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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Ortega 
Elizalde
概念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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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著自學而成為3D角

色藝術家，擁有9年的設

計經驗。專注於動畫、插

畫、廣告中的角色創作，

擅長人物建模與雕塑、

Look Dev、照明等技術。

About the artist

 一直以來，我都想創作一個傳達歡樂、具有節慶氣氛

的作品，隨著年底到來，也產生一些情緒，會去思考一

整年的工作或是生活目標是否完成，所以我把作品命名

為 Wrap Up，象徵一年的結束。但不一定是年底，也

可能是任何一個有意義的節日或是場景。

 在作品中，採用了絲帶、波浪及懸掛產生的流線感，

作為禮服的造型，讓她看起來像是要參加派對，而有點

正式的禮服正好和我想傳達的節慶氛圍不謀而合；年底

的節慶，自然讓人聯想到禮物以及發光的樹，於是我將

這些元素放進作品中。

 作品中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決定

配色，我比較沒有花時間在 Maya

渲染與調整上，反而是渲染了所有內容以

便在 Photoshop 嘗試各種配色的可能。我

選擇亮紅色與黑色作為禮服的主色調，而

背景則是用冷藍色及溫暖的燈光做搭配，

形成強烈且鮮明的對比。

Maya, Arnold, Mudbox, Photoshop使用軟體

2018完成年份

Wra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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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Spriggs
角色建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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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視產業超過13年的時

間，曾在Oats Studios、

ImageEngine、ILM和Mr. 

X Inc任職，擅長概念設計

和電影關鍵幀的製作，以

及製作寫實數位人類。

About the artist

Maya, Mudbox, Photoshop, V-Ray, X-gen使用軟體

2019完成年份

Portrait of Jenn

　肖像是進入一個主體靈魂的窗口，不只是可以呈現臉部的特徵，更

可以展現人物的個性、情緒。透過衣服的樣式、人物與環境之間關係

的累加都讓肖像看起來更加逼真。肖像不只是和主體有關，還與製作

者本身有關，每個肖像的背後都一幅自畫像，也都是藝術家的故事；

透過我的肖像讓觀眾看看我是如何看這個世界，透過我的眼睛來看。

　我的作品是受到許多畫家的啟發，林布蘭、卡拉瓦喬、楊•維梅爾

等，如果他們現今還活著的話，那一定很可以和作品們產生聯結。事

實上，我們處在數位時代中，都習慣使用新的工具來創造這些肖像，

並有機會展現給未來的人們看看我們所看到的，用藝術將人們連接在

一起。而我們，正在創造全新形式的肖像畫。

屬於現今的肖像畫

　最大的挑戰在於克服數位人像的恐怖谷理論。人類有無限個變數所

組成，而當我們在建立數位替身時，我們選擇那些自認為能作為人類

的元素。加入毛孔、皮膚材質、構造等等，但那些我們無法解讀的呢？

例如血液在臉上搏動、眼睛細微的動作。我們只能夠增加我們所知的，

但還有太多讓人類是人類的感受，都是我們沒意識到的。在製作這個

作品的過程中，我學到 Xgen 可以做出蠻不錯的髮型，從我開始使用

之後，就再也無法拋棄它了。通常頭髮和臉部都是我最花時間的地方，

並沒有一鍵自動生成好看頭髮造型的方式。花時間製作頭髮生成的引

導線，引導線做的愈好，則愈好用編輯器來調整。V-Ray 也有提供很

棒的頭髮材質，能準確的控制頭髮中的黑色素多寡。

恐怖谷理論的克服

關於 V-Ray 頭髮材質可參考此篇文章 : https://pse.is/FLF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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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世界舞台，海外職人秘辛直擊！

Emilie Liu 劉欣蓓
Nick Jr. Channel / 藝術總監

emilieliu.com

　目前擔任 Nick Jr. 頻道藝術總監，主導該頻道品牌視覺形象設計。過往合
作的客戶有許多Motion Graphic界頂尖的公司，如 Buck、The Mill等；同
時也參與過葛萊美獎、Facebook、Google等國際大型客戶的廣告設計。

Life in N
YC

動
態
影
像×

產
品
設
計

美國紐約，乘載了許多人最初的狂野夢想。強烈鮮明的個性，以獨特的

姿態吸引了許多職人的渴望。在這個藝術無所不在的城市，許多設計人士

匯集於此；他們透過不同形式的藝術，找到自己發聲的舞台。除了每一片城

市地景，街頭繽紛的廣告、有趣的互動藝術， 往往都是紐約不可或缺的要

素。這次的職人專訪，我們邀請到兩位旅居紐約多年的 Emilie、Mennie，

她們分別從政大廣告系、新聞系畢業後，即前往紐約攻讀研究所；而研究所

畢業後，依然勇敢追逐著她們的「紐約夢」。更值得分享的，則是她們也在

所屬領域努力展現的「女性領導力」，一起來看看吧！

「紐約夢」的始端
從小受到西方小說與藝術史的洗禮，加上好萊塢電影的薰陶，

Emilie 從小就對西方文化有著非常大的憧憬。 在就讀政大廣告系

期間，她赴巴黎天主教大學（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修讀

藝術史一年，也讓她思考未來的規劃，「那時候本來是想要在法

國讀藝術史，但是當地是不承認前兩年的學歷，等於是要從一年

級開始念。」除了五年制的修讀制度外，法國學校更普遍重視哲

學思考，因此許多外籍生普遍會再面臨留級問題。Emilie 開始思

考轉換方向，回到政大完成學業後，開始思考往美國市場邁進。

在同時接獲三間研究所的錄取通知後，她更加清楚自己對於動態

設計工作的響往，前往了紐約藝術學院（SVA）研究所就讀電腦

藝術。「培養出策略性的思考能力，可說是最廣告系提供給自己

的養分。」回想起在大學期間的學習，可說是讓 Emilie 養成對

商業案具有敏銳度的開端，「各種風格對於不同的產品、客群會

有不同的效果！」

平常使用像 Pinterest 等視覺資料庫，是她非常重要的創意來

源，「在執行專案時，我就會把這些累積的東西轉換成另一個板

塊；稍微歸納後，就能把案子的概念具體化成一個風格。」在多

個專案中擔任起視覺指導的她，自製化的視覺資料庫成為了與設

計師間溝通的最佳工具。 而從事動態圖像設計， Emilie 認為最

重要的，就是廣泛涉略多元的視覺元素；常看不同風格的 MG 作

品、平面設計等，未來這些視覺元素都將成為不同的組合可能。

創作：發散再匯集的過程

從 SVA 畢業後，美國的金融海嘯影響依然延燒著，許多設計

與製作公司大幅降低了正職的需求數量，「有很多小公司的正職

夥伴可能只有 2、3 個，而同時進來的 Freelancer 可能高達 3、

40 個！」畢業後， Emilie 就把紐約近三百間公司整理成清單，

再按照清單逐一將作品集和自薦信（Cover Letter）寄送過去。

從第一間接到 Freelance 的工作後，也慢慢地做出口碑，漸漸打

穩在業界的人脈與資源。

「畢業後做完第一個案子，我就馬上更新一次我的作品集，然

後再寄一次信給所有公司。 接著一有新的案子、就再更新一次、

重新寄送，讓別人知道自己是鍥而不捨的！」回想起剛起步的

Freelance 工作，也少不了經手一些「奇怪」的案子；也因為剛

開始比較需要錢和經驗，有時只能妥協低價接工作的狀況。「與

低預算的客戶合作，反而要求最多、更改最累，溝通起來很困

難！」雖然在過程中往往需要花上很多時間，但 Emilie 卻覺得，

從溝通過程中也學到很多跟客戶應對的技巧，對於 Freelancer

Freelancer 工作經驗談

 Emilie 在去年 Nick Jr. 的品牌重新設計案中擔任藝術總監一職。而今年更是獲得傳播電視設計大獎 Promax 的「最佳美術指導」提名！

Emilie 的作品集中，匯集了許多來自像 Facebook、Google 等

品牌的商業製作案。 從動畫師、設計師，到現在於橫跨各項專

案的藝術指導，持續地為品牌找尋最佳的視覺方案。 從紐約藝

術學院（SVA）的研究所畢業後，她專攻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s）、插畫以及平面設計，繼續在紐約追尋她的職涯。

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之一。 在 Freelance 和 In-house 都有經驗的

Emilie 認為，「在 Studio 工作的好處是，有人可以帶著你慢慢

學，也比較像是『有家的小孩』，但缺點則是工作比較單一。」

相較之下， Freelancer 的機動性也比較大，在每個不同公司給

的案子上擔任的角色也都不同，但是非常具有挑戰性，「可以非

常快速地學到案子的所有環節，還可以看到不同人身上的專長。

雖然壓力會比較大，但在短時間內可以學到很多！」不過也因為

Freelance 的案子不穩定，對於收入上就要做好心態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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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設計是娛樂創作產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你不一定會記得動

畫或遊戲的故事 ，但你一定會記住某一位可愛的角色。映 CG 在本

期主題《Character design 角色設計》，要帶大家了解角色設計這

份工作的流程以及必備的知識。第一章「原創角色設計」就要帶你

一窺大師們的角色設計心法：有現為藍天工作室藝術家水晶孔的角

色靈魂塑造法 ，知名繪師 K 大的角色繪製技法大公開。此外還要帶

你掌握 6 個角色設計的重點提示 ，並深入探討遊戲《Dusk Diver 酉

閃町》中的角色設計。

2D Character Design

20 InCG  Jun-Aug 2019 21Jun-Aug 2019  InCG



30 InCG  Jun-Aug 2019 31Jun-Aug 2019  InCG

原創角色設計 | 六個做好角色設計的重點提示 — 張宇心

六個做好角色設計
的重點提示

　以角色設計開啟美術界漫漫長路的 Jeremy，

喜歡用圖說故事，國中時深受《驅魔少年》的影

響瘋狂畫好一陣子日系少年漫畫。也因為磨練出

骨架和構圖的基本觀念。曾經擔任動畫公司美術

指導、副導演的他，目前正與夥伴們籌備以故事

為導向的遊戲。

張宇心

插畫師
www.artstation.com/jeremyjhang1215

在個人創作和商業案中進行角色設計時 ，插畫師張宇心最注重的就是角色的「神韻」，而

神韻的來源 ，除了基本的繪圖技巧外 ，也來自角色的背景故事 ，他從哪裡來？個性如何？

喜歡什麼或討厭什麼？甚至於他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如果沒有父母又是為什麼？不停地去問

關於這個角色的資訊 ，就會讓角色越有靈魂 ，基於上述這些 ，宇心提供下列三點提示。

Tip 1: 賦予角色記憶點
好的角色通常不會只穿一件普通的褲子 、上衣。我的印象中 ，那些記得住的知名角色通常

都有一個能讓人一眼認得的特徵 ，而這個特徵就是來自於他的背景故事。例如小魔女系列的

第一張 ，一個穿著制服的女孩拿著一把花槍 ，讓人容易聯想到她大概是什麼身分 ，並且明

確地展現出她與一般學生妹的不同。

由知名角色插畫師— 張宇心和 Mitch Leeuwe 分享六大重點 ，
讓你的 2D 角色設計更加脫穎而出。 

Tip 3: 依需求繪製對應的場景、背景
除了設計角色本身的造型與配件外 ，可以簡單地把他 / 她會

出現的場景畫進去 ，讓角色跟故事更有連結 ，整體也會更有說

服力。

Tip 2: 善用配色
凌亂且沒有規劃的配色 ，會讓好的設計失去焦點。整體色相

會建議控制在最多三個以內 ，其餘的次要色 ，盡量使用低彩度

或是相近色來搭配 ，讓整體更有一致性。

比起畫圖，我更喜歡想故事。故事總是從人
說起，這也是我一開始從角色做起的原因之
一，未來會希望繼續朝著故事創作的方向邁

進，完成能夠感動人心的劇情作品。

“

“

繪製女性角色的時候 ，我會更著重在「姿態」上 ，除了表情

以外 ，也讓整體體態能更明確傳達出角色的個性。如果說需要

注意的地方 ，無論是設計男生或是女生 ，在體態上都建議是

必須把肌肉的連動考慮進去 ，很多人畫完骨架後覺得哪裡怪怪

的 ，通常都是施力點有誤 ，或是重心偏移了 ，再加上男體與女

體生理上的肌肉量與骨架大小不同 ，有些女性可以做的動作 ，

男性比較難做出來 ，導致畫起來生硬或彆扭。建議在畫不熟悉

的動作時 ，最好找位與角色同性別的朋友或是自己在鏡子前面

實際擺出動作 ，讓姿態更有依據。

作品中有許多女性角色的設計，在設計女角時有甚麼需

要注意的地方？

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被指派設計一系列的「路人」角色 XD，

因為是動畫內需要重複出現的素材 ，他們必須不顯眼 ，但又必

須以多種體態自然融入在背景中 ，當時花了非常多時間研究。

最後的解決方式是 ，在一定辨識度下縮小胖瘦 、髮長 、五官

造型間的極端值 ，做出五款適中的角色後 ，請同事幫忙寫了隨

機生成服裝配色的程式 ( 服裝配色也是限定在特定數值的規則

下 )，最後 ，成功讓角色們隱形於動畫中 ，中間縝密的程度應該

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了。

剛開始嘗試做角色設計時，碰到的最大難關什麼，又怎

麼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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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平面的角色設計稿後 ，接著才是角色設計環節的重頭戲－3D

建模與雕塑。在第二章「3D 角色製作」中 ，將帶你了解如何將 2D

角色概念轉化為 3D？日本火紅的 VTuber 是如何被打造的？角色作

品及該怎麼做？以及擬真人像背後的知識。

3D Character Design 角
色
製
作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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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角色製作 | 做出吸睛的原創風格化角色

角色設計師—Konstantin Gdalevich 以個人原創作品《Kasey 
and Mac》，示範他製作風格角色的訣竅與流程 ，以及角色設計師
的職能養成。

做出吸睛的
原創風格化角色

有豐富角色製作經驗的 Konstantin Gdalevich( 後簡稱為 Kosta)，談到他在角色設計時的

流程 ，通常會以下列步驟來進行。

角色設計流程

Konstantin 
Gdalevich

　來自以色列的 Kosta，從最初 CG 通才開始，

包含 Matte Painting 到場景設計。但唯一熱衷的

是角色設計，透過空閒時間製作各種角色來學習

到完整的作業流程，直到有一天，客戶希望他用

自己的風格來為他們製作角色，便轉職成全職角

色設計師，開始承接動畫和遊戲專案。

角色設計師
www.artstation.com/shamansh

初步概念+搜集素材 ZBrush 做出主要輪廓造型

Maya 中重新拓樸 在 Maya 中製作 UV

使用Substance Painter繪製貼圖 V-Ray渲染

  [UDIM 拆 UV 流程 ]

在 Maya 中為了解決物件太大，UV 很難分配到足夠的像素。而 UDIM 的作法就是將模型的 UV 分散到各個座標上，讓每個貼圖軸到能吃

到一定解析度的像素。可避免貼圖檔案太大，也可將不同物件的材質放到同一顆材質球上。 skywalkerxbx.blogspot.com

他最常使用「PureRef」 這個免費軟體來建立素材表。接著

到 ZBrush 中開始做概念性的雕塑。Kosta 表示 ，這個階段是

快速且粗糙的 ，只需專注在輪廓和主要形狀。「有時候 ，如果

角色有很正常的比例 ，可以從 ZBrush 的基礎 Mesh 開始 ，

如果角色有很獨特的比例 ，那我會建議從球體開始。」他以

《Kasey and Mac》為例 ，其實最初和最後的版本完全不同 ，

但初始的概念雕塑給他一個很棒的基礎。

當概念雕塑完成之後 ，利用 Maya 的「Quad Draw」工具對高模重新拓樸 ，以及 ZBrush

的 ZRemesher。這個階段。他說 :「雕塑和建模會不斷在 ZBrush 和 Maya 之間來回。雕塑

是建立在三個步驟上的 ，我會在後面內容提到這點。當高面數雕塑準備好之後 ，如果需要的

話 ，我會部份再次到 Maya 中重新拓樸 ，並準備 UVs。」Kosta 也提到 ，如果角色需要用在

動畫中 ，或只是一個高品質的作品 ，就會使用 UDIM 工作  流程來做 UV。剩下的貼圖則在

Substance Painter 完成 ，V-Ray for Maya 做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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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角色製作 | 超級英雄公仔的幕後推手 — Daniel Bel

超級英雄公仔的
幕後推手

隨著漫威 、DC 等英雄電影不斷打破電影界的票房紀錄 ，世界各地都颳起一陣美漫風

潮 ，許多公仔模型店紛紛推出美漫英雄公仔 ，吸引粉絲們購買。而美漫公仔的發行早已

行之有年 ，製作公仔的雕塑師更是國外最搶手的職業之一 ，就讓我們跟著製作《雷神索

爾》、《美國隊長》公仔的數位雕塑師 Daniel Bel，一起認識這個職業 ，以及成為這個職

業必備的知識與技巧。

專訪數位雕塑師―Daniel Bel

Daniel Bel 在成為數位雕塑師之前 ，曾在建築 、遊戲 、廣告 、動態設計等電腦繪圖相關

產業工作 ，在這麼久的工作經驗中 ，他發現自己對角色製作相關工作情有獨鍾 ，於是便決

心踏入數位雕塑領域 ，製作他所喜愛的角色。「數位雕塑最吸引我的是能夠用無止盡的姿勢 、

熱愛角色製作而踏上數位雕塑之旅

　2003 年從使用 AutoCAD 繪製平面圖開始，

隨著時間過去也在建築、遊戲、廣告、動態設計

產業累積許多經驗。最後找到自己熱愛且能盡情

發揮長處的地方，也就是數位雕塑。

Daniel Bel

SideShow數位雕塑師
www.artstation.com/danibel

© 2019 MARVEL / SIDESHOW

談到他創作角色的流程 ，Daniel 認為他花更多注意力在像是

臉 、前臂 、手和腳這些較複雜的部位。因為其它較大區塊的部

位如前軀幹 、背部 ，或是大腿 ，這些部位若出了些小錯誤 ，玩

家可能還不會太注意到。然而 ，如果在臉部犯了一個最細微的

錯誤 ，那就很容易被發現。除了避免犯錯 ，注重臉部以及手腳

擺放的位置 ，更能傳達出角色生氣 、痛苦 、平靜或快樂等情緒。

他舉例 :「以《雷神索爾》 1/4 人偶作品來說 ，你可以很快看出

角色是憤怒的 ，他的肢體語言很清楚表達出來。但你可以試著

想像把他的臉『關掉』，然後把身體拆開成不同部位 ，你依然能

夠從他的胸口 、手臂甚至是皮膚 ，感受到相同的氣氛張力！甚

至 ，你仔細看他的手掌 ，會發現上面的皺褶都試著傳達出角色

的心情。」

談到角色姿勢的創作 ，Daniel 認為這是所有工作中最複雜的

一環。要做出自然且充滿情緒的姿勢是一個挑戰。為了達成目

的 ，他通常會花幾天的時間做研究 ，測試幾種不同的姿勢 ，來

回嘗試不同的想法 ，也會與團隊其它成員討論看能不能碰撞出

更多想法。這是個冗長但非常重要的過程 ，也可說是最重要的

階段。而在整個創作過程中 ，最讓 Daniel 感到興奮的就是初期

草稿的階段。「我想這是整個雕塑製作過程中最有生命力的部

份 ，因為你可以只專注在體積 、造型 、形狀 、結構上 ，而不需

要注意當中的細節。可以粗略快速地製作 ，重點是為角色找出

它最好看的樣子 ，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運用臉部與姿勢，傳達角色情緒

貼圖 、服裝造型來重現一名角色。不論是從別人做好的概念設

計圖開始 ，或是自己從頭設計 ，我都會試著把自己的風格烙印

在角色中 ，讓角色能呈現不同的面貌 ，這也是最讓我有成就感

的地方。」靠著對數位雕塑的熱愛 ，也讓他在轉換領域時更加努

力 ，Daniel 花了很多時間學習人體構造 、比例和任何與角色雕

塑相關的知識。靠著毅力和熱情 ，終於成為了數位雕塑師 ，並

且為歐美造型大廠 Sideshow Collectibles 工作 ，製作漫威人氣

角色《雷神索爾》、《美國隊長》與《浩克》等公仔。

Daniel Bel 對工作的愛 ，也反映在他所創作的英雄角色上 ，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 ，他並非忠實的美漫迷 ，平常也不太看英雄

漫畫。雖然不是這些超級英雄的粉絲 ，但 Daniel 仍然會用最好

的方式 ，來賦予那些漫畫迷摯愛的英雄們生命。「每當我要雕塑

一名新角色時 ，我還是會透過各種方式去研究 ，盡可能將該英

雄最大的特色呈現出來 ，這時候我就會到漫畫店中 ，尋找與之

相關的任何資訊 ，以及任何來源與參考素材。」

 Daniel 雕塑出生動的臉部表情與兇猛姿勢，創造憤怒的雷神索爾。

© 2019 MARVEL / SID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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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P T E R : 3C H A P T E R : 3

在數位繪圖軟體繪製好 3D 角色後 ，接下來 ，將帶你了解如何將

角色從數位轉到實體模型。在第三章「實體模型與雕塑」中 ，我們

訪問到兩位雕塑大師－片桐裕司及 Steve Wang，兩位大師各自分

享了自己創作的心路歷程。接著我們邀請了台灣知名原型師 ，分享

日式公仔的列印拆解技巧。最後我們也訪談了奇實數位文創的創辦

人 ，來談談如何將角色 3D 列印的過程。

Figures and Sculpting

實
體
模
型
與
雕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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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模型與雕塑 | 不滅的匠人精神，好萊塢造型特殊化妝師—片桐裕司

片桐裕司

片桐裕司 
Hiroshi Katagiri
www.facebook.com/chokokuseminar

　出生於日本，18 歲時移居美國，從事特殊化

妝的工作，後來更成為 Stan Winston Studios

的主要藝術家。他曾擔任過《金剛狼》、《加勒

比海盜》和《飢餓遊戲》等電影的角色設計師。

他是獲得艾美獎的《X 檔案》團隊的一員，並製

作了數部備受讚譽的恐怖短片。《無間煉獄》是

他自己的獨立恐怖電影，包括知名演員道格瓊斯

的參與。

導演 / 造型雕塑師

不滅的匠人精神
好萊塢造型特殊化妝師

在許多膾炙人口的動作和科幻電影 ，身為觀眾的我們往往被眩目的服裝道具 、以假亂真的電腦
特效所折服。知名的造型家 、好萊塢造形界的翹楚 ― 片桐裕司 ，不僅是業界內備受尊崇的特殊化
妝大師 ，他近年投入電影製作 ，自編 、自導 、親身加入製作 ，完成了長久以來埋在心中的「電影
夢」。平時的他 ，更積極投身雕塑教育 ，持續奔走於各國間；藉由研習營 、講座 ，成功影響許多年
輕世代的創作者。在這篇專訪中 ，我們將帶你走進片桐裕司的奇幻世界！

實體模型與雕塑 | 不滅的匠人精神，好萊塢造型特殊化妝師—片桐裕司

從小受動漫和美國電影薰陶 ，片桐裕司對於電影的一股赤

忱 ，更將他推向了好萊塢。在 13 歲時 ，無意間在書店發現日

本第一本介紹特殊化妝的書－《The World Of Special Make-up 

Effects》，讓他開始對於特殊化妝有了想像。漸漸地 ，他不再

只是滿足於觀影帶來的體驗 ，而是想要實際參與製作；在 18 歲

那年 ，他隻身遠赴美國投入特效化妝的工作學習與練習 ，之後

成功開啟了特效化妝的工作生涯。

到達美國後 ，片桐裕司先是學習英文 ，接著來到洛杉磯一間

特殊化妝學校 ，參與僅僅十周的課程訓練。在獲得對雕塑的認

識後 ，他不分晝夜 ，持續在學校一直瘋狂地練習 ，沒有一刻停

下來過 ，「很好笑的是 ，可能是因為我很勤奮 ，有很多製作團

隊邀請我為他們做低價的工作 ，甚至是無薪酬的實習。」然而 ，

就像是注定般的 ，電影的製作工作還是來到了他面前。當時的

他 ，正在一間萬聖節商店做低價的特化工作 ，而收銀員碰巧認

識一部科幻電影《強殖裝甲（Guyver）》的製作人。

在拿到電話號碼後 ，當時才 19 歲他 ，只能硬著頭皮去打 ，

即便內心十分緊張 ，還是向對方介紹了自己；經過輾轉的會

面 ，他將作品集提給導演 Screaming Mad George（谷讓治），

滿心誠懇地表示 ，「我做什麼都可以 ，請讓我加入吧！」對方

也因他的態度誠懇 ，讓他加入了特殊化妝的團隊。片桐裕司回

想 ，「當時我並沒有工作簽證 ，英文也很爛 ，但我知道我有一

點可以比別人強 ，那就是：『可以比別人更認真 、也可以做更

久的工作！』」除了每天幾乎都待到最晚 ，「因為家裡幾乎什麼

都沒有 ，所以我會在工作室繼續留下來練習。」做為導演的實

習生 ，工作室的資源對他來說可說是寶藏 ，可以任意使用材料

來練習製作 ，「當導演需要任何東西時 ，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幫

他。」他笑著說 ，「雖然一開始談好的條件是沒有薪酬的實習 ，

但是導演在專案結束後 ，卻因『你工作太認真了 ，認真到我都

有罪惡感了！』，還是付給了我薪水。」除了感謝生命中的第一

個導師 ，在一年後他也幸運抽到了美國的綠卡。

成功之道：嚴謹與不懈精神

 片桐裕司受北星圖書邀請，來台開設台

灣雕塑研習營與講座。今年持續有相關課

程推出，有興趣朋友請追蹤北星圖書的社

群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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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模型與雕塑 | 3D 設計輸出流程《露露的小叮嚀》

3D設計輸出流程
露露的小叮嚀

3D 原型師—Jumi Chen 以桌上小物《露露的小叮嚀》，示範如何做出屬於自己的角色

公仔。

親手打造辦公室中的療癒小物！

Jumi 在 3D 原型開發的道路上 ，最讓他

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家用 3D 列印機剛問

世的時候 ，二話不話就立刻買一台回家 ，

並開始蒐集相關的資料 ，甚至不斷的詢問

廠商 ，經過一連串的努力 ，終於完成了自

己的第一個作品。Jumi 說 :「當時看著這

個作品從電腦螢幕前 ，產出成品至自己手

上的那種成就感 ，至今仍然有著非常深刻

印象 ，即便目前的作品並不那麼完美 ，

但 卻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喜 歡 日 式 動 漫 的

Jumi，平常就因為常常接觸 ACG 的相關

商品 ，幾乎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他建

議 ，平常可多收集相關的資料和設定 ，來

做為日後創作的靈感基礎。

談到家用 3D 列印機的應用 ，即便 3D 列

印技術已問世超過 20 年 ，但一直到近 5

年才開始逐漸打入中小型工作室或是一般

家庭單位等。Jumi 也發現近期許多參加比

賽的人都開始使用 3D 列印來創作自己的

作品。「雖然 3D 家用列印機對目前原型開

發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但愈來愈多動畫和

遊戲產業的人也紛紛開始研究這個領域。」

不過 Jumi 認為 ，3D 列印對於個人在原型

開發的前端設計時期 ，大幅改善了確認樣

品和節省打樣成本的效率 ，雖然目前還受

限於硬體成本 、精準度和公差等問題 ，但

以目前科技發展的速度 ，相信不久的未來

都可以解決。

創世影像3D原型師
www.facebook.com/kirisotsu.chen

　因為喜歡玩玩具，認為玩具能療癒長時間工作

壓力大的情況。進而萌生了「如果這玩具當初能

夠怎樣做的話」的念頭。於是轉而投入 3D 原型

雕塑師的行列。擅長日系公仔、機器人、人偶可

動關節及機構的設計，以及 3D 建模、輸出、影

像處理、動畫製作、產品開發與企劃。

使用軟體
ZBrush / 赤兔 3D 列印切片軟體

關於教學
　透過《露露的小叮嚀》，將示範如何從平面到

立體設計，最後再進入打樣的流程。一次記錄下

來讓讀者們能夠從中一窺基礎素人的製作流程。

Jumi Chen
陳啾咪

ZRemesh

Part 1:決定造型

概念發想01

當你有念頭要做出一個產品時 ，會先去想像這個東西具

備哪些特質 ，例如 : 可愛 、小巧的 、是什麼生物 、是否要

有功能性。綜合上述幾點特質再加入一些動漫會出現的動

作 ，就可以大致草擬出一位 Q 版的 2 頭身美少女了 ，當

我決定好造型時 ，就會將三視圖以及零件數量規劃出來 ，

這麼做可提升後續建模的效率。

Part 2:造型

將圖片匯入 ZBrush 當作參考02

使用 ZBrush 的「Texture」功能匯入畫好的設定圖 ，

並點選「Add To Spotlight」將圖片插入 ZBrush 當視圖

參考。接著透過調整功能環來調整圖片的透明度以及大

小 ，完成後按下 Z 鍵關掉功能環。請記得要把筆刷功能

裡 Samples 的 Spotlight Projection 功能關掉 , 不然筆

刷會受圖片影響。按「Shift+Z」可以快速切換是否顯示

Spotlight 功能。

建立 Sphere 3D03

接下來在視圖中建立一個 Sphere 3D 來當作頭部 ，選

擇「Make Polymesh 3D」讓這個球轉換成 Polymesh，

按下「T」鍵快速進到編輯模式 ，再在按下「X」鍵來開啟

左右鏡射 (Transform > Activate symmetry X)，最後使用

ZRemesher > Target Polygons Count 簡化模型的佈線 ，

目前先調整到 0.1，就可以開始捏造型了。

臉型製作04

使用 Move 筆刷將模型捏到跟參考圖差不多形狀後 ，點

選 Geometry > Divide 進行模型細分 ，將細分先提高到 2

至 4 階 ，然後在細分等級間輪流切換 ，一邊進行調整把

五官的造型抓出來。眼睛部分先按住「Ctrl」並在模型上

畫出眼睛範圍 ，然後再按住「Ctrl」並點擊模型以外視圖

空白處反轉成為眼睛的遮罩 ，將白色的區域往後拉做出

眼眶 ，再使用 Move 筆刷將眼眶調整接近至我們需要的位

置 ，嘴巴 、眉毛和腮紅也是同樣做法 ，但如果要用更快

的方式 ，也可以用貼圖來處理眼睛 、眉毛和腮紅的部分。

01 02

03

05

04

髮型製作05

髮 型 部 分 也 是 先 捏 出 塊 狀 後 ， 再 使 用 M o v e 或 是

Claybuildup 筆刷 ，將大致的形體先抓出來後再開始細分

雕塑。
髮型捏出塊狀

遮罩拉出眼窩

筆刷雕整臉型

臉型完成

筆刷調整髮型 髮型細分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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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精選動畫 － 療癒系定格動畫影集《拉拉熊與小薰》製作團隊專訪

線上欣賞

《拉拉熊與小薰》幕後製作

療癒系定格動畫影集
日本 San-X 中最萌的角色－拉拉熊 ，在 2018 年迎來 15 歲生日 ，這隻看似熊卻

又不是熊的神秘角色 ，以超萌的慵懶姿態獲得不少粉絲的喜愛 ，在日本競爭激烈的

玩偶市場殺出一片天。 2019 年初 ，影音串流平台龍頭 Netflix 宣布推出以拉拉熊為

主角的動畫影集《拉拉熊與小薰》，一推出就獲得觀眾的好評 ，並紛紛大喊：「想像

主角小薰一樣抱著拉拉熊」，究竟日本定格動畫工作室 Dwarf Studio 是如何將這個

發展 15 年的 IP 打造出全新樣貌 ，帶你一窺《拉拉熊與小薰》的創作思維！

《拉拉熊與小薰》製作團隊專訪

早在五年前 Dwarf Studio 就與 San-X

合作 ，拍攝拉拉熊十周年的定格動畫短

片 ，因此《拉拉熊與小薰》算是 Dwarf 

Studio 與 San-X 的第二次合作。動畫由

Dwarf Studio 負責企劃 、提案和製作 ，

San-X 負責監督與聯繫 ，並在 Netflix 獨

家播出。《拉拉熊與小薰》的動畫團隊也

跟我們詳細說明 ，從企劃到拍攝再到後

期處理 ，最後正式播出總共歷經了 3 年

半 ，實際拍攝期大約花了 7 個月 ，約有

400 多個工作人員參與製作。

Dwarf Studio

dw-f.jp

　擅長定格動畫製作的日本動畫工作室，擁有強大

的美術與動畫人才。曾製作過日本 NHK 知名角色

「Domo 君」的動畫影集。

關於公司

荻上直子
編劇

　日本知名電影編劇與導演，以簡單、獨特的恬淡敘

事風格為名，曾執導過《海鷗食堂》、《吉貓出租》

等片，2017 年靠著《當他們認真編織時》獲得柏林影

展泰迪熊評審團獎。

受訪者

小林雅仁
導演

　1972 年出生於，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舞台設計，表演藝

術系。曾在ニッテンアルティ的製作部門工作了兩年。之後在

CMα 開始了導演生涯，並於 2013 年轉入 TYO。參與過雀巢，

伊藤洋華堂和花王等眾多商業廣告，2017 年也參與製作「Domo

君」的動畫影集，並在 2019 年正式加入了 Dwarf Studio。

《拉拉熊與小薰》故事描述 OL 小薰與

拉拉熊們的日常同居生活 ，然而動畫的

故事重點幾乎擺在小薰面對日常生活挑

戰時的心境 ，編劇荻上直子表示：「製片

堅持拉拉熊不會說話 ，於是我需要創造

一個會說話的角色。另外我希望藉由平

凡的日常生活 ，讓所有的觀眾都能產生

同感及共鳴 ，於是我撰寫主角面臨生活

上小事所產生的喜怒哀樂 ，把感動和悲

傷強化 ，製造出戲劇性。」動畫中也出現

與美食有關的劇情 ，除了表達生活感外 ，

編劇想要透過煮飯 ，表現出主角小薰認

真過生活的態度。

透過平凡日常讓觀眾產生共鳴

《拉拉熊與小薰》想要傳
達給觀眾即使是平凡的每
一天，也會有小小的變化。

“

“
《拉拉熊與小薰》總共製作了超過 600

件以上的道具。由於是 4K 拍攝 ，因此在

製作道具時 ，必須花很多心力在細節的

處理 ，讓美術道具在畫面中有一定的精

緻度。此外 ，拍攝《拉拉熊與小薰》的

流程中 ，一顆鏡頭基本上都是由一名動

畫師負責 ，通常特寫和遠景會由不同人

來拍攝 ，同一場戲的兩顆鏡頭也交由不

同人員負責。通常拍攝是同時進行的 ，

才不會耽誤製作時間 ，所以美術佈景也

要同時有好幾個人來負責。

4K 拍攝讓定格動畫面臨更多挑戰

在製作拉拉熊 、小白熊與小黃雞等非

人類角色的戲偶時 ，團隊非常注意眼睛 、

鼻子 、耳朵等部位 ，以及整個頭 、手腳

及身體的比例。必須讓它看起來「360 度

都很可愛」。關於拉拉熊的戲偶 ，團隊表

示：「定格動畫用的戲偶要能擺出看起來

是角色在動的姿勢 ，或者維持某個姿勢

不動。因此我們設計了與人類或動物相近

的關節構造。至於表情上 ，我們準備了

細緻的角色戲偶製作

動畫中的地點是設定在東京郊外 ，一

個叫作「荻谷」的架空城市 ，它介於實

際存在的「荻漥」與「阿佐谷」城市間。

所以在場景美術上 ，必須呈現比較大規

模的城市景色 ，以及一些小型的室內房

間與公司場景 ，場景規模的大小差距也

大規模的場景美術考驗團隊的執行力

可以替換的眼睛和嘴巴 ，用來呈現角色

不同情緒所產生的表情 ，最特別物件應

該是 ，用來表示剛睡醒的耳朵。」

至於人類角色小薰的部分 ，團隊首先

考慮的是否能夠與拉拉熊 、小黃雞等主

角搭配起來。再來是針對荻上直子的劇

本去設定主角的視覺 ，在劇本中的小薰 ，

非常接近一般的日本 OL，所以團隊嘗試

了很多造型以及設計 ，讓全世界的觀眾

都能對小薰容易產生認同感。此外 ，也

從英國找原型師一起合作 ，負責其他人

類角色的製作。小林導演表示在製作期間

最讓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第一次看到人

類角色 3D 化影像在眼前出現的瞬間。

影響了視覺呈現 ，計算上非常複雜。然

而小林導演也興奮地向我們說到：「看著

美術佈景搬進攝影棚 ，組成完整的街道 ，

我就非常興奮地看著陳設 ，開始想像從

這裡到這裡 ，要如何擺動戲偶 、又要如

何切分鏡等。這樣激動的情緒仍在我心

中 ，久久揮之不去。」

談到最困難的特效 ，團隊表示每一集

用了許多 CG 特效 ，用來呈現故事想要

表達的概念 ，其中在第六集從小薰體內

散發的「不幸之氣」，更與 CG 團隊反覆

討論多次該如何呈現 ，花了不少時間。

最後團隊坦承 ，在製作時壓力不小「拉

拉熊是被全世界愛戴 15 年的超人氣吉祥

物 ，我們不希望破壞粉絲們各自對拉拉

熊懷抱的幻想。所以整個過程都和 San-X

的拉拉熊團隊以及原作者的近藤亞希老

師做相當密切的反覆溝通。」透過與原作

者溝通 ，Dwarf Studio 才能以最靠近原

作的方式 ，呈現出美好且受粉絲喜愛的

動畫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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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G 影像繪圖軟體評測  －  MSI WS75 9TL 行動工作站

   

動畫

遊戲

後製特效

室內外建築

產品分類

中、高階工作站

作業系統

Windows

主要特色

● 支援 Intel(R) Xeon(R) 系列 CPU

● 支援 NVIDIA Quadro RTX4000

　 專業繪圖卡

● 簡約奢華黑金外型設計

● 支援 4K IPS 螢幕

● 重量僅 2.2 公斤

適用對象

影視後製特效/ 3D製作/ 科學運算/物理

模擬 / 建築室內外設計 / 遊戲互動開發

製造商

www.msi.com

MSI

時尚、輕盈、高效能的代表作

「麻煩你過來展示一下虛擬實境的效果」、「我想

要現場和你討論並修改設計」以上這些對話，對

工程師與設計師來說肯定不會陌生。為了展示 VR

效果或是即時運算設計作品，就算要帶著幾十公

斤重的高階工作站與螢幕出門，在業界都時有所

聞，也有不少設計師為了效能，會帶著電競筆電

去見客戶，但有些客戶相當重視設計師美感，一

看到厚重、巨大的電競筆電，印象分數馬上就大

打折扣，甚至還有聽過被直接請回的案例，設計

師遇到這類狀況真是欲哭無淚，但難道沒有辦法

改變這種窘境嗎 ? 答案是有的 ! 這次小編在一次

因緣際會中，有幸能夠取得這款由國內硬體大廠

MSI 精心設計，但尚未曝光的機型 WS75 9TL，

經測試後發現 WS75 9TL 竟完美詮釋了甚麼叫效

能與質感兩者「魚與熊掌兼得」，設計師們聽到這

裡，肯定會眉頭一皺覺得事情並不單純，所以就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這款受測的新一代行動工作站，三大核心元件

分別搭載了 Intel(R) Xeon(R) E-2286M 2.40GHz 

(16 核心 )、 32GB DDR4-2666 記憶體與 NVIDIA 

Quadro RTX 4000 8GB GDDR6，這麼夢幻的效能

組合，竟能成功整合在厚度 2 公分不到 ( 僅 1.89

公分 )，且重量只有 2.28 公斤的機體上，比起市

面上厚度 3-5 公分，重量動輒 4-5 公斤的 17 吋

4K 電競筆電，小編為這機構設計與整合功力驚嘆

不已，WS75 9TL 的整體設計確實能笑傲目前市

面上其他廠牌機種。

還在用電競筆電練身體嗎 ? 展示效能也能很優雅

MSI WS75 9TL 行動工作站

    WS75 9TL 行動工作站整體規格相當豐富，除

了支援 intel 第九代 Xeon CPU( 伺服器等級 )，也

能支援 i7&i9 CPU( 家用等級 )，記憶體容量最大

支援到 64GB DDR4-2666( 可支援 ECC 功能 )，

顯示部分可搭配 17.3 吋 FHD IPS-Level 面板或

4K 面板，可安裝兩個 NVMe PCI-e 規格 M.2 2280 

SSD( 支援 RAID 0、 1) 與一個 SATA 規格 M.2 2280 

SSD，獨立顯示卡部分最高支援到 NVIDIA 最新

款專業繪圖卡 QuadroRTX4000 8GB GDDR6，網

路配備了 GB Lan 與 intel Wireless 802.11ac 規

格無線網路，擴充埠配置了 USB-A 3.2 Gen2*3、 

USB-C 3.2 Gen1*1、 Thunderbolt 3*1、 HDMI 

2.0*1、 Mic*1、 Headphone-out *1、 Micro SD 

slot*1，對於要連接其他設備需求的使用者來說，

擴充介面也相當充裕。

MSI WS75 9TL 測試規格：

CPU Intel(R) Xeon(R) E-2286M 2.40GHz (16 核心 )

RAM 32GB DDR4-2666

顯示卡

硬碟

螢幕

NVIDIA Quadro RTX 4000 DDR6 8GB

512GB M.2 SSD

17.3 IPS-Level FHD

2,304

QUADRO RTX 4000 QUICK SPECS：

CUDA Parallel-processing Cores

NVIDIA Tensor Cores

Rays Cast

NVIDIA RT Cores

FP32 Performance

GPU Memory

Max Power Consumption

Display Connectors

RTX-OPS

Graphics Bus

Form Factor

288

6 Giga Rays / Sec

36

7.1 TFLOPS

8 GB GDDR6

160W

DP 1.4 (3), VirtualLink (1)

43T

PCI Express 3.0 x16

4.4 ＂ (H) x 9.5 ＂ (L) Single Slot


	InCG_Issue39_pdf_preview
	頁面擷取自-Issue39_Part1_p1-59
	頁面擷取自-Issue39_Part2_p6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