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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鏤空藝術的創作包含各種不同材質技法及類別，其內涵大多強調虛實交替的中國古老哲學表現，及
陰陽相依的中國文化精隨演譯。而若將此特徵應用在商品設計上時，除具有特殊功能取向外，此種傳統
藝術與新生媒材的相互融合，當能給使用者帶來不同的視覺感動。本論文主要是有鑑於鏤空藝術在中國
文化傳承的重要性，而立體鏤空製作技藝卻逐漸流失之危機，因此乃透過參數式設計方式，將鏤空藝術
結合Voronoi大自然圖騰，完成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與鏤空燈罩之設計與原型製作，以創新之技法將傳統
工藝融入現代製程中，成功連結中國文化精神與大自然之美。
關鍵字：泰森多邊形、3D 列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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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鏤空藝術是古人為滿足精神生活需要而創造的文化精華，表現出中國藝術精神與審美觀，
其作品發展多和當代生活模式緊密聯繫，繼而發揮出承先啟後的功能，此藝術風格常被廣泛運
用到多種材質上。最初鏤空雕花出現在皮革跟銀箔，繼而延伸到剪紙藝術、皮影戲與傳統花窗，
之後廣泛利用到蕾絲、刺繡、印染及陶瓷等方面，這些藝術類型與風格彼此相互渲染並互相影
響。在傳統哲學與美學範疇中，展現了中國陰陽概念與一體兩面的哲學。在畫面結構、藝術氣
韻及文化情感方面，則尋求造型簡潔化。亦即尋求能實、能空、能捨及能留的藝術境界[1]。
鏤空藝術以簡潔的外輪廓線與內部形式相同的鏤空雕花呈現，以單純的元素表達繁雜的內
容。在設計美學中，以反覆的形式呈現造形元素，使作品豐富變化而充滿層次。因此鏤空藝術
並不是純粹的藝術作品，而是以裝飾美化生活為出發點，若能結合產品的功能性，強化整體造
型與主題之美感，簡潔呈現氣氛，將能表達設計者之情感，緊緊抓住觀賞者之心理與視線。
而現今鏤空藝術多被運用在不同材質的創作上，鏤空雕花的項鍊、鑽戒、手錶、雕花皮飾
及皮包等。總而言之，在商品部分，不同材質的鏤空藝術不勝枚舉，甚至於在室內空間設計與
景觀環境設計的建材上，也有利用鏤空藝術作為空間搭配，來營造多樣變化的氛圍與美感。
Voronoi 圖形(又稱泰森多邊形)由於本身所隱含著圖形中的物件與其鄰近空間「最短距離」
的特性，因此被廣泛地應用在空間區域規劃或解決最近相鄰點的問題。中國為 2008 年北京奧運
所建立的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之體育場外表面，其表面看似一個裝滿水的立方體，並在其外牆
安裝了面積大小不一、鍍點不同的膜結構，而此膜結構就是採用了從肥皂泡沫自然形成的氣泡
型態，亦稱為 Weaire-Phelan Structure 的泡沫結構，即以此依據設計而成。同時 Voronoi 圖形也
存在於大自然之動植物本身的斑紋或結構中，例如葉片細胞、長頸鹿的斑紋、蜻蜓的翅膀結構
及泡沫結構等皆屬之。而本計畫擬以此 Voronoi 圖形為基礎，來創作出具鏤空造形結構之創意產
品。
所謂的參數式設計(Parametric Design)，乃是將設計過程的所有元素都以數據資料呈現，幾
何造形已不再是由紙筆所描繪出的圖形來決定，而是藉由數據與造形邏輯的直接建構來進行創
造，其設計建構方式也並非如我們所熟悉的建模軟體中，在 3D 作業空間以點線面等元素，直覺
式的進行造形堆疊、拉伸等動作以完成幾何造型的設計手法，而是在有如空白紙般的作業平台
上以數據之間的安排與交互連結來編織出設計。
數據的應用讓那些自然模式背後的定義與規則終於有了適合的舞台，參數式設計的概念使
得數學定義甚至是各種演算法都得以加入至設計構想之中，藉由數據與演算法的組合，便能創
作出依特定邏輯或數學定義而生成的造形，而在數位建築的發展中，利用自然模式進行設計創
作的演算法早有許多實際案例，人們想做出「真正」的自然設計的想法藉由參數式設計手法似
乎得以實現。
又近年來 3D 列印技術之發展日新月異，平價 3D 印表機已逐漸降低製造業的導入成本，如
同電子商務降低了商品銷售與服務的進入門檻。因此，3D 列印將從利基市場逐漸轉向大眾市
場，其背後的動能包括：更低的印表機價格、可能節省下的成本和時間、更強大的功能，以及
可創造效益和市場的強化效能。
本論文主要是有鑑於鏤空藝術在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性，而立體鏤空製作工藝卻逐漸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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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機，因此擬透過參數式設計方式，將鏤空藝術結合 Voronoi 大自然圖騰，來連結中國文化精
神與大自然之美。同時透過數位化加工製程(透過 3D 印表機製作出原型)之搭配，以創新之技法
將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製程中，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如此不僅能保留其固有之精神，更
能延續和推廣此文化創意的理想。

貳、文獻回顧
參數式設計的出現深受電腦快速發展的因素影響。電腦輔助設計系統(CAD Systems)的起源
主要可以追溯到 1962 年，在美國計算機聯合會的年會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 Ivan
Sutherland 發表了 “SKETCHPAD-A” 論文，首次提出計算機輔助設計(CAD : Computer Aided
Design)的概念。而後在 80 年代的 3D 表面與實體建模軟體、後期從非制式貝茲曲線到參數式模
型軟體的出現，電腦開始成為協助設計師的一樣工具。
鏤空藝術的歷史發展，多和生活緊密聯繫，繼而發展出承先啟後的應用，作為一種藝術表
現，它並不孤單，而是被廣泛應用到多種材質上。在剪紙藝術之前，就有鏤空雕花在皮革跟銀
箔上，之後被廣泛利用到蕾絲、刺繡、印染、陶瓷等方面。這些藝術風格都呈現鏤空藝術的共
同特質，並相互影響，相互輝映，形成鏤空藝術的輝煌文化[2]。
鏤空藝術在文化上與中國民間習俗結合，主題主要是圍繞在習俗節慶、人生禮儀與美化裝
飾的文化背景中，因而成為民間常見的藝術形式。如以紙材為例的剪紙藝術；祈福新年的祝福
賀詞、福祿壽吉祥話語等，就是藉由紙材鏤空形成的剪紙藝術，這些在歷代文人典籍記載中便
可窺知其與當代生活之緊密關係[3]。
至於鏤空藝術的風格形式，主要是來自中國虛實相生的哲理，應用在不同材質上，衍生剪
紙藝術、皮影戲、木雕花窗、金工雕刻、中國鏤空花錢與現代設計的多種表現。在傳統哲學與
美學範疇中，展現了中國陰陽概念與一體兩面的哲學。在畫面結構、藝術氣韻及文化情感方面，
則尋求造型簡潔化。亦即尋求能實、能空、能捨及能留的藝術境界。
鏤空藝術常被利用在不同材料特性中，其製作工具主要是剪刀、雕刻刀與雷射鏤空雕刻等。
在藝術的效果上就不再只是畫出花紋，而講求在材質上展現鏤空的特點，更在藝術風格中講求
制約，且多與花紋相互呼應，圖案在取捨、虛實及去留的材質中發揮。
鏤空藝術的造形、基本構圖與應用材質，必須成為一個藝術整體，以其藝術語言，充分展
現無窮的內容。在不同地域發展出不同的特色，不同時代具有不同風格，結構上有簡潔也有繁
雜的裝飾特性。以紙張為例，鏤空藝術在中國流傳悠久，應用廣泛，風格樣式多樣，中國民間
的剪紙造形純真，結構簡練，色調明豔，多與傳統寓意故事相互結合；而在英國民間流行的「剪
影畫」
，也稱為剪影圖案，它是用黑色的紙剪出物象的影子，用黑影構成畫面。這種剪影也在日
後發展成「剪影電影」[4]。歐洲的民間剪紙，大多是游牧牧民之作，以對稱的「折剪」為主，
畫面多粗曠有力，多為幾何造形的花枝裝飾小作[5]。
鏤空藝術也常呈現線條相連的工藝美術特點，線條相連係指線條與線條間的細緻變化，鏤
空的內容具體與形象特點，既要靈活變化，又要充分發揮剪刻的特性，使實與虛相互融合，而
形成一種美感。創作鏤空藝術時必須正確理解和運用剪刻工藝的技法，在物象的特徵中，則必
須從意境上下功夫，再賦予線條的優美特質，使鏤空造形與外型融合成為一個優美的藝術。
Voronoi 圖形是荷蘭氣候學家 A. H. Thiessen 提出的一種根據離散分佈的氣象站的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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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計算平均降雨量的方法，即將所有相鄰氣象站連成三角形，作這些三角形各邊的垂直平分線，
於是每個氣象站周圍的若干垂直平分線便圍成一個多邊形。用這個多邊形內所包含的一個唯一
氣象站的降雨強度來表示這個多邊形區域內的降雨強度，並稱這個多邊形為 Voronoi 圖形。
Voronoi 圖形是由一組連接兩鄰點直線的垂直平分線組成的連續多邊形組成。Voronoi 圖形
的特性為：


每個 Voronoi 圖形內僅含有一個離散點數據。



Voronoi 圖形內的點到相應離散點的距離最近。



位於 Voronoi 圖形邊上的點到其兩邊的離散點的距離相等。

因為 Voronoi 圖形具有上述之特性，因此可被用於定性分析、統計分析、鄰近分析等，通過
創建 Voronoi 圖形創建的多邊形要素可對可用空間進行劃分並將其分配給最近的點要素。Voronoi
圖形有時會用於替代插值操作，以便將一組樣本測量值概化到最接近他們的區域。使用 Voronoi
圖形可將取自一組氣候測量儀的測量值概化到周圍區域，還可為一組店鋪快速建立服務區模型
等。
而將此 Voronoi 圖形應用於設計領域最典型的例子為；中國為 2008 年北京奧運而建立的國
家游泳中心(又名水立方)之體育場，其乃是由 PTW Architects, CSCEC, CCDI 及 Arup 等設計團隊
於合作建造。其表面看似一個裝滿水的立方體，並在其外牆安裝了面積大小不一、鍍點不同的
膜結構，而此膜結構就是採用了從肥皂泡沫自然形成的氣泡型態，亦稱為 Weaire-Phelan Structure
的泡沫結構，該結構類似於 Voronoi 圖形結構的一種。同時 Voronoi 圖形也存在於大自然之動植
物本身的斑紋或結構，例如葉片細胞、長頸鹿的斑紋、蜻蜓的翅膀結構及泡沫結構等皆屬之，
這種大自然美麗之圖騰終將為人們所重視[6]。

參、製作原理
本論文主要是有鑑於鏤空藝術在中國文化傳承的重要性，而立體鏤空製作工藝卻逐漸流失
之危機，因此擬透過參數式設計方式，將鏤空藝術結合 Voronoi 大自然圖騰，來連結中國文化精
神與大自然之美。同時透過數位化加工製程(透過 3D 印表機製作出原型)之搭配，以創新之技法
將傳統工藝融入現代製程中，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新風貌，如此不僅能保留其固有之精神，更
能延續和推廣此文化創意的理想。因此本計畫主要內容項目包含：
(1) Delaunay 三角網格建構流程之探討。
(2) Voronoi 圖形特徵建構流程之探討。
(3) 具 Voronoi 圖形特徵之鏤空物件建模方式之研究。

3.1 Delaunay 三角網格建構流程之探討
建立 Voronoi 圖形的關鍵是對離散資料點合理地連成三角網，這種三角網稱為 Delaunay 三
角網。因此在建立 Voronoi 圖形特徵前，需先完成 Delaunay 三角網格之建構。以下則為 Delaunay
三角網格之建構流程；
Delaunay 三角網的建構也稱為不規則三角網的建構，就是由離散資料點建構出三角網，而
確定哪三個資料點構成一個三角形，也稱為自動連接三角網。即對於平面上 n 個離散點，其平
面座標為(xi，yi)，i＝1，2，…，n，將其中相近的三點構成最佳三角形，使每個離散點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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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頂點，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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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動連接三角網
自動連接三角網的結果為所有三角形的三個頂點的標號，如:1, 2, 8；2, 8, 3；3, 8, 7；……。
同時為了獲得最佳三角形，在建構三角網時，應盡可能使三角形的三內角均成銳角，即符合
Delaunay 三角形產生的準則：
1. 任何一個 Delaunay 三角形的外接圓內不能包含任何其它離散點。
2. 相鄰兩個 Delaunay 三角形構成凸四邊形，在交換凸四邊形的對角線之後，六個內角的最小
者不再增大。該性質即為最小角最大準則。
而為了達成此目的，Tsai（1993）提出的在 n 維歐拉空間中構造 Delaunay 三角形的通用演
算法---Convex Hull 插值演算法。其運算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 1：求出點集中滿足 min(x-y)、min(x+y)、max(x-y)、max(x+y)的四個點，並按逆時針方向
組成一個點的鏈表。這 4 個點是離散點中與包含離散點的外接矩形的 4 個角點最近的
點。而這 4 個點構成的多邊形作為初始 Convex Hull。
步驟 2：對於每個 Convex Hull 上的點 I，設它的後續點為 J，計算向量線段 IJ 右側的所有點
到 IJ 的距離，求出距離最大的點 K。
步驟 3：將 K 插入 I、J 之間，並將 K 賦給 J。
步驟 4：重複 2、3 步，直到點集中沒有在線段 IJ 右側的點為止。
步驟 5：將 J 賦給 I，J 取其後續點，重複 2、3、4 步。
步驟 6：當 Convex Hull 中任意相鄰兩點連線的右側不存在離散點時，即形成了包含所有離散
點的多邊形（Convex Hull），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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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包含所有離散點的 Convex 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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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在 Convex Hull 鏈表中每次尋找一個由相鄰兩條 Convex Hull 邊組成的三角形，在該
三角形的內部和邊界上都不包含 Convex Hull 上的任何其它點。將這個點去掉後得到
新的 Convex Hull 鏈表。重複這個過程，直到 Convex Hull 鏈表中只剩三個離散點為
止。將 Convex Hull 鏈表中的最後三個離散點構成一個三角形，如此將 Convex Hull
中的點構成了若干初步 Delaunay 三角形，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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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初步 Delaunay 三角形
步驟 8：在完成初步 Delaunay 三角形之後，不在 Convex Hull 上的其餘離散點，則採用逐點
內插的方法進行剖分，直到所有非 Convex Hull 離散點都插入完成為止，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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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最終之 Delaunay 三角形

3.2 Voronoi 圖形特徵建構流程之探討
在了解 Delaunay 三角網格之建構方法後，即可進行 Voronoi 圖形特徵之建構，其步驟如下；
步驟 1：對待建立 Voronoi 圖形的點數據進行由左向右，由上到下的掃描，如果某個點與前一
個掃描點的距離小於給定的鄰近容限值，那麼分析時將忽略該點，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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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整理任意分布之點數據
步驟 2：將離散的點數據構建 Delaunay 三角網，並對離散的點和構建的三角形編號，記錄每
個三角形是由哪個離散點構成的，同時記錄與每個離散點相鄰的所有三角形編號，如
圖 6 所示。

圖 6 Delaunay 三角網
步驟 3：畫出每個三角形邊的中垂線，由這些中垂線構成 Voronoi 圖形的邊，而中垂線的交點
是相應的 Voronoi 圖形的頂點，如圖 7 所示。

圖 7 建構 Voronoi 圖形
步驟 4：用於 Voronoi 圖形的點將成為相應的 Voronoi 圖形的錨點，如圖 8 所示。

圖 8 Voronoi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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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 Voronoi 圖形特徵之鏤空物件建模方式之研究
近 年 參 數 式 設 計 手 法 的 應 用 逐 漸 普 及 ， 各 種 以 參 數 式 、 衍 生 式 設 計 為 概 念 的 CAD
（Computer-Aided Design）軟體也越來越多，然而目前大多數的參數化衍生式設計工具鮮少為
單一的獨立軟體，而多是以外掛工具的形式使用於特定的 CAD 平台上。例如由 McNeel 公司開
發的參數式軟體＂Grasshopper＂即可安裝在同公司的 Rhinoceros3D 建模軟體內，可搭配 Rhino
所建構的 3D 模型來設計也能全程在 Grasshopper 內進行設計。而本計畫即以 Grasshopper 為主
要的設計工具，原因在於 Rhino 本身的易操作性，早已普遍使用於工業設計領域中被用來作建
模之工具之一。

3.3.1 參數化設計軟體-Grasshopper
Grasshopper 是由 McNeel 公司於 2007 年起開發的圖形化參數化設計工具，以外掛形式安裝
於同公司出品的 3D 建模軟體 Rhinoceros。Grasshopper 目前是處於開發階段的軟體（Work in
progress）
，版號更新時經常會新增與調整不少功能。
Grasshopper 主要應用於建立衍生運算法，透過參數與各項運算器的連結設計來建立 3D 幾
何模型，程序中的演算法不僅止於數字的使用，文字、影音、觸控應用等形式皆能作為運算或
參數的形式。由於建築設計為目前參數式衍生設計法的最主要領域，建築師與相關的學習者為
目前 Grasshopper 的主要使用對象，不過其逐漸改良、已趨於完善的圖形化使用介面與操作方式
讓其它領域的使用者也開始注意此軟體並作為投入參數化設計的使用工具[7]。

3.3.2 Grasshopper 的建模觀念
Grasshopper(以下簡稱 GH)是利用圖形編寫程式語言(GPL)為操作方式的軟體，簡單的說 GH
是利用 Rhino 建立基本的 2D、3D 幾何圖形，透過 GH 編輯幾何圖形後續生成的邏輯，最後再
利用 Rhino 當作它呈現演算結果的平台。
例如；以往在 Rhino 環境下要建立一個球面，簡單的可以分成幾個步驟，首先畫出剖面建
構線、使用旋轉成形指令、再輸入旋轉角度、最後得到模型，整個建構流程見圖 9(a)，但當我
們需要一個半圓的話，就得再重新操作一次上述流程。而在 GH 環境下，我們只需先找出球面
建立中最主要的一個運算器：旋轉曲面，當了解旋轉曲面所需之參數，旋轉軸線、剖面線以及
旋轉角度，再透過運算器間的彼此連結，將可自動建構出一個完整的球面，整個建構流程見圖
9(b)。因此若我們僅需要一個半圓曲面時，則修改旋轉角度參數即可立即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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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轉
軸

輪
廓
曲
線

(a) Rhino的建模方式
輸入旋轉指令

選取輪廓曲線

輸入起始角度

選取旋轉軸

成品

輸入終止角度

輸出

區間彙整與
單位轉換

(b) Grasshopper的建模方式

圖 9 Rhino 與 Grasshopper 建構模型的差異與對應關係
又再以球體漸變為例，在曲面上設定所需之等分數，再透過等差數列作為半徑參數之變化，
即可完成如下圖的模型，如圖 10 所示。欲變更須求時，僅需利用調整參數起始半徑、遞增數值
的方式，即可快速產生新的參數模型。以此類推，當我們建構一個複雜模型時，在建立好運算
邏輯後，不需要重覆執行繁瑣的步驟，透過調整參數的方式即可找出我們所想要尺寸，當參數
越多整體的靈活度就會越大，因此 GH 所建立的不是實體模型，而是生成所需的邏輯關係。

圖 10 Grasshopper 建構漸變球體模型之圖示
而在 GH 環境下，其建構 2D Voronoi 圖形及 3D Voronoi 網格之相關操作如圖 11 及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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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H建立2D Voronoi圖形之程序

(b) GH所建立之2D Voronoi圖形

圖11 Grasshopper建構2D Voronoi圖形之程序圖

(a) GH建立3D Voronoi圖形之程序

(b) GH所建立之3D Voronoi圖形

圖12 Grasshopper建構3D Voronoi網格之程序圖

肆、製作流程
本計畫乃以 Rhino 建模軟件為主體，再結合參數式外掛設計程式(GH)的應用，來當作產品
創作的主軸，在產品本身的限制條件與不著墨於複雜的設計理論前提下，考慮現有之數位化加
工方式與參數式設計之間的搭配性，亦即在完成相類似產品之設計當下，隨即能透過 3D 印表機
製作出原型，將鏤空藝術結合 Voronoi 大自然圖騰特徵，完成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與參數式創意
鏤空燈罩產品之開發。而其等之建模步驟如下所述：
步驟 1：在 Rhino 環境下，建構創意產品物件主體與欲建立 3D Voronoi 特徵之曲面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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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計算包覆此曲面物件之最小體積方塊。
步驟 3：在此體積方塊內產生適當數量之隨機分布點。
步驟 4：計算分布點之 3D Delaunay 三角網格。
步驟 5：建構出分布點之 3D Voronoi 網格曲面。
步驟 6：以各 3D Voronoi 網格曲面之中心為縮放中心，適度的縮放各 3D Voronoi 網格曲面，
以形成網格邊框。
步驟 7：利用縮放完成之 3D Voronoi 網格曲面，與物件曲面作差集運算。
步驟 8：得到鏤空之曲面成品。
步驟 9：加厚這些鏤空之曲面，得到鏤空實體成品。
步驟 10：整合物件主體與鏤空實體，完成創意產品物件。
整個計畫之執行流程如圖 13 所示。

建構創意產品物
件與欲建立3D
Voronoi特徵之
曲面物件

輸入縮小比例

這
些
參
數
皆
可
任
意
改
變
鏤
空
造
型

輸入隨機點之數目

輸入隨機點產生之
種子

計算包覆此曲面
物件之最小體積
方塊
在體積方塊內產
生任意之隨機分
布點

在Rhino環
境下建立

以各3D Voronoi
網格曲面之中心
為縮放中心，分
別縮小各3D
Voronoi 網格曲
面，以形成網格
邊框

計算分布點之3D
Delaunay三角網
格

利用這些縮小之
3D Voronoi 網格
曲面與物件曲面
做差集運算

建構出分佈點之
3D Voronoi 網格
曲面

得到成品鏤空之
曲面

輸入偏移之厚度

加厚這些成品鏤
空之曲面得到鏤
空實體成品

整合物件主題與
鏤空實體，完成
創意產品物件

圖 13 本計畫建模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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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 14 乃為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 GH 程序圖與遠端控制面板。圖 15 則為參數式創意鏤
空燈罩之 GH 程序圖與遠端控制面板。

(a) 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GH程序圖

隨機點數量
控制選項

(b) 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GH遠端控制面板

圖 14 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 GH 程序圖與遠端控制面板

(a) 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GH程序圖

隨機點數量
控制選項

(b) 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GH遠端控制面板

圖 15 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之 GH 程序圖與遠端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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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果與結論
鏤空藝術以簡潔的外輪廓線與內部形式相同的鏤空雕花呈現，以單純的元素表達繁雜的
內容。在設計美學中，以反覆的形式呈現造形元素，使作品豐富變化而充滿層次。因此鏤空藝
術並不是純粹的藝術作品，而是以裝飾美化生活為出發點，若能結合產品的功能性，強化整體
造型與主題之美感，簡潔呈現氣氛，將能表達設計者之情感，緊緊抓住觀賞者之心理與視線。
而 Voronoi 圖形早已存在於大自然之動植物本身的斑紋或結構中，其同時具有之反覆、比例及秩
序美，在參數化設計技巧興起後，終將能更有效率地將其呈現出來，同時加上近年來數位製造
技術的突破，更給予了設計師在設計上更多新的可能。
本計畫則以 Rhino 建模軟件為主體，再結合參數式外掛設計程式(GH)的應用，分別完成參
數式創意鏤空筆筒與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成功達成連結中國文化精神與大自然之美的創意產
品開發目的。圖 16 乃為隨機點數為 100, 200 及 300，所建構出之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而圖 17
為隨機點數為 100, 150 及 200，所建構出之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

(a) 隨機點數 100

(b) 隨機點數 200

(c) 隨機點數 300

圖 16 為隨機點數為 100, 200 及 300，所建構出之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

(a) 隨機點數 100

(b) 隨機點數 150

(c) 隨機點數 200

圖 17 隨機點數為 100, 150 及 200，所建構出之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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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乃為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 3D 列印成品。而圖 19 為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之 D 列印
成品。

圖 18 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 3D 列印成品

圖 19 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之 3D 列印成品
圖 20 乃為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使用情境圖示。而圖 21 為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之使用情
境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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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參數式創意鏤空筆筒之使用情境圖示

圖 21 參數式創意鏤空燈罩之使用情境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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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nstruction Method of Hollow Products Based
on 3D Voronoi Patterns
Hui-Chin Chang*, Wei-Cheng Huang**
*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HungKuo 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hollow art includes a variety of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categories, its connotation mostly
emphasizes the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ic manifest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lternately, and Yin and Yang
dependent o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deduction. If this feature is applied to product design,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his traditional art integration with the new media, will give users a different
visual inspire.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hollow art in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3D hollow production craft has gradually lost, therefore through the parametric design, combining the
Voronoi nature totem with hollow art, completed the design and prototyping of the parametric creative hollow
pen holder and hollow lampshade,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crafts into modern processes with innovative
techniques, successfully linking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Keywords: Tyson polygon, 3D pri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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