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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A 是一套為劇場設計量身定制的 3D 數位模擬演系统，為提升劇場執行效能與

展演品質，本中心因應臺灣戲曲中心之落成啟用，自 2014 年起投入 3D 數位模擬

預演系统之開發設計，透過跨域合做創作與科技應用輔助，讓劇場系統管理與演出

製作更加容易，完成整合舞台、燈光、音響、多媒體等場館設備與技術元素，於同

一操作介面完成設備與技術模組建置，俾使劇場編導、設計師及演員得不受時間、

地域限制，於演出前模擬實際操作過程並了解視覺呈現概況，即時進行溝通決策與

品質控管，進而減少裝台時間並提升工作成效，並確保演出執行之完整性與精緻度。

 

歡迎使用DSP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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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整合式介面

整合「六大專業領域」、Cue 表設定、導演模式等功能，首次將各領域工作編輯整合在單一
系統中，整體介面考究劇場 Cue 設計經驗融入本系統，希冀讓劇場設計者能輕易熟悉操作。
本系統提供簡易的介面程式接口與豐富的跨平台作能力；目前許多知名的 3D 動畫軟體，例
如：Autodesk Maya、Adobe Element... 等，以及知名的商業公司，例如：夢工廠、迪士尼
動畫製作公司 ... 等皆是採用 Qt 做為其軟體產品的圖形介面設計框架。

新開發的即時 3D 圖像引擎 (Lizard) 結合 VR 系統

為眾多光源即時擬真渲染所設計的次世代 3D 渲染引擎，支援現階段最新的硬體圖形顯示晶
片 (GPU) 的編寫語言 (Shader) 與跨平台程式運行框架 (Direct11,OpenGL4)，能以最有效率
的加速方式即時產生擬真的影像，與現行 VR 主流框架 (Steam) 進行結合，可進行 Vr 系統
的開發，設計師可透過 VR 設備觀看於本系統設計編的場景 , 此為本系統本次的重要開發與
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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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多光源燈光渲染運算

本計畫另一個難度是劇場的舞台燈光通常數量十分龐大，同時各有不同的特性。傳統的硬體
加速流程最多只能支援 8 盞硬體渲染的燈光，並無法滿足此專案的需求，因此，本系統將導
入 Deferred Rendering 的高端技術，此技術的特性是將所有光影的計算用數學的邏輯轉換
至螢幕座標 (Screen Space）進行處理，在理想狀況下，最多可以支援到無限盞燈光及在同
一個場景之中進行計算，透過此技術將可大大滿足專案的光源數量需求。

採用 Light Scattering 技術

舞台場景中會使用煙霧效果，在空間中噴灑、分佈形成特定的氛圍與特效，如果虛擬舞台上
的物體在光源的運算之下沒有考慮煙霧的折射、散射 ... 等特性時，將可能大大地減少場景
渲染的真實度，因此，本系統將導入 Light Scattering 的技術，此技術的特性是能夠將光在
不同粒子中的能量消耗特性整合進光影的計算之中，透過此技術的支援，系統中的光影將能
夠滿足能量分佈與消耗的特性，在投射燈下煙霧中形成正確且逼真的如耶穌光的光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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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本系統在劇場編導的基礎下，期望未來能夠讓本系統協助更多的劇場工作者，並且在網路平
台上提供學習資源 ( 例如 : 影片教學 )，讓本系統能夠真正落實在劇場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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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軟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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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建議硬體規格

本系統建議規格如下 :

( 二 ) DSPA 安裝

1. 安裝流程

Step 1. 點選 3D 數位模擬預演系統 (DSPA) 執行 setup.exe 安裝檔。

Step 2. 跳出 windows 對話框後，點選左邊底線選項 [ 其他資訊 > 仍要執行 ]。

項目 說明

作業系統 Windows10 64 位元 版本

顯示卡 (GPU)
建議採用支援 Direc1 １的圖形加速晶片顯示卡
NVIDIA GTX1070

中央處理器 (CPU) Intel i7-6700 等級以上的中央處理器

記憶體 (RAM) 建議採用 16G 以上的標準型動態存取記憶體

硬碟 (HD） 建議採用 512G 以上的硬碟

燈光控台硬體 ETC ION

燈光控台作業系統版本 ETC ION: 2.9.0

→ 軟體安裝檔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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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3. 系統第一階段將啟動自動安装，請選擇安裝位置後，選擇 [Next]。

Step 4. 可以勾選「 Create desktop shortcut」，在桌面創造捷徑後選擇 [Next]。

Step 5. 勾選「 Install AppData」選擇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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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6. 第二階段自動跳出安裝中視窗，請靜待安裝即可。

Step 7. 安裝完成即可在桌面找到 DSPA 系統。

Step 8. 點擊系統後，跳出管理認證視窗，請輸入帳號及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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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9. 輸入成功後，將會跳出認證成功的視窗，點擊 [ 確定 ]。

Step 10. 即可進入系統畫面。

2. 注意事項

安裝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以下狀況，請依照以下指示執行：
(1) Q：系統跳出警告視窗，表示無法開啟。

A：請確認是否已安装「Direct 11 以上」之外掛。
(2) Q：若要安裝更新版本的插件時，遇到無法安裝的狀況。

A：請先移除舊有的 DSPA，整個軟體重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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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VR 模式

本系統之 VR 模式需配合 SteamVR，因此須先至 Steam 官網安裝 Steam 軟體，且須申辦會
員，登入進入 Steam VR 後方可使用 HHTC VIVE 觀看場景。使用前請先依照官方教學設定 
VR 設備，確認 VR 設備使用後 , 請再依照下列指示操作：

1. STEAM 商店申辦會員

進入 Steam 官網 http://store.steampowered.com/ 進行登入動作，若無帳號請先建立
一個帳户。

2. HTC VIVE 官方安裝流程

Step 1.  請參考官方教學：選擇 VR 房間設定，兩種模式皆可於本軟體使用，差異如下：

⑴ 房間規模：使用者可於設定的空間規模範圍內走動，但大範圍的移動，需要
透過手把選取位置（瞬間移動）。

⑵ 僅站立：使用者僅能於站立位置觀看所有的移動都需要靠手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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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頭盔設定完成後 , 請按「下一步」。

Step 3.  頭盔空間校準完成後，請按「下一步」。

Step 4.  定位地面校準完成後，請按「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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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設定完成後，請按「下一步」。

Step 2.  選擇 VR 模式後，請戴上頭盔觀看 DSPA 系統內容，並使用「把手操作』
進行空間移動（若初始設定為房間規模，可行走於設定的空間範圍）。 

完成上述動作 , 您可於 VR 設備中觀看您設計的内容 ( 詳見後「⑦ VR 模式」) 並可使用匯出

功能匯出 360 VR 影片 ( 詳後「④ 基本操作」之所匯出圖表、VR, 可供行動裝置觀看 )。

3. VR 系統使用流程

Step 1.  開啟軟體 , 並於主選中選擇「檢視 /VR 模式」。



使用者介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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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規劃六大子系統「舞台、燈光、音樂、影像、特效、角色」與導演模式，並

且特別結合 VR 功能提供 VR 模式，以下針對主介面介紹功能操作，分為「主選單、

快捷工具列、資料管理區、屬性編輯區、場景編輯 / 檢視區、Cue List 編輯區」，

各大系統細部操作將在後面章節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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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主選單

以下針對主選單功能提供中英文說明對照 :

( 一 ) 主選單
( 二 ) 快捷工具列
( 三 ) 資料管理區
( 四 ) 屬性編輯區
( 五 )Cue List 編輯區
( 六 ) 場景編輯 / 檢視區

備註、滑鼠、鰎盤基本操作
• 物件選取：滑鼠直接點擊
• 畫面平移：Alt+ 滑鼠中鍵
• 畫面視角轉換：Alt+ 滑鼠左鍵
• 畫面縮放：Alt+ 滑鼠右鍵或中鍵

英文  中文 快捷鍵

File 檔案

New Project 新専案

Open Project 開啟舊專案

New Template 開啟預設劇場

Scene Load 讀取場景

Scene Import 

Stage Import 

Stage Set/ Video/ Effect 

Lighting

Audio 

Character 

匯入模組

舞台懸吊模組

舞台佈景 / 影像 / 特效模組

燈光模組

音效模組

角色模組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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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快捷鍵

Scene Save 儲存場景 Ctrl+s

Scene Save As... 另存場景

Import 

Stage file 
Audio file 
Video file  
Character file 

匯入

舞台模型
音效檔案
影片檔案
角色模型

Export

Model 
Capture Image 
Capture Video 

匯出

模型
擷取畫面
擷取影片

Exit 結束

Edit 編輯

Undo 回復 Ctrl+Z

Redo 重做 Ctrl+Y

Reset Lamp' s Intensity 重設燈光強度

Cut 剪下

Copy 複製 Ctrl+C

Paste 貼上

Delete 刪除

Mode 子系統

Director 導演

Stage 舞台

Lighting

Ambient Light
Select Light
All Light
Show Cone
On/Off

燈光 Ctr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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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中文 快捷鍵

Audio 音響

Video 影像

Effect 特效

Character 角色

Audio File List 音樂清單

Video File List 影像清單

Play 播放

Back 回上一 Cue

Go 播放

Pause 暫停

Stop 停止

Forward 跳至下一 Cue

Windows 視窗

Layout

One Viewport
Left/Right Viewport
Up/Down Viewport
Four Viewport

視窗佈局

單一視窗
左右分割
上下分割
四分視窗

Library & Layer 資料庫及圖層

Attribute 屬性視窗

Cue List Cue 表

Show All 全部顯示 F11

Hide All 全部隱藏 F10

Language 語言

English 英文



( 二 ) 快捷工具列

在 DSPA 的工具列中，包含模式 Mode、音樂 / 影像檔案資料庫、復原 / 重做功能、視窗模
式切換、播放控制、物件控制工具、輸出控制、系統設定，以下會根據跟功能做細部講解。

1. 模式 Mode:

共有六項模組可供切換，分別為「舞台、燈光、音樂、影像、特效、角色」，各項模組
工作必須在該視窗下才能進行編輯作業，各模組細部操作將在第二章至第七章進一步說
明。

2. 音樂 / 影像檔案資料庫 :

點擊功能可以切換至音與影像資料庫，並可點擊清單左下角之＋號 , 以添加音樂檔與影像
檔於相對應之資料庫內。

3. 復原 / 重做功能：

點擊回復工具鍵可回到上一步之動作，點擊重做工具鍵可重新執行下一步之動作。

4. 自身軸心旋轉視角 :

可依照需求更改移動視角方式。
5. 視窗 Layout :

本系統提供四種視窗檢視模式「單一視窗、左右畫面、上下畫面、四分割畫面」。

20

英文  中文 快捷鍵

Chinese 中文

Help 幫助

About 關於

Export 匯出

Export Report 匯出報表



6. 控台連接 :

本系統提供直接連接控台，並由控台操控環境的模式。

7. 播放控制區 Playback :

快捷鍵由左至右分別為：移至上一個 Cue (Back)、播放(Go)、暂停(Pause)、停止(Stop)、
移至下一個 Cue (Forward)。

8. 物件控制：

點擊工具列可切換物件控制操作功能，包含選取物件、移動物件、旋轉物件、縮放物件。

9. 匯出 Export :

可擷取目前畫面 Export Image 和輸出影片 Export Video 。

10. 系統設定 (System Setting)：

環境燈光可設定環境光之預設值，Stage / Apron / Auditorium 分別是舞台燈 / 場燈
1/ 場燈 2。下方的燈光 Cue 可為後續輸出的燈表作設定，提供使用者 Cue Only 及
Tracking 兩種選擇，並且新增選擇渲染輸出的精緻度，以配合硬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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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輸出選單對話框。 ↑ VR 輸出選單。



( 三 ) 資料庫管理區

主要功能是用來管理各類記錄之資訊，包含 (1) 資料庫、(2) 圖層、(3) 焦點、(4)Cue 群組、
其內相關的設定調整可以加強製作流程的便利性。

1. 資料庫：
用来檢視各模組下各項的設備清單，亦可以按 + 號新增物件至清單中。

2. 圖層 (Layer)：
用來管理各模組下的設備，可利用勾選方式開關是否檢視或鎖定物件。

22



3. 焦點 (FOCUS) :
在燈光系統時使用，用於記錄燈光投射點，按號 + 可新增投射點，按回可快速在場景中
點選出要投射的位置。

4. Cue 群組 (Q-Group):
在導演模式下使用，主要用途為在導演模式下可設定 Cue 的顏色，以方便辨識多個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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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列範圍對話框介面

↑ 導演模式介面下 Cue 區段顯示狀態示意



( 四 ) 屬性編輯區

屬性資料主要是用來顯示所選物件之資訊，顯示的內容範圍包含物件屬性設定以及基本資訊。

( 五 ) Cue list 編輯區

Cue list 編輯區主要功能是用於編輯個模式下的 Cue List ，介面主要分成子系統切換與 
Cue List 兩大部分，總共有七項子系統切換，其中舞台子系統分為懸吊與道具，另外可於「導
演模式」觀看所有子系統 Cue 的整合。

1. 模式切換區：
可做八項模式切換介面控制

2. Cue list 區：
呈現方式又分為基本 Cue List 欄列與導演 Cue 列表

→ 屬性編輯區介面 ( 圖例為燈光屬性）

→ Cue List 示意圖

→ 導演 Cue List 介面示意圖

24



Iso View Top View

Front View Top View

Button View Back View

Right View Free View

( 六 ) 場景編輯 / 檢視區

在場景編輯 / 檢視區中按右鍵會產生視角切換的選項，使用者可透過各種模式來檢視與設定
位置或物件擺放。

→ 場景編輯 / 檢視區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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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選擇                               可呈現四種視窗切割觀看模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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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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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新專案

Step 1. 請 先 點 選 主 選 上 的「 檔 案 > 新 專 案 」， 新 增 專 案 名 並 於 電 腦 C：//建 立 
DSPAproject, 且專案路徑中不可包含中文資料夾。

Step 2. 第一次開啟，會自動詢問要儲存的專案路徑，請選擇剛剛所建立之專案資料夾，
並輸入專案名稱 (.tproj) 後，選擇存檔。專案名稱不可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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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檢查方才建立之專案資料夾，產出下列畫面，即成功建立專案資料夾。
完成上述步驟，即可開始進行編導。

Step 4. 第一次進入程式，可從「檔案 / 開啟預設劇場」開啟預設劇場，本軟體提供「大、
小表演廳、3102 表演廳、3201 表演廳 、自定義表演廳、衛武營戲劇廳、宜蘭曲藝館、
蔣渭水廳以及高雄中山堂」供選擇開啓，其中自定義表演廳可自訂「舞台範圍與鏡框尺
寸」。

→ 



大表演廳 小表演廳

3102 3201

自定義場景範例 衛武營戲劇廳

宜蘭曲藝館 蔣渭水廳

高雄中山堂

以下為本軟體內預設劇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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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開啟後，可以執行 「檔案 File / 另存場景 Save as」，並於專案資料夾內輸入檔
案名稱做存檔，下次開啟程式時，就會自動載入。

Step 6. 如 需 重 新 開 啟 先 前 編 輯 的 場 景 (scene)， 從「 檔 案 File / 讀 取 場 景 Scene 
Load」，選擇先前設定好的 Scene 檔 (.TAC)，即可開啟方才編輯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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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開啟舊專案

Step 1. 請點選檔案 > 開舊專案

完成上述步驟，即可開始進行編導。

( 三 ) 匯入其他子系統

Step 1. 開啟場景後，點選「匯入」，並選擇要入的子系統，例 : 燈光系統。

Step 2. 匯入後 , 欲匯入其他系統 , 請再重複上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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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匯入模組

若要加入自行製作的模型於軟體內，須先使用「匯入」功能，再用「新增於資料庫」，使用
者可自行匯入之檔案種類有舞台模型 ( 用於舞台上之道具模型 )、音效檔案、影片檔案、角
色模型、Gobo file。下以入角色模型為示範：

1. 外部模型匯入

Step.1 請點選檔案 > 匯入 > 角色模型

Step.2 選擇欲入的檔案資料夾。

Step.3 完成上述動作後即可在角色資料庫中看到剛才入的模型。這時可以將匯入之模型
拖入場景中放置並點選，以檢視分類屬性項目與功能設定是否正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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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模型新建

Step.1 若想為該模型做特定的名稱與基礎設定 , 可點選資料庫下方的＋ , 會跳出下方中的
視窗，選取欲自訂基礎設定的模型後，勾選自建設定（Customize Setting） 後，即可編
輯創建者與基礎資訊（BasicInfo）。

Step.2 按下確認後，即可在左方資料庫看到自定義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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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燈光開關

可由此處操作燈光開關，分為三種：
Ambient Light ：環境燈
Selected Light ：選取的燈（可用複數選取多盞燈 )
All Light ： 所有燈

以下用 Ambient Light 做示範：

Step.1 點選編輯主選單的編輯 > 燈光 >Ambient Light，使它前方出現打勾記號。

Step.2 再按 「On/off 」來開關（也可使用快捷鍵 Ctrl+L)

點按舞台畫面，此時就可以看到環境燈被關閉和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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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匯出圖表、360 VR

1. 匯出圖表

Step 1. 選擇「匯出」

Step 2. 並且於選單介面中依照需求選擇項目，檢查想輸出的圖層是否顯示，並按下確認。
若需要顯示「尺規」需在匯出先開啟尺規顯示 (Ctrl+L)。

* 表單輸出支援 Microsoft Excel、PDF

圖表類型 畫面範例

燈光對焦上視圖

燈光對焦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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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類型 畫面範例

劇場正視圖

劇場平面圖

BOM 表

Cue 表

音樂清單

影片清單



2. 匯出 360VR

Step 1. 請先點選「檔案 / 匯出 / 影片」

備註：影片匯出後經程式處理並設定上傳於 Youtube 上，可使用手持裝置（手機、平板等）
觀看 360VR 模擬效果。

360VR 影片製作教學網址及 QR code :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6178631?hl=zh-Hant

YouTube 影片上傅教學網址及 QR code :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57407?CO=GENIE.Platform%3DDeskt
op&h|=zh-Hant

* 後續若 YouTube 官方設定更改，請直接搜尋 「Youtube 360 影片上傳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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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子系統操作介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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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舞台系統

1. 資料庫

Step 1. 點選舞台系統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舞台系統的資料庫

• 匯入物件

DSPA 中除了布幕外有附帶一些道具，需手動添加置資料庫中。在資料庫中點選左下角的 
會打開瀏覽視窗，選擇需要的物件後點選確認，便可添加至資料庫中。
也可新增自行建置的 3D 模型道具（外部檔案匯入、命名規則將在「⑧ 外部模型」說明 )。



2. 屬性設定

在舞台系統下你可以屬性設定可設定舞台物件相關屬性，不同的物件之間屬性設定也會有所
不同。以下分別是「布幕屬性設定」、「舞台佈景屬性設定」。

3. 系統配置與編輯

舞台懸吊系統
·內建吊桿配置
本節將分別以大表演廳、小表演廳的吊桿配置做範例介紹，預設劇場中所有吊桿皆是參照實
際現場擺設製作，以期能真實模擬現場狀況。

41

↑ 布幕屬性設定 ↑ 舞台佈景屬性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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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演廳 - 側舞台上方吊環
編號：SS#1-SS#2/ 共 2 杆

↓大表演廳 - 主舞台區上方吊桿
編號：#1 一＃ 72 / 共 72 桿

↓大表演廳 - 觀眾席上方吊桿

↓小表演廳 - 貓道
（藍色框線即是貓道可吊掛物件處）

↓大表演廳 - 樂池區上方吊桿
編號：OS#1-OS#6 / 共 6 桿

↓大表演廳 - 上舞台區上方吊桿
編號：RS#1-RS#7 / 共 7 桿

↓小表演廳 - 主舞台區上方吊桿
編號：#1 一 #12/ 共 12 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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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視角切換
吊掛物件作業時，建議使用 Iso 圖 （Iso view），以方便檢視各吊桿編號，並做懸掛舞台
布幕與道具的動作（在畫面點擊右鍵即可切換成 Iso 圖 )。場景中己預設掛好四種布幕，
分別為大幕、沿幕、黑背幕、對開中隔幕。

Step.2 吊掛物件
資料庫中有預設的布幕，選中後拖曳到吊桿位置，就可以掛上了。

• 內建舞台機具
本節將介紹以大表演廳、小表演廳為例的舞合機具，預設劇場皆是參照實際尺寸製作，以期
能真實模擬現場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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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表演廳 樂池區（6 種模式切換）

• 大表演廳 陷阱室平台（182 片）可在右邊欄位切換原始平台或陷阱室平台

• 大表演廳 三圈式旋轉舞台（5m/9m/13m）可由資料庫中拖曳至舞台上擺設

• 小表演廳 陷阱室平台（54 片）可在右邊欄位切換原始平台或陷阱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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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佈景流程
物件放置於舞台上

Step.1 新增物件
點選舞台資料庫中，點選欲放置的物件，選中後拖曳到舞台上即可。

Step.2 移動物件
右方屬性設定中的座標 X、Y、Z 可以設置該物件在舞台上的位置，或是利用自由移動工
具直接由滑鼠拖曳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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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ue

• 懸吊 Cue list

Step.1 新增吊桿動作
點選吊桿的「屬性設定」中「動作」的 + 號，進行高度設定（座標 z），並且將歷次編輯
紀錄設為動作設定值。動作也可以用物件移動的箭頭移至定點後新增，並非只限於打座
標。

由於動態是以點對點方式運動，在設置動作時須至少設定兩個動作（例如：Dn 及 Up)，
以供後續 Cue List 進行動態編輯。

Step 2. 設定 Cue list :
選擇想要進行編輯的吊桿後，雙擊吊桿的 Stand-By 欄位並設定初始位，選擇設定的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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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ue 1 設定要降下 / 上升的位置（在編輯屬性時設的），在持續時間輸入希望動作的
時間，新增 Cue 1 完成後設定開始時間。

在以上都設定完成後，移至左側選取 Cue 欄位後，點擊停止鈕，將所有屬性設定歸零，
再點擊播放，即可預覽該 Cue 的動作。

• 佈景 Cue list
以大小表演廳為例，將分別介紹舞台機具：陷阱室平台、旋轉舞台、布幕開合以及道具進退
場的屬性設定並搭配 Cue List 製作動態。

• 陷阱室平台

Step.1 點選舞台後，屬性設定中會出現「中央舞台種類」於該處選擇 TRAPPLAT．即
為陷阱室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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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後的畫面如下

Step.2 點選陷阱室平台的任一塊區域後．在「屬性設定」的「動作」進行高度設定（座
標乙）。動作也可以用物件移動的箭頭移至定點後新增，並非只限於打座標。需要注
意的是，由於動態是以點對點方式運動 ．在設置動作時須至少設定兩個動作，以供後
續 Cue List 進行動態編輯。

• 旋轉舞台

Step.1 從舞台系統的資料庫中，將 Turn-Table（ 旋轉舞台）拖曳至舞台上。

→ 



Step.2 點選動作列表旁的 +，為旋轉舞台新增動作。旋轉舞台的動作是以角度表示，
因此於「屬性設定」中的「内圈動作列表」「中圈動作列表」「外圈動作列表」輸入
需要的旋轉角度。建議各圈都將預設位置（旋轉 0 度）設定為一個動作避免混淆，並
使用於 Cue 表中 Stand-By 欄位。

下圖以「内圈動作列表」為例：

• 布幕開合

Step.1 這裡以 MainCurtain 作示範，從舞台系統的資料庫中，將 MainCurtain 拖曳至
吊桿處。

點選物件後，右側屬性設定的「動作」欄位 ．點選 + ，為布幕新增動作。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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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tain Open Distance 為布幕開啟之距離，數值越大、 開口越大。

Step.2 接著在下方 Cue List 中 MainCurtain 的欄位中 ．編輯它在每個 Cue 中所需
的動作，及動作持續時間。

• 道具進退場

Step.1 這裡以道具 BlackTable 作示範，從舞台系統的資料庫中，將 BlackTable 拖曳
至舞台上。

Step.2 點選物件後，在右側屬性設定的「動作」欄位 ，點選 +，為道具新增動作，因
道具動作為移動位置及旋轉，動作編輯視窗内可設定的數值即為位置及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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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接著在下方 Cue List 中 BlackTable 的欄位，編輯它在每個 Cue 中所需的動
作，及動作持續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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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燈光系統
本系統配置「臺灣戲曲中心」所有內建的燈具，這些燈具是大小表演廳皆可共用，您可在燈
光系統中進行燈具的架設以及屬性設定，所需要使用的介面如下「燈光模組 Icon」、「燈光
資料庫」、「Focus」、「屬性設定」與「燈光 Cue List」進行舞台燈光的模擬演出規劃。

1. 燈光資料庫

Step 1. 點選燈光系統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燈光模組的資料庫

2. 燈具架設說明

可架設燈具的區域
本節將以大表演廳、小表演廳為例介紹可架設燈具的區域，各廳可架設燈具的吊桿區與前一
章節「舞台系統」中所介紹的吊桿區相同（詳見 p.45~50 ）除了吊桿區外，也能利用其他
設備來架設燈具，以下依序各廳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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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表演廳
吊桿區：（圖示詳見第一章「舞台系統」之 p.45)
側舞台區上方吊環：2 根吊桿
樂池區上方：6 根吊桿
主舞合上：72 根吊桿
上舞台區：7 根吊桿

• 舞台高側燈架：
位置在主舞台的左右兩側，左右各有 3 個，數量共有 6 個。

• 小表演廳
吊桿區：位置在小表演廳舞台正上方，有 12 根 Truss 可供吊掛燈具。

• 吊桿的擴充：
可以從小表演廳的資料庫中取得，依照長短分別為 TrusS-3m / Truss-12m / Truss-
Corner，使用者可以自由組裝並吊掛燈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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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 ( 預設場景皆可使用）

• 活動式舞台地面側燈架：
可從舞台模組的資料庫中取得，名稱是 Boomstand-Tower。

• 地燈基座：
可從舞台模組的資料庫中取得，名稱是 Shine Base。

• 燈具架設流程：

Step 1. 點選燈光系統 icon

燈具架設作業時，建議使用 Top View，以方便檢視各吊桿編號，並將資料庫內本舞台預
設之燈具拖曳至畫面中的吊桿或燈架上，或是點選吊桿或燈架進行架設。
( 在畫面點擊右鍵即可切換成 Top view)。當 Library 燈具顯示藍色的狀態下可連續架設
燈具，若要取消連續架設，只要再度點擊資料庫內的燈貝取消藍色的狀態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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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架設燈具至燈架：

架設方式與吊掛至吊桿上一樣，從資料庫拖曳燈具至燈架上即可。

Step 3. 更換吊桿：

當你已經架設燈具後，可以利用屬性設定裡的 Fly 替換吊掛的吊桿。也可以按住 Ctrl 複
數選取燈具後，再一起更換吊桿。

Step 4. 預覽效果：

在此切換為「Free View 」以檢視燈具的投射位置與效果，並進行調整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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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性設定

由於燈具的屬性設定較為繁複，因此特立此章節特別詳細說明。將燈具配置於燈桿後，針
對各個燈具的規格做配置設定：

• 燈光屬性設定介面
以下依序介紹燈光子系統的「屬性設定」項目，部分設定的數值會反映在 Top View 的燈
圖 UI 中。

(1) 頻道 / Channel
(2) 調光器 / Dimmer
(3) 色溫 / Color Temperature
(4) 顏色 / Color
(5) RGB 顏色 / RGB Color
(6) CMYK 顏色 / CMYK Color
(7) 色盤 / Color wheel
(8) 光束強度 / God Ray
(9) 效果片
(10) 其他屬性 / Features (lris / Shutter)
(11) 柔邊係數
(12) 用途備註 / Purpose
(13) 圖層 /Layer
(14) 更換吊桿
(15) Spin / Till / Pan
(16) 焦點 Focus
(17) 燈光預覽 / Preview
(18) 流明值 / Lumen
(19) 色票文字偏移
(20) Chan 文字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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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頻道 / Channel :
功能用於答理燈具，可將多數燈具設成一個 Channel ，輪入数值會於 Top View 中燈具
U 顯示，Cue 表中只可對有設置 Channel 的燈具設 Cue。

(2) 調光器 / Dimmer :
可在此設定調光的號碼，點選問號會出現大表演廳的調光器號碼一覽表。

(3) 色溫 / Color Temperature :
調整色溫數值會影響燈光的顏色，输入数值範園為 2700~6500，數值越小色調越暖，
數值越大色調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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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顏色 / Color :
此為燈具的色片顏色，本軟體預設館方己經購入的色片與標準編號，設成下拉式選單供
使用者選擇，或是直接輸入色片編號。

(5) RGB 顏色 / RGB Color :
可以利用 RGB 數值，調整色片顏色。若要儲存該 RGB 顏色，請先點選並左下角 
Custom Colors 的方框後，點選欲儲存的顏色，再按下 Add to Custom Colors 即完成
儲存。

(6) CMYK 顏色 / CMYK Color :
可以利用 CMYK 數值，調整色片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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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色盤 / Color wheel :

(8) 光速強度 / God Ray :
輸入數值範圍為 0 ～ 100 數值越大。光束感越強烈。

(9) 效果片 :
此為燈具之投影片，點選 Gobo 欄位的 select，可看見館方己經購入的投影片與標準編
號，供使用者做快速設定，其會直接反應於燈光預質 / 演示時之顯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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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屬性 / Features (lris / Shutter) :
按下 Features 後，就會跳出調整 lris 與 Shutter 的視窗。lris 為燈具之光圈設定；
Shutter 為燈具切光設定。

影響投射出之光束範圍，數值為 0~100，數值愈大，範圍越大，邊緣越柔和

燈光模式 -Shutter 示意圖，藉由調整四邊的遮光板將燈光切出幾何變化。黑色面積即為
遮住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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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柔邊係數 :
輸入之數值越大，邊緣越柔和。

(12) 用途 /Purpose :
做註記使用，於欄位輸入後，會於 Top View 的燈具 UI 上顯示。

(13) 圖層 /Layer :
結合資料管理區的 Laver 一起使用，藉由勾選 View 或 Lock 來顯示或鎖定，將場景內
燈光做分類與管理。

(14) 更換吊桿 :
本功能會顯示目前燈具所屬的吊桿，下拉列表中為場景內所有吊桿 / 燈架編號，選取跳
掛至所選吊桿，並可再行調整與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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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pin/Till/Pan :
此為燈具之旋轉功能，透過輸入角度數值，可調整燈光投射之角度。

調整 Spin 數值的變化 ( 右至左為 0/20/40)

調整 Till 數值的變化 ( 右至左為 0/30/60)

調整 Pan1 數值的變化 ( 右至左為 0/20/40）

(16) 焦點 Focus :
此為燈具之旋轉功能，透過輸入角度數值，可調整燈光投射之角度。

設定焦點有兩種方法：

1 可先在左側資料管理區中的焦點中設定焦點，再回到屬性設定中以下拉式選單的方式
匯入設定好的焦點。以下為詳細步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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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在燈光子系統下，點選 FOCUS 下的 +

Step 2. 便可新增焦點，如下圖的「焦點 _1」，再點選「焦點 _1」的 ⊙ ，呈現紅色狀態
後（如下圖），便可於場景中點選欲 Focus 的點。

Step 3. 確認焦點後，再按一次 ⊙，使其從紅色狀態回復灰色狀態，便設定完成。

Step 4. 設定完成後，即可於屬性設定中焦點欄位的下拉式選單，直接選取剛才設定的焦點。

2 除了上述的方法，也可以直接點選屬性設定中焦點的 ⊙ ，當呈現紅色狀態時，再於
畫面中點選欲對焦的點。即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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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預覽 Preview (%) :
此為燈光強度預覽功能，可輸入 0~100 數值，0 為全暗，而 100 為全亮。

(18) 流明度 / Lumen :
輸入數值範圍為 3000~1000000。

(19) 色票文字偏移 (%) :
可輸入數值，以百分比計算。

(20) Chan 文字偏移 (%) :
可輸入數值，以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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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ue

本節會針對燈光要如何設定 Cue 做詳細的解說：

Step.1 設定 Channel:
將屬性設定完成的燈具在 Top View 下，按住 Ctrl 複數選取，將這些燈具設定成同一 
Channel，設定好的 Channel 號碼也會出現在燈光模式的 Cue List 內。

Step.2 設定 Lighting Cue 的模式：
點選 System Setting 在視窗中勾選要使用 Cue Only 或 Tracking 哪種模式進行燈光的設 
Cue，一旦設定後就不建議在中途更改。

Step.3 Cue 設定
Up/Down/Focus/Color/Beam 時間設定，使用者可以獨立調整燈光變化時間。
雙擊藍色區域會跳出編輯視窗，可在編輯視窗中輸入亮度(intensity），此外，若為電腦燈，
也能在此視窗內編輯它在該 Cue 欲變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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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燈的 Cue 編輯視窗：
一般燈可以做的變化有限，僅能編輯它在該 Cue 的淡入淡出及燈光強度。

(2) 電腦燈的 Cue 編輯視窗：
電腦燈可以做許多變化，除了基本的強度、淡人淡出外，還有 Color,Gobo,Features, 
Ficker,Iris, Soft,Rotation 和 Fov。除了 Gobo 及 Ficker 之外，其他皆在前述的屬性設定
中介紹過，因此以下特別說明 Gobo 和 Ficker。

* 在屬性列按下？可以看到此電腦燈的數值。

Step.4 設定開始時間
決定好模式後就可以開始設 Cue，右鍵新增一列新的 Cue，可以在開始時間（小時：分鐘：
秒數：格數）中設定這個燈光 Cue 將在哪個時間點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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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設定進場 / 出場時間：
依循燈光控台 Cue 撥放流程，每個燈光 Cue 皆跟隨其上一個燈光 Cue 撥放。

Step.6 設定 Trigger :
雙擊 Trigger 下方會跳出編輯視窗，可選擇 Link 或是 Follow 功能，以及對應的 Cue 號。

• Link ：
直接跳 Cue( 例如：在 Cuel 設定 Link 至 Cue3，那麼當 Cuel 執行完畢後就會直接跳
到 Cue3)。

• Follow ：
直接接續下一 Cue( 例如：在 Cuel 設定 Follow，那麼當 Cue1 執行完畢後就會直接接
到 Cu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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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7 執行 Cue :
滑鼠移至左側選取導演模式欄位後，並將視窗中的畫面切換成 「Free View」，先點擊
播放控制（Playback) 裡的停止鈕 (Stop)，將所有屬性設定歸零，再者點擊播放 (GO) 即
可預覽該燈光 Cue 的狀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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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音樂系統
本系統內建「臺灣戲曲中心」所規劃的音響設備，可在音響系統中進行架設。會使用到的介
面依序有「音響模組 Icon」、「音響資料庫」、「匯入音效檔」、「音樂清單 lcon」、「音
樂資料庫」、「屬性設定」與「音效 Cue List」。本系統無音場效果。

1. 音響資料庫

Step 1. 點選音樂系統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音響模組的資料庫

2. 音樂清單

Step 1. 點選音樂清單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音響模組的資料庫，可在此添加匯入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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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性設定

可針對音響設備進退場進行定位點的設定。

4 .Cue

Step 1.  音效匯入
在主選單上選擇「檔案 > 匯入＞音效檔案」，即可匯入所需的音樂檔。
* 注意：檔案格式須為 wav. 或 mp3.，且檔名須為英文。



Step.2 音效 Cue List
匯入檔案後，可在下方 Cue List 中看到檔案名稱。

起始設定欄位中維持預設數值即可。設定完各 Cue 的時長後，再雙擊打開 Cue 的編輯視
窗，設定音樂音量 (Audio Volume)、音樂段落播放時間 (Time Start) 及持續時間 (Duration 
Time)，音樂淡入淡出時間 (n/Out Time），例如：希望音樂 5 秒漸進淡入，則輸入「5」
於表格中。

在以上都設定完成後，移至左側選取 Cue 欄位後，點擊上方停止鈕，將所有屬性設定歸
零，再點擊播放，即可預覽播放該 Cue 的音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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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投影系統
系統內建「臺灣戲曲中心」所規劃的影像設備，可在影像系統中進行投影機的架設。會使
用到的介面依序有「影像模組 Iicon」、「影像資料庫」、「匯入影片檔」、「影像清單
Icon」、「影片資料庫」、「屬性設定」與「音效 Cue List 」。

1. 投影機資料庫

Step 1. 點選影像模組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影像模組的資料庫

2. 影片清單

Step 1. 點選影片清單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影片資料庫。若要在此添加匯入的影片，即按左下角的□

3. 匯入影片

檔案 > 匯入 > 影片檔案。

* 注意：檔案格式須為 .avi、.mov、.m4v 或 mp4.，且檔名須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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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屬性設定

可調整投影機之相關設定

5. Cue
本章節將介紹影片檔案匯入以及 Cue list 編輯流程。

Step 1. 影片匯入：

在主選單上選擇「檔案 > 匯入 > 影片檔案」，即可匯入所需的影片，檔案格式為
avi,mov,mp4,mpeg。

Step 2. 影片 Cue List :

投影機架設完成後，可在下方 Cue List 中
型號名稱。

在 Stand-By 欄位中維持預設數值即可。

在 Cue1 雙擊可打開設定 Cue 的編輯視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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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播放的影片、影片段落播放的時間 (Time Start )、播放時長 (Duration Time) 以及淡

入淡出設定 (In/Out Time )。

例如：希望影片五秒內漸漸由黑淡人，則在空格中鍵入 「5」。

設定起始時間和 Cue 的總時長。

在以上都設定完成後，移至左側選取 Cue 欄位後 ，點擊上方停止鈕，將所有屬性設定歸
零，再點擊播放，即可預覽該 Cue 的影像。



( 五 ) 特效系統
本系統內建「臺灣戲曲中心」所規劃的影像設備，可在特效模組中進行煙機、霧機與雪花機
的架設與效果設定。會使用到的介面依序有「特效模組 Icon」、「特效資料庫」、「屬性設定」
與「特效 Cue List 」。

1. 特效資料庫

Step 1. 點選特效模組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特效模組的資料庫

2. 屬性設定

可針對特效設備進行位置與旋轉數值的微調，以及圖層的設定

3. Cue

本章節將介紹特效 Cue List 的編輯流程

Step 1. 從資料庫匯入特效機：

從資料庫拖曳特效機至場景中，在 Cue List 中即會出現該欄位，並可進行後續的 Cue 設
定。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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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特效機新增動作
點選特效機後，再點選右方屬性設定欄中動作的 + 號，即可替特效機新增動作。

Step.3 Cue list 的編輯
點選下方 Cue 後，跳出該 Cue 的編輯視窗，即可設定特效機在該 Cue 的動作、持續時
間、開始時間及間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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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角色系統
本系統內建「臺灣戲曲中心」所規劃配置的常見角色「生、旦、淨、丑」，可在角色模組中
進行走位設定。此外亦可搭配舞台系統之機動裝置（旋轉舞台、陷阱室平台或懸吊系統），
進行角色的控制編輯。會使用到的介面依序有「角色模組 Icon 」、「角色資料庫」、「屬
性設定」與「角色 Cue List」。

1. 角色資料庫

Step 1. 點選角色模組 icon
Step 2. 資料庫會切換成角色模組的資料庫

2. 屬性設定

可編輯設定角色的圖層（ Layer）、動作 (motion )

3. 角色模組配置與編輯

(1) 舞合上之配置

本章節將介紹角色人物在舞台上的配置以及屬性設定流程。

• 角色配置：

DSPA 有內建的角色人物，可從資料庫中拖曳 角色至舞台中。如需匯入新的角色，按下

資料庫左下角的 + 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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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屬性設定：

點選角色後，可在屬性視窗內進行圖層與動作的設定。

• 角色的動態設定 (Motion)：

點選角色後可以移動角色至定位點，然後在屬性視窗內設定動作 (Motion）的編輯中 點選

新增定位點，在動態設定的視窗中可輸人動作名稱 ( Motion Name）、位置 ( Position ）

與角度（Degree Z)，亦可搭配基礎設定 (Transform）做設定。

(2) 搭配舞台機具之配置

本章節將介紹角色舞臺機具的編輯流程．除了角色本身可以設定 motion 也可以藉由舞台

機具來牽動角色的動態。操作方法如下：

Step 1. 角色配置：
建議於 「Free View」進行編輯，角色可跟隨於旋轉舞合典陷阱室作動
使用預設角色拖曳至主視窗中之舞合機具上，如旋轉舞台、陷阱室，並放置於機具之相關
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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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角色屬性設定：
點選角色後，可在屬性視窗內進行圖層 (Layer) 與動作編輯 (Motion）的設定。但是，如
欲跟隨舞台機具則不可設定動作 (Motion)，否則其會以自身動作為主。

Step.3 舞台機具屬性設定：
點選舞台機具後，可在屬性視窗內進行設定，機具有不同屬性之設定，以下就以陷阱室與
旋轉舞台屬性做說明。

• 陷阱室：

可設定編輯圖層 (Layer）、舞合型式 (Center Stage Type）與動作 (Motion）。可設定多

組動作，點擊 Motion 的 + 會跳出對話框，在此可調整每個單一陷阱平台之高度（Z 軸），

以配合舞台模擬角色升降使用。

• 旋轉舞台：

主要可做內圈動作 (lnner Ring Motions)、中圈動作 (Inner Ring Motions）與外圈動作

(Outer Ring Motions) 的正逆轉多組動作設定，點擊 Motion 的 + 會跳出對話框，以調整

每圈平台之角度 (Degree Z），以配合舞台模擬角色或道具跟隨旋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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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ue

(1)Cue list 設定

當角色設置完成後，可在下方 Cue List 中看到檔案名稱。

在 Stand-By 欄位中維持預設數值即可。

在 Cuel 欄位雙学可打開設定參數的視窗。

點選下拉選單撰擇設定之動作，並設定持續時間。

設定起始時間和 Cue 的總時長。

在以上都設定完成後，移至左側選取 Cue 欄位後，點擊上方停止鈕，將所有屬性設定歸零，

再點擊播放，即可預覽播放該 Cue 的特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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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模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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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導演模式功能

導演模式畫面區分為 「主視窗」以及「導演 Cue List」，主視窗主要是進行畫面的預
覽，而「導演 Cue List」 則負責綜觀的管理各部門的 Cue，也可以藉由資料管理區的 
「Q-group」進行進階的管理。

( 二 ) 切換成導演模式

從主選單的 「模組」中選擇「導演」，並於下方 Cue List 點選導演切換成導演模式的 Cue 
List。

( 三 ) 介面說明

1. 視窗

導演模式的視窗分成「主視窗」以及「導演 Cue List」，主視窗可以即時預演舞台上的

畫面 ，而 Cue List 則可以管理各項的 Cue List 。

2. Cue List

統合前述七種模式下的 Cue List ，包含舞台懸吊 (SFQ)、舞台道具 (SSQ)、燈光 (LQ)、

音效 (AQ)、影片 (VQ)、特效 (EQ) 與角色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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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放控制區

操作導演模式時，可使用以下按鈕控制播放狀態。

上一 CUE/ GO( 開始）/ PAUSE( 暫停 )/ STOP（停止）/ 下一 CUE

4. 時間尺規 

藉由輸入起始與結束時間顯示目前預覽範圍的時段，右方 Total 會顯示目前導演 Cue 的

總長度。

5. 時間尺規標的

使用滑鼠拖曳時間尺規標的，場景上之物件會做即時動熊變化以供預覽；用此功能時需先

停止播放狀態方能使用。

( 四 ) 模式預覽

本章會進階介紹導演模式要如何預覽

1. 時間軸：

分成 Start 、Current 、End 三個時間，單位為”時 (Hr.）、分 (Min)、秒 (Sec)、格 (Frame)”

可以藉由翰入起始與結束時間去設定要觀看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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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標的物：

在導演模式時，可以拖拉時間軸預覽整齣戲的即時畫面。

3. 視角切換

在播放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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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導演總 Cue List 管理與操作

導演可直接在 Cue 列表介面下直接調整 Cue 片段，在時間軸上做拖曳更動起始時間。但細
部功能仍須至各部門系統進行調整規劃。亦可透過 Q-GrouD 做區段時間控制。

1. 拖移 Cue

使用滑鼠直接拖移 Cue 可以改變這段 Cue 的起始時間。

或是將左下角的 related 勾選起來，可以拖移整段模式上的 Cue。

2. Q-Group

主要用途為在導演模式下把在時間區段內的 Cue 加入群組以方便管理。可以更改群組顏

色以及調整各群組的起始時間點。

• 設定區塊：

點選 Arrange Range 會跳出編輯視窗，在編輯視窗輸入這段戲的開頭與結尾時間，結果

會直接反應在 Cue list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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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顏色：

• 鎖定區域：

可以藉由勾選 Lock 鎖定整個區段，被鎖定的區段無法被改變或拖移。

• 改變整體的起始時間：

在 Start Time 會有目前設定的區段的起始時間，可以藉由修改這裡的時間去做整個區段

起始時間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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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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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安裝方式

詳見前頁 Steam 安装流程 p.13

( 二 ) 系統內使用

1. 觀看場景

Step 1. 戴上頭盔後，可觀看場景擺設規劃。

Step 2. 可於 VR 初始設定好的虛擬圍欄中自由行走，靠近目標物觀看。

2. 操作

Step 1. 若 VR 初始設定為站定不移勒，則所有移動需靠把手操作，請按住板機的按鈕，
會出光線，選定位置後，再鬆開板機按鈕，便可移動到該位置。

Step 2. 若 VR 初始設定為房間模式，則可以在限定範圍內行走，若需移勒到更遠的範圍
需靠把手操作，請按住板機的按鈕，會出光線，選定位置後，再鬆開板機按鈕，便可移動
到該位置。

( 三 ) 匯出

1. 360VR 影片匯出

詳見前頁 Steam 安装流程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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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上傳設定

Step.1 請將影片放入下載的軟體中進行轉檔

Step.2 請將轉檔後的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

Step.3 待 YouTube 處理完，即可以滑鼠拖曳畫面看到 360 的場景，或使用 VR 眼鏡或
cardboard 觀看 ( 此為 2019 年設定，若官方更改設定流程，請依照 YouTube 官方教學）

3. 影片觀看建議裝置：

以下為目前通用的 Carboard 裝置，提供使用者作為參考。



外部模型8

關於外部模型詳細設定，請參照模型檔案轉換外掛模組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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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軟體是以 3D 架構為基礎開發的軟體，它配備了常見的舞合場景模型與舞台

資料庫模型供使用，但不同的舞台劇碼可能有其專屬的舞台場景與道具，不可能含

蓋所有的類型。因此，本軟體提供了可匯入 3DCAD 相開軟體自主繪製與輸出之模

型的機會。大多數的 3D CAD 軟體都有提供输出 *.FBX 檔的功能，所以被選為匯

入本軟體的格式。本系統僅可讀取 .FBX 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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