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創意模式

你能發表殺手簡報之前，必須先建立簡報；建構簡報之前，則

必須想出有趣的話題（雖然這種條件過去無法阻止某些人發表簡

報）。

我們不會幫你找出能清楚解釋複雜主題的靈感，但我們將展現能幫你發

展並精鍊想法的種種模式。

本章討論的模式與反模式皆與創造簡報內容相關。我們將討論如何以敘

事弧模式架構簡報、如何有效使用視覺效果、如何運用火星文等增加權

威的技巧，以及使用疏遠製品反模式會如何減低可信度。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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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模式：敘事弧
 定義 敘事弧係指故事從頭到尾的事件發生順序。典型敘事弧描述著故事角

色按照情節行動時，所遭遇的試煉與苦難，以及如何解決這些難

題；許多文學作品依循這個基本架構──大部分簡報實際上也是在

說故事。

 動機 首先來看看這段引述：

 讓主角爬上樹，對他丟石頭，把他弄下來。

 ──希德．費爾斯（Syd Fields）

簡報暗含著說故事的強烈脈絡：你在群體裡，位於和其他人不同

的位置，向他們傳達資訊。大家一生中聽過許多故事；我們內心

都能感覺到故事如何運作。我們能夠運用在孩提時期發展出的說

故事能力，創造更強力的簡報。

敘事弧是種虛構的情節架構，其定義為引起並提高衝突力量的一

系列事件，最終帶向高潮，然後導向解決。稱為弧係因如圖2.1所

示，張力的跌宕起伏畫成示意圖就像這個形狀。

圖2.1  敘事弧

故事進展

開頭與揭露

漸
趨
嚴
重

高潮

張
力

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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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助聽眾避開職業生涯上的危機。該巡迴講座的其他講者將這場專

題演說稱為「死亡天使」，因為演說一路往陰鬱推進。尼爾的結

構安排讓第二部份的氣氛越來越灰暗，一再堆積令人憂鬱的事

實。在一張提出職業訓練建議的黑暗陰鬱投影片上，氣氛達到臨

界點，如圖2.5。

圖2.5  第二幕的陰鬱結尾

尼爾想在簡報的那一刻塑造壓抑與陰鬱氣氛，因為接下來的剩餘

部分將提出建議，告訴你如何避免所有第二幕呈現的壞消息。他

讓聽眾一起陰鬱，結尾時再讓他們一起開心。聽眾的共享體驗讓

該場簡報更令人記憶深刻。

 相關模式 此模式還是需要有力的敘事弧。

在簡報的四段思考階段中，想看看內容是否能以此模式運作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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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第三章│投影片構成模式

想想圖3.1與圖3.2的投影片。兩張投影片一起要表達某個重要論

點。這份簡報所有投影片都使用出現過場，所以當下一張投影片

的第一個元素透過動畫效果進場時，前一張投影片看起來都像是

淡出。聽眾會習慣這種流動。然而若要在多張投影片延伸單一想

法，就要保留投影片過場（出現），但不要用第二張投影片標題

的外觀動畫效果。如圖3.1所示，標題動畫效果設定成出現，投影

片也設定成出現過場。

圖3.2裡的標題沒有構件進入動畫效果，所以投影片出現時會有標

題。

圖3.1  容納單一連續想法的兩張投影片

圖3.2  第二張投影片保留標題以延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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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第三章│投影片構成模式

尺寸維持在50％。在50％設計檢視看起來太小的東西，投映出來

時，由聽眾看起來也不夠大。這是個好技巧，因為此技巧強迫設

計師（你）從虛擬遠處檢視所有投影片。

微軟的唐．博克斯（Don Box）在某個關於準備技術演說的坦承採

訪中 5，建議用14點字型展示源碼──這對某些讀者來說是令人意

外的大字型，但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依然嫌太小。我們建議大部分

源碼範例採用18點字型，大家也知道我們其實會放大到投影片、

解析度、螢幕空間等條件的極限。唐也特定使用Lucida Console字

體，此字型內建於所有的Windows機器。因為今日大家可以輕易

取用的字型數以千計，其中許多更是免費，所以我們在此建議使

用 Inconsolata6，這是種 TrueType 字型，與 Windows 及 Mac 皆相

容。

 已知用途 企業一級主管階層的更新、營收報告、季度團隊簡報等，似乎是此

模式的主要實作領域。這點反映出文件創造的文化，以及鞏固資

訊的錯誤認知。然而資料視覺化領域的領導者如愛德華．塔夫特

（Edward Tufte）等人，數十年來不停地告訴我們：「我們對任何

展示科技的最低期望是不該造成任何危害。」此建議與圖3.5顯示

的投影片怪物之間，實在是難以調解。

圖3.5  使用螞蟻字型的甲骨文（Oracle）狀態更新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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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圖3.7  熟練字型使用者設計的投影片

 已知用途

 � 勒索信

 � 社區大學新教授創造的課堂教材

 � 急著敲定交易的業務員創造的銷售資料

 相關模式 相片狂往往也喜歡大量字型，有時候想配合任意圖片運用字型風格。

除非你是專業印刷工，否則不該嘗試這種配對可能比較好，你反

而應該堅持只用少數幾個清晰簡潔的字體。

  反模式：洪水印
 別名 死於宣傳、行銷狂熱、糾葛商標

 定義 洪水印代表每張投影片都有、但其實與簡報無關的背景圖像。如果

一個商標稱為浮水印，洪水印就代表太多商標。洪水印包括企業

 � 教堂佈道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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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來，而且拍張好照片不真的那麼難。」如果簡報講者重視自己建

立敘事弧的創意，也應該重視其他人產出構圖用視覺元素的創

意。

選擇的圖像要能符合統一的視覺主題，也應節約使用，避免僅為

了大腦休息時間而使用無關圖像，如此就能避開這個反模式。

 已知用途 銷售業務員最常實作此模式。產品的單純資料可能會讓對產品非常熟

悉的覺得無聊，因此銷售業務員總會心癢難耐，需要更多視覺香

料。這個陷阱帶領他們使用任意圖庫相片做為輔助。較好的補償

技巧可能是透過小談話將簡報打散成更生動的片段，輔以大腦休

息時間，提供簡短思考的舒適時間點。

最常使用相片狂反模式的地方是簡報結論處。聽眾與簡報講者都

受過馴化，認為演說後應該握手達成共識。這種印跡作用很容易

讓我們誤信，以為放上西方文化握手習俗的圖片，可提高達成共

識成功銷售的機會。避開這個陷阱；移除握手圖片總是帶來進

步。

圖3.12  因相片狂而蒙受圖庫相片之害的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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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第三章│投影片構成模式

圖3.25  讓使用者能「撿起」粉筆

雖然PowerPoint沒辦法創造毛邊線條與多邊形，但有急速成長的

第三方市場，提供手繪線條及其他我們歸類為類比雜訊的工藝 

品。

 已知用途 尼爾喜愛這個模式到接近濫用的地步。隨著新版簡報工具釋出，此模

式也更常嵌入標準模版。

 相關模式 運用類比雜訊是種反抗預設的傑出方法，特別當你企圖降低特定環境

的傳統簡報刻板程度更是如此。

  模式：假期相片
 別名 背景、最後關頭簡報、勝千言

 定義 在簡報投影片中使用高品質的全螢幕圖像，少用（或完全不用）文

字。

 動機 圖像很有力，正確的圖像能用很小的空間傳達非常大量資訊。現在好

像你隨手抓起電源線，必然跟著拎起一疊內含圖像的投影片；甚

ACI023100.indb   109 2013/4/11   下午 12:28:53



123第四章│時間模式

這三個範例為各自獨立的文字方塊。尼爾以滑鼠點擊觸發第一個

範例的動畫效果，然後用播放上一個構件之後自動開始選項，

建出另外兩個動畫效果。他讓範例逐漸出現，強調有多個範例存

在的事實。但因為每個範例他都只有幾句話要講，所以他不想讓

第二跟第三個範例的呈現方法，跟滑鼠點擊動作的效果一樣正

式。用於某元素的動畫效果，其順序與方式都會強調或隱藏該元

素特質，若能善用將非常有效。

再來的動畫效果顯示另一個子分類範例，如圖4.8所示。

最後的動畫效果加上此概念的最終定義細節，如圖4.9所示，顯示

在投影片底部。

圖4.6  漸趨一致：加上兩個次分類 圖4.7  漸趨一致：加上子類別範例

圖4.8  漸趨一致：加上另一個子分類範例 圖4.9  漸趨一致：加上最後的定義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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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最後那段文字出現在已嫌擁擠的投影片上，但尼爾想確定自己加

上最後的輔助聲明。為了讓這段聲明稍顯突出，他採用粗體字 

（後來為了更加強調，遂改用類比雜訊）並使用複合動畫效果，

而非他慣用的出現動畫效果。

這張投影片所有動畫效果皆闡釋本書

一再出現的模式與技巧（而非典型

地一次用一種）。如要讓這些元素

出現在投文件的正確位置上，還需

要一點出現前的預先隱形動作。以

此例來說，圖4.10為Keynote的構件

檢閱器，其中標示強調出「pattern」

文字方塊，可以看到此文字方塊在

另一個「P a t t e r n s」文字方塊（大 

寫 P 那個）下面有出現前的預先動

作，直到尼爾強調差別時才取而代

之，並像雀躍標題般移到投影片上

方。

這張投影片最後建好的版本與投文件書面版本一致。如果聽眾一

路聽你簡報，這正是你一路打造的成果。漸趨一致讓你有辦法在

演說加上一些動態趣味。當你從這張投影片開始講起，聽眾看見

共通元素，挑起一點張力：哪些東西不見？等一下又會加上什

麼？此種張力轉變成趣味，尤其若你跟尼爾在此範例中一樣，沿

途移掉一些東西（例如把「Patterns」換成「patterns」）。

 相關模式 此模式特別適合搭配投文件模式使用，因為你往往會慢慢地邁向書面

版本。

雀躍標題為此模式的特定實作方式。

圖4.10
漸趨一致：Keynote的投影片
檢閱器標示強調出「pattern」
文字方塊的複雜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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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第四章│時間模式

  模式：焦痕
 別名 強調項目、單列聚焦

 定義 焦痕投影片印成書面時都是完整的投影片，但用於簡報時，每次只會

投映出一個項目，且隨著下一項出現，前一項將暗掉。

圖4.11是某張投影片在設計檢視中的樣子（即印成書面的模樣），

圖4.12則是同一張投影片在簡報時的樣子。

圖4.11  焦痕投影片在設計檢視中的樣子                  圖4.12  同一張投影片在簡報時的樣子

欣宜的講義

欣宜明白一成不變反模式的危險，所以她想確保簡報每張投影片僅傳達單一想

法。然而她也得顧及講義尺寸。簡報時快速翻過200張投影片看起來沒什麼，但

沒有人想翻完200張紙。

 她要怎麼同時滿足高品質簡報與簡潔書面版本這兩個目標？項目清單滿足簡潔目

標，卻直接導向千瘡百孔的屍體反模式；只有若干詞彙的單一投影片讓簡報更生

動活潑，卻無法在緊湊的書面空間傳達大量資訊。欣宜需要接下來這幾個模式，

讓簡報講者精確控制資訊曝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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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簡報模式｜打造傑出簡報的技巧

 動機 若聽眾習於投影片由大量千瘡百孔的屍體構成，此模式可說是效用良

好，因為印成紙本時也會是相同格式。然而此模式也能提供你很

想要的簡報品質，隨著你逐一討論而強調每個論點。

如果你必須創造投文件，這個模式能讓你創造出含有高層次論點

的書面文件。當你演說時，只有正在談論的焦點項目才會以完整

的充分對比色彩顯示在投映畫面上。

焦痕讓你清楚掌握到身處投影片何方，算得上是一種脈絡守衛，

惟規模侷限在單一投影片內而非整份投影片。

 實用性／後果 此模式能讓你產出簡潔講義，又能在你消耗額外的可觀氣力後，仍有

合宜的簡報格式。

每當你被迫創造投文件，又必須控制曝光步調，即可施用此模

式。此模式也是種有用的組織原則，能加強可讀性且使其適於放

映呈現。

此模式與雀躍標題合作愉快。

 機制 PowerPoint內建功能即含此模式，雖然還得找出某個討厭的隱藏屬

性，才能讓此模式正確運作；Keynote則直接實作出這項功能。這

兩種工具都能輕鬆創造出此模式的模版投影片。

 PowerPoint 在PowerPoint的動畫效果選項中，將進入動畫設為淡出等效果，就

能實作此模式。一旦你在動畫效果面版的文字方塊放置元素，選

擇最上方的元素，點選動畫效果面版，然後選擇效果選項......如

圖4.13所示。

圖4.13  PowerPoint的動畫效果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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