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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Taipei City
103-1. 設定文件屬性。
Step1 開啟【屬性】面板，由【屬性】頁籤設定【FPS】值為「30」，【大小】為
「600」x「450」像素。

103-2. 繪製底圖。
Step1 點選「底圖」圖層，開啟【顏色】面板，選擇【填色顏色】的【顏色類型】
為「放射性漸層」，漸層色彩為「#1790B2」至「#21376F」。
Step2 點選【矩形工具】

，在舞台上繪製一寬度、高度與舞台相同的矩形方塊。

103-3. 置入元件。
Step1 點【時間軸】面板下方【新增圖層】鈕

，在「底圖」圖層上方新增空白

圖層，並在新增圖層名稱上快點二下，更改圖層名稱為「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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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開啟【元件庫】面板，拖曳「building_mc」元件至舞台上。
Step3 點選「building_mc」元件，在【屬性】面板中設定【寬度】值約為「600」，
並運用【對齊】面板，將元件水平置中、垂直靠下對齊舞台。

103-4. 繪製元件-taipei101_mc。
Step1 首先在「building_mc」元件上快點二下，進入元件編輯狀態，點選【滴管
工具】

，檢測元件填色顏色為「#212021」。

Step2 返回場景，執行【插入】/【新增元件】，在【建立新元件】視窗中設定【名
稱】為「taipei101_mc」，【類型】為「影片片段」，按【確定】鈕。

Step3 選用【矩形工具】

，設定【填色顏色】為「#212021」，繪

製矩形，設定【寬】值約為「30」、【高】值約為「50」，再點
選【選取細部工具】

，調整矩形節點位置，如右圖所示。

執行【檢視】/【格線】/【顯示格線】及放大顯示比例有助於節
點水平對稱調整。

Step4 重複 Step3 步驟，繪製矩形，設定【寬】及【高】值皆約為「20」，
再點選【選取細部工具】
Step5 選用【選取工具】

，調整矩形節點位置，如右圖所示。

，點選較小的矩形，按住【Alt】鍵不放，拖曳複製為

八個不重疊的矩形方塊，並由最頂端及最底端兩個矩形相距距離決定 101
建築裙樓高度，參考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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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框選八個較小的矩形方塊，開啟【對齊】面板，勾消「與舞台對齊」核取
方塊後，先按【以垂直中心平均分散】鈕

，再按【對齊水平中心】鈕

完成 101 建築裙樓後，點選【選取工具】

。

，並配合鍵盤方向鍵移動位置

與 Step3 所繪製矩形方塊組合。

Step7

運用【矩形工具】

繪製適當大小矩形，作為 101 建築

塔頂，如右圖所示。
Step8 返回場景，點選「剪影」圖層，將「taipei101_mc」元件
自【元件庫】面板拖曳至舞台中，並參考展示檔調整元件
大小及位置。

103-5. 繪製元件-star_mc。
Step1 點【時間軸】面板下方【新增圖層】鈕

，在「剪影」圖層上方新增空白

圖層，並在新增圖層名稱上快點二下，更改圖層名稱為「星星」。
【新增元件】
，在【建立新元件】視窗中設定【名稱】為「star_mc」，
Step2 執行【插入】
/
【類型】為「影片片段」，按【確定】鈕。

【103.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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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填色顏色】為「白色(#FFFFFF)」
，按【工

具設定】頁籤中的【選項】鈕後，開啟【工具設定】視窗設定：
 【樣式】選擇「星形」。
 【邊數】設為「4」。
 縮小【星形控制點的大小】值約為「0.1」。
 按【確定】鈕後在元件編輯區繪製一星形形狀。

Step4 點 選 【 矩 形 工 具 】

，設定【填色顏色】為「白色

(#FFFFFF)」， 繪 製 一 適當 大 小 正 方形 形 狀 ， 開啟 【 變
形】面板，將正方形旋轉約為「45 o 」。再運用【對齊】
面板分別將星形及正方形形狀對齊至舞台中央。
Step5 點選【選取細部工具】

，修飾星星元件右方及下方節

點。
Step6 返回場景，在「星星」圖層中，自【元件庫】面板中拖曳十個「star_mc」
元件至舞台，並選用【自由變形工具】

，參考展示檔效果，分別調整各

個元件大小及位置。
由於文件背景顏色為白色，繪製星星元件顏色同為白色，不易繪
製星星圖案。建議可先將文件舞台背景顏色由【屬性】面板中設
為較深色彩，完成元件繪製後，再將舞台背景顏色改回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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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小猴充氣機
210-1. 傳統補間動畫-猴子左手。
Step1 游標置於「舵」圖層影格 30，按【F5】鍵插入影格，延長「舵」元件播放
時間，方便設計「猴子左手」圖層補間動畫時調整元件位置。
Step2 在「猴子左手」圖層影格 30，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參照「猴子右手」
圖層裡的關鍵影格，依序在「猴子左手」圖層對應的影格按【F6】鍵轉換
成關鍵影格，並運用【自由變形工具】

調整「猴子左手」元件旋轉角度：

 影格 7 轉換成關鍵影格，旋轉場景中「猴子左手」元件約為「12 o 」。
 影格 13 轉換成關鍵影格，旋轉場景中「猴子左手」元件約為「24 o 」。
 影格 15 轉換成關鍵影格，旋轉場景中「猴子左手」元件約為「-24 o 」。
 影格 26 轉換成關鍵影格，旋轉場景中「猴子左手」元件約為「-24 o 」。

影格 1 至影格 13，「猴子左手」元件可依順時針適度旋轉角度，
主要在使猴子左手放置在舵上面，以便補間動畫能做出轉動舵的
效果。在影格 15 將元件逆時針旋轉，作為放開的動作。

Step3 分別將游標置於影格 1、影格 7、影格 13 及影格 26，執行【插入】/【傳統
補間動畫】

210-2. 傳統補間動畫-舵。
Step1 參照「猴子右手」補間動畫，影格 1 至影格 13 是猴子轉動舵的動作，因此，
「舵」圖層「舵」元件的補間動畫，在影格 1 至影格 13 為順時針轉動，而
影格 13 至影格 19 為逆時針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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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標分別置於「舵」圖層影格 7、影格 13 及影格 19，按【F6】鍵插入關
鍵影格，參照「猴子右手」圖層的補間動畫，選用【自由變形工具】

，

調整影格 7 與影格 13「舵」元件的旋轉及傾斜角度。

Step3 游標分別置於影格 1、影格 7 及影格 13，執行【插入】/【傳統補間動畫】。

210-3. 傳統補間動畫-氣球充氣。
Step1 因應 210-4.在小猴重新握住舵把時，氣球洩氣縮回充氣口，因此先將游標
置於「氣球」圖層影格 26，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再將游標置於影格
30，按【F5】鍵插入影格，讓氣球洩氣後不會消失。
Step2 影格 1 至影格 13 以四個關鍵影格建立形狀補間動畫，將氣球充氣到最大：
 在「氣球」圖層影格 3，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點選【選取工具】

，

先在空白處點一下取消形狀選取後，再以游標拖曳形狀邊緣，改變氣球
形狀大小。
 重複上述步驟，分別在影格 7 及影格 13 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選用
【選取工具】

改變氣球形狀使其逐漸變大。

Step3 分別在影格 1、影格 3 及影格 7 執行【插入】/【形狀補間動畫】。

【210. 小猴充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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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a、
Step4 游標置於影格 7，執行二次【修改】/【形狀】/【增加形狀提示點】
b 兩個形狀提示點，再分別移動影格 7 及影格 13 形狀提示點至氣球充氣口
位置，讓氣球充氣的形狀變化流暢。

210-4. 傳統補間動畫-氣球洩氣。
Step1 影格 13 至影格 26 以五個關鍵影格建立形狀補間動畫，將氣球洩氣恢復至
充氣前狀態。在「氣球」圖層影格 13 至 26 間按【F6】鍵插入四個關鍵影
格（影格 15、影格 18、影格 21 及影格 24），並點選【選取工具】

，分

別拖曳形狀邊緣，設計氣球逐漸縮小的形狀。

Step2 分別在影格 13、影格 15、影格 18、影格 21 及影格 24，執行【插入】/【形
狀補間動畫】。

210-5. 傳統補間動畫-管子。
Step1 氣球洩氣縮回充氣口前，管子必須停止擺動，因此先在「管子」圖層影格
20，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設定為管子停止擺動的畫格，再將游標置
於影格 30，按【F5】鍵插入影格，讓管子不會消失。

【210. 小猴充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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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先點選【滴管工具】，擷取管子顏色。再將游標置於「管子」圖層影格 10，
按【F7】鍵插入空白關鍵影格，點選【筆刷工具】

選擇【筆刷大小】

的第五種樣式，繪製管子形狀。

Step3 游標分別置於影格 1 及影格 10，執行【插入】/【形狀補間動畫】。

210-6. 發佈設定。
Step1 執行【檔案】/【發佈設定】，開啟【發佈設定】視窗：
，勾消【進階】頁籤中「壓縮影片」
 勾選【發佈】格式類型「Flash(.swf)」
及「包含隱藏圖層」核取方塊。
 按【確定】鈕。

210-7. 儲存檔案。
Step1 執行【檔案】/【另存新檔】，儲存成指定的路徑與檔案名稱。

【210. 小猴充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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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機器人走路動畫
304-1. 設定元件中心點。
【匯入】
【匯入至元件庫】
，將「FLDact01.jpg」
、
「FLDact02.jpg」
Step1 執行【檔案】
/
/
及「FLDact03.jpg」匯入至元件庫。
Step2 點擊【時間軸】面板下方【新增圖層】鈕

，插入空白圖層（命名為「底

圖」），在影格 1 置入「FLDact01.jpg」點陣圖後，運用【對齊】面板對齊
舞台中央，並將圖層移至最下層。
Step3 複 製 機 器 人 另 一 邊 手 腳 元 件 包 括 「 roboHand 」、「 roboHand01 」、
「roboHand02」、「roboThigh」、「roboLeg」及「roboFoot」。
Step4 參照下方圖層的範例圖檔，運用【選取工具】

及【自由變形工具】

，

調整機器人各元件位置及旋轉角度，並運用滑鼠右鍵快顯功能的「排列」
選項，排列各項元件次序。
Step5 分別點選排列在後方的手腳元件，開啟【屬性】面板【顏色效果】頁籤，
選擇【樣式】為「亮度」，並設定【亮度】值為「-40%」。

304-2. 運用骨塊工具。
Step1 點選【骨塊工具】

，自機器人臀部「roboHip」元件上方關節處點一下，

拖曳骨塊連結至身體「roboBody」元件點一下上半身部位，再拖曳骨塊連
結至頭「roboHead」元件下方。

【304. 機器人走路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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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重複上述步驟，選用【骨塊工具】

分別自機器人身體「roboBody」元

件依序拖曳骨塊連結至「roboHand02」、「roboHand01」、「roboHand」元
件關節位置，完成兩處手的骨架。
Step3 繼續使用【骨塊工具】

分別自機器人臀部「roboHip」元件依序拖曳骨

塊連結「roboThigh」、「roboLeg」、「roboFoot」元件關節位置，完成兩處
腳的骨架。

點選元件後，按【Ctrl+向上鍵】或【Ctrl+向下鍵】可將元件排列
向前/後移。

304-3. 設定關節轉軸範圍。
Step1 使用【選取工具】

，點選手臂與手肘間骨塊，在 IK 骨塊【屬性】面板【關

節:旋轉】頁籤勾選「啟用」及「限制」核取方塊，並限制繞著接合的旋轉
角度，【左側偏移量】值約為「-60 o 」，【右側偏移量】值約為「50 o 」。

【304. 機器人走路動畫】

第三類

進階動畫製作能力

Step2 重複上述步驟，選取各個骨塊，在【屬性】面板的【關節:旋轉】頁籤勾選
「啟用」及「限制」核取方塊，設定繞著接合的旋轉角度範圍。
IK 骨塊限制旋轉依人體關節部位增減角度即可。

304-4. 設定角色動畫。
Step1 游標分別置於「骨架_1」圖層影格 30、影格 60、影格 90、影格 120 及影
格 150 上，按滑鼠右鍵，點選「插入姿勢」選項。

Step2 游標置 於「底圖」 圖層影格 15，按【 F7】鍵插入空 白關鍵影格 後，置入
「FLDact02.jpg」點陣圖，並運用【對齊】面板對齊舞台中央。
Step3 參照「底圖」圖層中「FLDact02.jpg」圖案，使用【選取工具】

拖曳「骨

架_1」圖層骨塊符合機器人跨出步伐的動作。
Step4 游標在影格 15 上按滑鼠右鍵，點選「複製姿勢」選項，再將游標分別置於
影格 45、影格 75、影格 105 及影格 135 上，按滑鼠右鍵，點選「貼上姿
勢」選項。

304-5. 時間軸動作程式。
Step1 游標置於「底圖」圖層影格 165，按【F7】鍵插入空白關鍵影格後，置入
「FLDact03.jpg」點陣圖，並運用【對齊】面板對齊舞台中央。
Step2 游標置於「骨架_1」圖層影格 165，按【F5】鍵插入影格，點選【選取工
具】

，參照「底圖」圖層中「FLDact03.jpg」圖案，拖曳骨塊符合機器

人站立的動作。

【304. 機器人走路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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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按【時間軸】面板下方【新增圖層】鈕

，插入一空白圖層，快點二下圖

層名稱，重新命名為「as」。
Step4 游標置於「as」圖層影格 165，按【F7】鍵插入空白關鍵影格，執行【視
窗】/【動作】，開啟【動作】面板，鍵入指令「stop();」，命令時間軸停止
播放。

Step5 在【時間軸】面板「底圖」圖層按滑鼠右鍵，點選「刪除圖層」選項。

304-6. 製作巢狀元件。
Step1 快點二下【元件庫】面板中「roboHead」元件，在元件編輯模式中，點選
機器人眼睛，執行【修改】/【轉換成元件】
，設定【名稱】為「roboEye」，
選擇【類型】為「影片片段」，按【確定】鈕。
Step2 快點二下「roboEye」影片片段，編輯元件：
 執行二次【修改】/【打散】，將「roboEye」元件內群組打散。
 游標分別置於影格 4 及影格 7，按【F6】鍵插入關鍵影格。
 點選影格 4 場景上機器人眼睛黃色部分，在【屬性】面板中將【填色顏
色】變更為「白色(#FFFFFF)」。
 游標分別置於影格 1 及影格 4，執行【插入】/【形狀補間動畫】。
Step3 返回「roboHead」元件編輯模式中，刪除另一眼睛群組後，由【元件庫】
面板拖曳「roboEye」影片片段取代，並使用【自由變形工具】
整尺寸及旋轉角度。

304-7. 儲存檔案。
Step1 執行【檔案】/【另存新檔】，儲存成指定的路徑與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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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MP3 播放器
402. BMI 計算機
403. 雪花
404. 動畫下載進度
405. 時鐘與電子月曆
406. 從元件庫呼叫物件以及滑鼠追蹤
407. 照片瀏覽按鈕
408. PHOTO GALLERY
409. 塗鴉達人
410. 打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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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照片瀏覽按鈕
407-1. 編輯按鈕。
Step1 快點二下【元件庫】面板 Button 資料夾中「Button-上海」按鈕，進入按鈕
元件編輯模式：
 按【時間軸】面板下方【新增圖層】鈕

，再將游標分別置於新增空白

圖層「滑入」及「按下」影格，按【F7】鍵插入空白關鍵影格。
 游標置於「滑入」空白關鍵影格，將【元件庫】面板中 Text 資料夾內「文
字-上海」影片片段拖曳至舞台中，並運用【對齊】面板，將元件對齊舞
台中央。

 游標置於「按下」空白關鍵影格，由【屬性】面板【聲音】頁籤選擇【名
稱】為「CAMERA.WAV」的音效檔，並【同步】方式選為「事件」。

Step2 重 複 上 述 步 驟 ， 編 輯 「 Button-黑 部 立 山 」、「 Button-赫 爾 辛 基 」、「 Button慕尼黑」按鈕元件：
 分別在按鈕元件內新增空白圖層，並將「滑入」及「按下」狀態插入空
白關鍵影格。
 分別將滑鼠置於「滑入」狀態的空白關鍵影格中，由【元件庫】置入 Text
資料夾對應的影片片段，顯示景點文字。

【407. 照片瀏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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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標置於按鈕元件「按下」狀態的空白關鍵影格，在【屬性】面板【聲
音】頁籤選擇「CAMERA.WAV」音效，【同步】方式為「事件」。

407-2. 設定動畫。
Step1 返回場景，游標置於「照片」圖層影格 101，按【F7】鍵插入空白關鍵影
格：
 將【元件庫】面板 Movie 資料夾中「movie-上海」影片片段拖曳至舞台
中位置，【X】值約為「400」、【Y】值約為「360」。
 在【屬性】面板【標籤】頁籤設定【名稱】為「picture1」。

Step2 重複上述步驟，分別在「照片」圖層影格 111、影格 121 及影格 131，按【F7】
鍵插入空白關鍵影格，依序置入元件庫中 Movie 資料夾內的「movie-黑部
立山」、「movie-赫爾辛基」、「movie-慕尼黑」影片片段於適當位置，【X】
值為「400」、【Y】值為「360」，在【屬性】面板【標籤】頁籤分別設定關
鍵影格的【名稱】依序為「picture2」、「picture3」及「picture4」。
Step3 游標置於「照片」圖層影格 140，按【F5】鍵插入影格。

407-3. 滑鼠事件監聽程式。
Step1 游標置於「Action」圖層影格 1，開啟【動作】面板，鍵入下列程式碼：
1

btn1.addEventListener(MouseEvent.CLICK, showimage1);

2

function showimage1(e: MouseEvent) {
gotoAndPlay("picture1");

3
4

}

 1：「btn1」按鈕的監聽功能，按下按鈕即執行「showimage1」函式。
 2~4：定義「showimage1」函式，讓按下按鈕即播放標籤為「picture1」
的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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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重複上述程式碼功能，在【動作】面板撰寫「btn2」、「btn3」、「btn4」按鈕
的監聽程式，並分別定義「showimage2」
、
「showimage3」
、
「showimage4」
函式，讓滑鼠按下按鈕前往標籤為「picture2」
、
「picture3」
、
「picture4」的
影格播放。
5

btn2.addEventListener(MouseEvent.CLICK, showimage2);

6

function showimage2(e: MouseEvent) {
gotoAndPlay("picture2");

7
8

}

9

btn3.addEventListener(MouseEvent.CLICK, showimage3);

10

function showimage3(e: MouseEvent) {
gotoAndPlay("picture3");

11
12

}

13

btn4.addEventListener(MouseEvent.CLICK, showimage4);

14

function showimage4(e: MouseEvent) {
gotoAndPlay("picture4");

15
16

}

407-4. 斜角濾鏡效果。
Step1 繼續在【動作】面板中新增影格 1 的 ActionScript 程式碼：
18

var bevel: BevelFilter = new BevelFilter();

19

btn1.filters = [bevel];

 18：「BevelFilter」類別可將斜角特效加入至顯示物件。
 19：將濾鏡套用至實體名稱為「btn1」的按鈕。

【407. 照片瀏覽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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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5. 漸層斜角濾鏡效果。
Step1 繼續在【動作】面板中新增影格 1 的 ActionScript 程式碼：
21

var gradient: GradientBevelFilter = new GradientBevelFilter();

22

gradient.colors = [0x000000, 0x3399FF, 0xFFFFFF];

23

gradient.alphas = [1, 0.25, 1];

24

gradient.ratios = [0, 128, 255];

25

btn2.filters = [gradient];

 21：「GradientBevelFilter」類別可將漸層斜角特效加入至顯示物件。
 22：定義漸層顏色陣列。
 23：漸層的各個顏色之透明度陣列。
 24：漸層的各個顏色之分布比例陣列。
 25：將濾鏡套用至實體名稱為「btn2」的按鈕。

407-6. 光暈濾鏡效果。
Step1 繼續在【動作】面板中新增影格 1 的 ActionScript 程式碼：
27

var glow: GlowFilter = new GlowFilter();

28

glow.color = 0xFFFFFF;

29

glow.blurX = 20;

30

glow.blurY = 20;

31

glow.strength = 2;

32

btn3.filters = [glow];

 27：「GlowFilter」類別可將光暈特效加入至顯示物件。
 28：設定光暈的顏色。
 29：光暈水平方向的模糊度。
 30：光暈垂直方向的模糊度。
 31：光暈的強度。
 32：將濾鏡套用至實體名稱為「btn3」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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