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所需功能 
按一下功能區的任何索引標籤即可顯示其按鈕
與命令。

使用關聯式索引標籤 
某些功能區索引標籤在您有需要時，才會顯示出來。例如，插入或選取圖片時， [圖片工具] 的 [格式] 
索引標籤即會顯示。

管理簡報  
按一下 [檔案] 索引標籤即可開
啟、儲存、列印及管理您的簡
報。

使用格式窗格
利用這個便利的窗格可將
格式設定套用至圖片、視
訊、SmartArt、圖案及其他物
件。

拉近和拉遠 
左右拖曳此列即可放大或縮小投
影片中的詳細資料。

查看其他選項
按一下這個箭號，可查看對話方塊中的其
他選項。

顯示所需內容 
切換檢視或顯示/隱藏備忘稿與
註解。

需要更多空間？
按一下這裡或按 CTRL+F1 可隱
藏或顯示此功能區。

取得說明 
按一下這裡或按 F1。

快速入門指南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3 的外觀不同於舊版，因此我們製作了
這份指南來協助您快速上手。



搜尋線上範本與佈景主題
將關鍵字輸入至搜尋方塊，可尋找 Office.com 的線上範
本與佈景主題。

使用特色佈景主題
選擇內建的佈景主題，即可開始您的下一份簡報。這些佈景主題適合用於
使用寬螢幕 (16:9) 與標準螢幕 (4:3) 設定的簡報。

開啟最近使用的簡報
這項功能可讓您輕鬆存取
最近曾經開啟的簡報。

從頭開始
若要開啟新簡報，請按一下 [空
白簡報]。

選擇範本類別
按一下搜尋方塊下方的範本類別即可尋找
熱門的 PowerPoint 範本。

尋找其他檔案
瀏覽尋找您的電腦或雲端中儲存
的簡報與其他檔案。

佈景主題變化
PowerPoint 提供多種色版與字
型家族，供您選擇佈景主題。

登入 Office
登入帳戶即可隨處存取儲存在雲
端上的檔案。

快速入門指南 
第一次開啟 PowerPoint 2013 時，您會發現您有多種選擇可以開始作業：
您可以使用範本、佈景主題、最近開啟的檔案，或空白簡報。



如何取得PowerPoint 2013 
的相關說明
若您使用舊版的 PowerPoint，您可能不知道如何在 PowerPoint 2013 中尋找某些
命令。 

有許多免費資源可協助您認識 PowerPoint 2013，包括訓練課程、「快速入門」說明
主題和影片，以及基本工作。若要尋找這些內容，請按一下 PowerPoint 視窗右上角
的 PowerPoint [說明] 按鈕 (問號)。 

建立自訂功能區索引標籤
與群組
您可以在功能區上建立自訂索引標籤或群組，並且新增您所需命令的按鈕。以滑鼠
右鍵按一下任一功能區索引標籤或群組，然後按一下[自訂功能區]。

接著，請從 [PowerPoint 選項] 方塊新增命令。例如，您可以建立名為 「常用」的
索引標籤，然後將某些最常用的命令新增到該索引標籤上的自訂群組。 

如果操作錯誤，您可以利用 [重設] 按鈕恢復預設 (「原廠」) 設定。 

部分舊的 PowerPoint 命令不會顯示在功能區，但您還是可以使用。在 
[PowerPoint 選項]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自訂功能區]，接著在 [由此選擇命令] 清
單中，選取 [不在功能區的命令]。找出您需要的命令，然後新增至自訂功能區索引
標籤或群組。



您可能正在尋找的功能 
利用下方清單即可找到 PowerPoint 2013 中某些常用的工具與命令。

若要... 按一下... 接著查看...

開啟、儲存、列印、共用、傳送、匯出、轉換，或保護檔案 檔案 Backstage 檢視 (按一下左窗格中的命令)。

新增投影片、套用版面配置、變更字型、對齊文字，或套用快速樣式 常用 [投影片]、[字型]、[段落]、[繪圖] 及 [編輯] 群組。

插入表格、圖片、圖案、SmartArt、文字藝術師、圖表、註解、頁首與
頁尾、視訊或音訊 

插入 [表格]、[圖樣]、[圖例]、[註解]、[文字] 及 [媒體] 群組。

套用佈景主題、變更佈景主題色彩、變更投影片大小、變更投影片背
景，或新增浮水印

設計 [佈景主題]、[變化] 或 [自訂] 群組。

套用或調整轉場的時間 轉場 [轉場] 與 [時間] 群組。

套用或調整動畫的時間 動畫 [動畫]、[進階動畫] 及 [時間] 群組。

開始投影片放映、設定投影片放映、指定要與
簡報者檢視畫面搭配使用的螢幕

投影片放映 [開始投影片放映]、[設定] 及 [監視器] 群組。

檢查拼字、輸入與檢閱註解，或比較簡報 檢閱 [校訂]、[註解] 及 [比較] 群組。

變更檢視、編輯母片檢視、顯示格線、輔助線以及尺規、放大、切換 
PowerPoint 視窗，以及使用巨集

檢視 [簡報檢視]、[母片檢視]、[顯示]、[顯示比例]、[視窗] 及
[巨集] 群組。



存取常用的命令 
 

使用 PowerPoint 視窗左上角的快速存取工具列，您就能將捷徑按鈕新增為常用的
命令。

按一下快速存取工具列旁的下拉式箭號即可新增或移除列於捷徑功能表的命令。

直覺式工具隨手可及
 

請注意，部分功能區索引標籤會根據您所執
行的操作而顯示或消失。

例如，在您插入或選取視訊時， [視訊工具] 
的 [播放] 和 [格式] 索引標籤即會自動顯示。
顯示這些項目在於讓您針對視訊套用格式設
定或設定播放選項。這些類型的關聯式索引
標籤會在您插入或選取圖片、圖表、表格、
文字藝術師，或任何其他物件時顯示。

若是在處理投影片時，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投
影片背景，快顯功能表即會顯示，並載有工
作選項。

同樣地，迷你工具列會在您要執行可快速完
成的文字相關工作 (例如將項目符號縮排或
對文字套用粗體) 時，自動顯示出來。

若是所要新增的命令並未顯示於清單中，請切換至該按鈕所在的功能區索引標籤，然
後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該按鈕。在捷徑功能表中，按一下 [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變更佈景主題  
 

套用內建佈景主題時，若要變更其色彩與字型，現在可以從開始畫面或在 [設計] 
索引標籤上選擇設計人員所選取的佈景主題變化。

新的「預設投影片大小」
 

現在全球各地許多的電視和視訊已經改採寬螢幕和 HD 格式，PowerPoint 也是如
此。原本舊版的投影片比例均採用 4:3。PowerPoint 2013 的新預設值是 16:9，您
也可以在 [設計] 索引標籤中變更此設定。

若是使用舊版 PowerPoint 處理投影片，或是使用舊型螢幕或投影機進行簡報，您
需要將投影片比例改回 4:3。若要執行此操作，請按一下 [設計] > [投影片大小]，
然後選擇 [4:3] — 或者您也可以設定自訂大小。

若是沒有找到適合的組合，您可以隨時在 [投影片母片檢視] 中自訂佈景主題色
彩、字型及效果。 

按一下 [檢視] > [投影片母片]，您會在 [背景] 群組 中看到 [色彩]、[字型] 及 [效果] 
選項。



自動替您設定
簡報者檢視畫面
 
若您曾在舊版 PowerPoint 中使用簡報者檢視畫面，您可能遇過無法設定的問
題。PowerPoint 2013 替您解決了這個困擾，讓這項功能更易於使用。

您只要連線至投影機與螢幕，PowerPoint 就會自動替您套用正確設定。然而，您
也可以視需要進行手動控制 (在螢幕與投影機之間切換)。

請注意，簡報者檢視畫面不再需要多個螢幕。現在您從一個螢幕即可進行排練並使
用簡報者檢視畫面中的所有工具，而無需搭配其他項目。

觸控式裝置上的 PowerPoint
 

現在您可以在執行 Windows 8 的觸控裝置上與 PowerPoint 2013 進行互動。
利用一般的觸控筆勢，您可以隨意在簡報中進行滑動、點選、捲動、縮放及平移等
作業。



將簡報儲存到雲端 
 

「雲端」就像是一個空中的檔案儲存空間。只要您在線上就能隨時取用。 
如果您時常需要在各地旅行或移動，而且您又需要存取檔案，請考慮將您的檔案存
放在雲端。

OneDrive 是免費的線上雲端服務，供您安全地存取檔案，並與他人共用檔案。您
只需要有一個免費的 Microsoft 帳戶，就能登入 OneDrive。

登入 Office
 

若要開始將您的檔案儲存、共用及存放至雲端，請登入 Microsoft Office。 

在 PowerPoint 或任何 Office 應用程式中，尋找您位於功能區右上角的名稱。登
入後，您可以切換帳戶和變更個人檔案。



如何與沒有
PowerPoint 2013 的人員共用作業 
以下列出與使用舊版 PowerPoint 的人員共用或交換檔案時的部分注意事項。

在 PowerPoint 2013... 遭遇狀況? 該怎麼辦?

您開啟以
PowerPoint 2007
或更舊版本建立的簡報。

在 PowerPoint 2013，您會在標題列看到 [相容模式] 的字樣。
這表示簡報目前儲存為舊版檔案格式，無法辨識新版功能，像是
內嵌視訊、新轉場效果、節等等。

若要使用 PowerPoint 2013 提供的所有功能，您需要將簡報變
更為最新的檔案格式。 

您可以繼續在相容模式中作業。然而，如果與您共用簡報的人員
都不是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更舊版本，那麼建議您將檔案變
更為最新格式。

若要變更檔案，按一下 [檔案] > [資訊] > [轉換]。

將簡報儲存為 
PowerPoint 2013 的檔案。

若是有同事使用 PowerPoint 2007 以前的舊版本開啟您的 
PowerPoint 2013 簡報，即會出現提示，提供免費相容性套件
的下載連結。他們需要使用相容性套件才能開啟與處理新格式的
簡報。若您在簡報中加入 PowerPoint 2013 的新功能或格式設
定，您的同事 (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舊版本的人員) 將會看
到功能不受支援的相關警告。 

將您的 PowerPoint 2013 簡報與使用舊版 PowerPoint 的同事共
用之前，請先執行相容性檢查程式工具。若要檢查相容性，請在 
PowerPoint 2013 中，按一下 [檔案] > [資訊] > [查看問題] > [檢
查相容性]。

相容性檢查程式工具會告訴您 PowerPoint 2013 中的哪些新功能
在舊版中不受支援。接著，您可以決定是否要移除這些功能，以
免舊版 PowerPoint 發出警告資訊。 

將簡報儲存為 PowerPoint 
2007 或更舊版本的檔案。

如果您的同事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更舊版本開啟簡報，檔
案會正常開啟 - 無需使用相容性套件。

若是您的簡報中包含 PowerPoint 2013 的新功能或格式設定，
您的同事將會看到功能未受支援的相關警告，而且格式設定或功
能可能無法顯示於檔案中，或是物件可能無法編輯。 

您不需要進行任何動作即可啟動。

當您將檔案儲存為舊版 PowerPoint 檔案格式時，相容性檢查程
式即會自動執行，並且警告您是否有任何不受支援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