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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動畫的誘人是一般傳統繪畫無法模擬的境界，而動畫引人之處就是角色的表演。由於角色

動畫的動作，可表現在現實中無法演出的高誇張度效果，是觀者觀賞動畫最直接的感受力。一

部好的動畫片必定有好的造型才能充分傳達出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 

  近幾年民間藝陣受到各方人士的注重，傳統的藝陣結合現代的表演藝術，產生了許多的新

意。尤其是以「八家將」為代表的各式將團，因其角色裝扮鮮明突出，充滿神秘與威嚴；威猛

中帶著赫奕的狂步急奔，行進舉止間無不呈現出獨特的表演藝術，帶有俠義形象的傳說，更是

由傳統文化中發展動畫角色造型的絕佳題材。 

  透過數位的媒介，3D 虛擬角色動畫因著造型可以千變萬化、動作可以無所不能。這樣特

性正適合運用在充滿視覺張力與神怪想像的「家將」角色。將八家將的視覺元素進行解構和分

析，得到其中的構成元素，結合當代文化創意，重新塑造出具有吸引力的角色造型，將民俗藝

陣的形式及意涵透過動態擷取的技術再現於動畫藝術之中，而以電腦動畫創作作品「巡狩」，

驗證其可行性。 

關鍵詞：電腦動畫，八家將，巡狩，虛擬角色，動態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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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tion is an attractive art form which general drawing is unable to achieve, the 

performance of characters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element. Although the movement of animated 

characters may display an exaggerated effect that is unachievable in real time, that effect gives the 

audience the most direct aesthetic response. A good animation surely needs a good modeling desig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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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ble to fully convey the plot and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s.  

     Due to a recent upsurge in native-Taiwanese consciousness, folk arts have captur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Traditional arts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modern performing arts, thereby creating 

fresh new ideas. “Pat-ka chiòng” is a good representation of the various folk arts. The remarkable 

customs of its characters are mystical, dignified and powerful, exhibiting a heroic image in 

performance. These unique manner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render “Pat-ka chiòng” rich in thematic 

material for developing animation modeling design in a traditional culture. 

     A 3D digital virtual idol can undergo various changes by modeling and is thus able to perform 

every movement. Such a visual characteristic is suitable for use on the mystical character of Kachiang, 

to remodel an attractive design which transmits the meaning and form of the folk art by stop-motion 

computer animation technology. The “Short Film Patrol” archive of the 2009 Sundance Film Festival 

provides several excellent examples which demonstrate this technique. 

Key Words: computer animation, pat-ka chiòng, patrol, virtual idol, motion capture 

 

一、緒論 

（一）創作研究背景與動機 

1. 動畫為數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指標 

  包含動畫、電玩等項目的「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

是政府所提出的「兩兆雙星」中的其中一「星」。由於數位

內容產業具有發展知識經濟與數位經濟之指標意義，除可促

進傳統產業提升其知識含量而轉型成為知識型產業，亦是提

升台灣整體產業競爭力之基礎平台。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的調查數據顯示，數位內容產業

在 2002 年上市的產品數量中，以動畫業者的產能最高。動

畫產業在投資的技術性、創造性上以及所需人才的素質，綜

合大量的周邊專業，包括設計、創意、行銷、電腦軟硬體、

網路、美術設計及音樂製作、後製、程式設計、數位視訊等，

所帶來的產值與整體提昇都將居於產業的指標地位，可說是

數位內容的火車頭產業。 

2. 動畫虛擬角色產值無限 

  動畫引人之處就是角色的表演。由於角色動畫的動作，

可表現在現實中無法演出的高誇張度效果，是觀者觀賞動畫

最直接的感受力，故動畫片中的角色造型在整個環節中佔有

極為重要的地位。優秀的動畫造型不僅具有藝術性而且具有

很大的商業性，如米老鼠和唐老鴨，他們已經成為商業運作

的媒介和形象代言，與好萊塢的任何一位明星相比都不遜

色。 

  數位化的發展，使幻想慢慢變成現實，虛擬偶像和明星

偶像一樣，都能聚集人氣，產生某種程度的影響力。除了所

屬的故事內容（動畫、漫畫、遊戲等），更可以從其中去衍

伸出許多的周邊商品，進一步結合其他的產品作行銷，發展

成龐大的視覺偶像產業。帶來十分可觀的商業效益。 

3. 結合台灣民間藝術造型 

  受到美、日包括電影、漫畫、動畫、電玩等強勢的視覺

相關產業影響，在商業前提下，本土創作者經常臨摹抄襲他

國賣座作品的賣點，複製外來文化、思想、來作為創作的主

脈，或是仿抄外國文化解讀本土文化的見地。殊不知「本土

意識」是創作者的珍貴資產，是其對身處環境、制度、文化、

社會等所產生的情緒與感覺，這作品方能引起讀者的共嗚，

更是其他文化的創作所無法模仿。 

  事實上傳統的藝術形式都可以作為創作的素材和來

源。民俗藝術具有歷史、文化與藝術等特質，是文化資產的

重要環節，也是重塑鄉土情懷再現台灣圖像的依據。更重要

的是經過傳承與轉化，往往能締造無限的契機，尤其是以「八

家將」為代表的各式將團，在表演藝術上的獨特形式、角色

裝扮上的鮮明突出，帶有俠義形象的傳說，以及廟會祭儀的

過程才是屬於在地常民的美感經驗，相信也是由傳統文化中

發展動畫角色造型的絕佳題材。 

4. 電腦動畫應用角色動畫之創造性 

  動畫產業是發展數位內容最佳的切入點，而電腦動畫又

是動畫產業中與資訊科技結合的最緊密的形式，3D 動畫技

術的應用更被進一步包裝成不同的商品，在業界競相投入

下，許多 3D 虛擬人物逐漸浮上檯面，現已普遍出現在電視、

電影等傳播媒體，以及 3D 遊戲之中。在今日傳播媒體及娛

樂事業應用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透過數位的媒介，3D 虛擬角色動畫造型可以千變萬

化、動作可以無所不能，突破真人演出的界限，打破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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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限制。而這樣特性正適合運用在充滿視覺張力與神怪

想像的「八家將」角色。將八家將的視覺元素進行解構和分

析，得到其中的構成元素，結合當代文化創意，重新塑造出

具有吸引力的角色造型，將民俗藝陣的形式及意涵轉化與再

現於動畫藝術之中。 

（二）創作研究目的 

  發源自台灣的將團文化，無論就藝術創造性，商業發展

性上都是一個充滿可能的題材。本研究希望結合文化創意與

數位科技，透過取材自傳統藝陣文化中家將團的形式與演

出，藉由電腦動畫的表現形式與創作媒介，創造出屬於在地

原生的英雄角色造型，以發展為未來台灣發展數位內容產業

的內容原型。 

1. 科技藝術與民間表演藝術的結合 

  當前台灣諸多的文化消費現象中，霹靂布袋戲應當算是

最為人知，也最深具本土特色的表演文化。它源自於傳統布

袋戲中的支派而深具傳統戲劇性格，卻又歷經型態與風格上

的轉變。隨著生產面與媒介技術合流，從過去民俗文化轉變

成大眾文化變為一種文化商品（宋丁儀，2002）。 

  家將團展演是台灣民間宗教陣頭藝術的當紅主角之

一。家將團展演源於清朝時期的福建省，在百餘年後成為台

灣特有的宗教藝術，家將團展演在台灣實為藝術即生活的具

體展現，其地基深入台灣人心，實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何

淑惠，2002）。如此具有代表性的表演藝術，卻尚未為本土

表演藝術工作者視為第一重要資產發展之，實為一大缺憾。 

  參照布袋戲成功的例子，文化創意與數位科技相輔相

成。數位科技為文化創意注入新的活水；文化創意則讓數位

科技有了人性的溫度。作為科技藝術重要的一環，電腦動畫

已是未來主流的藝術形式，透過電腦動畫的表現形式與特

點，為傳統表演藝術帶來新的嘗試與商業化的契機；而電腦

動畫透過藝陣表演藝術的活力與文化認同，也不再是冷冰冰

的數位技術而已。 

2. 探索本土英雄角色創造 

  美國神話學大師坎伯融會貫通各地的神話傳說，發現在

不同地域的人類心靈和遠古傳說，竟然都不約而同的有著極

類似的故事和感受！而在不同的時空背景下，那些創造出不

凡事蹟的主人翁。勇於挑戰或反抗現狀、踏出冒險腳步而留

下故事的人們，即被稱之為「英雄」（喬瑟夫‧坎伯，

1949/1997）。 

  八家將在傳說中是神明的部將，主要功能與職務，是主

神出巡時，協助緝拿妖魔、捕捉鬼怪，是主神的隨從部將，

有如人間的檢警人員。八家將是王爺公身邊左右的大將，在

陰間執掌查察善惡、除暴安良的職務，因此家將團最常見於

地方上的王爺廟，一方面保護主神，一方面助於行使職守、

保護地方安寧（黃文博，1997）。八家將擔負著維持當地境

內百姓生命安危的責任，分別負責驅逐人間的疫癘與鎮守地

方煞鬼的工作（蔣嘯琴，1998）。可說以「八家將」為代表

的各式將團，是發源於台灣在地的英雄形象，也是屬於台灣

俠文化的文本題材。 

  俠文化的娛樂價值透過動畫、漫畫、電玩和電影、電視

音影映像相互輝映，形成互動的最佳搭擋。今天台灣發展數

位內容，不能只是複製歐美的英雄角色造型，發源自台灣在

地的「英雄」角色，因為這是發自生活週遭、文化傳承經驗

的創作，是有累積的，所以才會受到不同文化、不同民族的

人的注視，而不會淪為一個空泛的形式，也才有帶來產值的

可能。 

3. 創造數位內容原型 

  台灣曾是全球最大 2D 動畫代工重鎮，但隨著大陸以廉

價的勞力及龐大的代工人才，正逐步的侵吞台灣動畫代工市

場，因此台灣必然要跳脫代工的角色，以特有的原創力在國

際市場上與其他亞洲國家有所區隔（賴彥儒，2003）。 

  台灣動畫市場未來的機會必須朝「原創」發展，因「原

創」所發揮的附加價值相當高，包括電影頻道、線上遊戲、

娛樂事業及肖像權，延伸商機相當可觀。發源自台灣在地的

將團文化，無論就藝術創造性，商業發展性上都是一個充滿

可能的題材。本研究也希望以兼顧藝術創造與商業發展的價

值將取材自傳統藝陣文化中的各式家將團的形式與演出，藉

由電腦動畫的表現形式與創作媒介，創造出屬於在地原生的

英雄角色造型，以發展為未來台灣發展數位內容產業的內容

原型，能用運用在動畫電影、電玩等數位內容產品之中，發

展出更多屬於在地的文化加值特色以及商業價值。 

 

二、文獻探討 

（一）數位內容與文化創意 

1. 數位科技與藝術 

  藝術與科技的整合所促成的創作形式與理念的變革，成

為電腦藝術研究以及未來發展的方向。電腦藝術配合時間與

空間的觀念，提供新的表現形式領域，繼而引起藝術創作的

變革。電腦與藝術關係也由輔助藝術創作工具，繼而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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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作的新媒材。 

  動畫藝術跟其他藝術一樣隨著人類文明與科技的發

展，而有了不同的面貌呈現。數位藝術跟其他藝術的發展一

樣都有其時代性，人們隨著科技的發展，創作的空間也更加

寬廣。「在動畫工業裡，科技與藝術互相造就。但並不表示

有了科技就有了藝術。動畫是一種藝術形式，藝術創作本身

才是重點」（漢寶德、張振益，1999，頁 169）。電腦動畫為

高度技術導向的新興藝術，而科技與藝術本是一體同質相

連，高科技應是以更服膺人性化訴求為最終極的展現形式。

科技進步，電腦動畫的表現也隨之日新月異，大量運用在科

學模擬、電影、電玩設計…領域，儼然已成為未來視覺傳達

的主流顯學。 

2. 數位內容產業 

  數位內容係指將圖像、文字、影像 、語音等資料運用

資訊科技加以數位化並整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經濟部工業

局，2002）。經濟部認為：若能有效將「數位科技」與「文

化內容」的優勢充分結合，發揮綜效，台灣應有相當機會能

在全球數位內容產業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 

  綜觀國內數位產業的現狀，隨著相關技術的成熟，吸引

越來越多的人才投入這個市場，正是蓬勃發展的階段，其中

又以 3D 電腦動畫製作，最具該產業的龍頭角色。過去台灣

的數位動畫業者，多半是為好萊塢做代工，競爭力來自於有

效率的成本控制。現在業者必須自我升級，想辦法用自己的

創意，做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電影或動畫，打造具有台灣創意

的品牌（賴彥儒，2003）。 

  數位科技是台灣既有的優勢，而文化內容則是目前最為

欠缺發展的一環，尤其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下，使得產品

普同化的趨勢日增。由於消費文化愈來愈一致，也間接影響

到人們的價值觀與文化認同。以推動此一國家重點計畫的最

高行政機關經濟部工業局，似乎也警覺到設計文化的重要

性，從陸續提出相關獎勵與輔導措施中可見一斑。 

3. 文化內容創意加值 

  根據行政院文建會研究報告定義：「文化創意產業」乃

是來自個人創意與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權的生成與運

用，有潛力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

的活動。創意內容產品的輸出不但可以帶來產值，更可以把

自己的文化與觀念輸出，同時創造整體國家的價值。 

  文化創意提供高附加價值，知識產權則為其中之核心資

產，知識來源包含：1. 來自前人經驗的積累，2. 來自後人

在前人經驗基礎上的再創造。在以知識創造價值、累積財富

的經濟時代，以創造力、才華為基礎的文化創意產業，不僅

是經濟活動中的生力軍，亦為所有產業發展的源泉。既然，

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產業」，要做生意，首先要有「文化

資本」。政大商學院院長吳思華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資本

包括：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音樂、文學、美術品或動畫造

型等創作；可做為創作背景的場域如歷史遺跡、自然景觀或

外景拍攝地點；創作人才；以及呈現區域特色的語言、風俗

或者民俗活動。「沒有原生價值，就不可能有附加價值，」。

文化藝術「純度」越高，才能引發源源不絕的創意，培養出

生氣蓬勃的產業，發展出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本創作研究

的題材「將團文化」，相信就是原生於台灣本土的絕佳題材。 

（二）電腦動畫探討 

1. 動畫概述 

  「動畫」（animation 或 animated film）其實與『劇情片』、

『紀錄片』、『實驗電影』這幾種電影『類別』一樣，是一種

電影的『類型』（genre）」（李道明，1997）。“Animate＂這

個字早在十七世紀時就已出現。動畫的定義與藝術性國際動

畫組織在 1980 年南斯拉夫的 Zagreb 會議中，對動畫一詞所

下的定義為：「動畫藝術是指除使用真實之人或事物造成動

作的方法之外，使用各種技術所創作出之活動影像，亦即是

以人工的方式所創造出之動態影像。」（莊慧敏、黃琦、楊

乃蒔，1990，頁 35）。 

  史帝凡．坎佛指出字典對動畫的解釋很簡單，就是：賦

予生命（to give life, to bring to life）（史帝凡．坎佛，

1997/1998，頁 16）。動畫一般被定義為，藉著組合一段連續

的動態影像而創造出動作的幻覺；動畫包含了想像動作及表

現動作。動畫影片是為了特定目的（在此指溝通）而製作的

工業設計。動畫影片有三個功能：娛樂、教育、以及告知。

「娛樂」一詞應該包括了從鬧劇到悲劇以及那些意圖上較少

戲劇性，但是仍然企圖感動觀眾的作品。若只是一味低的思

考畫面或是角色的外在吸引力，而不注意它們的使用方式，

那麼就是誤解了動畫這個媒體（理查．泰勒，1999/2000）。 

  安得列‧馬荷丹認為：動畫是指藉由所有單格影像的串

連，以創造出動感的藝術，不管他是以何種方式達到動感的

效果。動畫的創作方式是非常多元的，但無論是用何種方式

創作，動畫是一項與時間緊密結合的藝術，唯有在時間的醞

釀下，影像逐漸成形，也是在時間的延展中，單格影像開始

動了起來，只有在時間之下，動感才能存在；也是在這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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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創作者賦予影像無限的生命力，而非單格固定的草圖

（陳素麗，1998）。 

  在二十世紀末期的藝術史上，電腦動畫的藝術表現所帶

來的深遠影響無疑地將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舉凡商業藝術

（如電視廣告動畫、建築動畫模擬）、純藝術的視覺表現，

及介於商業藝術與純藝術兩者之間的電影藝術等不同的藝

術型態，都逐漸大量運用電腦動畫這樣的全新媒介（范光

義，2002）。3D 電腦動畫之所以能夠被觀眾所喜愛，應有兩

個原因，一是劇情可以充滿奇幻，二是畫面具有真實感以及

豐富的變化性（林群偉，2003）。 

2. 動畫角色 

  角色的造型設計乃是動畫的關鍵，設計者賦予角色們各

自的性格，因性格的差異性而衍生出特殊的外型，這些獨具

個性的角色會在觀眾的心中留下深刻的印象。在動畫許多的

有趣點都來自於角色的動作與反應，這些小細節是無法以語

言形容的，但在觀看的過程中，卻往往引起觀者的會心一

笑，在故事節束後，也許連劇情都忘了，角色的個性卻會長

留在心中。 

  動畫是商品，動畫角色就是品牌，動畫更應該在角色的

形象視覺系統設計方面多做功夫。具有豐富多變特性的視覺

偶像可以讓人自由聯想，其所創造出來的無線想像空間，甚

至比明星偶像更神秘，更具商業魅力。虛擬偶像在新世紀商

品代言的效果上銳不可當，例如「米老鼠」、「Hello Kitty」、

「皮卡丘」、「阿貴」等，在各種行銷案上都帶來十分可觀的

商業效益。業者不僅可以從一個視覺偶像的故事、背景及角

色去衍伸出許多的周邊商品，更可以進一步結合其他的產品

作促銷，發展成龐大的視覺偶像產業（林資敏，2002）。 

（三）家將團之探討 

  在台灣常見的近百種藝陣中，家將團的出現往往讓人有

既嚴肅且威風但又震撼的惑覺，再加上略帶神秘的壓迫感。

其威猛中帶著赫奕的狂步急奔，亦常使圍觀的群眾嚇得落荒

而逃。 

1. 民間藝陣藝術 

  在許多宗廟慶典、迎神賽會的儀式中，陣頭之表演幾不

可或缺。在民間信仰中的各種廟會活動，無論規模大小，總

會有各式的陣頭表演，除了負有一些宗教任務之外，也具有

增加人氣、製造熱鬧氣氛的功能民間陣頭主要因應廟會而

生，當庄頭廟舉行進香或遶境時，所轄之各角頭或各私性的

陣頭社團，必得籌組藝陣共襄盛舉（黃文博，1997）。 

2. 家將團的定義 

  家將團為目前台灣各種廟會活動中，最為突出同時亦為

出現次數最頻繁之陣頭，一般較為重要之遶境或進香活動，

必有其蹤跡。大部分的人會以「八家將」來統稱這些裝扮神

明部將的陣頭形式。『八家將』是台灣民間重要的宗教民俗

技藝陣頭之一，八家將雖名八家，但只是習慣上的統稱而

已，有四人成陣、六人成陣、八人成陣、甚至十人、十二人

成陣皆有之，故有些團不稱八家將，而稱什家將，更有改稱

為家將團，藉以涵蓋所有的陣團（石萬壽，1984）。 

  廣義的來說．「家將團」並不單指民眾熟悉或接受度較

高之什將團或八家將而已．其將種類別之多樣面貌往往出乎

人意料之外。在台灣本島若依地域區分大致可分為北、中、

南三區，並可分別區分該區域之特殊將種及其發源地，因其

繁衍的傳承生態都有一定脈絡、蛛絲可尋．因此也造就了豐

富、蓬勃的家將發展契機（呂江銘，2002）。 

  在美籍學者康豹的研究（康豹，1997）中指出所謂八家

將（Pat-ka chio‘ng），是一種能夠用一些儀式來捕捉惡鬼的

武陣，通常由法師或從法師學過一點法術的師父訓練的他們

在台灣相當的普遍，通常由十一個年輕的男人組成（及八個

家將、兩個小差及一個什役），都會畫臉譜。 

3. 八家將的簡述 

  台灣最早的八家將，是由台灣府城的白龍庵所發展出

來，主神就是五福大帝，至今大致有一百餘年的歷史（石萬

壽，1984）。 

  八家將的成員多為八人一團，但也有四人、六人、七人、

十人、十二人者，分稱四將、六將、七將、十將、十二將等。

「八家將出巡的排列順序主要為，前排挑刑具什役，挑十八

刑具；二排為文差、武差；三排為甘爺、柳爺；四排為謝爺、

范爺；五排為春神何爺、夏神張爺；六排為秋神徐爺、冬神

曹爺，是為八將出巡，為目前最常見的家將出巡隊伍」（石

萬壽，1984，頁 1-2）。 

  八家將是王爺公身邊左右的大將，在陰間執掌查察善

惡、除暴安良的職務。八家將的主要功能與職務，是主神出

巡時，協助緝拿妖魔、捕捉鬼怪，有如人間的檢警人員。因

此家將團最常見於地方上的王爺廟，一方面保護主神，一方

面助於行使職守、保護地方安寧（黃文博，1997）。八家將

擔負著維持當地境內百姓生命安危的責任，分別負責驅逐人

間的疫癘與鎮守地方煞鬼的工作（蔣嘯琴，1998）。 

  家將團在廟會神明繞境或進香活動，無不有其蹤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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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添廟會的熱鬧氣氛外，尚有其他宗教功能，如開路、押

陣、消災、解厄、獻吉祥和安八卦等。現今，凡地藏王、王

爺、關帝、媽祖等神明出巡繞境、進香刈香等廟會慶典活動

時，均有家將團之演出，走在前頭作為開導（黃文博，1997）。 

4. 家將團展演的藝術價值 

  藝陣的演出形式相當符合環境劇場的訴求。藝陣表演者

是和觀眾以及其他工作夥伴直接面對面交流;藝陣的表演空

間與觀賞空間是流動的，所以到處都是表演區也是觀賞區；

藝陣的表演元素可分別突顯、各自成立；藝陣少有既定的腳

本，腳本非唯一的遵循依歸。台灣最草根、最民間的藝陣表

演形式，竟與歐美的前衛劇場概念有幽微的關連性！ 

  「八家將」陣頭即為一頗為嚴肅且具組織性之民俗技藝

活動。隨著寺廟神誕慶典、神明出巡繞境或進香等宗教節慶

活動，經常需要家將團的陣頭表演。八家將其主要功能是保

護主神，協助緝拿妖魔、捕捉鬼怪；另一功能則是保護地方

安寧，維持當地居民的生命安危。家將團在社區性活動中佔

有重要地位，藉由八家將的表演，可表達人們對神明虔誠的

信仰理念及人們內心的各種情感，滿足人們的各種心理需求

（敬神祈福、保衛地方安全等），故傳統家將團的民俗技藝

是相當具有特色與意義的宗教活動。 

 

三、創作研究方法 

  本創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透過實地拍攝、資料收集整

理的方式對包括八家將、什家將、官將首…等家將團角色造

型與展演形式進行分析研究，從中取材出適合於電腦虛擬角

色製作的要素與特點，以此建構出所需的人物角色造型。另

一方面將採取動作擷取（motion capture, Mocap）的方式，

取得人物角色的動作藍本，導入 3D 動畫軟體進行非線性的

修改與重新剪輯。 

  在動畫創作方面，將重點設定在角色造型與動作的展現

上，捨去傳統敘事的框架，而採用影像風格強烈的視覺表現

形式，以「鎮煞驅邪，除瘟逐疫」作為中心概念，以此編寫

腳本，創作雛型 3D 動畫。 

（一）研究問題與假設 

1. 傳統八家將角色的造型元素為何？ 

2. 應用在 3D 電腦動畫上的造型轉化的方式？ 

3. 使用 Mocap 技術擷取家將展演的動作設計與技巧。 

（二）動畫製作流程 

1. 前製作業階段 

（1）資料收集與展演形式拍攝取材：實地拍攝台北地區著

名廟會慶典中家將團的展演，如每年農曆三月、五月

皆為活動的旺季，取得第一手觀察資料。 

（2）動畫腳本設計：動畫上以動作展演為主進行橋段設計。 

（3）角色造型設計：以八家將的基本角色為出發點，但不

拘泥於特定將團與造型，取其具有趣味點之處，並結

合科幻、流行等元素。在設計上兼顧設計感與製作的

方便性。 

（4）場景設計：本次創作以角色造型設計與動作展演為主，

為了突顯主題，場景採用空景，並模擬舞台燈光效果。 

（5）前置動作設計：分析家將展演的基本動作單元，設計

動畫中所需的動作 Clip，以便後續採用 Mocap 取得動

作。 

（6）動態腳本製作：依據腳本與場景設計，決定鏡位與動

線，並依此檢討腳本設計，評估動畫表現效果，並以

此作為未來製作的基本設置。 

2. 動畫製作階段 

（1）角色模型建構：依據角色設定，採用面細分方式製作

模型。製作低面數版本模型作為編輯動畫使用，高面

數精密模型作為最終算圖使用。 

（2）材質處理：根據收集資料拍攝影像素材，作為重製貼

圖的依據。 

（3）骨架設定：配合動態擷取系統，基礎骨架採 FK 骨架，

不另行設置 IK 控制器。另外採用 3DS MAX 的 CS 骨

架作為靜態畫面的作調整使用。 

（4）動作擷取：依據設計，對真實表演者進行動態擷取，

取得角色動作基本的動態資料。 

（5）動畫製作：將低面數模型與骨架導入 Mocap 軟體中進

行動作對應。依照 Animatic 所設定的鏡位與動線，剪

輯擷取動作予以編輯，並整合 Keyframe 動作。完成後

將動作骨架輸入 3DS MAX 中，對應（mapping）到高

解析度的模型進行算圖。 

（6）燈光設定：顧及製作效率與穩定性，採用傳統三點照

明的原則進行燈光設置。 

3. 後製作階段 

（1）分層算圖：顧及製作效率及穩定性，本次創作採用 3DS 

MAX 內建的 Scanline Renderer 進行算圖。將前後景、

人 物 分 層 算 圖 ， 並 分 出 陰 影 、 Z-Depth 、 Alpha 、

Diffuse……等細部資訊，以便後製處理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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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後製合成：將前項的分層予以整合處理，並加入特效

等後期效果。 

（3）音樂音效製作：音樂與音效部分將尋求專業工作室合

作。 

（4）影片剪接輸出：剪接完成之影像素材，賦予影像完整

意義，並依需要輸出不同影像格式。 

（三）造型研究 

1. 家將團視覺元素分析 

  「八家將」雖名「八家」，實際上成員頗不一致。民間

習慣上還是都稱作「八家將」，主要是他的「主角」還是八

家。所謂「八家將」基本的成員是指甘、柳、范、謝四爺合

稱「四將」；春、夏、秋、冬四神併稱「四季神」，加起來合

稱「八將」， 而隨著不同地域、流派的傳衍，臉譜、服飾、

法器、以致於展演動作都有許多的不同，實為展現出各地方

民間維持傳統與獨特創造力的表演舞台。 

  本創作研究的造形設計以傳統八家將的基本角色為出

發點，但不拘泥於特定將團與造型，取其具有趣味點之處，

並結合科幻、流行等元素。動作上除保留傳統家將團展演的

動作外，並結合武術動作、電腦特效，產生具有吸引力的動

畫演出。 

2. 角色造型設計 

（1）頭排 

  甘柳將軍在家將團裡的位階較低，因為是排在前面的二

將，所以稱為「頭排」，左右相對，穿青色露肩武衣，甘將

軍露右肩，柳將軍露左肩。外罩肚兜，腰繫板帶。和謝、范

二將（七爺、八爺）合稱『前四班』，是家將團中的重要人

物，主外勤巡捕的工作。 

  甘將軍畫紅黑陰陽臉，左右相對十分鮮明，額頭紋樣取

自八卦。柳將軍相傳是中毒臉譜為不規則造型，為了表現中

毒而死的狀態，將歪嘴大小眼的特徵予以強化。白色為底，

黑色章魚足形紋，並以藍綠紅三色點綴（圖 1）。 

  甘柳將軍所戴的六角武帽，特點為四凹四凸，由上方看

帽體是粗十字型，作工華麗細緻。為了顧及動畫製作的方便

性與風格塑造，在頭盔的造型上只保留外形，細部予以簡

化。頭盔後方的設計混合了綵球與盔甲的造型，呈現科幻的

味道。法器的部分外手持羽扇，內手持戒版。主要變化的是

戒版的紋理，結合了電路與青銅器紋飾，以增加未來感。整

體造型（圖 2）上，頭排二將由於位階較低，故身高上略微

降低，左右相對，排於隊伍前方，展演上呈對稱之勢。 

甘將軍臉譜 柳將軍臉譜 

 

圖 1. 甘柳將軍臉譜 

 

 
甘將軍 柳將軍 

 

圖 2. 甘柳將軍 3D 造型 

 

（2）捉拿 

  謝范二將即民間熟悉的七爺和八爺，為陰司隨從神的代

表人物，形象深植人心，是陰曹地府的捕快，在整個家將團

展演裡面是最重要的角色。通常此二將會由團中身段最好者

扮演，故欲判斷一團八家將是否訓練有素，只要視其謝范二

將的身段即可明瞭。前四將的服飾皆為半甲輕便武衣，唯謝

范將軍的衣著穿法在八家將與什家將系統上不盡相同，恰好

相反。本創作研究中選擇八家將系統的方式，將謝范將軍的

露甲方向對調，以增加變化性。 

• 謝將軍：謝將軍就是我們熟知的七爺（白無常），又稱大

爺。相傳是白鶴轉世，身材高瘦，武功高強，是所有角

色中招數最複雜的，故由家將團裡面動作最好的成員來

扮演。謝將軍臉型刻意拉長，雙眼上吊，嘴角下垂，顯

得陰森駭人，以符合傳統白無常的形象。白底黑蝙蝠花

紋貫穿臉部，額頭原書一紅中，改為紅色蝠紋。拉長的

下巴部位，也加上同一紋飾（圖 3 左）。身著白衣高帽，

上書「一見大吉」，手持法器為枷鎖或火籤。身材刻意的

拉長，更能表現出大開大闔的動作。爲了避免白色衣物

顏色過於單調，將服色設定為灰綠色，左右手採用不對

稱的造型變化，持法器的內手改為重甲手套（圖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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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謝將軍臉譜、手甲、3D 造型 

 

手持變形的魚枷，倒 A 字形簡化的造型，更顯流利以強

調其功夫高強。謝將軍的頭盔做了比較大膽的設計，僅

取其神韻，把招牌高帽改成流線的科幻造型，像是機械

體的頭盔。一見大吉的字樣則顯示於高帽內部的電路上

（圖 3 右）。 

• 范將軍：范將軍則是常稱的八爺（黑無常）。著玄色衣服，

頭戴四角方帽，上書善惡分明。范將軍頭盔採用什家將

系統上寬下窄的方帽造型。范將軍頭部的比例也較其他

角色來的大，臉型成方形國字臉，凸顯下顎的比例。黑

底白睛襯上兩頰豪邁的火焰紋，鼻樑、嘴巴以白色打底，

額頭書一王字（圖 4 左）。身著深藍色武衣，露右肩。雙

手設計成大型化的盔甲手套，增添其威猛氣勢。所持法

器為方牌加鎖鏈，上書「善惡分明」四字（圖 4 右）。相

傳是黑猴轉世，身材矮胖，個性火爆，通常是黑臉畫火

焰紋。在身形比例上，放大上半身強調矮壯的特質    

（圖 4 下）。 

 

  

 
 

圖 4. 范將軍臉譜、法器、3D 造型 

（3）四季大神 

  四季大神排在隊伍的後方，統稱「後四季」，即民間常

謂的四季審堂。在神格上比前面四將（前四班）來的要高。

四季大神的差異在於臉譜、服色與手持法器不同，其餘部分

多為相同，動作上是四人一組的行動。 

  此四將的職責和甘柳謝范四將不同，甘柳謝范負責主動

的出外巡捕，而四季審堂則是在主神開堂審案時在一旁協助

拷問者，四季審堂不論在服色或臉譜方面都是依照著中國五

行的觀念而來，而其法器也皆和審問拷打時有關。 

  臉譜的部份，八家將和什家將系統在春夏大神的形制上 

是相反的，在八家將系統中春大神畫蓮花臉，而夏大神畫葫

蘆臉，什家將系統則是顛倒過來，而秋大神鵬鳥臉，冬大神

虎臉較無爭議。 

  服色部份也有不同說法，在考量後決定採八家將系統的

臉譜，而春大神著紅衣，夏大神著藍衣，不過為了增加顏色

的變化，把春大神的顏色改為紫紅色，意外有著不錯的效

果。秋大神以青色為主色。冬大神以黃色為主色，配合老虎

的顏色，膚色也呈黃褐。四季神的位階較高，服飾上更為華

麗，只是採用官袍一方面不易動作，另一方面風格不是很搭

配，最後決定採用「官將首」的坎肩（背心式的武甲），加

上雲肩（肩甲），雖然不若官服華美，但是整體感較好，也

方便動作展演。 

  四季神的臉譜基於考證後做了比較多的自由發揮，春大

神的臉譜（圖 5 左）以蓮花為主題，配合服色以紫紅色為底，

除了在額上、下巴、兩頰有蓮花紋樣，由鼻樑向外衍伸又是

一個大的蓮花圖騰。右手提花籃法器（圖 5 右）。3D 造型如

圖 5 下。 

  夏大神臉譜以葫蘆為主題，打藍底，額上一倒吊葫蘆，

兩側各有一個葫蘆直指眉心（圖 6 左）。法器部份，夏大神

原持火盆，改成提燈（圖 6 右）使外型更加顯眼，但也保留

「火光」的意象。3D 造型如圖 6 下。 

  秋大神畫鵬鳥臉，在這裡把臉部實做出鳥喙，兩側則是

羽翼狀的花紋（圖 7 左）。手執金瓜鎚，鎚體混合金色與綠

色，青銅器花紋與科技感強的機械構造（圖 7 右）。3D 造型

如圖 7 下。 

  冬大神畫虎面，頭形亦實作出來，額頭則是虎尾的花

紋，鬃毛向外衍伸（圖 8 左）。手持蟒蛇以作嚇阻用，把蛇

的尺寸誇張化，更顯四季神的魄力（圖 8 右）。3D 造型如   

圖 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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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春大神臉譜、花籃、3D 造型 

 

  

 
 

圖 6. 夏大神臉譜、提燈、3D 造型 

 

四、創作過程 

（一）動態擷取流程 

  本創作研究採用的動態擷取系統為國立台灣藝術大

學，於民國 93 年所建置的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光學

式數位動態擷取系統，它是目前全世界使用最廣泛的擷取系

統。茲以本系統為例，說明動態擷取的作業流程。 

1. 系統建置 

  建置一套動態擷取系統基本上由三個層面組成，第一個 

 
 

圖 7. 秋大神臉譜、金瓜錘、3D 造型 

 

  

 
 

圖 8. 冬大神臉譜、蟒蛇、3D 造型 

 

是擷取資料的硬體設備，第二個是處理資料的應用程式，第

三個是擷取的空間，必須要三個層面緊密的配合才能取得正

確的擷取效果。 

2. 前置作業 

  表演設計的工作必須要動畫導演、動作指導、演員和技

術指導互相討論而成，在擷取工作之前，就能就表演內容作

分析決定擷取工作的運作，並且進行排演並視需要準備道

具、場景。前置作業越完整，實際進棚錄製的效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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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擷取動作 

  光學式動態擷取的流程可分為即時擷取及非即時擷

取。非即時擷取屬於離線式（off-line）的流程，擷取時先儲

存所有光點的位移資料，待動作完成後再進行後續的處理分

析，最後解算成動畫角色的動作。非即時擷取的優點是能後

續進行自動或手動的修改，以修正有缺陷的擷取資料，是故

對動作的限制小，精密度更高，通常應用於動畫電影、遊戲

的角色動作擷取，本創作研究採用的即為非即時擷取流程。 

4. 整修資料 

  非即時擷取第一個階段得到的是所有光球的位置，受演

出動作、環境等因素所影響，得到資料常有若干缺陷，必須

要經過後續的修整才能運用在角色動畫上。整修資料是動作

擷取流程中最花費時間的專業工作。 

5. 資料轉換 

  擷取資料修整完成後，檔案所記錄的資料為所有光點的

座標移動，必須再進一步解算成階層式骨架的關節旋轉量以

便後續的應用。雖然不同的擷取系統與後端軟體，都有各自

專屬的檔案格式，但基本上動態擷取最終產生的資料敘述皆

為階層式記錄每個關節的旋轉量的順向關節結構。依照這樣

的結構，輸入到 3D 軟體中後還原或對應到各種不同的骨架

系統上，即可進行後續的應用。 

（二）展演動作設計 

  在台灣的家將團因應宗教慶典的展演，可視為宗教舞蹈

表演之重要指標。就舞蹈的觀點而言，家將團其表演的方式

以行列行進，在廣場上作演出，實為民間舞蹈的基本形式，

舞隊的隊形變化及陣法的結合即形成武舞的形格，而其演出

的動機與目的皆與宗教活動相關連，所以家將團是一個民間

宗教性的武舞表演（蔣嘯琴，1997）。 

  家將團的展演隨不同地域、師承派別、而呈現一定程度

的歧異，就算是相同將團在不同的地點、情境之下也常會有

不同的演出。基本動作，如行進、轉身、勾腿等較為單純，

而陣法的展演確多屬各家不傳之秘，一般人難窺其奧秘，更

難見諸於文字，目前探討家將的專書中，亦只有概論性的介

紹。 

  本研究主要以參考實際拍攝資料作為動作分析的藍

本，參酌文字資料為輔，綜合上述文獻，可歸納出家將團展

演的動作主要能分為行進間與廣場空間兩種動態類型： 

1. 行進式 

  在蔣嘯琴的研究中指出家將團的舞蹈是採民間舞隊的

形式．演員在行進間表演，步法分八字步，即虎步和七星步。

八字步用於出巡行走，七星步則為攻擊時之步法。家將團在

出軍行進間的表演形態除了步行之外常會因應地理環境之

不同而做步伐的適度調整，其中異於步行方法者有落路、龍

虎包、玲瓏走及捉欽犯等四種較有代表性之表演形態。 

2. 廣場式 

  家團最重要的陣法展演，大多選擇在廟埕做完整的演

出。陣法的展現主要在於方位腳步的移動，不管是頭、二排

四將操演及加入四季大神八將合演，都在虛擬七星、八卦之

天體卦象，在廟埕廣場主演卦象陣式時，除了以不具殺傷力

的吉祥陣法向諸神參禮外，遇到特殊狀況如應付攻擊與圍捕

的時候，也會變換出各種的陣法。 

（三）動態擷取紀錄 

  本創作研究計進行兩次正式邀請演員的擷取工作，以及

多次測試擷取與增補動作。第一次正式的動態擷取，主要是

擷取武術的動作，作為未來角色動作的動作素材，另一方面

也是第一次嘗試複雜動作的抓取，累積經驗作為未來改進的

參考。擷取演員為台藝大武風國術社的李彥宜，李彥宜修習

國術多年，能夠找到動作一流的表演者，動作擷取已經成功

了一半。 

  為了配合家將展演的動作，相對之下較為陰柔、有許多

轉身旋轉的表現，在演練的幾套拳路後，發現八卦掌的動作

頗為契合，也是以圓周動作為主，但是又不似太極那麼柔

軟，招式動作仍然有其勁道的表現，所以決定以八卦掌為主

要的動作表現（圖 9）。另外也抓取一些八極拳的動作，一

方面增加變化，二方面八極的動作比較單純而剛猛有力，後

續資料處理比較容易。 

  在累積武術動作的擷取經驗後，進行家將展演動作擷

取。演員邀請到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的張根榕同學示範演出。

輔大宗教系陣頭由學生自發性的成立，自 2002 年成立迄 

 

 
 

圖 9. 八卦掌擷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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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同學的戮力經營下應邀參與各式演出，包括什家將、

官將首以及跳鼓陣，亦逐漸受到地方上的認同，期望由「大

學生跳陣頭」來喚起社會重新認識民間信仰的傳統與意義。 

  由於場地空間限制，僅能進行單人動作的擷取，家將展

演精華的走位擺陣，必須要分解成個別動作，進入動畫軟體

中組合，也因此演員表演的程度難捏分外的不易。張同學學

習的動作屬什家將系統，示範了不同角色的展演動作。張同

學表示所示範只是基本的動作，更為複雜的展演實為各陣頭

師傅不傳之秘，旁人難以窺見。 

  完成動作擷取工作，將修整過的動作予以分析，列出可

使用的動作，成為動作素材庫。由於家將展演的主要形式是

體現在陣法的變換，各角色依方位移動形成陣形，動作和動

作之間的連接方式在於腳掌的定位，故動作素材必須注意左

右腳的位置，以免造成銜接的問題。 

 

五、創作作品 

（一）落路進場 

  落路為家將出巡時的基本步法，用意如同正步，八將採

一致步伐前進。四季大神外手持扇，內手持法器，隨步伐擺

動雙手，持扇外手劃圓弧，持法器內手向中抬平，雙腳外八

向外跨步，身體重心移轉。本次擷取的資料穩定，也將作為

落路的基本動作。完成圖例如圖 10。 

（二）龍虎包 

  龍虎包屬行進式的演出，各將交叉向斜前方以小碎步跑

位，至定點勾腿轉身 180 度繼續交叉前進，移動軌跡成「ㄑ」

字形，最後到定位停止擺步。受擷取空間限制，僅能進行三

次短距離的往返動作。完成圖例如圖 11。 

（三）三粒四角 

  三粒四角為常見的基本陣法，頭排的三粒動作，左右相

對稱，戒板交擊，擺步下沉，持扇外手先以扇遮面，緩緩往

前平伸至定位作一個頓點，開始搖頭晃腦。完成圖例如    

圖 12。 

（四）坐杯演武 

  七爺演武的部分採用八卦掌的動作，八卦掌為圓周繞圈

走位的拳步，腳步、動作同時都有各自的圓周，擷取難度高，

後續修整亦相當不易。由於八卦掌是空手展演，加入手持法

器的時候必須要調整動作的間距，以及避開七爺的高帽。完

成圖例如圖 13。 

（五）四門陣 

  四門陣為常見的陣法名稱，在這裡將四門陣設定為四季

神集體展演動作。本擷取動作包含一次轉身後弓步，作為後

續修整的基礎動作。此外亦混合了部分八卦掌的動作，作為

四季大神個別展演的動作，以展現四神的法器與臉譜，同中

求異異中求同的變化趣味。完成圖例如圖 14。 

 

(a) (b) 

(c) (d) 
 

圖 10. 落路進場完成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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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11. 龍虎包完成圖例 

 

(a) (b) 

(c) (d) 

 

圖 12. 三粒四角完成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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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13. 坐杯演武完成圖例 

 

(a) (b) 

(c) (d) 
 

圖 14. 四門陣完成圖例 

 

（六）八卦陣 

  八卦陣為八將集體展演動作，重點擺在各將走位所表現

的方位罣象，動作取樣自甘柳「花三粒」為主，為一前後折

返轉身動作。完成圖例如（圖 15）。 

（七）擺陣結尾 

  結尾擺陣動作為之前動作的整合運用，各將依不同方位

向中央移動，擺出陣勢，前四班在中，四季神分列左右完成

動作。完成圖例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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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一）創作研究發現 

1. 角色創作結合動態擷取 

  角色動畫中角色的表演都是透過動畫師的逐格製作而

成，動畫師也被稱為「沒有聲音的演員」。而採動態擷取製

作的角色動畫，動作來自真實演員的表演，不經過動畫師的

詮釋，將角色動畫中「表演」的成分，由動畫師的手中交還

到演員的身上，讓演員扮演動畫中表演者的角色。 

(a) (b) 

(c) (d) 
 

圖 15. 八卦陣完成圖例 

 

(a) (b) 

(c) (d) 
 

圖 16. 結尾擺陣完成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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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技術的進步，動態擷取技術能更忠實傳遞演員的

「演出」，而不僅止於「肢體動作」。角色演出的關鍵是怎樣

塑造角色的個性形象，手段需服務於動作設計的需要，動態

擷取技術能夠更完美實現對角色動作真實再現的要求，使用

恰當準確的技術，不僅能使視覺效果接近完美，還能事半功

倍。而動態擷取得到的動作，就像是一種新的素材，透過如

同非線性剪輯般的組合、調整，能更快速地創造出高品質的

角色動畫，應用在接近寫實造型的角色上，如本創作研究的

家將造型以及真實展演取材，便是適合的選擇。 

2. 動作設計要點 

  動態擷取的優勢在於表演來自真實演員的動作，演員的

表演決定了未來動畫角色的動作，雖然可以透過後期結合關

鍵畫格動畫來修正，但是演員一分鐘的動作，卻可能要花上

動畫師一天的時間來製作，且不易達到同樣效果。事實上一

切技術問題，都該是為呈現完美動畫效果來服務，動態擷取

的動作設計也以服膺表演需求為主，編輯應用與技術問題為

輔，而製作計劃決定了擷取效果的成敗，試提出三個考量的

要點： 

（1）表演需求 

  動作擷取的主要目的是將演員的表演動作真實準確的

轉換成數位資料以應用在電腦動畫等用途上，也因此特別適 

用於擬真性的虛擬角色。演員的表演動作，決定了未來動畫

角色的演出，故第一要務就是找到適合的表演者。演員除了

有專業動作的表演能力外，必須有配合度、想像力，才能順

利演出虛擬角色的動作。而如何在系統限制下順利展現演員

的表演動作自然是最重要的考量。 

  在許可範圍準備道具或簡單的布景，強化演出的真實

感，簡單的道具也會比憑空比畫來來的有效果，若虛擬動畫

角色的造型特殊，能穿戴戲服改變身形，以避免擷取動作的 

穿透，並且強化演員的感覺。若進行高難度或危險動作擷

取，則必須規劃安全防護措施......甚至長時間擷取演員的體

力負荷，也都是必須先期計畫與準備的要點，並且須視片場

時況做調整。 

（2）編輯應用 

  考量擷取動作的後續應用，後續資料處理方式也有所不

同，這在製作規劃的階段也必須一併的考量。電腦動畫具備

方便修改、資料累積、非線性編輯...等特點，在設計動作時

也要考量到如何能方便後續作業為佳，例如將動作分解成一

段一段的素材片段（clips），分段擷取以提高成功率與效率，

並且減低後續整理資料的負擔。 

  某些擷取不易的危險性動作，如摔倒、墜落、受打擊等，

現在亦出現了基於物理動態模擬的虛擬動作擷取軟體，大幅

減低了擷取的成本，亦是可以考量的解決方案。 

（3）系統限制 

  熟悉系統的優缺點並且提出建議方案，是動作擷取技術

指導的基本能力。即使光學式擷取已經是現階段最先進的系

統，但仍存在著不少的限制，例如場地的大小與攝影機的數

量影響著演員動作的空間與同時進行表演的演員數，必須要

妥善的分配。 

  如固定於演員身上的反光球，在進行翻滾撲跌等動作時

極容易脫落，光球太靠近、遮蔽等狀況都會影響擷取的效

果，必須要修正演出動作或是另行設計不同的光球配置方

式。 

3. 應用 Mocap 製作的優勢 

  動態擷取並不是一個完美的動畫工具，同樣具有很多技

術條件與功能上的限制，甚至有許多的動作是不可能達成

的，舉例來說，如超出人體限制的誇張動作，就不是動態擷

取的強項所在。 

  也因此動態擷取動畫也不是為了取代傳統關鍵畫格動

畫而出現，而是提出了另一個選擇，具有快捷、準確、真實、

等特色的解決方案，同樣的也是傳統動畫手段所難以達到

的。對於一個動畫創作者來說，必需衡量得失，因應動畫效

果選擇最適合的解決方案，而非拘泥於藝術或是科技之類的

迷思之中。 

（1）真實動作 

  快速實現複雜無規律的長時間動作是動態擷取的一大

優勢。傳統關鍵畫格動畫裡，由於動作都是由動畫師逐格調

整的，這樣的製作工作相當的繁瑣與複雜，需要大量的製作

時間且不易修改。同樣的角色，由不同的動畫師來調整呈現

出來的質感也不完全相同，可以說角色表演動作的好壞最重

要取決於動畫師的能力，其次才是軟體工具的問題。 

  以動態擷取為基礎的動畫製作系統則改變了這個狀

況，它對演員、運動員和舞者的動作進行捕捉，演員即時演

出的動作流暢自然，不需動畫師重新進行製作。這些動作都

是非常微妙而具有特色的。由於它記錄的是物體的實際運

動，所以動作精確，效率極高，應用在動畫上的效果非常逼

真，特別適合用於擬真造型的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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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作資料庫 

  動態擷取的資料，由於是三度空間中的動作，沒有傳統

平面素材的角度限制，而數位化的格式，可以重複的使用而

不會有失真的困擾。例如走路、跑步...等常見的基礎動作，

只要收錄一次，下次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立即的套用在不同

的角色上，這樣的特點在進行大規模的背景角色時特別的方

便。 

  這樣的素材，也有加值利用的空間，如本次擷取的家將

展演動作，未來也可以提供民俗研究上使用，也可以套用到

其他的動畫角色進行不同的用途。 

（3）易於量產 

  一部電腦動畫的產出，在製作期最耗費人力的工作即為

調整動畫的階段，且人力素質的要求也是最高的，若是需要

大量的動作，在有限的時間和預算內，投入大量動畫師以關

鍵畫格製作，成本將居高不下，動作品質受限於動畫師的能

力，容易出現品質不一，表演風格不連貫的問題。 

  以本創作研究為例，使用動態擷取技術，扣除前製作

業，正式錄製動作的時間總計只有兩個工作天，收錄的動作

長度卻已超過十分鐘，若以一名職業動畫師的工作量來衡

量，可能要超過一週的時間。由於都是來自真實演員的表

演，動作的連貫性也較手調動畫來的穩定。 

  若是製作期程短的電視影集，使用動態擷取技術取代手

調動畫，一方面有效縮短動作製作的時間，二方面能減少對

動畫師的需求以降低成本，動態擷取在產出效能上有確莫大

的優勢。 

（二）未來發展與建議 

1. 民俗英雄角色發展 

  以「八家將」為代表的各式將團，是發源於台灣在地的

英雄形象，本研究僅能就八家將的角色造型與動作展演進行

雛型電腦角色動畫的創作。雖然成果未臻完美，但在研究創

作的過程中，卻也受到許多正面的回應，尤其是來自文化面

的將團文化與數位科技面的電腦動畫結合這概念的無限可

能性。 

  台灣動畫市場未來必須朝「原創」發展才有向上提升的

機會，但是「原創」並不是紙上談兵，不投資哪來的獲利機

會。我們深以為與其孤注一擲，集中資本希望能做出超越迪

士尼的動畫鉅片，不如將同樣的資本，鼓勵許多原創的題材

的發展，透過發展的過程中，找出最具潛力的種子。 

  本創作研究的成果只是拋磚引玉的第一步，在未來希冀

能繼續發展角色的性格與故事，以其運用在動畫電影、電玩

等數位內容產品之中，發展出更多屬於在地的文化加值特色

以及商業價值。 

2. 動態擷取經驗累積 

  動態擷取的技術在近年來已經相當普及，但是動輒千萬

的設備，除非是相當規模的動畫公司否則難以負擔，更別說

是一般動畫工作者，頂多也只有使用動作擷取資料的經驗。 

  由於動態擷取包含了大量的軟硬體操作，在研究過程中

深深感到國內在這方面的資訊仍然相當零碎與匱乏，大部分

的解決方案也僅止於試誤得來的經驗法則。事實上執行動態

擷取工作為包括電腦圖學、動畫製作、片廠實務、表演...

等各面向的經驗與知識的集合，期望本研究能夠提供未來從

事運用動態擷取系統進行動畫創作的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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