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NOw Stage sessions 演唱會VR製播流程結案報告      

摘要

「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為台灣公共電視於2016年年製作之網路路直
播節⽬目，該節⽬目除於網路路直播演唱會演出外，同時也在直播後提供360°虛
擬實境(Virtrual Reality, VR)全景影⾳音，藉此實踐⼀一源多⽤用的製播⽬目的。本
報告以該演唱的製播流程為個案，從中比較360°VR與傳統電視影⾳音製作
的差異異，進⽽而其製播流程如何從中建立出製播流程，亦探討作從傳統電視
作業轉為360°虛擬實境影⾳音改編策略略之限制與突破⽅方式。⼯工作團隊發現，
若若仍採⽤用電視製作流程的環境與條件，實際上並不利利於360°虛擬實境影⾳音
的拍攝。對此製作者從前測拍攝中先⾏行行找出改編策略略，並從實務拍攝與後
製作業中，找出另⼀一套製作流程，進⽽而增加360°虛擬實境影⾳音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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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360°全景的畫⾯面可追溯 1787 年年，由英國畫家 Robert Barker 將其畫作展⽰示在⼀一座圓柱的
表⾯面進⽽而建立全景(Panorama)的影像概念念，⽽而Barker⼜又在1792年年於倫倫敦的Leicester廣場展
出全景畫作，此畫作讓參參觀者被⼀一幅連續不斷的畫作所包圍進⽽而產⽣生「沈沈浸(immersive)」
效果。直到1843年年，M. Garrela 發明了了第⼀一部可依照軸⼼心旋轉的360度照相機，全景照相機
⾄至少有150年年歷史，當時上市的相機都可以記錄⾄至少 110 度或呈現完整 360 度的照片。進入
20世紀後，2004到2007年年期間，Google 公司陸續提供了了地圖街景服務，藉由多鏡頭攝像機
完成各城市街道的360度全景圖像。⽽而到了了2008 年年，國際⼤大廠陸續推出360度的數位影像拍
攝設備，不僅可拍攝靜態影像更更能⽀支援動態攝影，故就此開展了了相關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的服務應⽤用。根據⽜牛津字典最新定義，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以下簡稱VR）意
指⼀一種由電腦創建產⽣生出之仿真影⾳音，使⽤用者則可使⽤用偵測⼯工具影響影⾳音的變化。VR科技
最早起源於1960年年代，當時主要應⽤用在軍事演練，藉由模擬戰爭場景藉以充實軍備，直到
1980年年晚期⽅方開始應⽤用在⼤大眾娛樂，但當時的設備簡易易且影像品質不佳，畫質且操作流暢
的設備⼜又過於昂貴，產品兩兩極化的發展並不利利於VR相關產品的普及。 

    依照不同的硬體設備與軟體設計提供使⽤用者不同的影⾳音效果，藉此讓使⽤用者經歷不同的情
境體驗。參參照麥克魯魯漢的觀點，⼈人的⾝身體本來來就是⼀一種傳播介⾯面的基礎原型，實體世界便便是
內容，⼈人們得底透過⾃自⼰己的⾝身體接收這些內容，對於麥克魯魯漢⽽而⾔言，⾝身體以外的媒體皆為⼈人
類五感的延伸。(McLuhan, 1966)。Frank Biocca與Mark R. Levy兩兩位學者沿⽤用麥克魯魯漢的
學說，分析VR結合了了時下既有科技（諸如電視、電腦與電話）使其更更能接近且強化作為延
伸⼈人類五感的媒體功能，進⽽而實踐了了VR作為⼀一種讓⼈人們可以經歷⾃自⾝身從未（或無法）體驗
情境之技術。因此VR的技術發展，將會朝向思考，VR的演進如何讓作為傳播基礎原型的⼈人
體，可以⾝身歷其境的沈沈浸在VR所打造的虛擬空間之中，諸如VR穿戴裝置的設計、空間⾳音
效、使⽤用者⾏行行為感知。Frank Biocca與Ben Delaney(1995)則按照當時的VR硬體設備，歸納
出不同的VR影⾳音技術以及所能產⽣生的虛擬實境效果，包括：

                                              表1 VR技術與虛擬實境效果整理理

資料來來源: Biocca與Delaney(1995,p 59)

設備類型 說明

視窗系統
虛擬的⾏行行動電腦視窗，並配合3D互動介⾯面，使⽤用者可配合立體眼鏡配合硬體設
備操作虛擬介⾯面

鏡射系統
使⽤用者透過投影，看到⾃自⼰己的實像出現在虛擬世界中，將有專⾨門的影響設備紀錄
使⽤用者的動作，並藉由電腦運算將使⽤用者的動作交疊在電腦動畫中。

⾞車車載系統
使⽤用者可能置⾝身於座⾞車車或其他運輸⼯工具中（如坦克、⾶飛機，甚⾄至太空船），使⽤用
者藉由控制此運輸⼯工具並配合投影，獲得虛擬實境的效果。

洞洞穴系統
使⽤用者置⾝身於某密閉式空間，空間配有投影⽽而讓使⽤用者獲得虛擬實境的效果，有
時使⽤用者會搭配3D眼鏡以強化體驗。

沈沈浸式虛擬實境 使⽤用者穿戴不同類型的顯⽰示器（如頭戴型顯⽰示器）並直接獲得虛擬實境特效。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使⽤用者透過穿戴裝置的中介，在現實世界中看到虛擬實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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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述分類，不同的硬體設備與裝置會有不同型態的虛擬實境效果，但虛擬實境⼜又與擴增
實境存在著差異異，主因虛擬實境是透過情境的虛擬重建，將使⽤用者帶入不存在或無法觸及之
空間，⽽而擴增實境則是創建出虛擬物件，並將其置入在使⽤用者的現實世界中。簡⾔言之，虛擬
實境是將使⽤用者帶入虛擬情境，⽽而擴增實境則是將虛擬物件帶入真實世界之中。

  根據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在2016年年所發表之「台灣VR/AR產業調查報告」，VR/
AR產業可區分為「關鍵元件」、「⽣生產製造」、「產品服務」、「發⾏行行銷售」、「終端客
服」，共五個區塊（如下圖）。

  圖⼀ 台灣VR/AR產業鏈
   
   綜觀2016年年的發展，各式穿戴裝置及相關應⽤用軟體陸續推出，台灣產業界也喊出2016年年
為VR元年年的⼝口號，⽽而主要⼤大廠所推出的VR裝置（例例如宏達電 、⾕谷歌 、三星 、新⼒力力1 2 3 4

等），則多偏向沈沈浸式(immersive)虛擬實境系統，消費者需要穿戴特定類型的穿戴式裝置
（如VR眼鏡）或是穿戴式顯⽰示器（如HTC VIVE 或 Oculus Rift ），⽅方能體會到虛擬實境的
特效。⽽而本研究則將以透過VR影⾳音實務拍攝經驗為個案，探討虛擬實境拍攝技術於跨媒介
敘事應⽤用的可能性，並從中探討其製作流程以及相關限制。 

其產品為HTC VIVE。1

 其產品為Day Dream與CardBoard。2

 其產品為Gear VR。3

 其產品為PS4 遊戲機 V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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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虛擬實境影⾳音發展背景
 Ruotsalainen與Heinonen在「媒介⽣生態與未來來⽣生態社會」(Media ecology and the future 
ecosystem society)⼀一⽂文中提到網際網路路對於媒體⽣生態的影響，兩兩⼈人認為，網際網路路是⼀一種
整合⽂文字、影像、聲⾳音、影像的多媒體，整合後並可同步提供線性與非線性的服務，這種特
性除了了將影響⼈人類彼此之間的傳播⾏行行為外，亦改變媒體的產製模式，進⽽而影響整體社會⽂文化。

⼀一、從全景攝影到虛擬實境(VR)
 ⽽而「內容傳輸網路路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技術的成熟，則催⽣生網路路影⾳音內容
的多樣化。CDN技術起源於1991年年，由⿇麻省理理⼯工學院的Tom Leighton所研發，藉以解決網
路路壅塞的問題。CDN可被視為透過網際網路路相連的電腦系統或稱「節點(node)」，結點之間
可相互傳遞內容，藉以提升使⽤用者下載影⾳音速度，穩定收看品質，創造最佳化的使⽤用者經驗。
 

  1991年年⾄至2001年年期間，各類型的網站紛紛出現於網際網路路上，對應出CDN的需求，進⽽而
讓CDN轉⽽而成為網路路⽣生態鏈中的⼀一環，因此便便有以CDN為服務本體的公司⾏行行號出現。然⽽而
2001年年也是網路路泡沫化的⼀一年年，當⼤大量量的網站公司結束營業後，CDN的需求也跟著減少，
不過卻也奠定CDN作為網際網路路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角⾊色。

    隨著⾏行行動寬頻上網與寬頻固網服務的興起，⾼高速上網讓網際網路路服務的潛⼒力力⼤大增，⽽而CDN
的重要性也因此再次被重視。以台灣為例例，2015年年全國可上網的家⼾戶為749萬⼾戶，⽽而平均下
載速率為39.1Mb（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據此，穩定網路路頻寬與CDN技術的成熟，
催⽣生出穩定的媒體產業鏈，進⽽而產出更更多樣化的影⾳音服務類型。

   網際網路路的興有助於VR影⾳音服務流通與擴散，包括CDN技術⽀支援影⾳音服務的存取，寬頻
網路路的普及則促成影⾳音服務的快速流動，因此使⽤用者相較於過去，可更更輕易易的接觸到VR應
⽤用服務，如現有播放平台，除了了有客製化播放系統廠商供應企業對企業(B2B)之解決⽅方案
外 ，第三⽅方免費VR播映平台則以Facebook與YouTube為兩兩⼤大主要平台，其中Facebook提5

供2K畫素等級的VR播映畫質，YouTube則⽀支援4K畫素播映畫質，兩兩平台在2016年年12⽉月底
前，已陸續提供VR影⾳音的直播功能 。6

 所謂客製化播映平台，是指藉由播映程式使其網⾴頁（站）具備360°VR影⾳音播放之功能。5

 諸如2016年年⾦金金⾺馬獎，便便由數字王國公司於YouTube平台上進⾏行行⾦金金⾺馬獎頒獎典禮的VR直播（台北⾦金金 6

  ⾺馬影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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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60°環景攝影的應⽤用現況：各國公共廣電媒體發展現況
  由於VR服務的應⽤用很廣，配合研究主題，本報告將聚焦在360°VR影⾳音的應⽤用。本研究擬
探討之VR，是指利利⽤用360°全景攝影機拍攝並建立起之擬真的虛擬環境，使⽤用者除了了能在看
到無死⾓角的環境成像外，若若配合穿戴式裝置，便便可模擬逼真的空間感，並獲得沈沈浸式的影⾳音
體驗。

   在360°VR影⾳音內容產製⽅方⾯面，則開始有傳統的廣播電視業者跨⾜足製播，如諸如法國公共
電視台(France Television)以360°VR直播2016年年Roland Garros網球公開賽，並多⽅方上架於
YouTube與官⽅方⾃自製網址供使⽤用者收視，藉以推動本國重⼤大體育賽事活動(Paoli-Lebailly, 
2016)。

  德國ZED則成立「ZDF VR (vr.zdf.de)」專網，其網站採⽤用360°VR影⾳音客製化影⾳音播放系
統，，可確保流暢且⾼高品質的收視經驗。⽽而ZDF的360°VR影⾳音內容則有⾃自然地景表現與⾳音
樂演出。在⾃自然地景⽅方⾯面，ZDF與其⼦子公司Terra X合作拍攝紀錄片 Vulkane火⼭山爆發
(Vulkane in 360)。該影片結合實境拍攝與需擬動畫，觀眾只要戴上VR頭盔（或眼鏡）便便彷
彿親臨臨於火⼭山中央，得以近距離了了解火⼭山爆發的過程以及對周遭環境的影響(Film TV Video, 
2016)。

   最後，公共媒體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operation，以下簡BBC）的研究
發展部⾨門（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多⽅方嘗試各種類型的VR短片，諸如
「皇家⼤大閱兵(Trooping the Color)」，可讓觀眾以英國女皇的視⾓角，觀賞皇家閱兵的場景。
此外BBC於2016年年與Google DayDream合作推出VR互動動畫「The Turning Forest（中
譯：翻轉森林林）」。本片亦參參展於紐約「翠⾙貝卡影展(Tribeca Film Festival)」(BBC, 
2016)，事實上2016年年度的翠⾙貝卡影展設置有VR影⾳音專區，且超過有20部VR影⾳音參參展，其
中有16部影片為全球⾸首映，顯⽰示VR影⾳音已逐步成為產業趨勢。

  台灣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金會（以下簡稱公視）則於2016年年與⽂文化部簽訂「105
年年度超⾼高畫值⽰示範製作中⼼心及創新應⽤用計畫」。本計畫包括發展製播超⾼高畫質(Ultral High 
Defination Televsion)電視節⽬目內容，⽽而在「收視服務創新應⽤用」項⽬目之「新媒體技術應⽤用
服務」⼦子計畫中規劃製作360°VR影⾳音，除了了解本技術應⽤用潛⼒力力外，並期待透過廣播電視、
網路路新媒體產業之跨界合作，藉以提供國⼈人嶄新的收視體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
⾦金金會，2016）。本研究將以該⼦子計畫為個案研究，探討相關VR應⽤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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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參、報告架構
本案的製作流程，可區分為「前測期」、「製作期」、「後製期」三階段，本報告將依此撰
⽂文架構。

圖⼆ 本報告撰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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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傳統攝影到VR攝影：「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的製作流程
  本章節將探討「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的製作流程，並從中反思以「⼀一源多⽤用」的
節⽬目製作理理念念是如何貫徹並落落實在製作流程之中。檢視整體的製作流程，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包括：前製期、製作期，以及後製期。以下將依照這三個階段，分別講述「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的製作流程。

⼀一、前測期
  在正式製作VR影⾳音之前，製作團隊曾進⾏行行前測試驗，錄製之內容為⾳音樂演出，前測所錄製
的演出除了了有360°VR攝影之外，亦同時有傳統電視錄影作業。本場演出為⼤大型樂團⼾戶外演
唱會，地點位於桃園展演中⼼心之藝⽂文廣場，廣場內搭有約2公尺⾼高之舞台，演出者皆在台上
演出。360°VR攝影機則擺設在舞臺與舞台下⽅方前測觀眾區之觀眾區交界處（如圖三）。

                          圖三 置放在舞台與觀眾區交界處的360°VR攝影機
                                    

  由於是全景拍攝，故拍攝的每個⾓角度理理論上應該都要有物件與主體，因此傳統台上台下的
舞台設計未必適⽤用於360°VR環景拍攝。⼯工作團隊原本計劃將360°攝影機置放在舞台中間，
但演出者隨即表⽰示攝影機會影響其演出，故希望⼯工作團隊改變位置。⼯工作團隊隨後計劃將攝
影機置放在舞台與觀眾區的中間處，但由於電視作業本⾝身，已安排⼀一位攝影師以⼿手持攝影的
⽅方式取景，故此安置將會影響電視攝影師之作業，因此最後選擇將360°攝影機置放在舞臺下
⽅方左側（請參參考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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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擺位所獲得視覺成像僅有180度（請參參考圖四），當使⽤用者將360影像旋轉到後⽅方
時，便便沒有物件可供收視（請參參考圖五）。因此亦無法發揮360°VR攝影所能達到的全景拍
攝效果。
                              

                      圖四 擺放在舞台與觀眾區交界處之360°VR攝影機成像（⼀一）

                          圖五 擺放在舞台與觀眾區交界處之360°VR攝影機成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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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工作團隊所獲得的啟發，包括：

• 嘗試打破破傳統的180度舞台線
事實上，360°VR攝影可取景的⾓角度為720度，因此每個⾓角度皆應呈現出內容（或構圖），使
⽤用者在轉動、旋轉畫⾯面時，在不同的⾓角度都可獲得內容。傳統的舞台的設計為演出者在台上
⽽而觀眾在台下，故演出者需朝向（或⾯面對）觀眾演出，這樣的演出配置將犧牲舞台左右兩兩側
的構圖內容，因此當觀眾在收看這類型的VR影⾳音時，仍是只有台上與台下的影像內容可供
欣賞。如此⼀一來來將失去360°VR攝影的意義。

• 需事先與表演團體與觀眾協調拍攝⽅方式
最後，由於360°VR攝影可全⾯面取景，觀眾的參參與及反應也將會是拍攝內容的⼀一部分，因此
如何讓觀眾在表演中⾃自然的表露情緒甚⾄至⼀一起參參與演出，亦為製作團隊應有的準備。

• 嘗試建立傳統電視作業與360°攝影並⾏行行的⼯工作流程
思考兩兩套作業流程並⾏行行的可能。

⼆二、製作期：建立改編者的敘事策略略
   2016年年3⽉月，PIPE LIVE MUSIC（以下簡稱PIPE）提案與公視新媒體部合作「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共計20個場次 。「Know Stage」是取其「No Stage」7

的諧⾳音，顧名思義，本場演唱會是在沒有舞台的狀狀態下演出。No Stage 形式的表演去除舞
台上下、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界線，讓觀眾更更貼近表演者、甚⾄至成為表演的⼀一環，這樣的設
計相當重視表演者現場演出能⼒力力和氛圍的表演形式，觀眾也更更能融入於整個演出中。製作團
隊亦評估這樣的演出形式相當適合360°VR攝影，故提議在網路路電視直播之外可加入此⼀一技
術，藉以實現⼀一源多⽤用的影⾳音應⽤用，全案始於2016年年6⽉月22⽇日啟動。由於該演唱會沒有實際
的舞台，因此製作單位特別針對演出者的有了了特殊設計，另本案在直播過程中，製作單位在
現場擺設360°VR攝影機錄製樂團的演出，但卻遭遇到不同的限制，說明如下。
                          

 20個場次的演出名單請參參閱附錄⼀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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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位設計與限制
 「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是⼀一個沒有舞台的設計的演出，且⼜又須兼顧電
視作業與360環景攝影的拍攝，因此⼯工作團隊共設計出三種站位，包括：
  
1.⾯面對⾯面：演出者集中在⼀一⾯面半圈、觀眾者集中在另⼀一⾯面半圈，兩兩者組合成⼀一個圓。
2.四散：演出者四散在演出場地遊走或站定，觀眾則集中在演出場地中間。
3.全圓：所有的演出者圍成⼀一個圓圈，觀眾與演出者比鄰⽽而立（或坐）。

                       表3  「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的演出站位

資料來來源：研究者整理理

⽽而根據現場實況，不同的站位依舊有其先天與後天上的限制，說明如下：

站位型態 演出樂團

⾯面對⾯面 FLUX、非⼈人物種、傷⼼心欲絕、戰犯、勸世宗親會（共5組）

四散 槍擊潑辣、⾎血⾁肉果汁機、⿊黑錢幫(TGMF)、海海豚樂隊與狗⽑毛 （共4組）

 全圓 川秋沙、沙羅曼蛇、世外桃源、激膚、皇后⽪皮箱、五五⾝身、隨性、張三李四、
漂流出⼝口、DOODLE、王榆鈞與時間樂隊（共11組）

第 �  ⾴頁（共 �  ⾴頁）10 21



1.⾯面對⾯面
 「⾯面對⾯面」是指演出者與觀眾各佔據⼀一⽅方之站位，由於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縮⼩小，因
此直播時不宜將360°VR攝影機置放在中⼼心點位置，以避免觀眾碰撞或發⽣生360°VR攝影機過
度入鏡之狀狀況。此時，⼯工作⼈人員會將360°VR攝影機置放在觀眾後⽅方（如圖六圓圈標⽰示之
處）或演出場地的正上⽅方（如圖七圓圈標⽰示之處）。但因為取景的幅度受限，包括：圖三的
擺位有近180°的比例例是沒有內容可供觀賞，⽽而圖七的擺位則只能看到演出全景的正下⽅方位
置。

 圖六 置放在觀眾後⽅方的360°VR攝影機

圖七 置放在演出場地正上⽅方的360°VR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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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散
  「四散」是指演出者分散在演出場地，部分演出者可以在演出場地中遊走並與觀眾互動。
但為了了避免觀眾碰撞或發⽣生360°VR攝影機過度入鏡，遇到此站位設計時，⼯工作團隊會將
360°VR攝影機置放在演出場地正上⽅方（請參參考圖八圓圈標⽰示之處）。此拍攝視⾓角的⼈人物多
半太⼩小或者有失焦的狀狀態。

                                   圖八 置放在演出場地正上⽅方的360°VR攝影機

圖九 置放在演出場地正上⽅方的360°VR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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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圓
 「全圓」是指演出者以⾯面對⾯面的⽅方式圍繞成為圓形站位，360°VR攝影機多半可擺放在中間
點以取得最佳的視⾓角。然⽽而在直播時段中，由於傳統電視攝影機的擺放位置座落落於各演出者
的後⽅方，並採對⾓角⽅方式拍攝，此時位於中央的360攝影機反⽽而影響電視作業的取景，主因電
視導播考量量構圖美感多有前景設計，為了了提升電視導播設計現場攝影機拍攝前景與後景的彈
性，這時多半會需要透過遮蔽的⽅方式遮蔽360°VR攝影機（請參參考下圖圓圈標⽰示之處）。以
圖⼗十為例例，360°VR攝影機位於中央，但使⽤用漂流⽊木道具將其遮蔽，⽽而在圖⼗十⼀一的場景中，
則需捨棄中⼼心點位置，將360°VR攝影機置放在⿎鼓⼿手側邊的燈箱。

                                   圖⼗十：置放在中⼼心點的360°VR攝影機

                                    圖⼗十⼀一：置放在⿎鼓⼿手側邊的360°VR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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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60°攝影機的成像效果比較
  由於截圖無法完整呈現360°VR的全景樣貌，故提供YouTube平台之永久連結並輔以⽂文字供
讀者參參考。若若讀者是以⼿手機、平板收視，請透過YouTube APP開啟連結，若若讀者是透過桌上
型或筆記型電腦收視，請以Chomecast 或 Firefox瀏覽器開啟連結收視。

1.⾯面對⾯面
• 影片名稱：「360°VR-半圓＿FLUX_ 這裡 」
• 影片長度：03:52
• 連結與QRCODE： https://youtu.be/CTC_3DzsDSE

  從影片中可發現，使⽤用者能轉動且看到演出的影像僅接近180度（如圖⼗十⼆二），觀眾後⽅方
幾乎沒有影像可以收看（如圖⼗十三的全⿊黑的影像），因此失去360°環景拍攝的意義。

  圖⼗十⼆二 僅有180度的視⾓角成像

圖⼗十三 轉動超過180度後即無成像可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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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散
• 影片名稱：「360° VR G$MOB_PANDA」
• 影片長度：02:51
• 連結與QRCODE：https://youtu.be/YPBBNK9-u2o

   此站位須將360°VR攝影機懸掛在演出場地上⽅方，因此觀眾是以俯看的視⾓角收視並互動，
因此可看到全場的演出狀狀態。但此站位適合活動性較⾼高的演出者，因此可產⽣生觀眾需要旋轉
畫⾯面以找到演出者的互動效果。

圖⼗十四 四散站位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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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圓
• 影片名稱：「360° VR  王榆均與時間樂隊_假⾯面遊⾏行行」
• 影片長度：05:17
• 連結與QRCODE：https://youtu.be/BLRiHUp_vWU

   由於360°攝影機置放在中⼼心點可完整拍攝到演出者與參參與者，因此使⽤用者再旋轉視
⾓角時可獲得更更多的視覺元素。使⽤用者在旋轉影⾳音時，皆能看到不同的演出者以及穿插
在演出者周遭的觀眾。

                                                    圖⼗十五 全圓站位成像
                             

整體來來看，採⽤用「半圓」的成像結果，仍會在轉動影像的過程中找到沒有影像構圖之
空隙。「四散」站位的限制在於360°攝影機距離拍攝主體太遠，因此產⽣生觀眾與演出
者影像皆不清楚的缺陷。「全圓」的站位設計的成像效果較佳，然⽽而研究者在現場也
發現，在直播拍攝過程中，傳統攝影流程會配合歌曲意境設計燈光以豐富演出效果，
然⽽而當部分燈光設計走向偏暗、偏冷之⾊色溫時，由於360°VR攝影機所使⽤用之Go Pro 
攝影機本⾝身需要偏亮、⾊色溫偏暖之光源，在此狀狀況下的拍攝成品多會有影像偏⿊黑或模
糊不清的狀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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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各站位與成像效果比較

資料來來源：研究者整理理

  
（三）建立360°攝影的製作流程
  有鑒於在直播時段拍攝360°影⾳音本質上會與電視作業流程產⽣生衝突，因此製作單位
決定將360°影⾳音的拍攝規劃在直播之後，相關規劃設計，包括：

1.調整光源：
   有鑒於直播時段光源設計所造成的拍攝限制，在非直播時段的VR拍攝，則多採⽤用
偏亮、⾊色溫偏暖之相對光源，且製作單位也商請燈光師注重現場演出者與觀眾的臉光，
讓各⾓角度的⼈人像皆是清楚且易易於辨認，進⽽而提升影⾳音使⽤用者與360°影片互動的意願。

2.採全圓站位與觀眾互動
  在非直播時段中，則皆以「全圓」作為拍攝站位，主因此⼀一站位設計最能含括所有的演出
者與參參與觀眾。此外，在觀眾互動設計⽅方⾯面，相較於非直播時段的拍攝，在直播時段中由於
電視攝影機器共有5台，為了了避免觀眾擋住鏡頭，故現場⼯工作⼈人員會限制觀眾的移動範圍，
因使觀眾得以真正參參與的空間有限，這使得現場觀眾在傳統的攝影流程中多為單純的聽眾。
但在非直播時段的360°VR拍攝中，由於現場的電視攝影機已撤離，因此現場觀眾在沒有限
制的情境下，狀狀態較為輕鬆，甚⾄至會⾃自發性的參參與當下的演出（例例如：跳舞、玩遊戲等）。
⼯工作團隊在後期也與演出團體討論在拍攝中加入特別的遊戲互動，藉由現場觀眾與演出的⾼高
度互動，以豐富360°VR的影⾳音內容。

                           表5 「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的觀眾⾓角⾊色

資料來來源：研究者整理理

站位型態 360°攝影機成像效果

⾯面對⾯面
• 演出者與觀眾的交接處會有不可避免的空⽩白
• 使⽤用者在部分環景視⾓角中將無影像內容可供收視

四散

• 攝影機需要懸吊安置在演出場地正上⽅方
• 可完整拍攝到演出者與觀眾
• 演出者與攝影機的距離若若太遠，將有失焦或未入鏡的限制
• 若若演出者的活動很⾼高，則可以產⽣生觀眾需要旋轉畫⾯面以找到演出者的互動效果

全圓
• 可完整拍攝到演出者與觀眾
• 使⽤用者在環景視⾓角中能獲得較多的影像內容
• 仍須配合電視作業調整360°攝影機位置

拍攝
型態

傳統拍攝 360°VR拍攝

• ⼯工作⼈人員限制觀眾站位
• 避免觀眾阻擋攝影機
• 避免觀眾影響演出者演出
• 觀眾是現場的聽眾

• ⼯工作⼈人員希望觀眾都能入鏡
• 觀眾不會擋到攝影機
• 觀眾與演出者宜有⾼高度互動甚⾄至共同演出
• 觀眾即是演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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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製期：強化影⾳音的可看性
   與傳統電視作業相同，360°VR攝影亦有後製作業。以「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
演唱會」來來看，傳統電視作業的後製⼯工作，⽬目的在修剪失誤的鏡頭（諸如：觀眾擋住鏡頭、
鏡頭失焦等）等。其次則是依照節⽬目風格，從多機作業下所拍攝的ISO錄影帶中，挑選並重
組鏡頭畫⾯面。以本節⽬目為例例，由於本場演出不特別突出主唱，⽽而是希望所有演出者的露出畫
⾯面均等，故再進入後製時會重新調整演出者的入鏡比例例，或是加入可強化影像風格之特效（如
濾鏡、抽格等）。

   在本案360°VR攝影的後製中，除了了有最基本的的影像縫合(stiching)外，⼯工作團隊在影像
中加入後製作業的⽬目的，則在彌補環景視⾓角中「內容不⾜足」的問題。研究者發現，由於本次
的拍攝主題是「⾳音樂」，⽽而⾳音樂本⾝身便便有「前奏」、「主歌」、「副歌」、「間奏」、「尾
奏」之編排（請參參閱圖⼗十六），因此為吸引並延續觀眾的收視動機，因此製作單位多半在「前
奏」與「間奏」的段落落間加入影⾳音動畫，包括在前奏加入歌曲名稱、演出者名稱或詞曲創作
⼈人資訊。在間奏期間，則是添加可與演出者產⽣生連結的元素動畫（請參參閱圖⼗十七）。

圖⼗十六 前奏中加入歌曲資訊的360°影⾳音

圖⼗十七 間奏中加入動畫的360°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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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部分演出場景中部份空間既沒有觀眾（如觀眾與演出者之間的空隙處）也無特殊陳設
佈置（如演出場域頂端或平⾯面地板），因此⼯工作團隊也會在後製中加入電腦動畫，以增加觀
眾可與VR影⾳音互動的比例例。

                     表六 「Know Stage Sessions 網路路直播演唱會」的後製⽬目的

資料來來源：研究者整理理

七、結論
  本⽂文依照「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製播流程，從中比較並得出360°VR與傳統影⾳音
製作的差異異，研究者認為，此差異異來來⾃自於兩兩實作過程中所產⽣生的衝突，⽽而這樣的衝突正可呼
應跨媒介敘事理理論中所提及之「改編」策略略，這意味著即使是在同⼀一個場地舉辦的演唱會，
使⽤用不同的拍攝機具與播放平台，亦須建立出⾃自有的拍攝流程，以發揮拍攝機器之長。從⼯工
作團隊最後採⽤用的360°VR影⾳音版本來來看，清⼀一⾊色皆為直播時候以後所拍攝的版本，這亦可
驗證「⼤大⼀一統」或「兼顧」的拍攝流程，無以發揮360°VR影⾳音之特⾊色。

  在本案360°VR的拍攝流程中，觀眾參參與的重要性不亞於演奏者，觀眾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
觀眾與演出者的互動，亦影響了了360°VR影⾳音的可看性。此「互動」則⼜又與傳統電視作業所
預設的觀眾互動⼜又有所差異異，以本案⽽而⾔言，傳統電視作業希望捕捉到觀眾作為⼀一名舞台下聽
眾⾓角⾊色之呈現，但對於聽眾跨過舞台界線、甚⾄至登上了了舞台成為（類）演出者⼀一事，便便採取
排否定態度，⽽而「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的衝突在於，該系列列演出並沒有實質舞
台，但傳統電視製作流程仍預設了了舞台界線，並以此界線間定義且間隔出演出者與聽眾的⾓角
⾊色。

  然⽽而在直播結束後，進入360°VR影⾳音的拍攝流程才突破這條無形的舞台界線，傳統電視作
業所定義的觀眾⽅方轉化為360°VR影⾳音作業的演出者，這個轉化過程亦可由⼯工作團隊與演出
團體討論互動遊戲的作業流程中獲得證明。在兩兩製作流程到了了後製階段，⽬目的也不盡相同，
特別是由於360°VR所能產⽣生的全景效果會凸顯出部分未經安排設計的場景，⽽而為了了避免這
些空洞洞場景造成影片可看性降低的可能，製作者會從中加入動畫特效，以豐富影片的內容。

   進⼀一步檢視「kNow Stage sessions演唱會」所追求之「⼀一源多⽤用」⽬目標，「⼀一源多⽤用」
在整體脈絡中未必是成本控制的經濟考量量，原先預定可以在直播時段中⼀一舉取得電視與
360°VR的假設是無法成立的，取⽽而代之是需依照技術特性建立產製流程，否則在直播中拍
攝的360°VR影像，便便無法產出可看性⾼高的作品。實質上，這是兩兩套不同的產出過程的建
立，使得在同⼀一個場景所進⾏行行同樣的演出表演，觀眾依舊可獲得不同型態的視覺體驗，並讓
360°VR影⾳音發揮出其互動特性。

後製
⽬目的

傳統後製 360°VR後製

• 修剪失誤的鏡頭
• 調整所有演出者的入鏡比例例以符合節⽬目主旨
• 增添特效強化影像風格

• 縫合影⾳音畫⾯面
• 調整影像亮度、清晰度
• 藉由動畫彌補空洞洞的空間，以增加可看性
• 間奏中增加可與演出者連結的動畫，以增加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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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團隊在釋出電視作業版影⾳音前，皆會在社群媒體（Facebook）上公布樂團所拍攝的
360°環景影⾳音，相較於社群媒體其他貼⽂文（如⽂文字、照片或轉引⽂文章）多能獲得較⾼高的觸達
率。由於本案拍攝的題材為獨立⾳音樂，本⾝身屬於⼩小眾品味，360°環景影⾳音所獲得的回饋多半
反映在分享(Share)或是使⽤用者在影片中發現熟識的朋友，並以留留⾔言標籤的⽅方式，通知其他
的社群收看影⾳音。就此⼯工作團隊認為，360°環景影⾳音本⾝身具備吸睛的特點，適合⽤用來來宣傳與
前導之⽤用，亦可考慮作為內容⾏行行銷的⽂文本形式，例例如Promo影片、MV，或是利利⽤用環景照片
作為經營社群媒體的素材。另外，近期興起的數位敘事網站(Digital Narritve 或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亦可考量量在也適當的⾴頁⾯面加入此⼀一技術，亦可在第⼀一時間吸引使⽤用者收看，
或是延續使⽤用者看完整個敘事作品的動機。

   圖⼗十八  360°環景影⾳音的應⽤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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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6 kNOw Stage sessions網路路演唱會場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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