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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作品簡介

作品“美麗校園沒有大野狼 .fla”

為了呈現具有說服力的小朋友真實範例，感謝義工伙伴賴杏宜小姐提供

的作品，這是賴小姐女兒國小二年級參加“98年臺中市繪本創作比賽婦幼

安全類親子組”獲得第二名的作品，除了封面為賴小姐操刀外（親子組），

其他圖片均由小朋友獨立完成，並由賴小姐親自配音，最後我使用 Flash整

合編輯成數位繪本。

原本手工書的封面、內頁各 1頁，內容 10頁，共計 12張圖片，再加上

最後結語文字 1頁，總計 13頁。數位繪本的文字內容可以在畫面編輯完成

後，後製處理時再統一加入效果會比較好，所以即將數位化的繪本的圖片與

文字最好分開處理，也就是圖畫好後、尚未加入文字與裝訂前，先行拍照或

掃描成數位檔，然後再做其他後續作業。

以下為全部未加入文字的圖片及各頁文案：

（封面）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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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下課鐘響，小兔子（小如）

和小貓（咪咪），在校園的圍牆

邊，正快樂的玩著跳繩。

1
可是就在這時，圍牆外有一隻眼

神凶惡，不懷好心的大野狼，正

在偷看著她們。

2
於是大野狼偷偷跑進校園，把正

在玩跳繩的小如和咪咪嚇了一大

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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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隻大野狼一直想找機會，

看看如何才能抓住這兩隻可愛的

小動物，好回家飽餐一頓。

4
於是大野狼假裝是學校的家長，

牠故意向小如和咪咪請教說：

「可愛的小朋友，妳們知道四年

一班的教室在哪裡呢？能不能帶

我去啊？」。

5
大野狼又說：「因為今天四年一

班要開同樂會，我帶了好多糖

果、禮物、氣球⋯⋯，就放在校

門口的車上，好多好重喔！妳們

可以幫幫我抬進教室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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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肯幫忙，我當然也會

送妳們好吃好玩的糖果或禮物

的。」大野狼說。這時咪咪想了

想，助人為快樂之本，而且又可

以得到好東西，何樂而不為呢？

7
咪咪馬上點頭跟大野狼說：「好

啊！」可是小如覺得怪怪的，她

告訴大野狼說：「你可以去找老

師幫忙啊！」但是咪咪不聽小如

的勸阻，於是就跟著大野狼往校

門口的方向去了。

8
到了校門口，大野狼打開車門，

拿出一個大布袋，裡面根本沒有

糖果或禮物。眼看著大野狼一直

靠過來，咪咪嚇得大哭喊救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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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小如帶著老師和校警即時

出現，校警也狠狠的把大野狼抓

住。咪咪向老師道歉說：「我下

次再也不敢隨便聽信陌生人的話

了！」。

10
結 語 文 案

親愛的小朋友：學校是一個開放空間，雖然是在上課時間，仍然會有陌生人進入校

園中喔！所以當你遇到了，不要太聽信他人的花言巧語。若要求你幫忙或協助，也

要認清對方是誰？是不是認識的人？你可以跑到人多一點的地方，或馬上知會學校

老師，千萬不要自作主張冒然行動喔！

	 4-2-2		素材備製
數位繪本的素材有二，圖片和語音。繪本的圖畫轉成數位圖檔可以使用

數位相機拍攝或掃描器掃描，又以掃描器較為適合，因為價格便宜，操作容

易也不會使圖面歪斜變形，但是如果繪本已經裝訂就不適合。拍攝的方式或

許對一般人更為方便，畢竟相機或手機隨處可得，通常相機的畫質會比手機

佳，拍攝時採垂直向下取景的方式比較不會使圖面變形，至於距離不等或圖

片稍歪斜等問題都無所謂，只要不模糊即可，多拍幾張也無妨。取得數位圖

檔後可用影像處理軟體除去四周多餘部份或調正角度，如有必要再調整圖片

尺寸及解析度（第 1章已提過），總之使檔案儘量減小。本節範例的圖片檔

案使用數位相機拍攝，存檔格式為 jpg，解析度 72dpi，尺寸為原來拍攝大小

減去四周多餘部份，因此每張的大小不一，但都超過場景的 2×2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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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通常需要錄製，如果錄音的品質要求高需要花錢找職業錄音者代

錄，否則可利用電腦或錄音筆自己錄製，當然花錢有花錢的價值，兩者品質

相差很多。使用電腦錄製必須透過音效軟體，一般都推薦 GoldWave軟體，

檔案小功能卻很強，錄音、編輯或轉檔都可輕鬆完成。如有錄音筆則最簡單

不過，隨時想錄就錄，錄好後連上電腦傳輸即可，本節範例即採用此方式，

找個安靜點的地方，一次錄製一頁的台詞即可，包括開場白總共有 12個語

音檔，畢竟我們不是職業配音人員無法整篇一氣呵成，進入 Flash編輯時再

一段一段置入還是可以的。剛錄製好的語音檔，頭尾部份多少都有多餘的空

白片段或雜音，必須再經過音效軟體剪輯，最後轉成為 22050Hz，32Kbps，

單音格式 mp3檔，準備待命匯入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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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影片規劃
全動態式的數位繪本通常是以電影的製作手法進行編輯，所以整體的規

劃原則也仿照電影影片的概念，以簡潔有力的方式帶入故事「片名」的片

頭，片尾也應有量身訂製的特殊收尾方式，主要的內容部份則按照腳本中規

中矩的循序處理即可。本節範例的作法遵循這個原則，片頭和片尾使用遮色

片方法分別製作繪本主題逐漸出現與結局的旁白語音和文字同步出現的效

果，內容則完全運用圖片實體屬性改變的移動補間動畫運鏡取景和淡出的場

景切換效果，再配合旁白加強語氣的需要做一些細微變動的逐格動畫，也就

是說第 2章的基本招式加上第 3章的場景切換功夫全部派上用場就綽綽有餘

了。

通常電影拍攝作業前都會繪製的分鏡草圖在此倒是完全不需要，因為數

位繪本只是將紙本繪本數位化，而紙本繪本的每一頁圖畫已經是完整的分鏡

圖了，即使連紙本繪本都沒有，包括繪圖全部使用電腦完成，也一定是先有

了一頁一頁的圖片畫面。所以內容畫面應如何編輯完全不需要事前傷腦筋煩

惱該怎麼做，第 1章已經說過，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聲音到哪裡，圖文就跟

著在哪裡出現”，隨著語音的內容去感受畫面應有的情境，隨興的移動圖片

運鏡取景，記住這時候你是導演，只有你是老大就對了。

因此只要把握整體規劃的原則就可以，細節的部份隨時可以調整，電影

導演也不可能全部按照分鏡圖拍攝，必須隨時視狀況修正調整（可能再加上

當時的心情）。今天看不順昨天的某段畫面，改！明天還看不順再改！我現

在當下對前一陣子做的本節範例的某些片段也看不對眼，那又何妨呢？大導

演李安每次回頭再看他作品的每分每秒畫面都是最滿意的嗎？

	 4-2-4		作品實作
作品實作的程序完全依據第 1章的步驟。第一步當然是設定作品的文

件屬性，場景大小 640x480，影格速率 12fps，背景顏色黑色，檔案存檔為

“美麗校園沒有大野狼 .fla”，並將上述素材備製的圖片 jpg檔和語音 mp3檔

全部置放於相同的資料夾，方便匯入程序及日後的異動更新，再將它們全部

匯入元件庫待命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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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時間軸圖層的規劃和第 1章範例大致相同，但因片尾需要製作語

音與結語文字同步播放的效果，所以將「文字」圖層改為被遮色圖層，並在

它的上面增加一個「文字遮罩」遮色片圖層，用來置放文字的遮色片。另外

「遮罩」圖層遮色片的形狀與第 1章不同將於稍後說明。

舞台準備就緒再來演員登場。既然本片編輯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聲音，語

音檔將是最先上場的角色。如果語音的錄製是全部內容一氣呵成的方式，一

個語音檔就可以從開始一直做到結束；若以本範例採取每一頁分開錄製的方

式，必須按照語音內容的次序個別登場，兩個語音檔之間可以視需要利用空

白影格數做為語音的間隔，並千萬記得在各關鍵影格置入的所有語音檔之同

步屬性設定務必選擇串流模式。

第一段語音檔率先上場。通常數位繪本都以介紹書名、作者及配音者的

方式開始，所以此段語音內容剛好做為片頭開場白使用，搭配的封面圖片也

在「主圖」圖層上場，在此再提醒一次，務必將此圖片及後續登場的每一張

圖片都轉換為元件再繼續編輯作業。接下來就在一邊聽語音一邊按 F5 的動

作下展開我們的編輯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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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電影常以全黑的畫面開場，我們一開始也將圖片實體的亮度調

為 -100%全黑（上圖左，影格 1），經由亮度變化的移動補間動畫效果使它

在黑暗中逐漸出現，但是加上小橢圓形遮色片的效果，只露出主角“大野

狼”的雙眼（上圖右，影格 38）。橢圓形遮色片以外的黑色部份是場景的背

景顏色，現在應該明白為何選擇黑色背景的原因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