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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觀光休旅等工作的行業，在辦公室的日常業務中，經常會接到打來詢問的電
話，為了把握每一次的銷售機會，利用設計好的表格，快速記錄來電或來訪客戶的
基本資料，做為日後跟催與分析的依據之外，也是展現自己工作效能的一種表現。

2-1

快速格式化為表格

Excel 的工作表中，只要有一個儲存格範圍，其四周的儲存格是空白的，那麼這個
資料範圍就可以被視為「表格」。若表格的第一列呈現「標題欄」的性質，且欄位
彼此間有所關聯，就可以將這個範圍當作一個簡單的「資料表」來處理。常見表
格的建立方式有以下二種，我們以範例「訪客登記表 .xlsx」來操作。

建立新表格
1 點選「新表格」工作表，選取要建立為表格的儲存格範圍，其中必須包含標

STEP

題列 B2:H2。

2

1

快速分析鈕

2 執行 常用 > 樣式 > 格式化為表格 指令，展開清單選擇一種樣式套用。

STE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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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選取的範圍會顯示為流動的虛線框，在 格式為表格 對話方塊中確認表格範

STEP

圍無誤後，勾選  有標題的表格 核取方塊，按【確定】鈕。

1
2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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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示套用表格格式後的結果，標題列的每一欄右側會出現向下箭頭的

STEP

「篩選控制項」，儲存格範圍右下角出現「調整標記」，拖曳即可調整格式的
應用範圍。
篩選控制項

調整標記

從資料範圍建立
1 點選「電訪登記表」工作表，其中已有建立好的資料記錄，點選資料範圍內

STEP

的任一儲存格，執行 插入 > 表格 > 表格 指令。
3
4

2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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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範圍會顯示為流動的虛線框，在 建立表格 對話方塊中確認表格範圍無

STEP

誤後，按【確定】鈕。

會自動勾選

3 資料範圍會被定義為「表格」，資料表工具 索引標籤自動出現，可從 設計 >

STEP

表格樣式 中重新選擇樣式套用。

小叮嚀
選取資料範圍後，從儲存格範圍的右下角點選
快速分析

鈕，再選擇 表格 > 表格，也會套

1

用預設的表格樣式。

接下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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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建立文字序列

除了產生數值數列外，「自動填滿」功能還會辨識文字序列的關鍵字，而產
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第 1 季、第 2 季、第 3 季 ... 等序列，還可
依需要自訂序列清單。

1 先在工作表中建立如右圖所示的文字序列，並選取

STEP

儲存格範圍。

2 執行 檔案 > 選項 指令，選擇 進階 標籤，向下捲動到 一般 區域，按

STEP

下【編輯自訂清單】鈕 .

1

2
3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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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 匯入清單來源 欄位中的參照位址範圍是否正確，若正確無誤，

STEP

按【匯入】鈕。

預設的清單
1

2

可點選後選取儲存格範圍

匯入的項目

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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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吸引遊客前來觀光，除了精采豐富的文字敘述外，一份出色的簡報中，影音多
媒體的助力不容小覷。善用 PowerPoint 中處理影音多媒體的功能，搭配生動的動
畫設定，就是一份抓得住觀眾視線的完美簡報！

12-1 使用相簿
你可以從硬碟、掃描器、數位相機或讀卡機 ... 等裝置中，將多張影像擷取到新的
簡報中，再依所需套用版面配置，並加入文字說明，快速完成旅遊相簿的建立。
1 進入 PowerPoint 後，執行 插入 > 圖像 > 相簿 > 新增相簿 指令。

STEP

1

2
3

2 開啟 相簿 對話方塊，按下【檔案 / 磁碟片】鈕。

STE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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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要插入圖片的範例資料夾，選取檔案（12 張圖片）後，按下【插入】

STEP

鈕。
1

勾選

2

3

4 圖片會置入 相簿中的圖片 清單中，勾選圖片檔名前方的核取方塊後，可再

STEP

以 上移照片 和 下移照片 工具鈕調整顯示順序，按【移除】鈕則將其移除。
預覽 下方的工具鈕可以進行影像調整。

1

調整亮度
調整對比程度
2

旋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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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片配置 選擇 兩張圖片，外框形狀 選擇 簡易框架 , 白色，再勾選  標題

STEP

在所有圖片下方 核取方塊；按下【瀏覽】鈕選擇「Gallery」的 佈景主題。
按下【建立】鈕。

1

2

3
4
7

5

6

6 會開啟新簡報並顯示相簿內容。

STE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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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設定動畫
每張投影片中的物件，包括：文字、圖片、圖案、圖表、視訊或音訊 ... 等，都可
以設定其「進入」和「離開」時的效果，或是「強調」的醒目特效，以加深觀眾
的印象。設定時請依照以下程序來進行：
1

點選投影片。

2

選取要加上動畫的物件。

3

於 動畫 > 動畫 清單中選擇一種效果（進入、強調、離開 或 移動）套用。

4

從 效果選項 中變更 方向 或 順序 等屬性。

5

從 動畫 > 預存時間 區域指定動畫 開始 的方式和 期間；所有效果的 開
始 方式預設都是 按一下。
重複 1-5 的步驟，將投影片中的物件依序設定完成，可再從 動畫窗格 中

6

調整動畫效果出現的順序。
按 播放 鈕檢視效果。

7

小叮嚀
已經設定好動畫的物件，若要再套用另一種動畫效果時，請選取該物件後，執行
動畫 > 進階動畫 > 新增動畫 指令（參考右頁步驟 1 的圖）。
物件加上動畫效果後，如果想取消設定，可以從 動畫窗格 中選取該效果後，按
鍵移除，或是在 動畫 > 動畫 清單中選擇 無。

接下來，就依照上述的準則，開始設定動畫：
1 執行 動畫 > 進階動畫 > 動畫窗格 指令，將 動畫窗格 開啟，點選第 1 張投

STEP

影片，先前所插入的音效物件會自動出現在清單中。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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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點選標題的文字物件，設定 動畫 > 動畫 清單中 進入 的 分割 效果。

STEP

2

3

1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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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著從 效果選項 中設定 由中向左右 的 方向。

STEP

1

2

有設定動畫的圖示

顯示編號順序

4 在 預存時間 區域指定 開始 的方式為 與前動畫同時，此處的前動畫是指音

STEP

效（編號「0」），因此動畫效果會與音效同時開始。（設定完後，編號會由
「1」改為「0」，與音效相同）

有三種開始方式

5 指定動畫的 期間 為 1（預設為 0.5 秒）。

STEP

可鍵入或點選

6 接下來點選副標題，設定從下方 飛入 的 進入 效果。

STEP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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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1

7 開始 的方式設為 接續前動畫，延遲

STEP

1

設為 1 秒，因此副標題會在標題進入
後，經過 1 秒才開始接著出現。

2

8 完成第 1 張投影片的動畫設定後，不選取任何物件，按下【全部播放】鈕，

STEP

預視一下設定效果。

動畫會依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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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切換到第 2 張投影片，先選取左側圖片物件，設定 進入 > 隨機線條 的 垂直

STEP

方向效果，開始 方式為 接續前動畫，期間 為 1.5 秒。
3
4

7
8

5

2

6

1

10 再選取右側圖片物件，設定 隨機線條 的 水平 方向效果，開始 方式為 與前

STEP

動畫同時，期間 為 1.5 秒。
2
3

6
7

4

5

1

11 重複上述步驟，完成所有投影片的動畫設定。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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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後 練 習

選擇題
(

)1. 投影片中可以插入哪些來源的視訊：(1) OneDrive (2) 從檔案 (3) YouTube (4)
以上皆是。

(

)2. 插入音訊後無法從「音訊選項」設定：(1) 循環播放 (2) 開始方式 (3) 剪輯 (4)
隱藏。

(

)3. 動畫效果前面的

圖示代表：(1) 按一下 (2) 與前動畫同時 (3) 接續前動畫

(4) 靜止。
(

)4. 投影片中物件的動畫效果不包含：(1) 進入 (2) 結束 (3) 強調 (4) 停留。

(

)5. 對投影片「切換」的說明何者有誤：(1) 可加上音效 (2) 可指定時間自動換頁
(3) 期間值愈小速度愈慢 (4) 預設以按下滑鼠換頁。

實作題
1. 利用實作範例「十分野柳一日遊」資料夾中的 18 張影像，產生「相簿」後：
設定每張投影片 2 張圖片的配置，
「柔邊矩形」的外框形狀，並疟 痮 套 用一種
佈景主題，圖片下方要有標題。
首張投影片插入「BG.mp3」音效。
第 2 張投影片的 2 張圖片，設定不同的「進入」效果，再分別複製動畫到
3-10 投影片，所有動畫效果會接續播放。
每張投影片設定不同的「切換」效果，每隔 8 秒自動換頁。

將結果儲存為「十分野柳一日遊 .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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