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性 題號 項目 功能大項 更新前 更新後

學科 1-17 檔案/資訊 (D)查看問題 (D)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20 檔案/資訊 (C)查看問題 (C)查看是否問題

術科 102 2.A
常用/字型/文字效果與
印刷樣式

紅色, 強調色 2, 18pt 光暈 光暈: 18pt; 紅色，輔色 2

術科 109 2.A
常用/字型/文字效果與
印刷樣式

填滿-白色, 外框-輔色 2, 強
烈陰影-輔色 2

填滿: 白色; 外框: 紅色，輔
色 2; 強調陰影: 紅色，輔
色 2

術科 109 2.C
常用/字型/文字效果與
印刷樣式

左上方對角位移 位移: 左上方

術科 109 2.C
常用/字型/文字效果與
印刷樣式

紅色, 強調色 2, 18pt 光暈 光暈: 18pt; 紅色，輔色 2

術科 303 4.A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完全反射, 相連 完全反射: 相連

術科 304 4.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左上方對角透視圖 透視圖: 左上方

術科 304 5.
繪圖工具/插入圖案/編
輯圖案

五角星形 星形:五角

術科 306 2.A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右上方對角內部 內部: 右上方

術科 306 4.
繪圖工具/格式/圖案樣
式/圖片效果

軸線向上 軸線: 向上

術科 307 1.A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紅色, 強調色 2, 5pt 光暈 光暈: 5pt; 紅色，輔色 2

術科 307 1.B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左上方對角內部 內部: 左上方

術科 308 1.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圓角矩形 矩形:圓角

術科 308 3.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圓角矩形 矩形:圓角

術科 310 2.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 深黃褐, 背景 2, 內陰
影

填滿: 深黃褐，背景色彩 2;
內陰影

術科 310 2.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外
框

寬度 粗細

術科 310 3.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框線

寬度 粗細

術科 310 4.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斜面 剪紙花

術科 310 5.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

正面透視圖 透視圖: 正面

術科 310 6.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二十四角星形 星形:二十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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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題號 項目 功能大項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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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310 6.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白色, 外框-輔色 2, 強
調陰影-輔色 2

填滿: 白色; 外框: 紅色，輔
色 2; 強調陰影: 紅色，輔
色 2

術科 505 3.
常用/字型/文字效果與
印刷樣式

填滿-白色, 外框-輔色 2, 強
調陰影-輔色 2

填滿: 白色; 外框: 紅色，輔
色 2; 強調陰影: 紅色，輔
色 2

學科 1-19 插入/連結 (A)「插入」的「超連結」 (A)「插入」的「連結」

學科 1-65 插入/連結
(D) 圖案上的超連結，在
odt檔案也能正確保留

(D) 圖案上的連結，在odt
檔案也能正確保留

學科 2-27 插入/連結

在Word 2016中，下列哪
一項按鍵，可快速移除從
網路複製的文件中所有的
超連結文字？

在Word 2016中，下列哪
一項按鍵，可快速移除從
網路複製的文件中所有的
連結文字？

學科 5-08 插入/連結 (A)超連結 (A)插入編號

學科 6-21 插入/連結

在Word 2016中，欲變更
所有超連結文字的顏色或
底線色彩，可透過下列哪
一項功能？

在Word 2016中，欲變更
所有連結文字的顏色或底
線色彩，可透過下列哪一
項功能？

學科 6-35 插入/連結 (A)超連結 (A)連結

學科 6-39 插入/連結 (A)超連結 (A)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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