Zaytsev 認為要獨力製作一部富有電影感的動畫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製

作過程看起來十分複雜 ，甚至原先並沒有打算朝這方向發展。但在某次因緣際會下 ，他

看到紐西蘭導演 Syama Pedersen《Astartes》系列作品與 15 歲 Blender 藝術家 William 

Landgren《The Drink》，他完全被說服了 ，也深信自己也能做到一樣的成果。而在瀏覽許

多關於他們的文章報導時 ，他得到一個結論 ，那就是得先進入這個領域 ，並努力有所作

為。最後 ，他進入 HOOKS 創意工作室擔任動態設計師 ，多半使用 Blender 和 Unity 製作

各種用來行銷遊戲的素材 ，像是 3D 廣告 、tik tok 短影片等。但在 2021 年 11 月他發現了

UE5，並投入大量時間在 YouTube 上學習 ，幾個月後他設法以同樣的方式教導公司團隊。

現在 ，Yaroslav 在公司擔任 3D 部門總監 ，3D 影片不再只是單純技術測試 ，也成為公司主

要收入來源。

UE5 強大的 Lumen 與 Quixel Bridge 結合應用

在幾年前 ，仍是新手的 Yaroslav，曾嘗試在 UE4 中製作電玩遊戲 ，而最後因燈光製作十

分困擾 ，以及其他因素而宣告失敗！當他首次聽說製作燈光的新方法時 ，終於覺得自己可

以嘗試用 UE 來進行創作。他表示 ，Lumen 是一個非常直觀的燈光系統 ，使用時不需要很

多技術與知識 ，即可創作出很好的燈光效果。除此之外 ，他也分享幾個他認為很方便的功

能 ，像是與 Quixel Bridge 的整合以及 UE Sequencer 工具能有更清晰的視覺效果。而 UE5

UE5 可為藝術家節省許多工作時間，

且軟體是免費的。快速即時彩現、大量

免費的即用型資產、經濟實惠的商業市

場與方便實用的內建工具，使藝術家能

夠更快地迭代，而無需等待長時間的算

圖或製作大量背景資產。

多虧了 Sequencer

的預覽效果品質提

升，幫助剪輯時更

能有沉浸感受

另外一個強大功能 Nanite，他表示因為自

己使用的多邊形資源相對較少 ，並非很常

使用此功能 ，但如果要製作岩石景觀 ，

他肯定會與 Quixel Bridge 搭配使用。提

及 UE 豐富的外掛資源 ，雖然平時需在

教導團隊成員使用 UE 多數是用基本內建

的功能 ，但真要推薦的話 ，他首推三個

工具 ，一個是「Water」，他會使用名為

Caustics 的材質並套用到一個平面上 ，

就可以快速獲得很棒的海面效果。另一個

則是用來算圖的 Movie Render Queue，

最後一個則是 Live Link Face，可藉由

iPhone 來捕捉臉部表情並套用到動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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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7 太空站場景製作流程

C-137 太空站場景
概念設計流程

由 Unreal Engine 藝術家李明學以《C-137 space station》作品為例。分享如何在

Unreal Engine 5 中透過幾個步驟快速進行高品質場景概念設計。

Unreal Engine 5 + Blender + Photoshop + PureRef

編譯: 謝家瑋 | 圖: 李明學

Meet 
the 

Artist

李明學
概念設計師

　 曾 任 職 於 夢 想 動 畫 的 

Unreal Engine 藝術家，現

為自由接案概念美術/動畫導

演。擅長創作真實的 3D 環境

藝術，融合多個軟體創作不

同風格的內容，使用 Unreal 

Engine 製作 XR 場景美術、

概念美術、角色動畫與場景視

覺，透過快速的即時算圖獨立

完成專案。

www.artstation.com/bo_chu

各位將學習如何使用 Unreal Engine 完成場景概念設計 ，了

解我在概念設計中的詳細過程 ，從參考資料到文字概念 ，在

Blender 中創建快簡易的 3D 模型 ，搭配 Unreal Engine 的材

質平鋪紋理來完成基底 ，使用 Decal 來破壞平鋪紋理的重複

感 ，透過反覆在 3D 與 2D 之間增加畫面的豐富度 ，希望看完

讀者可以依照步驟在 Unreal Engine 中執行完整的概念設計。

關於此教學極速的算圖速度令人驚豔
起初使用 Unreal Engine 是在為期一週的工作營中 ，首次與

同學創作一款音樂遊戲 ，即時算圖可以快速達成我的視覺內

容 ，充足的資源豐富我的 3D 創作。通常以往一張場景圖都要

算 10 至 20 分鐘 ，更何況要在半年內做 3 分鐘的動畫片 ，當

畢製專題開始自學 Unreal Engine 後 ，我只要一個按鈕 ，就能

在 1 分鐘內算完 1 分鐘的短片 ，這真的很令我驚訝！最顯著的

就是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算圖 ，多樣的材質球節點讓我可以達

成許多特殊效果 ，例如深度材質 、位移材質 ，其次作品的完成

度提高很多 ，即時算圖可以直接看到成品 90% 的效果 ，在堆

疊細節時可以更好控制完成度。而我製作此專案的硬體規格是

RTX3080、i9 處理器 、RAM64G 以及 2 顆 1T 的 SSD。

C-137 太 空 站 – 半 徑 為

100 公里的巨大圓體，能量

從中心順著外圍的塹壕連接

到發射口，為飛船推進時提

供能量，中心部位是由陸坪、

驅動推進器以及感測器陣列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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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魂系遊戲風格的光影設計流程

暗黑魂系遊戲風格的
光影設計流程

由燈光藝術家 Xiaocong Yan 以個人創作《Fallen Palace》分享他在 Unreal Engine 5

中 ，如何做出如暗黑魂系遊戲般的視覺風格。

Unreal Engine 5

編譯: 吳驕容 | 圖: Xiaocong Yan

Meet 
the 

Artist

Xiaocong Yan
燈光藝術家

　來自美國加州。目前在美國

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習數位

媒 體 設 計 。 對 於 燈 光 製 作 有

濃 厚 興 趣 。 擅 長 各 式 軟 體 ，

如 Unreal Engine、Maya、

Arnold 等。並即將在明年夏天

進入Insomniac Games擔任

燈光實習。

www.xiaocongyan.com

通常我會從喜歡的靈感或是概念藝術開始 ，在 ArtStation 環

境和概念藝術的分類有很多資源 ，有看到氛圍或是色調很吸引

我的作品 ，我就會收集到參考資料裡。我想在作品中重現魂

系遊戲的氛圍 ，所以我找了很多例如《黑暗靈魂》、《血源詛

咒》、《暗黑破壞神》等黑暗遊戲的環境資料。經過幾個小時的

資料蒐集之後 ，我會縮小範圍 ，選擇大約 20 張氣氛與顏色符

合的概念藝術 ，並將他們整理匯集到 PureRef 中。

整理靈感、概念藝術以及參考資料01

在了解需要設計的氛圍之後 ，我就會在 UE 或是 ArtStation

的市集上尋找可用的素材。我很早就決定要製作高解析度的寫

實環境 ，因為魂系遊戲的風格也是如此 ，同時我也確保這些環

境素材可以和 UE5 相容。最後我選擇適用於 Lumen 和 Nanite

的「Meshingun Studio 哥德素材包」，雖然它超過預算很多 ，

但卻是最佳的選擇。因為高品質的環境和素材以後可能會被重

複使用 ，所以經過考量後 ，我決定採用它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

哥德式的環境了。

選擇環境資源02這個夏天我有幸參與 Peter Tran 的 CGMA 課程 ，學習了

即時打燈的藝術 ，因為好奇心的指引 ，我開始學習 UE5 和

Lumen。很快地 ，我就認知到燈光是創造一款出色遊戲環境的

重點；透過燈光可以傳遞畫面的氛圍 、情緒 ，甚至故事。我從

《黑暗靈魂》、《最後生還者》、《尼爾：自動人形》、《原神》，以

及近期的《雙人成行》中發現到 ，我喜愛的畫面都是受到遊戲

中的燈光影響。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愛上了這門藝術。以下是

一些啟發我靈感的創作。

我會截圖很多遊戲畫面 ，而最近完成的作品是在哥德式場景

中進行燈光的研究 ，也致敬我最喜歡的魂系（Soulsborne）系

列遊戲。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張作品上 ，也使用了很多學到的

燈光技巧 ，所以我想這張作品很適合作為詳細的教學分享。

01

利用 PureRef 整理參考素材

一般來說 ，在創作個人創作的場景時 ，我通常會跳過這個步

驟 ，會盡可能收集更多類似的建築 ，以及每個場景中不同時間

點的光影參考。但在這個作品中 ，我想練習調配關鍵色調 ，以

及燈光流程的 Pipeline，所以決定進一步縮小參考範圍 ，盡可

能地將作品接近最後選擇的三張參考資料。

縮小關鍵色調的參考範圍03

03

Copyright reserved to the creators at FromSoftware, PlatinumGames, 

and Hazelight Stu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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