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歡迎您參與 Unity 行動遊戲開發實務！本書將引領您從無到有打造出二

套完整的遊戲，引導您一路學習 Unity的基礎與進階概念及技巧。

本書分為四部。

第一部介紹 Unity 遊戲引擎，並探究一些基本概念，包括如何架構遊
戲、圖形、腳本、音訊、物理特性與粒子系統。第二部接著帶您使用

Unity打造完整的 2D遊戲，試著讓被繩子吊下井的小矮人得到寶物。第
三部則探究如何使用 Unity打造出完整的 3D遊戲，包括砲艇、隕石以及
更多元件的遊戲。第四部則探討 Unity一些更高階的功能，涵蓋光照、
GUI系統、Unity編輯器本身的擴充、Unity元件商店、遊戲佈署以及各
種平台的專屬功能。

如果您有任何建議，請反應給我們！您可以寫信到 unitybook@secretlab.

com.au

本書所使用的資源

輔助性資料（圖、音訊、範例碼、練習題、勘誤等）可在 http://secretlab.

com.au/books/unity下載。

對象與方法

本書為沒有遊戲開發經驗但想要製作遊戲的讀者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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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支援幾種不同的程式語言，本書中我們使用 C#語言來解說。我們
假設您已能透過現代的程式語言來編程，您不一定要非常熟悉，只要有

一些基本概念就行了。

Unity編輯器可在 macOS與Windows系統上運行。我們用的是 macOS，
所以本書所有的螢幕截圖，都是從 macOS系統上截取下來的。雖然如
此，所有內容在 Windows系統上一體適用。不過，還是有一個例外：即
以 Unity打造 iOS遊戲。遇到這個部份時，我們會再說明，不過，您無
法在 Windows系統上，用 Unity來製作 iOS上的遊戲。Android可以在
Windows系統上運作得很好，但 macOS可以製作在 iOS與 Android上執
行的遊戲。

本書採取的教學方式是讓您在製作某些遊戲之前，瞭解遊戲設計的基礎

以及 Unity本身的操作方法。因此，我們會在第一部中教您這些基礎內
容。一旦您瞭解這些基礎概念後，在第二部與第三部中，我們就會帶

您製作 2D與 3D遊戲，然後，在第四部中，我們再介紹您必須瞭解的
Unity其他功能。

我們假設您已熟悉所使用的作業系統，也能靈活運用日常使用的行動裝

置（不管是 iOS或 Android）。

雖然我們提供製作本書二款遊戲範例所需的素材，但並不會說明如何製

備遊戲所需的圖與音訊素材。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下列編排慣例：

斜體字（Italic）

用來表示新用語、網址、電子郵件信箱、檔名與延伸檔名。中文以楷

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來列示程式碼以及在內文段落中，參照程式碼中的變數、函式名

稱、資料庫、資料型別、環境變數、敘述或關鍵字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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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 Unity腳本

為了讓你的遊戲能順利運行，你需定義遊戲中實際上會發生哪些事情。

Unity提供你所需的基礎功能，如圖形渲染、取得玩家的輸入或播放音
訊；依遊戲中獨特功能的需求而定。

為了能使用這些功能，你可以在遊戲的物件上編寫腳本（scripts）。在

本章中，我們會介紹 Untiy腳本的編寫系統，並以 C#程式語言來編寫 
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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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中的編程語言

你需要選擇一種語言以在 Unity中進行編程（programming）。

Unity支援二種不同的編程語言：C#與“JavaScript”。

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 JavaScript 是因為，這裡所指的

JavaScript與你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 JavaScript不同。它其實

是看起來像 JavaScript的語言，但與真正的 JavaScript有許

多相異之處。因為相異處並不少，故它也常被 Unity的使用者

或 Unity團隊稱為“UnityScript”。

有幾個因素考量，讓我們不在本書使用 Unity的 JavaScript。

首先，在 Unity的參考資料中，以 C#來呈現的範例，比以

JavaScript呈現的多，這讓我們覺得 Unity的開發者比較喜歡

用 C#來開發。

其次，你在 Unity中使用 C#，是到處通用的 C#，而在 Unity

中使用的 JavaScript，則是 Unity特定版，並不能用在其他地

方。也就是說，使用 C#，你可以獲得到比較多編程語言本身

的支援。

C#速成班
為 Unity遊戲編寫腳本時，你所使用的編程語言是 C#。本書中，我們不
會另外說明編程的基礎（篇幅不足！），不過我們會把需要瞭解的重點強

調出來。

由 Joseph與 Ben Albahari所著之 C# in a Nutshell

（O’Reilly, 2015），是一本很棒的一般性參考書。

我們用一段 C#程式碼，很快地向你作說明，我們會把重要的部份強調 
出來：

using UnityEngine; ❶

namespace MyGame {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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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Component(typeof(SpriteRenderer))] ❸
    class Alien : MonoBehaviour { ❹

        public bool appearsPeaceful; ❺

        private int cowsAbducted;

        public void GreetHumans() {
            Debug.Log("Hello, humans!");

            if (appearsPeaceful == false) {
                cowsAbducted += 1;
            }
        }
    }
}

 ❶ 用 using關鍵字註明使用者所要用的套件（packages）。UnityEngine
套件包含 Unity的核心型別（types）。

 ❷ C#允許你將自定的型別放在命名空間（namespaces）中，如此，能

避免命名衝突的問題。

 ❸ 屬性（attributes）放在方括號中，你可以為型別或方法（method）
加入一些額外的資訊。

 ❹ 類別（classes）須以 class關鍵字來定義，你也必須在冒號後指定
該類別的父類別（superclass）。做好 MonoBehaviour的子類別後，它
就可以被當成腳本組件（script component）來使用。

 ❺ 附掛在類別中的變數稱為欄位（fields）。

Mono與 Unity
Unity的腳本系統有 Mono框架的支持。Mono是 Microsoft .NET框架的
開源版實作。換句話說，除了 Unity內建的函式庫（libraries）外，你也
能運用完整的 .NET函式庫。



22 | 第三章

常有人會誤以為 Unity是建構在 Mono框架之上，其實並非如此；Unity
只把 Mono 當成是腳本引擎而已。透過 Mono，Unity 可採用 C# 與
UnityScript（Unity稱之為“JavaScript”，參閱「Unity中的編程語言」）
語言為本身的腳本語言。

Unity中所使用的 C#與 .NET框架的版本比大部份現行的版本都要來得
舊。在本書編寫時的 2017年初期，Unity中的 C#語言版本是 4，.NET
框架的版本則是 3.5。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因為 Unity使用自身所
調用（fork）的 Mono 專案副本，而這個副本是由幾年前的主版本發
展軸線上拆分出來的。這也意味著 Unity 可以加入一些能滿足特殊需
求的功能，這些功能主要就是行動導向（mobile-oriented）的編譯器
（compiler）功能。

Unity現正處於更新編譯器工具的週期中，更新完成後，使用者就可以運
用最新版的 C#語言與 .NET框架。在那之前，你的程式碼會是以幾個版
次前的語言與框架來寫成。

因此，若你要透過網頁尋求 C# 的範例碼或建議，可能就要找適用於
Unity的程式碼。同理，在 Unity中以 C#編寫腳本時，你得要搭配運用
Mono的 API（多數平台都支援的通用函式）與 Unity的 API（與遊戲引
擎相關的函式）。

MonoDevelop
MonoDevelop是內含在 Unity中的開發環境。MonoDevelop主要是作為
編寫腳本用的文字編輯器；不過，它內建了一些功能，讓編程工作更加

便利。

在專案中任何腳本檔上雙按滑鼠，Unity就會開啟目前設定好的編輯器。
在預設的情況下，這個編輯器就會是 MonoDevelop。不過，你還是可以
將自己慣用的文字編輯器設定成預設的編輯器。

Unity會自動以專案中的腳本來更新 MonoDevelop中的專案，在你回到
Unity的同時，腳本就會自動被編譯。也就是說，要編輯腳本時，只要先
儲存目前的進度，然後再回到編輯器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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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列出 MonoDevelop 的一些功能，善用這些功能可以省下你不少 
時間。

程式碼自動補完

在 MonoDevelop中，按下 Ctrl-Space（PC與 Mac通用），MonoDevelop
會彈出視窗，列出接下來要輸入什麼的建議；比方說，若你輸入類別名

稱到一半，MonoDevelop會彈出選項，選擇選項後，就自動補完，不需
再輸入。你可以用上下鍵在顯示出的列表中挑選適合的選項，按 Enter代
表你要用這個選項來補完。

重構

若你按下 Alt-Enter（在 Mac 則按 Option-Enter），MonoDevelop 會列出
可用來編輯原始碼的作業（tasks）。這些作業包含如新增或移除 if敘述
旁邊的大括號、自動填上 switch敘述所需的 case標籤，或將變數的宣告
與指定敘述拆成二行。

建置

當你回到編輯器上時，Unity 會自動重建置（rebuild）你的程式碼。
不過，若你按下 Command-B（PC 上則是按 F7），所有程式碼會在
MonoDevelop中建置。以此方式所產生的檔，並不會在遊戲中使用，這
樣子做的目的是在返回 Unity之前，能先確認程式碼不會有編譯錯誤的
情況，節省來回在 Unity與 MonoDevelop間切換的時間。

遊戲物件、組件與腳本

Unity 的場景由遊戲物件（game objects）組成。場景物件本身是無形

物件（invisible objects），只會有名稱。它們的運作方式由其下的組件

（components）來定義。

組件是遊戲的基礎元件，Inspector中所列的所有項目都是組件。每個組
件負責不同的任務；比方說，網格渲染器（Mesh Renderers）可顯示 3D
網格，而音訊來源（Audio Sources）則可播放音訊。你所寫的腳本也是
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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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產生一份腳本的操作步驟：

 1. 產生腳本素材（script asset）。在 Assets選單下選取 Create→ Script 
→ C# Script。

 2. 為腳本素材命名。在 Project面板被選取的資料夾中，會有一份腳本
檔產生，你可以直接為它命名。

 3. 雙按腳本素材。該腳本就會在腳本編輯器中開啟，預設是

MonoDevelop。大部份腳本的初始範本看起來就像這樣：

using UnityEngine;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public class AlienSpaceship : MonoBehaviour { // ❶

    // Use this for initialization
    void Start () { // ❷

    }

    // Update is called once per frame
    void Update () { // ❸

    }
}

 ❶ 類別名稱。此例中的名稱是 AlienSpaceship，須與素材檔名相同。

 ❷ 第一次叫用時，在 Update函式前，會先叫用的 Start函式。你可以
把變數初始化、載入之前儲存的偏好設定（preferences）或設定其
他腳本與遊戲物件（GameObjects）的程式碼放在這裡。

 ❸ 每個影格都會叫用 Update函式。需要處理的任務，如對輸入作出回
應、觸發其他腳本或到處移動東西的程式碼，都放置於此。

在其他程式開發環境中，你可能經常使用建構方法

（constructors）。而在 Unity 中，你不需要自行建構

MonoBehaviour子類別，因為 Unity會自動建構物件，你

無需操心何時需建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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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Unity 中的腳本素材（Script assets）在被附掛到遊戲物件
（GameObject）前（圖 3-1），並不會有任何作用─其中的程式碼都不

會被執行。將腳本附掛到遊戲物件上的主要方法有二種：

 1. 將腳本素材拖放到遊戲物件上。在 Inspector或 Hierarchy中都可以
進行這種操作。

 2. 使用組件（Component）選單。你可以在 Component→ Scripts選項
下，看到專案中所有的腳本。

圖 3-1　正顯示遊戲物件的 Inspector，其中的腳本名為“PlayerMovement”，以組
件的形式加入

雖然透過以組件的形式附加在遊戲物件上的腳本，主要會被顯示在 Unity
編輯器中，Unity還是可以讓你在 Inspector中，以編輯值的方式，檢視
腳本中的屬性。要在 Inspector中設定屬性，你須在腳本中製作公用變數
（public variable），所有被設定成公用（public）的變數，都可在編輯器
中取用；當然，你也可以將變數設定成私有（private）。

public class AlienSpaceship : MonoBehaviour {
    public string shipName;

    // "Ship Name"將在 Inspector中顯示成
    // 可編輯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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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在你的腳本以組件的形式加進遊戲物件後，當該遊戲物件被選取時，腳

本就會顯示在 Inspector中。Unity會自動依照它們在程式中出現的順序
顯示所有公用變數。

具 [SerializeField]屬性的私有（private）變數也會被顯示出來。當你
要讓變數在 Inspector中顯示時可以用這個方法，不過該私有變數無法被
其他腳本所運用。

Unity編輯器會以每個字首大寫的格式來顯示變數名稱，

而且會在每個現有的大寫字母前加上一個空格。比方

說，若變數名稱為 shipName，編輯器中顯示出來的會是

“Ship Name”。

組件

腳本可以存取遊戲物件（GameObject）中的不同組件（components）。
你可以透過 GetComponent方法來取得組件。

// 若此物件中有 Animator組件，則取用它。
var animator = GetComponent<Animator>();

你也可以在其他物件上叫用 GetComponent，取得附掛到該物件的組件。

你也可以透過 GetComponentInParent與 GetComponentInChildren方法，取
得附掛到父物件（parent）或子物件（child）上的組件。

重要方法

MonoBehaviours中有幾個對 Unity而言特別重要的方法（methods）。這些
方法會在組件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中，分別被叫用，能在適當的時機，

執行正確的操作。本節將依方法執行的順序，依序說明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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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與 OnEnable
Awake會在物件於場景中實體化（instantiated）後，立即被叫用，放在裡
頭的碼，會是腳本中最先被執行的碼。Awake在物件的生命週期中，只會
被叫用一次。

相對地，OnEnable會在每次物件可供使用時被叫用。

Start
Start會在第一次叫用物件的 Update方法前被叫用。

Start 對 Awake

你可能會對為何在 Awake與 Start二個方法中都可以設定物件而感到疑
惑。這是否代表你可以隨意挑選一個方法，將設定物件的碼寫在裡頭

呢？

其實要在哪裡設定物件，要依需求而定。在你啟動場景時，所有處於該

場景中的物件，都會執行自身的 Awake與 Start方法。重要的關鍵是，無
如何，Unity會確保所有物件的 Awake方法都會在任何 Start方法執行前

執行完畢。

這代表任何放在物件 Awake方法中的任務，保證都會在本身或其他物件執
行其 Start方法之前做完。這種機制很有用，如在下列的例子裡，物件 A
會用到一個由物件 B設定好的欄位：

// 在 ObjectA.cs檔中
class ObjectA : MonoBehaviour {

    // 可供其他腳本存取的變數
    public Animator animator;

    void Awake() {
        animator = GetComponent<Animator>();
    }
}

// 在 ObjectB.cs檔中
class ObjectB : MonoBehaviour {

    // 連結到 ObjectA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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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ObjectA someObject;

    void Awake() {
        // 檢查 someObject是否已設定
        // 其 'animator'變數
        bool hasAnimator = someObject.animator == null;

        // 由先執行的碼決定
        // 要列出的是 'true'或 'false'
        Debug.Log("Awake: " + hasAnimator.ToString());
    }

    void Start() {
        // 檢查 someObject是否已設定
        // 其 'animator'變數
        bool hasAnimator = someObject.animator == null;

        // *總是 *會印出 'true'
        Debug.Log("Start: " + hasAnimator.ToString());
    }
}

在這個例子當中，附掛有 Animator的 ObjectA腳本會作用在一個物件上
（此例中，Animator本身並不做任何事情，也可以被輕易地置換成其他
類型的組件）。ObjectB腳本已被設定好，故它的 someObject變數會連結
到內含 ObjectA腳本的物件上。

在場景展開時，ObjectB腳本會留下二次紀錄（log）─一次在 Awake方
法中，一次則是在 Start方法中。二個地方都會檢查其 someObject變數
的 animator欄位是否不為空值，然後再印出“true”或“false”。

如果你執行這個範例，第一項被記錄的訊息，由 ObjectB的 Awake方法所
記錄的，不是“true”就是“false”，視哪一份腳本中的 Aswake方法先執
行而定。（在沒有自行設定 Unity執行順序的情況下，無法得知哪一份先
執行。）

不過，第二項被記錄的訊息，由 ObjectB的 Start方法所記錄的，則保

證會傳回“true”。原因是，當場景展開時，所有現存物件都會在任何
Start方法被執行前，執行其 Awak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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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與 LateUpdate
Update方法會在每個影格上執行，當組件被開啟時，附掛在該物件上的
腳本就會啟用。

儘可能不要在 Update方法中做許多工作，因為它在每個

影格上都會執行一次。如果在 Update方法上執行某些一

直會持續執行的操作，遊戲的其他部份都會受到影響而

慢下來。如果要進行需要一些時間的操作，你應該使用

協程（coroutine，於後說明）。

Unity 會叫用所有腳本中的 Update方法，叫用完成之後，它會接著叫
用所有腳本中的 LateUpdate方法。Update跟 LateUpdate方法間有著與
Awake跟 Start方法間類似的關係：在所有 Update方法被叫用完成後，
LateUpdate方法才會被叫用。

在你要依據某些其他物件是否已全都做完 Update中的工作，才決定是否
要進行哪些操作的時候，就可以運用這種機制。雖然你無法控制哪些物

件中的 Update方法會先被執行；但，若將程式放在 LateUpdate中，你
就可以確定，在執行這些程式之前，所有物件的 Update方法都已叫用 
完成。

除 Update外，你也可以使用 FixedUpdate。Update方法在

每 個 影 格（frame） 中 都 會 被 叫 用 一 次， 而 寫 在

FixedUpdate方法中的碼，則是每秒要被叫用幾次。在進

行與物理學相關的計算時，如固定要在每一段時間內施

力，這個方法特別有用。

協程

多數的函式會進行自身負責要做的操作，然後立即返回（return）到主程
式中。不過，有些時候，你需要用一段時間來做某些工作。比方說，你

要讓一個物件從一個位置上滑動（slide）到另一個位置上，而這個位移
操作需要好幾個影格的時間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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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程（coroutine）是能跨好幾個影格來執行的函式（function）。寫協程
時要先編寫一個回傳值型別為 IEnumerator的方法（method）：

IEnumerator MoveObject() {

}

接著，使用 yield return敘述，讓協程先暫時停住，讓遊戲其餘的部份
能繼續執行。比方說，要讓物件在每格影格中往前移一段指定的距離 1，

你可以這樣寫：

IEnumerator MoveObject() {
    // 一直循環
    while (true) {

        transform.Translate(0,1,0); // 在每個影格中，物件會在 Y軸方向
                                    // 移動一個單位

        yield return null; // 等到下一個影格

    }
}

如果你寫了一個無窮迴圈（就像上述範例中的 while 

(true)），你必須在迴圈裡頭寫 yield。如果沒有寫，這

個迴圈就會一直執行，而其他的程式就沒辦法被執行。

因為遊戲的程式都是在 Unity中執行，如果執行進無窮

迴圈，Unity就會有當掉的可能。若 Unity當掉了，你就

需要強迫將它退出，沒有儲存下來的資料，就會遺失。

從協程中的 yield return返回時，你已暫時將該程序的執行暫停了下
來。Unity稍後會恢復它的執行；你用 yield return回傳的值，會指定協
程何時恢復執行。

1 實際上這樣做並不好，原因會在第 37 頁「腳本中的時間」說明，這裡只是簡單舉個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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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

yield return null

下一個影格恢復執行

yield return new WaitForSeconds(3)

等 3秒後恢復執行

yield return new WaitUntil(() => this.someVariable == true)

等 someVariable等於 true 時恢復執行；你也可以運用任何能求出
true或 false變數值的運算式（expression）來做。

使用 yield break敘述可以將協程停掉：

// 立即停止協程的執行
yield break;

執行到方法結尾時，協程會自動停止執行。

寫好協程後，就可以將之啟動。不是直接叫用協程來啟動它；你要搭配

StartCoroutine函式來啟動協程：

StartCoroutine(MoveObject());

執行此敘述後，協程就會開始執行，直到 yield break敘述或執行終點 
為止。

除了我們剛看的 yield return範例外，你也可以將 yield 

return的條件指定成另一個協程。如此，要等到被指定

的協程結束後，這個協程才會繼續執行。

我們也能在協程外將它停止。你可以為 StartCoroutine方法的回傳值保
留一份參考（reference），然後再將之傳給 StopCoroutine方法就可以了：

Coroutine myCoroutine = StartCoroutine(MyCoroutine());

// ⋯之後⋯

StopCoroutine(myCo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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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並銷毀物件

有二種方法可在遊戲進行中創建物件。第一種方法是創建空的

GameObject，並透過程式碼在其上附掛組件；第二種方法則是複製出另一
個物件（稱為實體化，instantiation）。通常會用第二種方法來做，因為只

要一行程式碼就可以做好，我們先來討論這種方法。

若你在試玩（Play）模式下創建新物件，這些物件會在遊

戲停止時消失。若你要它們持續存留的話，請進行下列 

操作：

1. 選取要留存的物件。

2. 將它們複製（Copy），可以按 Command-C（PC上則

按 Ctrl-C），或選取 Edit選單下的 Copy。

3. 離開試玩（Play）模式。物件會從場景中消失。

4. 貼上（Paste），按 Command-V（PC上則按 Ctrl-V），

或選取 Edit選單下的 Paste。物件會再出現；現在就

可以在編輯（Edit）模式下運用這些物件。

實體化

在 Unity中，將物件實體化（instantiation）表示該物件，包括其中的組
件、子物件與它們的組件，會透過複製（copied）的方式被創建出來。
若你要實體化的物件是一個預製物件（prefab），實體化就特別好用。
Prefab是你之前做好並儲存成素材（assets）的物件。也就是說，你可以
創建一個物件的單一樣版（template），然後在許多不同的場景中，實體
化出該物件的許多複本。

使用 Instantiate方法來實體化出物件：

public GameObject myPrefab;

void Start() {
    // 創建一個 myPrefab的新複本，
    // 並將之置放在該物件的同一位置上。
    var newObject = (GameObject)Instantiate(myPrefab);

    newObject.transform.position = this.transform.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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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iate方 法 的 回 傳 值 型 別 是 Object， 並 不 是

GameObject你需要將它轉型（cast），當成 GameObject 

來用。

從頭開始打造物件

創建物件的另一種方式是自行寫碼建造。你可以使用 new關鍵字來建構
一個新的 GameObject，然後在其上叫用 AddComponent，來為它加進新的 
組件。

// 創建一個新的遊戲物件；在 Hierarchy中會出現
// "My New GameObject"。
var newObject = new GameObject("My New GameObject");

// 在新加入的物件上，新增一個 SpriteRenderer
var renderer = newObject.AddComponent<SpriteRenderer>();

// 讓新加入的 SpriteRenderer將物件外形（sprite）顯示出來
renderer.sprite = myAwesomeSprite;

AddComponent方法接受泛型（generic）參數，你可以傳

入組件作為叫用這個方法的參數。只要是 Component類別

的子類別，都可以被加入。

銷毀物件

Destroy方法會把物件自場景上移除。請注意，我們並沒有說是遊戲物

件，而是物件！Destroy可用來移除遊戲物件與組件。

要將一個遊戲物件自場景上移除，可在其上叫用 Destroy方法：

// 銷毀附掛有這個腳本的遊戲物件
Destroy(this.gameObject);

Destroy可作用在組件與遊戲物件上。

若你叫用 Destroy並傳入 this，代表目前的腳本組件，

你並不會把遊戲物件移除，反而是將這份腳本身從其所

依附的物件上移除。遊戲物件還是會存在，但你的腳本

就沒有依附在上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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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屬性（attribute）是依附在類別、變數或方法上的資訊。Unity定義了幾
種實用屬性，你可以用來改變類別的行為或其在編輯器（Editor）中的 
外觀。

RequireComponent

RequireComponent屬性，類別若設定了這個屬性，Unity就知道這份腳本
需要用到另一型別的組件。在你的腳本需要某特定型別的組件搭配才能

運作時，這個屬性就能派上用場。比方說，若腳本只做一件事，如更改

Animator的設定，則這個類別就需要一個 Animator跟它搭配。

要指定組件所需的組件型別，你要傳入組件的型別為參數，如：

[RequireComponent(typeof(Animator))]
class ClassThatRequiresAnAnimator : MonoBehaviour {
    // 這個類別需要有一個 Animator
    // 附掛到該 GameObject上來
}

若你在 GameObject中加進了需要特定組件的腳本，若

該 GameObject中尚未有這種組件加入，則 Unity將自

動幫你添加一個進來。

Header 與 Space

加入 Header屬性後，Unity會在 Inspector中該欄位（field）的上方加上
標籤（label）。Space的功用也類似，但加上是空白區域。二者都用來在
Inspector中，讓其內容看來更整齊清楚。

舉例來說，圖 3-2呈現 Inspector在渲染下列腳本之後的樣子：

  public class Spaceship : MonoBehaviour {

      [Header("Spaceship Info")]

      public string name;

      public Colo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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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public int missileCount;
  }

圖 3-2　顯示標頭標籤與空白的 Inspector

SerializeField 與 HideInInspector

通常，只有 public的欄位會顯示在 Inspector中，不過，將變數設定成
public代表其他物件可以直接存取這些變數，擁有這些變數的物件就比
較難完全掌控它們。但，若你將變數設定成 private，則 Unity就不會將
它顯示在 Inspector中。

為了要克服這個問題，可在要顯示在 Inspector中的 private變數上，加
進 SerializeField屬性。

若你要的是與上述情況相反的設定（也就是說，讓 public的變數不要顯
示在 Inspector中），則可使用 HideInInspector屬性：

class Monster : MonoBehaviour {

    // 會在 Inspector中顯示，因為它是 public變數。
    // 其他腳本可以存取
    public int hitPoints;

    // 不會在 Inspector中顯示，因為它是 private變數。
    // 其他腳本不可存取
    private bool isAlive;

    // 會在 Inspector中顯示，因為有指定 SerializeField屬性。
    // 其他腳本不可存取
    [SerializeField]
    private int magic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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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會在 Inspector中顯示，因為有指定 HideInInspector屬性
    // 其他腳本可以存取
    [HideInInspector]
    public bool isHostileToPlayer;
}

ExecuteInEditMode

在預設的情況下，腳本中的程式碼只會在試玩模式（Play Mode）中執
行；也就是說，Update方法的內容，只會在遊戲實際進行的時候才會 
執行。

不過，有時讓程式碼隨時都可以跑，會是一種方便的作法。你可以在類

別中加入 ExecuteInEditMode屬性，讓類別裡的程式碼可以隨時執行。

組件的生命週期在編輯模式（Edit Mode）下會不一樣。

處於編輯模式下，Unity只會在必要的時候重繪畫面，通

常就是在回應如滑鼠點按這類的使用者輸入事件時發

生。也就是說，Update方法不會持續執行，只會偶爾跑

一次，而且，協程也不會照預期的方式運行。

還有，你不能在編輯模式中叫用 Destroy，因為 Unity會

在下一個影格才將物件移除。在編輯模式中，你應該叫

用 DestroyImmediate，這個方法會立刻將物件移除。

舉例來說，即使不在試玩模式中，底下的腳本會讓一個物件總是面對其

目標：

[ExecuteInEditMode]
class LookAtTarget : MonoBehaviour {

    public Transform target;

    void Update() {
        // 若沒有目標，則不會繼續
        if (target != null) {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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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動以面對目標
        transform.LookAt(target);
    }

}

若你將上述腳本附掛到一個物件上，並將其 target變數設定成另一個物
件，則不論是在試玩或編輯模式下，前者都會轉向以面對其目標。

腳本中的時間

Time類別用來在遊戲中取得關於目前時間的資訊。Time類別中有幾個變
數可加以運用（強烈建議你把相關說明文件找來看，它的文件在 https://

docs.unity3d.com/Manual/TimeFrameManagement.html），不過最重要且最

常用的變數是 deltaTime。

Time.deltaTime會量測從最近影格被渲染後到目前為止所經過的時間。重
點在於，這段時間會有很大的變動。設定有這個變數，能讓你執行會在

每一影格上更新的操作，不過，這需要花一些時間計算。

在第 29 頁「協程」中，我們用來解說的範例，能在每一個影格中將
物件移動一個單位。這種作法並不好，因為一秒中可跑過的影格數，

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動。比方說，若鏡頭正對著場景中一個很單純的角

落，則每秒影格率可能會很高，若對著場景中複雜的景像，則影格率

（framerates）會很低。

因為無法確認目前播放速度一秒可以跑幾個影格，最好的計算方式就是依

照 Time.deltaTime來處理。透過下列範例來說明，很容易就可以瞭解：

IEnumerator MoveSmoothly() {
    while (true) {

        // 每秒移動 1個單位
        var movement = 1.0f * Time.deltaTime;

        transform.Translate(0, movement, 0);

        yield return nu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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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到主制台

如在第 27 頁「Awake 與 OnEnable」中所談過的，不管資訊是用來
診斷問題或在發生某些狀況時示警，有時將某些資訊輸出到主控台

（Console）上，是很方便的作法。

我們可以用 Debug.Log函式，將資訊輸出到主控台上。記錄（logging）可
以有三種類型：資訊（info）、警告（warning）與錯誤（error）。除了每
一筆警告與錯誤紀錄看來會比較明顯外，從功能面上看，這三種類型的

紀錄並沒有什麼不同。

除了 Debug.Log外，你也可以使用 Debug.LogFormat，這個函式可以讓你在
字串中嵌入值，然後再送到主控台：

Debug.Log("This is an info message!");
Debug.LogWarning("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Debug.LogError("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Debug.LogFormat("This is an info message! 1 + 1 = {0}", 1+1);

本章總結

在 Unity中，編寫腳本是一項關鍵的技能，愈熟悉 C#語言與編程工具，
製作起遊戲來就更容易，也更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