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存取工具列
自訂此區域，讓您常用的命令能夠一直顯示在畫面上。

探索功能區上的命令
每個功能區都有群組，而每個群組都有一組相關的命令。

管理專案
開啟、儲存、列印及共用專案。 
在此檢視中也能變更選項與帳
戶設定。

顯示或隱藏功能區
按一下 [功能區顯示選項] 或按下 Ctrl+F1 即可隱藏或顯示功能區。

變更檢視
使用正確的檢視方式可加快作業
速度。 選擇 [甘特圖]、[任務分
派狀況]、 [團隊規劃] 或 [資源
工作表]。

拉近或拉遠
拖曳縮放滑桿可放大
或縮小時幅。

集中檢視任務資訊
左側的任務資訊會列在便於瀏覽的列與欄
中。右側的工期資訊則是以長條圖形的型
式顯示於時幅上，所有資訊都集中在單一
檢視上。

顯示按鍵提示
若您偏好使用鍵盤，按下 Alt 即
可顯示按鍵，您可以利用這些資
訊來存取功能區命令。

當然，您之前用過的鍵盤快速鍵 
還是可以使用。

快速入門指南 
Microsoft Project 2013 的設計有別於先前的版本，因此我們製作了這份指南
來協助您快速上手。



如何開始使用
Project 2013 
開啟 Project 2013 時，首先您會看到全新的設計。但不僅於此。再看仔細一點就能
發現 Project 自 2007 版以來的蛻變。Project 2013 會帶您前往一個中央控管中心以
啟動專案，而非給您空白的檔案。按一下 [檔案] > [新增]，然後就能開始進行專案。

專案管理的
四大步驟  
如果您是專案管理新手，Project 2013 提供內建 Project 指南，讓您有個好的開
始。若要開始，請按一下 [檔案] > [新增] > [快速入門]。

如果想要建立新專案，請瀏覽一般專案範本、從 Excel 或 SharePoint 網站匯入資
訊，或直接按一下 [空白專案] 取得空白的甘特圖。您可以開啟電腦、網路、Project 
Online 或甚至 OneDrive 上的舊專案。

透過這份四個步驟的指南，您將學會如何排程任務、建立時間表、報告進度，然後
使用 SharePoint 和 Lync 與您的小組共同作業，您不必離開 Project 就能完成這些
工作。



您可能需要的功能 
使用下方清單即可找到 Project 2013 中某些常用的工具與命令。

若要... 按一下... 接著查看...

使用 Project Online 在 SharePoint、OneDrive 或雲端上開啟、儲存、 
匯出、列印或共用專案

檔案 Backstage 檢視 (按一下此檢視左側的命令)。

連結任務、解除連結任務、建立任務大綱、更新專案的工作或建立里程碑 任務 [排程] 群組。

新增人員、減少工作量、建立資源資料庫 資源 [插入]、[工作分派] 和 [層級] 群組。

建立視覺報表、將報表匯出至 Excel 或 Visio，或比較專案 報表 [檢視報表] 群組。

設定專案的比較基準、建立主專案，或建立任務的 WBS 碼 專案 [插入]、[內容] 和 [排程] 群組。

在甘特圖、時間表或行事曆上檢視專案資料 檢視 [任務檢視]、[分割檢視] 與 [資源檢視] 群組。



展示專案資料
 

使用 Project 2013，您不必將資料匯出到其他程式，就能建立簡潔且色彩豐富的
專業報表。加入圖片、圖表、動畫和連結等任何您需要的內容，有助於以清楚又有
效的方式，與專案關係人和小組成員分享專案狀態資訊。

追蹤任務路徑
您的甘特圖看起來像一團麵條嗎？在複雜的專案中，您的甘特圖可能看起來會像是
由長條和連結線所糾纏而成的一團死結。您可以針對任何一件任務來醒目提示連結
鏈 (或稱任務路徑)，來幫您釐清這團複雜的結。在甘特圖上，按一下 [格式] > [任
務路徑] 。

按一下 [報表] 索引標籤 (Project 2013 新增的項目)，然後選取您要的報
表。Excel、Word、PowerPoint 及 Project 中多數的報表繪圖工具都是一樣的。

當您按一下任務時，所有前置任務會以一種顏色呈現，而其所有的後續任務則會以
另一種顏色呈現。



使用 Project Online
 

若您有 Project Online，在任何地方，即使於未安裝 Project 2013 的電腦上，仍
能使用完整版本的 Project。您只需要網際網路連線和執行 Windows 7 或更新版
本的電腦。

與小組交談  
 

如果在組織中使用 Lync 2013，Project 2013 能為您提供新的方法，協助您與小組
成員保持聯繫。您不需離開 Project 就可以取得進度更新、快速提問，甚至進行長
期的策略討論。只要將滑鼠游標移到某個名稱上，就可以啟動 IM 工作階段、電子
郵件，甚至電話。

有了 Project Online，您即可一直使用最新版本，因為服務更新會自動執行。 您也可以和小組成員進行視訊交談以瞭解最新專案狀態、回答專案關係人的問題，
或是和遠在地球彼端的廠商面對面開會。



如何與還沒有 Project 2013
的人員共同作業
以下列出與使用舊版 Project 的人員共用或交換檔案時的一些須知事項。

在 Project 2013 中... 遭遇狀況? 該怎麼辦?

您開啟使用
Project 2007 建立的
專案。

專案會在 Project 2013 中開啟，但標題列上會顯示 [相容模式]。
這表示該專案是以舊版檔案格式儲存，無法辨識新版功能，例如
時間表、手動排程任務及新增欄位。

如果要使用 Project 2013 提供的所有功能，
則必須將專案轉換成最新的檔案格式。

轉換舊版專案前，請先考慮您是否需要與仍在使用 Project 2007 
的人員共同作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您應該繼續在 [相容模
式] 中作業。

如果沒有人使用 Project 2007 處理專案，則最好將專案轉換成最
新的格式。若要這麼做，請按一下 [檔案] > [儲存檔案]。系統會提
示您將專案儲存為 2013 格式。

將專案另存為
Project 2010 檔案。

專案會在 Project 2013 中開啟，且沒有任何功能限制。 不需要進行檔案格式升級。採用 Project 2010 與
Project 2013 格式的專案，不必進行任何轉換就能共用
以及一起使用。

將專案儲存為 Project 2007 
格式。

如果將專案降級到 Project 2007，便會關閉 Project 2013 中提供
的新版功能 (其中包括手動排程、視覺報表、新增欄位及時間表檢
視)，但這麼做的話，專案就能與其他仍在使用 Project 2007 的人
員共用。

將 Project 2013 的專案轉換為舊版 Project 2007 格式後，對於您
先前可能用過新版功能 (例如手動排程、視覺報表、新增欄位及時
間表檢視) 的檢視，請務必加以檢查。在 Project 2007 格式中，
可能無法顯示或編輯使用新版功能建立的專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