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obe Edge Animate: THE MISSING MANUAL

  ▇ 為什麼要使用 Adobe Edge Animate ？
如果你需要足以信服的理由來學習另一種動畫技術，iPhone、iPod 和
iPad就是再好不過的理由了。事實上，如果你是 Flash設計師或開發人員，
你可能早已捲入 Apple 和 Adobe 之間關於 Flash 的著名辯論。然而，對於
網頁設計師和開發人員來說，網頁中的 Flash 內容無法在地球上最流行的
行動裝置瀏覽，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比參與辯論更重要。不過，只要使用

HTML5 和 JavaScript，就可以網羅到 Apple 愛好者及更多大眾。

那麼，為什麼要使用 Adobe 產品來建立 HTML5 的網頁內容呢？大多數
的圖形創作者在看待這個世界時，角度不同於電腦程式工程師，而且這只

是保守的說法。若你是藝術創作者，即使在理論上，你也能以 JavaScript
程式碼刻劃畫作中的每一個圓圈、顏色和線條，但是，你或許仍無法

感到完全自在。你應該會更傾向於仰賴工具，而且其介面近似 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 或 Flash。Animate 完全符合這些需求，它有類似
Flash和 After Effects的時間軸，而 Elements（元件）和 Properties（屬性）
面板讓你想起你最喜愛的繪畫和相片軟體。使用 Animate 開發 HTML5 圖
形時，你就可以專注於創造和雕琢畫作，Animate 會自動產生網頁所需的
HTML5 和 JavaScript ／ jQuery 程式碼。]

注意：「Adobe Edge Animate」才是正式的軟體名稱，不過本書多以「Animate」

簡稱。

  ▇ 哪裡可以取得 Adobe Edge Animate
若尚未安裝 Adobe Edge Animate，只要免費註冊 Adobe Creative Cloud
會員，就能自 Adobe 取得 1.0 的版本。請連結至 http://html.adobe.com/
edge/animate/，點按 Get started（開始）按鈕。然後，一如既往地提供姓
名、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即可完成註冊。更多 Animate 的安裝細節請參
閱附錄 A。

  ▇ 關於本書
儘管軟體每年都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卻有一點每況愈下，那就是「使用說

明」。現今，在購買軟體程式時，大多不會隨書附贈任何說明手冊的紙

本，只能透過線上產品說明，來瞭解該軟體數以百計的功能，可是，對於

Adobe Edge Animate 等全新的產品，說明文件少之又少。[Page-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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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即便習慣一面閱讀線上說明，一面在另一個視窗工作，仍不免感到有所不

足。有時候，電子說明檔十分精簡，其假設使用者已經瞭解該軟體的宗旨，

總是匆匆略過應深入介紹的重要主題。此外，說明檔並非都會提供各功能

的客觀評價（工程師常為軟體增添運用精密技術的功能，只因為他們辦得

到，而不是因為使用者需要）。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學習對工作無益的功能。

本書扮演的角色，即是應伴隨軟體而來的說明手冊。本書有 Animate 各
項功能的逐步教學，涵蓋你不甚瞭解，更尚未深諳的功能，例如利用

Animate 將 HTML5 和 JavaScript 程式碼移至網頁，以及更改現有頁面的
方法。不僅如此，本書還提供各功能的清楚評價，協助判斷出有助於你的

功能，以及其使用方法和使用時機。

注意：這本書偶爾會推薦其他書籍，它們觸及的內容對 Animate 說明手冊而言，

可能太過專精或略偏離主題。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這些書籍並非都由打

造 Missing Manual 的 O'Reilly Media 出版。我們當然很高興能介紹其他 Missing 

Manual或 O'Reilly家族的書籍，但是，若某本優秀的書恰巧不是由 O'Reilly出版，

我們還是樂於推薦給你。

《Adobe Edge Animate：The Missing Manual》的內容適合任何技術程度
的讀者。主要內容的對象是進階初級或中級電腦使用者，不過，「最新消

息」專欄將提供初學者所需的前導說明，以協助瞭解該主題。另一方面，

高階使用者則請留意版面相似於「最新消息」的「程式設計師診療室」和

「圖像設計師工具箱」專欄，他們為資深電腦使用者提供更豐富的技巧、

手法和快速鍵等資訊。

Macintosh 和 Windows
Animate 的 Macintosh 和 Windows 版本幾乎完全一樣。各對話框內的每
個按鈕皆徹底相同，軟體對每個命令（command）的回應也相同。本書中
的圖解，交替出現 Animate 適用之兩個作業系統（Windows 7 和 Mac OS 
X）的截圖，兩者分量相等。

按鍵是 Mac 和 Windows 版本之間最大的差別之一，因為 Windows 中的
Ctrl 鍵等同 Mac 中的 ⌘ 鍵。

本書在說明按鍵組合時，會先列出 Windows 的按鍵（依照 Windows 相關
文件的習慣，按鍵間以 +號連接），並於括號內註明Macintosh的按鍵（遵
從 Mac 始終如一的習慣，按鍵間以 - 號連接），例如「儲存檔案時的快速
鍵是 Ctrl+ S（⌘ -S）」。[Page-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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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Adobe Edge Animate: THE MISSING MANUAL

關於大綱

《Adobe Edge Animate：The Missing Manual》共分成四個部分，各部分
皆包含數個章節。

•  第一部：作業舞台（Stage）上的點點滴滴從 Animate 工作區的介紹
展開，詳細說明 Animate 如何透過編寫 HTML、JavaScript 和 CSS 程
式碼來施展魔力。接著，我們會隨之挽起袖子，親自利用 Animate 建
立圖形，並從其他軟體匯入畫作。整個過程中，都需要用到 Animate
的時間軸（Timeline）和屬性（Properties）面板，以讓物件移動。第
三章著重在文字設定，我們會發現，變更文字元件的大小、形狀和顏

色，有多麼地容易。

•  第二部：用 Edge Animate 製作動畫說明如何讓 Stage 內的元件動起
來，其中包含更有效率的 Animate 進階使用技巧。製作動畫是耗時的
工作，不過，只要以符號（symbol）將以前的作品回收再利用，即可
節省大量時間。對於已建立的時間軸和轉場特效（transition），我們
也將學習其管理和編輯方法。其中一章會討論觸發器（trigger）和動
作（action），這些工具能使動畫自動操作，並讓網頁提供互動式控
制（interactive control）。最後一章則專門講解 Animate 的符號。對
於群組元件，以及畫作和程式碼的再利用，符號都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其讓動畫的建立過程更加迅速，且能夠使構圖（composition）兼備一
致性。

•  第三部：Edge Animate 與 HTML5 和 JavaScript 開始直搗程式碼處
理的核心。本書的目標，不在於成為高階 JavaScript 程式設計師的使
用手冊，而是教導如何選擇性地把玩程式碼，讓動畫展現神奇效果。

第九章包含一些極有趣的專案，在之前章節習得的所有技巧，都得以

發揮運用。

•  第四部：發布 Animate 構圖透過 Animate 構圖的發布，協助你將
成品傳達予觀眾。本部分將說明如何打造響應式設計（responsive
design），讓動畫無論在電腦、智慧型手機或高畫質電視，看起來都
一樣完美。同時，也會講解在面對不支援 HTML5 的瀏覽器時，該怎
麼解決相容性問題。

附錄 A 說明 Animate 在 Windows 和 Mac 電腦的安裝方法，並提供可閱讀
討論和獲取更多 Animate 資源的地方。

附錄 B：依功能表分類，簡要介紹各功能表的命令及其功能。

關於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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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動
畫家、網頁設計師和程式設計師有個共通的特性：他們都討厭重複

做同一件工作。因此，所有相關應用程式，皆提供各式工具和技術，

幫助減少乏味的差事，讓我們能盡量把全部時間花在創作上。在 Animate

中，符號（symbols）就具備此功能。我們只需建立元件一次，就能不斷
重複使用該元件。符號也使網頁更具效率。若想建構落下無數雨滴的場

景，只需定義一顆雨滴，即可讓整片天空布滿它。各複本的大小、旋轉角

度和不透明度等，甚至可以個別更改，為場景增添變化。[Page-123]

在開始深入瞭解符號後，你會驚訝於其強大的功用。符號除了能用於複製

單一元件，還能將多個不同元件群組至其中。因此，在建立停車標誌時，

就能將八角形和文字方塊組合成一個符號。不僅如此，符號並非只是靜態

的元件，每個符號都有其專屬的作業舞台及時間軸。想製作馬兒奔跑的動

畫嗎？建立一個馬的符號，且讓馬腿呈奔跑動作。然後，就可以將此符號

置於紀念碑谷（Monument Valley）的背景上。若運用上一章的觸發器和
動作，甚至能控制奔跑的起迄。

本章的內容，涵蓋符號的建立、使用和編輯等所有相關說明。此外，還會

針對 Animate 的 Library（資源庫）面板，講解其部分使用技巧。Library
面板是存放符號和其他專案資產的地方。

巧妙運用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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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Adobe Edge Animate: THE MISSING MANUAL

  ▇ 關於符號
在重複使用已建立的物件時，拷貝貼上是最直接的方法。然而，此歷史悠

久的技巧能夠節省時間，卻無法節省空間。假設我們正以 Animate 為全新
升級的蟑螂屋製作廣告，且需要在廣告中呈現一大群蟑螂。所以，我們繪

製了一隻蟑螂，並拷貝貼上 100 次。恭喜！現在我們有 101 隻蟑螂⋯以及
一個龐大且載入緩慢的頁面。

有別於上述作法，我們應該將第一隻蟑螂儲存成 Animate 中的符號。符號
讓我們得以重複使用物件，同時將動畫的檔案大小壓至最低。如同以往，

Animate 在建立符號時，會將該符號，亦即原版的資訊儲存在文件中。
Animate 需要某些資訊來追蹤符號複本（實例〈instance〉）的位置，以
及其在作業舞台上的改變，而這些資訊，也是Animate在建立實例的時候，
唯一新增至檔案的東西。[Page-124]

因此，在拖曳符號實例至作業舞台，以建立一群蟑螂的圖像時，無論是我

們或 Animate 都不需要重複繪製蟑螂。而且，只要改變各蟑螂實例的不透
明度、位置、大小和傾倒角度等，就能讓其更有變化、更寫實。就算符號

只能促進檔案最佳化，也已經值得使用，更何況，其還具備更多附加價值：

•  群組化：將某些元件群組在一起，使其能夠同時操作，以節省時間並
保持條理。以蟑螂廣告為例，我們可以將身體、腿和觸鬚組成一個單

位，讓每隻蟑螂都能方便地在作業舞台中移動。

•  一致性：理所當然地，符號的各個實例間幾乎一樣。我們可以改變某
個實例的特徵，例如不透明度，以及在作業舞台上的位置，但是，無

法在不改變所有其他實例的前提下，重新繪製實例。Animate 不允許
此類操作（譬如，我們不能將蟑螂改成瓢蟲）。當各物件間極為需要

基本的一致性時，符號絕對能幫上大忙。

•  即時更新：若想將蟑螂從咖啡色改成黑色，只要編輯儲存於 Library
的「原版」蟑螂，Animate 就會自動更新所有該符號的實例。所以，
假設我們建立了用於呈現蟑螂屋包裝的符號，並在動畫中使用大量的

實例，結果老闆卻告知，行銷團隊已經重新設計包裝。此時，如果我

們是用拷貝貼上來建立所有的包裝盒，就必須逐一手動尋找並調整。

但是，假如是使用符號，就只需調整 Library 中的符號即可。Animate
會自動更新該符號的所有實例。

這樣是否代表我們無法只改變作業舞台上的其中一隻蟑螂呢？答案是

否定的。我們可以改變任一實例，且不會影響其他實例或符號本身（譬

如運用不透明度屬性，將其中一隻蟑改成淺棕色後，其他深棕色蟑螂

不會受到影響）。

關於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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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第六章：巧妙運用符號

利用符號 
建構動畫

•  巢套（nesting）功能：符號內可以包含其他符號。將符號插入其他符
號的動作，稱為巢套。相較於個別建立影像，此功能僅需極少的檔案空

間，就能建構出獨特且繁複的影像。假設我們繪製了完美的昆蟲眼睛，

即可將其轉存為符號，並置於蟑螂、瓢蟲，以及其他昆蟲的符號中。

  ▇ 利用符號建構動畫
本單元將進行瘋狂科學家實驗：建構蟑螂並盡量減少其組成部位（符

號），而且所有元件皆需用 Edge Animate 建立。換言之，我們僅能使用
Animate 的陽春繪圖工具：矩形和其表親圓角矩形，以及橢圓形。在建置
過程中，必須發揮一點創造力。需要指引嗎？以下步驟，將以 Animate 的
繪圖工具建立三個符號。然後，我們再將此三部分組合成一隻還算漂亮的

蟑螂（假如真的有這種東西）。[Page-125]

1. 建立並儲存新的 Animate 專案，並以 Build-A-Roach 命名。

請確認檔案係儲存於其專屬資料夾。畢竟，我們不會想要到處都有蟑螂。

2. 運用圓角矩形工具繪製蟑螂的身體，長 200px、寬 100px。

挑選一個醜陋的咖啡色，當做蟑螂的顏色。例如：R=70、G=60、
B=30 就很適合。

祕訣：即便最終目的是擁有一堆小蟑螂，還是先建構一隻巨大的原版蟑螂較為容

易。如此，才能較靈活地用滑鼠調整控點，以及其他需要操控的物件。我們可以

在新增蟑螂至專案的時候，再將其縮小。

3. 利用變形工具或 Properties 面板中的圓角半徑工具，讓圓角矩形呈卵
形，且兩端略尖──就像蟑螂的身體一樣。

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蟑螂，所以我們做的蟑螂無需跟書本相同。 

祕訣：在某些情況下，繪圖時最好關閉智慧型參考線（Ctrl+U 或 ⌘ - U），以避

免在調整元件位置或控點時，出現沒必要的靠齊動作。

4. 在蟑螂身體上按右鍵（Control 點按），並點選快顯功能表中的
Convert to Symbol（轉換成符號）。

如圖 6-1 所示，Create Symbol（建立符號）對話框隨之顯現，其中包
含 Symbol Name（符號名稱）欄位，以及「Autoplay timeline（自動
播放時間軸）」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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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Adobe Edge Animate: THE MISSING MANUAL

圖 6-1
每次建立新的符號，都需為其命名。該名稱將顯

示於 Library 面板的 Symbols 子面板內。在建立
某符號的實例時，也可以讓每個實例擁有不同的

元件 ID，藉此分開操控各實例。

5. 於 Symbol Name 欄位中輸入 Body。「Autoplay timeline」保持開啟
狀態，並點按 OK。[Page-126]

點按後，原本簡單的圓角矩形遂而轉變成符號，並擁有符號的所有特

殊權限。該怎麼分辨符號和普通的矩形呢？在選取該物件後，請至

Properties 面板，觀察其名稱旁的圖示。當圖示為齒輪形狀，就表示
它是符號。

6. 選取作業舞台上的 Body，並於 Properties 面板的 ID 欄位，輸入
bugBody。

建立蟑螂時，我們需要使用多個 Body 符號的實例，因此，最好讓各
實例都有適當的 ID。

7. 將另一個 Body 的實例拖曳至作業舞台，並以 bugHead 命名其 ID。
然後，調整此實例的大小和形狀，以符合昆蟲頭部的樣貌。

調整大小時，除了能藉由拖曳 bugHead 定界框（bounding box）的控
點外，也可以如圖 6-2 所示，運用 Properties 面板內的控制項。

建構包含多個部位的腿部符號

目前，蟑螂只有由單一符號建置的兩個部位。我們也可以繼續利用 Body
符號來改善蟑螂的外觀，例如，用 Body 符號製作蟑螂翅膀，並分別以
leftWing（左翼）和 rightWing（右翼）命名其 ID（非政治雙關語）。接著，
運用不透明度、大小和傾斜屬性，讓圓角矩形呈現翅膀的樣貌。撇開翅膀

不管，此蟑螂真正需要的是六隻腳，這樣牠才能在燈亮起時四處逃竄。

蟑螂腳的製作方法，是先建立單腳的符號，以供設置於各個位置：左、右、

前、後和中間。操作步驟如下：

1. 繪製一個狹長且看起來像腳的矩形，並將背景色設成黑色。

利用符號 
建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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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若
你有做第五章的範例練習，就已經接觸過 JavaScript 和 jQuery
了。Animate 在建立觸發器和動作時，也會同時產生 JavaScript ／

jQuery 程式碼。現今的瀏覽器皆支援且通用這種程式碼，除非使用者特意
關閉 JavaScript。相同於第七章提及的 CSS 程式碼，JavaScript 也能穿插
於網頁的 HTML 碼中，或是以外部 JavaScript（.js）檔的形式，連結至該
頁面。[Page-177]

本章的目的並非提供 JavaScript 和 jQuery 的完整知識，但是，它將協助
起步。我們將學習如何閱讀 Animate 產生的程式碼，以及學習程式碼的修
改方法，以視需求自訂 Animate 構圖。有用的訣竅和技巧貫穿本章，有
助於在使用 Animate 時，解決常見的問題。本章大多著重在 JavaScript 和
jQuery 的理論，第九章將講解如何將理論付諸行動。

  ▇ JavaScript 和 jQuery 歷史沿革極簡版
很久很久以前（於 1990 年代），有個公司名叫 Netscape，其推出了當
時最廣為使用的瀏覽器 Netscape Navigator。好景不常，它很快地陷入
與 Microsoft 公司的生死戰，因為該公司發表了名為 Internet Explorer
的競爭瀏覽器。Netscape 為了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部分 Netscape 高
手開發出一種指令碼語言（scripting language），用於新增自動操作及
互動式功能至網頁。此語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諸如 Mocha 和
LiveScript，不過，演變至 JavaScript 後終於定了下來。JavaScript 大受

利用 JavaScript 和
jQuery 操控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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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群眾的歡迎，並且廣為使用。連 Microsoft 都開發出其自家版
本 JScript，JavaScript 的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不過這是另一段故事了。
JavaScript 不時遭遇最常見的技術困難：瀏覽器間的標準和執行衝突（意
即：Microsoft 的 Internet Explorer 運作，不同於所有其他瀏覽器）。隨
著時間的推移，許多這類問題得以解決。各瀏覽器對 JavaScript 的支援更
加一致，不少 JavaScript 函式庫也建置完成，讓網頁設計師能更專心致力
於建構頁面，不再需要為瀏覽器的不一致煩心。jQuery 是其中最知名的函
式庫之一（無意冒犯）。jQuery協助 JavaScript程式設計師解決不少問題，
徹底實踐其標語：「Write less, do more（寫得少，做得多）」。伴隨
HTML5 的出現，許多功能強大的全新網頁建置工具遂而誕生，在搭配使
用時，它們的確法力無邊。不僅網頁建置人員開心，網頁瀏覽者也充分享

受視覺饗宴和互動經驗。很遺憾地，Netscape 無法倖存，但是 JavaScript
活出了一條康莊大道。[Page-178]

JavaScript v.s. ActionScript 和其他語言
若你熟諳 Flash，且開始將 Animate 納入你的網頁建置工具，你不會
感 到 孤 立 無 援。ActionScript 是 Flash 的 程 式 語 言， 而 JavaScript 與
ActionScript 有許多共通之處。技術上，它們都屬於指令碼語言，
也就是在網頁等其他環境內執行的程式語言。不僅如此，JavaScript
和 ActionScript 皆採用相同的程式語言標準（programming language 
specification）：ECMA-262。

注意：想必你渴望知道何謂 EMCA，其為 European Compute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歐洲計算機製造商協會）的縮寫，這個單位是規範此程式語言標

準的標準訂定組織。

起初，程式設計師同時運用 JavaScript 和 ActionScript 片段（snippet），
以完成簡單快速的任務。這些片段近似Animate中的觸發器和動作。例如，
在 ActionScript 中，可能出現以下內容：

on (press) {
 startDrag(this);
}

通常，在網頁的 HTML 程式碼內，也會看到 JavaScript 穿插其中。從技
術角度來看，JavaScript 和 ActionScript 屬於高階程式語言，因為相較於
以 1 和 0 構成的機器語言，它們更貼近人類語言。

JavaScript 和 
jQuery 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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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行探索 Animate 
建立的 JavaScript

  ▇ 逐行探索 Animate 建立的 JavaScript
若只想建立從頭執行到尾的簡單動畫，就不必鑽研 JavaScript ／ jQuery
程式碼。然而，假如想讓專案擁有互動性，或想呈現其他炫目功能，就會

需要第五章解說的觸發器和動作。我們必須大概瞭解 JavaScript 和 jQuery
的運作方式，才能擁有觸發器和動作的修改能力。在一開始，或許會覺得

程式和動畫是很有趣的組合，因為，圖像設計師和程式設計師的特質是如

此地不同。不過仔細想想，程式和繪畫都是創作性的活動。如同圖像設計

師，程式設計師也需要想像力和洞察力。而且，動畫是一門非常計劃性的

視覺藝術，它憑藉許多可重複使用的動作來完成，並且分支至不同的場

景。在龐大的創意團隊中，大家各司其職，有的人負責視覺設計，有的人

負責程式碼。不過，任職於較小店家的人，經常一人分飾兩角。

閱讀程式碼，是瞭解 JavaScript 運作方式的最快方式之一。方法很簡單，
同時也是本章要做的事。我們可以在儲存專案後，先檢視 Animate 建立的
程式碼。然後，新增一個元件或修改一個地方，再檢視 Animate 新建的程
式碼。漸漸地，就能瞭解各段程式碼的作用。[Page-179]

請跟著以下步驟操作，體會這種方法所發揮的功效：

1. 建立一個新 Animate 專案並立刻存檔，請將其命名為 Empty。

Animate 隨即建立 HTML 和 JavaScript 檔。

2. 點按 File → Preview In Browser。

瀏覽器隨之開啟專案。Surprise ！其只是個空白頁面。

3. 在瀏覽器中的網頁上按右鍵（Control點按），並點選「檢視原始檔（或
檢視網頁原始碼）」。

大多數的瀏覽器，會以網頁形式顯示 HTML 程式碼，且顯示於新分
頁或新視窗內。

空白網頁原始碼的大部分內容，都曾在前幾章討論過。其中，<script> 參
照至 JavaScript 的預載程式 Empty_edgePreload.js。預載程式負責將專案
連結至所需資源，大多數的資源都是 JavaScript 函式庫。相關詳細說明請
參閱第 191 頁。edge_includes 資料夾中的檔案不得更動，因為，它們皆
是如 jQuery 等的標準函式庫。而專案專屬的兩個 JavaScript 檔案，則是
我們需要檢視的程式碼。很方便地，它們的所在位置相同於網頁的 .html
檔，而且檔名的第一部分與專案一樣。因此，如圖 8-1 的下半部所示，
當專案名稱為「Empty」，預載程式的檔名就會是 Empty_edgePreloader.
js。下方的預載程式碼中，有個名為「aLoader」的物件，以及它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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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請留意定義中的 JavaScript 檔名，如 jquery-1.7.1.min.js 等。它們
都是 Edge Animate 發揮強大功能時，所必須的 JavaScript 程式檔。開頭
為「loadResources(aLoader, doDelayLoad)」的程式碼，則是用於使用
aLoader 物件的函式。JavaScript 檔除了能以瀏覽器檢視，也可以利用記
事本（Windows）或文字編輯（Mac）等文字編輯器來觀看。除此之外，
Adobe 推出的 Edge Code 也能夠檢視和編輯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檔。它是 Edge 家族的成員之一，如需此應用程式，請至 Adobe Creative 
Cloud 取得（http://creative.adobe.com）。[Page-180]

aLoader = [
    { load: "edge_includes/jquery-1.7.1.min.js"},
    { load: "edge_includes/jquery.easing.1.3.js"},
    { load: "edge_includes/edge.1.0.0.min.js"},
        {test: !hasJSON, yep:"edge_includes/json2_min.js"},
          { load: "Empty_edge.js"},
          { load: "Empty_edgeActions.js"}];

loadResources(aLoader, doDelayLoad);

圖 8-1
上圖：所有知名瀏覽

器皆提供網頁 HTML
原始碼的檢視功能。

如 本 圖 所 示， 在

Chrome 中的檢視命
令為按右鍵→檢視
網頁原始碼（View 
Page Source）。

下圖：此原始碼中，

包 含 Animate 新 增
至網頁的預載指令

碼（script）。 而 這
些指令碼則將數個

JavaScript 函 式 庫
連結到此頁面。

逐行探索 Animate 
建立的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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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e專案檔案
本書的第 3 頁就曾說過，只要在 Animate

中存檔，即使你什麼都沒做，Animate 也

會自動建立數個檔案。關於那些檔案是哪

些，其又具備何種功能？以下內容將簡要

說明。假設所建立並儲存的專案名稱是

Empty，在名為 Empty.html 的 HTML 檔中，

會 看 到 <script> 標 籤， 用 於 載 入 Empty_

edgePreLoad.js。而此預載程式，則會連結至

以下檔案，只不過版本可能不盡相同：

jquery-1.7.1.min.js：jQuery的官方函式庫。其

包含各式各樣的常式（ routine），讓我們能

輕鬆寫出適用於所有瀏覽器的程式碼。不僅

如此，jQuery也使網頁元件的識別更加容易。

有關選擇器的詳細說明，請參閱第 201頁 。

jquery.easing.1.3.js：jQuery函式庫的外掛程

式。此檔案處理所有轉場特效使用的酷炫加

減速效果。它屬於標準函式庫，因此，若你

精通 JavaScript／ jQuery，也可以將其運用

在 Animate以外的地方。

edge.1.0.0.min.js：Edge Animate JavaScript

函式庫。在製作動畫和其他特效的過程中，

所建立的 JavaScript程式碼，就是參照函式

庫內的方法（method）和函式。

json2_min.js：特製的 JavaScript 函式庫，

經常用作資料交換格式（ data interchange 

format）。

若想使瀏覽器能快速地載入和顯示網頁，就

必須盡量減少頁面顯示前的資料載入量。檔

名包含 min的 JavaScript檔案，即表示其已

「縮小（minified）」，或是在建立過程中

就已盡力保持精巧。優點：其載入迅速；缺

點：人類難以理解。假如有興趣看看可理解

的 jQuery原始碼，請至 http://jquery.com。

總的來說，我們無需掛心這些檔案的內容。

事實上，它們已明確警告不可進行任何更

動。這些檔皆自成一格地，安全存放在

edge_includes資料夾中。

至於其他 Animate 建立的檔案，係位於

HTML網頁文件的所屬資料夾。這些檔案不

但可供檢視，也應該仔細瞭解。如本章所言，

它們甚至可以修改，以調整專案。當專案名

為 Empty時，你會看到：

Empty_edge.js：此檔案定義專案中的作業舞

台、時間軸及元件。它定義各元件的基本狀

態（ base state）或起始點。在建立一個轉

場特效後，元件會在一段時間（ duration，

持續時間）內，from（從）一個狀態轉換

to（至）另一個狀態。

Empty_edgeActions.js：假如新增觸發器和動

作至 Animate構圖，其詳細資訊就會被存放

在這個檔中。如欲修改或自訂動作，除了可

以在 Animate的程式碼面板中操作，也可以

直接修改此檔。

Empty_edgePreload.js：此為預載程式，負

責載入 Animate發揮功能時的所需資源和指

令碼。[Page-181]

程式設計師診療室

祕訣：大部分的瀏覽器，都具備網頁 HTML 原始碼的檢視功能。命令名稱通常

是「檢視原始檔」或「檢視網頁原始碼」。如圖 8-2 所示，若是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在點選「檢視網頁原始碼」後，就可以直接點按程式碼中的

逐行探索 Animate 
建立的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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