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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動畫創作的流程

前面幾個章節學習的是在動畫製作的過程當中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元素，包括了角色

的設定、背景的繪製、物件的上色，以及文字的動畫等。以上這些都是要進行動畫創

作之前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知識，就如同想要繪製水彩畫之前要先瞭解水彩筆、顏料、圖

畫紙的用法與用途一樣。基礎的動畫知識準備好了之後，接著就要進一步的學習動畫

創作的技巧。

從這一個章節開始，要介紹動畫創作的原理以及基礎的動畫繪製技巧。在介紹動

畫創作之前，首先要釐清動畫的製作流程，因為這一個部分在很多動畫相關的書籍當中

都有書寫，但是內容寫的都有點不太一樣，這些多樣化的製作流程常常會讓人看的一頭

霧水。這其實是因為各家動畫公司的性質不同，例如製作傳統動畫的公司在動畫的手

稿繪製之後，還需要進入掃瞄與上色的部門進行繪製的工作。而製作 3D動畫的公司在

動作調整好之後，還需要燈光與算圖的部門進行後續的動畫製作。而提供行動通訊的

業者或是網路動畫的製作公司也會有一些個別的需求。不同的公司或工作室在過程上

都會有些許的差異，再加上動畫的製作過程非常繁複，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而產生

眾多的版本。所以在這裡要將動畫的製作流程做一個簡單的整理與介紹，看完之後讀

者就可以知道這些過程順序的源由與因果關係。

錄音配樂

動畫製作

故事

分鏡腳本

剪輯

發行

背景繪製



動畫與分鏡　07動畫與分鏡　07動畫與分鏡　07

7-3

C
H

A

PTER

在動畫創作的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說故事」，不管 2D、3D都需要故事。有

了吸引人或是感動人的故事才能夠發展出讓人駐足的動畫影片。而導演所擔負的重責

大任，就是要好好的跟觀眾訴說一個曲折離奇或是感人肺腑的故事。只是他除了用

「說」的，還會找一大堆人來幫他把故事「繪製」出來。「說故事」的概念不只是適用

於動畫而已，平常到電影院看的電影也是一樣。電影其實也就是導演在看了本感動他

的書，或是聽到什麼動人的事件，亦或是想到什麼好的故事之後，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的內容。只不過他是大費周章的找了演員，然後運用各種精心設計過的道具與畫面，

向廣大的觀眾訴說他想要講的故事。

故事想好之後，比較完整的動畫製作流程會將故事的劇情內容繪製成「故事版」。

所謂的故事版（story board）有點像分鏡腳本但是卻不是分鏡腳本，故事版是用畫面呈

現出故事的大綱，然後一一貼到版子上，讓參與動畫製作的人員比較容易將想法或是文

字轉換成畫面的方式呈現。繪製故事版的好處是因為人腦是沒有限制的，導演在說故

事的時候可以天馬行空的發揮想像力或是天花亂墜的闡述故事的情節與內容，但是要把

「想」的「繪製」出來就可能會遭受某些客觀因素的限制。或是有的時候，將想像的畫

面呈現出來但是達不到想要的效果。因此在故事版討論的過程當中，也同時會進行動

畫的初步討論與修改。動畫創作在這個階段還會同時進行角色的設定以及場景資料的

蒐集。

故事的情節與內容確定之後，就要將故事版轉化繪製成比較詳細的分鏡腳本，動畫

的分鏡腳本又稱為「構圖」或是「Layout」。至於為什麼要畫分鏡腳本呢？這是因為動

畫製作與影像拍攝之間雖然有很大的關連，但是差異也很大。相信大多數的人都使用

過攝影器材，無論是 DV或是手機，看到好的畫面，隨時隨地都可以按下按鈕，就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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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拍攝。一個不小心還會多拍好幾分鐘。拍好之後，如果不滿意的話，就算刪除也

絕不手軟。但是動畫就不同了，在第 1章有提過，傳統動畫是以每秒 12格的方式繪製

的。在 Flash 的基礎設定當中，也是以每秒 12格的速率製作動畫，雖然 Flash 有「建立

補間動畫」的功能，感覺比起傳統動畫的「人工補間」在製作上要輕鬆一些。但是，

當您辛辛苦苦做完 1秒，也就是 12格畫面之後，說不定已經過了幾個小時了，如果這

時才覺得不滿意的話，可是會氣到想揍人的。所以在動畫進行繪製之前，會先進行分

鏡腳本的繪製，等到確認整個動畫的劇情與過程之後，才會開始分工進行動畫的繪製。

高成本的電影在拍攝之前也會進行分鏡腳本的繪製。之所以要將文字腳本轉換成

畫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導演可以進一步確認故事的結構，並且可以事先規劃鏡頭的運

用，以及演員的走位等等，同時還可以做預算的控管，例如在拍攝過程中，有那些鏡頭

畫面需要做特效，有那些演員必須做特殊化妝，或者是演員需要演出受傷的畫面，而必

須要製作道具等等。這些在電影中看到的「精彩」畫面的背後，都是一大堆白花花的

銀子堆砌而成的。所以如果能夠在分鏡腳本繪製的時候就可以先進行討論，讓經費能

夠精確的應用，而不至於花了一大堆錢，結果沒用到，或是鏡頭拍不到，那就∼囧。

在繪製分鏡的同時也會進行口白錄音的工作。Flash動畫與傳統動畫一樣，都是以

每秒 12格的方式繪製。如果沒有預錄聲音檔，在進行動畫製作的時候將會很難判斷人

物的口型。您可以拿著鏡子看著自己的，眼睛瞄著時鐘的秒針講「一秒鐘」3個字。有

沒有發現短短的「一秒鐘」口型就有很大的變化，而這些口型的變化要在 1秒 12格的

畫面畫面表現出來。所以如果沒有先錄音的話，等到動畫做完的時候，看起來就會像

電視當中，有的時候對嘴沒對準的戲劇。在大型的動畫電影製作過程中，還會將聲音

演員的影像拍攝下來，讓動畫家可以在繪製口型的時候有所參考。不過，網路動畫對

於這個部分就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挑剔，角色的口型通常都是「開」、「合」、「開」、「合」

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要在動畫做

好之後再進行配音的工作也是沒

有問題的。

很久很久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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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鏡畫好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動畫內容的繪製工作。在動畫的製作過程中，分

鏡畫好之後會開始分工。背景的部分交給背景部門繪製，人物的部分就交給動畫部門

進行繪製與調整。各類型的動畫公司，例如傳統動畫、3D動畫、網路動畫等，在這個

環節上會因為不同的需求而產生非常大的差異。在傳統的動畫過程中，當人物的動作

都畫好之後，還要送到著色的部門進行上色的動作。而 3D動畫則需要建模、骨架、材

質、燈光等等的設定與製作。

接著，當所有動畫的圖像完成之後，傳統動畫的製作會將背景部門畫好的背景，

以及動畫部門畫好的動畫送到攝影部門，將 12格畫面的每一格畫面重複一次，就變成

每秒 24格的動畫片集。而 3D的動畫則是需要將畫面所有的元素統整之後，進行「算

圖」的工作。最後，完成的動畫影片就會轉換成不同國家的播映模式，像是 PAL 的每

秒 25格模式，或是 NTSC 每秒 30格的播放規格。

看到這兒，想必讀者對於動畫的整個流程應該會比較瞭解一些。而不論傳統動畫、

Flash動畫或是 3D動畫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只是中間的過程與細節不同。而在動畫的

速率上，每秒幾格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更換圖像的速率要高於 1/10秒。這樣下回再看

到不同的動畫書中介紹的創作流程，就可以看看本書當中的簡化版本，再加以對照，應

該就不會感到迷惑了。

海星跑掉了。。。



7-6

 
 7-2 鏡頭的範圍

Flash動畫在創作的時候，雖然是利用畫筆或是電腦繪圖等方式完成的，並沒有用

到實體攝影機進行拍攝。不過動畫所呈現的形式就如同電影一樣，主要是透過螢幕的

畫面來播映創作者所要傳達的故事與情節。也因此動畫在建構畫面時，畫面的構圖以

及原理還是跟攝影以及繪畫相通的。因此在創作動畫時雖然沒有實體攝影機，動畫創

作者卻必須要在畫面與意象中透過虛擬的攝影機去構築出模擬攝影的畫面。包括了光

線的來源與色調，畫面的構成與場景的邏輯關係，前景以及背景的呼應。還包括了畫

面可能內含的隱喻，以及演員的走位等等，都是在繪製分鏡腳本或是構圖時需要考慮的

項目。

使用 Flash創作動畫的時候，雖然不像傳統動畫那麼複雜，但是仍舊需要遵循動畫

創作的原理與原則。接下來要進一步認識繪製分鏡腳本的繪製方式，首先要介紹鏡頭

的類型。這是依據拍攝演員的時候，畫面當中所能涵蓋演員的範圍，主要分為以下幾

種鏡頭的表現。

01K
IN

D

 極特寫

極特寫 _ECU（Extreme Close-Up）：鏡頭以非常

貼近的方式，拍攝演員身體的某個部位。這種鏡頭

的方式可以用來表現演員的細微變化，強化鏡頭所

要傳達的訊息。

02K
IN

D

 特寫

特寫 CU（Close-Up）：是以角色的頭部為主的

畫面，這種鏡頭的重點是盡量不要剛好卡在脖子

上，這樣在畫面上看起來會好像一顆大丸子，或是

看起來像是被切下來的腦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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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K
IN

D

 中特寫 : 

中特寫 MCU（Medium Close-Up）：鏡頭

的範圍涵蓋了角色的肩膀部位以上的畫面。

04K
IN

D

 中景 : 

中景 MS（Medium Shot）：鏡頭涵蓋的範

圍在角色的腰部以上。這種鏡頭也有一點點的

忌諱，那就是如果角色穿的是兩節式的衣物，

或是有繫著腰帶的話，盡量不要讓鏡頭切在上

衣的邊緣或是腰帶上。

05K
IN

D

 中遠景 : 

中遠景 MLS（Medium Long Shot）：鏡頭

拍攝的範圍在角色的膝蓋以上。如果角色是穿

著褲子，或是會露出膝蓋時，盡量不要剛剛好

切到膝蓋。不然當角色的腳在動作的時候會怪

怪的，會有被砍到腳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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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K
IN

D

 遠景 : 

遠景 LS（Long Shot）：這種鏡頭可以讓演

員的全身都進入畫面，能夠完整的表現出全身

的動態。

07K
IN

D

 極遠景 : 

極遠景 ELS（Extreme Long Shot）：這種

鏡頭通常會用在介紹故事發生的場景，由於能

看到完整的景色，所以人物在比例上會比較

小。片頭與片尾大部分會應用這種鏡頭表現。

08K
IN

D

 安全框 : 

動畫如果是在網路或是電腦上播放，就沒

有「安全框」的問題。但是如果要將動畫放到

電視上播放的時候，就必須要注意到安全框的

範圍，因為電視的訊號傳送到螢幕的時候，會

被螢幕的邊緣檢切。裁切的範圍因各廠牌的螢

幕有所不同，大約是 10/12的範圍內就非常安

全了，因此稱為安全框。所以如果製作的動畫

是要在電視播放的話，一定要記得安全框的範

圍，免得畫得很辛苦，卻被切掉一大半，就像

例圖中，兩旁所畫的樹在電視上是看不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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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畫面的安排

瞭解鏡頭取景的範圍之後，要介紹畫面的構成與安排。在這個部分有個很重要的

繪畫概念，這個概念跟電腦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追溯自很古早的文藝復興時期開始，

被西方藝術家廣泛應用的「透視圖法」。影響至今，透視圖法可以說是大多數的繪畫創

作所必需要依循的規則，也同時是大多數的電影、動畫、漫畫等等創作的準則。所以

有空的時候可以翻翻畫冊看看偉大藝術家的創作，也可以看看漫畫當中的構圖與透視，

都能夠增進對於畫面的掌控與安排的能力。接下來要介紹繪製分鏡腳本的重要觀念與

原則。

01c
o

ncept

 視覺中心 : 三分之一定律

觀眾在欣賞靜態圖像的時候，例如油畫、水

彩、漫畫等，可以仔細的觀賞畫面每一個部分的

細節。但是動畫是不斷變換的影像，觀眾無法全

面的注意到整個畫面的訊息。大部分時間只能

關注於畫面的中心，也就是將畫面分割為九宮格

之後，中央格子的部分，這也就是畫面的視覺中

心。在影像當中主要的角色表演、演員的五官表

情（尤其是眼睛），都最好能夠置於這一個範圍

演出。

02c
o

ncept

 拍攝角度 : 俯角

俯視的角度是由高處往下看的角度，配合極

遠景可以做為場景介紹的畫面。俯照會讓角色處

於較低微的地位。當角色受到挫折、失敗的時候

常用俯照來隱喻角色的情緒。也會應用在對話

的場景當中，以較為高大角色的觀點（POV－

Point of View）為拍攝角度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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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c
o

ncept

 拍攝角度 : 平角

平視的角度是很常使用的拍攝角度。平視

的角度可以將攝影機的位置調到比演員稍微低

一些的角度，這樣觀眾比較能夠融入戲劇中。

例如圖中的角色是比較矮小的，但是當鏡頭拍

攝他們的時候，就必須將攝影機的位置往下移

到演員的高度。這時如果還是以「人」的高度

拍攝，就會形成俯視的感覺。

04c
o

ncept

 拍攝角度 : 仰角

攝影機由低處往上拍攝，能夠凸顯角色的

雄偉巨大。常常用來拍攝巨人、高大的角色、

領導者或是地位比較高的角色。也可以用來隱

喻崇高的志向。在對話的鏡頭當中則用來表現

較矮小角色的 POV鏡頭。

05c
o

ncept

 地平線 : 

地平線通常會在中間 1/3的範圍，這樣在

視覺上會比較穩定與舒服。這種安排已經有幾

百年的歷史了，包括了繪畫、電影、動畫、漫

畫等等。但是如果一直都在中間 1/3的範圍會

太「穩定」，所以偶爾還是會將地平線移到偏

上或是偏下 1/3的地方。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盡

量避免讓地平線在畫面 1/2的地方，不然看起

來剛好上下切一半，會比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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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c
o

ncept

 一點透視 : 

為了的模擬真實的拍攝畫面，

透視圖法是必須要練習的。這裡簡

單的介紹三種基本的透視法。第一

種就是一點透視，也就是在地平線

上只有一個消失點，這是最簡單的

透視畫法，畫的時候要避免將消失

點放在「中心」，稍微「偏心」畫面

會比較活潑些。

07c
o

ncept

 兩點透視 : 

兩點透視就是在地平線上有兩

個消失點，這一種方式的圖像比較有

立體感。不過通常兩點透視的消失

點會位於畫面外，會比較難以丈量，

大多會依據繪畫的經驗進行構圖。

所在平常的時候，多畫素描練習，可

以增進對於透視結構的敏感度。

08c
o

ncept

 三點透視 : 

三點透視就是在原本地平線上

的兩個消失點之外，再於垂直線上

增加一個消失點。這種方式通常是

用來表現巨大的物體，例如高樓大

廈，巨大的堡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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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c
o

ncept

 反透視 :  

前面看了一些鏡頭的規則，主要都必須依

循「透視圖法」的規則進行繪製。但是動畫

是一種非常自由，可以天馬行空的創作，因此

在創作的時候也可以違反透視的法則，將畫面

以反透視的結構進行動畫創作，也別有一番趣

味。所以萬一對「透視」無法掌握，就乾脆自

由自在的創作吧。

10c
o

ncept

 剪影 : 

影像外圍的輪廓是傳遞畫面訊息的視覺要

素，要讓觀眾能夠在第一眼就能清楚的看出演

員的表演內容。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經常在拍

照的時候在別人的頭部比「V」讓他變成「兔

子」，這也就是一種剪影的表現。因此在分鏡

的繪製時就必須要注意人物以及背景的搭配，

以免讓觀眾產生非預期的畫面。

11c
o

ncept

 前景 : 

前景是靠近鏡頭前面的物件。畫面當中加

上前景，可以增加畫面的深度，也會有一種窺

視的感覺，讓觀眾與畫面的關係更為密切。

 內衣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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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推入與推出

使用實體攝影機拍攝的時候，鏡頭的推入與推出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可以使用軌道

車推動攝影機，或是直接用伸縮鏡頭拍攝畫面的前進與後退。但是在 Flash當中並沒有

如此多的區別，所以可能會在不同的分鏡腳本當中看到不同的標示，像是「truck in」、

「dolly in」或是「zoom in」，這些術語在 Flash的意義其實都是一樣地，接下來就練習一

下如何推鏡頭。 

01S
T
EP

 Flash 的參考線 

動畫的人物加上背景，為了避免「穿幫」

所以會繪製的大一些。所以新增 Flash 檔之

後，開啟「檢視 /尺規」，先將場景的參考線

拉出來，再將繪製好的場景「匯入至舞台」。

如果忘了也沒關係，匯入之後再補拉參考線

也可以，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拉。

02S
T
EP

 鏡頭推入（放大）

這一段練習當中人物沒有動作，所以將

全部的圖像「轉換成一個元件」。在 Flash要

將鏡頭推入，也就等於是要將物件等比例放

大。預設這一段推入大約 5秒鐘，所以在

第 60格建立關鍵影格。按著 Shift鍵，使用

「自由變形工具」將元件等比例放大。這時

可以按下工作區最右邊的小箭頭，將畫面的

比例調為 25％，也可以自行輸入數值。由於

有拉「參考線」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場

景」的正確位置，把主要角色放大到「特

寫」的大小就完成了。「建立移動補間動畫」

之後，就可以看一下「鏡頭推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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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鏡頭的震動－1

鏡頭的震動是模擬重物掉落地面，或是強烈撞擊，攝影機跟著一起震動的畫面。

震動的鏡頭在動畫當中經常會用到，打開電視看看卡通片就可以發現了。只是在動畫

當中，鏡頭不會自己震動，必須要 DIY才可以。畫面震動的方式會因為劇情需要而有

所變化，但是原理都差不多。首先介紹比較有彈性的震動。 

01S
T
EP

 設定元件與影格 

物件要夠重才會震動，所以安排幾個大金磚從

天而降。因為物體很重，降落的時間比較快，因此

設定為 1秒，也就是 12格。

02S
T
EP

 調整「加 /減速」 

大金磚從天而降的時候，因為重力加速度會越來越快。所以在金磚掉落的第一個關

鍵影格的屬性欄中，將「加 /減速」調為「-100」。這裡比較單純，不用進入「編輯」。

03S
T
EP

 調整「震動」頻率

大金磚在第 12格關鍵影格抵達地面之後，增加 9格關鍵影格。第 12格不動。第 13格

全選場景中的元件之後，按鍵盤上的方向鍵「↓」往下按 4次。第 14格往上 4次。第 15格

往下 3次。第 16格往上 3次。依次遞減。完成之後就可以按下 Ctrl + Enter 看一下效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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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鏡頭的震動－2

接著要介紹比較沒有彈性的震動，前半段的設定都一樣，就不再重複介紹，因此將

從步驟 3開始介紹這種震動的方式。 

01S
T
EP

 調整「震動」頻率 

這次的震動幅度比較小，震動比較規律，只有上、下、上、下，沒有遞減的設定。

因此設定好關鍵影格之後，在第 13、15、17、19格關鍵影格，全選物件按「↓」鍵四

次。讓畫面產生劇烈震動的感覺。

               

02S
T
EP

 增加「殘影」圖層

跟視覺暫留的原理一樣，快速的震動會讓人類的視覺跟不上速度，所以會產生殘

影。不過在 Flash 的殘影當然也是人工殘影，點選演員的圖層，然後按下時間軸下緣的

「插入圖層」按鈕，就會在所選取的圖層上面新增一個空白圖層。接著複製演員的元

件，然後到空白圖層「在原地貼上」。由於是在原地的殘影，所以只要在原地就好了，

不要亂動，也不必增設關鍵影格，只要一格關鍵影格就可以，只是在模擬攝影機震動完

成之後的影格可以按下 F7「轉換成空白關鍵影格」，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完整。

插
入
圖
層
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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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S
T
EP

 透明度調整 

在調整疊在上層的金磚透明度之後，會發現

後面方塊原本色塊的影子，這樣看起來會變成透

明的金磚。解決的方式是直接將物件「打散」到

沒有任何「群組」的狀態，然後建立新的元件之

後，再設定「Alpha」值，就不會有問題了。人物

的部分由於並不會很明顯，所以不用「打散」，可

以直接使用。

04S
T
EP

 震動的感覺 

打散並重新建立元件之後，就沒有後面方塊

的影子。將時間軸移到下一格看一下圖像的效

果。如例圖，這張例圖不是印壞了，而是物件殘

影的感覺。連續播放時就會看起來好像攝影機震

動得很厲害的感覺。

 

05S
T
EP

 調整震動幅度

雖然不像上一個震動的練習，每一格關鍵影格都遞減上下的幅度，但是一直震動然

後突然停止會有點奇怪，所以還是要將最後一個震動的幅度縮小，這樣震動就更完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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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淡入與淡出

最後要介紹淡入與淡出的設定。淡入與淡出並不是攝影的手法，而是後製的剪接

效果。同樣的 Flash 也是可以模擬的出來，淡入與淡出可以使用於進入或是離開畫面的

一種剪輯方式。這種應用的方式很簡單，但是做法上有的時候會有點麻煩。 

01S
T
EP

 合併所有圖層

淡入與淡出是整體畫面的處理，所以全選場景中的元件之後，按下 F8 「轉換成元

件」，接著按右鍵，在跳出視窗選擇「分散至圖層」。接著大約估算淡入或是淡出的時

間建立關鍵影格。在這個範例中是讓畫面淡出，時間為 1秒鐘，所以在第 12格與第 24

格設定關鍵影格。設定好之後，先點第 24格關鍵影格，然後再點選元件，接著在元件

的「屬性」欄當中將「顏色」調整為「Alpha」，數值為「0％」。最後，在時間軸上，按

右鍵「建立移動補間動畫」這樣就設定好了，很簡單唄。

看我的殘影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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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
TE

P

 修改元件 

當各個物件組合在一起，製作「Alpha」時會有影子產生。解決的方法是將所有的

物件打散（Ctrl + B）再合併於新的圖層，就不會有問題了。但是如果圖像當中有許多

的零組件，就有可能會在「打散」的過程當中發生某些物件消失的狀況。

物件的殘影

消失的物件

03S
T
EP

 全選並「分散至圖層」

解決「打散」不良的問題，可以先將各個物件全選之後，按右鍵「分散到圖層」。

接著進行 Ctrl + A「全選」然後 Ctrl + B「打散」。最後「全選」「剪下」「在原地貼

上」。這時可以看到圖像比較完整些，雖然還是有些小小的瑕疵，這是因為有些群組沒

有完全分散到圖層的關係，需要再一次調整。這也就是淡入與淡出麻煩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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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小 結

透
視—是我們眼睛的視覺對於外在環境的一種辨識方式，有了透視的知覺變

化，人類才能憑藉肉眼就能分辨物體的遠近。大多數的繪畫以及影像都遵

循這個原則進行創作。然而透視並不是絕對的法則，例如立體派、達達主義等等

的創作，就打破了透視的原則，採用獨特的創作形式。因此在創作動畫的時候，

依照透視的法則創作是最基本的原則。但是如果您有個特別的創意，打破透視的

規則也是不妨的。

在動畫的創作過程當中，有相當多的時間是在解決問題」。相信讀者一定也發現

到 Flash本身並沒有實體的鏡頭，但是這一章以及第四章，都是應用了繪畫的方

式以及一些設定的技巧，藉以表現出實體攝影機的拍攝手法。所以，如果想要把 

Flash 動畫做好，除了要看軟體的書之外，還可以看看電影、攝影、繪本以及名

家畫作等等相關的書籍，都會有所幫助喔。

這個姿勢拍起來美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