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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發表者

製作簡報內容

發表

簡報接受者

透過發表者︽把簡報內容傳遞出去︽讓接受者得到發表者所欲表達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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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的種類
簡報的種類

(一)組織簡報

    各單位︽對其組織結構︾任務與功能之介紹〈可以口頭︾書面方式介紹︽如為經常性介紹的單位︽例
如國家公園︾博物館等單位︽除了書面外︽常以多媒體錄製方式介紹〈

(二)業務簡報

    對某一工作或某一業務的介紹︽除了書面方式外︽可加用簡報軟體等方式介紹〈

(三)產品簡報

    對某一新產品上市行銷的介紹︽可採用精美書面及簡報軟體等方式介紹〈

(四)特殊專題簡報

    例如對某一設備的功能︾性質簡介︽或對某地區自然生態或人文景觀的環境簡報︽可採用書面及簡報
軟體等方式介紹〈

(五)計畫簡報

    如對某一建設工程︾行銷企劃案或教學活動計畫等的介紹︽可採用精美書面及簡報軟體等方式介紹〈

(六)綜合簡報
    綜合某一機關︾學校︾團體或工商業的組織︾設備︾業務︾環境︾產品︾及未來發展計畫等均包含在
內的介紹〈例如成立籌備學校的綜合簡報︽就必須包含設校目的︾土地規畫︾師資︾設備︾課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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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的方式

簡報的方式

(一)口頭簡報

由各單位指派之簡報人員︽以擬訂之書面大綱︽稍加解說或補充的方式〈優點是簡易方便︽可現場溝
通︽缺點是容易流於單調乏味︽尤以簡報人若口才不佳︽效果就不彰〈

(二)書面簡報

將�簡報內容�︽編印成小冊子的書面資料︽分送給出席人員︽自行參閱〈必要時簡報單位可做簡短大
綱式補充說明〈優點是出席人員可以隨時參閱︽缺點是無法掌控出席者是否參閱〈

(三)看板簡報

簡報者利用書寫在看板或紙板上的大綱︾圖表︽對出席者做口頭報告〈優點是製作容易︽缺點是細節較
多的內容︽無法簡報︽且接受簡報人數受到限制〈

(四)電化及數位多媒體簡報

從較早期的幻燈︾投影簡報︽到電影︾電視及數位多媒體簡報〈依簡報內容及設備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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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化及數位多媒體簡報

電化及數位多媒體簡報

1. 幻燈簡報

         將簡報內容大綱︾圖表︾圖片製成幻燈片︽可採配合口頭錄音說明︽作同步播放的方式〈用於需大
量圖片的內容︽最為適宜〈優點是較生動︽可前進後退配合說明重複密集使用︽缺點是場地須有聲光設
備及專人操作〈2. 投影簡報

         將簡報之內容大綱︾圖表製作投影片︽利用投影機投射在螢幕上︽由簡報者作口頭說明〈優點是製
作費用低︽缺點是人數太多時不適用〈

3. Power Point簡報

         利用投影及幻燈簡報原理︽結合了電腦及聲光投影設備的聯結應用︽製作而成的簡報︽是目前使用
最多的方式︽已廣泛使用於各種簡報或教學的運用〈

4. 電影電視簡報

         將簡報之內容拍攝成影片播放方式〈其優點為生動活潑及易於更新︽缺點是設備成本高〈

5. 數位多媒體簡報

         將文字︾圖形︾影像︾聲音及視訊動畫等各種數位軟體結合的簡報︽甚至可以做跨國的視訊簡報〈
優點是可呈現多采多姿及具有震撼性的視覺效果︽缺點是須專業的播放設備︾場地及高成本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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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的製作︽包括議題的訂定︾資料蒐集分析整理︾擬訂大綱及以
Power Point製作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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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製作簡報(2/2)

如何製作簡報

(一)議題的訂定
須考慮簡報對象︾簡報目的與訴求〈例如以新產品行銷作為簡報之主要目的︽簡報的對象就是客戶︽於
是新產品功能性之說明︽與舊有產品之區隔創新︾生產成本之降低︾市場調查預售之評估等等要件︽就
成了簡報內容必須要明確敘述的重點〈議題的訂定︽必須掌握此一方向〈

(二)資料的蒐集︾分析與整理

例如班上康樂股長為辦理畢業旅行或戶外教學︽可上網搜尋旅遊景點︽依夜數︾經費概算︾想去的重要
景點︾食宿︾交通等做安排規劃︽也可向多家旅行社索取代為規劃之行程〈

(三)擬訂大綱︽完成簡報內容

大綱的擬訂︽必須建立在議題及蒐集的資訊基礎上︽針對設定的議題︽將所有蒐集的資訊︽作一統整︽
擬訂出精簡扼要的簡報〈

(四)Power Point製作

將完成的簡報︽製作成Power Point檔︽並從頭到尾仔細播放檢視至無誤無漏︽確認每一個議題皆能完整
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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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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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員進行需求調查︽分別依據從業人員的層級︽設計規劃
可立即達到訓用合一之實際個案︾教材(包括學科講授指導與術科
技能實習)︽務求滿足上課人員及業者人才培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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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層級︽設計規劃可立即達到訓用
合一之實際個案︾教材(包括學科講授指
導與術科技能實習)︽務求滿足上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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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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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職能「第一線服務人員課程

�二�課程名稱「超越顧客滿意的服務行銷

�三�上課時間「下午14 「00-17 「00

�四�起迄日期「99.04.01-99.06.03

�五�訓練時數「30H

�六�訓練週數「十週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三︾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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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企業活動乃運用良好管理模式以提升營運績效︽其過程在於公
      司與顧客間的互動關係︽包括新顧客的招來︾保留舊顧客︾
      提供顧客服務等〈
      如何運用市場顧客需求︽導入行銷工具︽提供創新式的個性化
      顧客商談和服務︽以達到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

學科「以理論為主︽實務為延伸〈

技能「引導學員實際運用於職場上〈

品德「提昇學員在顧客服務品質的重要性及從業人員的心態與觀念的
      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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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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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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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與術科�實做教學�並用︽為講師與學員間之
互動︾發表︾討論︾情境模擬︽使每位學員均能充
分理解並實際運用於職場上〈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五︾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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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大綱
日期 授課時間授課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

2010﹪04﹪01 星期四 14「00-17「00 3 門市人員服務意識教育

2010﹪04﹪08 星期四 14「00-17「00 3 服務人員的自我管理︾正確接待禮儀

2010﹪04﹪15 星期四 14「00-17「00 3 人際關係管理與顧客滿意服務

2010﹪04﹪22 星期四 14「00-17「00 3 門市標準作業與服務流程

2010﹪04﹪29 星期四 14「00-17「00 3 如何向顧客提示商品及說明技巧

2010﹪05﹪06 星期四 14「00-17「00 3 顧客型態別應對技巧

2010﹪05﹪13 星期四 14「00-17「00 3 顧客關係管理

2010﹪05﹪20 星期四 14「00-17「00 3 顧客抱怨處理技巧

2010﹪05﹪27 星期四 14「00-17「00 3 商品陳列方法與POP運用

2010﹪06﹪03 星期四 14「00-17「00 3 賣場維護與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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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二)
  正修科技大學四技工管四甲-

  2011經營實務研習團企業參訪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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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主題「品牌經營︾生產製程︾健康事業成功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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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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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Ⅰ  研修主題

1. 白蘭氏品牌經營成功故事

2. 健康知識的探索旅程

3. 台灣健康照護商機

4. 老街巡禮-柑仔店

5. 酪農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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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性考察展示之旅
   參觀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2. 理性文化古蹟之旅
   鹿港地區文化創意︾古蹟︾景點

3. 感性綠盈牧場之旅
   感受微風輕彿︾香醇牛奶︾碧綠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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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Ⅲ  參訪白蘭氏企業簡介

白蘭氏雞精起源自1835年的英國，當時的韓溫．白蘭先生（H.W.	  Brand）是喬治四世的白金
漢宮御廚，他對國王日漸衰退的健康狀況感到憂心，於是發明一種無油脂、易消化的清純
雞湯，使得國王食慾大振、恢復健康；他在1835年從皇宮退休後，便創立自己的白蘭氏
（Brand’s）雞精品牌。1920年代，第一批白蘭氏雞精運抵亞洲，自此白蘭氏雞精就成為暢
銷全亞洲的營養補充品。台灣食益補公司為日本三得利集團（Suntory	  Group）旗下之新加
坡（太平洋）食補有限公司之子公司，1976年於彰化縣福興鄉設廠，1996年新工廠於彰濱
工業區開工，生產白蘭氏雞精系列產品。
白蘭氏雞精的製造流程，完全符合政府優級GMP、ISO9001:2000及HACCP等各項國際品保認
證標準，並採用嶄新科技改良的隔水燉煮方法，提煉出品質優良的雞精，烹調過程中利用
高壓及超過攝氏100度之高溫隔水燉煮10小時，較WHO建議之70度為高，最後再進行100度
以上高溫殺菌處理，確保產品完全無菌。
空中走廊-工廠參觀
白蘭氏鷄精工廠是全台第一座開放鷄精製程供民眾參觀的GMP工廠，其參觀製程之空中走
廊從1999年就開放至今，開放一般民眾參觀鷄精製程，讓更多消費者認識白蘭氏。在空中
走廊可俯瞰完整鷄精的製作流程，並體驗廠房的衛生明亮與現代科技的設備。 
從鷄湯去油、真空濃縮、充填封蓋到殺菌、光檢及包裝，十一個生產步驟，一覽無遺，讓
所有訪客看得清楚、吃的更安心。

Part.	  Ⅲ	  	  參訪白蘭氏企業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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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參訪目的乃為提供與品牌經營︾健康照護之知識︾態度︾技術︾能力等觀摩︽透
過實務參與活動︽提供知識經濟的學習︾創意實作環境︾創新知識網路︽經由互
動促進產學交流︽結合創意︾創新及經營管理經驗︽以強化品牌之精神︽培養品
牌經營人才〈期能透過本次企業參訪達到鼓勵品牌創新與品牌故事經驗傳承︽以
提升品牌的語意記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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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經營人才〈期能透過本次企業參訪達到鼓勵品牌創新與品牌故事經驗傳承︽以
提升品牌的語意記憶之目的〈

�二�綠盈牧場「

意在了解該休閒產業事業的基本特質︽並探討其在經營時所面臨各種問題的處
理︽尤其了解經營者在事業體碰到循環性︾季節性及時斷時續性之特性之營運
設計〈此外︽與企業經營相關的經濟概念�供給與需求︽價格彈性︽系統架構
調整︾關鍵規模及重遊率《《等�之應用是否理解及有效率應用調整〈經營者
是否依據呈現資料而規劃執行有效策略導引營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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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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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1︾白蘭氏如何提升消費者對品牌回憶與產品知識」

2︾分析白蘭氏品牌故事策略「

�1�品牌既有形象〈
�2�品牌行銷目標〈
�3�決定品牌故事的主題︾元素與故事內容〈
�4�確認品牌故事與品牌定位的一致性〈
�5�品牌故事的行銷方法與傳遞方式〈

3︾以�白蘭氏�健康產業的觀點︽探討產業如何建立
   消費者知識平台︽並利用消費者知識進一步研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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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盈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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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休閒產業事業面臨循環性變化如何因應」

2︾綠盈牧場如何提升重遊率之設計構想」

3︾如何因應身心健康︾休閒活動︾生活品質理念之提昇所
衍生出健康︾休閒相關明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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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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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國家政策需要與休閒運動與健康產業發展需求︽參訪行程
規劃以休閒︾健康事業等二個模組為架構︽結合學校完善的教學
資源﹀學生除了能提升休閒︾健康事業整體概念外︽更需具有各
項相關事業經營規劃與管理能力︽並且強調休閒︾健康產業方向
的市場開發創新及經營能力的養成〈此外配合學校師資專長︽與
親產業的教學特色︽培養出�休閒︾健康事業活動規劃執行與管
理�與�幼兒︾老人︾特殊族群之身心健康管理規劃執行與研
究�及 �生態休閒產業等地緣特色產業的創新開發與行銷企劃�
等符合企業界需求的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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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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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修行程
時間 研修行程

07「15
�

07「30

報到集合-正修科技大學校門口
※07「30分遊覽車準時出發

07「30
�

10「30

高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 
彰化縣鹿港鎮彰濱工業區鹿工路18號》(彰濱工業區鹿港區)  04-7810077》
車內導覽說明

10「30
�

11「30

參訪白蘭氏健康博物館http://www.brands.com.tw/museum/city.html
觀摩防疫堡壘站︾壓力觀測站︾魅力加值站︾養生之道站︾健康書坊站︾全方位保健站︾活力
超市站〈

11「30
�

11「45

前往鹿港小鎮
車內導覽說明

11「45
�

14「30

鹿港老街巡禮http://historic-street.lukang.gov.tw/home_noflash.html
參訪鹿港八景十二勝︾老街奇景︾古早味小吃︾傳統工藝︾天后宮︾龍山寺︾民俗文物館
午餐「自理

14「30
�

16「00

彰化出發→前往綠盈牧場
車內導覽說明

16「00
�

18「00

綠盈牧場-酪農全體驗 (停留時間至少須3小時以上) http://www.greening.com.tw/index.asp
假日體驗活動 (免費) 上午10「00 Oh﹁Lucky賽鵝 ﹪上午11「00喝ㄋㄟㄋㄟ趣味競賽
綠盈牧場 嘉義縣中埔鄉鹽館村4鄰2-3號 TEL「05-2538505

18「20
�

19「00

象園餐廳 (南二高-中埔交流道旁)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公部7號之80  05-239-4242
晚餐「合菜

19「00
�

20「30

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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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費標準

項目 費用 計算 備註

遊覽車 9450
大人 315元 乙部車30人計算

遊覽車 9450
小孩 315元

乙部車30人計算

司機小費 1000
大人  17元

司機小費 1000
小孩  17元

保險費
大人  76元 美商安達保險

保險費
小孩  16元

美商安達保險

綠盈牧場

入場劵

大人  50元 上午10「00分 Oh﹁Lucky賽鵝

上午11「00分 喝ㄋㄟㄋㄟ趣味競賽 
綠盈牧場

入場劵 小孩  50元

上午10「00分 Oh﹁Lucky賽鵝

上午11「00分 喝ㄋㄟㄋㄟ趣味競賽 

晚餐 1600
大人 160元 晚餐一桌1600元﹪10人 (含兩瓶飲料)

晚餐 1600
小孩  60元

晚餐一桌1600元﹪10人 (含兩瓶飲料)

總計總計
大人 618元 每人收費標準「

大人600元

小孩450元

總計總計
小孩 458元

每人收費標準「

大人600元

小孩450元
高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鹿港 (午餐自理)→綠盈牧場→中埔象園餐廳晚餐→回溫暖的家高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鹿港 (午餐自理)→綠盈牧場→中埔象園餐廳晚餐→回溫暖的家高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鹿港 (午餐自理)→綠盈牧場→中埔象園餐廳晚餐→回溫暖的家高雄→白蘭氏健康博物館→鹿港 (午餐自理)→綠盈牧場→中埔象園餐廳晚餐→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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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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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家眷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家眷姓名

家眷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家眷姓名

家眷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家眷姓名

家眷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家眷姓名

家眷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家眷姓名

用    餐 □葷》》》             □素�可食蛋�          □素�不可食蛋�□葷》》》             □素�可食蛋�          □素�不可食蛋�□葷》》》             □素�可食蛋�          □素�不可食蛋�□葷》》》             □素�可食蛋�          □素�不可食蛋�

繳 費 別 大人「ˍˍˍ人  小孩「ˍˍˍ人           費用總計「大人「ˍˍˍ人  小孩「ˍˍˍ人           費用總計「大人「ˍˍˍ人  小孩「ˍˍˍ人           費用總計「大人「ˍˍˍ人  小孩「ˍˍˍ人           費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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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 一個好的簡報︽是成功的開始〈訂好議題︽
充分掌握資訊︽經過歸納︾分析統整後︽製
作成一份充實的簡報內容︽加上報告人精彩
的演出︽不成功也難〈但仍需注意簡報後回
意見的蒐集︽以供業務執行時修正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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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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