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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民視動畫師劉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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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亞洲錄影世界 101 年 7 月號 

百年電視時大風雲榜：片頭設計 

名次 作品名稱 

1 醉後定決愛上你 (三立) 

2 新兵日記：特戰英雄(民視) 

3 幸福最晴天 (中視) 

4 愛似百匯 (中視) 

5 旋風管家 (中視) 

6 小資女孩向前衝 (三立) 

7 陽光天使 (台視) 

8 美樂生活 (中視) 

9 國光幫幫忙 (三立) 

10 蘋果娛樂時間 (壹電視) 

  

削瘦的臉龐，炯炯有神的眼睛，一頭少年白的頭髮，走起路來很有活力，初見劉

宗翰時，笑容是他最大的特色，很有喜感，穿著一件 POLO 衫和米白長褲搭雙球

鞋，感覺有運動的 FU。  

以〈新兵日記—特戰英雄〉一片獲片頭設計第二名的劉宗翰說，說起來我一生貴

人很多，有些怕我一時想不起來，國中時要考高中，是我同學胡財源把我拉去和

他一起考復興商工的，退伍後來進入銘薪傳播公司從事剪接助理也是他介紹我進

去，如果沒有他也沒有後來的我，算起來是他帶我入行的。他後來進三立電視台，

做了像<草地狀元>、<冒險王>及<用心看台灣>等片，在電視台做了十多年，去

年離開了，現在自己單飛接案子。  

     

   還有 3D 動畫製作啟蒙是我的同學陳章宏，沒有他我就無法配合 3D 製作動畫；

吳政原則是我的伯樂，願意錄用在沒有動畫經歷的我，以我當時的經歷來說，我

感受很深，而他會很多東西，也願意教我，可以說是傾囊相授，很是感激；還有

兩屆的動畫 3DS MAX 冠軍得主陳聖文，是他教我 3DS MAX 的動畫製作，人很

低調卻又很熱心；還有從後期製作公司出來的孫悉端，是教我 2D 合成技術的人，

我從她身上學到很多合成的技術；另外學法律卻對美術很有興趣的張紹音，在特

效合成方面也專精，從美術開始學起，對動畫充滿了熱情和對細節的要求這是我

學習的對象，劉宗翰說，其實感覺最好的是同事大家感情都蠻好的，也願意互相



幫忙，劉宗翰笑著說怕自己漏了什麼人，感覺他很在意朋友這塊，也樂於助人。  

劉宗翰是紅十字會游泳教練志工也是救生員教練，去年 9 月發現自己身體有些異

常，進一步檢查發現有鼻?癌，而且是第四期，一下子瘦了 12 公斤，從 10 月到

今年 5 月，共治療了近 8 個月，現在已經治療好了，恢復情況很好，見到他時，

雖然覺得他非常削瘦，但除此之外，絲毫不見病人氣息，他歸功於過去一直有在

運動的底子，像騎單車及打籃球、游泳等，其實他所謂的游泳是在紅十字會當志

工，每天清晨 4 點多起床 5 點就要出門教課，之後再去工作上班，真的很難得，

而且幾年來都是如此，這樣的人你能不說是該有福報的人嗎？  

提到如何進入民視的過程，其實有些傳奇，當初劉宗翰投履歷進去時，並不知道

他有個同學在裡面，直到有次無意間同學看到人事主管桌上擺著他的履歷表，才

跟主管講這人是他的同學，而因為其資歷尚不足，所以只能先以動畫助理名義任

用，當時他聽到時只問了句「機器可以摸嗎？」得到肯定後，就這樣進了民視﹔

或許有人無法想像，因為當年所謂的設備機器動輒數百萬元之譜，維修更是不

易，如果不是電視台或大型後製公司，一般是買不起也不願意買這些設備的，所

以能夠”摸”到這些機器，變成這些專業人員的”夢想”，但也不是進入後就可

以”碰”，像很多公司就對所謂”資深”員工才有此”福利”，都是為了避免昂

貴的機器發生什麼不可測的後果，總之，這些現在想來很不可思議的想法和事

情，在當時，卻是存在的現象。  

     

當初劉宗翰接到<特戰英雄>的案子時，距離播出日期只剩兩個禮拜了，而<特戰

英雄>是用 HD 播出的，所需要的製作時間較多，而當時<特戰英雄>也還在趕拍

中，根本無法撥出時間來特別拍攝製作片頭所需的鏡頭，只好跟他們要些目前拍

好的鏡頭及劇照，在加上有叢林森林當背景來組合，才成了後來的樣子，包括垂

吊、潛水、偽裝、瞄準心、槍戰、和爆破等野戰叢林感覺，而跳傘畫面是向國防

部調帶子做的(該案係和國防部合作製作)，在結尾時加上野戰刀劃過和槍彈打再

如鋼鐵般的標準字上冒出火花，劉宗翰不忘記說，這要很感謝鄭雅慧資深剪接師

和製作人還有監製的幫忙與協助。  

跟許多人一樣，劉宗翰也會遇到和長官理念不合的時候，這時候，他選擇把自己

做的那份保留起來，然後順著長官的意思改變而交出去，一來心裡有個踏實感，

也可以在夢想與務實間保持平衡。  

後期製作有個問題，到他們手上時往往已經是要收尾的階段，播出時間就在眼

前，誰也擔不起開天窗的後果，可是前期製作如果沒有某些概念，就會造成後製

處理的困難，也使得影片品質產生很多問題，譬如要拍一個往下跳的場景，就會

希望鏡頭不要動或者是在背景幕後做十字標記，才好追蹤，否則合起來就不像

了，或者是請剪輯先用短 CUT 的方式做或者是盡量不要拍到鋼繩，這其實不難

做到，但是往往在前期製作的人不會注意到這些細節，造成後製的人處理起來有

些困擾等等，談起這些事情，劉宗翰講來其實帶點有趣的味道，聽來輕鬆，但我

想以他的經歷來說，應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看來明明可以做到的事卻一直無法

做到。  



  

那像製作<美鳳有約>時，就覺得他們配合度很高，陳美鳳也願意配合製作單位的

要求，做些端菜或推餐車的動作等等；製做交通台一整年的 ID 和節目包裝，台

長授予完全的信任也讓他覺得很愉快的”玩”了一整年的動畫；製做新聞台台慶

時跟配合的長官有多方的理念不同，讓他印象很深，不過，也讓他多所歷練，劉

宗翰說製作動畫或片頭就像廚師要炒菜，有想法、有材料才能炒出一盤好菜，如

果沒有材料要怎麼做呢？劉宗翰說。  

劉宗翰也提到一些電視台的”禁忌”，譬如不能用黑色的、往下降的畫面、槍枝

的畫面等等，這些”眉角”聽來很不可思議，但卻也一直存在，劉宗翰說這些都

是慢慢做久了你就會發現了，也不見得不好，只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去適應，而

且有時覺得還蠻有趣的。  

提到對新人的期許，劉宗翰說，  

最重要是保持不斷提升技能，  

 其二是保持熱誠  

   最後是不要樹立敵人  

   年輕時要先進入動畫門檻，因為要入行才是重點，有機會多參加比賽，多累積作

品與經驗，然後平常多觀摩各台或外國的片頭或是動畫製作，多看別人的創意這

樣就能吸取很多不同的養分，劉宗翰說。  

劉宗翰提到其實創意才是重點，不管什麼工具都會日新月異，不管你如何會運

用，只有腦袋裡有創意才是唯一不變的東西，也是重點。  

 劉宗翰有個交往 15 年的女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和女友去日本自助旅行，為了省

錢吃便當，結果拿到便當走到外面，便當就是冰的了，蹲在路邊吃冰便當的感覺，

笑說不知為什麼要來這裡受苦﹔又去柬埔寨的時候，第一天看到國王雕像很感

動，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那麼感動，然後第二天、第三天感覺愈來愈淡…﹔又

去美國看動畫展時，因為朋友記錯時間，導致一個人在美國 LA 機場緊張的畫

面…，嗯，劉宗翰述說起這些故事時，其實都蠻卡通的。  

 

 

<其他人談劉宗翰>(依訪問優先順序) 

黃贊倫(藝術創作家，認識劉宗翰 12 年，同學) 

劉宗翰很像個水牛，就默默創作很低調，但是他用力的程度卻不低調，很龜毛，

喜歡把事情弄的很巨大、很用力，像那時我們一起考台藝大時，他就會拉著大家

一起練習，交作業時還會報名參加金犢獎(後來入圍)，把什麼都弄到極限，而且

喜歡拉大家一起，他喜歡把一堆人拉一起做事，好像不這樣他就不會做一樣，會

帶出那個氣氛，讓大家一起做，在乎夥伴關係的人。  

孫悉端(名動畫師，認識劉宗翰 11 年，同事)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很努力，追求完美，投注蠻多的，很拚命，埋頭苦幹，不



管案子趕或不趕，他會有那種要達到目的的那種感覺。  

黃承遠(藝術工作者(，與劉宗翰師生關係，至今 12 年) 

   他的學習力度非常旺盛，花很長時間在繪畫觀點上，也會回校進修，做什麼事很

專研，感覺他除了練習以外，也會私下學習，對藝術的敏感度及慾望比一般人強，

主觀也自信，喜歡多方涉獵，像先進科技、先進材料、美工等，無法摸透他的深

度，包容性強，懂得時代氛圍。  

  

 

<劉宗翰小檔案>  

現任民視動畫師  

目前手上尚有〈廉政英雄〉特效合成等案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畢業) 

血型：O 型 

星座：處女座  

生日：1972 年 8 月 30 日  

休閒活動：游泳、騎單車、打籃球、看電影 

未婚  

紅十字會救生員教練  

<使用系統> 

3D Maya 

3DS MAX 

After Effects 

Photoshop 

Illustrator 

Corel Draw 

<經歷> 

民視    動畫師  

1997 民視    動畫助理  

1995 長京    平面設計(廣告) 

    銘薪    剪輯  

    徠稀達  飾品設計  

<作品集一覽> 

1998  民視氣象_水晶球篇  

1999  李富城_生活氣象  

1999  民視新聞 2 週年  

2000  美鳳有約  

2000  年熱鬧話端陽_片頭  

2000  8 點晚間新聞  



2000  民視氣象_蓮花池篇  

2001  民視 4 週年慶  

2002  民視新聞 5 週年慶生_名字篇  

2003  民視氣象_生態篇  

2003  羊年新年 ID 

2004  希臘雅典奧運_奧運看民視  

2004  7 點晚間新聞  

2004  日本職棒看民視  

2005  SBL 球星點將錄  

2005  行政院新聞局_共享好山好水  

2006  交通台_一整年節目包裝(ID 美食篇、郊遊篇、交通篇、創意 FUN 賣機、  FMTV

電影院等)     

2006  行政院環保署_電玩篇  

2007  民視異言堂  

2007  就是愛玩美  

2008  漁業署宣傳  

2009  牛年新年 ID 

2009  Lynx 秋冬服飾系列廣告  

2009  交通台_鐵馬瘋台灣  

2009  第 7 屆台灣設計博覽會  

2009  戲獅甲藝術節  

2010  交通台_虎年 ID 

2011  職訓局就業  

2011  大鵬灣國際越野摩托車邀請賽  

2011  新兵日記—特戰英雄  

2011  廉政英雄之幕後特輯 
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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