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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文件一般稱之為「活頁簿」，而每一「活頁簿」中都至少有一頁的「工

作表」，通常稱其為 試算表，用來輸入文字或數值資料、公式、函數⋯等的最基本

元件稱為「儲存格」。針對初學 Excel的使用者而言，學習的首要之務就是如何選

取所要的儲存格或儲存格範圍，然後才是輸入或編輯、分析資料。

2-1  選取儲存格
儲存格 是 Excel試算表的最基本元件，多數工作都與其有密切的關係，因此

如何快速地選取單一儲存格或儲存格範圍，是這一節所要說明的主要內容。

2-1-1  選取單一儲存格
如果要選取單一儲存格，可以使用滑鼠或鍵盤按鍵操作，但是以滑鼠較為便

利。只要移動滑鼠游標到所要的儲存格，按一下滑鼠左鍵即可。當單一儲存格被

選取時，其四周會以「綠色粗線」顯示且右下角會帶著 填滿控制點，我們稱它為 

作用儲存格。

滑鼠游標

儲存格游標

填滿控制點

作用儲存格

使用鍵盤操作，請直接按 、 、 、  鍵，或與其他按鍵混合使用，以

加速編輯作業。常用的按鍵說明，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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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2-1-2  選取儲存格範圍
除了選取單一儲存格之外，還可以選取儲存格範圍。如同 作用儲存格 一樣，

被選取的範圍，會以「灰色」顯示，而其 作用儲存格 則為白色背景。您可以針對

選取的範圍執行 Excel的指令，或輸入需要的文數字資料、公式、函數⋯等。

單一連續的儲存格範圍

STEP1 請將滑鼠指到欲選取範圍的任一角落之儲存格。

STEP2 按住滑鼠左鍵不放，拖曳滑鼠至選取範圍的對角儲存格。

STEP3 鬆開滑鼠按鍵，完成選取動作。

功能說明 按鍵

移到工作表 A1儲存格  + 

移到工作表使用範圍的右下角  + 

移到作用儲存格所在位置的最左（A）欄

向上移動一個螢幕的位置

向下移動一個螢幕的位置

向左切換到前一頁工作表  + 

向右切換到下一頁工作表  + 

使用 捲動軸 移動工作表之後，若要回到 作用儲存格 所在的位置，請按  + 

 鍵。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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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不連續的儲存格範圍

STEP1 請先選取第一個範圍，例如：B6:B14。

STEP2 按住  鍵，選取第二個範圍，例如：C5:H6。

STEP3 選取完成後鬆開按鍵及滑鼠，即可同時選取多個不連續的儲存格範圍。

1

2

1

2

ACI023800.indb   4 2013/7/9   下午 12:03:59



2-5

2
工
作
表
的
基
本
操
作

選取超過一個螢幕的儲存格範圍

當所要選取的範圍很大或超過一個螢幕時，如果仍然使用拖曳方式選取，可

能要來來回回捲動螢幕，無法快速地完成選取工作，這個時候，請使用下列方法

來選取。

STEP1 點選欲選取範圍的任一角落儲存格，例如：B3。

STEP2 使用捲動軸，將工作表移動至欲選取範圍的對角處，例如：K18；然後按住 

 鍵，同時以滑鼠點選該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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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在某一儲存格範圍中輸入完全相同的資料，請在選定儲存格範圍的任一儲

存格中輸入資料，然後同時按  +  鍵。

  說明
 選取儲存格範圍之後，一樣可以使用鍵盤輸入資料，但是在移動到下一儲存格

時，要按  鍵來移動。

按  鍵移動到要編輯的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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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選取欄或列
選取欄或列的方法很簡單，只要直接以滑鼠點選 欄名 或 列號 即可；至於非

連續範圍或連續範圍的選取方法，大致上與選取儲存格範圍的方法相同。

選取單欄

搭配  鍵可選取不連續的多欄

選取數欄，滑鼠游標指向「英文字」後按住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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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鍵可選取不連續的多列

選取數列，滑鼠游標指向「數字」後按住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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