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V

閱讀方法
每個作品規劃了「學前導讀」、「範例操作」、「重點整理」與「延伸應用」四大

單元要點，循序漸進引導您理解與設計動畫作品。

本書將以原理說明為基礎，讓您在經過整理規劃的學習軌跡中，發現用 Flash 玩動

畫比你想的簡單。

作品的預覽結果，並說

明展現方式、設計重點

與範例檔位置。

作品製作的流程

說明與相關圖片。

作品中角色分析與說明頁碼

章名與章號

此節主要功能名稱與作

品功能內容講解。

此書篇名，全書分為三大篇，

以漸進的方式引導使用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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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重要概念說明 練習檔中已鋪陳好的內容說明 作品步驟說明

針對本章範例的重點進行整理 章後練習 作品執行效果展示 操作步驟提示

小提示，讓使用者在學習時注意一些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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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演練

9.1 動畫搶先看
本章作品先以最基礎的靜態遮色片做為學習開端，藉此熟悉遮色片功能的操作方法，接

著再利用遮色片物件設計成二種動態型式的影片片段元件；另外使用手繪效果及逐字顯

示，並套用遮色片功能，組合豐富的動態特效。

 ▌動態效果

展現方式：

搭配襯底音樂，背景在淡入進

來後，先產生手繪效果的巴黎

鐵塔，再逐字出現文字。

名稱：背景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名稱：短文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名稱：music.mp3

類型：聲音元件

設計重點：

淡入與套用濾鏡、運用影片片段元

件成為遮色片、將筆畫停止在目前

影格。

參考完成檔：

附書光碟

<練習範例 \ ch09 \ 完成檔 \ 09-01.swf>

 ▌元件角色

此範例元件庫內的元件主要是協助作品：美化設計、背景逐漸淡入與顏色漸變的效果、

遮色片功能套用...等動作，相關元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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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名人語錄 - 遮色片與濾鏡效果

 1
設計背景圖片逐漸淡入及顏色漸變效

果，並套用遮色片功能，讓邊框呈現不

完整的效果。

3

將靜態筆畫圖像轉換成影片片段元件，

並透過遮色片功能及程式碼指定狀態。

製作一個矩形色塊，應用傳統補間動畫

技巧，產生由左至右慢慢遮住文字的影

片片段元件。

2

 ▌製作流程

名稱：背景框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巴黎鐵塔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筆畫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綠色色塊

類型：圖像元件

4
進行影格搬移，產生各個圖層中矩形色

塊進入的時間差，然後再運用遮色片功

能，達成逐字顯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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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演練

9.2 不完整邊框的靜態遮色片
遮色片效果，就是透過上方圖層的遮色片項目，如：填色形狀、文字物件、圖像元件或

影片片段來控制下圖層欲看到的範圍。只要記住一個特性：「被遮住的部分才會顯示出

來」，當遮色片項目呈現何種樣貌，顯示出來的範圍就為此一外觀。

請開啟本章範例原始檔 <09-01.fla> 練習，以下便依循步驟，先利用最基礎的靜態遮色

片，展現背景。

 e 此原始檔已於 背景 圖層佈置上動畫底圖，音
樂 圖層放置搭配的背景音樂。而後續說明要
加入的元件、遮色片將會一一設計在其他相

關圖層中。

01 延伸影格

為了方便後續的製作，請先將相關的場景及圖層，透過影格進行延伸。

按  鍵不放，選按 音樂 
圖層影格 215，連續選取所
有圖層的 215 影格。

選按  短文遮色片  圖層影格 
215。

按  鍵延伸影格至此。

ch09.indd   4 2012/12/14   下午 0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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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名人語錄 - 遮色片與濾鏡效果

02 設計背景圖片漸漸淡入的效果

請將 背景 圖層內的影像設計為漸漸淡入的動畫效果。第一步，先在影像最後欲完整顯

示的影格上建立關鍵影格。

選按 背景 圖層影格 20，按  鍵轉換成關鍵
影格。

於 背景 圖層影格 1 及 20，進行影像透明度的設定。

選按 背景 圖層影格 1，於舞台上的 背景 元件
實體上按一下滑鼠左鍵選取，於 屬性 面板 顏
色效果 項目中設定 樣式：Alpha、「0%」。

再選按  背景  圖層影格  20，於舞台上的  背
景  元件實體上按一下滑鼠左鍵選取，於  屬
性 面板 顏色效果 項目中設定 樣式：Alpha、
「100%」。

完成背景影像開始與結束的透明度變化設定後，接著利用 傳統補間動畫 功能製作出漸

變的效果。

在 背景 圖層影格 1 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按
建立傳統補間動畫。

ch09.indd   5 2012/12/14   下午 04:12:13



10-2

實例演練

10.1 動畫搶先看
本章作品運用「骨塊」的特性，將骨架套用在鋼鐵人的多個元件實體上，並加入 3D 動

畫的「旋轉」與「轉譯」功能，依設計者喜歡的肢體動作設計出鋼鐵人在舞台上大跳舞

蹈的動畫。

 ▌動態效果

展現方式：

主角鋼鐵人在舞台上大跳勁

舞，再配合移動的效果與音效

讓動畫整體更為生動活潑。

設計重點：

3D 旋轉、轉譯功能讓鋼鐵人面具上

下移動，而骨塊功能則讓手臂與腳不

停的舞蹈著。

參考完成檔：

附書光碟

<練習檔 \ ch10 \ 完成 檔 \ 10-01.swf>

 ▌元件角色

此範例元件庫內的元件主要是協助作品：動態背景美化、背景音效設計、鋼鐵人零組件

佈置...等動作呈現：

名稱：舞台背景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鼓掌聲音.mp3

類型：聲音素材

名稱：背景描圖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鼓掌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ch10.indd   2 2012/12/17   下午 04: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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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熱舞鋼鐵人 - 骨塊工具與 3D 動畫

 ▌製作流程

名稱：身體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腳2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手臂1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頭盔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頭盔完成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名稱：手臂2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腳1

類型：圖像元件

名稱：面具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3
為舞台上的鋼鐵人相關元件實體建立 骨塊 

與 骨架，並限制接合點的旋轉角度。

4
設計鋼鐵人各影格內手臂與腳的擺放姿

勢，再使用 3D 轉譯 與 3D 旋轉 工具為鋼

鐵人面具部分設計 3D 轉動的效果。

5
最後加上背景舞台圖像與音效，讓鋼鐵人

的舞蹈更為生動。

2
確認要加上骨塊的元件實體的 變形點 所

在位置，並將變形點調整至合適的位置。

1
從元件庫中拖曳鋼鐵人相關元件至舞台上

組合，完成鋼鐵人的佈置。

ch10.indd   3 2012/12/17   下午 04: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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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演練

10.2 認識骨塊動畫
骨塊工具是使用「骨塊」結構輕鬆地為物件建立連鎖般的效果，不論是扭曲、走動、甩

尾、跳舞...等動作，只需要簡單的設計就可以自然的展現出來。

骨塊的基本概念

有了「骨塊」，元件實體會依配置好的骨塊結構來動作，動畫中常見的角色：人物、動

物、植物、交通工具...等，均可以使用骨塊來製作關節間的動態效果。在使用骨塊功能

前先針對製作時常會用到的幾項名詞做說明：

骨塊：透過 骨塊工具 為舞台上的一個個

元件實體設計彼此間的關連 (如右圖鋼鐵

人上方紫色線條部分)，即稱為骨塊，可

有效控制元件實體的動作。

接合點：二個骨塊相接連的點，在製作時

會出現一個圈圈標示 (如右圖鋼鐵人骨架

中綠色圈圈部分)，即稱為接合點。

骨架：由一個個彼此間互相關連的骨塊組

成的骨塊鏈，即稱為骨架。

節點：一個個加上骨塊的元件實體即為節點，附加在節點上的骨塊會依指定的動作帶動

節點，當移動骨架中內任一個骨塊，其他連結的骨塊就會依彼此觸發的關係開始動作，

自動產生了位置或角度上的變化。 (如下圖所示)

ch10.indd   4 2012/12/17   下午 04: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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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熱舞鋼鐵人 - 骨塊工具與 3D 動畫

什麼物件可以加上骨塊？

並非所有的物件都可以加入 骨塊，目前只可以將骨塊加在元件實體或形狀物件上。

 █ 元件實體：骨塊可加在 影片片段、圖像 及 按鈕 元件的元件實體。

 █ 形狀物件：骨塊可加在打散的形狀物件上 (包含打散的文字)，但要加上骨塊的形狀

物件記得不要套用太複雜的色彩與設計，以免無法順利套用 骨塊 功能，而形狀物

件在進行骨塊運動時較容易產生變形或破碎的問題，這個部分請參考章後的 延伸應

用 操作說明。

常用骨塊編輯輔助鍵

一般物件設計時常會用到新增、刪除、重新建立、移動...等編輯動作，在 骨塊 功能中則是

透過幾個工具鈕與輔助鍵協助編輯，在著手製作範例前，先來認識這些實用的好幫手。

 █  骨塊工具 鈕：選按 工具 面板 骨塊工具 鈕，可於物

件上方加上一個個骨塊，每個骨塊都有一個圓端的頭部

和一個尖端的尾部。骨架中的第一個骨塊是根骨塊，其

頭部周圍會顯示一個圓形(如右圖綠色圓形)。

 █  繫結工具 鈕：選按 工具 面板 繫結工具 鈕，可編輯個

別骨塊和形狀控制點之間的連結，以調整移動骨架時形

狀物件發生扭曲、破碎的情況。

 █  鍵：先選按 工具 面板  選取工具 鈕，選取各別調

整的骨塊物件 (被選取的骨塊會改變顏色)，再按鍵盤上的 

 鍵不放拖曳即可針對各別骨塊調整出新的動作。

 █  鍵：先選按 工具 面板  選取工具 鈕，選取物件上要

刪除的骨塊物件 (被選取的骨塊會改變顏色)，再按鍵盤上

的  鍵即可刪除該骨塊。

 █  +  鍵：先選按 工具 面板  選取工具 鈕，針對

已加上骨塊的節點 (元件實體) 各別選取，再按鍵盤上的 

 +  鍵不放拖曳即可將各別節點調整至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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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設計

15.1 動畫搶先看
在佈置好場景後，如何使用 ActionScript 達到「將影片片段化為按鈕」、「載入外部圖

片」、「動態顯示按鈕文字」、「使用CSS設定文字樣式」、「模糊淡入顯示圖片特

效」...等設計項目，現在就帶您一起來了解設計這些效果時所必備的要素。

 ▌動態效果

展現方式：

藉由滑鼠選按右方的標籤按

鈕，左方的展示區可以切換不

同的照片。

名稱：photo_mc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名稱：imgBtn

類型：影片片段元件

名稱：標籤

類型：圖像元件

設計重點：

使用程式碼控制影片片段執行按鈕動

作、顯示按鈕文字，並以模糊淡入的

方式顯示照片。

參考完成檔：

附書光碟

<練習範例 \ ch15 \ 完成檔 \ 15-01.swf>

 ▌元件角色

此範例元件庫內的元件主要是協助作品：放置顯示照片、排列相關選單按鈕...等動作，

內容如下：

ch15.indd   2 2012/12/17   上午 1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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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行照片 - 高質感播放設計

6
設定ActionScript；利用迴圈為每個按鈕

設定所要顯示的主圖及播放的動作。

4
設定ActionScript；利用迴圈為每個按

鈕的元件實體加上不同的文字，並利用 

CSS 為每個按鈕文字設定顯示樣式。

5
設定ActionScript；運用 TransitionManager 

(轉場) 類別與 easing (特效) 類別設計

出：照片會淡入後再一閃的轉場特效。

 1
於 場景 1 舞台上佈置照片展示區塊與切

換照片按鈕的相關元件實體，並為元件

實體命名。

3

在按鈕的影片片段中，利用 ActionScript 

將影片片段模擬成按鈕的功能。 

設定ActionScript；利用迴圈為每個按

鈕的元件實體加上不同的文字，並利用 

CSS 為每個按鈕文字設定顯示樣式。

2

 ▌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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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設計

01 放置顯示照片的影片片段元件並命名

選按 照片 圖層影格 1，首先將顯示照片的影片片段元件放置在舞台的左方。

拖曳 元件庫 面板中的 photo_mc 影片片段元件至舞台的左方擺放。

15.2 佈置展示舞台
製作旅行照片展示畫面的第一步，就是將會應用到的元件佈置到舞台上，並進行元件

實體命名的動作。其中包括了顯示照片的區塊與一旁供選取的按鈕，如此即可使用 

ActionScript 來控制照片的展示。

請開啟本章範例原始檔 <15-01.�a> 練習，作品的舞台要加上顯示照片的區塊與五個按鈕

以供使用者選按切換顯示的照片。

 e 此練習檔預設並未在舞台上放置任何物件，

而後續說明要加入的元件與程式元素將會

一一設計在其他相關圖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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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行照片 - 高質感播放設計

拖曳 元件庫 面板的 imgBtn 影片片段元件至
舞台右方擺放。

再拖曳 元件庫 面板的 imgBtn 影片片段元件
至舞台右方，由上而下的擺放，一共要佈置五

個，請如上圖整齊排列。

在 屬性 面板中可看到影片片段元件已設定好寬高的數值，若是想加入自己喜愛的影

像，必須先將影像大小調整與影片片段元件大小一樣，這樣後面利用程式碼載入時才不

會超出範圍，接下來要來調整影片片段的實體與位置。

02 放置代表按鈕的影片片段元件並命名

選按 標籤 圖層影格 1，接著將代表按鈕的影片片段元件依序新增在舞台的右方。

選按 工具 面板  選取工具 鈕，在舞台上的元件實體選取狀態下，於 
屬性 面板設定 實體名稱：photo_mc、X：10.90、Y：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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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設計

選取上方第一個代表按鈕的元件實體  屬性 
面板設定實體名稱為 btn1。

接著要為這些代表按鈕的元件實體設定位置與實體名稱。

接著請依相同的方法，一一選取舞台上其他四個代表按鈕的元件實體 並在 屬性 面板 實體

名稱 欄位輸入 「btn2」、「btn3」、「btn4」、「btn5」即完成舞台上元件實體的佈置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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