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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點

跟過去比較起來，使用辦公室軟體對許多人來說，似乎不再是很困難的任

務。Word 2010 新增許多強大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於輕鬆的心情下，快

速地建立專業、實用又美觀的文件。

實務範例為導向
本書以日常生活的實務範例，應用 Word 軟體製作出 16 個不同的作品。讓

您在練習時除了能熟悉功能應用，更能將學習的成果應用在日常生活與工作

之中。

除此之外，在每個作品結束後，都會再提供一個實際應用的延伸練習，讓您

可以利用相關的技巧，再製作出不同方向的作品。

範例解說的流程
本書提供相當豐富的範例，我們在設計時都依據以下的原則，讓讀者可以更

輕鬆的操作並了解每個範例裡所要說明的重點：

範例學習

重點說明

範例成果

演示

範例操作

與說明

延伸練習

範例操作

1 2 3 4

影音教學做輔助
除了完整的範例檔案，並將所有範例的操作過程，製作成動態教學影片。讓

您在閱讀本書內容的同時，搭配影音教學的輔助，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學習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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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園道店家導覽圖  
快取圖案與文字藝術師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07 \ 原始檔 \ 綠色園道地圖導覽.docx>。
完成檔：<本書範例 \ ch07 \ 完成檔 \ 綠色園道地圖導覽.docx>。

07

「綠色園道店家導覽圖」的學習重點在於如何繪製快取圖案，透過文字藝術師搭配，簡簡

單單就能運用 word 製作出專業的導覽地圖。

 利用浮水印來描繪路線圖

 使用繪圖畫布繪製圖案

 佈置美工圖案

 快取圖案的插入與格式設定

 文字方塊的設計

 插入文字藝術師

 套用頁面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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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利用浮水印來描繪路線圖

在繪製路線圖時，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路線的精準度，所以掃描手繪草稿或是掃描地

圖來描繪路線都是基礎的準備工作。

STEP01 請開啟範例原始檔 <綠色園道地圖導覽.docx>，於 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選按 
浮水印 \ 自訂浮水印 開啟對話方塊。

STEP02 核選 圖片浮水印 並按 選取圖片 鈕開啟對話方塊，插入範例原始檔 <綠色園
道地圖導覽.png>，接著設定 縮放比例：100%，取消核選 刷淡，然後按 確

定 鈕。

ch07.indd   2 2011/8/26   下午 0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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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 回到文件中，版面上即產生淡化後的背景圖，屆時只要依據圖形下去描繪即

可輕鬆完成後續的繪製動作。

備註 如何取得路線圖？

當您準備描繪路線圖之前，可利用手繪草稿或實際地圖來掃描成圖檔，匯進 
word 中當浮水印；也可以利用網路地圖另存成圖檔運用，不管使用哪種方式來
製作，記得路線圖與實際路況一定要相同，以免繪製完成後的導覽圖卻不符合實

際的狀態。

ch07.indd   3 2011/8/26   下午 0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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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使用繪圖畫布繪製圖案

所謂的「繪圖畫布」即是一個類似圖文框的區域，預設是不會有任何框線或色彩的

填色，當您在繪圖畫布裡插入或繪製 Word 圖案物件時，繪圖畫布可以有效協助文

件中圖案物件的排列狀態。

新增繪圖畫布

STEP01 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圖案 \ 新增繪圖畫布，建立一個繪圖畫布。

備註 插入圖案時自動建立繪圖畫布

如果覺得透過繪圖畫布設計與調整圖案時較為得心應手，那建議可以將此項功能

設定為自動產生。請於 檔案 索引標籤選按 選項 開啟對話方塊，在 進階 選項中
核選 插入快取圖案時自動建立繪圖畫布。

ch07.indd   4 2011/8/26   下午 0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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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ord 除了可以編輯文字及圖片外，也可利用內建的方程式工具建立一些特定的數學符號

或方程式，例如：積分、函數，或簡單的分數及根號...等，讓您在建立與編修數學方程式

的使用上更加方便。 

 認識方程式工具

 輸入方程式

 插入特殊數學符號

 插入內建結構方程式

 插入內建複合方程式

 調整方程式位置與字型

 儲存自訂方程式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14 \ 原始檔 \ 數學科試卷.docx>。
完成檔：<本書範例 \ ch14 \ 完成檔 \ 數學科試卷.docx>。

數學科試卷  
方程式建立與應用

ch14.indd   1 2011/8/29   上午 10:09:56



14-2

W
o

rd
 2

0
1

0
 

認識方程式工具14.1

內建的數學符號及方程式可以用在製作考卷及講義上，只要熟悉了方程式工具的位

置及符號的分類，一定能夠更加事半功倍。

請先開啟一空白檔案，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方程式 清單鈕 \ 插入新方程式，功能

區會顯示 方程式工具 \ 設計 索引標籤項目，而在文件的插入點位置則出現方程式編

輯框。

在 符號 或 結構 區中選按任何的數學符號時，會直接顯示於方程式編輯框內。

例如：在方程式編輯框選取的狀態下，直接輸入 「30」，接著於 方程式工具 \ 設計 

索引標籤選按 攝氏。「℃」符號即出現在方程式編輯框內「30」右側。

關於標籤樣式

方程式中的數字、字母和括號...等常用符號，可直接從鍵盤輸入。

備註

選按 符號 \ 其他 開啟的符號清

單，提供更多的符號類別。

選按 工具 對話方塊啟動器，可

以開啟 方程式選項 對話方塊進

行細部設定。

選按方程式編輯框左側的  時，可以將方程式全部選取，執行複製、剪下、刪除、
格式設定...等動作。

ch14.indd   2 2011/8/29   上午 10:09:57



14-3

數
學
科
試
卷

14

W
於 方程式工具 \ 設計 索引標籤選按 符號-其他 預設開啟的清單為 基本數學 類別，

而透過選按清單上方的標題列即可展開類別選項。

 幾何

 箭號

 希臘字母  似字母符號

 否定關係

 運算子

方程式工具提供了八種符號類別清單，使用者可依方程式的屬性，插入相關符號。

 手寫體

ch14.indd   3 2011/8/29   上午 1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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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方程式14.2

請開啟範例原始檔 <數學科試卷.docx>，這是一份考試卷，目前已經建置好除了方

程式以外的內容，接著就要利用內建的符號來快速插入數學方程式。

 在編輯框中輸入「02，則2++2」。STEP02

輸入方程式

STEP01 將插入點移至第一題「若」文字後方，於 插入 索引標籤選按 方程式 清單鈕 \ 

插入新方程式。(或選按 Alt + = 快速鍵也可以直接插入一個方程式編輯框)

ch14.indd   4 2011/8/29   上午 10:09:57



學 習 重 點

Chapter

我的文件在雲端
雲端存取與分享 

原始檔：<本書範例 \ ch16 \ 原始檔> 資料夾下 <烘培坊訂購單.docx>、<招生簡章.docx>。

16

微軟在 Word 2010 推出了線上的版本，利用 Windows Live 的 SkyDrive 將文件上傳、

發佈到網路空間，即可透過任何電腦、手機或瀏覽器，隨處存取、檢視與編輯，不論去到

哪裡都可隨手取得您的文件資料。 

 關於雲端 Word 功能

 使用網路版 Word 編輯文件

 資料夾的建立及權限的設定

 如何將檔案儲存至 Windows Live 

 分享或共同編輯網路上的文件

ch16.indd   1 2011/8/26   下午 0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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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雲端 Word 功能16.1

網路版 Word 界面

網路版的 Word 提供最基礎的編輯功能，在您需要製作文件時，偏偏使用的電腦沒

有安裝 office 軟體，這時連上網路，透過線上網路版的 Word，剛好就可以應付這樣

的「突發狀況」 臨時提供您編輯文件使用。另外微軟的 SkyDrive 提供了 25 GB 的

空間，讓您可以把檔案都預存在 SkyDrive 裡，隨時隨地在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存取

您的文件。

只要申請了 Windows Live ID (即 MSN 帳號)，即可使用雲端的服務。

開始運用雲端的 Word 之前，先來了解一下網路版的功能有哪些，基本上操作界面

及功能比一般安裝在電腦裡的完整版精簡多了，分別只有 檔案、常用、插入、檢視 

四個頁次的索引標籤，於 常用 索引標籤中提供了 剪貼簿、字型、段落、樣式、拼字

檢查 以及文字相關格式設定；插入 索引標籤中提供了 表格、美工圖案、插入 圖片 

及 插入連結...等功能，而在選取圖片時會顯示 圖片工具 \ 格式 索引標籤用來執行 替

代文字、圖像大小 相關設定；檢視 索引標籤中提供了 編輯檢視 及 閱讀檢視 功能；

最後，於 檔案 索引標籤中有 開啟、儲存、列印、共用、關閉 ...等功能。

ch16.indd   2 2011/8/26   下午 06: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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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表格字型與標題文字16.2

在此輸入帳號密碼，輸入完成後按 確定 鈕登入 Windows Live。

利用 Word 2010 上傳檔案到網路空間

STEP01 請開啟要儲存至網路空間的文件檔案，在此開啟範例原始檔 <烘培坊訂購

單.docx>。

STEP02 於 檔案 索引標籤選按 儲存並傳送 \ 儲存至 Web，在 儲存至 Windows Live 

按 登入，接著就輸入 Windows Live ID 帳號及密碼。如果還沒有註冊帳號，

請按 註冊 Windows Live 連結進行帳號申請。

編輯好文件後想上傳到網路空間儲存，那麼直接使用 Word 2010 上傳到 Windows 

Live SkyDrive 是最方便的方法，當然，也可以使用瀏覽器登入 Windows Live ID，

利用網頁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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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請稍等一會兒連上伺服器後，會自動開啟對話方塊，輸入檔案名稱按 儲存 

鈕待檔案上傳完畢即完成。

STEP03 登入完成後就可以看到 SkyDrive 的項目，請選擇合適的儲存資料夾 (在此按 

我的文件，可參考 P16-7 詳細說明)，接著按 另存新檔 即可將檔案儲存至網

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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