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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職群 
一、雲林縣 103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

程『商管職群』技藝競賽辦法 

 

二、競賽活動程序表 

 

三、競賽術科題庫 

 

四、分站術科成績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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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商業與管理職群技藝競賽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二）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規則補充規定。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藝技能水準。 

  （二）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經驗分享，提昇教學品質。 

  （四）透過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技優甄保入學辦法升讀高中職校，擴大學 

        生多元進路發展。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雲林國中 

（四）協辦單位：大成商工、大德工商、北港農工、義峰高中、西螺農工  

四、競賽職群：商業與管理職群 

五、競賽時間：103年 1 月 30日（星期五）上午 08：30至 13：00 

六、競賽地點：大成商工職校電腦教室 

七、參加對象：本縣 103 學年度選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商業與管理職群之國中學生。 

八、選手遴選： 

（一）凡選讀本縣技藝教育之國民中學應屆畢〈結〉業學生均可報名參加，並以 103 學年度

上學期所選修之職群為參賽依據。 

  （二）抽離式（合辦班、自辦班）學生由各校遴選各職群以各班為單位，遴選 30%(無條件進

位)；技藝專班學生遴選 60%（無條件進位）之決賽學生參賽。 

  （三）商業與管理職群： 

   1、每名選手只能報名英文輸入組或文書處理組其中一組競賽。 

       2、每一班技藝班選手報名之人數均分為兩組-英文輸入組及文書處理組參賽。 

九、競賽方式： 

  （一）商業與管理職群：競賽組別分為文書處理組、英文輸入組；測驗分為學科及實作兩 

        份。學科（選擇題 20題，單、複選混合題）佔 20％，術科（上機操作）佔 80％， 

        命題範圍以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商業與管理職群選定一至二個學習主題，並以該主題 

較具深度之內容為命題方向；其餘相關規定請參照商業與管理職群競賽規則。 

十、競賽規則：依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競賽實施計畫暨補充規定辦理。 

十一、獎勵：依據雲林縣 103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競賽實施計畫之獎勵辦理。  

十二、本辦法奉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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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商業與管理職群』競賽規則 
 

一、依據： 

  （一）依據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實施計畫。 

  （二）依據雲林縣 103 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規則補充規定。 

二、承辦單位：雲林縣大成商工職校 

三、競賽職種：商業與管理職群 

四、競賽地點：大成商工職校電腦教室 

五、競賽日期：103年元月 30日（星期五）08：30至 13：00。 

六、競賽規則：（如附件）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備    註 

選手報到 08：30~09：20 行政大樓廣場 

※請攜帶學生證進場 

選手抽籤 08：30~09：20 先抽教室再抽座位 

英文輸入組選手預備 09：20~09：30 選手前往競賽場地 

英文輸入組競賽 09：30~10：30 
電腦教室 401 

電腦教室 402 

文書處理組選手預備 10：50~11：00 選手前往競賽場地 

文書處理組競賽 11：00~12：00 
電腦教室 401 

電腦教室 402 

成績計算 12:00~  ※不公佈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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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雲林縣 103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商業與管理職群』競賽規則 

壹、本職群競賽項目共分文書處理組（Word 2003）及英文輸入組二項。 

貳、競賽規則： 

一、文書處理組（Word 2003）競賽規則： 

（一）本項競賽方式依據電腦技能基金會視窗應用 Word技能測驗辦法訂定。本競賽分為學科測

驗及術科實作二部份。 

1. 學科部份（佔 20%)：共 20題（單、複選混合題)，直接在電腦上作答。每題 1分，

答錯倒扣該題 0.5分，共計 20分。 

2. 術科部份（佔 80%)：術科共六大題，配分為第一題至第三題每題 10分、第四題至

第五題每題 15分、第六題 20分，共計 80分。 

3. 學、術科總分 100分（倒扣至零分為止)，若是學科成績倒扣至 0分以下，會累積

扣到總成績中，例如學科小計-1.5分、術科小計 75分，則總分為（-1.5+75)=73.5

分。 

4. 學、術科題目統一由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命題。 

（二）術科試卷說明僅提供部分內容，請以競賽之檔案為準。 

（三）評分標準及規則： 

1.依標準答案之評分點計分。 

2.採電腦閱卷，依分數高低錄取優勝人員，分數相同者，則以使用時間較少者為優。 

3.術科操作完畢後務必按題目指定之路徑檔名存檔，檔名錯誤或未存檔者或存錯路徑，依

電腦技能基金會視窗軟體 Word技能測驗辦法規定，該題以零分計算。 

4.比賽開始前會給選手一分鐘測試比賽設備。 

（四）總競賽時間共 60分鐘。 

（五）命題範圍： 

1.學科部份合計 100 題： 

第二類 Word 2003 字元與段落格式操作能力，共 50題 

第三類 Word 2003 表格、框線及網底的操作能力，共 50題 

2.術科部份合計 29題： 

第一類的偶數題（第 102、104、106、108、110題) 

第二類的偶數題（第 202、204、206、208、210題) 

第三類的偶數題（第 302、304、306、308、310題) 

第四類的偶數題（第 402、404、406、408、410題) 

第五類的偶數題（第 502、504、506、508、510題) 

第六類的偶數題（第 602、604、606、608、610題) 

（六）備註：針對身心障礙參賽選手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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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輸入組競賽規則： 

（一）本競賽分為學科測驗及術科實作二部份。 

1.學科（佔 20%）：共 20題（單、複選混合題），直接在電腦上作，競賽時間為 20分鐘。成

績為每題 1分，答錯倒扣該題 0.5分，共計 20分，。 

2.術科：依據電腦技能基金會英文輸入技能測驗辦法訂定。測驗方式為單視窗看打輸入。

每位考生均有二次輸入機會，每次 10分鐘，取成績較高者。 

字數轉換分數之方式：依 TQC英文輸入認證之評分點計算。 

（1）每分鐘平均字數 30字（含)以下，一字 2分。 

（2）每分鐘平均字數超過 30字者（第 31字開始)，一字 1分。 

3.學、術科分數加總，若是學科成績倒扣至 0 分以下，會累積扣到總成績中，例如學科小

計-1.5分、術科小計 75分，則總分為（-1.5+75)=73.5分。 

4.學、術科題目統一由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命題。 

（二）術科評分規則：依 TQC英文輸入認證之評分要點： 

1. 每行長度：依提供之題目長度為標準，除每段最後一行外，最少不得少於 61

格，最多不得多餘 76格，否則計一次錯誤。 

2. 換行：依原稿長度於每行結束時，應按[ENTER]鍵換至下一行繼續。若於換行

時多按一次空格，計一次錯誤（行尾超過二個空格最多只計二次錯誤)。 

3. 分段縮格：每段首應內縮 5 格，不計入擊數，但若輸入之空格數量不符時仍

計錯誤一次。 

4. 標點後的空格數：句號（.)、冒號（:)、問號（?)及驚嘆號（!)後各空二格，

其它標點後只空一格。縮寫字之句點後，如 O.K.MR.MRS.等，應照縮寫字全部

拼出後所規定的空格予以空格，再接下一字，即在句末應空二格，否則空一

格。 

5. 破折號：破折號須以兩個接連號（HYPHENS）合成，前後均不留空格：如破折

號打在行首，則其後須空一格。 

6. 連續二單字前後顛倒：在一行中如二連續單字有前後顛倒，作錯誤一次計算。 

7. 漏行：如有漏行，則該行單字均各計錯誤一次。 

8. 一行重打：如有一行重打，則該行計錯誤一次，擊數不計，如有錯、漏字照

扣，行長不足 61格或多餘 76格仍計錯誤一次。 

9. 上、下行顛倒：如有上、下行顛倒，則行號小的一行視做漏打與重打各一次。

即該行計錯誤一次，行內各單字均各計錯誤一次，該行擊數不計，該行如有

錯字照扣，行長不足 61格或多於 76格仍計錯誤一次。 

10.最後一字：參賽者在測驗終了之際，最後一個單字若未輸入完全，將針對已輸入字元計入

擊數且不計錯誤；但最後一個單字若打錯，則已輸入字元將計入擊數並計錯誤一次。 

11.一般規則：凡一行中有漏打、多打、拼錯或與原印試題不符之單字（顛倒另有規定），

均各計錯誤一次（一字最多只計一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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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總打擊數之計算：  

（A) 原試題每段均視為一連續之一行，如行末為破折號或連字號時，均予加計空格數，

連字號不計擊數，按大寫鍵及跳位鍵亦不計擊數。 

（B) 如一段已全部打完而打至下一段時，則自此段原題之第一字元開始起至此段原題

之最後一字元止，包含其間所有字元（不論是否錯誤）、空格數及最後換行[Enter]

鍵合計為此段之打擊數。 

（C) 打擊之最後一段自此段原題之第一個字元開始起至此段最後實際打出之原題中之

字元止，包含其間所有字元（不論是否錯誤）空格數及最後換行[Enter]鍵合計為

此段之打擊數。 

（D) 自原題之第一段起至實際打擊之最後一段止，各段打擊數合計為總打擊數。 

13.罰則：每錯誤計一次扣總擊數二十擊。 

14.成績計算：每分鐘平均字數＝（總打擊數－錯誤×20）÷5÷測驗時間（分鐘) 

（三）採電腦閱卷，依分數高低錄取優勝人員，分數相同者，則以術科成績高者為優勝。術科

成績相同者，則以術科錯誤字數較少者為優勝；若錯誤字數亦相同者，則以總字數最多

者為優勝。 

（四）競賽總時間為 50分鐘 

（五）命題範圍：學科部份合計 100題： 

第二類 Word 2003 字元與段落格式操作能力，共 50題 

第三類 Word 2003 表格、框線及網底的操作能力，共 50題 

（六）注意事項 

1.考場提供看打板。考場鍵盤規格為１０４鍵。 

2.比賽選手可自備鍵盤，考場電腦連接埠為 P/S２及ＵＳＢ介面，其餘請自備轉接頭。自備

鍵盤參賽者，為避免爭議，須簽具切結書，測驗期間發生問題，由選手自行負責。 

3.比賽時，鍵盤置於桌上繕打。 
    4.比賽開始前提供一分鐘時間讓選手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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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 0 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商管職群競賽人員須知 

 
一、競賽當天競賽人員應準時報到，確定競賽考場位置，英打組可自備鍵盤。 

二、測驗於開始鈴響，逾時 15分鐘不得入場.。 

三、入場後競賽人員應先詳細閱讀試題及其說明，如有印刷不明之處，應於競賽開始前向監評

人員提出(僅說明印刷模糊處而不解釋提意)，逾時不得提出。 

四、核對檢查提供競賽之設備，若有問題、應於競賽開始前向監評人員提出更換、逾時不得提

出。 

五、如有操做不當以致當機或資料損毀，需自行負責，監評人員不予重測。 

六、競賽開始時、禁止競賽人員交頭接耳、違者取消競賽資格。 

七、與競賽試題相關之參考資料不得攜帶出、入場、否則以夾帶論。 

八、試卷繳交先行檢查，並關閉檔案，等檔案傳輸完畢後，經監評人員同意後始可離場。 

九、競賽時間後，若有身體不適或需赴洗手間，請舉手並由服務人員陪同，但不得要求延長競

賽時間。 

十、本次請學生攜帶學生證以備檢查，並不可攜帶隨身碟、光碟、或磁碟及手機。（若使用這些

設備將以扣考處理，成績零分計算） 

十一、本次比賽採用基金會的最新比賽及檢定方式，採用區域網路的方式發送題目，及評分完

全不經人手，自動評分，自動傳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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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 0 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商管職群術科參考題本 

 
･102．中英短文 
資料檔案 WPD01.DOC 是「中英短文」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版面設定：頁首、頁尾與頁緣的距離皆為 0.5cm；取消指定每頁的行數。 

(2) 英文字型：Script MT Bold、16pt、深紅色、粗斜體。 

(3) 句首大寫，其餘小寫。 

(4) 英文首字大小為 30pt。 

(5) 執行中英的拼字檢查，校正錯誤的中文字或英文字元。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1.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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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海嘯 
資料檔案WPD01.DOC是「海嘯」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紙張大小改為 Letter 尺寸，取消文字貼齊字元格線，編入行號。 

(2) 標題文字「海嘯」寬度為 5 公分，如 。 

(3) 所有綠色文字段落皆改為黑色網底白色字元，如 。 

(4) 將「Ｖ﹦(gh)1/2」改為「Ｖ﹦(gh)
1/2」。 

(5) 深藍色文字的「1、2、3」編號改為「○1 、○2 、○3 」（註：樣式為縮小文字）。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1.DOC。 

2.其部份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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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04台灣花卉博覽會 
資料檔案WPD01.DOC是「台灣花卉博覽會」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標題之「新花樣」加上圓形圍繞符號（保持原文字大小），「新」上移 15 點，「樣」

下移 15 點。 

(2) 將標題之「花博在彰化」並二列，並保持原文字大小。 

(3) 將「2004 台灣花卉博覽會」字元間距加寬 2pt； 

變更 寬度：10cm，高度 0.5cm。 

(4) 將「農曆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至 3 月 14 日」改以陽曆顯示。 

(5) 將「：」前的黑色文字寬度設為 3 公分。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1.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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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花○樣
花 博

在彰化
 

 

2004 台灣花卉博覽會  

 
活 動 全 稱: 2004 台灣花卉博覽會  

活 動 日 期: 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至 3 月 14 日 (共 58 天 ) 

活 動 地 點: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農場（中央路三段 138-50 號）  

開 園 時 間: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周六 /周日及假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七時三十分  

票 價: 平日全票 200 元，兒童 /團體票 150 元  

假日全票 250 元，兒童 /團體票 200 元  

彰化縣民獨享票 /敬老票 150 元  

中小學戶外學習票 120 元  

(110 公分以下兒童及身障者免票入園 ) 

持第一銀行信用卡可享購票九折優惠  

吉 祥 物: 辣妹丹 (馬櫻丹 )、胖胖歸 (扛板歸 )、  

咬咬貓 (咬人貓 )、粉粉香 (鬱金香 ) 

主 辦 單 位: 彰化縣政府  

花 博 網 址: http://www.2004FlowerExpo.com/  

花 博 E m a i l: mailto:flower.expo@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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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海底世界 

資料檔案WPD01.DOC是「海底世界」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標題「Undersea Adventure」字型格式改為：Arial Black、外框字，加雙波浪

「 」深藍色底線。 

(2) 方框內的英文句首及綠色字（地名）的字首保留為大寫，其餘皆改為英文小寫。 

(3) 設定方框內的英文斷字區若超過 0.3cm，即自動斷字。 

(4) 校正英文拼字錯誤（4 處）及中文用字錯誤（2 處）。 

(5) 將 編輯 

成 （{ }內文字保持原文字

大小）（2 分）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1.DOC。 

2. 其部分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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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0．化學練習題  
資料檔案WPD01.DOC是「中英短文」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英文標題改為小型大寫字：「 」； 

中文標題寬度與英文標題同寬（提示：7.78 字元）。 

 

2. 編輯「實驗原理」如右圖所示： 。 

3. 將所有灰色文字的字型格式皆設定與第四段的深綠色文字格式相同。（注意：段落

格式保持不變） 

4. 將「酸鹼反應:」與「沉澱反應:」取消粗體，為黑底白字。 

 

5. 將最後一段方框內的化學反應式，編輯成如以下的寫法。 

 

（句首的½ 後有一半形空白，句末的 ½ 前後各有一半形空白）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1.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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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統計資料 

開啟 WPD02.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設定標題：左右縮排 1 字元、分散對齊、與前段距離 1 列、後段距離 24pt。 

2. 將紫羅蘭色文字的項目符號改為Wingdings字型的「」符號。 

3. 設定水平線下方各段落行距為 1.5 倍行高，置中對齊。 

4. 將水平線下方各段落每筆資料，間隔設為 3cm（第一個定位點為 3cm）。 

5. 數字資料均設定為Arial、斜體。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2.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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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電腦病毒 

開啟 WPD02.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紅色的大標題文字：加上淺綠色網底，對齊圖片的中間。 

2. 編輯內文的第一段落：左縮排 10 字元，首行縮排 2 字元。 

3. 將深紅色文字的小標題段落：加上淡藍色網底，左右縮排 10 字元。 

4. 設定紫羅蘭色的文字段落： 

（1）可自動調整中文與英文字元或數字的間距。 

（2）英文字元不可在字中換行，在行首不可出現標點符號。 

5. 設定藍色文字段落的定位停駐點位置為 14 字元與 26 字元，靠左對齊。 

6. 編輯內文的最後一段落：分為二欄，左欄 28 字元，欄間距 1 字元，文字在左欄，圖片在

右欄。 

 

7. 將處理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檔名為WPA02.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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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中華民國公益彩券 

開啟 WPD02.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修改第一段標題之段落格式：左邊縮排 3cm、置中對齊、單行間距。 

2. 修改第二、三段之段落格式：左邊縮排 7 字元，首行內縮 2 字元，前後段距離皆 0.5 列，

取消貼齊格線。 

3. 從第五段起，在所有段落中設定以下的定位停註點位置及對齊方式。 

4. 將兩分隔線

之間的所有數

字 皆 改 為
Times New 

Roman字型、

斜體。（字型設定範圍如下圖反白處）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2.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定位

點 

10.04 

字元 

14 

字元 

15.36 

字元 

28.94 

字元 

30 

字元 

35.44 

字元 

對齊 

方式 
置中 分隔線 靠左 置中 分隔線 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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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台北捷運路線簡介 

開啟 WPD02.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標題「台北捷運路線簡介」移到二圖片中間，置於網底中央位置。 

 

2. 在「木柵線」、「淡水線」、「中和線」三段的字元前後各插入 圖片，設定與前後段的

距離為自動調整，左右各縮排 1 字元，字元對齊於段落的水平及垂直置中，如下圖示： 

 

3. 將梅紅色文字段落，加上 「WPD02.JPG」圖片的項目符號，大小為 20pt，項目符號

位置縮排 0cm、文字位置：定位點距離及縮排皆為 0.85cm。 

4. 將梅紅色文字段落與其下的圖片分為二欄，文字在左欄，圖在右欄。 

5. 左欄內的文字段落，靠右對齊，右欄內的圖片，水平置中對齊。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2.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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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紅螞蟻 

開啟 WPD02.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深藍色段落的項目符號「」改為WPD02.JPG「 」圖片。（註：項目符號位置：縮

排 0.75cm，文字位置：定位點距離與縮排皆為 1.5cm） 

     

2. 將文中的所有符號改為定位點符號「 」，並設定該段的第一個及第二個定位停註點位

置分別為 12 字元、28 字元，皆置中對齊。 

3. 將水平線下方的內容分為二等欄，間距 0.5 字元，加分隔線，左、右欄的首行皆為藍色

文字段落。 

4. 設定藍色文字段落加上編號：格式為「一、二、…」，數字位置靠左對齊 0cm，文字位置：

定位點距離與縮排皆為 0.85cm。 

5. 設定深綠色文字段落加上編號：格式為「1)、2) …」，數字位置靠左對齊 0.95cm，文字位

置：定位點距離與縮排皆為 1.59cm。如下所示：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2.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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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大專院校名單 

本題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得分，請特別注意。 

開啟 WPD03.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各校名單內容轉換為 2 欄 12 列，欄寬為 5cm的表格，列高固定 1cm，表格置中。 

2. 表格上方新增一列，分別輸入標題「第一組」、「第二組」，14pt、粗體，填滿黃色網底。 

3. 儲存格內文字水平垂直置中對齊，各欄按組別依筆劃由上而下遞增排序。 

4. 除第一列下方的水平線與中間的垂直線為 11/2 pt的藍色雙框線，其餘框線皆為藍色 11/2 

pt的單線框。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3.DOC。 

其部份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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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尋才需求 

本題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得分，請特別注意。 

開啟 WPD03.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表格置中，表格上方增加新段落，輸入「尋才需求」14pt、粗體。 

2. 將灰色儲存格增加到三列（內框線為 3/4pt）。 

3. 刪除淡紫羅蘭色儲存格。 

4. 將「適任條件」（淡綠色）的 8 列儲存格移至「工作環境」（淡黃色）與「必備之技能」

（淡藍色）之間。 

5. 將外框線改黑色的 。（限定以 方式設定外框線）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3.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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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採購單 

本題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得分，請特別注意。 

開啟 WPD03.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設定上表格之列高：固定 1 公分，欄寬：第 1 欄~第 4 欄為 2.5 公分、第 5 欄為 5 公分。 

2. 設定上表格第一列為淡藍色網底，外框線為 1½ pt 黑色單線。 

3. 將上表格對齊下表格，合併表格；合併灰色的儲存格。 

4. 在淺綠藍色的儲存格內，利用「公式」計算出各欄位的金額，格式為「NT$  ,   .00」。 

（註：公式內容請使用大寫字母PRODUCT及LEFT） 

5. 在淺黃色的儲存格內，利用「公式」計算以下的值，格式為「NT$  ,   .00」：（2 分） 

 

（註：1.小計公式內容請使用大寫字母SUM及ABOVE 

2.營業稅、合計之公式內容，儲存格代號使用大寫字母）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3.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所有金額的總合 

 
小計 × 0.05 

 

小計＋稅＋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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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資訊安全 

本題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得分，請特別注意。 

開啟 WPD03.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第一頁的表格框線改為第三種樣式的虛線、1/2pt、藍色（第一列第二儲存格上框線除

外）。 

2. 將第二頁五個表格的第三列底色皆設定為白色 

3. 將第二頁的五個表格分別移到第一頁表格相對應位置的儲存格內，然後刪除第二頁。 

4. 將儲存格內的表格對齊於該儲存格的正中央位置，表格的內容必須保持原來的對齊方

式。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3.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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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月曆 

本題各評分點彼此均有相互關聯，作答不完整，將影響各評分點之得分，請特別注意。 

開啟 WPD03.DOC 資料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第一列的文字改為橫向書寫，列高為 2cm。 

2. 將月曆中的日期數字（1~31）位置移至儲存格正中央位置。 

3. 刪除表格的最後二列，在表格上方新增一列，並合併此列儲存格，設定高度 12cm，填滿

WPD03.JPG圖片（高度 11.92cm、寬度 18.1cm）。 

4. 表格外框線改為深藍色 （限定以 方式設定外框線）。 

5. 表格對齊：水平置中對齊，垂直置中對齊於整個頁面。 

6.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3.DOC。 

其部分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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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免費參觀券 

注意：本題之圖片替代文字若未設定或錯字，該小題不予計分（請留意不要多輸入空白字

元或段落）。 

開啟 WPD04.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佈景主題改為「向日葵」。 

2. 將「免費參觀券」改為向上拱形「 」形狀。 

3. 圖片透明度設為 35%，加上深綠色、3pt的圓點「 」框線，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

「向日葵」。 

4. 將橙色外框旋轉 45 度，置於最下層，取消框線，填滿實心菱形圖樣 ，前景為藍灰

色、背景為白色，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實心菱形圖」。 

5. 在頁面正中央、文字之後，插入 快取圖案，大小為 8cm×8cm，填滿預設的「黎明」

漸層色彩，陰影改為深紅色，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黎明」。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4.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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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國際巨星馬友友 

注意：本題之圖片替代文字若未設定或錯字，該小題不予計分（請留意不要多輸入空白字

元或段落）。 

開啟 WPD04.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 圖案改為 5 角星形，去框線，設定其替代文字為「五角星形」，置於 2005 之後。 

2. 將「2005」旋轉 343 度，填滿色彩改為預設的「彩虹」漸層，陰影色彩改為深紅色。 

3. 在紅色文字「愛」之前插入WPD04.JPG圖片，以「矩形」文繞圖方式，靠左對齊；垂直

位置距段落-1.34cm；加上深紅色、3pt的「 」框線，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

「馬友友」。 

4. 將最後一段的首三字「馬友友」設為首字放大，以繞邊、放大 2 行高度（字高為 35pt、

固定高度為 36.4pt）。 

5. 將大提琴圖片改為「緊密」的文繞圖方式，設定圖片與文字距離：左邊為 0cm，右邊為

5cm。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4.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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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歌劇魅影 

開啟 WPD04-1.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圓角矩形改為綵帶（向下），並將其文繞圖改為與文字排列，而使圖片移至第一個段落

位置，置中對齊。 

2. 在綵帶上新增「歌劇魅影」文字，大小 36pt，藍色、新細明體、粗體，置中對齊。如下

所示：（限定以「新增文字」方式作答） 

     

3. 裁剪圖片紅色外框各 0.22cm，改為淺橙色 4.5pt外框。 

4. 續「本片描述」之後，插入WPD04-2.DOC的檔案內容。設定淺黃色框的替代文字為「文

字方塊」。 

5. 將綠色區改為深黃褐色、透明度 30%，設定替代文字為「深黃褐色框」。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4.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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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路跑競賽活動 

注意：本題之圖片替代文字若未設定或錯字，該小題不予計分（請留意不要多輸入空白字

元或段落）。 

開啟 WPD04.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變更矩形為圓形，填滿預設的「黎明」漸層色彩（水平網底樣式，上淺下深漸層色彩），

去框線，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黎明」，移至最下層。 

2. 將藝術字「2006 國際馬拉松暨國際奧林匹克~路跑競賽活動~」內容分成三段，分別為

「2006 國際馬拉松」、「暨國際奧林匹克」、「~路跑競賽活動~」，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

「馬拉松」。 

3. 將文字方塊改為圓角矩形，填滿黃色，陰影為樣式 17、紅色陰影，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

為「圓角矩形」。 

4. 將下方的 16 位跑者，固定最前及最後跑者，其餘等間隔分佈。 

5. 在頁面中央最底層，插入WPD04.JPG圖片，高度：16cm、寬度：24cm，黃色底透明化，

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綵帶」。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4.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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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SALE 

注意：本題之圖片替代文字若未設定或錯字，該小題不予計分（請留意不要多輸入空白字

元或段落）。 

開啟 WPD04.DOC 檔，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看板高度改為8cm；框線改為1pt、深紅色；文繞圖方式改為「上及下」，靠

右對齊。 

2. 「SALE」改為紅色，加上17樣式陰影。 

3. 設定文字皆置於油漆工圖片之左邊。 

（註：以「緊密」文繞圖方式、設定圖片與右邊文字距離為5cm）。 

4. 將下方之淺黃色底圖透明化，對齊邊界的左下角。 

5. 將右下角的「5角星形」改為「24角星形」，取消邊框，填滿由中央的淺橙色至外圍橙色

的漸層色彩，設定此圖的替代文字為「24角星形」。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WPA04.DOC。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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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中時奇摩報 -焦點新聞  
資料檔案WPD05.DOC是「中時奇摩報-焦點新聞」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版面設定：單面雙頁、紙張橫向、直書、2 欄（欄寬為 19.08 字元、欄間距 2 字

元）。取消每行字元數與每頁行數的設定。 

(2) 內部及外部邊界：1.2cm，上下邊界：2cm，裝訂邊 0.2cm，頁首頁尾與頁緣距

離 1cm。 

(3) 將第一段的「中時奇摩報 -焦點新聞」移至頁首中間，加底線。第二段的

「http://ctnews.kimo.com.tw」移至頁尾中間。 

(4) 將「美國驚爆 全球驚悚」作為新增「新聞標題」樣式的格式，將該段與文件中

所有深紅色文字段落都套用「新聞標題」樣式。 

(5) 新增「新聞內容」樣式：根據內文樣式，左右對齊，首行縮排 2 字元，最小行

高 18pt，與前後段距離 0.5 列。將所有黑色文字段落皆套用該樣式。（注意：將

游標移至任何一黑色文字段落套用「內文」樣式後，再新增「新聞內容」樣式。） 

(6)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5.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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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技能檢定月刊 
資料檔案WPD05-1.DOC是「技能檢定月刊」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在文件最後依續插入以下三個資料檔 WPD05-2.DOC 、 WPD05-3.DOC 、

WPD05-4.DOC。將所有深藍色文字段落之格式皆設定與第一頁的第二段相同。 

(2) 設定紅色文字在段落前分頁，新增為「大標題」樣式。將該段與文件中的「標題 1」

段落皆套用「大標題」樣式。 

(3) 將藍色文字段落新增為「小標題」樣式。將該段與文件中的「標題 2」段落皆套

用「小標題」樣式。 

(4) 將第一頁最後一段內容移至頁首左側，加黃色 1/2pt 雙線底框線(參照下圖示)。頁

尾插入頁碼：數字格式為「I, II, III, …」、大小 12 點、粗體，置中對齊。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5.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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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原住民 
資料檔案WPD05.DOC是「原住民」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版面設定：單面雙頁，設定頁首及頁尾：第一頁不同、與頁緣

距離 1cm。 

(2) 修改「原住民」樣式，使標題位於每頁的首行，並將文件中所

有的紅色標題皆套用「原住民」樣式。 

(3) 在頁尾中間插入「第 X 頁，共 Y 頁」的頁碼，如： 。字型格

式：14pt、新細明體、Arial、深紅色、粗體、白底、置中對齊。 

(4) 在第一頁淺黃色區，插入標題的目錄，目錄顯示階層為 3，樣式如右：字型格式：

標楷體、20pt、深紅色、粗體。（注意：必須刪除目錄項目來源可用樣式“標題 1”

之目錄階層數字設定）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5.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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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脈衝光  
資料檔案WPD05-1.DOC是「脈衝光」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版面的「多頁」方式改為「單面雙頁」，2 欄直向書寫。 

(2) 匯入 WPD05-2.DOC 的「脈衝光-標題」及「脈衝光-內容」樣式。 

(3) 將深紅色標題文字套用「脈衝光-標題」樣式，黑色內容文字套用「脈衝光-內容」

樣式。 

(4) 在頁首置中顯示：「醫學美容△－△脈衝光」（“－”為全形，△表示半形空白），

格式：12pt、深紅色、粗體。在頁尾置中插入自動圖文集的「建立日期」。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5.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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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減肥 DIY 
資料檔案WPD05.DOC是「減肥DIY」的內容。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新增第二頁第一段的格式為「DIY」樣式；修改該樣式的大綱階層為「階層 1」。

將該段與所有紅色文字段落皆套用「DIY」樣式。 

(2) 調整文章的段落順序，將標題從「減肥第一步：…」依序至標題「減肥第十步：…」。

（提示：在大綱模式下調整）。 

(3) 修改頁首及頁尾設計：奇偶頁不同，第一頁不標示。 

偶數頁的頁首：左側插入頁碼，右側輸入「減肥 DIY」。 

奇數頁的頁首：左側輸入「減肥 DIY」，右側插入頁碼。 

（頁碼的數字格式為 1,2,3…，14pt、粗體）。奇偶頁首字型設定如下： 

 

(4) 在第一頁表格的第二欄內插入「DIY」樣式的目錄，目錄樣示如參考答案所示，取

消超連結，格式：12pt、粗體。頁碼數字改為 Times New Roman、18pt、藍色。

（提示：選取目錄後，按[Ctrl]+[Shift]+[F9]鍵可將目錄的功能變數變成為一般文

字）。 

(5) 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5.DOC。 

2. 其參考結果如下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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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套印郵政劃撥單 
資料檔案WPD06-1.DOC是「劃撥單」的內容，WPD06-2.DOC為「客戶資料」。 

注意：限定使用「工具/信件與郵件/合併列印」之精靈引導完成或「合併列印」工具列之

icon 進行合併欄位之插入。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利用合併列印信件功能，將 WPD06-2.DOC 客戶資料套入 WPD06-1.DOC 劃撥單

內的「姓名」、「通訊處」及「電話」欄位內。 

(2) 「姓名」格式：中英文字型皆為標楷體、16pt、深藍色、置中對齊。 

「通訊處」格式：中英文字型皆為新細明體、12pt、深藍色。 

「電話」格式：英文為 Arial、中文為標楷體、12pt、深藍色。 

(3) 將合併主文件，以 WPA06-1.DOC 檔名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 

(4) 將設定好的結果合併列印至新文件，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檔名為

WPA06-2.DOC。 

2. 其部份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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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套印超市型錄 
資料檔WPD06-1.DOC是型錄內容，WPD06-2.DOC是商品資料。 

注意：限定使用「工具/信件與郵件/合併列印」之精靈引導完成或「合併列印」工具列之

icon 進行合併欄位之插入。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利用合併列印功能，將 WPD06-2.DOC 中的所有商品資料，合併至 WPD06-1.DOC

廣告單中的表格內。 

(2) 合併後的字型格式如下： 

 

(3) 利用功能變數使文件合併後能依序將所有的產品排列在表格中（請將 <Next 

Record>變數由第二個儲存格開始加入，加在「商品」欄位之前，其文字格式設定

與「商品」相同）。 

(4) 將含功能變數的主文件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6-1.DOC。 

(5) 合併至新文件。將結果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之 WPA06-2.DOC。 

2. 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50 

606．套印成績單 
資料檔案WPD06-1.DOC為成績單格式，WPD06-2.DOC為學員的測驗成績。 

注意：限定使用「工具/信件與郵件/合併列印」之精靈引導完成或「合併列印」工具列之

icon 進行合併欄位之插入。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將 WPD06-2.DOC 依序套印至 WPD06-1.DOC 的成績單表格中之相對應的欄位內

（淺黃色儲存格）。 

(2) 在最後一儲存格內，若「總分」在 70 分或以上者，則會出現「合格」；否則會出

現「不合格」。 

(3) 將合併前的主文件以 WPA06-1.DOC 檔名，合併後的新文件，以 WPA06-2.DOC

檔名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 

2. 其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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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套印信函 
資料檔案WPD06-1.DOC為主文件，WPD06-2.DOC為客戶資料來源 

注意：限定使用「工具/信件與郵件/合併列印」之精靈引導完成或「合併列印」工具列之

icon 進行合併欄位之插入。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以 WPD06-1.DOC 為主文件，以 WPD06-2.DOC 為客戶資料來源，利用合併列印

功能套印信函，只合併地區為台北市的客戶資料（限定使用 Skip Record If）。 

(2) 在「致：」之後合併「姓名」，其後再依「性別」欄位資料套入稱謂，若性別為男，

則稱「先生」，否則為「小姐」。（請以性別「男」，為比對值） 

(3) 最後三段以藍色、中英文字型皆為標楷體、12pt 的字型格式，分別套入：  

a.「小時：」若原為客戶則為 20 小時，否則為 5 小時。 

b.「客戶編號：」套用客戶編號欄位資料。 

c.「密碼：」若原為客戶則為「A 密碼」，否則為「B 密碼」， 

   例如「邱逢久」並非客戶，密碼應為「B9671」，「譚思婷」 

   為客戶，密碼則為「A9305」。（限定以客戶為比對值） 

(4) 將合併列印主文件以 WPA06-1.DOC 檔名，新文件以 WPA06-2.DOC 檔名儲存於

磁碟機根目錄。 

2. 其部份參考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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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套印新書公告 
資料檔案WPD06-1.DOC為新書公告表，WPD06-2.DOC為新書資料。 

注意：限定使用「工具/信件與郵件/合併列印」之精靈引導完成或「合併列印」工具列之

icon 進行合併欄位之插入。 

1. 開啟該資料檔案，將內容依下列題意作答： 

(1) 在紫蘿蘭色方塊區上繪製一如右所示 

的表格： 

a. 列高 5.2cm、欄寬 6 cm。 

b. 表格置中對齊。 

c. 儲存格水平、垂直置中對齊。 

d. 設定為無框線。 

(2) 合併列印「封面」，並在封面上加框線 

「 、紫蘿蘭色、陰影」， 

套印至 WPD06-1.DOC 的儲存格內。 

(3) 利用<Next Record>功能變數，使合併後的封面依序排列在各儲存格中。（請將

<Next Record>變數加在「封面」欄位之前） 

(4) 將合併前的主文件以 WPA06-1.DOC 檔名儲存；合併列印後的 2 頁新文件，以

WPA06-2.DOC 檔名儲存於磁碟機根目錄。 

2. 其參考部份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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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 0 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商管職群學科參考題本 

 
學科 
第二類 Word2003字元與段落格式操作能力 

1. 注音標示的對齊方式中，下列何項可以將注音標示在字元右方，如附圖所示？ 

(A)「0-1-0」 

(B)「1-2-1」 

(C)「靠右對齊」 

(D)「右側垂線」 
 

 

2. 將「中華民國萬萬歲」改為「 」，是利用下列哪一項功能達成？ 

(A)字元位移 

(B)橫向文字 

(C)組排文字 

(D)並列文字 
 

3. 將「中華民國萬萬歲」改為「 」，是利用下列哪一項操作達成？ 

(A)組排文字，字元大小不變 

(B)組排文字，字元大小設定２倍大 

(C)並列文字，字元大小不變 

(D)並列文字，字元大小設定２倍大 
 

4. 下列哪些方式可以改變字與字之間的水平距離？(複選) 

(A)「格式/字型/字元間距/位置」 

(B)「格式/字型/字元間距/間距」 

(C)「分散對齊」 

(D)「最適文字大小」 
 

5. 快速變換字元大小寫的方法是將文字選取起來，按下列何組按鍵可切換選擇，直到你所要的格

式出現？ 

(A) [F3]鍵 

(B) [Shift]+[F3] 鍵 

(C) [Ctrl]+[F3] 鍵 

(D) [Alt]+[F3] 鍵 
 

6. 如附圖所示，在同一頁的橫書文件中，若要同時輸入直書格式的文字，此時需運用下列何項指

令功能來達成？ 

(A)「直書/橫書」 

(B)「亞洲方式配置」的「橫向文字」 

(C)「垂直文字方塊」 

(D)「版面設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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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附圖所示，其中的數字與％是用下列何項指令功能來達成直向格式？ 

(A)「直書/橫書」 

(B)「亞洲方式配置」注「橫向文字」 

(C)「垂直文字方塊」 

(D)「版面設定」的「方向」 

 

8. 關於「直書/橫書」功能，下列說明何者正確？(複選) 

(A)可在同一份文件中改變方向的文字 

(B)可在同一頁文件中改變方向的文字 

(C)可在同一節文件中改變方向的文字 

(D)可在同一頁文件中的表格儲存格中設定多種不同的走向 

 

9. 最適文字大小的「新字寬度」可以輸入下列何項單位？(複選) 

(A) 字元 

(B) cm 

(C) in 

(D) pt 
 

10. 所謂「左右對齊」是指下列何項操作？(複選) 

(A)會自動地調整段落中的每一行的字距 

(B)段落中的每一行(包括最後一行)左右兩邊都會對齊 

(C)段落中的每一行(不包括最後一行)會依據左右邊界作分散對齊 

(D)最後一行為靠左對齊 
 

11. 在尺規上拖曳縮排符號時，需按住下列何項按鍵才可微調？ 

(A) [Alt]鍵 

(B) [Ctrl] 鍵 

(C) [Shift] 鍵 

(D) [Ctrl]+ [Shift] 鍵 
 

12. 在尺規上拖曳縮排符號時，若希望在尺規上看到尺寸，需按住下列何項按鍵？ 

(A) [Alt]按 

(B) [Ctrl] 按 

(C) [Shift] 按 

(D) [Ctrl]+ [Shift] 按 
 

13.要改變文件中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距離，是藉由下列何者來調整？ 

(A)「字距」 

(B)「位置」 

(C)「行距」  (D)「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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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設定「段落間距」的「與前段距離」為「6pt」;「與後段距離」為「4pt」，則段落與段落之

間的距離為為下列多少pt？ 

(A) 4pt 

(B) 6pt 

(C) 10pt 

(D) 14pt 
 

15. 有關「段落」中的「行距」說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單行間距」:是視該行中最大字型大小而定 

(B)「最小行高」:是視該行中最小字型大小而定 

(C)「固定行高」:無論字型大小，行高保持不變 

(D)「多行」」為單行間距的倍數 

 

16. 如附圖所示，其「段落」中的「行距」設定為下列何項，導致前二字無法完全顯示？ 

 

 

 

 

(A)「單行間距」 

(B) 「最小行高」 

(C)「固定行高」 

(D)「1.5倍行高」 
 

 

17. 如附圖示，「放牧雞」的對齊方式是以下列何者來調整？ 

 

 

 

 

 

 

 

(A)「格式/字型/字元間」的「位置/置中」 

(B)「格式/字型/字型」的「效果/下標」 

(C)「格式/段落/縮排與行距」的「一般對齊方式」 

(D)「格式/段落/中文印刷樣式」的「文字對齊方式」 
 

 

18. 利用下列何項設定，可快速使整篇文章中的中文字與英文字(或數字)字元間自動調整間距？ 

(A)「格式/字型/字元間距」的「間距」 

(B)「格式/段落/中文印刷樣式」的「字元間距」 

(C) 加半型空白鍵 

(D)「編輯/取代」 
 

19. 下列指令所產生的效果，無法使用 複製格式？(複選) 

(A)「最適文字大小」 

(B)「注音標示」 

(C)「圍繞字元」 

(D)「橫向文字」 
 

20. 若要將一頁中最後一段無法完整排列在此頁的文字，能整段自動跳到下一頁顯示，多餘的空間

以空白顯示，需以「段落/分行與分頁設定」的下列何項來控制？ 

(A)「段落遺留字串控制」 

(B)「段落中不分頁」 

(C)「與下段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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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段落前分頁」 
 

21. 在文件中如何避免行首出現標點符號，可由「段落/中文印刷樣式」的下列何項來控制？ 

(A)「使用中文規則控制第一和最後字元」 

(B)「允許標點符號溢出邊界」 

(C)「允許行首標點壓縮」 

(D)「允許英文字元在字中換行」 
 

22. 拖曳水平尺規上的下列何項標記，可調整段落首行縮排的字元數？ 

(A)     標記鈕 

(B)     上方三角形標記鈕 

(C)     下方長方形標記鈕 

(D)      標記鈕 
 

23. 拖曳水平尺規上的下列何項標記，可調整段落左邊的啟始定位點？ 

(A)  標記鈕 

(B)  上方三角形標記鈕 

(C)  下方長方形標記鈕 

(D)  標記鈕 

 

24. 拖曳水平尺規上的下列何項標記，可調整段落首行凸排？ 

(A)   標記鈕 

(B) 上方三角形標記鈕 

(C) 下方長方形標記鈕 

(D)  標記鈕 

 
25. 在分欄文件中，將插入點移到段落前，然後執行下列何項，可強迫將插入點後的文字段落移到

下一欄的開始處？ 

(A)按[Ctrl]+[Enter]鍵 

(B)按[Shift]+[Enter]鍵 

(C)插入「分隔設定/分頁符號」 

(D)插入「分隔設定/分欄符號」 
 

26. 要在表格中使用定位點，需按下列何項按鍵？ 

(A)按[Ctrl]+[Tab]鍵 

(B)按[Shift]+[Tab]鍵 

(C)按[Alt]+[Tab]鍵 

(D)按[Tab]鍵 
 

27. 定位點的使用度量單位在下列哪些？(複選) 

(A) 點（pt） 

(B) pica（pi） 

(C) 公分（cm） 

(D) 英吋（in） 



 

 

57 

 
 

 
  
 

28. 如附圖所示，所有文字與圖片的所有對齊方式以何者處理最簡便？ 

 

 

 

 

 

 

 

 

 

 

 

(A)全形空白鍵 

(B)半型空白鍵 

(C)「段落」的「對齊」方式 

(D)定位點 
 

29. 文件中「直書」與「橫書」的轉換，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只能計對整篇文章，無法真對某個段落來轉換 

(B)全形的數字、符號無法轉換成直書 

(C)若選擇套用於「插入點之後」，則滑鼠游標所在位置的文字會自動移至下一頁 

(D)若選擇套用於「選取文字」，則所選取範圍的文字會在同一頁自動轉向 
 

30. 「項目符號及編號」的功能中，下列哪些可以指定不標示出定位字元？(複選) 

(A)「項目符號」 

(B)「編號」 

(C)「大綱編號」 

(D)「清單樣式」 
 

31. 「大綱編號」的後置字元，可以使用下列哪些項目？(複選) 

(A)全形空白字元 

(B)定位字元 

(C)間距 

(D)不標示 
 

32. 要節省重複設定的時間，可使用下列哪些操作？(複選) 

(A)「編輯」/「重覆XX」 

(B)按[F4]功能鍵 

(C) 「複製格式」鈕 

(D) 「格式」鈕 
 

33. 要以 複製段落的格式，可以先選取該段落的下列何處？ 

(A)部份文字 

(B)所有文字 

(C)任一位置 

(D)段落標記 
 

34. 「複製格式」 可作用在下列哪些格式上？(複選) 

(A)文字格式 

(B)段落格式 

(C)樣式格式 

(D)注音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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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當你的文件有多層次的項目，可利用下列何項功能來為多層次結構文件加上編號？(複選) 

(A)「項目符號及編號/項目符號」 

(B)「項目符號及編號/編號」 

(C)「項目符號及編號/大綱符號」 

(D)「項目符號及編號/清單樣式」 
 

36. 下列哪些按鈕可以調整項目符號或編號的縮排位置？(複選) 

(A)  按鈕 

(B)  按鈕 

(C)  按鈕 

(D)  按鈕 

 

37. 「貼上選項」智慧標籤的下列哪一個選項，只會貼上文字資料，而圖片等物件不會被貼上？ 

(A)保持來源的格式設定 

(B)符合目的格式設定 

(C)保留純文字 

(D)套用樣式或格式設定 

 
38. 若要由「格式」工具列的「字型」來設定整篇文章的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數字型為「Arial」，

可在全選後再操作下列何項設定？ 

(A)先設定「標楷體」再設定「Arial」字型 

(B)先設定「Arial」再設定「注楷體」字型 

(C)只要設定「注楷體」字型 

(D)只要設定「Arial」字型 
 

39. 套用「字型」的下列哪一種效果，可改變字元的寬度？ 

(A)「縮放比例」 

(B)「位置」 

(C)「上標」、「下標」 

(D)「小型大寫字」 
 

40. 套用「字型」的下列哪一種效果，可改變字元的高度？ 

(A)「縮放比例」 

(B)「位置」 

(C)「上標」、「下標」 

(D)「外框字」 
 

41. 如果你設定行高後，發現文件中的段落沒有改變，可由下列何項解決？(複選) 

(A)「版面設定/文件格線」點選「沒有格線」 

(B)「段落/縮排與行距」取消「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自動調整右側縮排」 

(C)「段落/縮排與行距」取消「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文件格線」 

(D)「繪圖」工具列的「格線」取消「貼齊格線」 
 

42. 如附圖所示，垂直線以下列何種方式產生最簡便？ 

 

 

 

 

 

 

 

 

(A)「欄」的「分隔線」 

(B)表格的垂直內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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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繪圖」工具列的 「線條」 

(D)「分隔線定位點」 
 

43. 下列哪一項設定無法在「段落」視窗中修改？ 

(A)段落間距 

(B)行距 

(C)定位點 

(D)字元間距 
 

44. 下列哪一種字型效果會將標記文字的位置下移，並將字型縮小？ 

(A)下標 

(B)下移 

(C)上標 

(D)上移 
 

45. 要在同一段落中標示多個項目編號，如附圖所示，需運用到下列何項功能？ 

 

 

 

 

(A)「項目符號及編號」 

(B)「插入」/「分隔設定」 

(C)功能變數「AutoNum」 

(D)功能變數「ListNum」 
 

46. 有關「行距」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行距是指一行文字底端到下一行文字底端的距離 

(B)行距是指一行文字底端到下一行文字頂端的距離 

(C)行距的變化取決於每一行的文字字型及文字大小 

(D)行中若有某個字元比它周圍的文字還要小，則該行的行距就會變小 
 

47. 下列何種對齊設定會改變段落間距？ 

(A)段落置中對齊 

(B)文字置中對齊 

(C)頁面垂直置中對齊 

(D)表格置中對齊 
 

48. 在「格式」/「亞洲方式配置」/「組排文字」最多可以結合多少個字元？ 

(A) 4個 

(B) 6個 

(C) 8個 

(D) 10個 
 

49. 文件中下列何種字元可以正確地由橫排設定為直排文字？(複選) 

(A)全形中文字元 

(B)全形英文字元 

(C)全形數文字元 

(D)半形數文字元 
 

50.下列哪種類型的定位停駐點可對齊數字的清單，讓小數點在每行上都位於相同的位置？ 

(A)    靠左定位點 

(B)    靠右定位點 

(C)      分隔線定位點 

(D)            對齊小數點之定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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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Word2003表格、框線及網底的操作能力 

1.欲插入如附圖所示之水平線的方法，可由下列何項操作設定？(複選) 

 

(A)「插入/圖片/美工圖案」 

(B)「格式/框線及網底/框線」 

(C)「格式/框線及網底」的「水平線」 

(D)「繪圖」工具列的  
 

2. 欲插入如附圖所示之水平線的方法，可由下列何項操作設定？(複選) 

 

(A)「插入/圖片/美工圖案」 

(B)「格式/框線及網底/框線」 

(C)「格式/框線及網底」的「水平線」 

(D)「繪圖」工具列的  
 
3. 有關「水平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可為獨立的一段落，或與文字並排 

(B)可改變高度與寬度 

(C)可調整色彩、亮度與對比 

(D)連按二下即可進入「設定水平線格式」編輯 
 

4. 「框線及網底」中的「填滿」或「網底」的差異，下列哪些敘述正確？(複選) 

(A)「填滿」區的色彩為「背景色」 

(B)「填滿」區的色彩為「前景色」 

(C)「網底」區的色彩為「背景色」 

(D)「網底」區的色彩為「前景色」 
 

5. 如附圖所示，下列哪些敘述正確？(複選) 

 

 

 

(A)網底是套用在文字上 

(B)網底是套用在段落上 

(C)框線是套用在文字上 

(D)框線是套用在段落上 
 
6. 有關「框線及網底」中的「網底」說明，下列何者錯誤？(複選) 

(A)段落中的「網底」從段落的左邊縮排開始延伸到右邊縮排為止 

(B)文字中的網底無法同時套用「填滿」色彩及「網底」樣式 

(C)一段文字中無法同時套用「網底」於「段落」及「文字」 

(D)表格儲存格上，套用「網底」於「段落」會填滿整個儲存格 
 

7. 在「框線及網底」中的「框線」設定「無」，表示此操作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取消表格 

(B)將表格中的框線變成白色 

(C)將表格中的框線變成灰色 

(D)清除表格中所有的框線，表格及儲存格屬性仍在 
 

8. 有關「表格」與「框線及網底」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框線」就是表格上所見的線條 

(B)「網底」就是表格的底色 

(C)由「框線及網底」的「框線」套用到「段落」，即成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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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框線及網底」的「框線」套用到「文字」，即成一儲存格 
9. 「框線及網底」的「頁面框線」設定，所影響的對象為下列何者？ 

(A)頁面 

(B)文字 

(C)段落 

(D)表格 

 

10. 「框線及網底」中的「網底」可套用到下列何者？(複選) 

(A)文字 

(B)段落 

(C)表格 

(D)儲存格 
 

11. 有關「表格」說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表格的水平方向稱為「欄」 

(B)表格的垂直方向稱為「列」 

(C)可插入1×1的表格 

(D)單一輸入的欄位稱為「儲存格」 
 

12.如附圖示，要將2×2的表格移至1×1表格的正中央時，下列何者為必要條件？ 

(A)2×2的表格：垂直及水平「置中」 

(B)2×2的表格：「文繞圖」 

(C)1×1表格：「允許重疊」 

(D)1×1表格：取消「隨段落文字移動」 
 

 
13. 要新增儲存格，可以下列何項方式插入？(複選) 

(A)現有儲存格右移 

(B)現有儲存格左移 

(C)現有儲存格上移 

(D)現有儲存格下移 
 

14. 可以採用遞增或遞減對表格的下列哪些資料作排序處理？(複選) 

(A)中文字元 

(B)英文字元 

(C)日期 

(D)數字 
 

15.有關「表格」說明，下列何者正確？(複選) 

(A)表格中的每一個儲存格都代表一個段落 

(B)表格中最多可以有64欄 

(C)表格中執行計算時，是以相對儲存格參照 

(D)表格的「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功能與版面大小有關 
 

16.如附圖示，要繪製表格的對角線，可使用下列何項操作？(複選) 

(A)「框線及網底/框線」 

(B)「表格/插入多對角線儲存格」 

(C) 按鈕功能 

(D)     按鈕功能 
 
17. 要選取不連續的欄、列、儲存格的方法是按住下列何項按鍵，再連續選取？ 

(A) [Alt] 鍵 

(B) [Shift] 鍵 

(C) [Ctrl]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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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lt] 鍵 
 

18. 要刪除表格時，可執行下列何項操作？ 

(A)按[Del]鍵 

(B)「表格/刪除」 

(C)「表格/隱藏格線」 

(D)「編輯/清除」 
 

19. 如附圖示，下列何者說明是錯誤的？(複選) 

(A) 為表格選取符號 

(B)拖曳 ，可調整表格的欄寬或列高 

(C) 為調整表格大小符號 

(D)拖曳 ，可調整表格位置 
 

 

20. 如附圖示，滑鼠指在相鄰儲存格間的欄框線上，呈雙向箭頭時，往右拖曳後放開，下列哪些

敘述正確？(複選) 

(A)第二欄的寬度不變 

(B)第二欄的寬度變窄 

(C)表格總寬度變寬 

(D)表格總寬度不變 
 

21.如附圖示，將插入點置於表格內，拖曳尺規上的欄標記「移動表格欄」，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複選) 

(A)欄標記左方的欄寬會受影響 

(B)欄標記右方的欄寬會受影響 

(C)整個表格的總寬度不變 

(D)整個表格的總寬度會受影響 
 

 
22. 「合併儲存格」與「分割儲存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經過合併後的儲存格內容會變成段落格式 

(B)相鄰的儲存格可以水平合併或垂直合併 

(C)合併後的儲存格可以再分割 

(D)執行這兩個指令前，需先選取連續的欄位或列數 
 

23.下列何者可以取消表格間的水平線、垂直線，對角線，還可以合併相鄰儲存格的內容？ 

(A)    按鈕功能 

(B)    按鈕功能 

(C)    按鈕功能 

(D) 按鈕功能 
 

24.若儲存格中有5個段落符號，要執行分割該儲存格為2欄1列時，則下列何者正確？ 

(A)左欄有1個段落符號，右欄有1個段落符號 

(B)左欄有5個段落符號，右欄有5個段落符號 

(C)左欄有2個段落符號，右欄有3個段落符號 

(D)左欄有3個段落符號，右欄有2個段落符號 
 
25.當表格位在文件的一開始時，若要在表格之前插入其他文字段落，可利用下列何者在表格之前

插入一個段落符號？(複選) 

(A) 將插入點放在表格第一列的任一儲存格中，執行「分割儲存格」 

(B) 將插入點放在表格第一列的任一儲存格中，執行「分割表格」 

(C) 將插入點放在表格第一列的第一儲存格中，按[Enter]鍵 

(D) 將插入點放在表格第一列的任一儲存格中，按[Enter]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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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附圖所示，下列哪些敘述正確？(複選) 

 

 

 

 
 
 
 
 
 
 
 
27.要執行「表格/跨頁標題重複」指令時，必須注意下列哪些規則？(複選) 

(A)不管選取要跨頁的標題有幾列，跨頁的標題只能重覆第一列 

(B)若有多列標題要跨頁重覆，必須是相鄰的數列 

(C)手動強迫分頁的表格，無法使標題跨頁重覆 

(D)要取消標題跨頁重覆，必須回到表格第一列再執行一次指令 
 

28. 當表格在頁與頁之間時，如何避免該表格的整個內容移到下一頁去，下列何項操作正確？ 

(A)取消「與下段同頁」 

(B)取消「段落前分頁」 

(C)取消「段落中不分頁」 

(D)勾選「允許列超越頁分隔線」 
 

29.在選定的儲存格中可插入下列哪些項目？(複選) 

(A)表格 

(B)儲存格 

(C)左方或右方欄 

(D)上方或下方列 
 
30.當你完成一項自動加總的工作後，可利用複製的動作來完成其它要執行加總的儲存格，最後還

要再復製的公式上執行下列何者，才會顯示出真正的計算結果？(複選) 

(A)「更新功能變數」 

(B)「切換功能變數代碼」 

(C) 按[F9]鍵，進行重新驗算 

(D) 按[Ctrl]+[Shift]+[F9]鍵，進行動新驗算 
 

31. 若要指定儲存格的大小，需由下列何項功能來設定？ 

(A)「表格自動格式設定」 

(B)「固定欄寬」 

(C)「平均分配欄寬」、「平均分配列高」 

(D)「表格內容」 
 

32.如附圖所示，其中的「日期」與「時間」，無法以下

列何種方式輸入？ 

 

 

 

 

 

 

(A)「文字方塊」 

(B)「上移」、「下移」 

(C)「上標」、「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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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插入多對角線儲存格」 

33.選取欲刪除的列，使用下列哪些方式，可將列刪除？ 

(A) 按下   鈕 

(B) 按下   鈕 

(C) 按下[Del]鍵 

(D)「表格/刪除/列」 
 

34.要修改表格中的運算式內容，可按下列何項組鍵，即可顯示出表格的公式內容？ 

(A) [F9]鍵 

(B) [Alt]+[F9]鍵 

(C) [Shift]+[F9]鍵 

(D) [Ctrl]+[F9]鍵 
 

35. 複製貼上表格中的運算式後，按下列何項組鍵，即可更新變數內容？ 

(A) [F9]鍵 

(B) [Alt]+[F9]鍵 

(C) [Shift]+[F9]鍵 

(D) [Ctrl]+[F9]鍵 
 

36.要將文字轉換成表格時，下列何者可作為分隔文字？(複選) 

(A) 段落符號「 」 

(B) 定位點「 」 

(C) 全型空白「 」 

(D) 半型逗號「,」 
 

37.要將表格轉換成文字時，可以下列何者作為區隔文字？(複選) 

(A)「 」 

(B)「 」 

(C)「 」 

(D)「 」 
 
38. 在儲存格中插入公式時，若要計算A2、B2、C2、A3、B3、C3六個儲存格的平均，可輸入

下列何項公式？(複選) 

(A)=(A2+B2+C2+A3+B3+C3)/6 

(B)=AVERAGE(A2..C3) 

(C)=AVERAGE(A2:C3) 

(D)=AVERAGE(A2,B2,C2,A3,B3,C3) 
 

39. 在Word的下列哪一個視窗中，可新增表格的樣式？ 

(A)「表格內容」視窗 

(B)「表格自動格式設定」視窗 

(C)「框線及網底」視窗 

(D)「樣式與格式」工作視窗 
 

40.有關表格的排序，下列何者說明正確？(複選) 

(A)可排序指定的欄 

(B)可排序指定的列 

(C)最多只能設定三階關鍵字比較 

(D)最少須設定二階關鍵字比較 
 

41.如附圖所示，表格各部分的名稱，下列哪些正確？(複選) 

(A)   列 

(B)   欄 

(C)   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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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表格移動控點 

42.對表格中的文字排序時，可以選擇下列何項方式？(複選) 

(A)只對單一欄 

(B)只對單一列 

(C)對某幾個儲存格 

(D)對整個表格 
 

43.下列何者可以作為表格中的文字排序類型？(複選) 

(A)注音 

(B)筆劃 

(C)數字 

(D)日期 
 

44. Word會將下列哪些符號視為有效的日期分隔符號？(複選) 

(A)連字號 (-) 

(B)正斜線 (/) 

(C)逗點 (,) 

(D)冒號 (:) 
 

45.將表格設定為在視窗變化時會自動調整大小時，需在下列何種文件檢視模式下才有效？ 

(A)Web版面配置檢視 

(B)標準模式 

(C)整頁模式 

(D)大綱模式 
 

46.在要出現於下一頁的列上按下列何項按鍵，可強迫表格在特定列處跨頁斷列？ 

(A) [Enter] 

(B) [Ctrl]+[Enter] 

(C) [Shift]+[Enter] 

(D) [Ctrl]+[Shift]+[Enter] 
 

47.要在各儲存格內插入定位點，需按下列何項按鍵？ 

(A) [Ctrl]+[Tab]鍵 

(B) [Shift]+[Tab]鍵 

(C) [Alt]+[Tab]鍵 

(D) [Tab]鍵 
 

48. Word會將公式計算的結果以功能變數的形式插入選取的儲存格中，如果變更參照儲存格中的

值，只要選取功能變數，按下列何項按鍵即可更新計算結果？ 

(A) [F9] 

(B) [Ctrl]+ [F9] 

(C) [Shift]+[F9] 

(D) [Ctrl]+[Shift]+[F9] 
 

49. Word會將公式計算的結果以功能變數的形式插入選取的儲存格中，若要顯示功能變數代碼的

結果，需按下列何項按鍵？ 

(A) [F9] 

(B) [Ctrl]+ [F9] 

(C) [Shift]+[F9] 

(D) [Ctrl]+[Shift]+[F9] 
 

50.要變更表格中某儲存格內的文字方向以垂直或水平顯示，可執行下列何項設定？ 

(A)「版面設定」的「直書/橫書」 

(B)「格式」的「直書/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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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文字方塊」或「垂直文字方塊」 

(D)「格式」/「亞洲方式配置」的「橫向文字」 

 

※學科題庫標準答案※ 

 

第二類 Word2003 字元與段落格式操作能力 

 

 

 

 

 

 

 

 

 

 

 

 

第三類 Word2003表格、框線及網底的操作能力 

 

 

 

 

 
 

1 D 2 D 3 D 4 BCD 5 B 

6 C 7 B 8 AD 9 ABCD 10 AD 

11 A 12 A 13 D 14 C 15 ACD 

16 C 17 D 18 B 19 BC 20 B 

21 A 22 A 23 C 24 B 25 D 

26 A 27 ABCD 28 D 29 C 30 CD 

31 BCD 32 ABC 33 D 34 ABC 35 CD 

36 CD 37 C 38 A 39 A 40 C 

41 AC 42 D 43 D 44 A 45 D 

46 AC 47 C 48 B 49 ABCD 50 D 

1 AC 2 AC 3 BCD 4 AD 5 AD 

6 BCD 7 D 8 AB 9 A 10 ABCD 

11 CD 12 B 13 AD 14 ABCD 15 AD 

16 ACD 17 C 18 B 19 BD 20 BD 

21 AD 22 D 23 B 24 D 25 BC 

26 BC 27 BCD 28 D 29 ABCD 30 AC 

31 D 32 D 33 BD 34 B 35 A 

36 ABCD 37 ABCD 38 ACD 39 B 40 AC 

41 CD 42 AD 43 ABCD 44 ABCD 45 A 

46 B 47 A 48 A 49 C 50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