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聲會影版本比較

功能 會聲會

影 X8

會聲會影�X7�
旗艦版

會聲會影  X8

旗艦版

會聲會

影� 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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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版

會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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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鏡頭⾓度 4 個鏡頭⾓度

視訊軌數量 21 21 21 21 21 21

8 8 4 4 4 4

全新功能！多機編輯器 — 在應⽤程式中，同步並對⿑您的素材，切換

⾓度，並剪下、刪除和新增轉場。  

全新功能！多點動態追蹤  — 在您的視訊中，追蹤最多 4 個移動點。

停格 － 聚焦單⼀畫格並暫停動作，讓您增添更多視覺震撼。輕鬆選

取畫格並設定時間⻑度

覆疊選項 － 使⽤「新增」、「相乘」和「灰⾊鍵」選項，建立專⽤的

半透明與⾊彩效果。

停格動畫 — 快速製作以⼈物、玩具及物件為主⾓的動畫影片。

視訊遮罩 － 隱藏或顯⽰視訊的不同片段，創作出有趣的特殊效果或

標題序列。

縮時攝影 － 先使⽤視訊素材或⼀系列相片，然後將其加速，即可成為縮

時攝影影片。移除畫格以完成抽格效果和定速播放。

字幕編輯器 － 使⽤語⾳偵測技術為視訊中的演說配上字幕。

影片⼩畫家 － 錄製繪畫、圖形或⼿寫筆觸為動畫或靜態寫⽣，再將

其以覆疊特效新增⾄您的專案

彩度鍵 (綠幕) — 您可在綠幕前拍攝專案主題，再將短片與您選⽤的

背景合併製作短片

免費贈送！影⾳快⼿™ 精簡編輯模式 － 使⽤創新的 3 步驟流程，建立

並分享電⼦相簿和影片。

免費贈送！螢幕錄製 — 當錄製您的螢幕影像時，輕鬆擷取系統⾳訊與

麥克風聲⾳。這項功能是您製作教學或產品演⽰視訊短片的最佳選擇。

動態追蹤 — 輕鬆追蹤螢幕上的動態追蹤⽬標和移動物件，並連接文字

與圖形等各種元素。

HTML5 編輯功能 — 建立包含螢幕圖形、整合式超連結和標題的互

動式視訊，並以 HTML5 格式輸出並善⽤ HTML5 快速範本。

強化功能！⾳訊軌數量

全新功能！影⾳快⼿範本設計師  — 在會聲會影和影⾳快⼿中建立您個
⼈的影⾳快⼿範本

強化功能！標準化⾳訊 — ⾃動平衡選取素材或整個資料軌的⾳

量，以保持⾳訊⾳量的⼀致性  

全新功能！更多資料選項 — 在現有資料軌上⽅或下⽅，按⼀下滑

鼠右鍵 輕鬆新增或移除全新資料軌 

強化功能！⾳訊濾鏡素材庫 — ⾳訊濾鏡現在已與濾鏡素材庫整合 

強化功能！⾳訊閃避 － 偵測⾳訊或旁⽩，並⾃動降低背景⾳量。更

多選項讓您現在可微調進場/退場時間

轉換標題為 Alpha ⾊頻檔案 － 透過轉換標題為 Alpha ⾊頻影像或動

畫，您可建立專業⽔準、風格出眾的標題。 

編輯

創作功能

縮圖選取 － 素材使⽤後，素材庫中的縮圖會立即顯⽰勾選標記，協助

您避免重複使⽤相同的視訊影片。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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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功能！匯入 MXF (XAVC) 

全新功能！匯入和匯出 HEVC (H.264)

批次轉換⾃訂設定檔 － 使⽤批次轉換建立、儲存並刪除設定檔。此

外，您還可轉換數個會聲會影專案為同⼀檔案格式的視訊。

多重專案編輯 － 輕鬆在新專案中重新使⽤既有視訊短片。此外，您

還可儲存並重新使⽤⾃訂濾鏡或轉場。

ScoreFitter – 使⽤ ScoreFitter 素材庫，新增⼀系列免版稅的聲⾳與

歌曲，甚⾄按您的電影⻑度⾃動調整⾳樂播放⻑度。

由右到左文字⽀援 － 讓您可以輕鬆使⽤由右到左語⾔輸入文字標題。

強化功能！素材庫管理員 — 您現在可備份您的⾃訂資料夾並在切換機

器或升級時在會聲會影中還原素材管理員。

HD 品質播放 － 編輯與預覧視訊影片時，您可使⽤ HD 品質播放最清

晰的畫⾯。

建立⾃訂設定檔 － 在「輸出」⼯作區中，使⽤您最喜愛的設定直接建

立並儲存⾃訂設定檔，或針對預先定義設定檔稍加修改並儲存。

可⾃訂的動態 – ⾃訂圖形、標題和物件的移動。將可⾃訂的動態路徑

儲存到路徑庫，⽅便⽇後快速再利⽤。

⽀援 Quicktime Alpha Channels – 在其他熱⾨ 2D 及 3D 動畫程式中製

作具透明背景的動畫，然後將這些動畫匯入到會聲會影。

變速 － 減緩或加速視訊的任何片段，不需同時處理素材剪輯。

範本素材庫 — 可直接從素材庫將範本拖放到時間軸，迅速開始視訊製

作。製作⾃⼰的範本，或者從 Corel 指南 (僅提供英文版) 下載範本。

智慧型包 — 可將專案的所有元素結合成⼀個封包，讓您能夠隨處在任

何電腦上進⾏專案作業。

套⽤濾鏡⾄標題 — 套⽤視訊濾鏡特效⾄標題素材，建立獨⼀無

⼆的效果。

輕鬆線上分享 — 您可直接從會聲會影中分享影片⾄ YouTube、

Facebook、Flickr、Vimeo 與 niconico (僅限某些國家) 。

智慧型代理編輯 – 利⽤智慧型代理編輯來加速 HD 視訊編輯，以便在

較低的解析度下進⾏作業，直到準備匯出為⽌。

XAVC S ⽀援 － 使⽤以 MP4-AVC/H.264 檔案格式為基礎的視訊攝影

標準，並取得 3840 x 2160 的 4K 解析度⽀援。

匯入和匯出 MPEG-4 (H.265)

⽀援超⾼畫質 (4K) 視訊 － 匯入，編輯並匯出超⾼畫質 4K 視訊 

(解析度⾼達 4096 x 2160)。

SD 卡輸出效果 － 採⽤與光碟燒製相似流程，透過選單⽀援在 SD 卡

上建立 AVCHD 2.0 視訊。

⽀援更多檔案格式 － 透過 MKV 檔案匯入⽀援與 MOV (H.264 格式) 

檔案匯出⽀援，您可享有更多檔案相容性。

® ®匯入多圖層圖形 － 利⽤對 Corel  PaintShop  Pro 圖層的⽀援，將影像

檔的個別圖層匯入個別視訊軌，製作⼤膽的合成影像。

DVD、AVCHD 和 Blu-ray Disc 製作 – (外掛程式需額外付費且可於會聲

會影應⽤程式內購買) 從光碟製作介⾯匯出單⼀素材、編輯並製作 DVD 

字幕、從 ISO 光碟映像檔燒錄等。

編輯

檔案格式



強化功能！MPEG-4 和 MOV 優化播放效能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全新功能！ ®針對 Intel  第 6 代 (Skylake) 核⼼處理技術進⾏優化

®針對 Intel  第 5 代核⼼處理技術的 4K 硬體加速進⾏優化 

®Intel  Quick Sync Video

NVIDIA CUDA 優化

⽀援 NVIDIA、Intel 與 AMD DirectX 視訊影像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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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 64 位元運算架構 － 公認的 64 位元⾼速效能讓您可更速迅

完成創作

NewBlue FX Video Sampler Pack – 使⽤最熱銷的 10 套 NewBlueFX 特

效和轉場外掛程式，運⽤ 120 多組預設範本新增濾鏡、轉場和特效

NewBlueFX Titler EX – 這些範本可讓您在電影上新增動態 2D 和 3D 標

題、字幕和謝幕詞 

NewBlue FX Video Essentials I – 讓您製作出最佳視覺效果的視訊，輕

鬆為您的專案剪裁外框，強化影像細節，調整視訊亮度，並建立柔焦

效果

全新 NewBlue FX Video Essentials II – 供您 10 項外掛程式，超過 

100 組預設項⽬，讓您可建立超乎想像的特效。  

NewBlue FX Essentials IV － 透過數⼗套影像強化預設應⽤程式，解決

您每天視訊製作上的難題。讓您可偷天換⽇，製作鏡像，修飾⼈物肌

膚等等。

全新功能！NewBlue FX Video Essentials VII － 提供您⾃動平移、

漸層填充、快速像素選取、畫中畫和⾊彩修正等⼯具，為您的視訊

增添⾼品質特效。

NewBlue FX Motion Effects － 透過 10 項不可思議的⾼效⼯具和上百

套預設範本，製作專業⽔準的視訊影片。

NewBlue Background Generator － ⽅便您放⼤並變更視訊中影像以製

作漂亮的背景，並提供您環繞平移動作。

NewBlue Colorfast － 使⽤⾼品質特效、⾊彩校正及視訊調整⼯具來

製作視訊。

增強功能！Boris Graffiti 7 － 可處理範本驅動、廣播品質的標題與特效。

proDAD Adorage Starter Pack － 創作⾼品質的預告與謝幕短片，

並取得 150 多種特效和轉場。

proDAD Mercalli SE － 使⽤進階影像校正與視訊穩定性功能。

proDAD Handscript animation － 從各式各樣的範本中選擇，將標

題轉變成真實畫⾯上的⼿稿。

proDAD VitaScene V2 LE － 套⽤ 100 種以上完全客製化的⾼速效

果、轉場和濾鏡。

如需⽀援格式清單，請造訪 www.videostudio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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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AD RotoPen － 在地圖、圖形和相片上套⽤動畫式畫筆特效。

精選特效套件

作業系統和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