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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顧慮裝訂在上方頁首的空間需求時，可稍微調高上邊界的高度，以及頁首與頁緣距

離；若考量裝訂在左側或右側邊界的空間需求時，可稍微調寬左邊界或右邊界的寬度。

這種裝訂的方式，頁碼通常可設定在每一頁的右上方，亦可設定在每一頁的正下方或右

下角（頁尾的底部中央，或者頁尾的底部靠右）。

雙面列印並區分奇偶數頁裝訂的考量

如果是雙面列印文件，還可以區分奇偶數頁的版面配置，通常在裝訂考量上就會添

加裝訂邊的設定。裝訂邊當然就在內側，而以一般西式的橫向閱讀排版，左邊會是偶數

頁、右手邊會是奇數頁，因此，頁碼會設定在偶數頁的左上角或左下角、奇數頁的右上

角或右下角。

奇數頁？偶數頁？傻傻分不清∼

直式閱讀的書籍排版之頁碼

位置常見於諸如中文、日文

這類方塊字國家的版面設計。

橫式閱讀的書籍排版

之頁碼位置常見於歐

美文字的版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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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案例操作

某校學位論文格式規範中，關於紙張的規格如下：

 ¾ 論文尺寸及紙張：以 210mm ﹡ 297mm規格的 A4紙張繕製。封面封底採用 150磅以
上布紋紙或卡紙，顏色均由各系所指定。除封面、封底外，均採用白色 A4 80磅之白
色模造紙裝訂，單面印刷。

 ¾ 版面規格：紙張頂端留邊 2.5公分，左側留邊 3公分，其中 1公分為裝訂邊，右側則
留邊 2公分，底端留邊 2.5公分，版面底端 1公分處中央繕打頁次（如下圖所示）。

 ¾ 字體：原則上中文以 12號楷書為主，英文以 12號 Times New Roman打字，內文撰寫
以 1.5間距（行距），字體顏色為黑色，文內要加標點。

根據上述規格，版面配置的操作如下：

�

�

�	點按﹝版面配置﹞索引標籤。

�	點按﹝版面設定﹞群組名稱右
側的對話方塊啟動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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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樣式的組合管理

基本上，當您在一個文件檔案中建立新的樣式時，若未進行相關設定，則該新樣式預

設只存放在該篇文件檔案內，因此，在編輯其他新、舊文件時，並沒有這些新樣式可供

選用。如果您希望別的文件檔案也能夠套用這些新設計的樣式，則可以透過﹝組合管理﹞

對話方塊的操作，在不同的文件檔案之間進行樣式的複製。例如：您可以透過﹝組合管

理﹞對話方塊的操作，將甲文件檔案裡的某些樣式，複製給乙文件檔案。以下的實作

中，我們將開啟「家人的背影（3）.docx」文件，並將文件裡的「大標題」與「小標題」
這兩個樣式，複製給「畢業旅行 .docx」。

�	開啟「家人的背
影（3）.docx」
文件後，點按

﹝常用﹞索引

標籤裡﹝樣式﹞

群組內的﹝樣

式﹞對話方塊

啟動器按鈕。

�	開 啟﹝ 樣 式 ﹞
工作窗格後，

點按左下方的

﹝管理樣式﹞按

鈕。

�	開啟﹝管理樣式﹞對話方框，點按
﹝匯入 /匯出﹞按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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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提升效率的文編工具

自動校正是個存在已久的老功能了，不過，薑還是老的辣！這是一張可以讓使用者自

訂的校正對照清單（Auto Correct Listing），因此，您可以將經常會出現在各種類型文件
裡的冗長詞彙、全銜抬頭、表格，甚至注意事項、條列規章等，等等，各自賦予一個獨

一無二的縮寫詞。爾後，在編輯 Word文件時，只要鍵入縮寫詞，即可立即更新為其代
表的原文！

這便是自動校正清單的對話方塊。

說穿了，﹝自動校正﹞功能其實是一

張事先已經建立好的﹝自動校正清

單﹞。裡面包含了許多已經事先建立

好的各個錯別字（取代），以及每個

錯別字所對應的正確拼字（成為）。

2-3-1 縮寫詞的定義

只要使用者輸入了自動校正清單裡的

某一個錯別字，便會自動校正為正確的拼

字。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自動校正清

單是可以由使用者自行定義與新增、擴充

的。因此，即使﹝自動校正清單﹞裡的單

字並不多，內容也大多是一般常用於英文

文書的簡易單字，但我們正可利用此清單

可自訂、編輯的特性，將錯別字（取代）

視為縮寫詞的定義，並將該錯別字的正確

拼字（成為）設定為該縮寫詞所代表的全

文或敘述。

在此鍵入該縮寫詞所要代表的全文。

在此鍵入您所定義的縮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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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建置組塊的使用

與自動校正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功能為﹝建置組塊﹞，所謂的﹝建置組塊﹞，指的是您可

以將圖、文、表、條列文字、區塊等，等文件元素，在經過格式設定與版面設計後，組

建成一個物件，儲存在預設或自訂的範本檔案（.dotx）裡，爾後在建立新文件或編輯舊
文件時，便可以輕易地插入於文件之中。諸如：封面、數學公式、月曆、頁首、頁尾、

引述、題要文字等，甚至是自行設計的各種表格、單據、法規、條款、全銜抬頭、商標

LOGO⋯都可以建立成一個建置組塊。

Word 2016內建的建置組塊其儲存位置為：Building Blocks.dotx，而各個現成的建置
組塊是根據圖庫型態而加以分門別類的，共可區分成以下幾種類型的圖庫。

圖庫 類別 預設建置組塊的數量

文字方塊 內建 35

方程式 內建 9

目錄 內建 3

自動圖文集 一般 2

快速組件 一般 0

表格 內建 9

封面 內建 16

頁尾 內建 20

頁首 內建 20

頁碼 頁 X 17

頁碼（頁的底端） 58

頁碼（頁的頂端） 25

頁碼（邊界） 14

書目 內建 3

浮水印 急件、免責聲明、機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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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標點符號避頭尾

就算不是正式的論文編撰，一份普通文稿的行首或行尾，若在排版時出現了特殊的字

元或符號，其實並不美觀也並不專業。如下圖所示，在某一行的一開頭就是驚嘆號「！」

或是某一行的結尾是左括號【，這在排版作業中，都是可以盡力避免的。

雖說Word 2016中已經幫我們順利避免行首或行尾出現特殊的字元或符號，但是面臨
一些技術性文稿所使用到個專有名詞或特殊詞彙裡的符號、字元，就必須由使用者親自

來設定了。您可以進入﹝Word選項﹞對話頁面的操作，避免行首與行尾出現特定文字的
設定，就在﹝印刷樣式﹞的選項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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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繪製圖表的工具

下圖所示即是來自各種不同來源的圖片範例：

來自 Office.com 美工圖案網
站所搜尋的圖片（關鍵字為

「滑鼠」）。

來自使用者硬碟

裡的圖片檔案。

使用﹝圖案﹞工具

所繪製的流程圖形。

使用﹝方程式工具﹞

所建立的聯立方程

式，以及微分公式。

來自使用者

F a c e b o o k
裡的相片。

使用 SmartArt 所
繪製的圖形。

使用﹝圖表﹞工具

所建立的統計圖表。

4-2 繪製圖表的工具

4-2-1 插入圖案

昔 日 的 Office 家 族
系列軟體，提供有﹝繪

圖工具列﹞可供使用者

在文件、投影片、試算

表裡，繪製利用幾何圖

案所拼湊而成的圖形作

品。例如：流程圖、組

織圖、步驟圖、程序

表。
在 Word 2003中可以先插入一個繪
圖畫布，然後，再利用繪圖工具列

上的快取圖案來繪製所要的圖表。

繪圖工具列。

繪圖畫布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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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表格製作要點

對於文件裡的表格製作與編輯，除了 Word本身具備有表格設計工具，以及表格版面
配置工具外，亦可在表格中進行公式的輸入與內建函數的運算。在 Word文件裡建立表
格的方式非常輕鬆容易，只要點按﹝表格﹞命令按鈕，透過滑鼠拖曳操作，即可瞬間建

立所要的表格，並在功能區自動啟動﹝表格工具﹞提供後續的表格設計與版面配置的套

用。

4-3-1 建立 Word表格

在 Word文件裡建立表格的方式非常輕鬆容易，只要點按﹝表格﹞命令按鈕，透過滑
鼠拖曳操作，即可瞬間建立所要的表格，並在功能區自動啟動﹝表格工具﹞提供後續的

表格設計與版面配置的套用。以下的實作演練便是在 Word文件中，建立一個 5欄、5列
大小的表格。

�	滑鼠左鍵點按一下文件空白處，文字插入游標所在處即為建立表格之處。

�	點按﹝插入﹞索引標籤。

�	點按﹝表格﹞群組裡﹝表格﹞命令按鈕。

�	此時將展開插入表格大小的方格選單，從左上角第一小格開始拖曳。

�	往右下方拖曳出所要的表格大小。例如：5x5表格，即為 5欄、5列的大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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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方程式和公式與化學式

若有機會，您可以好好認識一下 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16這一套視覺化的專業繪圖
工具，在您論文寫作與研究報告的製作上，圖表方面的製作將會事半功倍。

4-6 方程式和公式與化學式

許多學術性的文章與研究文件，都會運用到公式、方程式、定律，這些資訊的呈現很

難利用鍵盤上的有限符號按鍵來完成。不過，藉由Word 2016方程式圖庫的協助，這個
原本棘手的問題將迎刃而解。

4-6-1 數學方程式

Word 2013/2016都內建了﹝方程式工具﹞，包含了常見的數學符號與方程式符號，可
以協助您建立所需的數學方程式，而製作的數學方程式如同插圖一般，在文件裡併入內

文進行排版、設定其版面配置，甚至爾後若有重複使用的需求，也可以將其儲存至方程

式圖庫裡，即可在內文的其他位置輕鬆插入相同的方程式，亦可供給其他文稿插入使

用。而貼心的Word 2013/2016也早就內建了許多知名、常用的數學方程式，例如：二次
方公式、泰勒展開式、畢氏定理等等，均存放在方程式圖庫裡，讓您可以隨時選取並插

入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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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方程式和公式與化學式

這個 Microsoft Mathematics增益集是適用於 Microsoft Word和 Microsoft OneNote的
應用程式，可以讓使用者輕鬆地在Word文件和 OneNote筆記本中繪製 2D和 3D圖形、
計算數字結果、解方程式或不等式以及簡化代數式。下載的檔案是個名為「MASetup.
exe」的執行檔，執行後便可進行安裝，完成安裝後，您的Word功能區裡便會添增一個
名為﹝數學﹞的索引標籤。

在﹝數學﹞索引標籤裡，結合

了前一小節所介紹的﹝方程式﹞

命令按鈕，可插入方程式圖庫

裡內建與自訂的數學方程式，

或建立的新的數學方程式。

也提供有﹝計算﹞命令按鈕與

﹝圖形﹞命令按鈕式，可進行

數學方程式的求解以及繪圖。

亦可將數字資料設定為實數、複數或設

定要顯示的小數位數之上限，以及有關

於角度測量為弧度、角度或梯度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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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標號的製作

在論文、專業報告等文章當中難免會有一些插圖、表格、圖示，您便可以透過圖表

標號的設定，在文稿中針對每一個插圖，標上圖 1（Figure 1）、圖 2（Figure 2）、表 1
（Table 1）、表 2（Table 2）、方程式 1（Equation 1）、方程式 2（Equation 2）等，等訊
息。例如，您可以點選文稿中的插圖或將文字游標移至該處，然後開啟﹝標號﹞對話方

塊進行相關的圖表標號操作。

5-1-1 標號的設定與自訂

為文稿裡的插圖加上圖 1（Figure 1）、圖 2（Figure 2）等標號資訊，此編號將可由
Microsoft Word自動依序編號。操作的方式是點選文件裡的插圖後，開啟﹝標號﹞對話
方塊，即可輸入標號的內容（即針對該插圖的圖說文字），並設定所要採用的標號標籤選

項，預設有圖（Picture）、表（Table）、方程式（Equation）等三種選擇，最後再選擇顯
示的位置。以下我們就實務演練幾個插圖的標號設定。

�	點選文稿裡的
第一幅插圖。

�	點按﹝參考資
料﹞索引標籤。

�	點 按﹝ 標 號 ﹞
群組裡的﹝插

入標號﹞命令

按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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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內文的參照設定

在前一章節中，我們提及插圖、表格之標號設定，在第三章也曾經介紹章節名稱與註

腳的設定，這些都是常見於論文、報告的文件排版元素。因此，若在文章中的前後文有

需要引經據典的參照這些排版元素，例如：「請參照第 n頁圖 X-X的說明」、「請參考第
n頁第 X-X節的描述」、「請參照第 n頁註 X的解釋」等等，則萬一章節名稱的順序改變
了、註腳的編號、插圖或表格的標號也改變了，那麼這一句引經據典的說明文字中的號

碼或編號或所在頁碼，是否也要一一輸入變更呢？當然不是，您可以透過所謂的﹝交互

參考﹞之操作，即可設定這些參照說明文字的號碼或編號之描述也會自動更新。

�	文字插入游標
停 在 想 要 插

入 交 互 參 照

的 地 方。 例

如：「第」字與

「頁」字之間。

�	點按﹝參考資
料﹞索引標籤。

�	點按﹝標號﹞群組裡的﹝交互參照﹞命令按鈕。

�	開啟﹝交互參
照 ﹞ 對 話 方

塊，點選想要

參照的類型。

例 如： 點 選

﹝Figure﹞。

�	點選指定標號為：﹝Figure 3﹞常用的某些單字，往往都會輸入成哪些錯別字，將
這些錯別字與其對應的正確拼字，建立在一張 Auto Correct Listing的表格中。﹞

�	選取插入參照類型為﹝頁碼﹞。

�	點按﹝插入﹞按鈕。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