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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 畫面擷取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常常會看到一些網友分享各類教學文章 (例如：應用程式軟體或 Windows 系統的使

用技巧)，只要運用鍵盤上內建擷取畫面的按鍵，輕輕鬆鬆一指完全搞定，不需再安

裝什麼畫面擷取軟體唷！

一個按鍵擷取整個螢幕畫面

Tips

14

速學流程

01 先將要拍圖的桌面與相關畫面準備好，接著按  鍵一下，這樣就把整個

螢幕畫面擷取起來。

02 開啟小畫家軟體，按  +  鍵一下貼上，就可以把剛剛擷取的畫面貼上去，

接著再於儲存動作中選擇要儲存的檔案格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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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  ＝ 擷取使用中的視窗畫面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前面學了擷取全部的螢幕範圍，但有時您只想擷取使用中的視窗，只要先調整您要的

視窗大小後，按下這組快速鍵就可以單獨擷取使用中的視窗畫面。

擷取使用中的視窗畫面

Tips

15

速學流程

01 利用 I E 瀏覽器來示範，設定要作用視窗並調整適當的視窗大小，按  + 

 鍵一下，即可將該視窗擷取。

02 再次開啟小畫家軟體，按  +  鍵一下貼上，就可以把剛剛擷取的畫面貼上

去，接著再於儲存動作中選擇要儲存的檔案格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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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  ＝ 切換使用中視窗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相信大家都有一種經驗，就是開了很多視窗後常常在切換來切換去的，一下子 MSN 

聊天視窗，一下子又要切到 IE 瀏覽器看看競標進度，用滑鼠切換似乎不是那麼方

便，用這個快速鍵切換可以讓工作更加方便！

輕鬆切換工作中的視窗

Tips

16

速學流程

01 首先開啟幾個示範用的視窗，本範例使用 IE、Safari 瀏覽器。

02 按  鍵不放，再按  鍵一下，就可以由 Safari 瀏覽器切換到 IE 瀏覽器，再

按一次就可以再切換回 Safari 瀏覽器了，但注意的是，縮小到最小化的視窗無

法透過此快速鍵進行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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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63

文字格式中，粗體、斜體 及 底線 項目是最常套用及最普遍的使用功能，面對這樣的

設定，還要一個一個選按嗎？省去這些費時的編輯動作，利用快速鍵通通搞定！

套用粗體、斜體及底線的快速方法

速學流程

01 請開啟任一個 Office 檔案 (此例為 PowerPoint)，反白選取欲套用樣式的文字。

02 按  +  鍵一下，加粗文字；按  +  鍵一下，文字呈現斜體樣式；按 

 +  鍵一下，文字下方劃上底線。(依同樣的快速鍵組合再按一次，則會取

消該樣式的套用。)

招式說明

    粗體     斜體     底線

  粗體

  斜體

  底線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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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Tips

64

Office 中常用滑鼠拖曳的方式選取欲設定的資料，只是如果內容較多時，可能按滑

鼠左鍵的手指會因為拖曳時間過久而導致「抽筋」，為了預防此 「職業傷害」 的產

生，我們可以善用組合鍵，達到全選資料的目的。

一次選取所有資料

速學流程

01 請開啟任一個 Office 檔案 (此例為 Excel)，在資料中任意處按一下滑鼠左鍵。

02 按  +  鍵一下，會將文件上的資料全部選取。

招式說明

   選取文件內的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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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版權符號

      商標符號

      註冊商標符號

速學流程

01 將插入點移至欲插入特殊符號的段落中。

02  若按  +  +  鍵一下，輸入 

 版權符號；若按  +  +  

鍵一下，輸入  商標符號；若按 
 +  +  鍵一下，輸入  註

冊商標符號。

Tips

87

除了輸入文字外，也常會搭配許多特殊符號，如：版權宣告字樣、商標符號...等，雖

然透過 插入 索引標籤 \ 符號，可以選擇欲插入的符號，但是如果是一般較常使用的

商業符號 ，其實運用一些組合鍵，即可快速產生！ 

插入特殊商業符號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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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學流程

01 將插入點移至欲加入省略符號的段落中，按  +  +  鍵一下。

02 文字後方馬上會出現 「...」 的省略符號。

招式說明

     ⋯ 省略符號

Tips

88

我們常會遇到在輸入內容時，因為必須省略某些敘述，而在某段文字後方加上

「⋯」符號，除了透過自身的輸入法進行全形的轉換及符號產生外，另外還可以

利用快速鍵來達到輸入效果。 

...省略符號的輸入技巧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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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插入系統目前的日期

      插入系統目前的時間

速學流程

01 將插入點移至欲插入日期或時間的段落中。

02  按  +  +  鍵一下，立即插入系統目前的日期；若按  +  +   
鍵一下，則是插入系統目前的時間。

Tips

89

在編輯文件的過程中，經常少不了要輸入日期或時間，如果可以隨時用快速鍵自動

插入系統目前的日期或時間到文件的任何地方，就可以省去許多選按的時間哦！(記

得產生前，先進行系統的時間與日期校正，以免插入錯誤資訊。)

快速產生目前的日期與時間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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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在儲存格中交替顯示結果值和公式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輸入了許多公式後才發現，咦~ 好像出現的結果，與實際的數字不同，是不是公式哪

裡出了問題呢？這一組快速鍵可以將所有公式都顯現，方便您做比對或參考。

公式與結果答案交替顯示

速學流程

01 在工作表按  +  鍵一下。

02 工作表內所有的公式就會直接顯

示，再次按  +  鍵一下就可以

回復為公式結果的值。

Tips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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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建立目前範圍中的資料圖表於新工作表

速學流程

01 請選取要製作圖表的資料範圍。

02 按   鍵一下，就會新增一工作

表，預設的長條圖表就出現在工作

表中，再依需求進行修改即完成。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有圖有真相，密密麻麻的數字總不如條列分明的圖表來得清楚易懂，不論是分析資

料或是簡報，圖表的穿插應用都很重要！

用圖表呈現比數字清楚多了

Tips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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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說明

    顯示「函數引數」對話方塊

速學流程

01 請在任一儲存格輸入需要的函數，

此範例中輸入的是「=vlookup」。

02 按  +  鍵一下會自動開啟 函數
引數 對話方塊，進行參照位址、儲

存格範圖...等相關設定後按 確定 鈕

即可。

迅速指數： 便利指數：

公式的使用在非常熟練之後，常常就直接在儲存格內輸入欲使用的公式名稱，但後

續要輸入設定值時，又因為細目太多，少了個逗號或某個項目值就跑不出運算結

果，這樣的問題就交給接下來的這組快速鍵來幫助您解決。

快速完成函數的設定輸入

Tips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