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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簡報

如何著手準備簡報

如何善用動畫輔助

如何打動你的聽眾

其他注意事項

結語

Outline



漫談簡報



某惡魔在招聘折磨人的能手...



簡報是將事化繁為簡讓人聽懂的藝術

簡報目的在讓人聽懂，進而讓人從己意

In fact, presentation is your one-man 
(woman) show!! 

簡報是什麼？



老闆通常時間有限

老闆大多沒空聽細節

簡報是你跟老闆唯一
的溝通管道

大部分老闆眼中：       
簡報差＝工作成果差

簡報為什麼重要？



Fact

美國各名校皆將
Tech. Comm. 
列為重要必修

簡報技術是美國
大企業內部訓練
重要項目

商業簡報課程通
常所費不貲



策略擬定：

簡報內容研究統整

簡報設計：

投影片架構/腳本/動畫

傳遞發表：

口語與肢體表達

成功簡報三要素

三要素平衡才能有成功簡報！



如何著手準備簡報？
（策略擬定）



如何擬定策略？

簡報目的？說服聽眾

要說服人必須先了解人

如何了解你的聽眾？移形換位！



何謂移形換位？
想像你是簡報的聽眾，問自己：

聽眾為什麼來參加？

Ex: 被逼的？自願的？有需求的？

聽眾的心理為何？

Ex: 不爽的？找碴的？求知的？快樂的？

聽眾到底要什麼？

Ex: 計畫執行成果？如何提昇業績？

聽眾到底懂什麼？

Ex: 賣儀器；老闆 or 工程師？

Ex: 賣神奇拖把、妙妙鍋；先生 or 太太？

無法回答即是不夠了解聽眾！還須多收集資料



擬定簡報策略

不同的聽眾心理、需求、專業，
須有不同的簡報策略
Ex: 資格考口試

想一招走遍江湖？難～

真要一招走遍江湖？

想想能帶給聽眾什麼牛肉?     
越多就越讓聽眾覺得獲益良多！



Speedy Cheklist

Who are coming?

Why are they coming?

How much do they know?

What are their basic goals?

What are their current problems?

What can you offer them?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your speech?



如何善用動畫輔助？
（簡報設計）



動畫很炫，但是...

動畫的目的：幫助聽眾了解內容

無意義的動畫會讓聽眾失去注意力

用動畫前想想對聽眾有利還是有害？



如何打動你的聽眾？
（傳遞發表）



打動聽眾三要素
熱情

熱情

熱情



簡報該有何種熱情？

回想一下你在下列情境的心情：

當女友（男友）整個暑假與你分
隔兩地後開學回學校時

當你跟麻吉見面而你五分鐘前在
路上看到麻吉的女友環抱他人

當你跟暗戀女生見面而你五分鐘
前在路上看到她男友環抱他人

簡報就是要有那種很想告訴人家的那種興高采烈心情！



沒有熱情的簡報

講者的投影片花的心思有限

→聽眾聽不懂

講者的肢體、表達會很陳悶

→無法吸引聽眾注意力→聽眾放棄→聽眾聽不懂

講者不會在意聽眾

→觀眾覺得被忽視→聽眾不爽、放棄→聽眾聽不懂

最終結果：上下交相混，簡報大失敗！



如何讓自己有熱情？

幫自己找到動機：升遷、加薪...

視為對自我挑戰：精益求精

刻意放大不甘心的怨恨：回想過去的辛酸...

刻意培養與別人的競爭意識：別人都是...

What else? 想像暗戀的女生正在台下看你
精采的表演？

每次簡報前務必找到激起自己熱情的方法！



除了熱情之外

要引起聽眾對簡報的興趣

有興趣才會專注聽

要讓觀眾覺得被重視

感覺被重視才不會放棄聽你講



談話如何引起聽眾興趣？
寅次郎賣鉛筆的故事：

寅次郎電影有一幕，外甥滿男在公司銷售成績很差，找寅次
郎討教訣竅。

寅次郎：這裡有一枝鉛筆，你向我推銷看看。

滿男：「請買這枝鉛筆吧」、「這真的是一枝很好的筆」、
「價格也很便宜」、「買了這枝鉛筆絕對很划算」

寅次郎：「不行，讓我來」，便把鉛筆搶了過去，平靜的說
出以下的故事。

寅次郎帶著回憶的表情說著：「我看到這枝鉛筆就想到我的
老媽媽。在我還小的時候，媽媽總是在火爐旁幫我削鉛筆。
我永遠忘不了，當時鉛筆屑掉入火爐中所飄出的微微燒焦
味。鉛筆真是令人難忘的好東西，您要不要也帶一枝回家
呢？」

滿男脫口而出：「請幫我包一枝鉛筆！」

寅次郎為何能打動人心？話語中提供視覺、情境！



人是視覺的動物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看電視、打電動、看漫畫

研究顯示：看電視的小朋友，注意力集中度變差

所以我們都是注意力極差的聽眾

如何吸引聽眾注意力？

應以電視（新聞）、漫畫為師！

投影片應盡量圖像化，話語也應圖像化！

最直接的圖像化話語就是說故事！



談話如何引起聽眾興趣？

方法一：講故事

方法二：問問題

方法三：善用類比

方法四：幽默一下*

Any other way?



如何讓觀眾感覺被重視？

簡報前：分析聽眾、為其研擬簡報策略

簡報時：眼神的直接接觸

簡報時：隨時根據聽眾神情調整簡報步調  
（聽不懂、無聊、度估、不以為然...）

聽眾感覺被重視，簡報才有好結果！



其他注意事項？



雷射筆？指揮棒？

使用雷射筆切記勿隨
意晃動

簡報前務必對場地、
設備再三檢查

輔助工具的使用



微笑、微笑、微笑

與主持人堅定握手以傳達自信

避免揮拳、雙手交叉、心不在焉小動作

避免拖著腳步、垂著肩膀、癱坐椅上

適度暫停可引起觀眾的短暫注意

注意服裝打扮（事先探聽）

與人談話，不可眼神飄開，亦不可猛點頭

該注意的肢體語言？



簡報是現今職場非常重要的技能

簡報要成功，最重要的是你的熱情！

很會簡報並不代表做事就可以不實在

實在的做事＋熱情的簡報＋機運＝成功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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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ing	 PowerPoint



  NTU EE5168 P&C Skills 

Can	 you	 draw	 a	 number	 line	 with	 16	 ticks	 in	 one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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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Functions

n  上移一層、下移一層、移至最上層、移至最下層 
n  群組、取消群組、復原群組 

n  貼齊格線 
n  靠左/中/右對齊、靠上/中/下對齊、垂直/水平均分 

n  水平/垂直翻轉、向左/右旋轉90度、自由旋轉 

n  弧線、直線、手繪多邊形、編輯端點、其他線條/箭號 
n  挑選物件樣式、套用物件樣式 

n  縮小/放大字型 
n  靠左/中/右對齊文字、行距 

n  裁切、設定透明色彩 
n  自訂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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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hould add all of  this functions to your tool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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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n	 Efficient	 Work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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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hot	 keys

n  Shift 

n  Ctrl 
n  Ctrl + Shift 

n  Esc 

Now plot a number line with 16 cl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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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Animation	 in	 Your	 Slides

n  Animation is helpful for expressing your ideas clearly to your
 audiences 

n  Yet, too much animation is annoying. 

n  Do not apply irregular or awkward animations o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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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	 Setting	 Tips

n  How to set your animations in order? 
n  Copy and paste 

n  Select in order 

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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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	 Options

n  進入 
n  結束 

n  路徑 
n  按一下、與前動作同時、接續前動畫 

n  效果選項 

Again, remember not to use too fancy animations. It
 might distract your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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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Master	 Slides

p. 10 

n  What should we do if we make changes to one slide and
 hope the changes also applies to all other slides as well? 

n  We can do that with the help of master slides (投影片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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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ellaneous

n  How to copy figure from PDF to PowerPoint with good
 resolution? 

n  Obtain good graphing materials from clip art (美工圖案) 
n  Microsoft Office Online 
n  http://www.artvex.com 

n  http://www.openclipart.org/ 

n  Color usage 
n  Dark background or light background? 
n  What color to use? 

n  PPT or 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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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2

p. 12 Monday - Sep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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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動畫製作（2	 weeks）���

n  製作至少具備三十動之動畫，可選擇任何題材： 

n  故事、遊戲攻略、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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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自我介紹網上評析（繁瑣、請謹慎,	 1	 week）

n  請在週五23:59前到線上評分網EPES註冊，網址如下： 
n  https://140.112.41.110/epesv2/emailReg.aspx 

n  註冊完成會在ntu mail收到啟動通知信，點該連結可以設定密碼。	 

n  再到登入網址	 http://140.112.41.110/epesv2/Default.aspx用自己的帳密登入。請
將此網址設置書籤，以後均到此登入 

n  看到EE5168課程，選擇加入該課程，done!!  

n  請先註冊一個YouTube個人帳號（可與Google帳號整合） 

n  請將葉丙成、三位助教（梁維元、廖亮、Finalsky Lee）加入Fb（Benson研
究生可只加助教），我們將馬上送出EE5168課程社群網頁的邀請 

n  在接受邀請後請於週五	 23:59 前完成開設EE5168課程社群網路個人頁面 

n  週六中午前請將新錄製的自我介紹的影片上傳至YouTube 

n  週六中午前請將課堂錄製及新錄製的自我介紹的YouTube影片post於EE5168
的個人網頁 

n  每個人請於下週四上課前仔細觀看至少六個不同的自我介紹影片，並於每個
影片下留至少一百五十個字的評語（你的感想、評論、建議如何讓同學自介
更精采），並且針對你最喜歡的前1/3影片在EE5168個人網頁上按喜歡 

n  最後於EPES系統上於「無PPT自我介紹」將你看過的同學影片打分數（不要
都太高或太低，平均成績約為3.0左右），並將之前的評語剪貼上去，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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