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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长：1 天 

【课程收益】 

• 熟练掌握设计思路清晰、逻辑明确的报告框架的工具和方法 

• 掌握有效处理文字、数据、图片、视频的方法和呈现技巧，提升信息呈现力 

• 掌握 PPT 演示技巧，呈现完美的工作汇报 

 

【适用对象】 

适合希望从 PPT 形象、内容逻辑、表现形式、排版设计、演绎呈现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汇报质

量的企业员工 

 

【课程大纲】 

    

1) 让 PPT 不 Word 

2) 五七九原则 

3) 字体的气质 

4) 标题需说明问题 

5) 能图别表 

6)  目录和总结 

7)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一个视觉公式 

2) 两个设计思维 

3) 三个逻辑架构 

4) 四个排版原则 

5) 五个色彩搭配 

   

1) 文字大纲秒变 PPT 

2) 掌握母版做更专业的报告 

3) 文字可视化 

   

1) 去哪儿找免费可商用高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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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一键排版 

3) 全蒙版和渐变蒙版 

4) 布尔运算之图形、图片和文字 

5) 用 PPT 制作海报 

  

1) 数据不好？图表选择很重要！ 

2) 数据大增，还可以更漂亮！ 

3) 轻松 4 步搞定表格美化 

4) 创意折线图、柱形图和比例图 

  

1) 4 种对象动画 

2) 穿越式切换动画 

3) 假装都记住了的图表动画 

4) 优雅打开其它文件的姿势 

5) 网站式导航动画制作 

  

1) 书签定位 

2) 音乐和视频剪裁 

3) 只播放几页的音乐设置 

4) 视频设置技巧 

  

1) 不可不知的放映技巧 

2) 幻灯片快速切换 

3) 自信演讲的秘密 

4) 多种输出方式 

 

【课程价格】 

原价：  1298 

三人团购价：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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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专属客服，咨询并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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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全球前 10 强外企内部培训讲师，知名世界 500 强外企从业经历(戴尔、雪佛龙和保乐力

加)， 多家 500 强企业微软Office 和微软 Power BI 培训授课经验，长期为客户和学员解决 

Office 和 Power BI 问题，线下受众学员 100,000 人以上。10 余年 Office 软件深度用户，

多年 500 强外 企工作经验，能准确挖掘企业培训需求，快速帮助学员提高 Office 技能；课

程结构条例清晰，课 程案例吻合工作需要；授课风格生动有趣，善于调动学员积极性，深受

学员喜欢和好评。长期为多 家客户设计制作工作、发布会等 PPT。 

 

 

 

 
 

 

关注易迪思，免费领取名师大咖课 

 

晏艳 
易迪思中国 金牌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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