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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惡鬼遊戲

點擊遊戲

點擊一閃！

惡鬼退散！

Chapter 1: Click Action Game/Oni

地下城尋寶者

吃點遊戲

收集所有散落 

的寶石吧！

Chapter 3: Dot Eat Game/Dungeon Eater

Chapter 2: Jigsaw Puzzle/Petit Puzzle

線鋸拼圖

拼圖遊戲

操作簡單 

卻樂趣無窮 

的拼圖！

本書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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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3D Sound Quest Game/In the Dark Water

Chapter 5: Rhythm Game/Head-Bang Girls

重金屬搖滾辣妹

節奏遊戲

為現場演唱瘋狂！

越嗨的人獲勝！

潛在暗水中

3D音效搜尋遊戲

以深海為舞台

讓人摒息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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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All Direction Shooting/Star Biter

星際吞食者

全向射擊遊戲

用索敵雷射 

把敵機一網打盡！

吞食月亮

排列益智遊戲

目標就是月亮

連鎖再連鎖！

Chapter 7: Sorting Puzzle Action/Eat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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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Jumping Action/Neko Shoji Co., Ltd.

（株）貓咪商事窗紙

跳躍動作遊戲

巡邏有沒有要 

更換的窗紙！

Chapter 10: Driving Game/Nazorleba Hashirail the765th

Nazoreba Hashirail 
（當然是假的）

賽車遊戲

於賽道劃出奔馳 

痕跡的駕駛樂趣！

Chapter 9: Role Playing Game/Single Screen Story "Legend"

單一畫面傳說遊戲

角色扮演遊戲

單一畫面裡的 

偉大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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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章　在開始製作遊戲之前

Concept  與 Unity的第一次接觸

vv 概要

接下來要為沒使用 Unity的人說明利用 Unity製作遊戲的概念與詞彙的意思。
對於有製作過遊戲的人來說，應該很快就能熟悉 Unity，但是會遇到一些不熟
悉的字眼，而這些字眼就是所謂的「Unity用語」。話說如此，這些用語也不
是「前所未有的嶄新想法」，只要轉換成現有的概念，應該就不難理解才對。

Unity主要可透過下列三個步驟製作遊戲（圖 0.1）。

在圖片追加功能，建立角色

排列角色，建立場景

建立所有必需的場景

圖 0.1  利用 Unity製作遊戲的三大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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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講義前篇—建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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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3

2

5

啟動 Unity

點選「NEW」或「New Project」

輸入專案的名稱、 
資料夾的位置 
（完整路徑）

點選「3D」
點選「Create Project」

新的專案建立了

圖 0.21  建立新專案

2

3

1
點選「Scene」索引標籤

點選「Gizmos」圖示

顯示格線了

勾選「Show Grid」

場景視窗

點選「Scene」索引標籤

若場景視窗未顯示格線⋯

圖 0.22  顯示格線



Chapter 9: Role Playing Game/Single Screen Story "Legend"

第 9 章

利用拖放操作移動角色，踏上冒險的旅程吧！

角色扮演遊戲

單一畫面傳說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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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角色扮演遊戲∼單一畫面傳說遊戲

How to Play  遊戲方法

�� 利用拖放操作移動角色，踏上冒險的旅程！

勇者長老 村民

�� 利用拖放操作移動角色！

 ● 利用拖放操作移動角色。

 ● 放開滑鼠按鍵，在其他角色附近著陸，有時會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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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lay   遊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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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角色都有不同的事件！

 ● 每位角色都有各種的事件

勇者與村民的對話

�� 每個人都是主角！

 ● 勇者以外的角色也會觸發事件。

 ● 偶爾會從中得到冒險的提示。

 ● 與各種角色對話，讓故事往後發展。

村民與長老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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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移動簡單、誰都是主角

長期從事遊戲開發之後，慢慢地會想挑選各種遊戲。一直鑽研同一類型的遊戲

固然有趣，但接觸沒做過的類型，有時也會挖掘到新的樂趣。

既然說是挑戰「各種類型」，當然不能故意忽視 RPG。被問到：「最喜歡的遊
戲種類是？」

RPG！

很多人都是這個回答吧。

最近很多 RPG都是足以在名字冠上「超」字的大作，而這些遊戲都不是個人
有辦法完成的。話說如此，若肯放棄重量級的劇本與電影般的 CG畫面，只專
注於營造「遊戲的樂趣」，也是可以做出「迷你遊戲」這類規模的趣味遊戲。

這次我們要挑戰的是，將遊戲的舞台限縮在單一畫面裡，在一個畫面裡完成故

事的遊戲。

這款遊戲的關鍵字是

移動簡單與誰都是主角

利用 Unity打造遊戲原型時，我一邊以滑鼠移動物件，一邊想著

如果能這樣移動的話， 
應該比較有趣

所以就做成以拖放操作移動角色的操作方式。

我利用這種操作方式設計成除了主角的勇者之外，連其他的角色都能移動，而

且也會觸發事件，所以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是主角。

這次做出來的遊戲別有一番風味，覺得能與製作團隊賴在一起，真的是件很美

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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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移動簡單、誰都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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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畫面傳說遊戲

抓起來移動

午安

放下來

說的話還真 
是放肆啊！

不給我道具 
就無視你

誰都可以

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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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指令清單

檔案 說明

EventManager.cs 產生與執行事件

Event.cs 觸發事件（由觸發器觸發）

EventCondition.cs 事件發生條件的遊戲變數

EventActor.cs 觸發器的基層類別

EventActorDialog.cs dialog命令的觸發器（顯示台詞）

EventActorText.cs text命令的觸發器（顯示字幕）

EventActorSet.cs set令命的觸發器（設定遊戲內部的變數）

ObjectManager.cs 角色這類物件的管理

BaseObject.cs 物件的基層類別

DraggableObject.cs 可拖曳移動的物件

TreasureBoxObject.cs 寶箱物件

HouseObject.cs 房屋物件

TextManager.cs 顯示台詞與對話框

ScriptParser.cs 剖析事件指令的純文字檔

MouseDragRaycaster.cs 滑鼠拖放角色的控制

TerrainSoundPlayer.cs 角色著地時的處理

※本專案的指令較多，僅列出幾個代表性的指令。

vv 本章的 Tips

 ● 事件與觸發器

 ● 遊戲內部變數

 ● 載入事件檔案

 ● 特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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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事件與觸發器

vv 相關檔案

 ● EventManager.cs

 ● Event.cs

 ● EventActor.cs

vv 概要

『單一畫面傳說遊戲』（以下簡稱傳說）沒有戰鬥與角色成長這類元素，但相

對的在建立事件的系統花了不少工夫。出場人物的台詞、字幕顯示、音效播

放、利用旗標管理代表遊戲狀態的變數等等，規模雖小，但卻五臟俱全。只要

多花點時間撰寫事件指令，就能做出一定份量的遊戲。

事件指令是由各種功能組成，要全盤了解這些功能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所以這

次先為大家說明事件的資料結構與執行指令的觸發器。

vv 事件

『傳說』是以滑鼠的拖放移動角色，在拖曳時放開滑鼠按鈕，角色就會著陸，

若是附近有其他角色，就會觸發事件（圖 9.1）。除了可拖放身為主角的勇
者，也可拖放其他角色，當然也會觸發事件。

接著讓我們看看事件系統的要件定義。

1.	角色著地時觸發事件

2.	根據附近的角色決定觸發的事件

3.	根據旗標調整觸發的事件

4.	若沒有符合條件的事件，就不觸發事件

被拖曳的角色會浮在半空中。著地時雖然會播放特效，但這次的操作比較像是

在模擬遊戲裡的「移動棋子」的感覺，所以事件只會在「著地時 = 結束移動
時」觸發。此外，之後都將放開拖曳中的角色這種操作稱為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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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午安」

村民 1「長老找你找很久了喲」

圖 9.1	 拖曳移動

觸發的事件是於著陸時，由周圍的角色決定（圖 9.2）。例如，勇者在長老旁
邊著陸時，勇者與長老對話的事件就會觸發，如果將長老放在村民 1 的身邊，
就會觸發長老與村民 1 的事件。

長老「我總算找到你了」 長老「有沒有看到勇者？」

勇者「發生什麼事了嗎？」 村民 1「沒看到」

圖 9.2	 每位角色都有不同的事件

角色是被放在那裡，還是原本就在那裡是無法區分的。以剛剛的例子來說，把

勇者放在長老身邊，或是把長老放在勇者身邊，都會觸發相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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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角色之外，觸發事件的條件之一就是遊戲內部變數。這個遊戲內部變數的

主要功能在於改變事件的內容，以勇者與村民 1 的事件為例，勇者手上有沒有
藥品，會使會話的內容改變。在圖 9.3 的例子裡，勇者「手上有藥」變數為 0
與為 1 的情況都定義成不同的事件。

0 1

村民 1  「這個給你」

勇者 勇者手上有藥 手上有藥

勇者  「謝謝你」

村民 1  「又找到一個了」

勇者  「太棒了∼」

圖 9.3	 根據遊戲內部變數改變事件

周圍若沒有任何角色，或是沒有符圖合條件的物件，就不觸發事件。

接著讓我們以實際的事件介紹，也同時刊載定義事件的事件指令。與 C# 的語
法相較之下，事件指令的語法非常簡單，所以應該看得懂大致的意思。有關事

件指令的進階寫法，請參考專案資料夾裡的檔案。

圖 9.4（1）是勇者與村民 1 的事件，事件指令裡的事件必須以 Begin開始，

以 End結束。

Begin

    事件內容

End

一個檔案可以寫有多個事件。target代表的是出場角色，dialog則是角色的台

詞。圖 9.4 的（2）與（3）分別為勇者與長老、長老與村民 1 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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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target Hero

 target Folk1

 dialog Hero 午安

 dialog Folk1 長老找你找很久了喲

End

Begin

 target Elder

 target Hero

 dialog Elder 喔喔，我找你找很久了

 dialog Hero 發生什麼事了嗎？

End

Begin

 target Elder

 target Folk1

 dialog Elder 有沒有看到勇者

 dialog Folk1 沒看到

End

開始

結束

出場人物

（1）	勇者與村民 1的事件

（2）	勇者與長老的事件

（3）	長老與村民 1的事件

圖 9.4	 每個角色的事件指令

接著是使用遊戲內部變數的事件的範例。圖 9.5 的（1）與（2）是勇者與村民
1 的對話框，勇者手上有沒有藥會導致事件的內容產生變化。由於得載入遊戲
內部變數，所以指令變得稍微長了點，但其實沒那麼難。

condition指定的是觸發事件所需的遊戲內部變數與變數值。每位角色都有

遊戲內部變數，所以代表「勇者手上有藥」的遊戲內部變數就用代表勇者的

「Hero」與變數名稱的「has_potion」組成。

condition hero has_potion 0

condition hero has_potion 1

遊戲內部變數可由撰寫事件指令的人自由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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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target Hero

 target Folk1

 condition Hero has_potion 0

 dialog Folk1 「這個給你」

 dialog Hero 「太感謝了∼」

 Text  得到藥了！

 set Hero has_potion 1

End

遊戲內部變數

Begin

 target Hero

 target Folk1

 condition Hero has_potion 1

 dialog Folk1 「又找到一個了」

 dialog Hero 「太棒了∼」

 Text  勇者簡單地跳一下舞！

 set Hero has_potion 2

End

（1）	手上沒藥的事件

（2）	手上有一個藥的事件

圖 9.5	 利用遊戲內部變數的事件

vv 事件的資料結構

接著就來看看事件在程式裡的管理方式。要利用程式管理事件，需要下列三種

資料（圖 9.6）。

顧名思義，「出場角色」就是在事件裡出場的角色。「遊戲內部變數的值」就

是觸發事件所需的變數以及變數值。

最後的「命令」是「讓角色說台詞」、「顯示字幕」這類事件內容。在事件裡，

這類命令會由上而下依序執行。聽到「執行寫在指令裡的命令」，或許有人會

覺得很像是「在 Unity撰寫 C# 的指令製作遊戲」。事件指令可說是非常簡單
的程式語言。

1.	出場角色 2.	遊戲內部變數的值 3.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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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詞

台詞

勇者

村人 1

村民 1「這個給你」

勇者「太感謝了∼」

勇者 手上有藥 0

勇者 手上有藥 1

1. 出場角色

2. 遊戲內部變數

3. 命令

字幕

設定變數

得到藥了！

圖 9.6	 事件的資料

接著讓我們看看用 C# 撰寫的事件資料類別。

v� 事件資料的定義

class Event

{

    private string[]         m_targets;

    private EventCondition[] m_conditions;

    private string[][]       m_actions;

}

class EventCondition

{

    private BaseObject       m_object;

    private string           m_name;

    private string           m_compareValue;

}

事件

出場人物

命令

遊戲內部變數的條件

旗標的名稱

觸發事件所需的值

角色

變數的條件

Event類別的構造幾乎等同於圖 9.6

m_targets成員儲存了事件的出場角色的名稱。出場角色的數量並未固定，所
以這裡使用可改變長度的陣列。

m_conditions是遊戲內部變數的條件。EventCondition類別儲存了遊戲內部

變數與觸發事件所需的值。m_object角色的遊戲內部變數 m_name的值能在
m_compareValue的時候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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