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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曾經舉辦各種演講、展覽、藝文活動與扮演人民聚集地的台南公會堂，於公元 1911 年
落實，其設計出自日籍建築師矢田貝睦之手，為中西日式建築的融合。運用 3D 技術呈現台
南公會堂的昔日風采，其外部特色介紹為企劃主要核心，透過樂高組裝遊戲的立體拼圖方式
做互動。使用者可以輕鬆地觀看建築自動拼湊的有趣過程，從中瞭解建築的構造及特色，並
且添加其他類似建築特色之模型相互比較。另外在完成公會堂組裝之前，還可進行自由導
覽，讓使用者有如身歷其境般，穿梭於當時正在舉辦藝文活動的公會堂，遊覽其內部建築構
造及格局，同時體驗當時的社會民情。
關鍵詞：公會堂、立體拼圖、建築導覽、歷史建築

壹、緒論
一、創作動機與理念
台南公會堂在日據時期之場地用途，並
不只是單純提供日本官方使用，同時也開放
給台灣普遍民眾去使用，其中包含知識份子
發表演說等活動的文藝展演之公共場所。就
此項特點來看，台南公會堂開放給大眾的使
用性質，對於當時台灣的文化素質與社會提
升有著很重大的影響。
而在建築歷史的演變上，西元 1911 年
台南公會堂所建之時期，亦是重要關鍵，除
了代表當時日本官方偏好建築西化的立點之
外，日籍建築師還在公會堂建築特色中，融
入了東方中國傳統建築的元素，因此我們選
擇了同時擁有中日西式建築特色的公會堂，
做為我們的專案主題。
二、創作特色
建築方面，想改變一般制式化導覽方
式，讓使用者藉由建築特色的組裝，更詳細
觀看建築特色的介紹及比較。著重於導覽台
南公會堂這棟具多重特色之建築，也為了使
現在所有參觀吳園藝文特區之民眾，更深入
一層瞭解公會堂背後所發生的文化事件及其
對日治時期台灣人民教育、思想傳播之影響
力。以簡易、有趣的導覽與互動方式，引領
使用者認識全台灣第一座爲公眾用途所設立
的建築－台南公會堂，對於台灣文化學術與

社會發展等方面的貢獻。

貳、文獻探討
一、從數位藝術探討互動觀念、媒介與美學
藝術是社會的鏡子，反映出當今社會的
時代脈絡，在數位時代的今日，藝術創作也
與科技緊密的相扣著，許多藝術家不僅使用
紙跟筆，也開始以電腦等數位工具進行創
作，藉由藝術創作來反應他們對數位世代的
觀點。科技與藝術的結合逐漸激盪出當代藝
術的新寵─數位藝術(科技藝術、新媒體藝
術、互動藝術……)，數位藝術不僅運用科技
媒材來創作，也充分展現了科技的某些特
性，而其中的「互動性」即為一項重要的特
質。在此部分先對數位藝術的思想脈絡、定
義、特質與美學做歸納，接著從藝術的互動
觀念與媒介，來探討藝術作品的詮釋權逐漸
從作者自身的擁有而開放至觀眾所擁有，以
及因著「媒介」作者與觀眾發展出有形的實
質互動，這種互動則從互動裝置藝術、電腦
互動式多媒體與網路互動藝術展現出。最後
再從藝術作品中，試圖探討其互動語言以及
作品與觀眾因著互動所創造出的新關係與新
美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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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行步驟與技術
一、導覽流程-分為兩個階段，請參考圖 1.

欲觀看比較用之模型時，轉動轉盤，其他模
型便會移至中央取代主角物件之位置，同樣
也可以旋轉、觀看文字說明。
當使用者欲結束物件導覽，點擊畫面角落設
置之結束按鈕，便可退出此物件介紹，回到
建築導覽，繼續觀看自動建築及其他的建築
特色。

圖 1.導覽流程圖

(一) 自由導覽
導覽目的：觀看整棟公會堂內部，並瞭
解其歷史。
一開始播放動畫，以第一人稱視角看著
整棟公會堂，然後鏡頭拉近，從公會堂門口
進入。由出現公會堂內部大廳開始，使用者
可以自由走動。音樂廳門口擺放著一面白
板，白板上設置一按鈕，點選後出現文字描
述的公會堂歷史及歷年活動表，列著公會堂
歷年來曾經辦過的活動，在使用者瀏覽完內
部及了解公會堂歷史之後，便可以點選介面
右上方選項，進行建築導覽。

二、3D 建模企劃-建模作業可分為四部分
(一)細部元件成型：
1. 第 2 階段互動導覽中，公會堂將由多個
細部元件，階段性自動曡積成型，如圖 2.。
2. 配合此階段性曡積的 3D 動畫所需，將
台南公會堂建築結構分割為細部元件並各別
建製，如圖 3.。

(二)建築導覽
導覽目的：瞭解公會堂的建築特色。
在上一個階段「自由導覽」的畫面中，
角落放置一個建築按鈕。使用者點下去便會
進入第二階段「建築導覽」
。此時原本的公會
堂建築會散開成小零件。然後依序從空中緩
緩下降進行組裝，組裝中途若浮出建築元
件，此時可以點擊該物件進行物件介紹。
1. 零件群組分成三大段：一樓→二樓→屋
頂。首先降下一樓之零件，一樓全部改好才
會出現二樓之零件。下降零件中，分為一般
的材料和有特色的材料。當出現有特色之建
築材料時，會出現提示，可讓使用者點選。
2. 物件介紹畫面：點選建築特色所進入的
物件介紹畫面，設置一正視角度的旋轉盤，
轉盤中央的物件最大，為公會堂的物件，轉
盤其它位置放有別的地方建築的類似特色之
模型，可與主角物件作比較。一開始使用者
可觀看、旋轉置於中央的公會堂特色物件模
型，模型下方同時出現文字說明。當使用者

圖 2.(上) 將公會堂劃分成多個元件
圖 3.(下)將元件分解個別建製

(二)局部建築各體：
1. 將細部元件成型階段的元件合成較大
的局部建築個體。用於在恰當的時段用於替
換細部元件,以達到節省系統資源的效果。如
圖 4.
2. 包含一個完整的台南公會堂建築本體
模型，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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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組成特定區塊用替換模代替

圖 5.替換模組成整體

(三)建築特色的 3D 元件建模
針對指定的建築特色，建出較細膩的 3D 元
件， 用於特色介紹部分，如圖 6.、圖 7.

圖 6.牛腿拖架

圖 8.(上)後棟音樂廳
圖 9.(下)東側棟樓梯

圖 7.女兒牆

(四)台南公會堂內部的局部建模
分為：
1. 中央入口處
2. 前棟一樓大廳
3. 完整的後棟音樂廳(圖 8.)
4. 東側棟樓梯，如(圖 9.)

三、軟體技術
自動建築的流程，主要是在 3ds Max 中
將模型和落下的動作製作出來，並且以每一
個建築特色為一個分開點分批匯出。在從室
內轉換到外部的時候，開始撥放動作，動作
結束後轉到建築特色的介紹，離開介紹則繼
續撥放下一個動作，這樣輪迴直到動作撥放
結束。請參考圖 10.

圖 10. 自動建築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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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裝置設計
本系統的軟、硬體系統需求如下所示：
一、 硬體需求：Pentium 4 CPU3..4GHz、
RAM 2G 以上之電腦。
二、 軟體環境：Microsoft Windows（2000、
XP）。

伍、結論
大部分的古蹟導覽都是需要民眾親自
到古蹟現場參觀或者是在網站上觀看片段資
料，對於想觀看了解古蹟，卻因為居住地距
離古蹟當地很遠的民眾，常常造成很大的困
擾，本研究中實作出一個 3D 互動古蹟導覽系
統，藉由此系統來讓民眾詳細了解古蹟的歷
史、建築……等資料。現在社會中幾乎人人
家裡都有一台電腦，藉由電腦的便利性，以
簡易、有趣的導覽與互動方式，引領使用者
認識全台灣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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