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榮總圖書館主題書
10605 主題：簡報技巧
1 分鐘簡報法 : 日本第一創意文具店 KOKUYO 員
工必修的終極簡報術
作者： 下地寬也著 ; 梨沙譯
索書號：494.6 8352 2013
條碼號：0000069185
KOKUYO 研習課程的簡報達人終極培訓法！
15 秒）拋出問題→是要講什麼呢？（引起對方興趣）「噢，我沒想過這部分……」
10 秒）宣布結論→是喔？（讓對方訝異）「是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35 秒）說明賣點→原來如此！（讓對方贊同）「他說的沒錯，很好，就這麼決定了！」
時間有限，傳達資訊請確實表達該說的事，要說的事！
一個足以改變世界的商品，
有可能因一次拙劣的簡報失去問世的機會！
在 KOKUYO，員工必須研習「1 分鐘簡報法」課程，受訓過後，不論任何人都能在大大小小的場合中，自
信滿滿地做出完美簡報。
KOKUYO 不僅是日本人最想進入的企業之一，其明星商品 Campus 筆計本總銷量高達 17 億本，還開發出
符合東大生習慣的筆記本……這個獲獎無數、創意無限的百年文具老店的「1 分鐘簡報法」，即將在此大公開！
1 分鐘簡報法＝任何簡報的骨幹!!
簡報時間越長，不代表就需要塞進越多內容，因為這麼做只會讓聽者感到混亂，反而無法理解你的提案重
點何在。因此，請把 1 分鐘簡報法當作骨幹，應用在長時間的簡報上。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8138 >

PowerPoint 活用術 : 打動人心,說服客戶的簡報術
作者：菅野誠二著 ; 吳嘉芳譯
索書號：494.6 8562 2015
條碼號：0000056291

這本書要告訴你，如何將耗費時間建構的故事圖表化，以直覺、簡單的方式，表現複雜的數字分析結果及概

念。完成一場贏得聽眾認同、打動人心的簡報「演出」。

透過虛擬實境學習簡報技巧
本書利用虛構的故事來說明簡報技巧，而你就是食品、飲料製造商「Splash 公司」的行銷企劃人員。
「在新
產品上市之前，你必須準備 3 種不同類型的簡報」
，根據這個故事架構，按照上市前的狀況及要簡報的對象，說
明簡報需要調整的部分。這本書大致分成「理論篇」以及「操作篇（商業技巧）」等兩大部分。「理論篇」是根
據上述設定，順著時間軸說明負責人員必須學習的知識。至於「操作篇（商業技巧）
」則準備了 3 份個案研究資
料，講解如何有效率地製作簡報資料。

將故事圖表化的技法，誰說 PPT 做不出好簡報
PowerPoint 是非常簡單好用的工具，熟悉之後，可以輕鬆完成簡報資料。熟悉之後，用點巧思，就能製作
出受人矚目的簡報資料。不過，目前的現狀是，即使 PowerPoint 的用法非常簡單，依舊常見到沒有考量到聽眾
的想法，粗製濫造的簡報。見到這種情況，甚至有視覺傳達設計專家表示「PowerPoint 扼殺了簡報」。因此，
本書要告訴你，如何將耗費時間建構的故事圖表化，以直覺、簡單的方式，表現複雜的數字分析結果及概念。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5650 >

PowerPoint 職場首選 1000 例
作者：河合浩之著 ; 許郁文譯
索書號：312.949P65 8463 2014
條碼號：0000070854

作簡報不該只是套套樣式就交差了事，還要能夠抓住觀者的目光！
一份好的簡報決定在用字、圖表、配色，能夠清楚傳達報告的內容以及重點式地將訊息傳達給觀者。

讓平凡的報告內容，因著簡報素材的運用，讓你專屬的報告時間更加生動有趣！
靈活運用 CD 內 1000 個 Powerpoint 素材及內容， 輕輕鬆鬆做出與眾不同的簡報！
範例附贈的物件與動畫都能直接複製&貼上，範例版本多樣，可隨心所欲修改內容
內容通用 2013/2010/2007/2003 版本，不用擔心換台電腦，簡報樣式走位、失去最佳狀態！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9655 >

presentationzen Design 簡報禪 : 透過設計,讓演講
更深植人心
作者：賈爾.雷諾茲(Garr Reynolds)著 ; 張國儀譯
索書號：494.6 8434 2014
條碼號：0000056356

簡報與演講權威大師 Garr Reynolds，在《presentationzen》一書中指出，完美簡報所需具備的三大原則──
「準備要節制、設計要簡單、呈現要自然」
。接著，
《presentationzen Design》將說明的是如何應用必要元素（字
型、色彩、影像、數據）及設計原則（留白以創造焦點，注重協調），實作並完成一場極具說服力的簡報。

本書特色
全球發行 10 種語言版本。
最經典的簡報 HOW TO 指南。

一場完美的簡報，是由經過精心安排的視覺及文案所演繹，並在適當時機以故事的形式來表達，讓演說對
觀眾產生強烈且持久的撼動。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51472 >

一流簡報設計大公開
作者：李仲求著 ; 徐堯,柳綠兒編譯
索書號：312.49P65 8473 2013
條碼號：0000069132

適用 PowerPoint 2013 / 2010
培養簡報真正的設計實力
厭倦了一成不變的 PowerPoint 設計樣版嗎？
好的簡報內容需要適當的圖表圖解增加提案說服力， 本書充滿質感的圖表圖解，讓你提案無往不利，讓客
戶、老闆都說讚！
本書將幫助你培養真正的設計實力，成為一個簡報設計高手，讓你以最簡單、快速的方式完成最棒的簡報
設計！你會驚覺原來 PowerPoint 能做的效果遠超乎你的想像，

承接各大企業簡報的「ARTCOM PT 研究所」
「ARTCOM PT 研究所」的簡報設計既華麗又充滿藝術感，被譽為能真正將簡報技巧運用的淋漓盡致之專
家，其經營的「ARTCOM PT 研究所」，除負責許多大型企業及政府部門的簡報專案，也經常於三星電子、三
星物產、現代汽車、東遠證券、友利銀行…等企業教授簡報技巧與 PowerPoint 使用方法。
立套用上線的精彩範例
為了表現出質感與技巧，本書收錄了 220 種 PowerPoint 圖表、圖解及文字設計的設計樣式，光碟範例亦
提供了能讓你立即運用的背景背景圖片、WMF 剪貼圖、PNG 圖片…等，讓你能快速擁有可在實務中完整運用
的必備技巧，在最短時間內，用最好的品質完成簡報。
讀者的實作感想與經驗談！
對 PowerPoint 和與眾不同設計有所渴求的我，偶然成為這本書的試讀者，得到了非常新鮮的衝擊。現在運
用 PowerPoint 做簡報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平凡的投影片或過度炫技不知節制的投影片，並不會受到矚
目，甚至還會讓聽眾眉頭深鎖。這些煩惱總讓人頭疼，而這本書對我就是個全新的機會。對於從市面上各大書
籍中節錄技巧、設計而成的糟糕投影片，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解決之道。雖然總是想用更高級的技巧設計投影片，
但我實在沒時間去深入思考設計的技巧！不過這本書卻先替我想好了，並用簡單的設計訣竅和原理，讓我能做
出充滿個人風格的設計，使用範圍也更加廣泛。
這本書為個人 PowerPoint 簡報設計與應用帶來全新機會，很感謝作者及出版社，希望這本書會成為眾多
PowerPoint 使用者的「簡報設計聖經」。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86477 >

大家來看賈伯斯 : 向蘋果的表演大師學簡報
作者：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 閻紀宇譯.
索書號：494.6 853 2010
條碼號：0000062270

賈伯斯簡報密技首度公開！
三階段修練，讓每個人對你說 YES 的秘訣
瞄準你想要影響的人！
無法利用簡報做有效的溝通傳播，構想與努力可能化為泡影
運用賈伯斯的技巧，撼動人們的情感和理智
史提夫．賈伯斯（Steve Jobs）是全世界最擅長擄獲人心的溝通傳播者，任何人與他相比都是望塵莫及。
溝通傳播教練卡曼．蓋洛以賈伯斯的傳奇簡報為藍本，挖掘他用什麼本領讓觀眾如痴如醉，協助你學習並學以
致用，透過作者的分析，你將學習到賈伯斯如何發揮五種技巧，讓你的簡報如虎添翼：

●設計訊息
●呈現理念
●引發人們對產品或功能的熱烈反應
●營造難以忘懷的經驗
●讓顧客皈依為信徒
向賈伯斯看齊，你的簡報將會鶴立雞群，讓競爭對手與工作同仁自嘆弗如！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0757 >

破解!撼動全世界的 TED 秘技
作者：傑瑞米.唐納文(Jeremey Donovan)著 ; 鄭煥昇譯
索書號：494.6 8356-2 2015
條碼號：0000056343

★ 排行榜暢銷《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五倍增訂版，公開演講及溝通技巧全面升級！
★ 佔領各國亞馬遜十大排行，百位讀者五星評價
★ 113 條祕技及表格完整分析 TED 經典演講結構及技巧，從 1 到 1000 名聽眾都適用！
★ TED 至今超過 14,000 場演講、影片點擊破億，影響全球趨勢發展甚遠

如果你是一想到要公開說話就胃絞痛的新手，這本書絕對是讓你 hold 住全場的最佳捷徑；
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是一位優秀的講者，這本書告訴你如何成為一位「上道」的演說者！

一心一意想講出撼動人心的演講的傑瑞米．唐納文，沉浸在演講世界裡二十年，試圖研究出好演講的黃金
法則。他以風靡全球的 TED 經典演講為素材，寫出了一本瘋傳美國演講圈的手冊《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繁體中文版於 2013 年由行人文化實驗室出版）
，該書迅速獲得美國大型出版社的青睞，經過大幅擴充成為這
本《破解！撼動全世界的 TED 祕技》
，內容由 2 萬字增至 11 萬字，示範演講影片 27 則增至 66 則，再次引爆
充滿野心的演講世界！

非營利組織 TED 以科技（technology）
、娛樂（entertainment）
、設計（design）為三大主軸舉辦多場演講，
主題及領域包羅萬象，講者必須遵守最多 18 分鐘的規定，去推廣值得分享的嶄新理念。比爾．蓋茲、史蒂芬．
霍金、賽斯．高汀都曾是受邀講者，而 TED 放在網路上供免費觀賞的演講影片更已超過百萬次點擊。

看著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的大師和深藏不露的絕妙素人，在 18 分鐘內施展說話的魔法，令台下聽眾全神
貫注、為之嚮往，他們到底使用了哪些技巧？

本書從演講主題、內容、結構、說話技巧、輔助工具各面向進行分析，面面俱到。可直接截取吸收的 113
條祕技揭露所有小細節大觀念，再搭配表格分解 TED 創立以來數十場經典演講的結構與應用技巧。隨章附上演

講網址的 QR CODE，方便讀者直接查詢對照，立即體驗 TED 演講的超強魅力！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8293 >

簡報 Show and Tell : 講故事秀圖片,輕鬆說服全
世界
作者：丹.羅姆(Dan Roam)作 ; 林麗冠譯
索書號：494.6 856 2015
條碼號：0000056549
全圖解！解救你腦中混亂的思緒！
掌握圖像思考關鍵，你的簡報也能有邏輯、有焦點、有故事、又有梗！

★Amazon 年度２０大商管書
★暢銷書《餐巾紙的背後》作者最新力作
★Google、HBO、BBC、GE 都在學的視覺思考術

簡報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你頭腦裡的想法秀出來，讓觀眾看到你所說、所想的！
視覺思考專家丹．羅姆告訴你，這一切都不難。

全書以親切的手繪圖解，分享如何串連你腦中的構想、你跟聽眾三方，並根據簡報的目的不同，調整表達
方式。

首先善用簡報三原則，準備你的簡報內容
1.說真話，就能感動聽眾
2.講故事，聽眾更能理解內容
3.抓眼球，聽眾才會一目瞭然

接下來，畫一隻 PUMA，把模糊的想法轉化成有架構的內容，講出有吸引力的故事。
（「PUMA」美洲獅，意思是簡報（Presentations）的基本（Underlying）訊息（Message）架構 （Architecture））
用主要構想做開頭，接著以故事架構一段一段排出骨幹，再以各骨幹的輔助內容作腿，支持骨幹，最後丟
出一個梗作結尾。
然後，用 6 種圖示來呈現資訊，再複雜的資料都可以簡潔有力，秀出焦點。
WOW！就能做出令人驚艷的簡報！
書中更以實際簡報案例，如 TED 演講、部門會議、運動比賽轉播等，解構簡報的訊息情節，幫助你將簡報
內容整理成有焦點、有細節、又有梗的好故事！
不論是上台簡報、面對客戶推銷，都能讓人印象深刻。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0589 >

簡報改造王 : 8 個原則讓你自信滿滿上台去
作者：羅蘋.威廉斯(Robin Williams)作 ; 周欣欣譯.
索書號：494.6 8365 2010
條碼號：0000062271

產品介紹(Tell me a story) : Jay H. Lehr 博士在 1985 年就在著名的文章 Let There Be Stoning 中說
過「即使在真實生活中你是個很容易讓人睡得東倒西歪的笨蛋, 但只要一站上講台, 你就是明星。你是表演者、
也是教育者, 所以請擺出笑臉全力以赴, 否則就滾下臺吧！」
簡報已經不再是講台上的單方向活動, 聽眾在聽簡報的同時可能正在唧唧喳喳耳語、寫 email、發簡訊、或與
世界上的某個人聊天。如果你帶著不夠周密的故事或在視覺上軟弱無力的簡報上台, 馬上就會傳遍全世界。那
種靠乏味單調的簡報混時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勇敢面對挑戰吧！
本書作者從她 20 年前開始在學校、研討會、企業組織、以及工作坊裡簡報的經驗, 寫出這本能夠縮短你盲目
追尋的時間, 直接了當地告訴你這個禮拜就要上場的簡報到底需要什麼東西的小書, 透過作者精心整理出來的
8 個原則, 就可以讓你的簡報改頭換面, 不但漂漂亮亮, 更能讓聽眾頻頻贊同。
□ 明確：收拾混亂、單刀直入、務求簡潔、具體呈現、及細心編輯
□ 關聯：只使用與主題有關聯的觀念與圖像
□ 動畫：利用有關聯的動畫與投影片換頁效果來闡明資訊
□ 情節：學會說故事, 與觀眾對話
□ 對比：用對比引起興趣、聚焦、製造戲劇性, 同時組織投影片上的資訊
□ 重複：在整份簡報中重複某些設計手法, 讓整份簡報一致
□ 對齊：投影片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隨意置放
□ 相近：將相關聯的東西組合在一起, 更明確地表達資訊
<書籍簡介取自誠品網路書店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3881941990 >

精彩 PowerPoint 完美簡報
作者：林佳生編著
索書號：312.949P65 8766:2 2012
條碼號：0000069067

「成功的簡報」不只是製作一份簡報而已，它包含事先內容的收集，再依據投影片的製作法則、設計關鍵等來

製作出一份專業的簡報。而有了一份專業的簡報，還需要有主講者來發表此份簡報，對於聽眾，主講者該如何
應對呢？如何應付突發的狀況？如何處理 Q&A？簡報後如何進行評量與改善，這整個環節才能締造出一個所謂
的成功簡報。
如何製作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引人入勝的簡報呢？本書將帶領您探索簡報的各項流程，協助您至做出專
業的簡報，告訴您發表簡報所應注意的各項細節，及至事後的檢討改善，希望有助於您成為簡報專家。
．成功的簡報的要件
．簡報內容的收集
．投影片的製作法則
．投影片的設計關鍵
．為投影片加上的所要的圖例
．為投影片添增文字與影音色彩
．發表簡報前的準備工作
．簡報者的操作指南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56553 >

跟誰簡報都成功
作者：南西.杜爾特(Nancy Duarte)著 ; 呂奕欣譯
索書號：494.6 8435 2015
條碼號：0000056310

★TED 講者、當代視覺簡報大師親授超人氣演說祕訣
★蘋果、Google、臉書、微軟、奇異都在學的視覺溝通法
★Amazon 網路書店溝通、簡報類暢銷書

上台簡報，最難的是什麼？
難事能成，靠的又是什麼？
演說大師杜爾特剖析簡報設計原型最精簡之作，給你超過一本書的工作講義，教你新一代頂尖人士都怎麼
說故事、做簡報，這些法則原屬業內機密，將成為你脫穎而出的利器。

簡報，不只是簡報！
矽谷最有說服力的女人杜爾特發現：只要你有話想說，你就會用到簡報的概念。
但是，你有多善於傳達你的想法呢？你知道怎樣才能說好一件事嗎？
不管你是否善於言辭或是天生內向，擁有書裡的簡報說服力，讓你一生充滿自信。

從這本書，你將會學會：

˙如何向高階主管做簡報
˙三秒就讓人看懂你的訊息
˙一張投影片就是一個概念分鏡圖
˙製作強有力的視覺資料
˙讓故事活靈活現
˙抓住觀眾注意力
˙三階段就能有效說服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2340 >

跟 TED 學表達, 讓世界記住你
作者：卡曼.蓋洛(Carmine Gallo)著 ; 羅雅萱,劉怡安譯
索書號：494.6 853 2014
條碼號：0000070749

★亞馬遜商管類、溝通類分榜第 1 名，讀者 5 顆星強力推薦！
★美國《經理人月刊》《財富》《Inc.》雜誌一致好評！
★提升競爭力，英美商務人士的第一首選！

《大家來看賈伯斯》作者又一重砲出擊！
從 500 場 TED 演講，解析使你大受歡迎的 9 大表達祕訣！

也許你有很棒的構想，但若不能讓人記得你說過什麼，一切都白搭！
學會 TED 等級的溝通與表達，你和你的構想將贏得更多機會！

你也許不一定能站上 TED 講台，卻不時要推銷自己。本書將帶你營造屬於自己的「TED 時刻」！

平均每分鐘就有長度達 2 天的影帶上傳到網路，
在這樣的世界裡，只有真正獨特、出乎意料的才會引人注目！

──YouTube 趨勢經理人凱文‧艾羅卡

因為知道引人注目有多重要，溝通大師卡曼‧蓋洛分析超過 500 場 TED 演講，並直接訪談多位成功的 TED
講者，他發現，最受歡迎的演講具備 9 個共同的要素。他透過豐富的事例，不但讓你學到演說技巧，更能發揮
TED 精神，讓每一次客戶簡報和工作提案、每一場產品發表會，甚至每一回的面試，都撼動人們的情感與理智，
得到對方的信任與肯定！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來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62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