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換觸控模式與滑鼠模式
您若是使用觸控裝置執行 OneNote，可以將此設定新增至快
速存取工具列。

顯示或隱藏功能區
按一下任一功能區索引標籤，即可顯示其命令。若要維
持顯示狀態，請按一下右下角附近的小圖釘圖示。

檢視或切換線上帳戶
按一下您的帳戶識別碼，即可變更設定或切換
帳戶。

管理檔案
開啟、建立、共用及列印您的筆
記。您也可以在此變更您的帳戶
設定。

尋找筆記
使用 [搜尋] 方塊尋找
筆記本的任何內容，或按下 
Ctrl+E。

顯示筆記本
按一下筆記本圖示以顯示
所有開啟的筆記本。

檢視完整頁面
按一下雙箭頭即可設為 [整頁模
式]。

顯示筆記方塊
將滑鼠移至任何文字即可顯示其
方塊。按住頂列即可隨處移動。

建立頁面
按一下 [新增頁面] 即可插入新
頁面。

標記重要資訊
利用可立即搜尋的標籤，排列筆
記的優先順序並整理筆記

快速入門指南 
Microsoft One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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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寫、繪製及素描
在觸控式電腦上以手寫方式記
筆記。



將筆記保留在雲端
若您首次使用 OneNote，系統將詢問您是否要連線至雲端，OneNote 將於雲端
建立您的第一份筆記本。您可以用您的 Microsoft 帳戶 (例如 MSN、Hotmail 或 
Messenger) 來使用 OneNote。若您沒有帳戶，可以免費建立一個帳戶。

[共用] 索引標籤有何變更？ 

若是從舊版升級為 OneNote 2013，可能至少有一份筆記本儲存於您的電腦中。
您可以輕鬆將這些筆記移至線上，方便您隨處存取。按一下 [檔案] > [共用] 即可
開始。

將筆記本放在雲端，您就能隨處存取，像是從您所使用的任何其他電腦、電話、 
平版，甚至是網頁瀏覽器均可。

OneDrive 是存放個人筆記最好也最簡單的選擇。如果您所屬的組織使用
SharePoint 進行線上共同作業，您可以按一下畫面上的 [新增位置]
按鈕以設定既有的 SharePoint 帳戶。

您在線上所儲存的任何 OneNote 筆記本均會保持為私人狀態，除非您將筆記本所
在資料夾的檢視權限提供給其他人員。



您可能需要的功能 
使用下方清單即可找到 OneNote 2013 中一些常用的工具與命令。

若要... 按一下... 接著查看...

開啟、建立、共用、轉換、匯出、傳送或列印筆記 檔案 Backstage 檢視 (按一下左窗格中的命令)。

將格式設定套用至文字、套用筆記標籤，以及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筆記本
頁面

常用 [基本文字]、[樣式]、[標籤] 及 [電子郵件] 群組。

插入表格、圖片、連結、檔案、音訊和視訊剪輯，或套用頁面範本 插入 [表格]、[檔案]、[圖像]、[連結]、[錄製] 以及 [頁面] 群組。

繪製草圖或圖形、以手寫方式記筆記、自訂畫筆、旋轉物件，或將連結轉
換為文字

繪圖 [工具]、[圖形] 及 [編輯] 群組。

將筆記標示為已讀取或未讀取、依作者來尋找筆記、檢視頁面版本以及
歷程記錄，或清空筆記本資源回收筒

歷程記錄 [未讀取]、[作者] 及 [歷程記錄] 群組。

檢查拼字、執行線上搜尋、翻譯文字、使用密碼保護筆記，或建立連結
筆記

校閱 [拼字檢查]、[語言]、[節] 及 [筆記] 群組。

將畫面空間最大化、開啟或關閉對齊線與頁面標題、設定頁面邊界、
縮放頁面，或建立快速筆記

檢視 [檢視]、[版面設定]、[顯示比例] 及 [視窗] 群組。



利用範本節省時間 

OneNote 範本可讓您套用具備色彩與裝飾效果的背景，讓筆記本呈現一致的外
觀。使用範本也可以將功能性內容新增至頁面，替您省下寶貴時間，例如待辦清
單、行事曆與計畫，以及可供您填寫或自訂的表格。

[儲存] 按鈕位於何處？ 

OneNote 未提供 [儲存] 命令，因為無論您變更的範圍大小，OneNote 都會在
您進行工作時替您自動儲存。如此一來，您可以專注於您的構想，不必分心處
理電腦檔案。

在需要時匯出筆記
若您需要將筆記頁面 (或是一節或整個筆記本) 的快照傳送給沒有 OneNote 的使
用者，請按一下 [檔案] > [匯出] 並選取所要的格式，就可以輕鬆匯出這些筆記的
靜態快照。

您可以按一下[插入] >  [頁面範本] 來瀏
覽所有內建的範本系列。

在 [範本] 工作窗格中，按一下來展開任
一類別，接著按一下各範本名稱即可檢
視範本。當您找到喜歡的範本後，就可
以開始在其頁面上記錄筆記。

您可以自訂任何內建範本來配合您的需
求，或造訪 Office.com 的 OneNote 網
站，下載更多免費範本。

您甚至還可以從任何筆記本頁面建立您
自訂的範本設計。



利用畫面剪輯擷取內容

若要將內容移至 OneNote ，
插入畫面剪輯是個相當簡單的作
法，您可以藉此擷取電腦
螢幕上的任何內容，保存在筆
記中。

新功能：傳送至 OneNote
使用鍵盤按住 Windows 鍵，接著按下 N 鍵以啟動經重新設計的
[傳送至 OneNote] 工具，您可以更輕鬆地將其他程式與檔案中的隨機資訊匯入至
筆記中。

請先移至您要擷取的畫面，例如 Internet Explorer 中的旅行規劃或 Excel 試算表
中的圖表。

切換至 OneNote，然後按一下 [插入] > [畫面剪輯] 。 畫面變暗且 OneNote 消失
時，在您要擷取的內容中拖曳選取範圍。

您放開滑鼠按鈕時，選取的畫面區塊圖片即會傳送至 OneNote，供您移動圖片位
置或調整圖片大小，建立您要在筆記上顯示的圖片。

您可以在此建立畫面剪輯而無需切換應用程式、將整個網頁或文件匯入至您的
筆記中，或是建立會自動變成您筆記本內容的快速自黏便箋。

您可以按一下 [傳送至 OneNote] 工具的命令按鈕，或使用每個命令旁
以括號顯示的其他鍵盤快速鍵 (例如，按下 S 即可進行畫面剪輯)。

您可以選擇是否使用 [傳送至 OneNote] 工具，也就是說，您可以在處理
研究專案時將此功能維持開啟，待不需要此功能時再度將它關閉。



如何與沒有 OneNote 2013
的人共同作業 
當您與使用舊版 OneNote 的人員共用或交換檔案時，
請留意以下須知事項。

在 OneNote 2013... 遭遇狀況? 該怎麼辦?

開啟以 OneNote 2007
建立的筆記本。

筆記本會在 OneNote 2013 中開啟，但您會在標題列看到 
[相容模式] 的字樣。這表示筆記本目前儲存為舊版檔案格式，無法
辨識新版功能，像是數學方程式、連結筆記、多層級子頁面、版
本設定及筆記本資源回收筒。

若要使用 OneNote 2013 提供的所有可用功能，您需要將筆記本
轉換為最新的檔案格式。

將舊版筆記本轉換為最新檔案格式之前，請考量您是否需要與仍
在使用 OneNote 2007 的人員共同作業。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麼
您應該繼續採用相容模式。

如果您共用筆記的人均不使用 OneNote 2007，則建議您最好將
筆記本轉換為最新格式。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檔案] > 
[資訊]， 接著針對需要轉換的筆記本按一下 [設定] 按鈕。按一下 
[摘要資訊]， 接著按一下 [變更為 2010-2013]。

開啟以 OneNote 2010
建立的筆記本。

筆記本會以 OneNote 2013 開啟且無功能限制。 不必轉換檔案格式。使用 OneNote 2010 與 OneNote 2013 格
式建立的筆記本不必轉換，即可互通共用。

將筆記本轉換為
OneNote 2007 格式。

將筆記本降級至 OneNote 2007 會關閉 OneNote 2013
所提供的新版功能 (包括數學方程式、連結筆記、
多層級子頁面、版本設定及筆記本資源回收筒)，
但如此可以建立相容的筆記本，以便與仍在使用
OneNote 2007 的其他人共用。

將筆記本從 OneNote 2013 轉換為較舊的 OneNote 2007
格式時，請務必檢查您可能已經使用如數學方程式、連結筆記
及多層級子頁面等新版功能的頁面。在筆記本降級至 OneNote 
2007 格式後，可能會無法顯示或編輯以新版功能建立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