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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簡介

 微軟推出的一種基於.NET框架的、物件導向的高階程
式語言

 由安德斯·海爾斯伯格主持開發

 擁有類似Visual Basic的快速開發能力

 已經成為ECMA國際和國際標準組織的標準規範



C#特性

 指標只能被用於不安全模式

 只允許單一繼承，但是一個類可以實現多個介面

 引入了泛型



C# Hello World 程式



設置Unity默認編輯
器
1.選擇Edit

2.選擇Preferences

1

2



設置Unity默認編輯
器

1.選擇External Tools

2.選擇MonoDevelop

1
2



建立程式碼腳
本
1.右鍵Asset空白處
2.選擇Create
3.選擇C# Script

1

2
3



加入程式碼腳
本
1.按著腳本文件
2.移到Main Camera
放開

3.Main Camera的屬
性會多出腳本的屬
性

1

2

3



開啟Mono編輯
器
1.雙擊文件
2.已開啟編輯器畫面

2

1

2



程式碼輸入
1.輸入程式碼
2.Ctrl+S儲存

1



程式碼執行
1.按 ▶ 啟動

2.點擊下方Console
3.程式顯示出Hello World

1

2

3



C# 變數與函式



C# 常見變數類型（1/2）

變數名稱 類型 大小（bits） 範圍

byte 無號整數 8 0～255

sbyte 有號整數 8 -128～127

int 有號整數 32 -2147483648~2147483647

uint 無號整數 32 0~4294967295

float 單倍精準浮點數 32 -3.402823e38~3.402823e38

double 雙倍精準浮點數 64 -1.79769313486232e308 ～
1.79769313486232e308

char Unicode字元 16 Unicode字元



C# 常見變數類型（2/2）

變數名稱 類型 大小（bits） 範圍

bool 布林邏輯 8 True/False

object 所有基本類型

string 字串

decimal 比float和double更高精準的浮點
數

128 (-7.9 x 1028 ～ 7.9 x 1028) / (100 ～ 1028)



C# 變數宣告

 類型【空格】變數名稱=值;

 Ex: int name = 123;



C# 變數命名規則

 第一個字必須為英文、底線（_）或者符號@

 不能重複

 不能與關鍵字相同如：if

 之後的可使用英文、數字和、底線（_）



C#常見運算子（1/3）

運算字符號 作用

= 指定資料個變數

+ 字串串聯，數值加法運算

- 負數，數值減法運算

* 數值乘法運算

/ 數值除法運算

% 取餘數

++ 數值遞增，前置為運算在遞增，後置反之

-- 數值遞減，前置為運算在遞減，後置反之



C#常見運算子（2/3）

運算字符號 作用

+= 相加後制定

-= 相減後制定

*= 相乘後制定

/= 像除後制定

%= 取餘數後制定



C#常見運算子（3/3）

運算字符號 作用

== 等於

!= 不等於

< 小於

> 大於

<= 小於等於

>= 大於等於

&& AND邏輯

|| OR邏輯



C#常見運算子優先序（由上往下）

分類 運算子

區塊 用（）包起來的程式碼

一元運算子 取負數、++、--

乘除 */

加減 +-

關係 <、>、<=、>=

關係 ==、!=

AND、OR &&、||

指定和複合指定 =、+=、*=、/=、。。。。



C# 函數宣告

 類型【空格】函數名稱（類型【空格】函數參數）

 Ex: 

 int multitwo(int number){

 return number*2

 }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C# if/else if/else

 if(條件一){

 條件一成立執行此區塊

 }

 else if(條件二){

 當條件二成立執行此區塊

 }

 else{

 當條件一二不成立執行此區塊

 }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各個
條件的結果

1

2



C# switch

 switch(表示式)

 {

 case 值一:
 break;

 case 值二:
 break;

 default:
 break;

 }

 根據表示式會跳到該
case裡執行

 沒有相符的case會執行
default區塊

case的值必要條件

1.唯一

2.只能bool、char、
string、int、enum或者
非null值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各個
條件的結果

1

2



C# for循環

 for(數值初始化 ; 執行條件 ; 數值運算)

 {

 程式碼區塊

 }

 Ex：

 for(int g = 0; g<10; g++)

 {

 result += g;

 }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2

1



C# while循環

 while(執行條件)

 {

 程式碼區塊

 }

 Ex：

 while(i < 10)

 {

 result += i;

 }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2

1



C# while循環

 與while大致相同，不過會先執行再做條件判斷

 while的後面有個『;』

 do{

 程式碼區塊

 } while(執行條件);

 Ex：

 do{

 i++;

 } while(執行條件);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C# 無窮迴圈

 設置無窮迴圈的方法

 while(true)

 {

 程式碼

 }

 for(;;)

 {

 程式碼

 }



C# 無窮迴圈注意事項
 在Unity盡可能不要設置無窮迴圈

 設置跳出條件

 檢查某些變數不會因為迴圈的次數而出錯



程式碼範例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利用Unity 
update實現無
線迴圈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C# 陣列

12 67 43 23 44

0 1 2 3 4

數值

序號

 用於大量連續變數

 任何類型的變數都可以宣告陣列

 陣列序號從0開始



C# 陣列宣告

 陣列類型[] 陣列名稱

 Ex: 

 int[] intarray;

 bool[] boolarray;



C# 陣列初始化（1/2）

 一下有3中宣告方式，各個方式都按個人習慣使用：
1.陣列類型[] 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陣列數量] //初始化

陣列，但沒有初始值
2.陣列類型[] 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陣列數量]{值1,值2,

值3,…} //初始化陣列，並帶入初始值
3.陣列類型[] 陣列名稱 = {值1,值2,值3,…} //同上
 陣列數量不能為空值！
 Ex: 
1. int[] intarray = new int[5];
2. int[] intarray = new int[5]{1,2,3,4,5}
3. Int[] intarray = {1,2,3,4,5}



C# 陣列初始化（2/2）

 延遲宣告有以下的方式：
1.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陣列數量] //初始化陣列，但沒有

初始值
2.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陣列數量]{值1,值2,值3,…} //初

始化陣列，並帶入初始值
3.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值1,值2,值3,…} //同上
 第三必須加new 陣列類型[]不可直接使用{值1,值2,值3,…}
 Ex: 
1. intarray = new int[5];
2. intarray = new int[5]{1,2,3,4,5}
3. intarray = new int[]{1,2,3,4,5}



C# 陣列值存取

 陣列名稱[陣列序號]

 Ex: Console.write(intarray[2]);



C# 列出所有陣
列值
1.輸入程式碼
(intarr.Length
為獲取陣列長度)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foreach循環

 可以不需要知道陣列的長度

 變數類別必須與陣列的變數類別相同

 foreach(變數類別 變數名稱 in 陣列)

 {

 程式碼區塊

 }



C# 列出所有陣
列值利用
foreach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與使用for迴圈
相同)

1

2



 陣列類型[,] 陣列名稱 = new 陣列類型[列數量,欄數量]

 Ex:

 int[,] intarr = new int[3,3]

C# 二維陣列
宣告與初始
化
序號 0 1 2

0 1 2 3

1 4 5 6

2 7 8 9

列

欄



 陣列類型[列序號,欄序號]

 Ex:

 Console.write(int[2,1]) //取列序號為2，欄序列為1的值（3）

C# 二維陣列
取值
序號 0 1 2

0 1 2 3

1 4 5 6

2 7 8 9



C# 列出所有陣
列值
1.輸入程式碼
（.GetLength(0）為
列的長
度，.GetLength(1)
為欄的長度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C# 列出所有陣
列值利用
foreach

1.輸入程式碼
2.程式碼執行結果

1

2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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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s2d簡介

 是一個開源的2D遊戲框架。

 最初的Cocos2D框架是使用Python編寫的

 目前Cocos2D框架已經被移植到了多種語言和平台上

54



 自Cocos2d-iPhone取得成功後，Cocos2d系列產品已經
推出許多子項目，其中Cocos2d-x在全球範圍內流行最
廣。

55



•這裡列出了一些最為出名的分支遊戲引擎。

56



 藍色方框中的分支引擎和編輯器活躍度最高。

57



 Lua Bindings, JavaScript Bindings以及Cocos2d-
html5被完全整合入Cocos2d-x

58



 融合版本的Cocos2d-x允許開發人員利用C++、Lua及
Javascript來進行遊戲開發。

59



 使用可視化編輯器Cocos Creator，實現快速原型構建，
調試打包，支持跨平台部署。

 覆蓋的平台有: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Web及Tizen等等。

60



•不同分支引擎支持不同的目標平台並使用不同的編程語言。

分支引擎 編程語言 平台

Cocos2D-X C ++，Lua中，
JavaScript的

iOS，安卓，
Windows手機，
網絡，Tizen

Cocos2D 蟒蛇 桌面操作系統

cocos2d-
iphone

Objective-C中
的JavaScript

iOS版

61



62

 分支引擎  編程語言  平台

Cocos2D-HTML5 JavaScript 支持HTML5的瀏覽器

ShinyCocos 紅寶石 iOS版

Cocos2D-窗口 C ++ Windows XP / 7

Cocos2D-機器人 Java Android



63

分支引擎 編程語言 平台

Cocos2D-Android Java Android

Cocos2D-XNA C＃ 微軟和一夫一妻
制平台

Cocos3d Objective-C的 iO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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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0年開始，的Cocos2D-X是一個開源，跨平台的遊
戲引擎。它裝載了強大的功能，允許開發人員輕鬆創
建壯觀的遊戲。

65



Cocos2d-x架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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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代表支持並能正常工作

i:代表支持但不在主幹版本內，可以從歷史版本里面找到

平台 C++ Lua Javascript

移動平台 ios O O O

Android O O

Windows
Phone8

O O

BlackBerr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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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代表支持並能正常工作

i:代表支持但不在主幹版本內，可以從歷史版本里面找到

平台 C++ Lua Javascript

桌面平台 win32 O O O

Linux O O O

Mac OS X O O O

Win8 Metro O O

69



Cocos2d-x優點

 現代C ++ API

 跨平台 - 桌面和移動

 能力測試，並在桌面上調試你的遊戲，然後將其推送
到手機或桌面目標

 功能性的廣闊API

70



功能性的廣闊API

 包括精靈，動作，動畫，粒子，轉換，定時器，事件
（觸摸，鍵盤，加速度計，鼠標），聲音，文件IO，
持久性，骨骼動畫，3D

71



基本的Cocos2D-X概念

 Cocos2D-X是一款跨平台遊戲引擎。遊戲引擎是一塊提
供公共的功能，所有的遊戲都需要的軟件。這個被稱
為API或框架，我們將稱它是“遊戲引擎”。

72



 遊戲引擎包含許多組件一起使用時，將有助於加快開
發時間，並經常進行比國產引擎更好。

 遊戲引擎通常包括一些或所有下列組件：渲染器，2D 
/ 3D圖形，碰撞檢測，物理引擎，聲音，控制器支持，
動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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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s2d-x引擎-6大要素

 導演(CCDirector)

 場景(CCScene)

 精靈(CCSprite)

 攝像機(CCCamera)

 佈景(CCLayer)

 動作(CC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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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計

 整個遊戲一般只有一個導演(Director) 。

 一個遊戲可以由多個場景(Scene)組成，但是每次導演
只能指導一個場景的運作。

 一個場景可以由多個圖層組成。

 對於圖層上的每個精靈元素(Sprite)，一般都附帶相
應的動作，可以帶多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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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Director)

 Director控制你的遊戲的每一個方面。什麼要顯示在
屏幕上，要播放什麼聲音，玩家要輸入什麼，諸如此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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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Director

77



Director的繼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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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景(CCLayer)

 如一個遊戲，你需要背景層，一個精靈要運動，就要
單獨一個層，遊戲有暫停的頁面，那就來個暫停頁面
的層。層就像是一張透明的玻璃一樣，把他們畫上東
西，疊在一起，俯視來看，就是一個完整的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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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示意圖

80



場景(Scene)

 Scene是繼承與 Node類的。作為場景類，它卻只有函
數create。因為場景就像是一個容器，將不同的佈景
層（Layer）組合在一起，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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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把層理解為玻璃片，那麼場景就是一個箱子，
我們把玻璃片放在這個箱子裡，去組建遊戲。

 一個遊戲會有很多的場景，比如，主界面，遊戲界面，
載入界面等等都是一個場景。

82



由此看出，一個場景包含多個層，一個層可能包含多
個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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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Scene)的繼承關係

84



主要函數如下：

class CC_DLL Scene : public Node

{

static Scene *create();                        

//大小和螢幕一樣

static Scene *createWithSize(const Size& size); 

//自定義大小

virtual Scene *getScene() const override;      

//覆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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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Sprite)

 精靈其實就是一個2D的圖片。並賦予圖片各種屬性以
及特性。如大小、顏色、動作等。

 一般都是放在佈景層(Layer)上面的，即一個佈景層
(Layer)應當有許多的精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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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Sprite)的繼承關係

87



 精靈其實就是我們說的元素。比如一個遊戲裡的角色、
NPC、怪物、物品等，乃至連隨機掠過的鳥、飄過的風，
從理論來說，也是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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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Sprite)的函式如下
// This is how to create a sprite

auto mySprite = Sprite::create("mysprite.png");

// this is how to change the properties of the sprite

mySprite->setPosition(Vec2(500, 0));

mySprite->setRotation(40);

mySprite->setScale(2.0); // sets both the scale of the X and Y axis 
uniformly

mySprite->setAnchorPoint(Vec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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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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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靜態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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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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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本的函數

 CCSize

 CCPoint

 getVisibleSize（）

 getVisibleOrigin（）

 getWinSize（）

 getContentSize（）

 getContentSizeIn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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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ize

 螢幕大小;eg: height=320 , width=480

 需include <CCGeometry.h>

94



CCPoint

 坐標點

 需include <CCGeometry.h>

 Public Member Functions:

CCPoint ()

CCPoint (float x, float y)

CCPoint (const CCPoint &other)

CCPoint (const CCSiz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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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VisibleSize（）

 獲得視窗（可視區域）的大小，若是
DesignResolutionSize跟螢幕尺寸一樣大，則
getVisibleSize便是getWin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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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VisibleOrigin（）

 獲得可視區域的出發點坐標，在處理相對位置時，確
保節點在不同分辨率下的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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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WinSize（）

 獲取螢幕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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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ontentSize（）

 獲得節點原始的大小。只是邏輯尺寸，不是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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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ontentSizeInPixels（）

 獲得的是像素點大小

 注意:

像素點和邏輯點關係:邏輯點大小= 像素大小
/contentScale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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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Cocos creator

 它是一個完整的遊戲開發解決方案，包括了cocos2d-x
引擎的JavaScript實現（不需要學習一個新的引擎），
能更快速開發遊戲所需要的各種圖形界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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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說明

103



 Cocos Creator 將整套手機頁遊解決方案整合在了編
輯器工具裡，無需在多個軟件之間穿梭，只要打開
Cocos Creator 編輯器，各種一鍵式的自動化流程就
能花最少的時間精力，解決上述所有問題。開發者就
能夠專注於開發階段，提高產品競爭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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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借助Cocos2d-x 引擎，在享受腳本化開發的便捷同時，
還能夠一鍵發佈到各類桌面和移動端平台，並保持原
生級別的超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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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特色

 Cocos Creator 包含遊戲引擎、資源管理、場景編輯、
遊戲預覽和發布等遊戲開發所需的全套功能，並且將
所有的功能和工具鏈都整合在了一個統一的應用程序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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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Cocos Creator 是一個支持Windows 和Mac 跨平台運
行的應用程序，相比傳統的Cocos2d-x 工作流程，將
配置開發環境的要求完全免除，運行之後就可以立刻
開始遊戲內容創作或功能開發。

 在數據驅動的工作流基礎上，場景的創建和編輯成為
了遊戲開發的中心，設計工作和功能開發可以同步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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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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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ocos2d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Cocos2d

 P.29層的示意圖

 來源:cocos2dx基礎篇(3)——第一個程序HelloWorld

 http://blog.51cto.com/shahdza/140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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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ocos官網

 http://www.cocos.com/docs/creator/getting-
started/install.html

 cocos2dx[3.2](8) ——核心类
Director/Scene/Layer/Sprite - 夏天的风

 http://blog.51cto.com/shahdza/155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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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3D

 Direct3D（簡稱：D3D）是微軟公司在Microsoft 
Windows作業系統上所開發的一套3D繪圖編程介面，是
DirectX的一部份，目前廣為各家顯示卡所支援。與
OpenGL同為電腦繪圖軟體和電腦遊戲最常使用的兩套
繪圖編程介面之一。

 1995年2月，微軟收購了英國的Rendermorphics公司，
將RealityLab 2.0技術發展成Direct3D標準，並整合
到Microsoft Windows中，Direct3D在DirectX 3.0開
始出現。後來在DirectX 8.0發表時與DirectDraw編程
介面合併並改名為DirectX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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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系統與幾何

 要進行 Direct3D 應用程式的程式設計，就需要在工
作上熟悉 3D 幾何原則。 本節介紹建立 3D 場景所需
的最重要幾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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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系統

 3D 圖形應用程式通常會使用下列兩個笛卡兒座標系統
中的其中一種︰左手系或右手系。 在這兩個座標系統
中，正 x 軸指向右側，而正 y 軸指向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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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物件

 3D「原始物件」是形成單一 3D 實體的許多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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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頂點一般向量

 每個網格中的平面都有一個垂直單位一般向量。 向量
的方向是由定義頂點的順序，和座標系統是否為右手
系或左手系而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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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在整個 Direct3D 及 Windows 程式設計中，螢幕上的
物件會以週框的形式參照。 週框的側邊永遠和螢幕的
側邊平行，以讓矩形可由兩個點描述，這兩點為左上
角和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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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內插補點

 在轉譯期間，管線會在每個矩形上插入頂點資料。 頂
點資料可以是各式各樣的資料，可能包括 (但不限
於)︰擴散色彩、反射色彩，擴散 Alpha (三角形不透
明度)、反射 Alpha，以及一個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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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頂點和四元數

 在整個 Direct3D 中，頂點描述位置及方向。 原始物
件中的每個頂點都由給予它位置、色彩、紋理座標的
向量，以及給予它方向的標準向量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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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在 Direct3D 中，轉換引擎負責將幾何推入固定函式
幾何管線。 它在世界中尋找模型和檢視器，將頂點投
影在螢幕上顯示，並將頂點裁剪至檢視區。 轉換引擎
也會執行光線計算，以判斷每個頂點上的擴散和反射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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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區和裁剪

 「檢視區」是 3D 場景的投影目標二維 (2D) 矩形。
在 Direct3D 中，矩形在 Direct3D 表面中以座標的
形式存在，系統會使用矩形作為轉譯目標。 投影轉換
將頂點轉換至用於檢視區的座標系統。 檢視區也用於
指定轉譯目標表面 (場景轉譯目標) 上深度值的範圍
(通常是 0.0 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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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點和索引緩衝區
 頂點緩衝區是包含頂點資料的記憶體緩衝區。在頂點緩衝中處理頂點，

以執行轉換、照明及裁剪。 索引緩衝區是包含索引資料的記憶體緩衝
區，是置入頂點緩衝區的整數位移，用於呈現基本類型。

 頂點緩衝區可以包含任何可轉譯的頂點類型 - 轉換或未轉換、點亮或
無光。 您可以在頂點緩衝區中處理頂點，執行例如轉換、光源，或產
生裁剪旗標等作業。 轉換永遠會執行。

 頂點緩衝區的彈性使其成為重複使用轉換幾何的理想預備環境點。 您
可以建立單一頂點緩衝區，然後將其中的頂點轉換、照亮及裁剪，並
視需要多次轉譯場景中的模型，而不重新轉換，即使有交錯的轉譯狀
態變更。 轉譯使用多個紋理的模式時，這非常有用：幾何只轉換一次，
然後視需要轉譯其中的一部分，以所需的紋理變更交錯。 處理頂點之
後所做的轉譯狀態變更，在下一次處理頂點時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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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區簡介

 緩衝資源是一個完整輸入的資料集合，由元素所組成。
緩衝區儲存資料，例如頂點緩衝區中的紋理座標、索
引緩衝區中的索引、常數緩衝區中的著色器常數資料、
位置向量、法向向量或裝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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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緩衝區

 索引緩衝區是包含索引資料的記憶體緩衝區，是置入
頂點緩衝區的整數位移，用於呈現基本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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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

 Direct3D 裝置是 Direct3D 的轉譯元件。 裝置封裝
並儲存呈現狀態、執行轉換照明作業，並將影像點陣
化到表面。

 架構上來說，Direct3D 裝置包含轉換模組、光源模組
及點陣化模組，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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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類型

 HAL 裝置

 參照裝置

 HAL 與參照裝置比較

 硬體與軟體頂點處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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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裝置

 主要裝置類型是 hal 裝置，其支援硬體加速點陣化，
以及硬體和軟體頂點處理。 如果您執行應用程式所在
的電腦配備了支援 Direct3D 顯示卡，您的應用程式
應該會使用它執行 Direct3D 作業。 Direct3D hal
裝置會實作硬體中的所有或部分轉換、光源和點陣化
模組。

 應用程式不會直接存取圖形卡。 它們會呼叫
Direct3D 功能和方法。 Direct3D 會透過 hal 存取
硬體。 如果您的應用程式執行所在的電腦支援 hal，
它使用 hal 裝置將可獲得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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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裝置

 Direct3D 支援額外的裝置類型，稱為參照裝置或軟體
模擬轉譯器。 與軟體裝置不同的是，軟體模擬轉譯器
支援每一項 Direct3D 功能。 此裝置主要用於偵錯，
因此只在已安裝 DirectX SDK 的電腦上提供。 由於
這些功能實作的目的在於精確性，而非速度，並且在
軟體中實作，因此結果不會非常快。 軟體模擬轉譯器
確實會盡可能利用特殊 CPU 指令，但主要不是用於零
售應用程式。 僅針對功能測試或展示目的使用軟體模
擬轉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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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 與參照裝置比較
 HAL (硬體抽象層) 裝置和 REF (軟體模擬轉譯器) 裝置是 Direct3D 

裝置的主要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硬體支援為基礎，速度非常快，但
可能不會提供全面支援；第二種則不會使用硬體加速，因此非常慢，
但是保證支援完整的 Direct3D 功能，並採取正確的方式。 一般來刷，
您只會需要使用 HAL 裝置，但是如果您使用某些圖形卡不支援的進階
功能，則您可能需要改用 REF。

 其他可能想要使用 REF 的情況是，如果 HAL 裝置產生奇怪的結果，
也就是說，您確定程式碼是正確的，但結果卻不如預期。 REF 裝置保
證會正確運作，因此您可能想要在 REF 裝置上測試應用程式，並查看
奇怪的情形是否繼續發生。 如果未繼續發生，表示 (a) 您的應用程
式假設圖形卡支援它應該不支援的項目，或 (b) 是驅動程式錯誤。
如果使用 REF 裝置仍然無法運作，表示是應用程式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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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與軟體頂點處理比較

 硬體與軟體頂點處理僅適用於 HAL 裝置。 當您透過
管線推送頂點時，它們需要轉換 (輪流以世界、檢視、
投影矩陣) 和照亮 (藉由 D3D 內建的照明) - 此處理
階段稱為 T&L (代表轉換與光源)。 硬體頂點處理表
示是在硬體內完成 (如果硬體支援的話)；因此，軟體
頂點處理是在軟體內完成。 一般方式是先嘗試建立硬
體 T&L 裝置，如果失敗則嘗試混合，再失敗則嘗試軟
體。 (如果軟體失敗，則放棄並在有錯誤的情況下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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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與全螢幕模式

 Direct3D 應用程式可以兩種模式執行：視窗或全螢幕模式。
在視窗模式，應用程式與所有執行中的應用程式共用桌面
螢幕可用空間。 在全螢幕模式，應用程式執行所在的視窗
涵蓋整個桌面，隱藏所有執行的應用程式（包含您的開發
環境）。 通常遊戲預設為全螢幕模式，隱藏執行的所有應
用程式，為使用者提供身歷其境的遊戲體驗。

 全螢幕模式和視窗模式之間的程式碼差異很小。

 由於以全螢幕模式執行的應用程式會接管螢幕，偵錯應用
程式需要其他監視器或使用遠端的偵錯工具。 視窗模式應
用程式的其中一個優點是，您可以在偵錯工具中逐步執行
程式碼，不需要多個監視器或遠端偵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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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裝置

 Direct3D 裝置可能在操作狀態或遺失狀態。 操作狀
態是一般裝置狀態，裝置如預期般執行和呈現所有轉
譯。 該裝置會轉換成遺失狀態，例如在全螢幕應用程
式中遺失鍵盤焦點，會導致不可能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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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鏈結

 交換鏈結是用來向使用者顯示畫面的緩衝區集合。 每
次應用程式提供新畫面供顯示時，交換鏈結中的第一
個緩衝區會取代顯示之緩衝區的位置。 這個程序稱為
「交換」或「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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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化規則簡介

 通常，為頂點指定的點不完全符合螢幕上的像素。 當
發生此狀況，Direct3D 會套用點陣化規則來判斷哪些
像素適用於指定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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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

 光線可用於照亮場景中的物件。 每個物件頂點的色彩
是以目前紋理圖、頂點色彩及光線來源為基礎。

 注意本節僅適用於固定函式管線管線。 可程式著色器
明確執行所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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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概觀

 當您使用 Direct3D 照明時，您可以允許 Direct3D 
為您處理照明細節。 如有需要，進階使用者可以自行
執行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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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類型

 光源類型屬性定義您正在使用的光源類型。 Direct3D 
中有三種類型的光線 - 點狀光源、聚光燈和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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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屬性

 光線屬性描述光線類型 (點、方向、聚光燈)、衰減、
色彩、方向、位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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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的數學計算

 Direct3D 燈光模型涵蓋環境、擴散、反射及發光。
這個範圍足以因應大範圍的照明情況。 稱為全球照明
的場景中的光線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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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和樣板緩衝區

 深度緩衝區儲存深度資訊來控制所呈現而不是隱藏的
多邊形區域。 樣板緩衝區用於遮罩影像中的像素，以
製造特效，包括合成、印花、溶解、淡化及撥動、外
框及剪影，以及雙面樣板。

142



深度緩衝區

 深度緩衝區 (或稱 z 緩衝區) 儲存深度資訊來控制所
呈現而不是隱藏的多邊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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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緩衝區

 樣板緩衝區用於影像中遮罩像素，製作特殊效果。 遮
罩控制是否繪製像素。 這些特殊效果包含組合、印花、
溶解、淡化、撥動、外框及剪影，以及雙面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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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

 紋理是在電腦產生 3D 影像中創造真實感的利器。
Direct3D 支援廣泛的紋理功能設定，提供開發人員輕
鬆存取進階紋理技術的方式。

 若要改善效能，請考慮使用動態紋理。 動態紋理可以
在每個影格中鎖定、寫入，或是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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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簡介

 紋理資源是儲存材質的資料結構，並且是可讀取或寫
入的最小紋理單位。 當著色器讀取紋理時，可由紋理
取樣器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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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的基本概念

 早期電腦產生的 3D 影像，雖然普遍對當代而言算先
進，但通常會有具光澤的塑膠感。 其缺乏可讓 3D 物
件看起來逼真且複雜的標記類型，例如磨損、裂縫，
指紋及指尖。 紋理在加強電腦產生之 3D 影像的真實
性方面，變得愈來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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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定址模式

 Direct3D 應用程式可為任何原始物件的任何頂點指派
紋理座標。 通常您指派給頂點的 u 及 v 紋理座標，
都會位於 0.0 到 1.0 (含) 之間。 不過，藉由指派
在該範圍之外的紋理座標，您可以建立特殊的紋理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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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篩選

 原始物件透過將 3D 原始物件對應到 2D 畫面上進行
轉譯時，紋理篩選會為原始物件的 2D 轉譯影像中的
每個像素產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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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資源

 紋理是可作為轉譯用途的一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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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包裝

 紋理包裝可藉由對每個頂點明確指定其紋理座標，以
變更 Direct3D 點陣化已貼上紋理多邊形的基本方式。
點陣化多邊形時，系統會藉由在多邊形每個頂點的紋
理座標間進行插補，以決定多邊形的每個像素會使用
哪些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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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混色

 Direct3D 在單一階段中最多可以將八個紋理混合到原
始物件上。 使用多重紋理混合可大幅增加 Direct3D 
應用程式的畫面播放速度。 應用程式藉由使用多重紋
理混合，在單一階段中套用紋理、陰影、反射光源、
擴散光源等其他特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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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與紋理對應

光線貼圖是一個紋理或一組紋理，
其包含了 3D 場景中的光源相關
資訊。 光線對應將光線和陰影對
應到基本類型。 多階段及多重紋
理混合可讓您的應用程式以比著
色技術更逼真的外觀，對場景進
行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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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紋理資源

 紋理貼圖為繪製在三維圖形上的數位化影像，用來增
加更多視覺上的細節。 他們在點陣化的過程中對應至
這些圖形之上，並且整個過程可能會取用大量的系統
匯流排及記憶體。 若要減少紋理所使用的記憶體，
Direct3D 支援壓縮紋理表面。 某些 Direct3D 裝置
原生支援壓縮紋理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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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管線

 Direct3D 圖形管線專為即時遊戲應用程式產生圖形而
設計。 透過每個可設定或可編程階段，從輸入到輸出
的資料流。

 所有階段都可以使用 Direct3D API 設定。 搭配常見
著色器核心的階段 (圓角矩形區塊) 可使用 HLSL 程
式語言進行程式設計。 如此可讓管線極具彈性和適應
能力。

 最常使用的是頂點著色器 (VS) 階段和像素著色器
(PS) 階段。 如果您連這些著色器階段都未提供，則
會使用預設的沒有選項、傳遞頂點和像素著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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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組合語言階段
用途 輸入組合語言 (IA) 階段提供基本類型和管線相鄰資料，例如三

角形、行及點，包括語意識別碼，藉由減少處理尚未處理的基
本類型來讓著色更有效率。

輸入 基本類型資料 (三角形、線條和/或點)，來自記憶體中使用者
填入的緩衝區。 以及可能相鄰的資料。 三角形的每個三角形
可能有 3 個頂點，而每個三角形的相鄰資料可能有 3 個頂點。

輸出 基本類型含有附加系統產生值 (例如基本類型識別碼、執行個
體識別碼或頂點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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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點著色器階段
用途 頂點著色器 (VS) 階段處理頂點，通常執行轉換、貼圖與光線

等作業。 頂點著色器採用單一輸入頂點，並產生單一輸出頂點。
個別的每個頂點作業，例如轉換、貼圖、變形及每個頂點光線。

輸入 單一頂點，有 VertexID 和 InstanceID 系統產生值。 每個頂點
著色器輸入頂點可包含最多 16 個 32 位元向量（每個向量最多

4 個元件）。

輸出 單一頂點。 每個輸出頂點可包含同樣多的 16 個 32 位元 4 元件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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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著色器階段
用途 輪廓著色器 (HS) 階段是其中一個鑲嵌階段，有效率地將模

型的單一表面分成多個三角形。 輪廓著色器會針對每個塊
面叫用一次，並且將定義低位表面的輸入控制點轉換成構
成塊面的控制點。 它也會進行一些每個塊面計算，以提供
資料給曲面細分器 (TS) 階段和網域著色器 (DS) 階段。

輸入 介於 1 到 32 輸入控制點之間，共同定義低位表面。

輸出 介於 1 到 32 輸出控制點之間，共同構成塊面。 輪廓著色器
宣告曲面細分器 (TS) 階段的狀態，包括控制點的數目、塊
面的類型，以及鑲嵌時要使用的分割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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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細分器階段

用途 曲面細分器 (TS) 階段建立代表幾何塊面的網域取樣模式，並
產生一組連接這些樣本的小物件 (三角形、點或線)。

輸入 使用從輪廓著色器階段傳入的鑲嵌因數 (這指定網域被鑲嵌的
細微程度) 和分割類型 (指定用於切割塊面的演算法)，曲面細
分器每個塊面運作一次。

輸出 曲面細分器輸出 uv (和選擇性 w) 座標及表面拓撲至網域著色
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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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著色器階段
用途 網域著色器 (DS) 階段會計算輸出塊面中細分點的頂點位置；它

會計算對應每一個網域取樣的頂點位置。 網域著色器會在每個曲
面細分器階段輸出點執行一次，並且對輪廓著色器輸出塊面和輸
出塊面常數，以及曲面細分器階段輸出 UV 座標具有唯讀存取權。

輸入 網域著色器會耗用來自輪廓著色器 (HS) 階段的輸出控制點。 輪
廓著色器輸出包括：控制點、塊面常數資料及鑲嵌係數 (鑲嵌係
數可能包括固定函式曲面細分器使用的值，以及整數鑲嵌進位之
前的原始值，可簡化地理變形)。 網域著色器會對來自曲面細分
器 (TS) 階段的每個輸出座標叫用一次。

輸出 網域著色器 (DS) 階段會將輸出塊面中細分點的頂點位置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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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著色器階段
用途 幾何著色器 (GS) 階段會處理整個基本類型：三角形、線條和點，以及它

們相鄰的頂點。 它支援幾何放大和取消放大。 它對於演算法來說很實用，
包括 Point Sprite Expansion、Dynamic Particle Systems、Fur/Fin 
Generation、Shadow Volume Generation、Single Pass Render-to-
Cubemap、Per-Primitive Material Swapping 及 Per-Primitive Material 
Setup (包括產生質心座標做為基本類型資料，如此像素著色器就能執行
自訂屬性插補)。

輸入 與在單一頂點上操作的頂點著色器不同的是，幾何著色器的輸入是完整
基本類型 (三角形的三個頂點、線條的兩個頂點，或點的單一頂點) 的頂
點。

輸出 幾何著色器 (GS) 階段能夠輸出多個頂點，以形成選取的單一拓撲。 可
用的幾何著色器輸出拓撲包括 tristrip、linestrip 和 pointlist。 發出的基
本類型數目可在幾何著色器的任何叫用內自由改變，雖然可發出的頂點
最大數目必須以靜態方式宣告。 從幾何著色器叫用發出的連環長度可以
是任意的，而新的連環可以透過 RestartStrip HLSL 功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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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流輸出階段
用途 資料流輸出 (SO) 階段會持續將頂點資料從上一個作用中階段輸出 (或串

流) 到記憶體中的一或多個緩衝區。 串流輸出到記憶體的資料可重新循
環回管線做為輸入資料，或從 CPU 讀回。

輸入 來自上一個管線階段的頂點資料。

輸出 資料流輸出 (SO) 階段會持續將頂點資料從上一個作用中階段 (例如幾何
著色器 (GS) 階段) 輸出 (或串流) 到記憶體中的一或多個緩衝區。 如果
幾何著色器 (GS) 階段非使用中，而資料流輸出 (SO) 階段為使用中，它
會持續將頂點資料從網域著色器 (DS) 階段輸出到記憶體中的緩衝區 (如
果 DS 也是非使用中，則從頂點著色器 (VS) 階段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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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陣化階段

用途 點陣化 (RS) 階段會裁剪不在檢視中的基本類型、為像素著
色器 (PS) 階段準備基本類型，以及決定如何叫用像素著色
器。 轉換向量資訊 (由圖形或基本類型組成) 為點陣影像 (由
像素組成)，以顯示即時 3D 圖形。

輸入 即將進入點陣化階段的頂點 (x,y,z,w) 假設為在同質的剪輯空
間中。 在這個座標空間中，X 軸指向右，Y 指向上，Z 偏離
相機。

輸出 需要轉譯的實際像素。 包括一些頂點屬性，用於像素著色
器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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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著色器階段
用途 像素著色器 (PS) 階段會接收基本類型的插補資料，並產生每一像素資料，

如色彩。

輸入 若管線設定後沒有幾何著色器，像素著色器限於 16、32 位元、4 個元件
的輸入。 否則，像素著色器最多可以採用 32、32 位元、4 個元件的輸入。
像素著色器輸入資料包括頂點屬性 (可插補，無論是否有透視修正)，也
可以視為每個基本類型常數。 像素著色器輸入會從點陣化的基本類型的
頂點屬性插補，根據宣告的插補模式。 如果在點陣化之前基本類型被裁
剪，則插補模式也會在裁剪過程中採用。

輸出 像素著色器可以輸出最多 8、32 位元、4 個元件的色彩，或無色彩 (如果
捨棄像素)。 像素著色器輸出暫存器元件必須先宣告，才能使用；每個暫
存器可以有不同的輸出寫入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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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合併階段

用途 輸出合併 (OM) 階段將不同類型的輸出資料 (像素著色器值、
深度與樣板資訊) 與轉譯目標和深度/樣板緩衝區的內容結合，
以產生最終的管線結果。

輸入 輸出合併輸入是管線狀態、像素著色器產生的像素資料、轉
譯目標的內容，以及深度/樣板緩衝區的內容。

輸出 最後轉譯的像素色彩。

165



檢視

 詞彙「檢視」用來表示「所需格式的資料」。 例如，
常數緩衝區檢視 (CBV) 是格式正確的常數緩衝區資料。
本節描述最常見且實用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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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緩衝區檢視 (CBV)

 常數緩衝區包含著色器常數資料。 其價值在於資料會
持續且可由任何 GPU 著色器存取，直到必須變更資料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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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點緩衝區檢視 (VBV) 和索引緩衝
區檢視 (IBV)

 頂點緩衝區保留頂點清單的資料。 每個頂點的資料可
以包含位置、色彩、標準向量、紋理座標等等。 索引
緩衝區會保留頂點緩衝區中的整數索引（位移），用
來定義和轉譯由頂點完整清單子集組成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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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器資源檢視 (SRV) 和未排序存
取檢視 (UAV)

 著色器資源檢視通常會以著色器可存取的格式包裝紋
理。 未排序存取檢視提供類似的功能，但啟用任何順
序的紋理（或其他資源）讀取和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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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器

 取樣是從紋理或其他資源讀取輸入值的程序。 「取樣
器」是可讀取資源的任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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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目標檢視 (RTV)

 轉譯目標讓場景轉譯到暫時中繼緩衝區，而不是轉譯
到背景緩衝區，以轉譯到場景。 這個功能可讓您使用
複雜的場景，可能轉譯為反映紋理或做為圖形管線內
的其他用途使用，或可能是轉譯之前新增其他像素著
色器效果至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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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樣板檢視 (DSV)

 深度樣板檢視提供保留深度和樣板資訊的格式及緩衝
區。 深度緩衝區用於揀選 (cull) 檢視器看不到的像
素繪圖，因為它們被更近的物件阻擋在檢視之外。 樣
板緩衝區可用於揀選所定義形狀之外的所有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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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流輸出檢視 (SOV)

 資料流輸出檢視可讓頂點、鑲嵌和幾何著色器已產生
的頂點資訊串流輸出回到應用程式以供進一步使用。
例如已被這些著色器扭曲變形的物件可以寫回到應用
程式，以提供更精確輸入給物理或其他引擎。 不過實
際上，資料流輸出檢視是圖形管線不常使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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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器排序檢視 (ROV)

 轉譯器排序檢視可解決讓某些深度緩衝區限制，尤其
是有多個紋理的透明度全套用至同一個像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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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管線

 Direct3D 計算管線主要設計用來處理大部分可與圖形
管線平行進行的計算。 計算管線中只有幾個步驟：資
料透過可程式化著色器階段，從輸入端流向輸出端。

175

用途 就像其他可程式化的著色器，計算著色器 (CS) 階段利用 HLSL 進行設計
與實作。 計算著色器提供高速一般用途運算，並且利用了圖形處理器

(GPU) 大量平行處理器的優勢。 計算著色器提供了記憶體共用以及執行
緒同步功能，讓平行程式設計方法更有效率。

輸入 與其他可程式化著色器不同，輸入的定義其實相當抽象。 輸入在本質上
可以是一維、二維，或是三維的，並且決定了呼叫計算著色器執行的引
動過程數量。 您可以為一組引動過程定義要讀取的共用資料。

輸出 來自計算著色器的輸出資料可能各不相同，並且可以在需要計算資料時
與圖形轉譯管線同步。



計算著色器 (CS) 階段

 計算著色器 (CS) 提供高速一般用途運算，並且利用
了圖形處理器 (GPU) 大量平行處理器的優勢。 計算
著色器階段提供了記憶體共用以及執行緒同步功能，
允許更有效率的平行程式設計方法。

 計算著色器可在許多執行緒上平行執行。

 計算著色器是 HLSL可程式化著色器階段，其使用
DirectCompute 技術將 Direct3D 的運用擴展超越圖
形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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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資源是 Direct3D 管線可以存取的記憶體中的區域。
為了讓管線有效地存取記憶體，提供給管線的資料
(例如，輸入幾何、著色器資源及紋理) 必須儲存在資
源中。 所有 Direct3D 資源衍生兩種類型的資源︰緩
衝區或紋理。 每個管線階段可使用多達 128 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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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每個應用程式通常會建立許多資源。 資源的範例包
括︰頂點緩衝區、索引緩衝區、常數緩衝區、紋理和
著色器資源。 有幾個決定資源如何使用的選項。 您
可以建立強類型或無類型的資源；您可以控制資源是
否擁有讀取和寫入兩項存取權；您可以讓資源只供
CPU、GPU 或二者存取。 當然，會有速度和功能上的
取捨，您若允許資源擁有更多的功能，您可預期的效
能會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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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因為應用程式通常會使用許多紋理，所以 Direct3D 
也有紋理陣列的概念以簡化紋理管理。 紋理陣列包含
一個或多個紋理 (所有類型與大小均相同)，可以從應
用程式中或由著色器編制索引。 紋理陣列可讓您使用
具有多個索引的單一介面來存取許多紋裡。 您可以依
需求建立任意數量的紋理陣列來管理不同紋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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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當您建立好應用程式將使用的資源之後，您會連接或
繫結每個資源到將使用它們的管線階段。 您可以呼叫
繫結 API 來完成這項作業，也就是指向資源。 因為
多個管線階段可能需要存取相同資源，所有 Direct3D 
具有資源檢視的概念。 檢視會辨識可存取的部分資源。
您可以建立 m 檢視或資源並將它們繫結到 n 管線階
段，假設是您遵循共用資源的繫結規則 (若不這麼做，
執行階段會在編譯時產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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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資源檢視提供一般模型來存取資源 (例如紋裡或緩衝
區)。 因為您可以使用檢視來告訴執行階段進行存取
以及如何存取，所以資源檢視可讓您建立無類型的資
源。 也就是您可以在編譯時建立指定大小的資源，然
後在資源繫結到管線時宣告資源內的資料類型。 檢視
會公開許多使用資源的功能，例如讀回著色器中的深
度/樣板表面，在單一行程中產生動態立方體地圖，以
及同時轉譯到磁碟區的多個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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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類型

 不同類型的資源會有不同的配置 (或記憶體使用量)。
Direct3D 管線使用的所有資源都衍生自兩個基本資源
類型︰緩衝區和紋理。 緩衝區是原始資料 (元素) 的
集合，紋理是紋素 (紋理元素) 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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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資源

 資源是 3D 管線使用的一組資料。 建立資源及定義其
行為，是應用程式的程式設計首項步驟。 本指引涵蓋
基本主題，內容為選擇應用程式所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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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和存取資源資料

 使用方式旗幟表示了應用程式將會如何使用資源資料，
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將資源放置於記憶體中效能最佳的
區域。 資源資料在所有資源中都會被複製，以便 CPU 
或 GPU 可以在不影響效能的情況下進行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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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檢視

 在 Direct3D 中，紋理資源是使用檢視進行存取，這
是硬體解譯記憶體中資源的一項機制。 檢視允許特定
的管線階段，在應用程式所要的表示中，只能存取其
所需的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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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資源

 串流處理資源是使用少量實體記憶體的大型邏輯資源。
會視需要串流少部分資源，而不傳遞整個大型資源。
串流資源先前稱為並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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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資源的需求

 需要串流資源，讓 GPU 記憶體不浪費在儲存未存取的
表面區域，並告訴硬體如何跨相鄰磚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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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串流資源

 藉由在建立資源指定旗標，表示資源是串流資源時，
建立串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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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資源的存取管線

 串流資源可用於著色器資源檢視(SRV)、轉譯目標檢視
(RTV)、深度樣板檢視 (DSV) 和未排序存取檢視
(UAV)，以及一些未使用檢視的繫結點，例如頂點緩衝
區繫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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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資源功能層級

 Direct3D 在三個功能層級中支援串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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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zh-tw/window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Direct3D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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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marin

 Mono是一個由Xamarin公司（先前是Novell，最早為
Ximian）所主持的自由開放原始碼專案。該專案的目
標是建立一系列符合ECMA標準（Ecma-334和Ecma-335）
的.NET工具，包括C#編譯器和通用語言架構。



 與微軟的.NET Framework（共通語言執行平臺）不同，
Mono專案不僅可以執行於Windows系統上，還可以執行
於Linux，FreeBSD，Unix，OS X和Solaris，甚至一些
遊戲平台，例如：Playstation 3，Wii或XBox 360。
Mono的標誌是一個猴子格式的臉。



開源軟體

 Mono現由Novell持有雙重許可，這和Qt和Mozilla 
Application Suite的情況相似。Mono的C#編譯器及其
相關工具釋出於GNU通用公眾授權條款（GPL）之下，
其執行時庫釋出於GNU較寬鬆公共許可證（LGPL）之下，
其類別庫釋出於MIT授權條款之下。這些均是開源協定
因此Mono是一個開源軟體。



 微軟開發了一個稱為通用語言架構（Shared Source 
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Shared Source 
CLI；即今ECMA—通用語言架構）的可用於FreeBSD，
Windows和Mac OS X的.NET實現版本。



 微軟的共享原始碼協定並不是開源軟體協定，且可能
對於社群來說也是不足夠的（它明文禁止了對軟體的
商業用途）。另外，GNU也有一個.NET實現版本
Portable.NET專案，該專案與Mono專案有著很多相同
的目標。



 Mono虛擬機器包含一個即時編譯引擎，該引擎可用於
如下處理器：x86，SPARC，PowerPC，ARM，S390（32
位元模式和64位元模式），x86-64，IA-64和64位元模
式的SPARC。該虛擬機器可以將代碼編譯為本機代碼。





2000年6月

 當Microsoft在2000年6月第一次公布.NET Framework
時，它被描述為一個以網際網路標準為基底的新的平
台。並且在12月發表了基本的共通語言架構開放標準
的形式（ECMA-335），提供了無相依性實作的可能。



2000年10月

 Ximian的 米格爾·德伊卡薩在.NET的文件於2000年10
月釋出時就馬上對.NET產生了興趣。在檢視位元組碼
直譯器後，他發現對於後設資料（metadata）沒有相
應的說明文件。



2001年2月

 2001年2月，德伊卡薩在.NET郵寄清單中索要到了那段
缺失了的關於後設資料檔案格式的資訊，並開始了採
用C#編寫一個C#編譯器的工作，作為對C#的實踐。
2001年4月ECMA公布了那段缺失的檔案格式，而在
GUADEC（2001年4月6日－4月8日）德伊卡薩展示了他
的編譯器的一些特性（那個時候他的編譯可以解釋自
身）。



 Ximian內部對如何建立能有效提升生產效率的工具進
行了大量的討論，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這些建立出來的
工具讓使用者可以在更短時間內建立出更多的應用程
式從而縮短開發周期和降低開發成本。



2001年7月19日

 經過可行性研究後，他們清楚地見到建立這樣的一項
技術是可行的，於是Ximian從其它的專案抽調人員並
建立了Mono的開發小組。由於缺少人力來建立整
個.NET替代產品，他們在2001年7月19日的歐萊禮大會
建立了Mono的開源專案。



2004年7月30日

 差不多三年後，Mono於2004年7月30日釋出了1.0版本。
Mono逐步從一開始的重點為Linux桌面應用程式開發者
平台，到支援寛廣範圍的架構和作業系統，包含了嵌
入式系統。



2011年4月

 在2011年4月，Attachmate收購Novell後，針對Novell
發布了上百位人力的解僱。在3月16號德伊卡薩在他的
blog發布在被Novell解僱後，他找到一家公司將透過
Xamarin繼續支援Mono。原本的Mono團隊也被移到新的
公司。



 Xamarin計畫維持在Mono的工作。由於在這時間點
Novell仍然擁有MonoTouch和專為Android的Mono，所
以計畫針對iOS和Android上重寫商業化的.NETstacks。



 在這發表之後，這個專案的未來被質疑。因為，專屬
Android的MonoTouch and Mono變成跟現存Attachmate
所屬的商業化商品有直接競爭，也考量了Xamarin團隊
為了相同的作品而不使用之前在Novell開發的技術，
證實是有困難的。



2011年7月

 無論如何，在2011年七月Novell、Attachmate的子公
司及Xamarin發表了對Xamarin for Mono, MonoTouch 
and Mono for Android的永久性授權條款，正式地帶
起這個案子的管理方式。





版本

 Mono目的的版本為3.10.0（2014年10月）。這個版本
提供了.NET Framework的核心API、Visual 
Basic .NET的支援、C#版本2.0,3.0，及4.0、LINQ to 
Objects、XML及SQL等。



.NET 4.0

 在C#編譯器的目前操作的預設模式是C# 4.0。Windows 
Forms 2.0也有被支援，但沒有積極地被開發，因此，
它在Mono的支援不完整。Mono的目標是達成在.NET 
4.0的完整功能支援，除了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WPF）和Limited 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WCF）。



Olive Mono

 在實驗性質mono的開發.NET Framework的一些遺失部
份稱做Olive Mono專案也建立了Visual Basic .NET編
譯器與一個runtime的VB.NET的應用程式。它目前一直
由Rolf Bjarne Kvinge進行開發。



Moonlight

 Moonlight是一個Microsoft Silverlight的開源實作，
自從Mono 1.9起即包含了這實作。在2009年1月20日釋
出的Moonlight 1.0支援Silverlight 1.0 APIs。而
Moonlight 2.0支援Silverlight 2.0。



 Moonlight 3.0則在2010年2月被發表，包含了
Silverlight 3.0的支援。Moonlight最終在2012年3月
29日被放棄。依據米格爾所言，兩個因素扼殺了這個
專案的命運：Microsoft增加了「人為限制」...這造
成了桌面程式無用武之地..."，並且在Web上的技術沒
有獲得足夠的配合。





Mono組成元件

 核心元件

 Mono/Linux/GNOME開發堆疊

 微軟相容堆疊



核心元件

 核心元件包含了C# 編譯器，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虛擬機器，以及核心類別程式庫。這
些元件都是基於Ecma-334 and Ecma-335標準，而使得
Mono能夠提供與標準相容、免費、並且是開放原始碼
的CLI 虛擬機器。微軟曾經聲明這些標準都是基於
Community Promise license的社群保護承諾之下。



Mono/Linux/GNOME開發堆疊

 Mono/Linux/GNOME開發堆疊則是提供了工具以用於開
發應用軟體。這些工具使用了既有的GNOME以及自由並
且開放原始碼程式庫，它們包含了針對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開發的Gtk#、可套用Gecko 
rendering engine的Mozilla程式庫、Unix整合程式庫
（Mono.Posix）、安全性推疊、以及XML schema語言
RelaxNG。Gtk# 讓Mono應用程式融入Gnome桌面環境而
成為原生程式。



 資料庫程式庫則提供了與物件關連式資料庫連結的能
力，這些資料庫包含了 db4o, Firebird, 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 MySQL,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ODBC）, Oracle, PostgreSQL, 
SQLite等等。在網站上可看見Mono專案一直都在持續
更新維護資料庫程式庫。



微軟相容堆疊

 微軟相容堆疊則是提供了一種方式來使得
Windows .NET應用程式可以被移植到GNU/Linux上。這
個堆疊包含了ADO.NET, ASP.NET，以及Windows Forms
等等。不過，由於這些元件並沒有被上述所說Ecma標
準所涵蓋，因此部份元件有所謂專利恐懼與疑慮的問
題。





程式執行引擎

 Mono程式的執行包含一個程式碼運作引擎，它會將
ECMA CIL的byte code轉譯為原生碼（Native Code），
它支援了以下處理器：ARM, MIPS（只有32位元模式）, 
SPARC, PowerPC, S390（64位元模式）, x86, x86-64
以及IA-64 64位元模式。



程式轉譯的三種模式

 Just-in-time (JIT)編譯：在程式執行當中將ECMA 
CIL的byte code轉譯為原生碼。



 Ahead-of-Time (AOT)編譯：ECMA CIL的byte code
（通常在.exe檔或.dll檔中）會轉譯出原生碼並儲存
在作業系統中、以及CPU架構設定檔（例如在Linux上，
如果是foo.exe，就會產生foo.exe.so檔）。通常，此
種模式可產生出絕大部份前種模式所產生的原生碼，
部份的例外是trampolines或是控管監督相關的碼（仍
舊需要JIT來執行），由此可知AOT影像檔並非可以完
全獨立執行的。



 完全靜態編譯：這個模式只支援少數平台，它基於AOT
編譯模式上，更進一步產生所有的trampoline、
wrappers以及proxies，這幾樣東西是用於靜態連結出
靜態檔案時所需。完全靜態編譯模式可以讓程式的執
行期完全不需要用到JIT，這個做法適用於Apple iOS
作業系統、Sony PlayStation 3以及微軟的XBox 360
等作業系統。



 從2.6版起，Mono開始支援使用LLVM來產生執行碼，而
非原本自帶的方式。這對於高效能計算方面非常有用，
因為在這種場合下，程式的執行效能比啟動速度來得
重要。



 從2.7 Preview版開始，使用者不再需要在程式編譯前
的Configuration時就必須選定執行碼產生引擎，執行
碼的產生可以在程式啟動時以--llvm或--nollvm的參
數來指定即可，預設是以自帶的引擎為主，因為它的
產生速度比較快。



垃圾回收

 當2.8版推出時，Mono runtime提供了兩套垃圾回收器：
generational collector以及Boehm conservative 
collector。在Mono 3.1.1版之前，預設的垃圾回收器
（Boehm-Demers-Weiser Conservative Garbage 
Collector），跟商業環境如Java Virtual Machine
或.NET framework的垃圾回收器相比，一直有很大的
限制，在某些狀況的應用軟體上會發生記憶體流失的
現象，這使得Mono無法用於需要長時間執行的伺服器
應用。



 截至2010年10月，一個稱之為Simple Generational 
GC（SGen-GC）的新一代垃圾回收器開始用於Mono中，
在3.1.1版之後就直接變成是預設的垃圾回收器。對於
Mono 2.8到3.1.0，使用者可以以傳入參數--gc=sgen
來讓Mono runtime啟動時使用SGen垃圾回收器。



 這個新的垃圾回收器相較於傳統基於保守型掃描方式
的回收器，有很多優點，它使用了generational 
garbage collection，從物件一開始被配置、到各個
週期，所有活著的物件都會被轉移到較早代的記憶體
池，這個想法是來自於因為許多物件都只是短暫使用
的，因此可以被快速回收再利用，只有少數物件是長
期性的存活在應用程式的整個生命期中。



 另外，為了改善效率，這個回收器對每個執行緒配置
了個別的記憶體池，讓執行緒不需要跟別的執行緒打
交道就可以自行配置記憶體區塊。對於前述所說，物
件的轉移到較早代記憶體池的做法則是，在轉移之後，
將所有目前指向該物件的指標都更新為新的位址。



 由於這樣的做法在大型物件時比較浪費記憶體，因此
SGen為大型物件使用了獨自的記憶體池（Large 
Object Section），並且對這些物件使用mark-and-
sweep演算法。



 目前SGen是以比較保守的方式來對待堆疊與暫存器，
並且，那些可被參考到的物件是由它們的root來負責
pin的動作。未來版本的Mono將會以精確方式來掃描託
管的堆疊，藉此減少那些被pin的物件。



類別庫

 類別庫為應用程式開發提供一套廣泛而有效的工具類。
這些工具類可以用於任何.NET語言。類別庫被按命名
空間進行了結構化，並被放置於稱為程式集的共享庫
中。在我們談到.NET Framework時，我們多數是指這
個類別庫。



命名空間和程式集

 命名空間是一種用於將邏輯上相似的類按階層分組的
機制。這種機制防止了命名衝突。在這種結構化採用
被點號"."分隔的單詞來實現。通常最頂層的命名空間
是System，例如System.IO和System.Net（完整的命名
空間列表可以在Mono文件中找到）。當然還有別的頂
層命名空間，例如Accessibility和Windows就是這樣
的例子。新建的命名空間還可以以開發組織的名字開
頭。



 程式集是這些類別庫的物理載體。它們跟Win32共享庫
一樣都是dll檔案，儘管不完全一樣。一些程式集的例
子有：mscorlib.dll，System.dll，System.Data.dll
和Accessibility.dll。命名空間經常被分拆到幾個程
式集中，而一個程式集可以由幾個檔案組成。



公共語言基礎和公共語言規範

 公共語言基礎（Common Language Infrastructure，
CLI）是一套標準（ECMA335），公共語言執行時
（Common Language Runtime）即CLR是CLI標準的實現，
Mono是實現者之一。該執行時用於執行已編譯的.NET
應用程式。公共語言基礎已被ECMA定義為標準ECMA-
335。要執行一個.NET應用程式，你必須使用相應的參
數呼叫執行時。



 在ECMA-335的第六章詳細說明了公共語言規範
（Common Language Specification，CLS）並定義了
提供給公共語言基礎的介面，例如對於列舉類型的隱
含表示類型的協定。Mono的編譯器負責生成符合公共
語言規範的對映代碼，即公共中間語言（Common 
Intermediate Language，CIL）。Mono的執行時將執
行這類代碼。ECMA標準先前還定義了一個符合公共語
言規範的程式庫作為應用框架。



代管與非受控代碼

 在原生的.NET/Mono應用程式中，所有代碼都是代管的，
也就是說，是受管於CLI式的記憶體管理和執行緒安全
管理的。其它的.NET或Mono應用程式可以通過使用
System.InterOpServices庫建立C#繫結來呼叫已存的
非受控代碼。很多移植到Mono的類別庫使用了CLI的這
個特性，例如Gtk#。



相關專案

 Cocoa#，對原生Mac OS X工具包的一系列包裝
（Cocoa）。

 Gecko#，一個對在Mozilla中使用的嵌入式布局引擎的
繫結（Gecko）。

 Gtk#，對使用C的GTK+庫的C#的外包。

 Tao，一個圖形及遊戲庫的繫結。





 Mono是透過Xamarin的雙重授權，相似於其他產品，如
Qt和Mozilla application Suite。Mono's C#編譯器
與工具是依照GNU Lea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LGPLv2 only）來釋出（開始於Mono 2.0，Mono C#
的編譯器源碼在MIT X11 License仍然是有效的），屬
於GNU Lea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LGPLv2 
only）的runtime函式庫及屬於MIT X11 License的類
別函式庫。



免費的開源軟體

 有完全免費的軟體與開源授權，因此Mono是免費的開
源軟體。



Mono與微軟的專利

 人們對於微軟能否採用專利摧毀Mono專案進行了大量
的爭論。其實，專利問題不在於已被提交到ECMA組織
的核心技術或Unix/Gnome的專有部分，而在於由微軟
基於.NET Framework建立的技術，例如ASP.NET，
ADO.NET和Windows Forms。



 這些技術在Mono中至今還沒有被完全地實現，事實上，
在開發Mono應用程式時也不需要用到，然而，在開發
基於Windows平台的程式時卻是不可缺少的。Mono團隊
將目標定為將這些技術納入到專案中，並制訂了一個
三步驟策略來處理它們。



 採用其它實現方式來實現從而繞過專利問題

 把包含專利的代碼清除出專案

 找出「現有技術（prior art）」從而將專利變為非專
利



 第一個選項並不總是可行的。對於一些問題，例如那
些與協同工作和互動相關的，可能就只有一種解決方
案。由於這個相同的原因，儘管第二個選項總是可行
的，它卻可能導致一個開發出來的產品並不能作
為.NET的替代品。第三個選項則是昂貴的，甚至不可
能的，這需要一定程度的運氣。





 2011年4月，Novell公司被Attachmate公司所併購，而
原先在Novell公司裡的Mono開發者被大量資遣。

 2011年5月，原先Mono的開發者另外成立一家Xamarin
的公司，仿Mono發行他們的Xamarin跨平台.NET套件，
在Windows下能與整合到Microsoft Visual Studio的
IDE之中。

 2011年7月，Attachmate公司旗下的Novell公司批准了
Mono相關專案到Xamarin的授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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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Unity無論是製作2D或是3D遊戲本身的過程中，
透過Unity內建的GUI工具來製作UI時，絕大多數的開
發者都覺得並不是這麼好用。



 無論是GUITexture組件或是直接透過在Script中的
OnGUI函式來製作UI時，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就是必
須要自己去計算螢幕當時的解析度，再回過頭來計算
每個UI元件合適的位置及尺寸。



 如果今天的遊戲規模很小，UI的元件數量很少， 那麼
這件事情還勉強可以被接受。



 但若是一個規模稍大的遊戲，UI 元件的數量很多時，
那麼這件事情就變成了一個災難。



 Unity官方已經承諾會在UI工作上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對全球的開發者來說，時間是非常寶貴的



 NGUI的全名為Next-Gen UI Kit，意思是下一個世代的
UI。





 NGUI是一個強大的用戶界面系統和事件通知框架的
Unity（Pro和免費）用C＃編寫，緊密遵循KISS原則。



 它具有乾淨的代碼和簡單，簡約的方法來處理所有事
情。許多行為類被保存在200行代碼之下。



 對於程序員來說，這意味著使用套件的時間要簡單得
多 - 從擴展功能到調整現有套件。



 對於其他人來說，這意味著更好的表現，更少的挫折，
更有趣。





特徵

 全面的督察 整合

 無需點擊Play即可查看結果

 您在“場景”視圖中看到的是您在“遊戲”視圖中獲
得的（完全所見即所得）

 基於組件的，模塊化的性質：附加你想讓你的小部件
做你想要的行為，而不必編碼。



特徵

 全面支持iOS / Android，Blackberry，Win8，WP8，
Flash

 靈活的事件系統

 製作複雜的用戶界面，只需要1次繪製調用

 在編輯器中創建您的地圖集，隨意更新/修改它們，或
從紋理打包器導入地圖集。



特徵

 支持照明，法線貼圖，折射等 - 釋放你的創造力！

 支持硬邊或軟邊的修剪面板。

 支持靈活的大小表，讓你的小部件自動推動別人。

 支持輸入IME的東部語言



特徵

 全面的督察 整合

 無需點擊Play即可查看結果

 您在“場景”視圖中看到的是您在“遊戲”視圖中獲
得的（完全所見即所得）

 基於組件的，模塊化的性質：附加你想讓你的小部件
做你想要的行為，而不必編碼。



特徵

 內置的本地化系統

 內置鍵盤和控制器支持

 各種有用的腳本來幫助你 - 從改變按鈕顏色到拖動對
象



特徵

 簡單的內置補間系統。

 乾淨，簡短，廣泛優化的C＃代碼

 沒有DLL或外部資源





首先到NGUI的官網
http://www.tashar
en.com/?page_id
=140



先找到免費版
本

(Free 
Version)

然後點
here(圈起來
的地方)下載



下載這個檔案



啟動uinty並開啟
一個project



在project點右鍵 選import 
package，然後Custom 
package…



選擇下載位置的檔案



資料正在載入中
請稍後



import點下去



載入中可能出現API
更新選項

選左邊他會繼續跑



結束後會出現NGUI



NGUI不支持5.4以上
的版本

所以若是用新版就
會出現此錯誤



安裝成功後 NGUI就出現了



點開來有各種功能



參考資料

 引言(p2~8)摘自 聯成電腦
https://www.lccnet.com.tw/lccnet/article/detail
s/195

 介紹(p9~)摘自NGUI官網
http://www.tasharen.com/?page_id=140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Open Graphics Library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OpenGL 是甚麼?

 OpenGL是用於彩現2D、3D向量圖形的跨語言、跨平台
的應用程式編程介面。這個介面由近350個不同的函式
呼叫組成，用來從簡單的圖形位元繪製複雜的三維景
象。而另一種程式介面系統是僅用於Microsoft 
Windows上的Direct3D(DirectX)。



 OpenGL，全名Open Graphics Library，是一個開放標
準的API，可以用來繪製2D及3D圖形。特點是在於跨平
台，雖然他基於C語言，但在實作上，卻可以利用其他
語言來實現(例如C#、Java、Lisp、Pascal、Python及
Ruby等)。



 但它有個限制是他只負責繪圖，其他有關輸入、音訊、
網路等其他多媒體功能，OpenGL均無法做到。因此在
開發上，可能要引用其他函式庫或使用DirectX才能達
到那些功能。



DirectX 是甚麼?

 DirectX，（Direct eXtension，簡稱DX）是由微軟公
司創建的多媒體編程接口。由C++程式語言實現，遵循
COM。被廣泛使用於Microsoft Windows、Microsoft 
XBOX、Microsoft XBOX 360和Microsoft XBOX ONE電
子遊戲開發，並且只能支持這些平台。他不只是單純
一個圖形API，而是一個廣泛的API，可分為顯示、聲
音、輸入和網路部分。



OpenGL 與 DirectX 的差別
OpenGL DirectX

移植性較強 僅適用於Windows系統

只有輸出，僅提供渲染功能 整套的多媒體接口

較適合專業繪圖領域 適合多媒體，娛樂，即時3D動畫等



OpenGL 優缺點

 優點

 跨平台

 支援多種語言

 硬體加速

 缺點

 僅能繪圖

 進階使用必須對硬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其他輔助工具

 GLFW

 基本輸入輸出的函式庫，可跨平台

 GLM

 有關數學運算的函式庫(如矩陣、向量等)

 GLEW

 OpenGL的擴充



OpenGL 簡單實作

 使用軟體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使用語言 – C++



 先下載freeglut

 http://freeglut.sourceforge.net/



 找Prepackaged Release

 Martin Payne's Windows binaries (MSVC and MinGW)



 下載freeglut 3.0.0 for MinGW



 開啟Visual Studio



 建立新專案

 選擇空的專案

 名稱自訂



 對專案按右鍵

 在檔案總管開啟



 將剛剛下載的freeglut解壓縮並放到該資料夾目錄下



 對專案按右鍵

 點選Properties



 先設定include Directories

 $(ProjectDir)freeglut\include



 設定Additional Library Directories

 $(ProjectDir)freeglut\lib



 在Build Events裡設定Command Line
 Copy /Y "$(ProjectDir)freeglut\bin\freeglut.dll" 
"$(ProjectDir)"



 新建一個.cpp檔



 選擇C++ File(.cpp)

 名稱輸入main



 將範例程式輸入至main.cpp裡



#ifdef __APPLE__ // 若作業系統為macOS系統，則使用下列header檔案

#include <OpenGL/gl.h>

#include <GLUT/glut.h> 

#else 

#include <GL/glut.h> 

#endif

void init();

void display();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glutInit(&argc, argv);

glutInitDisplayMode(GLUT_RGB | GLUT_SINGLE);

glutInitWindowPosition(0, 0);

glutInitWindowSize(300, 300);

glutCreateWindow("OpenGL 3D View");

init();

glutDisplayFunc(display);

glutMainLoop();

return 0;

}



void init()

{

glClearColor(0.0, 0.0, 0.0, 0.0);

glMatrixMode(GL_PROJECTION);

glOrtho(-5, 5, -5, 5, 5, 15);

glMatrixMode(GL_MODELVIEW);

gluLookAt(0, 0, 10, 0, 0, 0, 0, 1, 0);

}

void display()

{

glClear(GL_COLOR_BUFFER_BIT);

glColor3f(1.0, 0, 0);

glutWireTeapot(3);

glFlush();

}



 編譯執行結果



參考資料

 http://jackraken.github.io/2014/09/17/openGL_ba
sic/

 https://sudo.tw/article/setup-opengl-for-
development-on-cpp#sample-cod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OpenGL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大綱

 由來

 介紹

 遊戲代表作

 引擎介紹

 實例



由來

1.是一款由Epic Games開發的遊戲引擎，多用於開發第
一人稱射擊遊戲

2.是目前世界最知名的頂尖遊戲引擎，佔有全球次世代
商業遊戲最高的市佔率

3.目前最新版本是Unreal Engine 4(2012年， 5年前)



介紹

1.遊戲引擎是指一些已編寫好的可編輯電腦遊戲系統或
者一些交互式實時圖像應用程式的核心組件。這些系統
為遊戲設計者提供各種編寫遊戲所需的各種工具，其目
的在於讓遊戲設計者能容易和快速地做出遊戲程式而不
用由零開始。



介紹

2.是一套完整的創新、設計工具，來滿足具野心的藝術
家的願景，引擎同時也具備足夠的靈活性，來滿足大小
各異的開發團隊所需。

3.預設的模塊化系統、自定義插件以及已經整合的版本
控制的特性，能滿足每個項目的獨特需要。

4.支援各大平台



遊戲代表作

 虛幻引擎系列有很多出名的代表作

 UE2代表作：天堂II，武林群俠傳Online

天堂II遊戲畫面



遊戲代表作

 UE3代表作：劍靈，戰爭機器，戰爭機器2，真人快打X

劍靈遊戲畫面



戰爭機器遊戲畫面



遊戲代表作

 UE4代表作：戰爭機器4，勇者鬥惡龍XI

戰爭機器4遊戲畫面



勇者鬥惡龍XI遊戲畫面



引擎介紹

 目前最新版本為Unreal Engine 4

 Epic Games 在 Unreal Engine 官方部落格宣布，
Unreal Engine 4 現在起將是免費的，任何人可以下
載它，同時開始使用它，它將支援所有主要平台、含
100% C++ 原始碼，至於所有未來的更新也將持續加入，
且不會收其他費用。



功能介紹

 虛幻引擎4是由遊戲開發者為開發遊戲而制作的、完整
的遊戲開發工具套件。從二維的移動平台遊戲到主機
平台的大作，虛幻引擎4賦予您開始項目、發布項目、
不斷成長並脫穎而出的所需的一切功能。

 革命性的全新工作流程及深入的工具集，使得開發人
員可以快速地叠代其構想，並立即看到所得效果，同
時完全的C++源碼訪問權為用戶帶來了全新的體驗。



渲染功能

 虛幻引擎4支持高級的DirectX 11 & 12渲染功能，比
如全景HDR反射、每個場景數以千計的動態光源、可供
美術人員編程處理的多邊形細分和置換、基於物理的
著色和材質、IES光照概述文件等。



Cascade 視覺特效

 Cascade VFX視覺特效編輯器提供了創建精細覆雜的火
焰、煙霧、雪、塵土、泥土、碎石等所需的工具。
Cascade的管線包括快速的、低消耗的GPU粒子模擬及
可 以和深度緩沖器交互的碰撞系統。數以百萬的動態
粒子可以從場景中接收及發射光照，並且您可以控制
各種粒子屬性，包括大小、顏色、密度、衰減及彈力。



新的材質管線流程

 虛幻引擎4的新材質管線流程使用的是基於物理的著色
方式，讓您可以對角色和物體的外觀和感覺進行前所
未有的控制。能讓您快速創建大量表面視覺細節，這
些細節在近距離的嚴格檢查下也可以保持良好的視覺
效果。圖層材質和在像素級別上微調的值，使得您可
以獲得任何想要的風格。



藍圖可視化腳本

 藍圖可視化腳本系統，使您可以創造性地制作遊戲。
藍圖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地創建可供試玩內容的遊
戲原型，而無須觸及一行代碼。使用藍圖可以創建關
卡、對象及遊戲行為，修改用戶界面，調整輸入控制
及進行許許多多其它操作。



實時的藍圖調試

 藍圖可視化腳本帶有內置的調試器，您在測試遊戲時，
可以使用它來交互式地可視化遊戲流程，並查看屬性
值。您可以隨時凍結遊戲，並通過在藍圖圖表的獨立
節點上設置斷點來驗證其狀態。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執
行動作和事件、隨意修改並享受實時優化遊戲的樂趣。



內容瀏覽器

 使用虛幻引擎4的內容瀏覽器來導入、組織、搜索、添
加標簽、過濾及修改虛幻編輯器中的大量遊戲資源。
實時動態的縮略圖預覽可以輕松地進行修改，並且預
覽圖可以使用便捷的屏幕截圖功能來進行保存。創建
任意類型的資源收藏夾以用於個人工作，或者和其他
開發者共享。



Persona角色動畫

 使用Persona（角色）動畫工具集來編輯骨架、骨架網
格物體和插槽、動畫藍圖等。這個多用途工具使您可
以預覽動畫序列和頂點變形目標，還可以設置動畫混
合間隔和剪輯片段。您也可以使用物理資源編輯工具
(PhAT)來修改骨架網格物體actors的物理和碰撞屬性。



Matinee過場動畫

 虛幻引擎4的Matinee過場動畫工具集，提供了對過場
動畫、動態遊戲序列及視頻的導演級控制能力。
Matinee的外觀和感覺同用於視頻編輯的非線性編輯器
類似，使您可以把場景中的細節設置為最佳效果、令
場景屬性隨著時間進行改變，制作無與倫比的電影片
段。



地形和植被

 使用地貌系统创建巨大的、开放的世界环境。 得益于
地貌系统强劲的LOD系统和高效的内存使用，您可以创
建大于之前可创建地形（terrain地形系统）几个数量
级的地形地貌。通过使用植被工具快速地描画或抹除
各种地形类别，您可以自定义出辽阔庞大的室外环境。



後期處理特效

虛幻引擎4的後期處理特效的功能，使您可以悠閑地調
整場景的外觀和感覺。電影級的特效觸手可得，包括環
境立方體貼圖、環境遮擋、光溢出、顏色分級、景深、
人眼適應、鏡頭眩光、光束、時間性抗鋸齒和色調映射
等，這些僅僅是列舉的一些功能。



完整的源碼訪問權

 通過使用虛幻引擎4的所有C++源碼，您可以自定義及
擴展虛幻編輯器工具和虛幻引擎子系統，包括物理、
音頻、在線子系統、動畫、渲染及Slate用戶界面。您
獲得了對引擎和遊戲代碼的完全控制權，您也就獲得
了一切，所以您可以創建出任何想要的作品。



專業的源碼控制

 虛幻引擎4支持訂購的會員通過GitHub獲得完全的C++
源碼訪問權，並提供了清晰的版本文檔和跟蹤記錄。
另外，還為具有自定義授權條款的用戶， 提供了
Perforce版本控制和Apache Subversion相關的支持。
通過虛幻引擎4的版本架構，無論您的團隊有多大，您
都可以輕松地和他人進行合作開發及設計。



C++代碼視圖

 虛幻引擎4代碼視圖，通過讓您直接在遊戲角色和物體
上瀏覽C++函數，然後直接跳轉到微軟Visual Studio
的源代碼行中進行變更，來為您節省時間。



熱重載功能

 在遊戲運行過程中，通過使用虛幻引擎4中倍受歡迎的
Hot Reload(熱重載)功能來更新您的遊戲代碼。這個
工具讓您可以編輯C++代碼並查看遊戲中反映的實時改
變，而不必暫停遊戲。



模擬及擬真視圖

 在模擬模式中快速調試並更新所發生的遊戲行為，這
使得您可以在編輯器視口中運行遊戲邏輯及在角色執
行動作時查看AI。在沈浸式視圖中從編輯環境中以全
屏查看您的遊戲，這讓您可以完成遊戲可玩性修改的
叠代過程，而不會造成任何用戶界面幹擾或分心。



即時遊戲預覽

 更新您的遊戲，並使用Instant Game Preview(即時遊
戲預覽)來立即生成一個玩家，並在遊戲中四處遊玩，
而不必等待保存文件。



支配和彈出功能

 Possess(支配)和Eject（彈出）功能允許您在編輯器
內玩遊戲的過程中，隨時輕松地從玩家視角“彈出”，
然後控制相機來檢查可能存在問題的內容。



人工智能

 通過虛幻引擎4的遊戲框架及人工智能系統，可以使AI
控制的角色對它們周圍的世界有更好的空間意識，同
時使得這些角色可以進行更智能的移動。隨著您不斷
移動對象來獲得最佳路徑，動態導航網格物體會實時
更新。



音頻

 使用虛幻引擎4的Sound Cue編輯器來為您的遊戲創建
音頻工作流程及定義音頻播放。



領先的中間件集成

 領先的虛幻引擎4集成了合作夥伴提供的十余種在行業
領先的中間件技術，包括NVIDIA PhysX、Autodesk 
Gameware、Enlighten、Umbra、Oculus VR及其他軟件
庫。



如何使用Unreal4 材質編輯器強大的自
定義圖形式Shader 編輯器，創作出符合

自己需求的材質？



實例

 如果您第一次使用Unreal ，或是由Unity轉換過來的
朋友，應該會對Unreal的材質編輯器感到好奇。

 只要您是由外部匯入模型資產，比方說FBX的導入，
Unreal會自動化地為您產生對應的Material ，並遵造
您設定的Materila ID ，完整地還原您在3D軟體中的
設置。

 但如果您需要在Unreal達到像3D軟體中材質編輯參數
的方式，調整反光、反射、顏色等參數變化的話，就
需要進入材質編輯器，自定義您的材質算法。



 希望達到的效果就如預覽圖的呈現，取出岩石縫隙填
入岩漿火焰般的流動效果。

 當然會希望有些參數能夠調整些基本的外觀。



 我直接使用Unreal 基本資產包中的貼圖庫，這個貼圖
庫的Texture 品質很高，處理得很好，可以直接拿來
做相關應用練習。

我所使用的三張貼圖分別為Diffuse 以及一張多通道圖以及Normal Map



 首先 我們先將最基本的材質建立好，這部分毫無難度
將您的貼圖資產，放置到對應的通道即可。

連接方式



預覽成果



 我們使用的貼圖素材Alpha通道已經包含了隙縫與石塊
間的資訊，我們可以直接取用Alpha通道。

貼圖上的Alpha通道



 有了這個資訊後我們就可以使用Lerp算法，也就是內
插值，將岩塊與岩漿的呈現用一個0-1的數值去做控制，
也就是使用這張Alpha通道。

岩漿的貼圖也是直接

使用Unreal基本包的，

這邊可以替換你任何

希望的貼圖



連接方式將岩石圖片連接到A 岩漿貼圖連接到B Alpha 就直接使用岩石貼圖的Alpha通道



呈現結果



 等等..是不是有些奇怪?

 沒錯岩石跟岩漿的部分反了，這邊有幾種方式修改，
將A跟B對調，或是直接到PS中修改反向，我這邊直接
使用1-X算法相0 與1對調。



連接方式



結果



 但是光這樣還不算完成，因為岩漿 或者說一些特殊效
果我們都希望他會有發光的感覺，在Unreal 中Bloom
預設就已經是開啟，所以我們只要在Emissive給予超
過1的數值就會有Bloom的效果，看起來也就像是在發
亮了。

 所以我們先將Lerp後的資訊給予Color 以及 Emissive。

 直接使用乘法以及指數，去做數值的控制，往後我們
只要在乘法的係數上變成參數形式就可以在外部以及
藍圖中調整。



連接方式



結果



 現在結果看起來有發光感覺了，但是有些錯誤的地方，
那就是岩石也一起跟著"增值"了。

 方法很簡單這時候需要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使用"減
法"將岩石的部分給予Emissive時剔除。



將Lerp的結果直接在減去岩石貼圖



結果



 現在已經快要完成，將岩石與岩漿的效果表現透過
LERP分開，最後加上岩漿流動的效果，這部分非常簡
單，直接使用Pannerr即可。



直接給予UV

Panner 的設定



 最後，可以使用第一張圖片提到的多通道貼圖將綠色
通道的部分，疊加在顏色資訊上，讓效果看起來更分
明。



連接方式



最終結果



 這是早期Diffuse的陰影疊加法，在PBR的世界中並不
需要這樣做，可以直接將綠色通道的部分給予AO，是
更符合PBR的流程，但作為一個加強的陰影效果也未嘗
不可。

 最後我們在岩石的Alpha，也就是控制岩石與岩漿的
Alpha通道上加入Power算法，這樣我就可以簡單地使
用一個參數控制岩石與岩漿的邊緣範圍。



 簡單地介紹了如何在Material中製作流動的效果，以及如

何使用Lerp 算法將兩種效果分別處理，最後其實這個範例

嚴格說起來還未完善，因為Specular、以及Roughness甚至

是Nromal 等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分開處理，但最主要還是

要考量到最後的效能需求，以及平台限制，並不是疊越多

效果就是越厲害的材質，如何精打細算，準確地使用每一

分資源去達成最好的效果，才是合格的特效師與材質師應

該具備的。



引用

 https://goo.gl/evyC5A

 https://goo.gl/H6rSGg

 https://goo.gl/cXvrgt

 https://goo.gl/rcnJKT

 https://goo.gl/VbPDo7

 https://goo.gl/6oxZdu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引用

 https://goo.gl/Kia5zn

 https://goo.gl/BpsNe3

 https://goo.gl/Ab7NeV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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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遊戲AI

 第一個遊戲AI是1951年針對Nim(尼姆遊戲)的AI。它夠
贏過許多技術精湛的玩家。



遊戲單人模式的出現

 1970年代出現了單人模式的電腦遊戲，這使遊戲AI開
始往成為玩家對手的方向發展。



對手遊戲AI的出現

 1970年代遊戲AI開始往扮演玩家的對手發展，像是
Spacewar!、Pong、和Gotcha 。



遊戲AI的蓬勃發展

 在電子遊戲的黃金時代期間，遊戲AI開始蓬勃的發展，
這主要是因為Space Invaders的成功。Space 
Invaders能夠逐漸增加遊戲難度、不同的移動路徑，
並且基於雜湊函數與使用者輸入來決定遊戲中事件的
發生。





遊戲為什麼需要AI ?

 增加遊戲豐富程度



遊戲為什麼需要AI ?

 提供玩家非人類的對手

圖片來源 :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7688-single-partner-in-game-artificial-intelligence-
development-is-not-easy-to-develop-slowly-most-difficult-to-break-through-the-obstacles-of-the-
game-114-feature-story-on-the-edit-custom-computer-king-day



遊戲為什麼需要AI ?

 增加遊戲樂趣

圖片來源 : https://gnn.gamer.com.tw/3/100853.html





遊戲AI設計的目標

 避免枯燥乏味

 不能過於輕易使玩家勝出

 讓玩家有機會過關

 目標是設計出一個不完美的AI



遊戲AI設計的目標

 避免枯燥乏味

 設計AI時不能使玩家永遠不能勝出，也不能使玩家輕
易過關，這兩者必須適當的拿捏。

 如果AI太容易贏過玩家，將會使玩家失去成就感，降
低樂趣。

 如果AI趟容易被玩家打敗，將會使玩家感到沒有挑戰
而乏味。



遊戲AI設計的目標

 設計一個不完美的AI

 執著於設計出完美的AI可能會產出一個過於聰明的AI，
讓玩家在玩遊戲時完全沒有勝算。

 所謂不完美是讓AI適時的「犯錯」。





遊戲AI設計

 適當的作弊

 由於AI是依靠程式設計師不斷的測試各種情況所撰寫
出來的，很難考慮到各種狀況。而且太複雜的AI將會
增加運算資源，因此AI需要是當的作弊。



遊戲AI設計

 適當的作弊

 簡而言之，電腦利用玩家不能取得的資訊進行遊戲就
是作弊。

圖片來源 :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7688-single-partner-in-game-
artificial-intelligence-development-is-not-easy-to-develop-slowly-most-difficult-to-
break-through-the-obstacles-of-the-game-114-feature-story-on-the-edit-custom-
computer-king-day





Tom Clancy's The Division

” 《湯姆克蘭西：全境封鎖》（Tom 
Clancy's The Division）是一款第
三人稱戰術射擊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5%A7%86%E5%85%8B%E8%98%AD
%E8%A5%BF%EF%BC%9A%E5%85%A8%E5%A2%83%E5%B0%81%E9%8E%96



Tom Clancy's The Division

” 《全境封鎖》的故事取材於暗冬行
動和第51號總統指令。遊戲中一場在
黑色星期五購物季期間散布的疾病，
讓美國在5日之內崩解癱瘓。玩家扮
演的角色隸屬於一個名為「國土戰略
局」的組織，簡稱「The Division」。
該組織的目的是要擊退威脅，並儘一
切手段來「保存剩下的事物」，並逐
步逼近幕後黑手。” —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5%A7%86%E5%85%8B%E8%98%AD
%E8%A5%BF%EF%BC%9A%E5%85%A8%E5%A2%83%E5%B0%81%E9%8E%96



Tom Clancy's The Division

 AI可以幫助玩家快速而有效率的移動，讓玩家能夠將
信利放置於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像是該射擊誰或是
該怎麼射擊。



Tom Clancy's The Division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Forza

” 極限競速（Forza Motorsport）系列是由微軟工作室
打造的真實賽車類遊戲系列。” —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za_(series)



Forza

《極限競速》是一款賽車遊戲，它致力於模仿現實生活
中的景物、改裝車與賽車。

圖片來源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za_(series)



Forza

 Forza的AI結合神經網絡，藉由蒐集玩家的操作來訓練
出與玩家行為相似的AI。



Forza

 這樣的做法很難訓練出表現如同專業選手的AI。



Forza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Alien: Isolation

”《異形：孤立》（Alien: 
Isolation）是一款第一人稱生存
恐怖匿蹤遊戲，由The Creative 
Assembly開發，並由SEGA發行。”

—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5%BD%A2%EF%BC%9A%E5%AD%A
4%E7%AB%8B



Alien: Isolation

”《異形：孤立》中大部分時間只會出現一隻異形而且
無法被殺死，玩者需要使用匿蹤技巧求生。雖然遊戲中
有武器的存在，但這些武器僅對人類和「Working Joes」
機器人有攻擊作用。”

— 維基百科



Alien: Isolation

 Alien: Isolation中異形的行為AI雖然有些單調，但
是其吸引人的部分在於控制異形出現時機的AI使人難
以預測，藉此帶給玩家刺激與不確定感。



Alien: Isolation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The Ice-Bound Concordance

 The Ice Bound Concordance是一款互動敘事導向的遊
戲。網站 : http://www.ice-bound.com/

圖片來源 : http://www.ice-bound.com/



The Ice-Bound Concordance

 The Ice Bound Concordance可以由玩家與AI藉由拼湊
文字共同決定故事後續發展。

圖片來源 : http://www.ice-bound.com/



The Ice-Bound Concordance

"你可以運用AI來講一個在戲劇性上令人滿足的故事
－ 既使它本來就很精采 － 這個故事會動態地以玩
家的選擇來型塑，傳統分歧點的方式更加生動。"

—
http://pettittechen.blogspot.tw/2016/06/7ai.html



The Ice-Bound Concordance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City Conquest

 城市征服是一個手機戰略遊戲，是結合戰略與塔防的
遊戲。

圖片來源 : http://www.intelligenceenginestudios.com/cityconquest.htm



City Conquest

圖片來源 : 
http://www.intelligenceenginestudios.com/cityconquest.ht
m



City Conquest

 不同於前面幾款遊戲，City Conquest的AI被用來協助
玩家發展，協助玩家找出最佳的遊玩策略。



City Conquest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The Witness

"《見證者》（The Witness）是
一款由Thekla, Inc.開發並發行
的3D解謎遊戲。"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1%E8%AF%81%E8%80%85



The Witness

"《見證者》是一款第一人稱解
謎冒險遊戲。玩家扮演一名無名
角色，探索一個具有眾多建築和
自然形態的島嶼。"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1%E8%AF%81%E8%80%85



The Witness

 最為一個開放式的遊戲，玩家能在地圖中四處移動，
而The Witness的設計目標就是讓玩家能沉浸在遊戲當
中。當玩家的動作不順暢很可能會破壞遊戲體驗，因
此The Witness的AI會主動搜索地圖中能夠行走的路徑，
提供玩家最佳的移動體驗。



The Witness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Left 4 Dead

"《惡靈勢力》（Left 4 Dead）
是一款以喪屍為主題的恐怖生存
類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由維爾福
軟體公司旗下的Turtle Rock工
作室製作。"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2%E7%94%9F%E4%B9%8B%E8%B7%AF



Left 4 Dead

"玩家要和其他倖存者角色一起
合作，逃離被病毒感染的區域並
對抗沿路上的感染者。玩家要根
據沿途所看到的指示逃到下一個
安全的地方（安全室），到達指
定地點後便要抵抗不斷來襲的喪
屍，直到救援的來臨以離開疫區。
"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2%E7%94%9F%E4%B9%8B%E8%B7%AF



Left 4 Dead

 Left 4 Dead令人稱讚的是其AI強大的擬真技術，它能
夠偵測玩家的緊張程度而攻擊殭屍對玩家的攻擊模式。



Left 4 Dead

圖片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2%E7%94%9F%E4%B9%8B%E8%B7%AF





總結

 遊戲AI隨著時間發展越來越聰明，但是在聰明之中仍
需要考慮到遊玩體驗。



總結

圖片來源 : https://gnn.gamer.com.tw/3/100853.html



總結

 結合神經網絡能夠使AI的行為更加擬人化，AI的表現
優劣則取決於訓練資料。



總結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總結

 AI主導著遊戲的進行，它可以扮演許多角色，從敵人、
隊友甚至是遊戲體驗的強化。



總結

圖片來源 : 
https://www.gamasutra.com/view/news/269634/7_examples_of_game_AI_that_every_developer_should_st
ud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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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遊戲引擎是指一些已編寫好的可編輯電腦遊戲系統或
者一些互交式實時圖像應用程式的核心組件。

 這些系統為遊戲設計者提供各種編寫遊戲所需的各種
工具

 其目的在於讓遊戲設計者能容易和快速地做出遊戲程
式而不用由零開始



支持平台

 大部分都支援多種作業系統平台如

 Linux

 Mac OS X

 微軟Windows



概況

 遊戲引擎提供一系列可視化開發工具和可重用組件

 這些工具透過與開發環境進行集成，方便開發者簡單、
快速進行資料驅動方式的遊戲開發。



 為了提高遊戲開發人員的開發效率，引擎開發者會開
發出大量的遊戲所需要的軟件組件

 大多數引擎集成了圖形、聲音、物理和人工智能等功
能部件。



又稱中間件

 遊戲引擎會被稱為「中間件」，因為它們可以提供靈
活和重用平台，向遊戲開發者提供所需要的全部核心
功能，從而節省大量的遊戲開發費用，降低開發的複
雜性，縮短遊戲的上市時間，所有這些對於高競爭性
的遊戲產業來說都是關鍵因素



 諸如虛幻系列引擎、Frostbite Engine、zerodin引擎、
Doom3引擎、CryENGINE、3DGame Studio、RenderWare、
Gamebryo、Virtools以及Source引擎等引擎。



 與其它中間件解決方案一樣，遊戲引擎通常提供平台
抽象層，實現同一款遊戲可以在各種平台上執行，包
括遊戲機和個人電腦，而只需要改動少量的原始碼。



 一般來說，遊戲引擎均設計成基於組件的架構，方便
進行特定子系統的替換或者添加新的引擎中間件（通
常成本較高）從而實現功能的擴展

 比如Havok物理引擎、Miles Sound System聲音引擎和
Bink圖形引擎等。



 一些遊戲引擎如RenderWare引擎由一些松耦合的遊戲
中間件組成，可以根據需要定製出遊戲引擎

 透過組件技術，可以實現遊戲引擎的擴展性，而擴展
性通常是遊戲引擎優先考慮的特性

 遊戲引擎經常會應用於交互應用的實時圖像顯示，比
如營銷演示、建築可視化、訓練模擬、環境建模。



引擎作為一個中間層

 引擎作為一個中間層，他能夠將同一個遊戲表現在不
同的遊戲平台之上，諸如：個人電腦、PlayStation、
PlayStation 2、PlayStation 3、Xbox、Xbox 360、
Wii和任天堂遊戲機。



 一些遊戲引擎通常被設計為部分組件可以替換或增加
新組件，從而增強引擎的表現能力

 當然這樣的引擎也會更昂貴。可用於增加功能的組件
有用於物理計算的Havok，處理聲音的FMOD，加快渲染
速度的SpeedTree等



 一些引擎直接設計為組件分離，用戶根據需要自己組
裝引擎組件比如RenderWare引擎

 但這樣的設計給引擎的開發帶來了更高的難度，因為
設計者要更多考慮各組件之間的協調問題。



遊戲引擎包含以下系統

 渲染引擎（即「渲染器」，含二維圖像引擎和三維圖
像引擎）

 物理引擎、碰撞檢測系統、音效

 腳本引擎、電腦動畫、人工智能、網絡引擎以及場景
管理



三維圖像引擎

圖片來源：https://www.coveros.com/wp-content/uploads/Unity3D.jpg



 一些遊戲引擎只包含實時三維渲染能力，不提供其它
遊戲開發功能

 這些引擎需要遊戲開發者自行開發所需功能，或者集
成其他現有的遊戲組件

 這此引擎通常被稱做「圖像引擎」、「渲染引擎」或
者「三維引擎」，而非「遊戲引擎」。



 這個術語的定義已經有些模糊，因為很多特徵明顯的
三維遊戲引擎被簡稱為「三維引擎」

 一些圖像引擎如：Genesis3D、Irrlicht、OGRE、
RealmForge、Truevision3D和Vision引擎



 現代遊戲或圖像引擎通常提供場景圖形結構，該結構
採用面向對象的方式表示三維遊戲世界，方便進行遊
戲設計和高效渲染虛擬世界。



二維圖像引擎

圖片來源：https://i.ytimg.com/vi/O9X6y8WLo0Y/maxresdefault.jpg



 由於二維遊戲的圖像都是平面結構，所以圖像引擎在
顯示圖像之前也往往只對圖像本身進行處理，而不像
三維遊戲那樣還要處理圖像周圍的環境

 這種處理一般是將圖像伸縮，變形，色彩處理，圖像
合成等。圖像引擎還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角色圖像

 在二維遊戲中，角色的動作是靠一系列由美工預先設
計好的圖像，按照一定的速率連續顯示來實現。就像
播放電影的方法一樣。



 而考慮到角色移動帶有方向性，角色的一種動作往往
要以不同的方向繪製許多組。在早期DOS遊戲中，為了
節約資源，角色動作往往只有四個方向，而後來的RPG
遊戲則往往是八個方向，或十二個方向。



 方向的多少影響著角色動作的流暢度，也極大的影響
遊戲占用資源的多少。一種緩和的辦法是採用「紙娃
娃系統」。



場景地圖

 場景地圖是承載全部遊戲內容的場所。

 引擎對付地圖的辦法大致可分為兩種



整版式

 直接將整張圖像作為地圖來顯示，這樣的好處是美工
可以針對不同的場景單獨繪製不同的地圖，但由於地
圖的不可拆分性，整版式地圖也是最占用資源的。



貼圖式

 是針對前者的劣勢，在貼圖式地圖中，美工並不直接
繪製地圖，而是繪製許多細小的地圖元素，如一塊草
地，一個池塘，一棵樹等，並在此之後，將數量一定
的元素組合併接成完整地圖。這種解決辦法的劣勢就
是場景變化度不高，容易出現完全相同的區域。



典型的30°地圖貼圖劃分情況

圖片來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5/Title_engine.jp
g



動態&光影

 在二維遊戲中，或多或少的會使用一些特殊的效果，
如圖像的淡入淡出，顏色的加強等。遊戲引擎中，一
般有專門的系統負責處理圖像，由於這部分代碼比較
常用且運算量大，好的引擎多用ASM語言書寫代碼。



物理引擎

 物理引擎是一個電腦程式模擬牛頓力學模型，使用質
量、速度、摩擦力和空氣阻力等變數。可以用來預測
這種不同情況下的效果。它主要用在計算物理學和電
子遊戲以及電腦動畫當中。



 物理引擎有兩種類型常見的型類：實時物理引擎和高
精度物理引擎。高精度的物理引擎需要更多的處理能
力來計算非常精確的物理，通常使用在科學研究（計
算物理學）和電腦動畫電影製作。



 實時物理引擎使用通常使用在電子遊戲並且簡化運算，
降低精確度增以減少計算時間，得到在電子遊戲當中
可以接受的的處理速度。



硬件概念

 3D引擎的渲染系統通常建立在一套高級圖像API之上，
諸如Direct3D或OpenGL

 這些API封裝了GPU和顯卡的部分功能。級別低一點的
如DirectX、SDL和OpenAL也經常使用



 他們提供對其他硬件設備的獨立支援，諸如輸入設備
（鼠標、鍵盤、控制杆）、網卡、聲卡

 在硬件加速圖形卡出現以前，開發者使用軟件渲染

 現在軟件渲染依然被廣泛用於非及時圖像的渲染，或
者是用戶的硬件設備不支援硬件渲染。



中間層

 一些引擎開發者以開發整個遊戲引擎而著稱，他們試
圖開發一個具有所有遊戲元素的引擎，包括圖像、聲
音、物理、人工智能



 比如Gamebryo和RenderWare就是這樣的引擎。此外近
年出現的zerodin引擎比較受人矚目，因其引擎專門為
開發MMORPG而設計，且節約將近60%開發成本和時間。



 也有一些開發者只專注於開發引擎的某一部分，但他
們取得的成就往往比全功能引擎還高

 SpeedTre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適用於大規模植被
的渲染，被使用在Playstation 3、Xbox 360，微軟開
發的一些RPG，以及上古卷軸4：遺忘。



 一些引擎提供完整的原始碼，其他的只提供一個經過
封裝的API接口，使用者用過調用DLL檔案來使用這個
引擎

 還有一些引擎將引擎二進制包和原始碼劃分開來，前
者被免費授權使用，而後者則需要高額的費用來購買
使用授權。



開發者

 遊戲引擎開發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職業

 他強調學科間的相互合作，諸如幾何學、色彩理論、
電腦程式等，主要集中在視覺科學領域

 一些公司甚至以開發引擎為樂趣和技術追求，而不是
用來賣錢。比如Crystal Space和Blender就是知名免
費的開放原始碼多平台遊戲引擎。



 開發者選擇遊戲引擎，可不是僅僅判斷引擎性能是否
強大、畫面效果是否夠逼格那麼簡單，成本是否可控、
遇到問題是否有人解決、引擎和目標遊戲是否匹配等
也是開發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遊戲引擎架構

 由低階至高階可細分為以下三個層級 (Layer)：

 繪圖 API（例如：DirectX 與 OpenGL）

 繪圖引擎（例如：OGRE、Renderware 與 Gamebryo）
與其他引擎

 遊戲引擎（例如：Unreal 與 Torque）



繪圖 API

 負責掌管程式與硬體間的溝通，將硬體層的功能與特
徵抽象化，提供一組標準化的介面供程式設計者使用。



繪圖引擎

 將底層的繪圖 API 包裝成與實做無關的介面，甚至能
夠提供數種不同平台的繪圖 API 以供跨平台開發使用，
更進一步的為程式設計者帶來許多的功能性以及便利
性。



遊戲引擎

 是一組完整的解決方案，能夠在保持一定彈性的原則
下，提供最大程度的功能性與便利性。



遊戲框架

 在軟體開發的領域中，所謂的 Framework 是指一個在
軟體系統中可重複利用的設計。與遊戲相關的著名框
架系統有用來開發 Xbox360 遊戲的 XNA Framework 
與微軟大力推行的 .NET Framework。





Unity

圖片來源：https://unity3d.com



Unity介面

圖片來源：
https://docs.unity3d.com/Manual/UnityAnalyticsMismatchedProjectId.html



 適合遊戲類型：通用各類傳統遊戲(AAA級的主機遊戲
除外)，VR、AR遊戲

 使用費用：個人版本完全免費，專業版本售價1500美
元，支持開發團隊以月租形式使用，月租費用為每月
75美元

 代表遊戲：《爐石傳說》《軒轅劍6》《Pokemon Go》
等等等

資料網址：https://read01.com/EkLKEo.html



優點

 Unity相比以前的虛幻(當年虛幻授權費高到嚇人)要便
宜很多，也易上手得多，打破了引擎和遊戲的「次元
壁」，讓引擎更親民(點評：這一點真的很厲害)

 國內開發者使用最多的引擎，資源教程豐富，作品案
例多，國內大家見到的一些畫面看得過去的遊戲大部
分都是Unity做的。



缺點

 Unity的開發者大多非遊戲行業(博物館之類)出身，對
遊戲市場缺乏了解，大部分東西都靠第三方插件，GUI
這種東西都是今年才新添，還是相當坑爹

 Unity不僅不開源，而且bug還很多，又是國外引擎，
遇到問題找人也找不到，反饋意見到解決的周期太長，
開發過程還是比較苦逼的。



Unreal

圖片來源：https://cdn1.unrealengine.com/UnrealEngine/3772738/UE_Logo_Black_Centered_Filled-
fcb16e04e0e6306235adcca98e4064aa.png



 所屬國家：美國

 適合遊戲類型：頂級畫質主機遊戲/VR、AR遊戲

 使用費用：非商用免費，商用每個產品在每個日曆季
度獲得首個3000美元後，需支付總收入的5%

 代表遊戲：《戰爭機器》、《質量效應》、《無主之
地》等



優點

 極佳的畫面表現力，虛幻模型渲染非常細膩

 虛幻4已向開發者免費開源

 虛幻作為老牌商用引擎，經典代表作品不少(主要是主
機遊戲)，且質量很高。



缺點

 虛幻一般常用於大型主機遊戲的製作，學習門檻較高：
需要紮實的編程基礎+紮實的英語水平+耐得住寂寞的
心+好體力

 移動平台的優化水平有待提升



Cocos

圖片來源：http://www.coco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41C17B9C-587E-40DE-83DD-
1AA50D96609A.jpg



 適合遊戲類型：2D遊戲(其他遊戲也可以做，但Cocos
成就最多的還是2D)、HTML5輕遊戲

 使用費用：免費使用

 代表遊戲：《刀塔傳奇》《保衛蘿蔔》《捕魚達人》
等等等



優點

 免費開源，使用成本低

 2D小遊戲上做得還算挺不錯的，

 支持HTML5遊戲的開發，上面提到的C2engine也支持
HTML5遊戲



缺點

 Cocos在2D領域做得還是不錯的，不過他們的3D遊戲確
實做得不咋地



引用

 http://www.wikiwand.com/zh-
hk/%E6%B8%B8%E6%88%8F%E5%BC%95%E6%93%8E

 參考資料：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维图
像引擎

 https://read01.com/EkLKEo.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物理引擎

 http://blog.monkeypotion.net/gameprog/beginner/
layered-architecture-of-game-engine

 https://read01.com/zh-
tw/EkLKEo.html#.WhpbEkqWaU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游戏引擎



圖片來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
7/75/Title_engine.jpg

 https://unity3d.com

 https://docs.unity3d.com/Manual/UnityAnalyticsM
ismatchedProjectId.html

 https://cdn1.unrealengine.com/UnrealEngine/3772
738/UE_Logo_Black_Centered_Filled-
fcb16e04e0e6306235adcca98e4064aa.png



圖片來源

 http://www.cocos.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2/41C17B9C-587E-40DE-
83DD-1AA50D96609A.jpg

 https://i.ytimg.com/vi/O9X6y8WLo0Y/maxresdefaul
t.jpg

 https://www.coveros.com/wp-
content/uploads/Unity3D.jpg





(本投影片因教學需要所引用的資料之所有版權皆屬於原所屬單位或個人)



 電子遊戲在1970年代開始以商業娛樂媒體的姿態出現，
成為1970年代末日本、美國和歐洲一個重要娛樂工業
的基礎。



 在1983年美國遊戲業蕭條事件及繼而重生後的兩年，
電子遊戲工業經歷了超過兩個年代的增長，成為了達
100億美金的工業，並與電視電影業競爭，成為世界上
最獲利的視覺娛樂產業，網路流行後網遊、手遊更是
風行世界，不但變成正式體育項目，也成為了一種文
化象徵。



 電子遊戲早期是以主機運算、圖形性能、以及主要儲
存媒介為世代區分標準。平均大約一個世代歷時五至
六年。世代之間的遊戲機性能差別很大。



 1972年，電子遊戲踏入第一期，當時所謂的遊戲機主
要是能用手柄控制電視螢幕上光點移動的裝置，每部
遊戲機也只能玩特定的一種遊戲；第二期，遊戲機開
始能透過卡匣更換不同遊戲，使遊戲開始變得多元化；
第三期之後遊戲類型多樣化、網路化、遊戲機可攜化、
遊戲開發專業化。





 第一個叫做《陰極射線管娛樂裝置》的設計於1947-
1948在美國專利註冊。該設計描述用了八顆真空管以
模擬飛彈對目標發射，包括使用許多旋紐以調整飛彈
航線與速度。因為當時電腦圖形無法以電子化顯示，
小型目標仍舊以單層透明版畫上後覆蓋於螢幕上。



 1951年克里斯多福·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
試著運行他為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裡的Pilot ACE電腦
所寫的《西洋跳棋》的程式。



 於1958年威廉·辛吉勃森（William Higinbotham）利
用示波器與類比電腦創造出了個遊戲。命名為：《雙
人網球》，它用來在紐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供訪
客娛樂。該遊戲提供兩個盒子狀控制器，兩個都配備
了軌道控制旋紐，以及一個擊球的鈕。





 1962年，包括史帝芬·羅素在內的一班學生，於麻省理
工學院裏在當時的一部新電腦DEC PDP-1中寫了一個名
為《宇宙戰爭》（Spacewar!）的遊戲。



 該遊戲讓兩名玩家對戰，它們各自控制一架可發射飛
彈的太空飛行器，而畫面中央則有個為飛行器帶來巨
大危險的黑洞。這遊戲最終在新DEC電腦上發布，及在
隨後早期的網際網路上發售。《宇宙戰爭》被認為是
第一個廣為流傳及具影響力的電子遊戲。



 1966年，拉夫·亨利·貝爾首開先河創造了一個在標準
電視上顯示的簡單電子遊戲：《追擊》（Chase）。

 拉夫·貝而繼續研究，直至1968年一個可運行幾個諸如
桌球及射擊等不同遊戲的原型機出現。



第一世代遊戲機歷史

本時期，電腦遊戲與電子遊戲的發展分開到不同平台領域，像
街機機器、大學電腦、掌機、與家用電腦。



街機黃金年代

 1971年9月，以《宇宙戰爭》為藍本的第一個投幣式電
子遊戲《初代小蜜蜂》（Galaxy Game）被安裝在美國
史丹福大學的一個學生活動中心裏。



 於1971年，諾蘭·布希內爾（Nolan Bushnell）與泰
德·巴內（Ted Babney）建造了《宇宙戰爭》的投幣式
街機版本，並且稱其為《電腦空間》。Nutting 
Associates取得該遊戲授權並大量製造了1500部，並
且於1971年11月發行。該遊戲雖因種種困難並不成功，
不過它樹立了標竿：是為第一個大量製造並供商業銷
售的電子遊戲。



 首個取得普遍成功的街機是雅達利的《乓》（Pong，
於1972年發行），共賣了19,000 部。遊戲跟打桌球差
不多：於近場地中央開球，球隨後往其所在的那邊底
線移動，每個玩者必須操控球拍將球擊回給對手。



大學大型電腦

 大學大型電腦遊戲的發展發軔於1970年代早期。所有
最受歡迎遊戲都只有很少的紀錄。開發這些遊戲的這
些人，一般來說是學生，通常是背地裡暗自進行，而
且利用當時非常昂貴的計算資源鐵定會受到質疑，因
此不是很希望讓許多人知道他們在幹麻。



 1971年：丹·戴格勞（Don Daglow）在波莫納大學
DEC PDP-10大型電腦上開發了第一個電腦棒球遊戲。
玩者可管理單獨一場比賽，或者模擬整個球季。

 1972年: 格列高里·葉伯（Gregory Yob）寫了在PDP-
10上運行的捉迷藏遊戲――《Hunt the Wumpus》。這
可以被認為是第一個文字冒險遊戲。



 1974年: 《迷宮戰爭》（Maze War） 與《太空模擬》
（Spasim） 的同時誕生，是為早期多玩家三維第一人
稱射擊遊戲的先鋒實例。



 1974年：布萊特·福特納（Brad Fortner）與其它程式
設計師開發了《空中纏鬥》（Airfight）作為教育用
飛行模擬器。



 為了讓遊戲更有趣，程式設定所有的玩者共享同一片
天空、操作他們選定的軍用噴射機、搭載個人愛用的
武器與燃料組合、並以擊落其他玩者為遊戲目標。除
了中古圖形與刷屏龜速兩個缺陷，它成為在Plato系統
上相當普及的遊戲。《空中纏鬥》啟蒙了後來開發的
微軟《飛行模擬器》。



 1975年: 威爾·克羅什（Will Crowther）寫了第一個
我們今天稱之為文字冒險遊戲的程式――《洞窟歷險》
（Adventure）。



 1975年：克萊蒙研究學院的學生戴格勞，他在PDP-10
大型電腦上寫了第一個電腦角色扮演遊戲：《地下城》
（Dungeon）。



 該遊戲是新角色扮演遊戲《龍與地下城》未獲官方許
可的實現。雖然該遊戲以文字顯示，不過它是第一個
使用視野可見圖形概念、從上而下顯示遊戲隊伍已經
拜訪過或者視野可見區域的地下城地圖、加入照明區
與黑暗區、精靈與矮人間不同的視力等等技術的遊戲。



 1975年：幾乎在相同時間，以《龍與地下城》為基礎
的角色扮演遊戲《dnd》首次在PLATO系統的CDC電腦上
出現。對於這些學校的玩家而言，是《dnd》而非《地
下城》是首個電腦角色扮演遊戲。



 1977年：克爾頓·芬靈（Kelton Flinn） 與約翰·泰勒
（John Taylor）寫了第一版的《Air》，一個文字空
戰遊戲，預示了他們其後製作的史上第一個圖形在線
多人遊戲：《空戰神兵》（Air Warrior）。他們創立
了第一個成功的線上遊戲公司：Kesmai。



家用電腦

 儘管早期電子遊戲發展的成果主要在於街機和家用遊
戲機，70與80年代迅速發展的家用電腦也為它們的擁
有者提供了編寫簡單遊戲程式的機會。

 不久以後，大部份這些的遊戲透過了不同的渠道發怖，
如將遊戲的源代碼印在書、雜誌或大事報上，讓使用
者可以自己輸入源代碼。



第二世代遊戲機歷史



 在最早期的家用機上，單一或者多個遊戲的電腦代碼
是透過不怎麼組織的方法寫死在微晶片上，而無法額
外另加遊戲。



 在1970年代中期前，電子遊戲跟卡匣脫不了關係。程
式被燒錄在唯讀記憶體晶片上然後封裝入塑膠外殼的
卡匣中，而這些卡匣可以插入家用機的插槽裡。一旦
卡匣插上插槽，內建於遊戲機裡的一般用途微處理器
便讀取卡匣裡的記憶體並執行存放在其中的任何程式。
比起早期只能玩隨家用機發行受限制的區區幾個遊戲，
消費者現在可以囤積豐富自己的遊戲卡匣圖書館藏。



 此時，三款遊戲機壟斷了第二世代的北美市場，其銷
售量將它們最接近對手遠遠的拋在後面。



 在最早期的家用機上，單一或者多個遊戲的電腦代碼
是透過不怎麼組織的方法寫死在微晶片上，而無法額
外另加遊戲。



 在1970年代中期前，電子遊戲跟卡匣脫不了關係。程
式被燒錄在唯讀記憶體晶片上然後封裝入塑膠外殼的
卡匣中，而這些卡匣可以插入家用機的插槽裡。一旦
卡匣插上插槽，內建於遊戲機裡的一般用途微處理器
便讀取卡匣裡的記憶體並執行存放在其中的任何程式。
比起早期只能玩隨家用機發行受限制的區區幾個遊戲，
消費者現在可以囤積豐富自己的遊戲卡匣圖書館藏。





 街機黃金年代在1980年代到達了頂峰，很多在技術或
類型上革新的遊戲在80年代前幾年紛紛出現。

 《捍衛者》（Defender，1980年）創建了捲軸射擊遊
戲類型，亦同時為第一個在玩者視野以外會有事件發
生的遊戲：它是以雷達方式顯示出整個場景的地圖。



 《終極戰區》（Battlezone，1980年）利用線框向量
圖形來創造第一個真正的三維遊戲世界。



 《3D怪物迷宮》（3D Monster Maze，1981年）是家用
電腦上的第一個三維遊戲，而《戴格拉斯地下城》
（Dungeons of Daggorath，1982年）則再添加了各種
類型的武器與怪物、細緻的音效、和一個「心跳」的
血條。



 《一級方程式賽車》（Pole Position，1982年）利用
平面貼圖偽三維圖形首創「車手尾視模式」：玩者視
角是位於車後或車頂，朝地平線望去。這種型式被保
留下來廣泛沿用到即使真正的三維圖形成為賽車遊戲
的標準。

 《Pac-Man》（1979）是第一個在主流文化上廣受歡迎，
並且是第一個遊戲角色以其自己本身形象獲得大眾肯
定的遊戲。

 《龍穴歷險記》（1983年）是第一個鐳射影碟遊戲，
及引入了全動態影像到電子遊戲中。



 由於早期電腦大多缺乏圖形能力，文字冒險遊戲就是
成功的保證。當平價電腦於1980年代晚期開始趕上並
超過家用機的畫質，文字冒險遊戲便衰頹並一去不復
返，而由圖形冒險遊戲以及其他類型遊戲取代其地位。

 在1980年發行的《謎之屋》。它是家用電腦上的第一
個圖像冒險遊戲。



 真正的現代冒險遊戲隨著《國王密使》系列於1984年
的推出而誕生。它擁有彩色圖形與第三人稱視角。螢
幕上一個由玩家操控的角色可以隨意走動在物件的前
方或後方，構造出一個偽三維空間的視覺效果。



早期線上遊戲

 撥接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縮寫
BBS）在1980年代十分流行，因此有時被用來當作線上
遊戲進行的平台。



 遊戲類型從文字冒險到賭博遊戲如二十一點。在多玩
者BBS（意指一次可容納超過一個人在線） 裡，有時
遊戲允許不同玩家間彼此互相互動，某些這些空想角
色扮演的遊戲種類即為人所週知的「多玩者地下城」
（Multi-User Dungeons）。

 這些遊戲最終進化成今日眾所週知的MMORPG（大型多
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



第三世代遊戲機歷史



 1983年末至1984年早期，製造北美家庭電腦電子產品
的幾間公司紛紛破產，終結了電子遊戲的第二世代。
隨著1983年的蕭條，電腦遊戲市場於1984年取代了家
用機市場。



 1985年，北美的電子遊戲市場因任天堂的FC遊戲機
（任天堂紅白機）的發行而復甦。該機隨機銷售《超
級瑪利歐兄弟》，立即大賣。



 在新遊戲機裏，手柄取代了搖桿、旋鈕及keypad成為
系統所包括的預設遊戲操縱器。一個備8個方向的十字
鍵和2個或以上的行動鍵的手柄設計成為了當時的標準。



 《勇者鬥惡龍》、《最終幻想 Final Fantasy》、
《薩爾達傳說》、《潛龍諜影》皆是在此時期發售。

勇者鬥惡龍





 1992年即時戰略遊戲（RTS）《沙丘魔堡II 新王朝》
發行。它當然絕不是該類型遊戲第一炮 ，不過它為後
來的票房RTS遊戲如《魔獸爭霸》、《終極動員令》、
與《星海爭霸》定下了這類遊戲的標準技巧。



 1990年代Maxis開始發行它成功的《模擬XX系列》，從
《模擬城市》開始，以其它不同的變種作為延續，如
《模擬地球》到後來燴炙人口的日常生活模擬器――
《模擬市民》。



 1996年遊戲《雷神之錘》是網際網路第一人稱遊戲對
戰的先驅。網際網路多玩者對戰能力變成幾乎所有FPS
遊戲的不成文的必要條件。



 其他遊戲類別亦開始提供線上對戰，包括RTS遊戲如微
軟《世紀帝國》、暴雪娛樂的《魔獸爭霸》與《星海
爭霸》系列。MMORPG（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
如《網路創世紀》與《無盡的任務》將玩家從在某些
遊戲只允許有限數量同時間進行裡解放出來，並將MUD
的永恆世界（persistent world）概念推進到圖形多
玩者遊戲紀元。



 網頁瀏覽器插件的開發如Java與Macromedia Flash讓
簡易網頁遊戲變得可能。這些都是些小型單人或者多
玩者遊戲讓玩者只需要瀏覽器就可以快速下載快速享
受而不需安裝。



街機的衰退

 隨著16位元與32位元遊戲主機的面世，家用電子遊戲
日漸逼近大型機台所見圖形效果。街機最後一次的狂
潮是1990年代早期的《快打旋風II》與一對一格鬥遊
戲流派。

 那些過去街機留下來的空位部分被某些大型遊樂中心
所填滿。這些街機通常是跟運動（如滑雪、賽車）相
關，或者是音樂遊戲如《勁爆熱舞》



掌機降臨

 1989年，任天堂發行了攜帶型遊戲機――Game Boy。
系統中包括《俄羅斯方塊》：一個著名的拼方塊遊戲。

任天堂Game Boy



第四世代遊戲機歷史



 第四世代是以1987年在日本發售由日本電氣研發的PC 
Engine作為開始。而SEGA的Mega Drive在它1989年發
行後很早就證明了其自身的價值。對此，任天堂用它
下一世代遊戲系統――超級任天堂(1991年的發行作出
回應。

超級任天堂



第五世代遊戲機歷史



 於1994-1995年間，SEGA發售SEGA土星並且索尼發行
PlayStation作為其進入電子遊戲業界敲門磚。索尼
PlayStation稍後成為32/64位元年代世界上最成功的
家用機，並且於21世紀初期只有PlayStation 2睥睨群
雄。



 任天堂於1996年發售其64位元家用機任天堂64。該平
台旗艦產品：《超級瑪利歐64》成為3D平台遊戲的業
界標準。



2000年代

 電子遊戲業界在遊戲方式和操作方式上出現許多重大
改變。操作方式的變革包括動作感應，觸控螢幕幕，
無線操控；遊戲方式深受網路潮流影響，普及了實時
語音交流，PC上遊戲在增強相互交流基礎上加強了網
路化趨勢。



第六世代遊戲機歷史



 索尼以PlayStation 2開啟新的紀元，該機器日後成為
目前為止銷售最佳的家用機。

 在2001年末，微軟以Xbox切入電子遊戲業。



另類控制器

 本世代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眾多製造商回應愛好者回
復外加週邊控制器的製造。

 「腳」控制器的塑膠軟墊、小鼓控制器、吉他形狀的
控制器皆在此時出現。



第七世代遊戲機歷史



 這個時期開始，主要出版商更為注重家用機。比起專
用遊戲機，PC遊戲產業相對下挫。

 第七世代因掌機緣故早早粉墨登場，在2004任天堂介
紹其DS掌機(NDS)，以及索尼首度發行PlayStation 
Portable(PSP)。



 在家用機市場，微軟於2005年11月發行Xbox 360，而
索尼亦於2006年發行PlayStation 3。

 任天堂所發行的Wii展示了其基於動作控制及紅外線指
向的新系統。



第八世代遊戲機歷史



 有許多觀點認為第八世代的遊戲機將會面臨來自智慧
型手機、平板電腦和智能電視遊戲市場的嚴峻挑戰。

 PlayStation 4、PlayStation Vita、WiiU、Xbox One、
任天堂3DS等遊戲機皆在此代發售。





80-90年代

 講到電玩便不能忽視日本對我國遊戲產業發展的影響。

 日本的遊戲產業興起較早，不論在遊戲主機或是遊戲
軟體的開發上，無不展現過人的實力。

 我國鄰近於日本，日本的遊戲風潮自然而然地便傳入
我國，在本地流行。



 就硬體平台來看，初期的發展是以遊戲機為主，因此
台灣遊戲產業在日本帶動下，TV Game 亦於當時掀起
了一陣紅白機與超級瑪琍狂熱。

 所謂紅白機（Family Computer），是任天堂發行的第
三代家用遊戲機，因為其外觀是還白二色而得名，而
當時搭配主機的遊戲便是任天堂遊戲公司所開發的經
典傑作「瑪琍兄弟」。



90年代 大富翁帶動PC Game 的發展

 『超級瑪琍』帶領許多年少青年度過了無數個假期，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其亦有功成身退的一天。

 90年代末期，TV Game 的市場隨逐漸被PC Game所取代，
主要原因在於低價電腦的盛行帶動個人電腦的普及化，
促使個人電腦逐漸取代遊戲主機成為主要應用的硬體
平台。



 個人電腦在台灣逐漸取代遊戲主機的主要原因可歸納
以下數點：

(1) 多功能性：個人電腦可同時具備工作與娛樂的功能。
(2) 價格低廉：台灣為電腦製造王國，PC價格低廉。



 (3) 配合的中文軟體較多：在PC平台上寫遊戲軟體，
不必支付高額的權利金，且在PC架構底下的軟體程式
人才較多，在此帶動下，國內中文的遊戲軟體便愈益
成長。
因此PC Game便在硬體與軟體的配合之下，逐漸取代TV 
Game成為國內遊戲軟體的發展重心。



 由另一角度來觀察TV遊戲產業似乎也不易在國內遊戲
產業大放光采，主要除了我國不但在硬體遊戲機技術
與日本及美國差距過大外，在軟體開發技術上亦望塵
莫及。



 以RPG遊戲的開發成本來說，光是PC版就要新台幣
2,000萬元至2,500萬元間，電視遊戲則在3D表現、人
物造型、影音聲光效果要求更高的條件下，資金的投
入相當驚人，國內市場胃納量有限、再加上盜版盛行，
要獲利必須外銷，但主要市場又在北美與日本等，通
路拓展上花錢又難以與當地廠商抗衡，再加上產品淘
汰率又高，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廠商所能夠進
入的市場。



 在以上種種因素交雜下，促使國內PC遊戲產業逐漸凌
駕於TV Game之上，而成為市場的主流。



21世紀 線上遊戲魅力，凡人無可擋

 而隨著網際網路的逐漸盛行，又再一次重組整個遊戲
產業生態。網路的跨地域性、互動性改變了遊戲的遊
玩方式與型態。

 藉由線上遊戲，玩家可以互相聊天、對抗、練功。網
路讓遊戲本身突破了其遊戲本身的意義，它塑造了一
個虛擬空間，讓玩家除了現實的真實世界外，亦在網
路上營造了一個虛擬世界。



 玩家可以在這個虛擬世界裏與同好相互討論、分享心
得、意見交流。藉由這種交流方式，玩家之間的感情
凝聚力相當強。因此，玩家的黏附性與忠誠度相當高。



 國內線上遊戲始自於1,999年華彩推出的「萬王之王」，
初期並未形成熱潮，但是2,000年暑假在華義國際推出
的「石器時代」、遊戲橘子推出的「天堂」、智冠推
出的「網路三國」、聖教士推出的「千年」、協倫推
出的「黑暗之光」等的強勢行銷帶動下，一時之間，
網路遊戲蔚為風潮，會員人數迅速增加。網路遊戲頗
有取代PC Game成為國內遊戲市場的主流態勢。



 由於Online Game在國內算是剛興起的遊戲類型，先期
進入的皆是屬於剛成立的新公司，如遊戲橘子、華義
國際，反而如大宇資訊、昱泉等反而呈觀望態度，而
在目睹Online Game這塊處女市場的驚人爆發力與獲利
能力後，這些公司決定利用其本身在PC Game 所累積
的經驗與知名度，一舉決戰暑假戰場，因此當年暑假
台灣的虛擬遊戲世界頗有一觸即發的競爭態勢。



 上所述可發現，基本上我國的遊戲產業發展的歷程乃
是由TV Game 移轉至PC Game 至目前的Online Game。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具備上網功能的電視遊戲器亦成
為不可擋的趨勢，表示無論PC或TV電視遊戲機皆不敢
忽視網路遊戲的商機。



各類遊戲平台比較





 隨著個人電腦逐漸普及後，開始帶動了台灣遊戲軟體
出版產業的發展，而自1989年10月智冠科技發行國人
第一套自製遊戲『水果盤』遊戲後，開啟遊戲軟體出
版產業的發展，並逐漸帶動單機版遊戲的普及。



 尤其智冠科技在1991年4月發行第一部國人自製遊戲
「三國演義」，並率先於電視上打廣告，引起市場一
陣三國熱潮，共賣出17萬套，成為台灣電腦遊戲史上
最賣座的電腦遊戲。



 隨即網際網路開始普及，也逐漸帶動線上遊戲的發展，
1992年起，台灣線上遊戲開始萌芽，如《龍城傳奇》、
《風之王國》、《東方故事》等，不過都存在線上人
數負載量過少的問題1，直到1996年11月，《萬王之王
MUD(Multi-User Dungeon)》線上遊戲推出後，可同時
上線人數大幅提升，才奠定線上遊戲發展的基礎。



 進入2000年，網際網路大量普及，帶動線上遊戲快速
發展，各遊戲廠商大量推出線上遊戲產品，包括華義
國際於2000年2月率先推出《人在江湖》，而遊戲橘子
則於2000年7月1日代理韓國NCsoft的大型多人角色扮
演線上遊戲（MMORPG）《天堂》。



 智冠科技也同時發布子公司中華網龍第一套自行研發
的《網路三國Online》，帶動了國內線上遊戲的風潮，
再加上國內寬頻環境日益普及，因此加入線上遊戲會
員人數迅速增加。



 同時單機版電腦遊戲市場大幅萎縮，促使台灣遊戲廠
商將重心都放在線上遊戲，並在遊戲設計能力逐漸提
升後，自2011年開始積極推出自製遊戲，如中華網龍
的《黃易群俠傳II》、遊戲新幹線的《魔界II 
Online》、昱泉的《玄武豪俠傳》、傳奇遊戲的《晴
空物語》與《聖境傳說》、紅心辣椒的《布武天下WEB》
以及《ANIMI Online》網頁遊戲等。



 此外，台灣遊戲廠商在海外市場的布局也蓬勃發展，
其中中華網龍、宇峻奧汀、大宇資及智樂堂等，除了
紛紛授權中國廠商營運外，也授權給新加坡、馬來西
亞、日本、越南、韓國、泰國、美洲國家及歐洲國家
等，授權範圍廣大，國際遊戲競爭力持續增強。



 然2012年起，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快速普及，
加上社群軟體Facebook的會員規模快速成長，同時中
國遊戲的競爭力日益增強，促使遊戲廠商開始轉向布
局社群遊戲、網頁遊戲及移動遊戲等。



 如樂陞推出的社群交友遊戲《Yes人生》，智冠、傳奇、
歐買尬等則均將過去熱銷的經典PC端遊戲或網頁遊戲
改款為手機遊戲或經由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IP)授權方式搶攻海外市場，帶動了新遊戲、
新平台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促使跨平台遊戲逐漸形
成線上遊戲的新型態。



 值得注意的一點，為了因應競爭日益激烈且獲利空間
縮小的態勢，尤其中國遊戲廠商規模龐大，且具有會
員數眾多的平台支撐，如騰訊的QQ平台、暢遊的17173
平台等，因此在面臨紅色供應鏈的嚴重衝擊之下，國
內遊戲業者除了透過開發自製遊戲及代理熱門遊戲等
方式提升公司本身的遊戲熱門度以外，也促使多角化
經營的型態逐漸形成。



 2014下半年以來，此趨勢更為明顯，如遊戲橘子、智
冠等成立創投基金；華義切入線上直播市場；樂陞新
增遊戲平台業務等，均顯示國內遊戲業者已逐步朝此
方向發展，但初期仍僅鎖定本業遊戲相關之業務作為
多角化經營的近期策略目標。



 中長期而言，遊戲業者將逐漸擴大至實體玩偶、公仔
等遊戲角色實體化販賣商店，或是直接與同業設立遊
樂場建立品牌，此將有助於擴大廠商的營運規模，並
進一步提高未來與國際大廠的競爭實力，以降低與中
國遊戲業者競爭產生的衝擊程度。





 2007 年是台灣遊戲產業新的里程碑，整體市場規模站
上百億元大關。MMORPG 採免費遊戲加上販賣道具的新
營運獲利模式已經為主流，而且創造出比收月費模式
更高的獲利。另外，多款由台灣遊戲廠商自行研發的
產品，推出即交出亮麗的成績，業者並且積極地將這
些產品，推廣行銷到海外，海外遊戲業界也開始重視
台灣自製的研發實力。



 微軟X-BOX360,Sony 的PS3,還有任天堂的Wii 都內建
網路功能。在三大家用遊戲主機商競爭激烈、授權條
件漸寬的情況下，台灣遊戲廠商也積極參與研發。智
冠正在研發跨接PC 及X-BOX360，可提供兩大平台玩家
互動、交叉組隊、對戰新玩法的網路遊戲。遊戲橘子、
昱泉等也跟微軟合作開發X-BOX360 平台上的遊戲。



個別公司比較









3D 動畫應用廣泛

 隨著硬體功能的進步及寬頻網路的普及，3D 技術也不
斷創新。3D 技術不單只是滿足玩家在視覺上擬真的需
求，它還可以在工程、醫學、科學、軍事、教育等領
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目前市場觀察3D 技術最大的應用，在於遊戲軟體與
3D 動畫特效後製作等。





主要技術發展

 早期繪圖技術只能處理3D 物件的光影效果(Shading)，
隨後發展貼圖效果(Texture Mapping)；可程式化光影
技術(Programming Shading)等，在即時照明技術上也
有充足的進步。



 微軟公司在DirectX 9 中對Floating-point textures
的支援，以及Pixel Shader 2.0 版的功能，使得即時
照明技術也和真實的效果沒有區隔。



在遊戲軟體上應用

 上述即時照明技術在電腦遊戲上的應用最多。要達到
理想狀態，物件每一點光線都要經過計算，表面明暗
程度係由假設的同一點發射出來，並反應在物件的表
面上，當物件移動時表面的明亮程度與陰影變化等會
隨之變動。



 光源計算與變化軌跡的運用，對於隨時會變化畫面的
遊戲軟體而言，確實是相當大的資源負擔，需要更為
強大的硬體支援，但隨著軟體與硬體的快速進步，未
來可能實際應用的時間不會太遠。



未來技術發展

 未來3D繪圖技術的重點，將是實現更真實的整體環境
光影技術。發展趨勢除實現跨平台繪圖技術(Cross 
Platform Rendering)外，逐步可達到真實互動
(Interactive Reality)地步，最後的境界是人們可以
融入到3D 場景中，就好像身處於真實的環境之中一樣。



實體化(Physical)技術

1.擬真化發展

 實體化技術目前最大的挑戰是擬真化發展，主要有下
列數項：

1.臉部表情及動作與說話語言的細膩配合。



2.人類或動物走路/跑步運動時，肢體逆向動作的協調
化與真實化技術等。

3.在處理人/動物真實移動時，將作用至身體上之力量
等物理現象，引導成為身體上細微的動作變化等。



2. 硬體處理能力配合

 在電影侏儸紀公園中的恐龍，其對於各項擬真動作及
表情變化等，在細緻度的要求上雖然遠超過對遊戲軟
體品質的要求，故必須耗費大量時間及硬體資源進行
處理，但只要處理過一次，完成後永遠不須改變。



人工智慧

1.自然語言辨識

 要讓遊戲中能自動了解並產生自然語言是非常難的課
題，主要分為兩大項。

(1) 語言辨識

(2) 語言產生



語言辨識

 語言辨識是指將句子分解而了解其意義的過程，亦稱
為語言解析，由於語言與程式不同並沒有一定嚴格的
規定，對於人類而言不合文法定義，但一聽即懂的語
言比比皆是。更複雜的是人類語言會隨著外界環境及
人際關係與習慣的變化等而隨之變動，目前為止根本
無法將其邏輯化，故想要讓電腦解析人類自然語言的
真正含意更為困難。



語言產生

 利用預先準備的語詞合成為句子較語言辨識為簡單，
只要適當限制遊戲中角色說話的範圍，在預先編好的
腳本中對話，正確的輸出應無困難。但要模仿人類的
心裡，將內心需求轉換為語言表現出來就困難許多，
目前相關人工智慧技術都還在努力發展階段。



2.人類行為的模擬

 主要項目包含數百/千人同時動作；行為模仿；決策與
策略模仿；判斷、情緒、感覺能力等項目，主要技術
的發展與硬體及軟體相關較少，而是把人類行為加以
整理予以邏輯化、架構化形成模式後再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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