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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目前虛擬實境的發展，並實作一個3D的互動式導覽系統。課
程中將以3D製模軟體編輯3D物件及場景，並配合3D即時引擎等虛
擬實境整合環境來處理物體的移動、控制與瀏覽、攝影機、障礙物
迴避等效果。

Objectives

In this course we will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R and
implement a 3D interactive system. we will create 3D models and
scenes using a 3D modeling tool. In the final project the student will
realize a system using a real time 3D engine to manipulate 3D
objects and camera in the scene, and practice the effects of
collision detection.

教教

材材

1. 多媒體概論－數位影像處理、3D動畫 文魁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
item=0010195389
2. 虛擬實境實務手冊－以EON Studio軟體實作範例
3. 李榮顯 審閱 高永洲•陳茂盛 編著 (高立)
4.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2nd ed
5. Burdea and Coiffet (全華科技)
http://www.amazon.com/gp/reader/0471360899/ref=sib_dp_pt/002-
4585760-2195265#reader-link
Burdea and Coiffet (全華科技)

Teaching
Materials

1. 多媒體概論－數位影像處理、3D動畫 文魁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
item=0010195389
2. 虛擬實境實務手冊－以EON Studio軟體實作範例
3. 李榮顯 審閱 高永洲•陳茂盛 編著 (高立)
4.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2nd ed
5. Burdea and Coiffet (全華科技)
http://www.amazon.com/gp/reader/0471360899/ref=sib_dp_pt/002-
4585760-2195265#read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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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成績：占30分 (隨堂討論、作業、測驗、出席上課)
期中考成績：占30分
期末考成績：占40分

Grading

平時成績：占30分 (隨堂討論、作業、測驗、出席上課)
期中考成績：占30分
期末考成績：占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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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師

網網

頁頁

http://nc.ctl.cyut.edu.tw/xms/index.php

教教

學學

內內

容容

週 每 週 主 題
1 虛擬實境簡介
2 VRML簡介
3 虛擬實境製作軟體簡介(Virtools 簡介、EON Studio、3D Stuidio)
4 理論：觀念的建立 實作: 3D Stuidio MAX
5 理論：色彩 實作: 3D Stuidio MAX
6 理論：影像 實作: 3D Stuidio MAX
7 理論：動畫 實作：EON Studio 與 3D CAD 建模軟體資料轉換
8 理論：虛擬實境 實作：EON Studio 場景建構基本概念
9 期中考
10 範例實作－太陽系
11 範例實作－機械折解與組裝
12 範例實作－日內瓦機構
13 範例實作－二維空間的彈性碰撞
14 範例實作－手機展示
15 範例實作－DVD-Player
16 範例實作－電風扇
17 範例實作－個人臥室模擬
18 期末考

Syllabus

週 每 週 主 題
1 虛擬實境簡介
2 VRML簡介
3 虛擬實境製作軟體簡介(Virtools 簡介、EON Studio、3D Stuidio)
4 理論：觀念的建立 實作: 3D Stuidio MAX
5 理論：色彩 實作: 3D Stuidio MAX
6 理論：影像 實作: 3D Stuidio MAX
7 理論：動畫 實作：EON Studio 與 3D CAD 建模軟體資料轉換
8 理論：虛擬實境 實作：EON Studio 場景建構基本概念
9 期中考
10 範例實作－太陽系
11 範例實作－機械折解與組裝
12 範例實作－日內瓦機構
13 範例實作－二維空間的彈性碰撞
14 範例實作－手機展示
15 範例實作－DVD-Player
16 範例實作－電風扇
17 範例實作－個人臥室模擬
18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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