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起賈伯斯的簡報魔術棒

Keynote

FOREWORD

或許沒有一個人能像賈伯斯那樣，將每一場發表會的內容銜接得如一齣齣讓人不忍移開視

線的好戲。他不只親自手執導演筒，也擔任這場表演裡最重要的角色，手拿著如魔術棒的

簡報遙控器，將產品乃至於他的意念，傳達給每一個在現場或透過網路收看的觀眾。

這樣的影響在賈伯斯離去後卻更加發酵，無論是報章雜誌、電視新聞都開始大量報導他的

生平與傳奇，並以許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他在生活及工作上的各個面向，頓時賈伯斯成為

您我生活裡一個很熟悉的陌生人。即使沒有使用過蘋果公司的產品，但對於賈伯斯的人生

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我想大部分的人想起賈伯斯，還是最難忘他在發表會上的身影，無論是當他還年輕健康，

或是到後期爆瘦到讓人不忍的模樣，他都認真而精彩地把每一個讓他驕傲的產品推向了這

個世界，也改變了您我的生活。他這樣的風範讓許多人為之傾倒，並起而效之。對於賈伯

斯簡報的魅力之處您可以很輕易得到很多資訊與分析，但更多人對於賈伯斯鐘情使用的簡

報軟體：Keynote 也表達了高度的興趣，相對上可以獲得的資訊就少了很多，這也是我們

著手這本書的思考起點。

編輯群在收集資訊的過程中，不僅參加了許多相關的研討會及社群聚會，也在現場或是網

路上觀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簡報發表，接觸越深就越感覺到 Keynote 軟體的獨特之處，它

不僅能快速做出生動精彩的簡報文件，並能搭配身邊的設備與網路雲端，將簡報的觸角由

桌機、筆電延伸到平板電腦，甚至是智慧型手機。Keynote 在視覺的呈現更是一絕，它豐

富靈活的動畫、如電影一般的特效，都能透過簡單的設定呈現在簡報製作中，輕輕鬆鬆讓

作品脫胎換骨，保證您用過一次就會十分難忘。

今年是文淵閣工作室跨入 Mac 作業系統與蘋果相關產品的元年，大家都以無比興奮的心

情迎接這個時刻。無論是學習或是分享的過程，都感到這個領域想要重新定義電腦與人之

間關係的企圖，也讓大家有了一次重新的思考。我們將推出一系列相關的書籍，與讀者分

享這些點點滴滴，也希望大家多多與我們交流。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與大家共勉。 文淵閣工作室
2012年春夏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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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第一個
Keynote 簡報
了解 Keynote 的魅力與特色，並認識相關的編輯環境後，接下來就來準備製作自

己的第一份 Keynote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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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適合的主題

在第一次開啟 Keynote 時首先會出現 主題選擇器 面板，其中提供了 44 種具有 Apple 風格

且設計精美的主題。

每一個主題是由一系列的幻燈片主版所組成，其中不管是簡報中的文字、背景、圖片、表

格或圖表等元素，均設計成符合該主題的外觀與風格，讓您一開始在製作簡報時，就可以

省去構思版面佈置的麻煩事。

01  請在啟動 Keynote 後，於 主題選擇器 面板選按要使用的主題縮圖與幻燈片的大小，
例如這裡選按「展示間」 主題及「1024 × 768」的大小，然後按 選擇 鈕。

02  此時程式會依選擇主題來建立一個新的簡報，並且進入第一個編輯畫面。

幻燈片新增與主版套用

每一個主題因應文字和影像的佈置，提供了數種已建立好的幻燈片主版，我們除了可以在

新增幻燈片的同時，選擇合適的主版套用，也可以加以修改版面來符合自己需求。

01  在這份新建立的簡報中，我們預計加入四張幻燈片。請於工具列選按  新增 鈕三
次，建立共四張的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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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ote Mac x iPad x iPhone 全面啟動

3-1
在開始一份新的 Keynote 簡報時，最重要就是選擇要加入的主題及新增不

同設計的幻燈片主版，這個動作對於後續製作十分必要。

主題選用與製作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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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於導覽器選按第一張幻燈片縮圖，然後於工具列選按  主版 鈕，於開啟的下拉式清
單中選擇需要的版面設計，這裡我們套用 照片-橫式。

03  接著參照下面圖片，將第二至第四張幻燈片分別更換主版。

cc 標題與附標題 cc 照片-直式 cc 標題、項目符號與照片

 小提示 
 開啟 Keynote時沒有出現主題選擇器面板 ?

如果開啟 Keynote 時沒有出現 主題選擇器 面
板，可以於選項列選按 檔案 \ 從主題選擇器
新增檔案 直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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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簡報主題

一開始套用的主題，或許在後面製作的過程中才發現不適用，或是因為簡報本身屬性，需

要藉由某幾個主題來區隔內容時，這時可能就必須針對整個簡報，或是個別的幻燈片主題

進行更改。以下僅示範操作的方法，並不套用於範例之中。

要更改一張或數張幻燈片的主題時，請按住 command 鍵在導覽器選取要更改的多張幻燈

片縮圖，然後於工具列選按  主題 鈕，在開啟的清單中直接選按要更換的主題。

cc 透過工具列的 主題 鈕變更單張或多張幻燈片主題

如果想要一次套用所有幻燈片時，可以於工具列選按  主題 鈕，在開啟的下拉式清單中

選按 主題選擇器 開啟面板，即可藉由 套用主題至 項目進行幻燈片的全部或部分的主題更

換，當然也可以透過此面板直接變更幻燈片的大小。

cc 透過工具列的 主題 鈕 \ 主題選擇器 可以選擇要變更全部或部分幻燈片的主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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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簡報之中文字的敘述與呈現十分重要，設定合適的字體、大小、段落或間

距等，讓簡報的內容可以完整表達。

文字的輸入與設定

輸入文字內容

幻燈片中文字顯示的區域稱為文字暫存區，大致有標題文字框和內文文字框二大類，其中

文字能輸入的位置上會顯示 「按兩下來編輯」，使用者只要在該文字框上連按兩下即可

進行輸入動作。以下我們就先為範例中的四張幻燈片陸續加入文字。

01  利用左側導覽器切換到第一張幻燈片，接著在文字框上按一下出現八個白色控制
點，在選取的狀態下即可進行文字框的移動、拷貝、貼上、剪下及刪除的編輯動

作，也可以進行樣式設定。

 小提示 
 加入純文字框

如果想要在文字暫存區以外，也就是排除標題及內文文字框，而在主版任意位置輸入

文字時，可以於工具列選按  文字框 鈕，在目前幻燈片加入文字框。

cc 可以利用 文字框 鈕在幻燈片任意處加入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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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文字框中連按二下即可出現插入點，此時可以切換到您的輸入法進行文字輸入，輸
入完後在幻燈片空白處按一下即可完成。

03  切換到第二張幻燈片，依照下圖輸入相關標題及附標文字。

04  切換到第三張幻燈片，依照右下圖輸入相關標題及內文，在輸入內文的過程中因為文
字框較小所以無法正常顯示，文字框底部會顯示一個  符號，此時只要在該符號上
連按二下即可縮小文字以符合文字框。

3-6

Keynote Mac x iPad x iPhone 全面啟動



5-1 為幻燈片加上過場效果
5-2 加上物件動畫
5-3 設定物件動作
5-4 智慧型構件

5
動畫與視覺特效

Keynote 引人入勝的動畫效果，讓幻燈片在切換時除了產生流暢感，文字、照片

或圖形的酷炫變化，更讓整份簡報充滿張力與戲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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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過場效果的設定環境

所謂的過場效果，主要是幻燈片之間在切換時加入的變化。

請您先開啟範例原始檔 ＜萬里長城.key>，並將 ＜pic_greatwall＞ 檔案夾內的照片預先匯

入至 iPhoto 中，這些照片會運用在之後的範例操作中。請先隨意選取範例中任一張幻燈

片，然後開啟 幻燈片檢閱器 面板，於 過場效果 標籤即可看到相關設定。

其中 效果 項目提供 文字、物件、2D 及 3D 四大類，因應幻燈片的屬性可以選擇合適的過

場效果。過場效果要執行的時間長短及移動方向，可以透過 持續時間 和 方向 項目進行設

定，最後再透過 滑鼠點按 或 自動 來決定過場效果開始的時間點。

cc 幻燈片的過場效果有 文字、物件、3D 及 2D 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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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從一張幻燈片預備進入下一張幻燈片時，如果中間加上切換的動態效果，

不僅可以提升幻燈片播放的流暢度，更可以豐富觀眾視覺！

為幻燈片加上過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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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效果

二張幻燈片在切換的過程中，可以藉由 火花、微光、搖擺 或 重組 四種文字效果，產生文

字間的動態變化。而套用這些效果時，除了一方面需留意幻燈片內以簡單、明顯的文字

如：標題或企業識別文字等為設計原則；另一方面第一張及第二張幻燈片基本要涵蓋相同

或部分文字。

cc 套用文字過場效果時，二張幻燈片內的文字要簡單、明顯，另外還需涵蓋相同或部分文字

請切換到第一張投影片後開啟 幻燈片檢閱器 面板，我們預備讓第一張幻燈片上方的標題

文字切換到下一張幻燈片時，在右下角產生文字重組的動畫。請在 過場效果 標籤設定 重

組 文字效果、持續時間、方向 以及 滑鼠點按 的開始方式，最後在上方畫面按一下預覽過

場播放的效果。

cc 設定 重組 效果，並透過上方畫面預覽過場播放的感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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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示 
 判別幻燈片是否套用過場效果的方法

我們於畫面左側 導覽器 的幻燈片縮覽圖右下角如果發現一個藍色三角形，表示該張幻
燈片已套用過場效果。

cc 幻燈片縮覽圖右下角的藍色三角形，表示該張幻燈片已套用過場效果

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 是 Keynote 過場效果中一個超神奇的功能，它主要可以偵測出二張幻燈片中相

同的圖形或文字，然後在播放時如魔術般從目前幻燈片的所在位置，自然並一氣呵成地移

動到下一張幻燈片的新位置。

製件 瞬間移動 效果的秘訣，在於複製第一張幻燈片成為第二張幻燈片後，在新的幻燈片

中調整相關的物件位置、大小等，在加入 瞬間移動 的效果後會讓二張幻燈片在播放時呈

現絕妙的移動變化。

cc 瞬間移動 效果讓二張幻燈片在切換時動作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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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中我們要為第二、三張幻燈片加入瞬間移動的效果。第三張幻燈片的內容是複製第二

張幻燈片後，更改 主版 為 照片-直式，接著修改文字內容，並保留前面二張照片及刪除其

他照片，然後做一些放大及旋轉的調整。

回到第二張幻燈片後，於 幻燈片檢閱器 面板的 過場效果 標籤設定 瞬間移動 效果、持續

時間 以及 滑鼠點按 的開始方式。最後在上方畫面按一下預覽過場播放的效果，您會發現

相同照片會從第二張幻燈片的位置移動到第三張幻燈片的位置，而其他不需要的文字或照

片則是自動淡出。

cc 設定 瞬間移動 效果，並透過上方畫面預覽過場播放的感覺

 小提示 
 套用瞬間移動時的注意事項

在套用 瞬間移動 效果時，會出現如下對話方塊提醒使用者，前後張的幻燈片至少必須
有位於不同位置的同一個物件才可完成此一過場效果。

另外 瞬間移動 效果無法套用於有表格、圖表或影片物件的幻燈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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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效果

物件效果可以省去一個個設定物件動畫的麻煩事，利用 透視、物件縮放、物件推移 及 旋

轉 四種效果，一次移動、縮放或旋轉幻燈片上個別或群組物件。建議在幻燈片中使用較

為突出的影像或圖像物件，以展現最佳的物件過場效果。

cc 建議使用較為突出的影像或圖像物件以展現最佳的物件過場效果

請切換到第三張幻燈片，在 幻燈片檢閱器 面板的 過場效果 標籤設定 透視 物件效果、持

續時間 以及 滑鼠點按 的開始方式。最後在上方畫面按一下預覽過場播放效果，您會發現

第三張幻燈片中的所有物件以立體效果移出，並轉換到第四張幻燈片中。

cc 設定 透視 效果，並透過上方畫面預覽過場播放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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