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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旅遊簡報
多樣式動畫與特效04

靜態的簡報敘述，不但平淡而且也無法引人入勝，這

時如果善用 PowerPoint 的動畫特效，讓投影片上的文

字、圖片和其他內容動起來，不但可以吸引眾人目光，

還可強調投影片中的重點，讓簡報創造出無限驚奇。

 動畫設計原則 

 為投影片快速加上動畫效果 

 進一步調整動畫效果 

 調整動畫效果的前、後順序 

 隨路徑移動的動畫效果 

 投影片切換特效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04 \ 原始檔 \ 風景旅遊簡報.pptx>。
完成檔：<本書範例 \ ch04 \ 完成檔 \ 風景旅遊簡報.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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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簡報動畫效果時需要避免使用太過於花俏的效果，才不會讓簡報呈現眼花撩亂

的感覺，以下有幾點關於動畫的設計原則提供給您。(您可參考範例完成檔 <設計原

則.pptx> )

例1：選擇合適的動畫效果 (請參考第一、二張投影片)

動畫設計原則4.1

例 2：關於動畫的呈現順序 (請參考第三、四張投影片)

使用由外而內飛入的動畫效果，容易讓

人感到頭昏。

動畫效果設計上盡量避免太過花俏，讓

播放時不會干擾視覺。

內容與圖案同時出現，會讓瀏覽者一時

抓不到內容焦點。

設定內容與圖案前後的播出順序，讓簡

報有好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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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掌握動畫效果的速度 (請參考第五、六張投影片)

例 4：一般段落文字播放方式 (請參考第七、八張投影片)

插放時間過於冗長，不僅讓主講人無

法流暢的演講，也無法集中觀眾的注

意力。

一般人的瀏習慣都是由上至下、由左至

右或由內至外，若是簡報中的段落文字

由下方往上方播出，容易讓觀眾搞不清

楚演講順序。

動畫播放的時間盡量縮短，讓演講時能

更有效率。

段落文字從第一段開始播出，讓簡報看

起來更井然有序，觀眾在瀏覽時視覺更

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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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啟範例原始檔 <風景旅遊簡報.pptx>，這是一份旅遊景點的投影片介紹，目前

已經建置好所有內容，接著先為簡報中的文字內容套用動畫效果。

新增動畫效果

STEP01 切換至第一張投影片，然後選取標題的文字方塊：

為投影片快速加上動畫效果 4.2

STEP02 於 動畫 索引標籤選按 新增動畫，PowerPoint 提供四種類型的動畫效果：

   進入：物件進入投影片時播放的動畫效果。

   強調：用以強調投影片中特定物件時所套用的動畫效果。

   結束：物件結束消失時播放的動畫效果。

   影片路徑：指定物件在投影片中只能依特定路徑來移動的動畫效果。



Chapter

影音多媒體簡報  
多媒體與音訊的運用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11 \ 原始檔 \ 影音多媒體.pptx>。
完成檔：<本書範例 \ ch11 \ 完成檔 \ 影音多媒體.pptx>。

11

這一個作品是將製作簡報中最常用來吸引瀏覽者注意力的特效：音樂、動畫、影片與 

SWF 檔，整體匯整說明比較，讓您對這些特效物件的使用更加了解，這些都會在這個範

例中一一說明。

 從多媒體藝廊加入動畫與音訊

 設定常用播放方式與剪輯音訊

 插入外部音訊與設定播放方式

 錄製聲音與旁白 

 插入與剪輯視訊影片

 插入 Flash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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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簡報常會遇到的問題，例如：要如何設計音樂是自動播放或是按一下播放？如

何讓一首背景音樂連續播放至簡報結束？如何全螢幕放映影片？多媒體藝廊中的動

畫與音訊檔這麼多，可以先試聽聲音或預覽動畫效果再加入嗎？這些都會在這個例

子中一一說明。

插入與預覽動畫

STEP01 請開啟範例原始檔 <影音多媒體.pptx>，切換至第二張投影片，於 插入 索引

標籤選按 視訊 清單鈕 \ 多媒體藝廊視訊，開啟 美工圖案 工作窗格。

STEP02 在 美工圖案 工作窗格 結果應該是： 已自動核選 影片 選項，請於 搜尋 欄位

輸入「music」再按 搜尋 鈕。

11.1 從多媒體藝廊加入動畫與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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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 預覽各動畫物件的效果後，於

合適的動畫縮圖上按一下滑鼠

左鍵，將動畫加入投影片。

此圖示表示這個物件為動畫圖片效果

STEP04 在對話方塊即可看到動畫效

果，也可選按 前一項、下一項 

來觀看其他的影片檔，選取合

適的影片檔後，按 關閉 鈕回到

投影片中。

STEP03 在 美工圖案 工作窗格中輸入「關鍵字」搜尋到動畫時，會看到很多相關物

件的縮圖，但是光看縮圖與名稱根本無法得知動畫的內容，這時可於想要預

覽的物件清單鈕上按一下滑鼠左鍵，選按 預覽/屬性 開啟對話方塊。



11-4

P
o

w
e

rP
o

in
t 2

0
1

0
 

插入與預覽音訊

STEP01 切換至第二張投影片，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音訊 清單鈕 \ 多媒體藝廊音訊 

開啟 美工圖案 工作窗格。

STEP02 在 美工圖案 工作窗格 結果應該是： 已自動核選 音訊 選項，請於 搜尋 欄位

輸入「music」按 搜尋 鈕。

STEP06 當完成動畫物件插入後，請拖曳至合適的位置，再按右下角 投影片放映 鈕

觀看投影片效果。

  插入的動畫物件無法同圖片物件一樣可隨意放大縮小，會使得該物件有

失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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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 預覽各音訊物件的效果後，於

合適的音訊縮圖上按一下滑鼠

左鍵，將該音訊加入投影片。

 投影片中會出現一音訊圖示，

請將圖示移至合適的位置擺放

即完成音訊插入的動作。

STEP04 在對話方塊即可看到音訊效

果，也可選按 前一項、下一項 

來觀看其他的音訊檔，選取合

適的音訊後，按 關閉 鈕回到投

影片中。

STEP03 這時可於想要預覽的音訊物件清單鈕上按一下滑鼠左鍵，選按 預覽/屬性 開啟

對話方塊。



 設定圖片超連結 

 設定文字超連結

 變更超連結文字色彩 

 連結至網站與電子郵件信箱 

 動作按鈕的設計

Chapter

京都賞楓簡報
超連結與動作按鈕14

「京都賞楓簡報」主要是透過超連結與插入動作

按鈕功能，來建立投影片、設定投影片與網頁之

間的連繫，其超連結本身可為文字或物件。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14 \ 原始檔 \ 京都賞楓.pptx>。
完成檔：<本書範例 \ ch14 \ 完成檔 \ 京都賞楓.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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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投影片過程中，若將滑鼠指標移至設定超連結的文字或物件，待其滑鼠指標呈  

 時，表示可按一下滑鼠左鍵執行連結的動作。設定超連結的文字會以加底線的

方式顯示，且文字色彩會與色彩配置的設定一致，圖片、圖形的超連結則不會有底

線。這一節先來學習如何在同一個檔案內做出投影片與投影片之間的超連結功能。

STEP01 請開啟範例原始檔 <京都賞楓.pptx> 切換至第二張投影片，選取「京都嵐山

渡月橋」下方的圖片，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超連結 開啟對話方塊。

設定圖片超連結14.1

STEP02 設定 連結至：這份文件中的位置，選擇連結至 3.京都嵐山渡月橋，再按 確

定 鈕。

選擇文件中的一個位置 清單中，會列出目前簡報作品內各個投影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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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 同樣的設定方法，選取第二張投影片「神戶有馬溫泉」下方的圖片，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超連結。設定 連結至：這份文件中的位置，選擇連結至 4.神

戶有馬溫泉，再按 確定 鈕。

STEP04 選取第二張投影片「京都祗園」下方的圖片，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超連結。

設定 連結至：這份文件中的位置，選擇連結至 5.京都祗園，再按 確定 鈕。

STEP05 接著選按視窗右下方  投影片放映 鈕或 F5 鍵播放，試看看剛才的超連結

效果是否無誤。

了解投影片命名的方式

1. 插入超連結 對話方塊 選擇文件中的一個位置 清單中，在投影片名稱前方的數
字代表投影片的編號，而投影片中若有標題文字也會自動顯示於此，否則就以

「投影片 (編號)」做為標題。

2. 要設定投影片標題很簡單，首先在建立或新增投影片時套用含標題設計的版面
配置，即可建立有標題的投影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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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2 選取第一張 投影片母片 樣式的母片，反白選取「拍攝京都之美」文字，再

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超連結 開啟對話方塊。

接著要為投影片中 「拍攝京都之美」、「京都賞楓之旅打油詩」二個文字設定超連

結。為了快速的讓這份簡報作品中每一頁投影片都能加上這二個文字超連結，所以

此範例中已將這二個文字方塊設計在投影片母片中。

STEP01 於 檢視 索引標籤選按 投影片母片，進入母片模式。

設定文字超連結14.2

STEP03 設定 連結至：這份文件中的位置，選擇連結至 2.拍攝京都之美，再按 確定 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