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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業的發達個人電腦的普及，幾乎現代人已進入電腦化的世界。在傳

播科技的發展下。利用電腦處理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但是在昂貴的價錢下其

所獲得的畫質是否令人滿意大家仍在觀望。PC 個人電腦利用來從事影像剪輯；

開始於電腦多媒體應用。而後來才推廣至 HI8 家用影像剪輯，而到後來應用在專

業的傳播剪輯工作上。 

 

PC 個人電剪輯系統和廣播級剪輯系統的差別在於 PC 個人電腦系統必須自

行配套組裝。而廣播級電腦剪輯系統，則由公司整體規劃硬體及周邊配售，其中

更以不同等級、畫質訂定不同的售價。PC 個人電腦則只要購買影像剪輯軟體及

動態影像捕捉卡安裝於 PC 個人電腦中即可。價格比廣播級更低很多。但有一個

缺點是執行剪輯中特效計算需花費時間。其原因為剪輯軟體本身之設計，須經由

CPU 計算之關係。因此 PC 之 CPU 之浮點運算器能決定處理特效之計算時間長

短。 

 

PC 個人電腦剪輯方式與廣播級無太大差異，有也只是指令和介面上的差

異。PC 個人電腦在剪輯上最大的優點大概是其 Window 架構下很多軟體檔案格

式可以相互支援(包括 3DS 及 ANIMATOR 等 3D 和 2D 動畫軟體) 

 

以下就 PC 個人電腦配備做說明： 

CPU：8046D-66(建議 pentium-pro) 

RAM：32MB(視個人需要擴充) 

作業系統 GWindow3.1、Window95&WindowNT 系統(建議 NT 系統) 

硬碟：SISCII 介面硬碟、1GB 儲存 4 分鐘影片(每秒 60 張)壓縮比 1:2 情況下，

RPM5000 轉以上，視需要擴充，但以矩陣式硬碟為佳。 

VGA-MONITOR(VGA 卡支援全彩) 

CD-ROM 

 

剪輯軟體： 

目前市面上有兩種常具的剪輯軟體，一是 Adobe 出品(上奇代理)Premiere4.2 版，

以及 MediaStudio2.5 中文版友立出品，其售價均在兩萬元出頭。具備 99 軌影像

可做重疊，特效以 2D 及仿 3D 轉場特效幾十種。99 音軌可混音，更可支援其他

音樂處理及製作軌體。在從事剪輯的素材是以 AVI、WAV、VOC、MOC 檔來合

成。另外友立出品 MediaStudio2.5 中文版中附有變形軟體，可將 AVI 檔轉成的影

像圖檔將啟始和終上的兩張不同影像圖檔，經設計變形的點後自動計算為動態

AVI 變形檔，供剪輯軟體做素材。其他附帶的各種軟體不在此介紹，各種讀者等



出版社出版之使用手冊。 

 

動態影像捕捉卡： 

生產動態影像卡多是國外產品，因市場特殊性價格比其他電腦介面卡要高，以下

就幾種產品做介紹。 

1.Digital 公司 DPSAD2500/SD2500 價格：10 萬出頭 

S-Video、Composite、Component 輸入/輸出、壓縮比 1:2 PCI 介面另有 PVR-422

控制卡可控制錄影機找剪輯點，這種捕捉卡據稱為現在捕捉和輸出最佳畫質之介

面卡比面 D-1 畫質。 

該公司原從事動畫輸出之介面卡而後轉攻影像介面。隨卡附贈 D-1 Adob premiere 

4.0 LE 版軟體。 

2.FAST、Multimedia 公司生產各種等級非線性剪輯系統其中在兩種產品供 PC 個

人電腦使用。 

a.F p/s60 補捉卡 

價格三萬左右 

Svideo、Composite 輸入輸出(每秒 30 張)壓縮比不詳，640  80 規格 

ISA 介面附贈 Adob premiere4.0 LE 軟體 

b.AV MASTER 捕捉卡： 

價格五萬元左右，S-vide、Composite 輸入/輸出，640 80 規格(每秒 60 張)壓縮比

1:4 比美 Betacam，PCI 介面附贈 Meda Studio2.5 版軟體 

1.mlro 公司出品 DC: 

20 補捉卡：價格 35000 元，S-vide、Composite 輸入/輸出 640  80 規格，每秒

60 張，壓縮比 5:1 比美 Betacam，PCI 介面，附贈 Adob premiere4.0 LE 軟體 

mlro 公司出品 DC: 

20 補捉卡：價格 39000 元，S-video、Composite 輸入/輸出 720  80 規格，每秒

60 張，壓縮比 3:1，CCIR 601 格式，PCI 介面卡隨插隨用免調 JUMP 比美 JUMP

比美，Betacam 附贈 Adob premiere4.2 版 

2.Ture vision 公司 TARGA2000RTX:價格日幣 1730000 元 S-vide、Composite、

Component 輸入/輸出，720  80 每秒 60 張，CCIR 601 格式，PCI 介面卡。 

Ture vision 公司 TARGA1000：價格日幣 468000 元 S-vide 輸入/輸出 640  80 規

格，PCI 介面。(以上資料來自產品型錄及日本 Video SALON 中) 

 

PC 個人電腦剪輯，除電腦以外另需要錄放影機、(VHS or AG7450、Betacam2800、

1800、75)所有的影像卡最基本有 S-video 及 Composite 兩種端子、但是建立使用

SVideo 端子的份量信號為佳。 

另外有關剪輯的畫質好壞，除了壓縮比越低越好外，最少壓縮規格已 640  

80 為佳，其十最重要的要選對補捉卡和所要輸入的素材畫質也要好，剪輯出來

的品質才能得到好的畫質。數位化的剪輯固然信號不會衰減，但是輸入輸出的壓



縮過程中仍然多少損失一些。整體來看肉眼上看不出來。 

 

當所有的設備齊全後，就是作 PC 捕捉卡的軟體獲利用剪輯軟體中的捕捉程

式來將影片壓縮成 AVI 檔，每個鏡頭的片段各壓成一個 AVI 檔並給予檔名存入

硬碟，等級較低的捕捉卡無法和錄放影機連動，只能一邊用手動去找畫面再來捕

捉。 

 

影片壓縮後打開剪輯軟體，開啟新檔並給予一個專案檔檔名。再開啟影片素

材，將鏡號檔名叫入影片時間軌上。影片時間軌有 99 軌第一軌以 VA 標示第二

軌 FX 標示為特效轉場。第三軌 VB 標示這樣的方式類似傳統 A RdlB 的模式只

要把第一個鏡號檔放在 VA，把第二個鏡號檔放在 VB 中間間隔 FX 區域把重疊

區的長度當成特效時間長度，再從特效視窗把所要的特效用滑鼠操作游標到 FX

重疊的區域預看，即可從預看視窗或外接的 video 輸出從電視上看到。依此類推

完成整段影片。聲音則用 CD 把音樂配入音軌中。 

 

在確定完成影片後執行存檔，而後利用軟體的輸出轉錄到錄影機上即可。像

這樣的基本操作在各種非線性系統上大致相同。因此每個廠商都說操作簡單。事

實上並沒有這麼簡單。這只是最基本，其他的各種功能指令操作程序先後的動作

遠比傳統剪輯系統要煩雜，每次想做花樣多一點的創作必須經過各種不同的視

窗，不同的指令去設定 key 或特效翻轉。尤其字幕，這兩種剪輯軟體的字幕方便

性並不太好。建議在其他繪圖軟體上做好再送過來 key 會更快些。 

 

想要高畫質硬碟儲存空間一定不夠用，4GB 大概 3 分多鐘。由此可知電腦

非線性剪輯利用在剪短片和廣告片最好。長時間的影片單單在捕捉時，會讓你抓

狂，一個鏡頭一個檔案不瘋才怪。要不整卷存在一個檔案，再到軟體中用切格和

搬移來前後對調剪輯，這種方式利用在單 cut 或 Diss 時很方便，不過所有的場合

M 鏡頭在同一卷上，有些軟體會自動把你的鏡號自動排列。到時再修剪細部的

方式增加處理的速度。不過還沒用過。PC 個人電腦非線性剪輯由於價錢不高(不

過再加上硬碟也不少 4GB 要 4-5 萬，東加西加也要 20 萬左右)，可做為以後整套

系統的非線性剪輯的跳板或做一些 30 秒廣告片頭還可以。有興趣電腦剪輯的入

門教育或賺點外快倒是一個好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