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性 題號 項目 功能大項 更新前 更新後

學科 1-10 (B) 「查看問題」 (B) 「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13 附圖 插入\圖像 插入\影像

學科 1-44 檔案\資訊 (C) 「查看問題」 (C) 「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45 檔案\資訊
(D) 「檔案/資訊」的「查
看問題」

(D) 「檔案/資訊」的「查
看是否問題」

學科 3-17 插入

(B) 運用「插入\圖像」的
「相簿」功能
(C) 運用「插入\圖像」的
「圖片」功能

(B) 運用「插入\影像」的
「相簿」功能
(C) 運用「插入\影像」的
「圖片」功能

術科 101 4.B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藍色,輔色1,陰影 填滿:藍色，輔色1;陰影

術科 203 3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三十二角星形 星形:三十二角

術科 303 3.C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金色,輔色1,陰影 填滿:金色，輔色1;陰影

術科 307 1.C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白色,外框-輔色2,強
烈陰影-輔色2

填滿:白色;外框:橙色，輔色
2;強烈陰影:橙色，輔色2

學科 3-30 D 動畫/進入 滾動 滾輪

術科 102 8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106 6.A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108 6.A 插入圖案 動作按鈕:終點 動作按鈕:移至終點

術科 201 2.A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框線

寬度 粗細

術科 202 2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框線

寬度 粗細

術科 301 5 文字藝術師樣式 漸層填滿 - 灰色 漸層填滿，灰色

術科 306 4.4 圖案效果/陰影/外陰影 下方位移 位移:向下

術科 404 3
EXCEL：資料表工具/
設計/表格樣式

表格樣式中等深淺9 靛藍,表格樣式中等深淺9

術科 405 2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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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6-01 題幹 筆跡工具 繪筆 畫筆

術科 203 5.B
投影片放映/設定投影
片放映/設定放映方式

若有的話，使用預存時間 若有的話，使用計時

術科 206 3.A 圖案效果/陰影/外陰影 上方位移 位移:向上

術科 207 1.A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立體旋轉

離軸1上側 離軸1:上側

術科 308 2B 段落/對齊方式 對齊 左右對齊

術科 403 4
圖表工具/色彩/變更色
彩

色彩3 色彩豐富的調色盤3

術科 410 7.B 檔案/匯出/建立視訊 網際網路品質 HD(720P)

學科 3-30 D 動畫/進入 滾動 滾輪

學科 6-01 題幹 筆跡工具 繪筆 畫筆

學科 1-01
(A)由功能區的「告訴我您
想要執行的動作」

由功能區的「告訴我您想
做什麼」

學科 1-04 檔案\資訊 (B) 「查看問題」 (B) 「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10 檔案\資訊 (B) 「查看問題」 (B) 「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13 附圖 插入\圖像 插入\影像

學科 1-44 檔案\資訊 (C) 「查看問題」 (C) 「查看是否問題」

學科 1-45 檔案\資訊
(D) 「檔案/資訊」的「查
看問題」

(D) 「檔案/資訊」的「查
看是否問題」

學科 3-17 插入

(B) 運用「插入\圖像」的
「相簿」功能
(C) 運用「插入\圖像」的
「圖片」功能

(B) 運用「插入\影像」的
「相簿」功能
(C) 運用「插入\影像」的
「圖片」功能

學科 3-30 D 動畫/進入 滾動 滾輪

學科 6-01 題幹 筆跡工具 繪筆 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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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6-18 C 視訊工具\格式\調整 海報圖文框 海報畫面

學科 6-36 C 視訊工具\格式\調整 海報圖文框 海報畫面

術科 101 4.B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藍色,輔色1,陰影 填滿:藍色，輔色1;陰影

術科 102 8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103 6 插入\動作按鈕 首頁 移至首頁

術科 106 6.A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107 7 轉場\動態內容 「全景」 「移動瀏覽」

術科 108 2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108 6 插入圖案 動作按鈕:終點 動作按鈕:移至終點

術科 201 2.B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框線

寬度 粗細

術科 202 2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框線

寬度 粗細

術科 203 3
繪圖工具/格式/插入圖
案/編輯圖案

三十二角星形 星形:三十二角

術科 203 5.B 設定投影片放映 若有的話，使用預存時間 若有的話，使用計時

術科 206 3.A 圖案效果/陰影/外陰影 上方位移 位移:向上

術科 207 1.A
圖片工具/格式/圖片樣
式/圖片效果/立體旋轉

離軸1上側 離軸1:上側

術科 301 5 文字藝術師樣式 漸層填滿 - 灰色 漸層填滿，灰色

術科 303 3.C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金色,輔色1,陰影 填滿:金色，輔色1;陰影

術科 306 4.4
設定圖形格式/效果/陰
影/外陰影

下方位移 位移:向下

術科 307 1.C
繪圖工具/格式/文字藝
術師樣式

填滿-白色,外框-輔色2,強
烈陰影-輔色2

填滿:白色;外框:橙色，輔色
2;強烈陰影:橙色，輔色2

術科 308 2B 段落/對齊方式 對齊 左右對齊

術科 403 4
圖表工具/色彩/變更色
彩

色彩3 色彩豐富的調色盤3

術科 403 8 檔案/匯出/建立視訊 低品質(852x480) 標準(852x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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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404 3
EXCEL：資料表工具/
設計/表格樣式

表格樣式中等深淺9 靛藍,表格樣式中等深淺9

術科 405 2 轉場/預存時間 期間 持續時間

術科 405 2 轉場 切換 交換

術科 410 7.B 檔案/匯出/建立視訊 網際網路品質 HD(720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