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FEAST
Morrowind Fanart

身為一名藝術家 ，保持習慣做一些低風險的

個人專案是重要的 ，它讓你有機會嘗試一些不

那麼熟悉的事情 ，另外 ，依自己熱愛的主題做

一些粉絲創作 ，也是個可以很快做出有趣專案

的方法。《Morrowind》是以我最喜歡的電玩遊戲《上古卷軸 : 

魔捲晨風》所做的粉絲創作 ，也是一種我踏入這個世界的方

法。在這個作品中 ，我嘗試將畫面呈現出一種野生動物紀錄片

的感覺。角色方面 ，我通常會利用 ZBrush 的「Transpose 

Master」工具來直接手動調整生物的姿勢 ，但有時候當我

知道需要為同一隻生物做許多不同姿勢時 ，我就會使用動作

圖層來控制 ，像是下巴的開合。彩現方面 ，我大多數使用

KeyShot，因為它可以直接與 ZBrush 連動 ，近期也開始嘗試

用 Blender 來做一些大型場景 ，目前也還在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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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作品是我根據想像力創造出來的

神話角色 ，兩者都屬於高尚的存在 ，並

無互相關聯。《God of Disaster》是一

個冷酷 、帶來許多災難的角色；《God of 

Light》則是一個既酷又紳士的角色。

GOD OF DISATER
CORONA

Meet the Artist

　數位雕塑與建模公司 Villard Inc. 的創

辦人，從小就喜愛繪畫及藝術，期許長大

後能以此興趣作為職業。

Keita Okada
數位雕刻、概念藝術家

www.artstation.com/yuzuki God of light ”Heim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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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台灣。從小就移居至美國，就讀

藝術相關學校。擅長以角色生物為主題

的概念設計，目前在為一間彈珠台遊戲

機公司中，負責經典、奇幻的怪物角色

設計。

Yen Shu Liao 
概念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yensliao

KNIGHTS
這是我在線上課程中練習的作品 ，並且

為這兩個角色的背景故事與造型下了註解。

「他們是善良的 ，因為他們了解痛苦．希望

其他人能遠離痛苦。當他們堅持讓某人遠

離所認定的傷害時 ，這會使他們變成阻礙

和對手。他們的主要視覺識別為『牆』、

『鈍』，圓融無害 ，但又有方正剛性的

示意。

他們是可恨的 ，因為他們知道

痛苦 ，並且被驅使去摧毀

他們認定是傷害來源的東

西。他們是眼盲 ，而且被

控制了。用超自然的毅

力突破任何阻礙。他們

的視覺識別『毀滅』，

銳利代表惡意 ，曲線

代表陰險。」

Meet the Artist

上圖為 Yen Shu 

在設計時的思維

導圖。下圖則

為角色的輪廓

草稿。

會從神話中尋找設計靈感嗎？

R1 Chung：神話充滿了想像力 ，不僅容

易吸引人也很好發揮 ，接下來我想持續

製作克蘇魯系列的角色 ，另外最近也有

點中世紀題材中毒 ，蠻想嘗試製作騎士

類的角色。

Keita Okada：由於神話中的設計感都非常

強且活靈活現 ，除了作品細節或是否符

合人體結構這兩點元素外 ，我認為作品

還是要表現出一定的張力與活力 ，這對

觀眾來說也更有吸引力。

7位概念設計師
為你解惑21道
設計提問

在設計過程中，我
發現為奇幻生物創
建一個「背後故
事」對作品來說很
有幫助，包含牠們
的動機、飲食習
慣、以及為了生存
所演化的功能等
等。總之，設計時
考慮得越多，成品
也會越好。

好的奇幻生物設計，對你的定
義是什麼？

Yen Shu Liao：對我來說 ，奇幻生物通常

隱涵「超自然」以及「前所未見」的元

素 ，像是不死生物 、將了無生氣的物件

賦予生命 ，或是用彩繪玻璃製成的羽毛

翅膀這種神奇部位。我認為好的生物設

計要在以下三點中取得良好平衡：清楚

容易辨識 、賞心悅目 、以實用為基礎的

設計選擇。

Ken Barthelmey：我認為「好」的生物設

計是在現實與想像中找到平衡。如果一

個設計太過詭異或抽象 ，它會讓人難以

接受；反之 ，若設計太過真實就會缺乏

吸引力。另外 ，若將真實動物的身體結

構納入參考 ，能讓設計有更多共鳴。

Florent Desailly：要記住 ，一部好的電影

或遊戲 ，生物設計只是其中之一的要件。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得看電影或遊戲想傳

達給觀眾什麼。當生物成為主角或玩家

們抵抗的反派 ，牠就必須要是可怕 、強

大 、靈敏。但有時因劇情所需 ，需要去

憐憫或照顧生物 ，所以牠要看起來是脆

弱 、害怕甚至是可悲。一切都取決於導

演想傳達的故事 ，以及你如何讓這個生

物在其世界中所展現的成果是好的。

01.設計靈感思維

數位娛樂中的奇幻生物 ，

總是讓我們看見設計師一次

又一次的創意 ，然而這些創

意是從哪來的？背後又有怎

樣的設計思維？工作上又是

怎麼跟團隊合作呢？映 CG

邀請了 7 位擅長設計奇幻生

物的創作者 ，以「設計靈感

與思維」、「工作流程」、「專

案製作」、「自我成長」四個角

度出發 ，帶大家了解奇幻生

物的設計秘訣 ，以及作為設

計師必須面對的工作挑戰！

Yen Shu Liao 
概念設計師

Jamir Blanco 
暴雪娛樂電影部門
角色/生物建模師

R1 Chung
數位原型設計師

Dustchaser
數位原型設計師

Keita Okada
概念設計師

Florent Desailly
生物概念設計師

Ken Barthelmey
生物、角色設計師

Ken Barthel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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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與他/她
心愛的
奇幻生物

《星際大戰》迷人的星際世界觀 ，一

直是影迷津津樂道的話題 ，甚至已成

娛樂文化的標竿。到了 2020 年 ，影集

《曼達洛人》又再次給星戰迷們一個驚

喜 ，尤達寶寶的造型與表演 ，征服了

許多影迷的心 ，牠看似發呆的表情與

靈活的耳朵 ，讓人好想抱緊處理。但

你知道嗎？第一版關於尤達寶寶的概

念設計 ，並非針對牠的外型 ，而是繪

製曼達洛人與尤達寶寶相遇 ，兩人如

同電影《E.T.》經典畫面 ，伸出一隻手

指頭看著彼此 ，當時的概念設計僅出

現蛋殼般的嬰兒籃 ，之後監製強法洛

則開始思考尤達寶寶外型設計 ，由於

是跟尤達相同種族 ，膚色外觀大抵相

似 ，耳朵與圓眼睛也是承襲自尤達。

尤達寶寶的動作也來自強法洛之前設

計一款 VR 遊戲《小矮人與哥布林》，

主角臉部沒有太多表情 ，透過耳朵傳

達情緒。之後邀請許多概念設計師繪

製尤達寶寶的外型 ，有的很醜 、有的

太可愛 ，最後選擇了美國插畫藝術家

Christian Alzmann 的版本 ，穿著類似

飛行夾克 ，眼鏡瞪大往外看 ，有點心

不在焉。這樣的造型讓團隊覺得很迷

人 ，之後再接洽傳世特效公司 ，

耗時三個月把圖像做成

布 偶 ， 再 交 由 操 偶

師在現場完成尤達寶寶

的拍攝。強法洛表示 ，當然

也有做 CG 版本 ，但操偶能

賦予角色靈魂 ，拍起來非

常 有 趣 ， 因 此 就 算 有 用

CG 去做角色動畫 ，也盡

量做出類似於操偶的表現。

出現作品中的年代：9 ABY（雅汶戰役後 9 年）

活躍地點：與曼達洛人一起穿越各銀河系

性別：雄性

身長：0.34 公尺

重量：未知

尤達寶寶
GrogU, Baby yoda

從小就對《異形》情有獨鍾 ，非常喜歡裡面的怪物 ，而近

期熱門美劇《怪奇物語》中更是出現多種噁心 、濕黏的怪物 ，

其中最先出現的「魔神」，更是結合諸多經典恐怖電影的怪物

外型與行為。主創達菲兄弟表示其深受 1979 年 《異形》的影

響 ，而本片也可以說是許多怪物電影的靈感來源。另外 ，也

有人認為魔神外型有參考 《羊男的迷宮》手掌有眼珠的無臉

男。另外 ，兩人也多次曾在訪談中提到知名電玩遊戲《沉默

之丘》，看得出也從遊戲裡的反派角色金字塔頭獲取一些靈

感 ，將其改造成食人花。此外 ，魔神從顛倒世界穿越真實世

界的模式 ，也被人認為是取材自「肉體恐怖大師」大衛柯能

堡的《錄影帶謀殺案》，由於魔神沒有臉 ，其狩獵模式也被

人認為是參考經典電影《大白鯊》中鯊魚靠血來抓捕獵物。

最後 ，魔神發出的詭異聲響 ，許多

人也聯想到經典作品《終極戰

士》。由此可知 ，《怪奇物語》

可說是致敬諸多經典恐怖片

與怪物電影 ，或許正因為這

樣 ，讓觀眾在觀看時能回想

起經典電影畫面與恐怖

角 色 ， 更 多 了 一 層

恐怖在 ，可以說是

許 多 怪 物 的 綜 合

體 ， 也 成 為 許 多

人的夢魘。

出現作品中的年代：1983 年

活躍地點：霍金斯中學與

顛倒世界

性別：未知

身長：2.6 公尺

重量：13.6 公斤

魔神
Demogorgon

出現作品中的年代：1980 年代

活躍地點：美國加州

性別：未知

身長：0.9 公尺

重量：15.9 公斤

E.T.
E.T.

映CG 編輯部 | 插圖: Zilin Wang

人類對外星人總有各種奇幻的想像 ，最擬人化的設計莫過

於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電影《E.T. 外星人》，對比其他電影

兇惡的外星人長相 ，E.T. 面貌和善 、體型像是小孩。然而這

般和善的長相與類似人類的外觀 ，早在《第三類接觸》就有

初版設計。設計理念來自當時外星人目擊者的說法 ，拍攝時

史蒂芬·史匹柏找來許多小女孩穿上特殊服裝。不過 E.T. 因為

是全片主角 ，有許多近景鏡頭與動作 ，因此需要更擬真的視

覺效果。在設計初期 ，曾耗費 70 萬美金設計出不太滿意的模

型 ，於是史蒂芬·史匹柏找回了《第三類接觸》外星人設計師

Carlo Rambaldi，他以自身畫作《三角洲的女人》 （Women of 

Delta）中獲得靈感 ，創造可伸展脖子的獨特外星人外觀。臉

部設計靈感來自卡爾·桑德堡 、愛因斯坦和海明威的臉。

為了拍攝作業順利 ，拍攝團隊製作了四顆 E.T. 的頭 ，其中

一個用於動畫製作 ，另外三個則擁有不同的臉部表情。E.T. 由

三位演員穿戴木偶裝與頭像飾演 ，演員則可以通過木偶胸前

的開衩看到前方。E.T. 的木偶模型花了三個月進行製作 ，耗資

150 萬美元。史匹柏表示 ，E.T. 醜到只有媽媽才會愛（它）」

作為弗里曼人對於崇拜神的象徵 ，沙蟲們在他們的口中稱作

「Shai-hulud」。 2021 年的《沙丘》為同名系列中第四部電影 ，

而小編第一次看到沙蟲的形象 ，要回溯回 1998 年的《沙丘魔

堡 2000》電玩遊戲。自此對這些巨大的奇幻生物一直有著強

大的吸引力 ，當看到電影中那令人震懾規模身型 ，試著想像

著站在其面前會有多麼的無比絕望。

概念設計師 Sam Hudecki 提到 ，最初就是將沙蟲想像成

在沙中游泳的藍鯨 ，當牠移動時 ，只會在沙丘表面隱密地看

到牠的背部露出。設計團隊在初期時針對沙蟲的形象 ，對於

牠如何移動 、進食或攻擊做了很多開發。直到設計中後期 ，

由 Production Designer Patrice Vermette 做進一步的發展 ，

首先確立了沙蟲是巨大 、充滿肌肉的造型 ，有著犀牛般的皮

膚和無底洞大嘴 ，而電影裡看到的最終形象 ，設計團隊表示

其關鍵點在於理解出「牠是如何進食的」。可以看到沙蟲有著

像鯨魚的鯨鬚設計 ，現實世界裡 ，鯨魚的鯨鬚是由鯨鬚板和

鯨鬚毛組成 ，用來取代牙齒的功用。設計團隊採用此設計 ，

讓沙蟲利用鯨鬚過濾沙子和食物。導演認為鯨鬚的設計為沙

蟲立下非常紮實信服程度 ，而且當沙蟲張嘴站立時 ，整個看

起就好像一顆眼睛 ，如同神的現身。移動方面 ，導演 Denis 

Villeneuve 從一開始就不希望沙蟲像是蚯蚓或是蛇一般的移

動 ，因此延續鯨魚的設計理念 ，讓沙蟲是以波浪狀的方式來

上下擺動來往前移動 ，在電影中也可以看出每當沙蟲快速移動

時 ，沙丘就會有非常劇烈的上下起伏。

出現作品中的年代：1980 年代

活躍地點：美國加州

性別：未知

身長：0.9 公尺

重量：15.9 公斤

出現作品中的年代：10190 A.G（After Guild）

活躍地點：厄拉科斯行星

性別：未知

身長：400 公尺

重量：172.4 公斤

沙蟲
Shai-hu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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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Artist

　來自台灣，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長大。從小熱愛電影與遊戲，後來進入

Ringl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就讀電腦動畫美術。在視覺特效領

域工作了20年，2021年在Industrial Light & Magic工作，參與過《侏羅

紀世界：殞落國度》、《魔鬼終結者：黑暗宿命》與《侏羅紀世界：統霸

天下》。現在則任職於HBO，擔任影集《最後生還者》視覺特效總監。

王錫強 Alex Wang 
《最後生還者》視覺特效總監

www.imdb.com/name/nm1647984

集結頂尖特效公司
神還原遊戲世界觀
直擊《最後生還者》特效幕後

聊到近期最火紅的影集 ，絕非《最後生還者》莫屬。

一開播即獲得爛番茄超高評價 ，開播至今仍保有 97%

爛番茄指數 ，也以 470 萬線上觀眾創下 HBO 的收視紀

錄 ，可說是叫好又叫座的影集 ，難怪會有「史上最強遊

戲改編影集」之稱。除了神還原遊戲世界觀外 ，一大亮

點就是遊戲中六大類型的「感染者」將會如何呈現於本

劇中。映 CG 邀請 HBO《最後生還者》視覺特效總監

Alex Wang，與我們分享其創作幕後！

採訪編輯: 洪子茜 | 圖: HBO

20 年的工作經歷，一步步邁向心中的夢幻工作

來自台灣 ，在馬來西亞長大的 Alex Wang，從小就對電影 、

遊戲 、藝術十分感興趣 ，一直以來都希望能結合自己的興趣做

些什麼。隨後進入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Ringl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就讀 ，學了不少電腦動畫美術等相關知識 ，也在過

程中逐漸了解視覺特效 ，他清楚知道這正是他所夢寐以求的 ，

因此畢業後進入視覺特效產業就職。

2003 年 ，Alex 在特效工作室 The Orphanage 獲得第一份工

作 ，擔任《明天過後》的技術總監 ，在職四年間也曾參與《超

人再起》、《博物館驚魂夜》與《終極警探 4.0》等片。另外 ，

2007 至 2009 年也曾在特效工作室 ImageMovers，擔任兩部迪

士尼電影《聖誕夜怪譚》與《搶救媽媽大作戰》的視覺開發。

隨後 Alex 進入 Digital Domain 工作 ，在職六年期間 ，曾擔任過

《變形金剛 3》CG Lead、《玩命關頭 7》CG 總監 ，也首次獲得

視覺特效總監的工作 ，負責《惡棍英雄：死侍》整部片特效製

作。 2016 年則來到 Double Negative（DNEG）負責監督《玩命

關頭 8》特效製作。有了更多擔任特效總監的經驗 ，Alex 進到

Industrial Light & Magic 擔任視覺特效總監 ，參與《侏羅紀世

界：殞落國度》、《魔鬼終結者：黑暗宿命》與《侏羅紀世界：

統霸天下》等製作。

2021 年 ，HBO 看上 Alex 先前累積下來十幾年的經歷 ，邀請

他擔任影集《最後生還者》視覺特效總監 ，身為電影 、遊戲迷

的他 ，開心地表示：「這個工作簡直是畢生夢想 ，也是我夢寐以

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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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多顆特效鏡頭，打造戲劇史最高規格製作

MPC Episodic 為 HBO 原創影集《龍族前傳》打造多場驚人

的視覺特效 ，主要由總特效總監 Angus Bickerton 負責監督 ，

並由 MPC 特效總監 Mike Bell 與特效製作人 Tobias Winblad 帶

領 MPC 倫敦 、蒙特婁和邦加羅爾工作室 ，趕工期召集最多 450

名藝術家參與 ，從資產建構到完成專案總共耗時 18 個月 ，製作

900 多顆特效鏡頭 ，包含六隻龍的 CG 資產與動畫設計：戴蒙

的「嗜血巨蟲」公龍科拉克休（Caraxes）、雷妮絲的「紅女王」

母龍梅麗亞斯（Meleys）、蘭諾爵士（雷妮拉第一任丈夫）的銀

Meet the Artist

　負責《龍族前傳》VFX 創意開發，與

客戶密切合作，確保鏡頭與特效內容能精

確傳達故事主旨，且合乎標準，引領工作

團隊達成客戶理想的願景。

Mike Bell
MPC特效總監

www.mpcepisodic.com

引爆史詩之戰
登上龍的殿堂
《龍族前傳》特效製作

改編自知名小說家喬治·R·R·馬丁的《血與火》，為《冰與

火之歌：權力遊戲》的前傳 ，HBO 製播。故事背景設定在《冰

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事件發生的約兩百年前 ，講述「龍

后」坦格利安家族的興衰史。除了王位爭奪戰 ，本作的一大亮

點就是時間軸發生在「龍」尚未大量滅絕的時代 ，因此可以看

到不同角色騎著專屬的龍登場。其中幾集浩大的場景特效與龍

的動畫是由特效公司 MPC 打造 ，本篇將邀請 MPC 特效總監

Mike Bell，與我們分享團隊如何打造史詩級的王位之戰！

採訪編輯: 葉致廷 | 圖: MPC Episodic

灰色公龍「海煙」 （Seasmoke）、傑卡里斯王子（雷妮拉公主的

長子）的公龍「沃馬克斯」 （Vermax）、伊耿王子（國王與皇后

的長子）的金色公龍 「陽炎」 （Sunfyre）而第八集韋賽里斯國王

病情惡化的戲則是由紐約公司 The Mill 完成 ，MPC 倫敦工作室

負責審核。

Mike Bell 認為《龍族前傳》最難的是大量的特效工作 ，從

環境設計 、生物動畫 、海水模擬到人群模擬等 ，因此該如何透

過各地工作室管理大量藝術家完成這些工作 ，是一項巨大且艱

困的挑戰。若要針對單一幾場戲來說 ，第三集夜晚與白天的戰

鬥戲以及第九集加冕典禮與龍坑的場景則是兩道最難的關卡。

Mike Bell 解釋：「第三集的戰鬥戲牽涉很多 VFX 元素 ，基本上

多數內容都是完整的 CG，包含環境 、龍 、火焰 、數位人群 ，

而晚上的戲還只能靠龍火與海灘上燃燒的碎裂火光照亮整個環

境。第九集的加冕典禮則是在一個 360 度藍幕棚拍攝 ，幾乎每

顆鏡頭都有 VFX，環境 、人群 、龍都是特效。」

更明亮的外觀設計

儘管《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當中的 CG 龍實屬經典 ，而

MPC 也從當實負責製作的特效公司 Pixomodo 獲得某種程度上

的傳承 ，然而軟體 、技術與製程的不同 ，MPC 得從頭開始建立

龍的製程 ，只是《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的三條龍 ，為這

次全新系列作品帶來極高的標準。在開發龍的紋理外觀時 ，團

隊參考許多爬行動物的膚色和紋理。而原作兼主創喬治·R·R·馬

丁希望《龍族前傳》的龍 ，比《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裡面

的龍更柔和 、色調更明亮且豐富 ，所以團隊甚至會找膚色較明

亮的蜥蜴 、蛇與青蛙當作參考。

《龍族前傳》第九集的加冕

典禮可說是影集中最驚心動

魄的一段故事，雷妮絲首次

騎乘「紅女王」宣告她的立

場，該場景在360度藍幕拍

攝，幾乎皆是用特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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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大戰怪獸！
俏版生物設計流程

由資深概念設計師 Adrien Cantone，以個人創作《MECHA VS KAIJU》中的

奇幻怪物示範 ，從生物設計發想到 3D 場景中實現。

Pure Ref + Blender + Photoshop

編譯: 林廷勳 | 圖: Adrien Cantone

來自法國，擅長為動畫、電玩進行

視覺開發。專長在關鍵幀、角色設

計、道具與環境設計。曾與 Sony 

Pictures Animation、Amopix 以及 

ClassicsF5 等客戶合作過。

Meet the Artist

Adrien Cantone
概念設計師

adriencantone.artstation.com

極速的算圖速度令人驚豔
《MECHA VS KAIJU》這系列作品 ，是從我的概念設計同學

Soanja Connac 所發展而來的。她為我們在未來開發的一個動

畫影集 ，所設計的一個小巧金龜蟲機器人。我們現階段的目標

是創造出漂亮的美術設計 ，並圍繞這些角色來發展故事 ，看看

最終會做出什麼樣的內容。這就是「Mecha VS Kaiju」誕生的

由來。而當中的「Mantis Crab」生物設計 ，其設計靈感是合

併兩種我喜愛的東西在一起 ，是一種我蠻常用來開發新角色的

方法。我視自己是那種「對於不存在事務較沒有想像力」的人 ，

這個做法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以設計參考來說 ，我留意到怪獸

通常是巨大昆蟲或是甲殼類動物 ，而將這兩種生物結合在一

起 ，看起來是蠻有趣的挑戰。在製作這個作品的最大挑戰並不

是什麼技術上的問題 ，而是要同時面對這麼多面向的工作中取

得平衡。設計顯然是一小部分的工作 ，因為你還得準備文件 、

找靈感啟發 ，在社群上活躍 、與客戶互動 ，照顧好自己和家

人。很難找到時間去做這麼多事情 ，尤其是職業初期時是最耗

費精神的。但我覺得隨著時間過去 ，事情也漸漸變得簡單。

在此教學中，Adrien 

Cantone 將示範如何設計生

物，從素材研究、草稿、3D

建模以及用 2D 的方式做

色彩變化和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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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奇物語
魔神動畫製作流程

由 3D 設計師 Nicholas Sayavong 以怪奇物語中超人氣怪物魔神為動畫練習專

案為例 ，分享如何從調整遊戲用模型骨架 ，到生物動畫的製作心法。

Pure Ref + Blender + After Effects + Premiere Pro

編譯: 林廷勳 | 圖: Nicholas Sayavong　來自美國， 以全方位技能為一些

Youtube頻道製作過CG動畫音樂MV，像是

「TheLivingTombstone」、「Give Heart 

Records」…等。從導演、前期到資產製作皆難不

倒。最擅長動畫、剪輯與後製。

Meet the Artist

Nicholas Sayavong
3D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tf541productions

在本教學中，你將會

學習為生物角色製

作動畫的基礎設定，

從素材搜集、了解生

物移動的類型，開

始製作動畫到最後的

彩現，讓你能夠做

出一個完整的展示

動畫。

重現影集中的可怕魔神
「魔神」一直是我最喜愛的奇幻生物 ，牠那像是花瓣設計的

開口造型 ，其輪廓與其它怪物設計相比是非常獨特的。通常我

的作品都比較是機器人物或生物的角色 ，動作都比較僵硬 ，所

以便嘗試做一些更動物類型角色的動畫 ，帶著更兇惡和恐怖的

氣息。而教學中使用的魔神 3D 模型 ，是從 Behavior 開發的電

玩遊戲《黎明死線》中的檔案 ，這款遊戲的特色是可以讓 1 名

玩家扮演殺手去獵殺其它玩家 ，而當時魔神正是玩家可以選擇

的角色（目前魔神角色已下架）。

遊戲內的模型可供玩家以非營利為目的做使用 ，但作為遊戲

用的模型 ，意味著必須確定哪些骨骼是主要骨架的一部分 ，哪

些骨骼是遊戲引擎的效果骨骼。在重新理解這些骨架的目的之

後 ，我便透過 Blender 內建的骨架外掛「Rigify」，為模型重新

產生自定義骨架形狀和 IK 功能。另外 ，在開始製作動畫之前 ，

我會先做好各種素材的研究 ，許多研究是學習生物如何移動以

及與環境互動。因此 ，我開始看《怪奇物語》製作公司釋出的

各種 VFX 和角色動畫測試。觀看各種前期製作中的視覺素材 ，

都大大地幫助我了解魔神各種移動的方式。

在製作過程中 ，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魔神的動畫表現上 ，要

如何呈現出最適合牠的動作舉止。因為光用眼睛去觀察 、了解

角色如何運動是一回事 ，實際上要能夠按照你希望的方式為生

物創作動畫 ，同時又能保持其獨特的特徵 ，這是蠻困難的挑

戰 ，幾乎任何的角色動畫都是如此。也因為魔神是一個知名影

視 IP 的角色 ，因此在為其製作動畫時 ，必須了解到大部分觀

眾已經對此角色及其移動方式已經是很清楚有概念了 ，所以要

如何掌握其精髓便是作品好壞的重要關鍵。

可以至 Nicholas 

Sayavong 網站上

觀看魔神完整的動畫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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