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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台灣蝴蝶 

210-1.   

Step 1. 由 C:\ANS.csf\PP02 資料夾內開啟 PPD02.pptx 簡報檔。 

Step 2. 要自訂投影片的章節，先由【檢視】/【簡報檢視】，按下 「投影片瀏覽」。

則所有投影片會以縮圖方式排列。 

Step 3. 點選投影片 3 縮圖，先由【常用】/【投影片】，按下 「章節」，由下拉選

擇「新增章節」： 
 在縮圖上方出現「未命名的章節」。   
 在「未命名的章節」上按滑鼠右鍵，選擇「重新命名章節」，開啟【重

新命名章節】對話方塊，輸入「蝴蝶類別」，按「重新命名」。 

  

Step 4. 以相同的操作方式，點選投影片 9 縮圖，按下 「章節」的「新增章節」：  

 將縮圖上方的「未命名的章節」，重新命名為「保育類蝴蝶」。 

 

 

 
對於較多張投影片的簡報，使用章節組織分類投影片，可使簡

報更便於管理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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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Step 1. 要將「蝴蝶類別」與「保育類蝴蝶」章節內的所有投影片，分別定義各自的

放映名稱，由【投影片放映】/【開始投影片放映】，按下 「自訂投影片放

映」，由下拉選擇「自訂放映」，開啟【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按下「新增」，開啟【定義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投影片放映名稱」輸入「蝴蝶類別」。 
 勾選 3~8，按「新增」，按「確定」。  

 

 在「自訂放映中的投影片」就會出現六張投影片，按「確定」。 
 

 
只要指定播放「蝴蝶類別」自訂放映，就會只播放該簡報中的

投影片 3~8。 

Step 2. 回到【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按下「新增」，開啟【定義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投影片放映名稱」輸入【保育類蝴蝶】。 
 勾選 9~13，按「新增」，按「確定」，按「關閉」。 

 

 

 
將同一主題的多張投影片，利用「自訂放映」歸類管理，可讓

簡報主講者依現場需求隨時快速切換投影片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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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Step 1. 進入投影片 1 的編輯畫面，要變更藍色蝴蝶動畫之前，請先放映本張投影

片，看看原來的動畫效果。 

Step 2. 再選取藍色蝴蝶，由【動畫】/【動

畫】按下 「效果選項」，選擇下拉

的「水平方向」。 
 

 
只要將蝴蝶圖片設定以水

平方向的 120%「放大/縮

小」動畫，加上「自動回

復」，就可讓蝴蝶展翅飛

舞。 

Step 3. 要設定按下「蝴蝶的一生」即連結至投影片 2，先選取「蝴蝶的一生」，由

【插入】/【連結】按下 「超連結」，開啟【插入超連結】對話方塊。 

 「連結至」選擇「這份文件中的位置」。 
 「選擇文件中的一個位置」選擇「2.投影片 2」。   

    

 

 只要按下「蝴蝶的一生」，就會自動切換到投影片 2。 

Step 4. 要設定按下「台灣蝴蝶的類別」即連結至「蝴蝶類別」自訂放映，顯示後返

回，選取「台灣蝴蝶的類別」，由【插入】/【連結】按下 「動作」，開啟

【動作設定】對話方塊，由【按一下滑鼠】標籤設定： 
 「跳到」選擇「自訂放映」，開啟【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選擇「蝴蝶類別」，勾選「放映並返回」，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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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按下「台灣蝴蝶的類

別」，就會自動切換到投影

片 3，播放到投影片 8 後，

又回到投影片 1。 
 

 
只有連結到「自訂放映」，

才能設定播放完指定的投

影片之後，還能自動地返

回到原來的投影片。 

Step 5. 以相同的操作方式，選取「臺灣保

育類蝴蝶」，由【插入】/【連結】按

下 「動作」，開啟【動作設定】對

話方塊，由【按一下滑鼠】標籤設

定：  
 「跳到」選擇「自訂放映」，開啟【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選擇「保育類蝴蝶」，勾選「放映後返回」，按「確定」。 

 
210-4.   

Step 1. 對於超連結及已瀏覽過的超連

結的文字色彩，會依預定的色

彩呈現，若要變更顏色，由【設

計】 /【變化】下拉的「色彩」

選擇「自訂色彩」，開啟【建立

新的佈景主題色彩】對話方塊： 

 「超連結」選擇「白色,文字

1」。 
 「已瀏覽過的超連結」選擇

「橙色, 輔色 4」。 
 「名稱」輸入「BF」。 
 按「儲存」。 

 
 

 
超連結及已瀏覽過的超連結的文字色彩，是無法用字型顏色來

更改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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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Step 1. 進入投影片 2 的編輯畫面，選取文字方塊的外框，由【常用】/【段落】按

下 「轉換成 SmartArt」，選擇下拉的「其他 SmartArt 圖形」，開啟【選擇

SmartArt 圖形】對話方塊： 
 由「循環圖」選擇「區段循環圖」，按「確定」。 

 

       

      

 
210-6.   

Step 1. 進入投影片 3 的編輯畫面，點選 SmartArt 圖形，要變更版面配置與色彩，

先由【SmartArt 工具】/【設計】/【版面配置】的下拉選擇「其他 SmartArt

圖形」，開啟【選擇 SmartArt 圖形】對話方塊，選擇「六邊形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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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再由【SmartArt 工具】/【設計】/【SmartArt 樣式】按下 「變更色彩」，

由下拉的「色彩」選擇「彩色-輔色」。 

 

 
210-7.   

Step 1. 由【投影片放映】/【設定】按下 「設定投影片放映」，開啟【設定放映方

式】對話方塊： 
 「投影片放映」點選「從」輸入「1」至「1」，按「確定」。 

 

 

 
該簡報播放時只會停留在第一張投影片，透過文字或自訂放映

的超連結，才會切換到其他投影片，但播放完後還是會回到第

一張投影片。 

Step 2. 完成後，由【檔案】/【另存新檔】開啟【另存新檔】視窗： 

 進入 C:\ANS.csf\PP02 資料夾內，「檔案名稱」輸入「PPA02」。 
 「存檔類型」預設「PowerPoint 簡報(*.pptx)」，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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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102 年資訊月海報徵選 

409-1.   

Step 1. 由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開啟 PPD04.pptx 簡報檔。 

Step 2. 欲將 10-11 Photo.pptx 與 12 Award Winners.pptx 的投影片

匯入 PPD04.pptx 簡報中，將插入點移到左邊窗格縮圖中投

影片 9 與投影片 10 之間。 

Step 3. 由【常用】/【投影片】的「新增投影片」，點選下拉的「重

複使用投影片」，在視窗右邊會開啟【重複使用投影片】窗格： 

 按下「瀏覽」，選擇下拉的「瀏覽檔案」。 

 在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點選 10-11 Photo.pptx 檔，按「開啟」。

共顯示 2 張投影片縮圖。 

 不要勾選「保留來源格式設定」。 

 依序點選縮圖中的投影片 1、投影片 2。 

Step 4. 再將插入點移到投影片 11 與投影片 12 之間，在視窗右邊的【重複使用投

影片】窗格： 

 按下「瀏覽」，選擇下拉的「瀏覽檔案」。 

 在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點選 12 Award Winners.pptx 檔，按「開

啟」。共顯示 1 張投影片縮圖。 

 不要勾選「保留來源格式設定」。 

 點選縮圖中的投影片 1。 

 關閉【重複使用投影片】窗格。 

 

 
409-2.   

Step 1. 由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開啟 07_Rating.xlsx 檔，選取統計圖的外框，

由【常用】/【剪貼簿】按下 「複製」，縮小 Excel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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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再由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開啟 PPD04.pptx 檔，進入投影片 7 的編

輯畫面。 

Step 3. 在內容版面區內空白的地方點一下，由【常用】/【剪貼簿】按下「貼上」

的下拉，在「貼上選項」按下 「使用目的地佈景主題與內嵌活頁簿」。 

   

 
409-3.   

Step 1. 由檔案總管進入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連按兩下 09_Special.docx

檔。開啟 Word 的文件檔。選取 SmartArt 圖案的外框，由【常用】/【剪貼

簿】按下 「複製」，縮小 Word 視窗。 

Step 2. 回到 PowerPoint，進入投影片 9 的編輯畫面，在內容版面區內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由【常用】/【剪貼簿】按下「貼上」的下拉，在「貼上選項」按

下 「使用目的地佈景主題」。 
 

 
要改變堆疊文氏圖表中的文字層次，由上而下依序為「特刊刊

出」、「記者會展示」、「宣傳曝光」、「整體視覺包裝」。 

Step 3. 選取堆疊文氏圖表中的「特刊刊出」，由【SmartArt 工具】/【設計】/【建

立圖形】按三次 「上移」，使「特刊刊出」移到最外層。 

Step 4. 以相同的方式，選取「記者會展示」按二次 「上移」、選取「宣傳曝光」

按一次 「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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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4.   

Step 1. 要新增一組自訂放映，由【投影片放映】/【開始投影片放映】按下 「按

下自訂放映」，選擇下拉的「自訂放映」，開啟【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按下「新增」。開啟【定義自訂放映】對話方塊。 

 「投影片放映名稱」輸入「作品繳交規定」。 

 在「簡報中的投影片」勾選投影片 5 和投影片 6，按下「新增」。 

 

 則在「自訂放映中的投影片」出現「1.作品繳交規定」及「2.作品繳交規

定」，按「確定」、「關閉」。  

Step 2. 進入投影片 17 的編輯畫面，選取

，由【插入】/【連結】按下

「動作」，開啟【動作設定】對

話方塊，由【按一下滑鼠】標籤進

入： 

 勾選「模擬按一下按鈕的效

果」。 

 點選「跳到」，由下拉選擇「自

訂放映」，開啟【自訂放映】對話

方塊。 

 選擇「作品繳交規定」，勾選

「放映並返回」，二次「確定」。 
  
 

 
滑鼠按一下 ，會有模擬按鈕的效果，接著放映投影片 5
和投影片 6，之後又還回投影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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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5.   

Step 1. 要將備忘稿以 xps 格式輸出，由【檔

案】/【列印】： 

 「印表機」選擇下拉的「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 

 「列印版面配置」選擇「備忘稿」。 

 按下 「列印」。開啟【另存列印

輸出】視窗。   

 進入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 

 「檔案名稱」輸入「PPA04」。 

 「檔案類型」選擇「 XPS 文件

(*.xps)」，按「儲存」。 
 
409-6.   

Step 1. 完成簡報後的簡報如下所示： 

 

Step 2. 先將簡報儲存成簡報檔，由【檔案】/【另存新檔】，開啟【另存新檔】視窗： 

 進入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檔案名稱」輸入「PPA04」。 

 「檔案類型」選擇「PowerPoint 簡報(*.pptx)」，按「儲存」。 

Step 3. 要將簡報存成 PDF 格式檔案，由【檔案】/【匯出】，選擇「建立 PDF/XPS

文件」，按下「建立 PDF/XPS 文件」，開啟【發佈成 PDF 或 XPS】視窗： 

 進入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 

 「檔案名稱」輸入「PP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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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檔類型」為「PDF (*.pdf)」。 

 按「發佈」，產生 檔案。 

Step 4. 要將簡報的每一張投影片皆儲存成圖片檔，由【檔案】/【另存新檔】，開啟

【另存新檔】視窗： 

 進入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檔案名稱」輸入「PPA04」。 

 「檔案類型」選擇「可攜式網路圖形格式  (*.png)」，按「儲存」，開啟詢

問視窗： 

 

 點選「所有投影片」，出現如下訊息，按「確定」。 

 

Step 5. 在 C:\ANS.csf\PP04 資料夾內，可以看到每張投影片都存成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