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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易叡

虛擬實境技術的

木工教育應用
虛擬實境技術在教學環境中可提供學習者更多的臨場體驗與互動操作，
對於提升學生理解真實大型家具生產狀態的擬真體驗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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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或擴增

簡單來說，AR 可以把虛擬的影像資訊

實 境（augmented reality, AR） 技 術 常 常 運

疊合在真實的環境或物件上，提供使用者瀏

用在一些商業服務或展示空間中，我們簡

覽與互動，使用者可以從這些虛實整合的畫

稱這類的技術是下一代應用的顯像實境技

面獲得有用的附加資訊。也就是說，AR 透

術。不論透過手機、平板電腦或嵌入式頭

過「虛實整合」的訊息畫面與互動內容呈現

戴顯示裝置，所呈現的科技形式對於使用

給玩家更多的遊戲體驗。

者而言都只是不同的服務介面與顯示載體，

VR 講 求 的 則 是 完 全 的 沉 浸 感 受， 在

重要的是背後龐大且具影響力的商業服務

VR 視覺中所得到的畫面資訊都是虛擬的，

模式與數位內容。

使用者可以完全擺脫真實環境所處的空間框

這些服務不論是提供使用者從簡單的

架，跳脫到另一個虛擬場域中活動。就如同

停車資訊、點餐服務、體感遊戲，或是複

新手駕駛員使用飛機駕駛艙模擬器模擬開飛

雜到能為病患進行癌症篩檢、醫療手術，

機的狀態一般，在這樣的虛擬模擬環境下，

或是機械動力模擬等，這些實境技術與服

飛機駕駛員可以更容易地了解與揣摩未來在

務應用都已成為未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

真實環境狀態下的直接感受與操作體驗。

的一環。這樣的媒體悄悄地改變我們的生
活，其所影響的服務背後是人們對於未來
生活的想像與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需求的
夢想。
然而隨著電腦硬體運算能力的提升，
AR 與 VR 顯像技術也有著大幅度的成長。
從過去受限於顯示裝置硬體上的限制，到
現在多方軟硬體開發商紛紛投入這塊市場
的趨勢下，都可看見 AR 與 VR 領域在未來
發展的潛力與挑戰。

什麼是 AR 與 VR
對 於 AR 與 VR 內 容 開 發 的 設 計 者 而

虛擬實境技術
VR 技術是怎麼達成的呢？簡單來說，

VR 技術主要是透過頭戴顯示器、270 度環
景式投影成像或洞穴沉浸式投影方式，提供
操作者完全沉浸在模擬場域中達到接近環境
擬真的畫面，並獲得模擬場域中所提供的空
間感受與視覺回饋。大多數的沉浸式 VR 裝
置會結合體感控制器，讓操作者能夠透過
手持裝置或肢體動作和虛擬環境中的物件
互動，並進行相對性互動的操作體驗。也
因為 VR 技術相當適合應用在體感互動的操
作模擬體驗中，讓許多著重於環境體驗與

言，這類的顯像擬真技術不僅提供好玩的

操作任務的訓練案例開始應用在這樣的平

遊戲或讓消費者感到新奇刺激，也逐漸深

台上。

化到不同的領域專業中，成為不可或缺的

例如國外已有相當多的實際案例指出，

服務應用。AR 與 VR 最大的差異在於，AR

VR 可運用在職業訓練及操作型任務的教育

是與真實世界中的物理環境相連結，VR 則

訓練中，原因在於 VR 技術具有高度擬真與

是完全沉浸在虛擬世界中。

極具操作回饋感的顯像能力。此外，VR 技

虛擬實境技術可作為許多機台設備操作與教學訓練上的模擬工具，
並解決許多在職業技能訓練及教學現場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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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面 270 度環景式投影牆面可以達成多人同時在虛
擬空間中的體驗感受（拍攝於 TXI AVR Center）。

四面洞穴沉浸式投影可讓使用者不需配戴任何頭戴
裝置，便可在虛擬環境中進行互動體驗（拍攝於 TXI
AVR Center）。

術可作為許多機台設備操作與教學訓練上
的模擬工具，並解決許多在職業技能訓練
及教學現場上的問題。
例如在學校真實的教學環境中，往往
因為機台數量有限或加工條件局限，導致
在教學上的限制；教學場域中的空間與人
數限制，導致機台僅能由一人操作，其餘
學員僅能旁觀；加工機台危險或儀器相當
精密，僅能由特定教師或技師操作；或加
工機具運作過程無法讓學員直接看到機台
內部機構運作原理，僅能透過想像了解機
台內部的運作過程。然而以上這些問題都
可透過 VR 的擬真技術獲得解決。

對職業訓練的實質幫助
VR 技術應用在職業訓練模擬是一項有
趣的嘗試與技術專業，因為它整合了大量
的體感互動技術，其中也涵蓋了顯示裝置的
軟硬體開發與操作介面設計，不同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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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裝置可結合體感控制器，透過空間定位與手部按鍵
和虛擬世界中的物件互動（拍攝於 TXI AVR Center）。

壓力）、視覺反饋感受（操作的反應速度、
介面設計及視覺原理）之間的關係。
透過 VR 技術與訓練內容的搭配，大大

提升了 VR 技術在職業訓練應用上的專業與

實質效益，展現 VR 在職業訓練發展上的創

意。今日 VR 技術已廣泛應用於不同的職業

專業底下所賦予的操作技能和知識。這樣的

技能訓練，例如海上鑽油平台的管線吊掛

訓練模擬考量到操作者與機器之間的互動關

作業、汽車的鈑金塗裝操作，或人體的手

係，包含操作者的生理需求（例如人體姿

術開刀模擬等。近期的研究則讓汽車修護

態定義、手勢的定義、操作力度的反饋）、

科的學生透過 VR 技術，進行 BMW 汽車引

心理需求（操作過程中的認知負荷及反應

擎修復的教學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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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透過洞穴沉浸式投影體驗海上鑽油平台的管
線吊掛作業及操作任務（拍攝於 TXI AVR Center）。

VR 環境可提供真實操作現場情境的擬真狀態與視覺
感受，進而提升操作技巧（拍攝於 TXI AVR Center）。

這些不同的操作及職業技能訓練都可

這些 VR 應用降低了教學的複雜度，同

運用 VR 技術結合體感互動技術達到環境擬

時提升學生對於機具使用的熟悉感，並能有

真的方式，解決一些在教學場域中難以反

效地把職業技能訓練所需要的操作感知融合

覆訓練或具特定風險的訓練情境及操作狀

進教學場域中。VR 技術能夠提供職業操作

態的問題。例如日本工程界便透過 VR 技術

現場真實情境的擬真狀態與視覺感受，進而

讓高空環境的作業員體驗意外墜樓的風險

達到操作技巧的提升，同時降低職業風險的

與感受，以提升作業員對於職業安全的注

發生，使學習者更能夠貼近真實職業訓練的

意與降低意外的發生率。

操作狀態。

VR 技術也運用在消防員模擬救火的環
境中，讓消防員能夠直覺地感受到火災發
生現場應如何緊急救難與避難。透過這樣
的情境模擬，都可有效降低真實災難現場
發生時的慌亂與傷亡，並提高對於工作場
域狀況的熟悉度與臨場感。
此外，有大型賣場透過 VR 技術讓顧
客體驗手持割草機的操作方式以增加其購
買意願，或透過 VR 技術介紹工具機與工廠
設備，這些商業應用結合 VR 科技讓使用者

VR 技術於家具木工訓練的應用
在技職教育領域中，國內運用 VR 技術
於職業技能訓練的應用案例並不多見，主要
因素在於教學資源的局限，包括 VR 教學設
備成本相對較高與教學空間不足；或 VR 技
術開發門檻的限制，現有的教學場域限縮了
VR 技術於家具木工職業技能訓練的發展，
但這樣的教學狀態悄悄地在轉變。
在政府的推動下，A∕VR 產業園區的培

從虛擬環境中學習機具操作的專業技能與

訓課程遍地開花，多媒體相關科系的轉型也

了解職業工作的操作型態。VR 科技也提升

朝向與 A∕VR 技術接軌，並結合互動科技

使用者對於該技術操作的學習樂趣與操作

相關應用內容進行整合。國內相關科系也成

技巧，尤其職業訓練強調動手操作與工作

立了互動設計系或為了電競遊戲產業而生的

體驗，在 VR 環境下便有了實質的應用，尤

遊戲媒體設計系所，這些因應時代趨勢而生

其 VR 技術結合肢體操作任務的特色更凸顯

的遊戲產業與專業，說明了媒體快速轉變下

它在職業訓練上的優勢。

的專業發展趨勢與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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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家具木工職業學校的實作及教學現場

臺北科技大學也有一群團隊及實驗室
默默運用 VR 技術結合傳統家具木工教育做
為發展方向，結合校內現有的教學資源與
課程教學實踐創新，朝向家具木工及職業
技能訓練的方向持續前進。這樣的作為也
為傳統家具木工教育及職業養成訓練導入
新的發展方向與生命力。

木工教育及家具木工職業訓練
木工教育或家具木工職業訓練過去一
直是技職教育相當重視的一項就業能力，
台灣曾是全球家具生產代工的重要據點之
一，1980 年 代 台 灣 家 具 產 業 建 立 於 OEM
代工美式家具基礎上，曾經走過一段輝煌
且蓬勃發展的歷史歲月。回顧台灣家具木
工教育的源頭─臺北科技大學在 1912 年成
立之初的「工業講習所」便有木工科，這
也是台灣木工正規教育的肇始。隨著時代
的變遷與需求轉變，家具木工科逐漸演變

海外大批量家具生產線的製造程序與生產狀態

為現在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下的「家
具與室內設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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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仍保有

然而在 1980 年代中期起，台灣部分家

傳統家具木工的教學訓練與家具生產製造

具工廠轉移至東南亞如印尼、馬來西亞、泰

的技術課程。此外，由於近年海外家具就

國等地設廠，1992 年起又大舉西進大陸，

業市場的需求，2015 年初，臺北科技大學

到 2002 年又南進越南，導致今日的教學現

重新招收「家具木工四技產學訓專班」為

場面臨到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今台灣家具木

這塊海外市場注入新的生力軍。

工科教育已不像早年的木工職業訓練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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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虛擬實境技術融合在教學場域中，
可讓學生體驗和觀察大型家具生產線的製造程序與生產管理情境。
有眾多大型家具生產廠與批量家具生產線可供

透過這樣的 VR 訓練，學生能夠掌握家

觀摩實習。更令人擔憂的是，現階段台灣職業

具生產線上的加工任務及操作程序，學習

學校家具木工的實作及教學場域仍停留在 20 ∼

的表現與成果主要歸因於以下幾點原因。

30 年前傳統家具木工的機具配置，導致學生只

VR 能提升加工生產操作時的情境感受

了解片段的家具生產製造過程及有限的手作加

─傳統家具木工職業學校的教學現場缺乏大

工技術，難以理解大量家具生產線上完整的家

型家具生產線的訓練情境，VR 可重現家具

具製造程序與生產管理策略。這樣的教學方式

生產線上的狀態，提供學生如同在真實大型

所培訓出來的人才，已難以因應海外真實家具

家具生產廠中進行機台操作的擬真感與視覺

產業就業的直接需要。

回饋感，透過 VR 結合操作動作增強學生於
實際操作現場的臨場感受與體驗。

VR 技術融合在教學場域中

VR 能增加生產線訓練的彈性變化─透

過 VR 的訓練，學生可了解不同家具生產類

在家具生產條件及環境的改變下，台灣

型與加工生產線之間的對應關係，例如椅

家具木工職業學校迫切需要一條完整且全面的

子與櫃子在生產線上便有很大的差異。然

家具生產線，提供學生理解何謂批量家具生產

而學校木工廠現有的機具配置多已固定，

線，並從中進行加工任務及操作程序的訓練。

並且受限於制式的空間規畫及安排，導致

因此在今日家具木工專班的家具實作及教學課

學校場域難以因應不同家具的生產種類而

程中，把 VR 技術融合在教學場域中，並針對

有所調整。

海外大型家具生產廠在生產線上的加工情境進

在 VR 的訓練架構下，訓練者可以很快

行操作模擬，讓學生透過 VR 體驗和觀察大型

地調整生產線，以因應不同的加工任務及操

家具生產線的製造程序與生產管理情境。

作程序。此外，VR 也可快速架構出生產線

針對海外大型家具生產廠所設計的 VR 環境，讓學員有如親臨現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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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R 環境學生能夠掌握家具生產線的加工任務及操作程序

學員可在 VR 環境中體驗不同的家具加工任務及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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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技術具備快速數位模型建構與操作框架調整的優勢，
可以因應未來教學及職業訓練需求與立即解決目前教學的困境。
的動態情境，這些只有在大型家具生產廠中

加工空間的局限，學生面對教學內容的單

才能看到的情境，都可透過 VR 系統讓學生

一化和家具產業的外移所導致實際操作及

從中體驗，成為訓練場域的一部分。

加工演練都難以實現。今日家具木工科學

VR 能強化全面式的操作體驗以增加學

生已無法想像真實家具製造產業如此龐大

習理解與操作熟練度─為了因應未來大量

體系的運作，而 VR 技術可以彌補這塊區

機械自動化的生產方式，VR 技術結合體感

塊，並把生產線的觀念與知識傳達給學生。

互動操作便相當合適，因為 VR 能夠還原教

畢竟在學校工廠中重建機器設備與加工環

學現場的加工情境與感受，並可透過頭戴

境有執行上的困難，但 VR 技術具備快速數

顯示裝置與手部控制器執行加工程序及操

位模型建構與操作框架調整的優勢，可以

作任務。這樣大肢體操作動作與全面生產

因應未來教學及職業訓練需求與立即解決

流程的臨場感受及操作體驗，能夠增加學

目前教學的困境。

生對加工任務的理解與操作熟練度，這也

今日 VR 在教學環境中可提供學習者

符合大量生產的家具生產操作程序與職業

更多的臨場體驗與互動操作，對於提升學

訓練的目的。

生理解真實大型家具生產狀態的擬真體驗

在未來，台灣家具木工科學生進入職場

有相當大的幫助，也能夠加深學生對於加

時已不再是手工製造者，而是生產流程的管

工任務及操作程序的學習成效，並提升學

理者，甚至產線設計者。今日的家具職業訓

習者對於家具生產線情境及加工任務的理

練重點應擺在因應大量機械自動化生產發展

解力與熟悉感。未來的職業訓練結合 VR 體

下所帶來的觀念轉變，以面對未來大量以機

感操作的訓練方式，是一條明確且具挑戰

器取代人力的時代考驗。在真實生產線上，

的發展方向。

學生必須具備快速因應不同的家具生產需求
而進行產線調整最佳化的能力，並以更靈活
且全面的觀念和思維進行產線的調整與加工
流程理解。
這些觀念與訓練策略在現有的學校

李易叡
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木藝培育暨設計研發中心

教學場域中受到限制，因為機台的老舊與

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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