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作品搶先看

簡易編輯模式 可以將準備好的相片素材直接套用影片樣式，有三十多

種樣式可選擇套用，再加上預設的音樂，只需要幾個步驟就能輕鬆完

成超有質感的影片作品。

簡易編輯模式
3-1

設計重點：

將準備好的相片素材直接套用多種樣式，再加上自訂或預

設的音樂檔案，快速完成動態影片。

參考完成檔：

<本書範例 \ ch03 \ 完成檔 \ Produce03-01.wmv>

製作流程

01 02 03
開啟簡易編輯

模式

匯入相片素材 套用合適的樣式

04 05 06
選擇及調整音樂 加上開始及結束

文字

預覽完成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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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幸福婚禮MV

應用篇

此作品是以幸福婚禮為主題，現在就要進入 簡易編輯模式 以準備好的相片快速製成一個

影片。

開啟威力導演後，在歡迎視窗設定影片顯示比例為 16:9，選按 簡易編輯模式，

進入編輯畫面。

於 Magic Movie 精靈 視窗按  匯入視訊與圖片 鈕 \ 匯入媒體檔案。開啟對話

方塊，於範例原始檔資枓夾選取 <03-01 \ 03-01.jpg>，再按 + 鍵全選資

料夾內的六張相片素材，按 開啟 鈕，將相片素材匯入。

01

02

1

1

2

5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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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都匯入後按 下一步 鈕，切換至 樣式 步驟，在清單中選按合適的樣式 (此作

品選擇 相框 樣式)，再按 下一步 鈕。
03

於 調整 步驟中，如果沒有指定套用的音樂，就會直接套用預設的音樂。另外，

可以調整 在配樂和視訊的音訊之間進行音效混音 滑桿，向右滑動後背景音樂就

會小聲一點，向左則相反，而影片時間長度維持核選預設的 建議的時間長度，

調整完成後再按 下一步 鈕。

04

1

1

2

2

3

於 調整 步驟中，如果想套用自己的音樂，可選按  新增配樂 鈕，希望影片配合自己匯

入的音樂時間長度，可核選 時間長度配合背景音樂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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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搶先看

製作流程

01 02 03
使用 360o 設備拍
攝全景影片

使用 360o 專屬的
軟體完成縫圖

將縫好圖的影片

匯入威力導演開

始編修

04 05 06
為 360o 影片加入
文字特效與轉場

效果

為 360o 影片加入
三腳蓋素材與特

殊的影片效果

為 360o 影片加入
配樂

利用三段不同場景拍攝的 360o 影片，藉由 360 編輯器剪輯出合適的影

片素材，加入一些轉場及效果、音樂的搭配，讓原本單調的 360o 影片

呈現出不同的表現。

影片構思
5-1

設計重點：

使用 360o 設備拍出全景影片，匯入威力導演後運用 360o 編
輯器編輯 360o 效果的影片，剪輯出能全景影片，再上傳至社
群網與朋友分享。

參考完成檔：

<本書範例\ch05\完成檔\Produce05-01.
mp4>

07
將完成編修的 360o 
影片上傳至有支

援的社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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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環抱山城美景

應用篇

5-2

展開並重疊計算出

最佳的縫圖位置。

將後方鏡頭拍攝好的影像展開後，對半裁切並分別移至左、右二邊

完成縫圖。

將前方鏡頭拍攝好的影像展開後，移至中央位置。

拍攝的概念

360o 攝影機是使用一前一後雙鏡頭，前置與後置鏡頭拍攝 180o 或 235o 影像，在未縫圖

時會呈現二顆球體的影像如下圖 (第一張圖) 的狀態。如果想使用電腦編輯 360o 影片或

者想瀏覽 360o 互動式影片時，必須先利用縫圖功能 (詳細操作方式可參考 P5-6 說明)，

將二個球體影像展開如下圖 (第二張圖) 才能進行 360o 影片的編輯後製，最後，也要利

用支援 360o 影片、相片的軟體或是社群網站，才能看到完整的作品。(使用一般播放軟

體觀看時，只會看到如下方的展開圖無法左右移動瀏覽。)

360o 攝影技術在這一年進步的速度非常快，市面上已經出現不少 360o 

攝影機設備，另外知名的社群網站 Facebook 與 Youtube，都已支援 

360o 的互動式影片，點選即可滑動瀏覽。

360o 影片的概念與設備介紹

12

後鏡頭拍攝 前鏡頭拍攝

123

3

未縫圖

未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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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轉場特效呢？顧名思義，就是不同場景在轉換時所加入的變

化。簡單來說，是指在二個主題畫面之間，加入動態效果，如此一來

可以讓畫面的切換不會顯得太突兀。

轉場特效與概念 
7-6

什麼是轉場特效？

舉例來說，如果拍攝的影片從旅遊景點畫

面，突然出現一盤松露飯，會不會讓人感

覺突兀呢？這時透過威力導演提供的轉場

特效，不但能解決這個問題，更能豐富自

製影片的可看度與質感！

轉場特效會佔用影片部分秒數

在二段影片之間插入了轉場特效時，會佔用二段影片的部分秒數，因為轉場特效是透過

影片內容的重疊融合而產生的，所以在拍攝時要注意哦！

拍攝的時間要充足，從拍攝開始至拍攝結束的前後段時間，多停留 3 秒以上，除了可以

有效提供剪輯時不小心剪輯掉的時間畫面外，在轉場也會消耗掉部分的時間畫面，如果

拍攝時間起迄不足，可能會把重要畫面漏掉或是被轉場特效給帶過。因此再次提醒，當

開始錄影時，先於起始畫面停留 3 秒以上，結束拍攝時也是將畫面停留 3 秒以上，這樣

會對後續編輯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也比較不會遺漏重要的畫面！ 

10秒 (A 視訊)

20秒 (B 視訊)

3秒 (轉場特效)

14秒 (B 視訊實際播放時間)

10秒 (C 視訊)

 3秒 (轉場特效)

有 "萬用型" 的轉場效果嗎？

一般轉場特效除了片頭的淡入與片尾的淡出，場景之間的轉換較常見的就是 2D 分類中

的 淡化 效果，此效果可以說是較安全的轉場特效。那什麼是不安全的轉場特效！例如：

甜蜜的結婚場景若是搭配有破裂效果的轉場，是不是不盡理想呢？

可以多多嘗試各種效果，再依據自己的經驗及影片的特性來搭配適合的轉場至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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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雲海星光美景

應用篇

對全部視訊套用隨機轉場特效

面對大量素材時，如何快速的加入轉場特效以節省製作時間？

於  轉場特效工房 面板按  媒體庫選單 鈕 \ 對全部視訊套用隨機轉場特效，或者按 

 鈕，清單中提供四種轉場特效方式，可針對影片內容挑選合適的來使用。

對全部視訊套用淡化轉場特效

於  轉場特效工房 面板按  媒體庫選單 鈕 \ 對全部視訊套用淡化轉場特效，或者按   

 鈕，清單中提供四種轉場特效方式，可針對影片內容挑選合適的來使用。

1

2

1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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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廚藝美食動手做

應用篇

8-3 如果採用的素材是在天氣不理想或室內光線不佳的狀況下錄製時，可

以透過調整光線、色彩、白平衡或視訊穩定器...等動作，修正素材品

質以加強播放的效果。

修補與加強影片品質 

運用內容感應編輯改善影片晃動

拍攝時難免會因手的震動或環境影響，導致拍攝出來的影片多少有晃動現象，這時可以

利用 內容感應編輯 功能來修復這樣的問題。

在 08-02.wmv 影片素材上，按一

下滑鼠右鍵選按 編輯視訊/圖片 \ 

使用內容感應編輯進行編輯 開啟

視窗。

01

待分析完成後，於 內容感應編輯 視窗時間軸上可以看到所有可進行修正的項

目，棕色是判斷有瑕疵需要修正的影片片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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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影片素材經過分析後只需修正 視訊晃動 的部分，所以請將滑鼠指標移至 視訊

晃動 列，棕色區塊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按 套用修補到整個場景。
03

在開啟的視窗中，於  分割預覽視窗 中 比較視訊品質 狀態下按  播放 鈕，

即可觀看修補前後的差異，按 確定 鈕完成修補。
04

1

2

3

4

題材發想
自動修補所有區段

在判斷為棕色的軌道前會出現  圖示，若在 視訊晃動 軌出現，表示該影片中可能有

視訊晃動的問題，只要按  圖示即可快速修正影片問題。 

示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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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廚藝美食動手做

應用篇

由於在這裡不修剪影片內容，所以先將時間軸指標移至起始處，選按  起始標

記 鈕，接著將時間軸指標移至最右側結尾處，按  結束標記 鈕標記出保留範

圍，按 已選取 鈕將該範圍列入 已選取 清單中，最後按 確定 鈕回到威力導演的

主畫面。

05

3

1

2

4

5

6

調整光線

首先於時間軸 視訊軌1 選取 08-02.wmv 影片素材，這段影片因為在室內錄製，採光不佳

導致影片較暗，以下便針對影片的亮度進行調整。

按 修補/加強 鈕開啟面板，核選 調整光線，透過拖曳滑桿或按  較多 鈕及  較少 鈕設

定亮度為「90」。
也可以於此處直接輸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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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故事大綱

如果沒有故事可說，那就沒有電影可拍，不管要拍攝什麼樣類型的微電影，一定都要先

有個故事情節才能開始，您可以就身旁的人事物來發想點子，想到什麼就先記錄起來，

將點子與伙伴集思廣益，看看在大家的腦力激盪之下是否能發想出更多的想法。在一開

始什麼都不懂的情況下，也可以參考一些熱門的、具話題性的作品讓自己練習整個流

程，像是本章範例就參考 "I SEE YOU" 的內容來拍攝，只不過把主題更改為 "遊子思鄉" 的

內容，藉由這樣簡單的內容先練習學會架構故事與之後的拍攝運鏡技巧。

選角與組織團隊

有了劇本後，接著就要開始設定主角人物及選角，也得開始組織合作拍攝的團隊，這過

程中除了要找到合適的主要角色，安排時間行程與拍攝器材的準備也要同時進行，另外

如果有資金方面的支出時，也要在同時編列好預算。

繪製分鏡表與勘景

分鏡表是前置作業裡最重要的部分，不管劇本寫得多

麼精彩，畢竟也只是以文字來描述故事情節，如果要

讓團隊中的伙伴了解您想傳達的畫面結構，必須利用

分鏡表將想要表達的東西具體影像化，讓每個人都能

輕易了解接下來的畫面該如何拍攝。

分鏡表中可以先列一些基本項目，像是分鏡號碼、畫

面說明、動作說明、旁白、時間長度...等，讓一拿到

分鏡表的人就能對此次要拍攝的作品有八、九分認

識，剩下細節或是團隊分工合作的部分，就利用開會

討論時分配完成，並提出合適的拍攝場景及服裝、道

具上的搭配。

最後拍攝完成的影片素材，要比分鏡表設定的時間長

度更長，這樣一來才有多餘的空間可以剪輯出最佳的

拍攝畫面。

拍攝微電影之前，事先的準備是必須的，不管是劇本內容的編寫，或

是分鏡表、演員的配合...等，都是缺一不可，有了這些穩紮穩打的基

礎後，才能讓拍攝作業更加順利。

拍攝的前置作業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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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返故鄉微電影

應用篇

匯入所需素材

拍攝好所有的素材後，開啟威力導演 16 : 9 新專案 (建議清空媒體庫的預設素材)，接下來

再將微電影所需的素材匯入。

於  媒體工房 面板按  匯入媒體 鈕 \ 匯入媒體資料夾 開啟對話方塊，選取範

例原始檔資料夾後，取消核選 包含子資料夾，按 選擇資料夾 鈕。
01

如此即將所有已事先整理好的素材匯入媒體庫當中，待之後方便編輯使用。於 

 媒體工房 面板按  鍵不放一一選取 10-01.wmv ~ 10-05.wmv 影片素材並

拖曳至時間軸 視訊軌1 起始處擺放。

02

2

3

5

4

7

拍攝好的影片素材直接就放到作品中難免會過於普通，利用 關鍵畫格 

功能調整影片片段，讓作品呈現更完美的演出。

關鍵畫格修補影片片段
10-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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