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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狂 2》超高畫質節目製作標準作業流程(SOP) 

壹、 摘要說明 

    在 2014「蜂狂」首部曲中，公視國際合製團隊深入探討蜜蜂神秘失蹤

原因，剖析人類過度使用農藥問題，尤其在大量開始使用系統性農藥之

後，不僅對蜜蜂造成嚴重傷害，污染了土地與環境，也對人類自己的食物

安全與下一代的健康，造成莫大影響。節目推出後，不僅成為國內許多環

境議題研討會的教材，在國際電視節目競賽上更是成果輝煌，超過 10 個

國際影展入圍與得獎，包含加拿班芙洛磯獎與紐約電視獎等一級獎項。 

    為了持續公視在環境議題上的堅持，2016 年以 4K 製作規格，接著續

製「蜂狂 2」，以人類永續的精神為本質，追蹤台灣與歐美等國家在環保

以及農藥使用監督議題上的現況，藉由全球各地科學家與公衛學者的見

證，探索人類在蜜蜂大量消失後，是否已有相對的警覺，農藥濫用情況是

否改善，人類有沒有從更宏觀的角度關心食安的議題，期許節目能夠藉此

啟發觀眾思考，並持續為環境與公眾健康把關。 

    而為了能在廣大的永續議題範圍中，確切掌握節目議題，本集將內容

設定在下列目標： 

      1,  探討農藥殘留與人體健康的因果關係 

      2,  蜜蜂大量死亡與食安的關聯 

      3,  追蹤遭打壓的科學家與蜂農面對的困境 

      4,  探討現代人類的飲食的迷思  

      5,  施作農藥的其他選項 

      6,  農藥氾濫的背後因素 

       

貳、 計畫目標 

    透國台灣，美國以及日本科學家，農夫與蜂農，以蜜蜂大量死亡議題    
為主角，以全球性的農藥議題作為基礎，共同深入討論農藥在醫學，環境，

以及政治面所帶來的影響，帶領觀眾，從不同國家的農業現實，政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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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了解導致農藥之所以會濫用的主因，此外也讓觀眾一窺農藥是如何

在銷售上運作，以及人類在這困境中如何用智慧來尋求解決之道。 

      而為呈現議題真實性，製作單位前往各地實際採訪事件的主角，重

返蜜蜂消失的發生地，以及關鍵的人物的訪談說明。此外，透過外籍編劇

的協助，用國際觀點來切入議題，這樣的做法無非是將農藥這個無國界的

爭論，能以國際觀眾的認知語言呈現。如此也是未來在節目行銷與推廣

上，更接近國際觀眾，這也是國際合製紀錄片與一般紀錄片在執行與思考

上的差異。 

參、 執行內容  

    本節目定位為科普類紀錄片，議題涵蓋範圍很廣，為了真實呈現各項

議題，包含蜜蜂死亡研究，農藥施作與政策爭議等，製作小組共花了 5 個

月來執行前製研究，鑽研最新的科學數據，並且尋找相關受訪者，實際接

觸美國，日本與台灣多位相關科學家，並從與他們的互動中，探索節目的

定位，並鎖定討論的層級與目標。 

 

    尤其在日本方面，由於受訪者態度相對保守，製作團隊也為此雇用一

位台籍日本研究員，在日本實際與受訪者接觸，並且親自前往勘景與預

訪，藉由這些受訪者，製作團隊獲得了很多國內無法取得的資訊。 

 

    期間為了與得國外專家與受訪者取得互相的信任，也為了說明公視在

紀錄片屆的國際信譽，製作團隊先行製作出中日文的故事說明，增加與美

國日本受訪者相互了解與信任，這不但增加了受訪者對於節目內容的了

解，更是對於公視品牌的信任的一種策略。最重要的，對之後的拍攝，在

外景時間掌握與內容討論上，製作團隊受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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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主要內容有：持續關注各國學術與非政府單位針對 CCD（蜂群崩

壞症候群）的研究與調查報告，並展現台灣頂尖的研究成果；討論各國政

府與生物科技業因應農藥濫用的政策；深入探討飲食迷思與農藥施作的關

聯；友善農法有機作物的商業成功帶來的啟示等。 

    本節目已拍攝由台大昆蟲系楊恩誠教授所帶領的蜜蜂追蹤的頂尖實

驗，包含蜜蜂追蹤與昆蟲行為預測等等最新科技，感受到現今國內科學界

在影像技術與運用上十分普遍，例如追蹤蜜蜂在蜂內的行為與出入蜂巢總

量的影像，這在觀測群體與大數據分析上，影像技術已經是很多研究環節

的一個關鍵。這對 4K 電視的發展是很好的另一活路，未來公視可以與研

究機構合作，紀錄與科學研究相關的節目內容，將所拍攝的到最真實影像

畫面，完全呈現於觀眾面前。比如生物行為，自然生態變化以及地形地貌

等領域。另一方面，合作的學術單位更能藉由高解析度的 4K 攝影拍攝，

取得平常無法獲得的高解析的畫面，進而提升研究方法與品質。這對於 4K
的發展而言，可以創造全新的跨領域合作契機。 

    完成日本外景之拍攝部分，全程 SONY PXS-FS7 拍攝，以 30P/4:2:2 S 
LOG3 規格紀錄影像，配合 Fujino 19-90mm 與 Tokina11-16m 等多種鏡頭，

在顏色與細緻度上的表現超越 HD 甚多，尤其是在陽光下受訪者的呈現更

發揮了 4K 的優勢；配合 FreeFly 穿戴式穩定器的使用，以往傳統要拍橫移

鏡頭或是追蹤鏡頭時，若要有穩定的效果就必須架設軌道，非常耗時，而

且軌道體積龐大又笨重，機動性差，也受限於地形與場地，更不能夠隨心

所欲的穩定上下左右移動。freefly 穩定器則是不受這些限制，攝影時可隨

著主角穩定追蹤，算是人物動態拍攝上的一大利器；使用 4K 空拍機，從

高處俯瞰主題全景（如有機田），能給觀眾更完整的地理概念與相關位置，

也是視覺美學上創新；8 天拍攝含空拍總量為 3.1T，運用 3 個 2T 硬碟分

開儲存，檔案管理在 4K 拍攝中十分重要。 

    美國外景於 8/30 至 9/14，在華盛頓州伍爾曼市、南達克達州布魯金斯

市、明尼蘇達州貝爾特市與華盛頓特區進行拍攝；內容涵蓋了美國由西岸

到東案的有機農夫、蜂農、環保異議人士與華府農業政策專家，訪問角度

從地方的農業思維，到政策執行面的視野；外景攝影機為 Sony FS7，配上

各種不同的鏡頭來當配不同的場景，同時也攜帶 LED 燈光組因應光源不足

的情況，以及隨身型滑軌來增加運鏡的多樣性。 

    拍攝期間有晴天也有雨天，大體來說，美國空氣較台灣乾淨與透徹，

加上市拍攝寬廣的農地居多，所以呈現出比台灣較為穿透的感覺，凡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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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與逆光等等的設計，都有不錯的效果，而 4K 在拍攝室內如實驗室與溫

室時，配合上鏡頭光圈的調整，以及 3840*2160 的解析，更能呈現出細部

的美感。 

    拍攝期間，除了傳承第一集的科學呈現，本集則是充分利用 4K 的攝

影特性，在拍攝蜜蜂上特別加以琢磨，呈現出許多平常肉眼無法察覺的細

節。而拍攝地點了外景，也安排了數個棚內設計，輔以特殊燈光的設計，

拍攝出較為抽象的呈現。從蜜蜂行為到蜂巢內部的特寫，由其實各種蜜蜂

實驗視覺呈現，除了結合動畫的說明，也將很多科學影像資料轉換成 4K
於節目中呈現。 

    拍攝器材表與相關規格表列如下 

項目 型號 

攝影機 Sony FS7, Sony F55, Sony A7s2, RED EPIC  

燈光 litepanels Astra,  ARRI HMI 1.25K 

穩定器 Free-fly Steady Rig 

空拍機 DJI P4 

鏡頭 Canon 70mm f2.8 

 100mm f2.8m f2 

 16-35mm f2.8 

 24-70mm f2.8 

 24-105mm f4 

 70-200mm f2.8 

 100-400mm f4-5.6 

Sony 28-135mm f4 

Tokens 11-16mm f2.8 

Fujinon Xk 20-120mm T3.5 
 

錄影規格 3840*2160 / 4:2:2 30P /S-Log 3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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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本節目是公視第一個 1 小時時長以 4K 拍攝的科普紀錄片，在拍攝團

隊在確認拍攝計畫後即開始對於器材進行了解。這之間包含器材實際外拍

測試，鏡頭交替運用，檔案轉檔以及後製套片調光，其目的無非是要能夠

讓拍攝小組能夠事先熟悉相關器材。然而在整體實際執行上卻有很多無法

預期的問題必須克服。 

 

Ａ.拍攝方面： 

    初期拍攝是運用多種相機鏡頭的組合，必須在各種不同的場景之下持

續更換鏡頭，然而在紀錄片追求即時與真實的需求下，實際拍攝時並無太

多時間處理鏡頭的更換。加上每次出機的配置不同，人員也有所更換，因

此在不同場景的拍攝上人員都須重新熟悉。另外，蜂窩的 4K 拍攝的挑戰

之一，是在跟焦與光圈的拿捏上，相較於團隊熟悉的 HD，更是需要時間

熟悉，所以整體說來初期的拍攝效率並無法與 HD 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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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檔案方面： 

    拍攝後的儲存是每天拍攝完畢後的工作，當很多天的連續外景拍攝

時，每天轉檔成為必然的額外的工作，而且必須備份以防萬一，所以時間

上消耗很多，另外帶出去的硬碟穩定性也是考驗，在日本時曾經發生硬碟

讀取不到的狀況。 

    另外拍攝的檔案量很大，外景資料還要先轉檔到公司工作站，才能檢

測所拍攝成果，整體來說，檔案變大當然硬體也須配合，而因為硬體需求

增加的關係，以前所熟悉的後製流程與資源必須重新規劃，尤其是在檔案

儲存與管理上的分配。 

 

 

C. 後製方面 

    初剪是由拍攝檔案轉成ＨＤ於國際部使用 AVID 初剪，初剪時間包含

轉檔大約是 4 周，由於初剪平台硬碟沒有配置陣列硬碟，所以反應速度非

常慢，且因為負載過大，硬碟總共故障了 2 次，因此拖慢了剪輯的速度。

了由於是用 422 模式錄製，因此調光與套片是必經的程序，在套片的過程

也發生檔名無法連接的狀況，原因是壓縮成小檔時檔名自動增加，導致花

很多時間以手動套片的方式一一對回。 

    達文西調光是公視購買的調光平台，因為公視並沒有太多這方面的經

驗，很多的狀況是製作單位與調光師自行摸索，加上檔案量繁多，所以花

很多時間處理很多檔案問題，加上公視達文西平台同時處理很多其他節

目，所以在調光時間上也較預期多。 

 

Ｄ. 動畫部分： 

    4K 動畫製作的困難度超出想像，數據上 4K 大小是 HD 的 4 倍，但在

實際執行上算圖時間卻遠大於 4K 而且所要求的電腦規格很高，以一般現

在的個體戶動畫師，在時間成本的考量上，是不太願意承接 4K 動畫。解

決方式是將需要大量算圖資源的 3D 部分交由公視動畫室來執行，而其他

2D 部分則是盡量簡化複雜度。雖然如此，整體的呈現依然有 4K 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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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果與效益 

    以預算規模看來，蜂狂 2 的花費沒有較 HD 版超出很多，除了精確的

預算管理，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拍攝與後製都是由會內執行，也藉此機會

與同仁一起交流學習 4K 的製作技術，雖然大家都在摸索各種技術，不過

藉由此案的執行，同仁在 4K 長片的製作經驗藉此不斷累積，相信對於日

後的 4K 常態性製作是有絕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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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在執行上最大的差異是在製作時間的規劃，尤其因為檔案管理與動畫

製作，這兩項都是因為 4K 檔案容量遠大於 HD 的事實，不管是在初剪或

是套片的過程都比預計多很多，此外，4K 拍攝的邏輯較類似電影的拍攝

操作配置，需要跟焦師來做跟焦的動作，這也是熟悉 ENG 電視製作的公

視同仁較不熟悉的。未來可以因不同個案而做人力配置與器材規劃上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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