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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文件整體的版面配置，往往影響瀏覽者的第一印象與閱讀舒適度，如何善用 Word
提供的各式版面設定、佈景主題、快速組件、頁面背景或頁首頁尾設計工具，製作
出一份符合 「人體工學」 的文件，是本章學習的重點所在。

關於頁面版面設定
套用佈景主題
應用快速組件建置文件內容
建立頁面背景
建立與修改頁首和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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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認證教材
MOS Word Core 2010

請開啟

關於頁面版面設定
書附光碟 <實作範例檔 \ ch04 \ 吳哥窟傳奇.docx> 練習。

認識文件版面
製作正式文件時，為求版面的一致性，常會被要求繳交的文件需符合一定規範，例如：列印
紙張、四周的空白邊界、裝訂邊、每行字數、每頁的行數與字型樣式...等，只是這些設定值
到底位於版面的何處？以 A4 縱向的紙張為例，進行版面環境的認識。
上邊界

左邊界

頁首位置

內文區

下邊界

右邊界

頁尾位置

分頁符號
Word 文件在預設情況下，會自動將文件內容依設定的版面邊界分成一頁一頁，讓閱讀更為方
便。只是每份文件需要分頁的位置不同，依邊界分頁的方式也非盡如人意，為因應不同的需
求，可以透過 分頁符號 於指定位置將資料分成多頁。

選按 檢視 索引標籤 \ 整頁模式，在此模式下可

將插入點移至欲分頁的文字前方，選按 版面配置 索

以看到文件以一頁頁的頁面將內容區隔開。

引標籤 \ 分隔設定 \ 分頁符號，即可產生分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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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節符號
在開啟新舊文件時，不管頁數多寡，Word 預設整份文件就是一節。利用自動或手動方式，可
以各自獨立。

Word

以將文件分成多 「節」，區隔出文件的內容結構，而每一「節」在版面配置或格式設定上都可

CHAPTER 04
套用頁面配置與可重覆使用的內容

......

於視窗左下角狀態列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按 節
顯示其狀態，會發現目前整份文件均是 節：1。

將插入點移至欲分節的文字前方，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分隔設定 \ 接續本頁，手動加入一個
分節符號。

多欄式版面設計
「欄」是「節」之下的屬性，它依據內文寬度來
計算分割內容，讓文件可以呈現多欄式的排法，
欄內的段落也會依欄邊界而自動換行。在多欄式
版面設計中，會在欲執行分欄的文件範圍前後插
入分節符號加以區隔後，再執行分「欄」動作。

於該文字範圍的上、下方可以看到
Word 已自動加上分節符號的標記。
反白選取希望分欄的文字，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
籤 \ 欄，於清單中選按合適樣式，選取的文字範
圍即可完成分欄設計。

備註 顯示編輯標記
經過分頁、分節或分欄的動作設定後，如果於文章中沒看到相關符號標記，請選按 常用 索引標籤 \
顯示/隱藏編輯標記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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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題目

認證教材
MOS Word Core 2010

學習難易：
學習目的：調整文件的版面邊界及分欄設定
使用功能：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邊界 及 欄

請開啟

書附光碟 <模擬解題範例檔 \ ch04 \ W04-01.docx>，完成以下任務：

調整文件版面 上、下 為「2 cm」、左、右 為「1.5 cm」 的邊界設定。
將內文「旅遊行李的打包技巧」下的三段文字設定為二欄格式。（其餘設定均採用
預設值）

解題
1. 請將文件版面的 上、下 邊界設定為 「2 cm」，左、右 邊界設定為 「1.5 cm」。

1

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邊界 \ 自訂邊界 開啟對話方塊。
2

在 邊界 標籤輸入 上：
「2」、下：「2」、左：
「1.5」、右：「1.5」。

3

4

按 確定 鈕

回到文件中發現版面整個變寬許多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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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將 「旅遊行李的打包技巧」 下方段落文字設定為二欄的版面設計。
1

選取欲分欄的三段文字

Word

2

CHAPTER 04
套用頁面配置與可重覆使用的內容

......

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
籤\欄\二

3

選取的文字範圍馬上變成二欄排列，並於該範圍的上下方看到分節
符號的標記。

以上即完成此模擬試題的解題動作，請依照操作流程多加演練！

備註 執行 版面配置 動作時需注意...

1. 如果設定的範圍超出印表機可以接受的邊界範圍時 (例如設定四周邊界為 0 時)，會出
現以下的提示訊息，當按 修正 鈕時軟體將自動調整其邊界為可列印的邊界範圍；若
核選 略過 時軟體將關閉此訊息，只是在正式列印時，有些邊緣文字可能會被切掉或
截斷。

2. 如果想讓整份文件以分欄版面呈現，可以於文件任意處按一下滑鼠左鍵，出現插入
點，再設定分欄動作即可。
3. 每頁排列的內容會因不同的分欄版式而改變，所以已分欄的內容可以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欄 \ 其他欄，透過調整 「欄間距」 與 「欄寬度」 二個元素修正欄位的寬
度及間距。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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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題目

認證教材
MOS Word Core 2010

學習難易：
學習目的：學習分頁動作，並透過開啟 限制編輯 功能保護文件，指定欲執行的編輯方式。
使用功能：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分隔設定 \ 分頁符號；校閱 索引標籤 \ 限制編輯

請開啟

書附光碟 <模擬解題範例檔 \ ch04 \ W04-02.docx>，完成以下任務：

在標題 「出國旅行物品參考清單」 前，分割文件。
在不使用密碼的狀況下，針對檔案進行限制，使用者可以新增註解，但無法以任何
方式編輯檔案。（注意：接受其他所有的預設設定。）

解題
1. 從副標題 「出國旅行物品參考清單」 文字開始，將其所屬內容移至下一頁。

1

將插入點移至副標題 「出國旅行物品
參考清單」文字的前方

2

選按 版面配置 索引標籤 \
分隔設定 \ 分頁符號

3

由副標題 「出國旅行物品參考
清單」 文字開始的內容即移至
下一頁

4

移至「出國旅行物品參考清
單」上頁，發現段落文字下方
會出現 分頁符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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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開啟限制文件編輯的功能，啟動文件保護動作。

Word

選按 校閱 索引標籤 \ 限制
編輯 開啟工作窗格

1

2

核選 僅允許在文件中使用
此類型的編輯方式

3

選按清單鈕，於清單中
選按 註解。

4

按 是，開始強制保護 鈕

CHAPTER 04
套用頁面配置與可重覆使用的內容

......

3. 在進入文件強制保護狀態後，核選 密碼，但不用輸入密碼，直接按 確定 鈕。

以上即完成此模擬試題的解題動作，請依照操作流程多加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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