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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段落的設定
4-1-1 何謂段落
以中文來說，兩個標點符號之間稱之為句子，很多個句子組合成一個段落，數
個段落組合成一篇文件，英文文件亦是如此，只是英文是以句點（.）作為句子的
結束。Word 是一個文書處理軟體，已具備排版的功能，千萬不可每輸入一行即按
「Enter」鍵執行換行的動作，所以是在整個段落輸入完成後才按「Enter」，段落內
的文字具備自動調整的功能。

一、段落
以下圖文字為例，是為二個段落，每個段落間以段落標記 符號區隔開，亦即
一個段落結束欲另起一個新的段落時必須按「Enter」鍵。

第1段
第 1 列(行)

第 1 段結束

第 2 段結束

二、段落間距
在段落間距的設定中包含與前後段距離及行距如下圖所示，與前後段距離是指
定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距離，必須視游標的位置在哪一個段落內，設定該段落與上一
個段落或下一個段落之間的距離間隔為多大。
另一個設定值為行距，習慣上橫向的物件稱之為列，縱向稱之為行，由於中文
版 Word 將段落中每個橫向的文字稱之為行，為了統一起見，本書亦稱之為行。

4-2

輸入文件資料

行高
第1段

Enter
第 1 段與第 2 段（對第 1 段而言是「後段」）的距離
第 2 段與第 1 段（對第 2 段而言是「前段」）的距離

行高
第2段

Enter
行距分成下列幾種（※以選取區的黑底白字標示行高）︰
項目

說明

範例

根據該行中最大字型外加少量額
外的空隙為其高度。行高會隨字體
大小而改變。
單行
間距

右上例，每行的高度都比字型大小
稍微多一點空隙。
右下例，因第 3 行包含特別大的字
型，故高度特別高。

1.5 倍
行高

每一行的高度是 1.5 倍單行間距的
高度。（具備單行間距的特質）。
如右例，每行高度為 1.5 倍單行間
距的高度，由選取區高度可看出空
隙是保留在文字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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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每一行的高度是 2 倍單行間距的
高度。（具備單行間距的特質）
2倍
行高

如右例，每行高度為 2 倍單行間距
的高度，由選取區高度可看出在文
字的下方含有 1 個單行間距的空
隙。

最小行高可以依字型大小調整行
高，故每行高度乃取決於最小行高
的設定值與每行最大字型兩個中
較大者，並且系統將每行的空隙保
留在文字的上方，此點是與 N 倍
行高最大的差異。
最小
行高

右上例，最小行高為 0pt，因第 3
行包含特別大的字型，故高度特別
高。最小行高設定為 0 與單行間距
結果完全一樣。
右下例，最小行高為 30pt，超過「房
價高漲」的大小，故以 30pt 為每
行高度。

固定
行高

依據固定行高的設定值為其高
度，當字型大小改變時系統不會自
動調整行高，並且不會外加額外的
空隙，此點是與單行間距最大的差
異。
右例，固定行高為 12pt，其中「房
價高漲」為 26pt 字型大小無法完
整顯示。
下例，固定行高 20pt，行高增加空
隙保留在文字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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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1 建立表格
在【插入】/【表格】的「表格」功能項目中，可以直接拖曳出表格大小，或
是選擇「插入表格」按鈕，兩種方法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表格大小受限於版面的範
圍，後者表格大小不限制表格的列數，僅限制欄位數。

在文件最後一個段落內，建立一個 9 欄 13 列的表格（進度表-插入表格.docx）
動態教學影片檔（Wd05-01-插入表格）
操作步驟
1. 按「Ctrl＋End」將插入點移置文件最後一個段落內
2. 執行【插入】/【表格】的「表格」，選取「插入表格」
3. 出現【插入表格】對話視窗，指定【欄數】為「9」，【列數】為「13」
4. 按「確定」後出現的表格

1.

出現在表格的左上角，稱之為「表格移動控
點」，按

2. 按住

鍵可選取整張表格

拖曳可移動整張表格的位置，但表格的

文繞圖格式將變更為「文繞圖」，即表格由嵌
入式變成浮貼。
3.

符 號 出 現在 表格 的 右 下角 ，稱 之 為 「表 格大
小調整控點」，按住拖曳可以改變表格大小。

5-2 表格內範圍的選定
表格內出現不同的滑鼠符號及不同的滑鼠位置，決定所選取的表格範圍如下。
滑鼠位置
儲存格左框線處

5-2

滑鼠符號

選取範圍
一個儲存格

編製表格

滑鼠位置

滑鼠符號

選取範圍

在儲存格內連按三下

一個儲存格

在列左方邊界內

一列


在欄位上方框線處
在表格左上方

一欄
整張表格

5-2-1 選取儲存格中的字元
滑鼠在該儲存格的字元內出現
儲存格內字元（不包含列尾標記

符號，按住「Ctrl」不放，再按

鍵左鍵選取

符號），使用於複製或搬移資料而不刪除目的儲

存格內容時。

選取儲存格內的文字，搬移至另一儲存格（進度表-表格文字.docx）
動態教學影片檔（Wd05-02-選取儲存格內資料）
操作步驟
1. 在儲存格內按住「Ctrl」與滑鼠
※選取區不可包含列尾標記

鍵

符號

2. 拖曳至右側儲存格
3. 搬移後，仍保留目的儲存格內的資料

5-2-2 選取儲存格
滑鼠在該儲存格的字元內出現

符號，連按三下左鍵選取儲存格，或滑鼠置於
5-3

儲存格左側，出現右上箭頭符號
並且包含列尾標記

按

鍵亦可，不僅可選取該儲存格內所有字元

符號，使用於複製或搬移資料欲覆蓋目的儲存格內容時。

選取一個儲存格，搬移至另一儲存格（進度表-表格儲存格.docx）
動態教學影片檔（Wd05-03-選取儲存格）
操作步驟
1. 滑鼠置於儲存格左側，出現右上箭頭符號

按

鍵（或在儲存格內連按三下）

※選取區包含列尾標記

2. 拖曳至右側儲存格
3. 搬移後會覆蓋目的儲存格內的資料

1. 在儲存格內按「Ctrl」＋

為選取儲存格內所有字元。

2. 僅選取儲存格內資料，而不選取列尾標記時，複製或搬移到另一儲存格時，不會將目的儲存格
的資料清除掉，而是直接加入目的儲存格原有資料中。

5-2-3 選取表格列
滑鼠在該列的左邊界內出現

符號，可選取一個表格列，按「Shift」＋滑鼠

左鍵可選多列。

選取表格內數列（進度表-選取表格範圍.docx）
5-4

編製表格

動態教學影片檔（Wd05-04-選取表格列）
操作步驟
1. 滑鼠置於列的左側，出現

符號，按

鍵選取一整列（包含列尾標記）

2. 滑鼠移至欲選取範圍的最終列，置於表格左側，按「Shift」不放，再按

鍵後放

掉「Shift」，可選取數列

包含列尾標記

5-2-4 選取表格欄
滑鼠在欄位上方出現 箭頭符號，按

鍵選取一欄，按「Shift」＋滑鼠左鍵可

選取多欄。亦可於選取一欄後，按住「Shift」不放，按數次的「  」，選取多欄。

選取表格內數欄（進度表-選取表格範圍.docx）
動態教學影片檔（Wd05-05-選取多欄）
操作步驟
1. 滑鼠置於該欄位上方出現向下箭頭  ，按

鍵選取一整欄

2. 滑鼠移至另一欄位上方出現向下箭頭  ，按「Shift」＋

鍵選取數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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