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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基榮（臨床心理師） 
現職：台灣力人關係促進協會EAP專案主任 
          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理事 

學歷：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畢 

工作經歷： 
∗ 恩主公醫院／安心摩斯漢堡（人資主管） 
∗ 台灣高鐵公司（員工關係＋員工諮商） 
∗ 航醫中心心理師 
∗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兼任輔導教師 
∗ 國軍北投醫院臨床心理師 

特殊專長： 
∗ 臨床心理師（證號404）、心理衡鑑/心理諮商、 
∗ 企業員工協助方案、企業員工重大事件後心理創傷預防、員工行為風險管理 
∗ 人力資源管理與員工關係、員工身心健康促進管理、勞動爭議處理 
∗ 失智症檢查與長者關懷 

                        E-mail: tym00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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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諮詢與員工危機事件的專家-力人EAP方案 
運用健康三級預防模式，直接服務主管與員工，系統性協助企業組織針對員工的
行為風險，有效發展風險因應措施，並找到改善機會點，使企業可營運穩定，員
工可以工作生活平衡。 
 
 

 
 

醫療保健 

兩性婚姻 

身心困擾 工作管理 

親子教育 

財務法律 

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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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諮詢與員工危機事件的專家-力人EAP方案 
企業管理專家與企業心理師提供合方位人員管理諮詢方案 

員工協助 

管理支援 

員工諮詢專線 

主管管理諮詢 訓練與教練 

面對面個別關懷諮詢 專家到廠駐點服務 

管理／危機座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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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今天課程的期待? 

瞭解為何上台會緊張? 

學會上台不緊張的方法? 

掌握上台輕鬆報告的技巧? 

學習成為成功的演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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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大綱 
一.瞭解上台緊張的原因 
二.因應上台焦慮 
 因應的思維 
 演講報告的設計 
 上台前的準備 

三.上台的突發狀況處理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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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fright is the anxiety, fear, or persistent phobia which may be aroused in an individual by the requirement 
to perform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whether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Stage Fear 上台焦慮/恐懼 

明明上台前已經練習多少遍，但一站在台前，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腦袋一片空白！ 
心中被強烈排山倒海的焦慮生理反應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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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上台演說前和過程中會極端焦慮? 

台下的人? 

缺乏經驗? 

臨時被逼? 

失敗印記? 

場面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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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Fear的原因 

缺少公開演說經驗Lack of knowledge about public speaking 
不熟悉聽眾和環境 
 Fear of the unknown;  
 Unfamiliarity with the audience or the environment 

沒準備 Inadequate preparation  
過去失敗經驗 Negative past experiences 
缺乏自信 Lack of self-confidence 
害怕被評價Fear of being judged 
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 Feel haven’t prepared yet. 
腎上腺素大量分泌 The body is flooded with energy (adrenaline) 

because we sense an emergency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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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報告/演說 

戰  逃  呆僵 

壓力行為反應 

怪物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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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stagefrightaway.com 

愈逃愈怕    Stage Fear 心中魔咒形成 

擔心害怕台前出
窘，引發強烈緊
張生理反應。 

持續過度在意身
體的緊張感，加
劇焦慮成恐慌。 

逃避上台使自己可以
免除焦慮，使自己更
不願意上台。 

愈逃愈怕，並且敏警覺
其他可能要上台的線索
。只要知覺要上台，就
自動引發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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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形成，上台二字自動引發焦慮/恐懼 

上台前和上台時極端焦慮表現 
 口乾Dry mouth   
 喉嚨緊縮Tight throat   
 手冒汗Sweaty hands   
 雙手冰冷Cold hands   
 手顫抖Shaky hands   
 噁心Nausea   
 急速心跳Fast pulse   
 腳抖不停Shaky knees   
 嘴唇顫抖Trembling lips 
 換氣過度 hyperventilation  
 心理害怕成功Fear of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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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上台報告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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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１：不可能不焦慮，但有方法應對焦慮 

焦慮是自然生理反應，每個人上台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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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標籤法—心理學實驗 

蜘蛛實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蜘蛛恐懼症患者分成四組，假裝有辦法去靠近蜘蛛，並想辦法去摸。 
 
組1：「那隻很醜很可怕的蜘蛛，很噁心，讓我覺得很焦慮、害怕！｣ 
組2 ：「那只是隻小蜘蛛，傷不了我，我可以處理！｣ 
組3 ：顧左右而言他，講不相關的事，不去想蜘蛛。 
組4 ：什麼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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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標籤法—心理學實驗 

蜘蛛實驗實驗結果： 

1.實驗結束後，組２「標籤組」不害怕的程度勝過其他三組。 
 
2.一個星期後，四組人再次面對蜘蛛，組２「標籤組」不害怕的程度依舊遠勝過其

他三組，手掌比較不會出汗，而且可以近距離靠近觀看蜘蛛。 
 
 
 
 
 

結論： 
如果可以辨識與說出自己正在感受的負面情緒，並說

出原因，就可以將情緒降到可控制範圍。 
壓抑或假裝沒事對處理情緒並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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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題 ２：只有面對與處理，才能克服 

只有不怕當眾丟臉，敢於當眾登台，才會從害怕講到不怕講，從不會講到
會講，從講不好到講得好，直至最終取得演講的成功，獲得掌聲與喝彩。  

逃跑只會強化你的恐懼和逃避行為，遠離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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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３：要成功，你一定要準備好 
報告的內容 
報告呈現方式 
練習 

沒有準備，你自然會害怕上台！ 

圖片來源：I’m Mark邦邦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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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４：專心在對的事，你才會有幫助 

自己的焦慮生理線索 報告演說內容 台下聽眾反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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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king Under Pressure 

蘋果日報 2018.6.17 
12碼罰球是梅西的心魔，無論在巴塞隆納，還是在阿根廷，梅球的12碼罰球進球率一向不高，梅西職業生
涯107次（包括PK大戰）站在12碼前，罰丟了25球，成功率僅為76.6%；如果只是計正規時間的12碼罰球，
則是102次中踢進78次，命中率為76.5%。反觀C羅，生涯至今操刀過133次的12碼球，命中110顆，命中
率高達了82.7%，比起同為天王的梅西高出不少。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617/137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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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jonc’s Drive Theory of Social Facilitation 

表現較好 
表現較差 

當作業是不熟悉或認
為困難時，強勢反應
是『不正確』的反應 

當作業是已學會的或
簡單時，強勢反應是

『正確』的反應 

對強勢反應的增強 

生理激發狀態（Arousal） 

其他人的存在 

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與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 

簡報者
簡報註解
Others may be present either as audience or as coactors.



 23 

如何上台報告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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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上台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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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要報告演說的目標與內容 

上台報告演說製作前的三個提問 
why 我為何做這次報告演說? 
who 聽眾是誰？關心什麼？要什麼？ 
what 我希望通過這個簡報讓聽眾知道什麼？ 

不知要說些什麼，必死無疑！ 
提前了解聽眾的結構、身份以及場域，知道聽眾內心想要的東西，才有針對性，引發聽眾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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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懂得鋪陳演說的內容-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  
報告演講的結構通常包括三部分：開頭、主體和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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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續) 

 
(1)主題要鮮明 
 充份表達演說目的。 
 引發聽眾的興趣與注意。 
 深入淺出地表達演講者的觀點，

最重要的是能夠引起聽眾共鳴。 
 

(2)結構要合理 
 內容要圍繞主題分層次，根據層

次安排段落，按照關聯講照應，
針對輕重定詳略。 

好的報告演說要求「主題明確、內容充實、重點突出、語意通俗、用詞準確、語言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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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頭：Hooking intro 一個吸引人的開頭 
丟出一個事實或者簡短說個有趣的故事，在一開始就吸引觀眾注意。 

2.主體：Supporting evidence 用證據來支持論點 
講些實際的例子或者個人的經歷來支持你說的理論，具體的事情永遠會讓觀

眾更容易吸收你的重點、讓你更有說服力！。 
3.結尾 
用準備到完美的結尾，再次強調演講重點，讓觀眾被你完全收服。 
結尾一般要講一些帶有方向性、展示性、結論性、建議性、要求性、鼓勵性

、希望性的話語。 
 

2.懂得鋪陳演說的內容-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續) 

「開場－立場－闡述－高潮－收尾－呼籲－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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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分配 
演講時間小於60分鐘可以按開場、內容、結尾時間比1：8：1進行安排。 
演講大於60分鐘： 
 開場白：5至10分鐘 
 內容：每個小關鍵點10至20分鐘 
 結尾：5至10分鐘 

2.懂得鋪陳演說的內容-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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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懂得鋪陳演說的內容-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續) 

四種好的開場方式 
1. 加入一點戲劇性的元素，在設計開場白時，要讓主線作為嚮導，自然而然引入主線

內容。 
2. 激發興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提問，但不是隨便問，而是有趣的問題。好奇心很快

可以將觀眾的注意力抓住。 
3. 展示抓人眼球的幻燈片、視頻或者實物。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4. 留有懸念，不要合盤托出你的內容。 
 

 

當聽眾不了解你或者不了解其他聽眾的時候，每個人一般多少會有一點防備心。
演講者要打破防備心理，破冰開場，吸引聽眾的興趣與注意力。 

問聽眾一些封閉式與演講主題相關的問題，比如是還是
不是，對還是不對，要還是不要……等二選一的問題。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用消防逃生的例子來破題。　遇到火災時你會先用會濕毛巾螐住口鼻，會躲到浴室，會把門關起來，（消防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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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拿出一張A4紙。 

 閉上眼睛，按照我的指示操作。 

 過程程中不能提問，也不要睜眼看別人。 

 

溝通課程的破冰小活動：我說你做 

實例１：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進行一個小遊戲，我想邀請一位夥伴上台擔任指導員來帶領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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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的破冰小活動：與主題相關的心理測驗 
實例２：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進行一個小遊戲，我想邀請一位夥伴上台擔任指導員來帶領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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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導破冰小活動：與主題相關的報導或影片 
實例３：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進行一個小遊戲，我想邀請一位夥伴上台擔任指導員來帶領這個遊戲。



 34 

七種有力的結尾方式 
1、鏡頭回放：展示你所講的內容的更宏偉的圖景，更廣闊的可能性。 
2、號召行動：鼓勵大家一起參與行動。 
3、個人承諾：有時候演講獲得成功是由於演講者做出了巨大的承諾。 
4、價值和願景：將你探討的思想變成鼓舞人心或者充滿希望的未來願景。 
5、重新審視：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你所討論的主題。 
6、敘述對稱：為你開場的懸念或者主題做回應，首尾呼應。 
7、詩意的激動：用一種打動人心的語言首尾，深深觸動人們的內心。 

 
最後別忘了說一句簡單的「謝謝」 

2.懂得鋪陳演說的內容-規劃報告演說的結構(續) 

 



 35 

演講內容固為重要，但是表達時身體語言以及語音語調可以強化內容的情緒感染力。 
 首先語速不能太快，在緊張的時候可能會加快語速，觀眾抓不到你講話的重點。 
 演講時，語調需要有變化，不能平鋪直敘地朗讀。 
 在重點強調的部分一定要放緩語速，加上手勢。 
 在台上的姿勢保持直立，重心平均分配到兩隻腳上，雙腳自然分開，雙手自然擺動。 
 說話時不要在舞台中間頻繁走動，當你講到重點時，也一定要停止下來。 
 

 
 

３. 肢體語言 Body Languages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首先語速不能太快，有些同學在緊張的時候可能會加快語速，這樣的結果是觀眾可能抓不到你講話的重點，所以在著重強調的部分一定要放緩語速。手勢過多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這樣會讓聽眾分散注意力，但是直立不動，會讓聽眾反而覺得很僵硬，適當的手勢會幫助你表達你的ideas，建議大家仔細觀看一下蘋果發布會的演講，他們的演講風格是值得學習和借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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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和聽眾是不可分割的，演講者一定要想更好的傳遞idea，建立與聽眾之間的聯繫。 
 眼神目光是傳遞信息建立聯繫最好的工具，目光持續與聽眾接觸。 
 演講前設計好聽眾願意交流的問題，藉由提問展開互動。增加聽眾參與度的提問技巧： 

a. 儘量使用封閉式提問，或二擇一 
b. 答案需要是讓聽眾「現場可以想出來」的，而不是「沒聽過就不會的」 
c. 直接點名邀請某位聽眾來回答問題 
 

 邊走邊講，走動時一定要直視台下的聽眾，確保與他們有眼神接觸。 
 

４. 和聽眾互動 Make contact with your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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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不過度依賴PPT 
現在大家演講肯定都離不開PPT，但是過於依賴PPT會忽略和觀眾的交流。 
用最少的PPT和精煉的語言，將意念的精要傳達給聽眾。 
 一張PPT只要有幾個關鍵字或者圖片就足夠了。 

a. 不要使用太花俏字體 
b. 儘量維持字體>30號字 

 圖＞表＞文字：懂得善用圖片，因為有時候一張圖片能講述更多的故事。 
 適當運用影片檔（合法使用） 

圖片來源：I’m Mark邦邦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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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統計發現，如果你能讓聽眾笑，聽眾就會喜歡你的演講，因此對你的演講會印
象深刻。 
演講前的幽默互動，可以有效暖場破冰。 
適當的幽默也會表達出你的自信和風度，會對觀眾更有感染力。 
 

6. 幽默 Humour 

高級的幽默就是自我解嘲，開自己的玩笑。 
柯文哲相較於其他政治人物的幹練形象，他
顯得樸拙，但他非常懂得善用這個特質，大
開自己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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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不緊張還要準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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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練習是最好的準備。你心裡的自信越高，你的表現就會越好。 
1. 準備一份講稿，多次練習，在腦海裏多過幾次。 
2. 請親人和朋友作為觀眾，然後給予你回饋。 
3. 一面鏡子或你的寵物都可以成為你的聽眾。 
4. 提早到現場預演。 
5. 錄音錄像，然後自己通過自我批評實現進步。 
6. 準備好你的小抄，萬一忘記可以當場查看你的小抄。 

 

1. 反覆練習是成功上台演說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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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List：睡前檢查要演說時要用的設備、道具、資料。 
 要有備案，以備不時之需。 
 簡報資料雲端備份 
 影片檔儲存不同版本 
 投影設備故障的因應方案 
 小抄 
 Ｑ＆Ａ 

 提前到場(20分鐘)，試播放簡報及影音檔 
 熟悉設備與環境 
 安排暗椿（要先套好招） 
 

２. 週全的準備工作，讓你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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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一晚充足睡眠 + 清淡飲食 

 如果擔心到睡不覺，請您專心聽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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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的緊張是必要的，幫助提升與維持專注力。 
1. 避免空腹：緊張時，當然不能吃太多，但是也不能空腹，這樣會加劇緊張感。 
2. 腹式呼吸：運用冥想的方式，吸入大量氧氣，讓你的頭部獲得足夠氧氣。 
3. 肢體伸展／肌肉放鬆：如果身體感覺有些僵硬，可以做一些有力的動作來緩解。 
4. 口香糖：嚼口香糖十分鐘，有助抒緩焦慮和提昇專注力。 
5. 喝水：保持你喉嚨濕潤，但是不能喝太多。 
6. 朋友：找到觀眾席中的朋友。有眼神跟他們交流，降低你的緊張情緒。 
 

4. 控制上台前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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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腹式呼吸練習 
4-7-8秒的深呼吸(腹式呼吸) 
4-7-8呼吸法，能夠有效放鬆緊繃神經，舒緩緊張情緒，並且讓注意力再次集中。首先，將嘴裡的氣吐出，接
著再深呼吸，維持四秒，屏住呼吸約七秒後，再緩緩利用八秒的時間將氣吐出。循環練習7~8次。 



 45 

(2)肢體伸展／肌肉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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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向心語-第三人稱自我暗示 
Scientific Reports (2017)上發表的一篇研究顯示實驗顯示，當他們是用第三人稱來
安慰自己，疼痛情緒經驗相關的腦區活躍程度較低，也就是說這樣的方式有助於
情緒調節。 

下次上台前你不妨跟自己說： 
 
「嘿，某某，你看起來有點緊張，每個人上台
都會緊張……。我知道你為這次上台已經做好了
準備，我相信你一定會有好的表現，我對你有
充份的信心，非常期待你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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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自我激勵 

圖片來源：I’m Mark邦邦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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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一半有狀況時，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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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會有緊張焦慮反應，聚焦在意焦慮反應，只會加
劇焦慮。 
 最好適當地使用肢體語言，做些大動作或手勢。 
 緩步走動/走進聽眾。 
 停頓/放慢說話速度。 
 如果會發抖，不要拿紙在手上，擴大你發抖的程度，而把手握

緊成拳頭，或扶著講台。 
 

上台演說時的應變—緊張生理反應 

演講時千萬別特別提到自己的緊張，或對自己的表現道歉，那只會讓
你更失去自信。 
 



 50 

 
 上台演說時的應變—腦卡住／忘詞 

觀念：停頓不是問題，不要總是想發聲以填滿每
一秒鐘。優秀的演講者會利用間隔的停頓
來把他的重點更清晰地表達出來。 

 
 

演講時忘詞是很多演講者經常遇到的情況。儘管演講者在演講前已經準備得很充分，
但是由於緊張，經驗不足等等原因。在演講過程中仍會出現大腦空白等現象，有的
甚至一上台就開始忘詞。 

苦思遺忘只會影響演講的效果，繼續向下講自已記
得住的內容才是最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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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中忘詞/卡住的應變技巧 

應變方法： 
1. 從簡報稿入手 (PPT撥放提示功能) 
2. 中途插話法  
3. 眺躍銜接法 
4. 向聽眾互動 (轉移提問，創造思考空間) 

 
 
 

 

講到一半忘詞或卡住，先不要嚇自己，千萬不能擺在那裡冥思苦想，這
樣只會使自已更加緊張直接跳到下面的題目，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注意到
你的失誤。 

圖片來源：I’m Mark邦邦部落格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演講者在熟悉演講稿時,可以採取列提鋼的方式記憶演講稿內容， 這樣忘詞時可以比較容易的想起內容。如果某些細節內容不易記起還可以根據提綱內容自由發揮.中途插話：有關我剛才講的，是否明白，有那些需要說明。直接走到聽眾前，詢問聽眾的理解看法。跳躍銜接法：忘記了其中的某一句或某幾句或某一段話。如果是這種情況，演講者就可以隨方就圓巧妙地跳過遺忘的內容，哪裡沒忘就從哪裡接著講。倘若跳過的內容到後來又想起來了，演講者應根據這些內容的性質而採取不同的措施：假如這些內容對於演講的整體影響不大就不必再管它;假如這些內容對於演講的整體影響很大，是非講不可的，就應在結尾之前巧妙地追加一筆，補充完善。可以用這樣的語言方式來追加：「在此，我再強調一點……」，或者「最後尤其應該注意……」與聽眾互動：問聽眾如果講了兩點，第三點忘了。就可以與聽眾互動，你們覺得第三點應該是什麼?你們覺得下一個應該是什麼?也許，聽眾講完了，你也想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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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時要有規律的視線移動。 
聽眾的表情或眼神的回饋，很自然會讓我們覺得在評價我們的表達內容。 
應變方法： 
如果看聽眾的眼睛會讓你緊張，那就看聽眾的頭頂（聽眾不會發現的）隨機地更換注

視的對象。 
不要左右亂看，不要往上看，因為這會讓你看起來不值得信任。 
看你熟悉的人。 
注視那些比較友善的、或常笑的臉。 
 

 
 

上台演說時的應變—台下聽眾的目光／表情 

圖片來源：I’m Mark邦邦部落格 

不要顧看三板：地板、牆板、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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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演說時的應變—口誤 

演講中由於一時疏忽或緊張，出現口誤也是正常的。出現口誤時，應及
時採取相應的措施，否則將會使演講效果大打折扣。 

應變方法： 
以正改錯：感謝指正，肯定聽眾有專心聽。 
順水推舟：承諾錯誤，回頭再補正，針對修正部份再特別提醒。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以正改錯：聽眾發現錯誤，感謝聽眾提供的最新資訊。最好的辦法是按正確的講法再講一遍,也就是把錯誤改正過來。倘若能夠根據現場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將正誤對照起來巧作辨析，給聽眾的印象反而會更加深刻。順手推舟：自己發現說錯，承認口誤。例如：講得太忘我了，剛才在個地方好像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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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許他們自由公開討論他們的感覺。  
2. 認可他們的感受─認為理所當然。 
3. 反問提問者或其他學員的意見。  
4. 請他們暫時停止他們的問題及意見，直到你講完一段落。  
5. 簡報結束後再統一回答提問。 

上台演說時的應變—挑戰 
演講時我們無法預期聽眾都會認同我們的觀念，難免會有聽眾直接提出質疑或挑戰。 

應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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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面對恐懼／處理才會知道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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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上場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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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在表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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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七寶，健康少煩惱 
飲食均衡 
睡眠充足 
運動足夠 
想得樂觀 
情感交流 
放鬆寬心 
樂活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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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專注聆聽！ 

陳基榮臨床心理師 
力人心理治療所 
 jason.chen@lij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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