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爆時代的力量 
AR/VR/MR 

主講人 : 張惟翔  (阿翔) 



個人介紹 



AR VR MR 是什麼? 



AR VR MR 是什麼? 



AR VR MR 是什麼? 



AR擴增實境 



AR原理介紹 

◆圖像追蹤(Image Track) 

透過手機對一張2D圖片或實體物件圖像進行掃描的應用模式。 

 

◆特徵點(Feature Points) 

讓程式去認識所需對應的圖片，透過比對特徵點所獲得的判斷標

準，才能判斷所對應的圖片是否屬實。 

 

◆梯形修正(Keystone adjustment) 

2D圖片在虛擬環境中進行，計算出虛擬環境中的3D空間與真實

世界兩個空間的角度差值，程式才會知道該如何呈現「開發者」

想要表現出來的AR特效樣貌。 



AR圖形辨識原理
介紹 

圖卡範例1 圖卡1特徵偵測結果 

◆圖卡1是較佳的設計，其特徵分

布在整張影像。 

◆圖卡2的特徵僅集中在中央部分，

如此程式在對圖卡進行偵測定位

時，較容易發生不穩定的現象 

圖卡1 V.S 圖卡2 

圖卡範例2 圖卡2特徵偵測結果 



AR圖形辨識原理 

圖卡範例3 圖卡3特徵偵測結果 

◆圖卡1及圖卡2都是本身的圖案就具有特徵，而圖卡3可發現中間原子結構的

部分(綠色球及灰色球)不太具有特徵，僅供使用者觀賞，AR程式真正偵測的部

分，反而是此圖卡的背景圖案(一些幾何線條)。 

圖卡1 

 圖卡2 

比較 



AR圖形辨識原理 



從圖像色階概念著手，若顏色偏淡(彩度明度較低)，亦會影響辨識率。 
設計辨識圖上有幾個小技巧： 
 
1.較為複雜化的圖形 
2.顏色對比較高 
3.圖像解析度建議為500px-1000px 
4.圖像格式為RGB 72dip 
5.檔案格式為.JPEG 
6.若沒有電子原始檔案，亦可使用掃描檔或手機翻拍使用。 
7.辨識圖不局限於印刷品、電腦螢幕及手機螢幕顯示才可進行AR掃描。 

AR圖形辨識原理 



AR三大特點 



AR硬體種類 

AR硬體設備 



市面上主流AR頭戴顯示器 

AR硬體設備 

價
格 

高 

低 

效能 低 高 

≒ NT$26800 EPSON BT3000 Magic Leap ≒ NT$60000 

Google gless ≒NT$45000 
HoloLens ≒ NT$117440 

≒ NT$25200 SmartEyegless 

MAD Gaze X5 ≒ NT$20000 



AR技術運用概況 

電子菜單 數位看房 住 

     導入地圖資訊 行 數位教材 遊戲應用 育 

食 

樂 

虛擬試穿 衣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消防演練 打火英雄  

https://youtu.be/Y_xTCa2dgk0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病媒蚊 滅蚊大作戰 

https://youtu.be/XEQbq--VeVQ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魔法小學堂 能源篇 

https://youtu.be/Dl3-xMhaQW0


康軒動課本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https://youtu.be/djyF6ToCGE0


嘉義公園忠烈祠古今對照 嘉義公園小火車零件組合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嘉義公園APP 



陳澄波畫架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嘉義公園APP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虎爺猜猜樂 



可兌換5元折
價券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祈願花仙子 



擴增實境AR  

拯救樸仔腳 

案例分享-一宇橙 



案例分享 

擴增實境AR  

拯救樸仔腳 



跟隨恐龍腳印導航進入園區，廣場上有AR互動，館內的恐龍圖卡

辨識功能就能看到3D的恐龍出現在眼前。 

 

擴增實境AR  

台中科博館 

場域應用 



北門建成圓環：下載AR APP可以看到北門的歷史資料導覽， 

還有歷史名人說故事給你聽，另設計刮刮樂小趣味，刮開後

便可看見北門的古今對照。 

擴增實境AR  

北門 

場域應用 



案例分享-國外 

印尼彩繪村：掃描牆上的畫作，便可以透過AR技術了解畫作背景故

事，甚至回顧整個作畫過程，另一方面還能達到對於當地的導覽功能。 

擴增實境AR  

印尼-彩繪村 

場域應用 



只要手拿一台博物館提供的手機(含耳機)，沿著既定的路

線，透過畫面就可以在博物館內進行AR大冒險。 

擴增實境AR  

博物館大冒險  

場域應用 



利用AR的定位和定向信息系統，達到比GPS更精準的定位。 

有虛擬箭頭與人物來指引前進的路線，沿途還會顯示店家名稱、菜單，

兼具有店家介紹導覽功能。 

擴增實境AR  

Blippar-城市旅遊導覽應用AR City 

導覽應用 



導入ARKit技術，配合多語系導覽，使訪客更便利找到想去的地方。 

搭配iBeacon輔助，提供附近店家資訊。 

擴增實境AR  

美國航空導航 

導覽應用 



案例分享-國外 

ARKit技術，運用到GPS座標定位、手機的IMU(慣性感測器)、地圖數據

以及投影數據..等，來確保熱舞大叔能夠正確的導航，並保持真實感(如

影子、光線的折射..等)，讓大家覺得好像真的有一個人在帶領前進。 

擴增實境AR  

HotStepper熱舞大叔導航 

導覽應用 



案例分享-國外 

將手機後照鏡頭對準「日本放題」內頁的產品圖，APP即刻把此產品的地點，

標註在你手機內的Google Map地圖並指引前往。 

擴增實境AR  

日本- PinnAR  

導覽應用 



案例分享-國外 

FB開發AR特效的相機。Frame Studio 以及AR Studio。 

擴增實境AR  

Facebook 

其他應用 



VR虛擬實境 



VR原理介紹 

VR 360 VR 3D 
◆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於

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的模擬，利用顯示器技術，在使用

者的眼睛周圍建立一個立體、看似真實的虛擬世界，讓使用

者以為自己身處在如同現實一樣的環境中，再配合適當的音

效產生聽覺體驗。 

◆ VR 360 虛擬實境就是拍攝或是製作360度可

以觀賞的全景影像，透過 VR 設備觀看可以得

到最佳的虛擬實境體驗感，如果是電腦或是行

動裝置觀看，則可以旋轉畫面瀏覽場景。 

動態-全景攝影 

靜態-全景拍攝 



VR 360 VR360全景拍攝(靜態) 



VR 360 

◆ VR  360全景攝影是使用多台攝影機 於同一時間點記錄下空

間不同角度的影片，之後利用影像拼接技術融合成一段全景影

片，並經過影片後製調色調光處理，爾後透過特殊播放軟體或

APP搭配VR頭戴式顯示器觀看。使用者觀看這段全景影片能

夠達到特殊身歷其境的效果。 

VR360-全景攝影(動態) 

http://ericjc.pixnet.net/blog/post/285792076-[vr%E7%9B%B8%E6%A9%9F]%E5%90%84%E5%AE%B6vr360%E5%85%A8%E6%99%AF%E7%9B%B8%E6%A9%9F%E7%B0%A1%E4%BB%8B(%E6%87%89%E8%A9%B2%E6%98%AF%E5%9C%B0%E8%A1%A8%E6%9C%80


◆虛擬實境的頭戴式顯示器(VR頭顯)所產生的

影像通常都是由電腦動畫所產生，因此可以製

作出任何創作者想像的虛擬世界，而且經由左

眼與右眼相差6公分的影響，可以讓使用者的

大腦因為視差而產生立體感形成3D 影像。 

 

VR 3D 

◆ VR頭顯是生成自己的雙眼圖像，並直接呈現給相

應的眼睛。VR頭顯通常包含兩個微型顯示器(左眼

一個，右眼一個)，它們現實的頭像會經過光學元件

的放大和調整，並顯示在用戶眼前的特定位置上。 

因此，顯示器的解析度越高，圖像的放大比例也會

越高，而沉浸體驗也會更好。 

VR 3D 



VR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介紹 

手機行動載具 

Mobile Cardbord 

VR一體機 

Built-in system 

VR高階設備 

Computer hosts 



市面上主流VR頭戴顯示器 

VR硬體設備 

價
格 

高 

低 

效能 低 高 

≒ NT $600 

≒ NT $50+ 

≒ NT$11970 

≒ NT$17970 

≒ NT$23970 

高階VR裝置 

行動VR裝置 



市面上主流VR頭戴顯示器 



市面上主流VR頭戴顯示器 



市面上主流VR頭戴顯示器 



VR硬體設備-輸入裝置 

硬體設備介紹 



VR技術運用概況 

電商應用 

觀眾不再只是坐在椅子觀賞電

影，而是能夠戴上VR眼鏡進

入電影世界，與主角一同體會

生死一瞬與絕地逢生的快感。 

遊戲應用 

運用VR技術，不僅能讓使用

者親身體驗與遊戲互動，透

過視覺模擬裝置，更能讓使

用者完全投入在遊戲裡，感

受遊戲世界所帶來的刺激與

快感。 



VR技術運用概況 

電影應用 

跳脫以往在購物網站上的

2D產品頁面，VR的技術可

以讓產品活生生的躍上使用

者眼前，立體的虛擬實境效

果，就像真的在逛街一樣。 

實作模擬應用 

透過VR技術，不僅能讓使

用者透過體驗真實情境提

升經驗，還能避免因以往

實作經驗不足，而造成的

一些無法挽回的失誤。 



VR遊戲類型 



VR影音娛樂類型 



VR醫療應用類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1_-JI7BlgA


VR房產應用類型 



VR教育應用類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v=z3KW3YN1ZK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Q9yG_QfDA


VR發展史 

虛擬實境VR  

VR歷史  

最早的VR概念來自1935年的科幻小說，VR的原型機出現在1962年， 

直到1994年Sega和任天堂分別推出兩款遊戲才正式打開VR虛擬實

境的產業大門。 



http://ouorange.com/vr360/ 

VR720應用 

虛擬實境VR  

i憩頭VR720 

http://ouorange.com/vr360/
http://ouorange.com/vr360/
http://ouorange.com/vr360/


http://panosensing.com/portfolio/2017xmas/ 

 

VR720應用 

虛擬實境VR  

新北耶誕城  

http://panosensing.com/portfolio/2017xmas/


360環景VR 

VR720應用 

虛擬實境VR  

悠遊記 



VR3D 

虛擬實境VR  

拯救樸仔腳 



到嘉義射日塔領去Cardboard後可觀看此VR。 

透過VR裝置可觀賞到射日塔內部景觀以及射日塔由來。 

VR3D場域應用 

虛擬實境VR  

射日塔VR 



模擬從高空墜落的真實感，同時進行有關歷史背景故事的小遊戲。 

VR3D場域應用 

虛擬實境VR  

射日塔VR 



VR3D場域應用 

虛擬實境VR  

虛擬實驗室 氯氣製備 

https://youtu.be/_S2MRLJLniE


VR3D應用 

虛擬實境VR  

桃園首座虛擬英語智慧校園 

https://youtu.be/9AxfX6iBnpE


VR3D應用 

虛擬實境VR  

醫學與人體器官系統 

https://youtu.be/QE4mjApOGis


VR3D應用 

虛擬實境VR  

海洋生態 海底世界 



VR3D應用 

虛擬實境VR  

汙染災害 遨遊世界 



【bu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Dq0jtjaWc 

 

buy+使用虛擬實境技術，能夠100%還原真實場景。利用三維

動作捕捉技術並觸發虛擬環境的反饋，讓消費者能通過動作捕捉

系統直接與虛擬世界人和物進行交互。 

VR3D電商應用 

虛擬實境VR  

淘寶-bu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Dq0jtja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Dq0jtja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Dq0jtjaW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Dq0jtjaWc


VR已逐漸廣泛被運用在體驗行銷，特別是觀光旅遊，能帶領民眾身歷其境，

在旅客入境時提供觀賞VR360影片，看見韓國的時尚、美食、歷史與文化。 

VR360全景拍攝 

虛擬實境VR  

韓國-入境導覽VR  



案例分享-國外 

結合VR的觀光望遠鏡可以看到當地的歷史背景故事與變化。 

→法國巴黎可以看到巴士底廣場的前身「巴士底獄」於1416年至1789年間

的樣子。 

 

VR3D 

虛擬實境VR  

Timescope觀光望遠鏡 



日本VR Arcad使用五感硬體設備，將機台置入營業場所內，

讓客戶進行消費體驗。 

VR3D 與 模擬機 

虛擬實境VR  

日本 VR Arcad 



搭配HTC Vive設備+飛行模擬器，進行法國巴黎虛擬飛行體驗，

只要透過VR設備的幫助便能暢遊巴黎的許多知名觀光景點。 

VR360全景攝影與模擬機 

虛擬實境VR  

法國FlyView -「Jetpack」  



案例分享-國外 

帶上Facebook旗下的VR 眼鏡，搭配手機控制器，

就能夠化身卡通人物，與朋友在虛擬空間互動 

VR虛擬空間 

虛擬實境VR  

FB VR社交平台「Spaces」  



MR混合實境 



MR技術運用概況 MR原理介紹 

◆包括擴增實境和虛擬實境，指的是合併現實和虛擬世界而產生的

新的可視化環境。在新的可視化環境裡物理和數字對象共存，並

實時互動。 

 

 ◆混合現實（MR）的實現需要在一個能與現實世界各事物相互交

互的環境中。如果一切事物都是虛擬的那就是VR的領域了。如果

展現出來的虛擬信息只能簡單疊加在現實事物上，那就是AR。

MR的關鍵點就是與現實世界進行交互和信息的及時獲取。 

 

 



價
格 

高 

低 

效能 低 高 

三星HMD  Odyssey+  ≒ NT$24495 HoloLens ≒ NT$117440+ 

≒ NT$17495 

惠普Windows MR 眼镜 

MR硬體設備 

MR硬體設備介紹 

DELL（戴爾）—Visor VR118 

≒ NT$17495 

Odyssey+ 



MR應用 

醫療科技 
 

●節省時間/降低成本 

利用MR眼鏡觀看立體的人體結構及器官，甚至可以"取出"某一器官更仔細的觀察。

在外科手術訓練上，透過3D全息解剖(HolographicAnatomy)程式來對著虛擬屍

體進行手術練習。 

可以讓學生節省幾十個小時在傳統屍體實驗室內，更實際的一點是， 

大體並不容易取得，因此手術模擬可以減輕醫院或學校在這方面的負擔。 

●協作 

能透過配戴MR眼鏡所傳的影像，對該醫生提供建議或下達指示， 

而醫生可以從其眼鏡上的顯示器看到這些指令。 

 



 

戰鬥的現實模擬， 

並通過頭戴式顯示器HMD(Head-mounteddisplay) 

顯示出複雜的分層數據。 

 

將混合實境這項技術應用在軍事訓練上，十分適合。 

 

MR應用 

軍警消防訓練 



技術維修服務 

 

MR可以提供即時的協助， 

幫助維修人員進行設備維修及故障排除等工作 

例如電梯保養、電信維修、汽車保養….等等。 

可以透過AR智慧眼鏡及專屬的應用程式，也可以提供維

修人員詳細步驟， 讓他們可以依循來做檢測及修復工作。 

 

MR應用 



學習教育 

 

藉由頭戴裝置，讓課堂上的內容以MR的方式呈現在學生眼前，

比起傳統的講課、字卡圖卡、或教科書等方法更有效。 

不但能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觀察物件的構造，還能節省上課教

材的準備時間及成本。 

 

MR應用 



MR應用 

虛擬實境VR  

阿拉丁奇幻學園 

https://youtu.be/URZ3Q9vGJc4


透過MR技術達成全息投影的智慧生活。 

-遠端工程 

-遠程會議 

數位生活 

混合實境MR  

微軟 HoloLens 



透過MR幫助公司、一線工作者工作，讓工作者能更快、更安全、更有效

地完成關鍵工作，並創建與消費者和合作夥伴聯繫的新方式，使現代工

作朝向數位化轉變。 

數位生活 

混合實境MR  

微軟 HoloLens 



透過MR技術，醫生能一邊觀看假想空間的CG影像，一

邊在現實空間實施治療，對於醫療訓練也有極大的幫助。 

醫療模擬 

混合實境MR  

日本-MR混合實境X牙齒治療 



透過「HoloLens」眼鏡的MR技術，在實體空間體驗虛擬內容。 

→將會有「虛擬代幣」呈現在你的眼前，因此，你必須要行駛的

你卡丁車來吃到代幣得分。 

MR遊戲 

混合實境MR  

日本碰碰車 



議題探討 



AR  =   MR 

? 
? 

? 

? ? 
? 

? 

? 



Google Glass投影虛擬物體與Hololens(右)的狀態不太一樣，
前者與視角的相對距離不會改變，使用者可比較容易分辨。 

• 虛擬物體的相對位置會否隨你而改變，  
• 是否能明顯區分虛擬與現實的物品。  

 
Google Glass：AR產品  
• 透過投影的方式在眼前呈現天氣面板，當你的頭部轉動的時

候，這個天氣 面板都會隨之移動， 
• 也就是跟眼睛之間的相對位置不變  
 
Hololens：MR產品  
• 在空間的牆上投影出天氣面板，無論在房間如何移動，天氣

面板都會出現 在固定位置的牆上  

不同處：  



MR  =   CR 

? 
? 

? 

? ? 
? 

? 

? 



Magic Leap曾釋出這一張圖來解釋CR，讓人感覺彷佛可裸眼看到彷佛電影特效
的虛擬場景，但目前已證實，Magic Leap技術仍需要配戴頭戴式顯示器，圖中
的鯨魚僅是後制出來的效果。 

Magic Leap提出的概念 

指的是可以讓虛擬實境效果呈現出宛如電影特效的逼真效果。
但後期Magic Leap比較常用MR來歸類自家產品，再加上要
實現CR效果，充滿更多現實中的挑戰，相關探討並不多。 

https://youtu.be/LM0T6hLH15k


XR 

? 
? 

? 

? ? 
? 

? 

? 



XR 即是以上三種的技術的集合， 
也就是 VR+AR+MR=XR 。 
XR 沒有太嚴謹的定義， 
任何 VR、AR、MR 的應用都可以視為 XR 的一環，
也可說 XR 是虛擬現實交錯融合技術的總稱。 



未來發展挑戰 

效能 價格 商模 



當大家都在拼命武裝自己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置身事外，那只能任人宰割了。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