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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23日的秋季旅遊暨職業
參觀，故12月19日休會。

南門社才子之一的Kneader
社友，送大家精緻可愛的桌曆
，等一下請社友例會結束記得
拿一份，謝謝Kneader。

上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廿八
日第1204次例會，邀請展

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張
廣田演講：「虛擬實境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從一部1999年的好
萊塢科幻電影《駭客任務》回想
起…」。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周
鴻仁先生已經連續出席三次，
再出席一次，就可以成為我們
南門社社友。

11/23-11/27參加高爾夫球
泰國國外賽，感謝Onsen秘書代
替我去參加年會會議。

12月9日(六)早上，台中馬
拉松授證有26位社友報名參加

今天第1205次例會 2017民國 一○六 年十二月 五 日 【 第二十三卷．第 十八 期 】

節目
，希望社友能踴躍出席慶典。

12月12日(二)鹿港東區社
授證，這次本社授證他們來了
一桌，而我們目前只有六位社
友報名，要麻煩下屆的社長、
秘書參加。

12月22-23日秋遊跟職業參
觀，尚有名額，希望還沒報名
的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12月5日是我們的慶生會跟
慶祝結婚週年活動，邀請社友
及夫人踴躍參加。

原12月19日例會已變更到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 12 月 份 慶 生 會 暨 結 婚 週 年 活 動 】

▲頒發11月11日參加3461地區扶輪盃馬拉松路跑證明



上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廿八日
第1204次例會，邀請展大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張廣田

演講：「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
未來…從一部1999年的好萊塢科幻
電影《駭客任務》回想起 …」。

Catia社長介紹講師張廣田經
理，今天邀請我公司張廣田經理
演講「VR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
和未來」，最近公司跟漢翔有做
到VR（虛擬）這部份，而AR/
VR/MR/CR也將是未來的趨勢
，張經理在我們公司非常資深，
他的主力是在軟體及程式這部份
，硬體也很OK，整個漢翔都是
他在服務，今天特別邀請張經理
與我們分享。

張經理說，為了要讓大家輕
鬆又很容易的瞭解VR，所以他
開始先用一部電影-1999年的「
駭客任務」說起，有一個駭客尼
歐被警察捉去，他要打電話時竟
發現他存在的世界並不是真實的
，他是活在虛擬的世界…而在他
真實的世界中，自己是躺在一個

躺椅上，身上插
滿了管子…真實
的他是被機器養
大，所有的感知
都是假的…從這
個概念我們一起
來探討VR。
一、VR介紹

V R 全 稱 是

▲張廣田經理演講「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第1204次例會

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張廣田 先生
（展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經理）

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就
是指利用電腦來模擬產生另一個
空間的虛擬世界。透過聽覺、視
覺、甚至是觸覺來讓使用者有身
歷其境的感覺。

1950-1970年：建立一個原
型被稱為Sensorama，五部短片
同時進行多種感官(視覺、聽覺、
嗅覺、觸覺)，開始萌芽階段。

1970-1989年：幾種虛擬實
境裝置，如資料手套、視訊電話
、音量控制。虛擬實境VR開始
吸引媒體的報導，人們開始意識
到虛擬現實潛力。

1989 - 2000年：1991年
SEGA發行SEGA VR虛擬實境
耳機街機遊戲。19950年，任天
堂在日本發布Virtral Boy遊戲機
。1993年波音公司設計波音777
飛機利用VR技術。

2001-2016年：Google推
行街景地點，顯示世界各地的
全景。2013年虛擬實境頭戴式
顯示器Oculus Rift。2014年被
Facebook收購。2015年預告。
三星、Sony都推出VR裝置，作
為遊戲使用。

20 1 6年7月，HTC推出
VIVE虛擬實境產品。
二、為什麼要VR？

虛擬實境可以讓你沉浸在你
自己製作的虛擬電腦世界中；一
個房間、一個人體的內部空間。
借助VR，您可以探索任何人類
想像的未知領域。
三、VR系統的定義

1.沉浸性(Immersion)：使
用者必須可以沉浸在虛擬情境中
，具有臨場感。

2.互動性(Interaction)：虛擬
環境須具備互動功能，就如同我
們日常生活一般的慣性、推動門
會開，球撞到牆壁會反彈等等。

3.想像力(Imagination)：虛
擬實境是一個想像的世界，也許
模仿自真實世界，但充滿更多創
造的可能性。
四、VR的組成要點：

1.必須是由電腦產生。
2.3D立體空間是人造的。

從一部1999年的好萊塢科幻電影

《駭客任務》回想起…



3.使用者可以和這個空間的
事物進行交談。(也就是互動性)

4.可以隨使用者的意志自由
的遊移。

5.要有沉浸及參與感。
五、VR輸出入設備

網路觸摸手套：手套在手指
和手掌上有6個小巧的的觸覺刺
激器，每個刺激器都可以單獨編
程，以改變觸摸感受的強度。

頭戴式顯示器：高度響應的
頭部追蹤系統提供了360度的全
視角，專門開發的光學系統提供

了一個清晰的40度視野的圖像。
Boom（雙目全方位顯示器

）：來自Fakespace的BOOM（
雙目全方位顯示器）是一款頭戴
式立體顯示設備。

Cave（洞穴自動虛擬環境）
：通過在房間大小的立方體的牆
壁和地面上投影立體圖像提供沉
浸式體驗。

數據套裝：帶有傳感器的全
身裝備，用於測量手臂和腿部的
移動。

全方位跑步機：一個全方位

跑步機或ODT，是一種允許一個
人在任何方向執行機車運動的裝
置。

網路地毯
虛擬地球：是地球或另一個

世界的3D軟件模型或表示。虛
擬地球通過改變觀看角度和位置
向用戶提供在虛擬環境中移動的
能力。

虛擬鍵盤：將全尺寸鍵盤的
圖像投影到表面上。
六、VR系統的類型

世界之窗：使用傳境的電腦
顯示器來顯示3D虛擬世界。為
了使窗口中的圖像看起來真實，
聲音真實，並且物體真實地起作
用。

遠程呈現：指的是一套讓一
個人感覺好像在場的技術，讓人
看起來像在場。

分佈式VR：一個模擬世界
運行在幾台通過網路連接的電腦
，人們可以即時交流，共享相同
的虛擬世界。

非沉浸式VR：基於文字的
VR(Text-based VR)：當某個文
字讀者從人物，地點和事物的描
述中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這個虛
擬世界的模型。

「擴增實境」：在現實空間
中添加一個虛擬物件，藉由投影
機的辨識技術與電腦程式的結合
，當設定好的圖片出現在鏡頭裡

▲社友實際體驗「虛擬實境」

台中南門社         高爾夫球隊泰國國外賽11/23
   ~11/27



講題：閱讀， 掌握瞭解這個世界的關鍵    主講人：黃國珍 先生
【例會後召開理事會議】

面，就會出現對應的虛擬物件。
例如：近期最有名的遊戲案例：
神奇寶貝GO
．沉浸式VR：在VR空間中，

操作者可以藉由控制器或鍵盤在
這個虛擬的環境下穿梭或互動。

「混合實境」：將虛擬世界
與真實世界混合在一起，產生全
新的視覺化環境。用戶眼睛所
見到的環境同時包含了現實的
物理實體，以及虛擬訊息，且
可以實時呈現。較為知名的MR
產品包含Magic Leap及微軟的
Hololens。
七、VR的應用

虛擬現實經常被用來描述
各種各樣的應用有1.飛行摸擬、
2.虛擬駕駛汽車、3.虛擬的滑翔
機、4.建築、5.醫學、6.娛樂…
等。

張廖萬煌報告馬拉松成績
Home報告11月11日參加

3461地區扶輪盃馬拉松比賽的
路跑成績，並請Catia社長頒發
路跑證明。參加人員：Gary、
Poster、Tony、Rith、King、 
Kenchiku、Polo、Srugeon。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總幹事King感謝大家熱情參

加高爾夫球泰國國外賽，打球行
程非常愉快、順利，玩得非常盡
興，期待明年的另一場國外賽。

邱啟成出席主委報告

點滴

11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莊賜濱、洪富金、張國洋、吳騰彥、何志修、邱啟成

陳慶璋
列席：林耀清、張東霖、柯富揚、江輝雄、廖德炯、謝慶祥、朱福民、陳向榮

陳來發、陳重光、張廖萬煌、湯富淳、陳國輝、黃吉隆
議  題：
一、10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
決議：通過10月份財報。
二、新春女賓夕地點確認？！日期：107年2月27日(二)/備註：元宵節為3月2日

         (五)。

說明：請 節目主委 Tony 報告。
決議：2/27(二)新春女賓夕地點為『萊特薇庭-台中市西屯區龍富路五段396號
　　　』，詳細的節目內容尚請節目主委Tony主委詳細規劃安排。
三、Chemical社友提出資深社友申請。

Chemical社友扶輪年資：83年11月5日入社(33年)、年齡：73歲南門內規

規定：

a、資深社友認定為(社友年資+年齡≧85以上)故可以向社內理事會提出申

　 請。

b、資深社員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資格照計算)，年度表揚大會

   以資榮耀獎勵。
說明：請 秘書 Onsen 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並依照南門內規規定辦理。
四、3461地區年會南門社負責年會寶眷聯誼組。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暫定寶眷聯誼節目目標三個方向，並成立寶眷聯誼委員會，徵詢夫人的

意見。
1. 請陳秀真老師教導製作〝護唇膏及護手霜〞。
2. 歐客佬教導-如何沖泡醇香的咖啡。
3. 百貨公司專櫃教導〝流行彩妝〞。

五、臨時動議。

1、輔導台中馬拉松扶輪社，全體社友捐款至台中馬拉社基金。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a、比照13-14年度輔導台中南光社捐款基金，全體捐款統一金額『
　　　　　　輔導特別代表及輔導顧問捐款共13位每人捐款15,000元，社友共
　　　　　　53位每人捐款5,000元，總捐款金額為460,000元』，隨107年1-3
　　　　　　月社費再向社友收款。
　　　　 b、台中馬拉松社輔導特別代表：『Concept』，輔導顧問：『Disk,
　　　　　　Rudy,Lawyer,Archi,Living,Art,Concord,Gary,Sports,Copper,
            Health,Catia』12位。

Fai th報告上週
出席率，社友人數66
人，請假7人，免計
出席1人，出席人數

43人，出席率67%
，達到60%以上即
可抽鯖魚生鮮門檻，
Faith出席主委開心
的邀請CP Concept

抽出四位幸運兒，恭喜Skyline
、Catia、Polylon、Tang以上社
友獲得鯖魚生鮮。

糾察時間
代理糾察Daniel主持糾察時

間，感謝Onsen秘書、Catia社長
、King、Kenchiku、Keneader
歡喜分享。

下週 例會 日期：106年12月12日
(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