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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並維護工作簿

重

點

在此章將說明如何設定共用活頁簿，而協同作業的過程中還可追蹤專案的修訂狀
態，還有學習如何使用 XML 資料與現有活頁簿進行對應，保護工作表...等功能。

維護共用活頁簿

設定追蹤修訂

共用活頁簿進行協同作業

將活頁簿對應 XML 元素

國際性

E

2.1

認證教材
MOS Excel Expert 2010

請開啟

維護共用活頁簿
書附光碟 <實作範例檔 \ ch02 \ 文具銷售表.xlsx> 練習。

如果想要與客戶或同事共用一份 Excel 活頁簿，最好先檢查可能儲存在文件本身的隱藏資料
或個人資訊，以免共用時不小心將您可能不願意公開的機密資料流傳了出去。

查看「摘要資訊」內容
所謂的摘要資訊就是要將活頁簿相關的屬性，如：作者、標題、類別...等項目與活頁簿一起儲
存，讓使用者在開啟檔案前，可以先瀏覽該活頁簿的文件資訊。
1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2

於視窗右側可看到文件
的摘要資訊

3

4

選按 顯示所有屬性
可以看到更多項目

選按 標題、標籤、作者...等欄位，可直接
輸入或更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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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Expert

CHAPTER 02
共用並維護工作簿

......

5

選按 內容 \ 進階屬性 開啟對話方塊，輸入更細部的摘要
資訊、查看文件的其他資料。

也可以透過 自訂 標籤建立摘要資訊的文字、時間或者數值，並針對其設定來定義名稱，以
便識別檔案的詳細資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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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及移除隱私資料
共用文件之前，先使用 查看問題 功能進行相關檢查，可以了解文件中的個人資訊、版本相

認證教材
MOS Excel Expert 2010

容性...等問題，再進行共用。然而因為文件檢查所更動到的資料不一定都可以還原，為了保
護共用文件的原始設定與內容，建議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另存新檔 先建立一個副本，再開
始設定。
在此將其另存為 <文具銷售表-共用資料.xlsx>，接著進行檢查及移除隱私資料的動作：

1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查看問題 \ 檢查文件
開啟對話方塊

2

請核選要檢查的項目，再按 檢查 鈕。

3

出現檢查結果了！於提醒的事項中，在此決定要
移除摘要資訊與私人資訊。所以請選按 全部移除

4

可看到摘要資訊的私人資料已全部清除

鈕，再按 關閉 鈕。

最後，儲存這份已完成 "準備共用" 前置檢查的文件，就可以放心的讓其他同事共用與傳閱了！
2-4

................................................................................................................................ ....................

書附光碟 <實作範例檔 \ ch02 \ 文具銷售表.xlsx> 練習。

面對私人或機密性的文件，在此將針對文件安全性說明，以簡單的設定全面保護檔案。

密碼加密

CAPS LOCK 鍵，且建議至少包含下列四個項目中的三項，可以讓密碼保護提供較高的安全性 ：

．英文大寫字母 (A 到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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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密碼可使他人無法讀取文件，然而密碼字母有分大小寫，設定時請先確認是否有開啟

Excel Expert

請再次開啟

．英文小寫字母 (a 到 z)
．數字 (0 到 9)
．非字母字元 (例如：! $ # 或 %)
在此試試，完成文件檔案編輯後， 開始設定保護密碼。

1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保護活頁簿 \
以密碼加密 開啟對話方塊

4

已完成加密設定後，會出現此標示。

5

選按 儲存檔案

2

輸入密碼，再按 確定 鈕。
(此例密碼為：abcd)

3

進行密碼確認，請輸入剛才
設定的密碼，再按 確定 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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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文件的加密後，在此將其另存為 <文具
銷售表-加密.xlsx>，當您或其他使用者開啟

認證教材
MOS Excel Expert 2010

此文件檔時，會要求輸入密碼：

若密碼錯誤，會出現警告訊息，檔案也無法開啟，

若輸入正確的密碼就可順利開啟加密的文件了

請按 確定 鈕。

(此例密碼為：abcd)。

如果想要解除此文件檔的加密設定，就需要先透過正確的密碼開檔後才能加以解除：

2

1

完成密碼輸入進入加密文件後，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保護活頁簿 \ 以密碼加密 開啟對話方塊。

3

會看到密碼以黑色圓點呈現，請按 Backspace
或 Del 鍵刪除此黑色圓點，再按 確定 鈕。

最後將此解密的檔案進行儲存

2-6

................................................................................................................................ ....................

為了防止活頁簿再被編輯，可利用此功能將檔案標示為最終版本，也可防止其他使用者不小心
變更了文件。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保護活頁簿 \
標示為完稿 開啟對話方塊

3

再按一次 確定 鈕，即可完成完稿標示的動作。

4

選按 常用 索引標籤會發現已新增一標題列，標示此檔案為完稿，必
須選按 繼續編輯 鈕才能執行編輯。

2

按 確定 鈕開始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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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cel Expert

標示為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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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難易：

認證教材
MOS Excel Expert 2010

學習目的：建立自訂摘要資訊內容
使用功能：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內容 \ 進階屬性

書附光碟 <模擬解題範例檔 \ ch02 \ E02-01.xlsx>，完成以下任務：

請開啟

題目
建立自訂內容，名稱為 成長 ID，使用 [值] 為 11000 的 [數字類型]。

解題
進入 摘要資訊 對話方塊，並依題目調整 名稱、類型、值 的資訊。
1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2

選按 內容 \ 進階屬性 開啟對話方塊

6
3

於 自訂 標籤中輸入
名稱：「成長 ID」

4

設定 類型：數字

5

輸入 值：「11000」

7

按 新增 鈕

再按 確定 鈕，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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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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Expert

模 擬 解 題
學習難易：

學習目的：建立自訂摘要資訊內容
使用功能：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 內容 \ 進階屬性

題目
建立自訂內容，名稱為 銷售 ID，使用 [值] 為 66000 的 [數字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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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附光碟 <模擬解題範例檔 \ ch02 \ E02-02.xlsx>，完成以下任務：

請開啟

解題
進入 摘要資訊 對話方塊，並依題目自訂 名稱、類型、值 的內容。
1

選按 檔案 索引標籤 \ 資訊

2

選按 內容 \ 進階屬性 開啟對話方塊

6
3

於 自訂 標籤中輸入
名稱：「銷售 ID」

4

設定 類型：數字

5

輸入 值：「66000」

7

按 新增 鈕

再按 確定 鈕，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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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