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堂增益集安裝及使用說明 
2013 年 4 月 23 日 

小學堂增益集下載網址（for Microsoft Word 2007/2010）：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Xiaoxue_Addin.htm 

小學堂增益集下載網址（for Microsoft Word 2003）：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Xiaoxue_Addin_2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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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增益集簡介	

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增益集可提供額外的功能。小學堂收錄的古

今漢字超過18萬個，為了讓Microsoft Office的使用者善用這些字形，

因此開發小學堂增益集。 

小學堂增益集目前已完成的功能如下： 

 可於 Microsoft Word 中調整小學堂字形圖片的字體及大小。 

當使用者在一份 Microsoft Word 文件內，使用大量的小學堂字形圖片

時，如欲調整字形圖片的字體或大小，可利用小學堂增益集進行整批

的轉換，而不需要重新抓取字形圖片。 

小學堂增益集下載及安裝	

目前小學堂增益集，可在 Microsoft Office 2003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2007/2010版本環境下安裝。請先檢視本機電腦Microsoft Office版本，

選擇合適的增益集。 

從「開始」功能表裡，查看

本機 Microsoft Offic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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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環境	

初次安裝者，請先檢查電腦中是否含有下列套件，若先前曾經安裝過，

則可省略此步驟。 

1 、Microsoft Office 2007/2010 

在控制台的「程式集」、「解除安裝程式」中若看不到下列套件，請下

載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含)以上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Visual Studio 2010 Tools for Office Runtime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5594 

2、Microsoft Office 2003 

在控制台的「程式集」、「解除安裝程式」中若看不到下列套件，請下

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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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含)以上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6523 
 Microsoft Office 2003 Primary Interop Assemblie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20923 
 Visual Studio 2005 Tools for Office Second Edition runtime  
http://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2392 

下載小學堂增益集	

當檢查完電腦中是否有安裝上述套件之後，就可以下載小學堂增益集

之安裝程式，進行安裝。請依不同安裝環境，至底下連結進行下載小

學堂增益集的安裝程式： 

 適用於 Microsoft Office 2007/2010 

下載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Xiaoxue_Addin.htm 

 適用於 Microsoft Office 2003 

下載網址：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Xiaoxue_Addin_2003.htm 
 

安裝小學堂增益集	

下載回來的小學堂增益集，為一個壓縮檔案，請先使用解壓縮軟體進

行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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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壓縮後，會產生兩個檔案 setup.exe和XiaoxueOfficeAddinSetup.msi。

請在 setup.exe 上點擊滑鼠左鍵二下，並依指示開始安裝。 

依指示步驟安裝完畢後，打開 Microsoft Word，檢查是否安裝成功。

將下載回來的小學堂增益集

安裝程式解壓縮 

在 setup.exe 上點擊

滑鼠左鍵二下，開始

安裝 

預設安

裝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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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Word 2007/2010 裡，小學

堂增益集在「增益集」功能表底下 

依照 Microsoft Office 的版本不同，小學堂增益集在 Microsoft Word

裡的位置也稍有不同。 

在 Microsoft Word 2007/2010 裡，小學堂增益集放在「增益集」功能

表底下。 

 

在 Microsoft Office 2003，則可在工具列裡找到小學堂增益集。 

調整Microsoft	Word字形圖片	

小學堂收錄的古今漢字超過 18 萬個，很多都是個人電腦的缺字。使

用者可先從小學堂網站擷取缺字圖片，複製到 Word 文件，再透過小

學堂增益集調整圖片字體及大小。 

在 Microsoft Word 2003 裡，小學堂增

益集在工具列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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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學堂網站擷取圖片	

1、如何判斷需使用字形圖片 

在小學堂所有資料庫內，所有的字頭及底下跟隨之異體字，無論是否

為電腦缺字，均是以圖片顯示。使用者依個人電腦支援的字集不同，

要如何判斷是否需使用字形圖片，可在點選「字形」所出現的「小學

堂字形」視窗內容判斷之。底下以小學堂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之介面，

進行示範。 

在「小學堂字形」視窗中，可看到字形分為兩欄，一欄是「小學堂圖

片」；另一欄為「瀏覽器」。只要在「瀏覽器」的欄位中可見到正確的

字形，即代表該字形不是個人電腦之缺字，建議不需使用字形圖片，

若僅為難以使用輸入法打出的生難字，只需複製「瀏覽器」中的字形

至文件中即可。 

點選「字形」，

可開啟「小學

堂字形」視窗 



小學堂增益集安裝及使用說明 
 

7 
 

 

 

 

如果在「瀏覽器」中，該字形顯示為空白，代表電腦無此字形，此時

才需要複製小學堂字形圖片，再將圖片貼入個人文件中，以顯示該字

形。 

 

2、如何複製小學堂字形圖片 

複製圖片的方式為，在任何小學堂字形圖片上，按滑鼠右鍵，再以左

鍵點選「複製影像」。再至 Microsoft Word 中，在欲插入字形的位置，

在「瀏覽器」的欄位中見到

正確的字形，即代表該字形

不是個人電腦之缺字 

在「瀏覽器」中，該字形顯

示為空白，此時才需要複製

小學堂字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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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滑鼠右鍵，點選「貼上」。 

例如，欲在文件中插入缺字「 」，請先在「小學堂字形」視窗內，

複製小學堂字形圖片，然後至 Microsoft Word 內直接貼上。 

 

 

調整字形圖片的字體	

無論一開始在 Microsoft Word 中貼入的小學堂字形圖片之字體為何，

之後都能再以小學堂增益集進行字體轉換，目前支援「標楷體」及「細

明體」兩種字體。 

需注意的是，使用小學堂增益集進行轉換時，電腦需先連上網路，否

則將無法透過線上主機進行轉換。為了敘述上的便利，底下的實例皆

在 Microsoft Office 2007/2010 環境下進行示範。 

 

至 Microsoft Word 內直接

貼上小學堂字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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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換字體的方式為，先選取欲更換字形的段落，或是單一字形圖片，

在 Microsoft Word 的常用功能表裡的「字型」裡選取欲更換的字型至

「細明體」或「標楷體」，再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進行

轉換。 

以缺字「 」為例，假設原本貼上的字形圖片為「標楷體」，如欲轉

換成「細明體」，請先選擇該字形圖片，再調整字型至「細明體」，然

後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可見到原本為「標楷體」之字

形圖片，在調整後已變為「細明體」之圖片。 

 
 
 
 

調整字型至「細明體」 先選取欲更換字形的段

落，或是單一字形圖片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

「調整圖片」按鈕 

字形圖片由標楷體改

為細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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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字形圖片的大小	

字形圖片的大小，亦可在 Microsoft Word 裡貼上字形圖片之後，再利

用小學堂增益集進行調整。 

調整字形圖片大小的方式為，先選取欲調整字形大小的段落，或是單

一字形圖片，在 Microsoft Word 的常用功能表裡的「字型大小」裡選

取欲調整的字型級數，再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進行調

整。 

以缺字「 」為例，如欲調整其所在段落之字級至 24 級，請先選取

一整行文字，再於調整其字型大小至 24 級，然後按下小學堂增益集

的「調整圖片」，進行調整。 

 

批次調整字形圖片的字體及大小	

無論是調整字形圖片的字體，或是字形圖片的大小，其調整的範圍都

選取欲調整字形大小的段落 調整字型大小 字形圖片大小改為 2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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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使用者的需要而自訂。依調整的範圍大小，分為：調整單一字形圖

片、一個段落或數行文字內的字形圖片，以及整篇文字的字形圖片。 

1、調整單一字形圖片 

當使用者只需調整單一字形圖片的字體或是圖片大小時，請用滑鼠左

鍵選取欲調整的字形圖片，再利用Microsoft Word常用功能表裡的「字

型」與「字型大小」調整欲顯示的字體和字型大小。調整完畢後，請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此時該字形圖片即會被轉換。 

例如，在一個文件檔內，已有三個小學堂字形圖片，字型皆為「標楷

體」，字形大小為 48 級。現只欲調整第二個缺字「 」的字型至「細

明體」24 級。此時以滑鼠左鍵選取欲調整的單一字形圖片「 」，再

於上方常用功能表內的「字型」和「字型大小」裡調整顯示設定，然

後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結果只有第二個字形圖片的受

到更換，其餘的字形圖片仍然維持原狀。 

先選取欲調整之單一字形圖片 

修改字型、大小等設定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之後的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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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一個段落，或數行文字內的字形圖片 

當使用者需調整一個段落，或是數行文字內的字形圖片字體或是圖片

大小時，請用滑鼠左鍵選取欲調整的文字段落範圍，再利用 Microsoft 

Word 常用功能表裡的「字型」與「字型大小」調整欲顯示的字體和

字型大小。調整完畢後，請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此時

該段落內的字形圖片都會被轉換。 

例如，在一個文件檔內，已有數個小學堂字形圖片，分處在三個不同

的段落內，字型皆為「標楷體」，字形大小為 48 級。如欲調整第三段

內的所有小學堂字形圖片至「細明體」60 級。請先以滑鼠左鍵拖曳

選取第三段內的所有文字，於上方常用功能表內的「字型」和「字型

大小」裡調整顯示設定，然後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結

果只有第三段內的二張字形圖片的受到更換，其餘的字形圖片仍然維

持原狀。 

 

先選取欲調整之文字段落範圍 修改字型、大小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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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整一整篇文字內的字形圖片 

當使用者欲調整 Microsoft Word 文件內中，所有的字形圖片體或是圖

片大小時，不需以滑鼠先選取任何文字段落，僅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

「調整圖片」。此時小學堂增益集會依字形圖片所在段落內之字體和

字型大小，自行調整成與該段落一致的樣式。 

 例如，在一個文件檔內，已存在數個小學堂字形圖片，字型皆為「標

楷體」，字形大小為 48 級；而整篇文字的字型皆先預設為「細明體」，

字形大小為 36 級。此時若不選取任何字形圖片或段落，按下小學堂

增益集的「調整圖片」，可看到在結果內，所有的小學堂字形圖片都

被轉換成「細明體」，大小為 36 級，與全篇文字的設定相同。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

整圖片」之後的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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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處理古漢字的字形圖片	

在小學堂所有資料庫內，除了楷書字形是以圖片處理之外，所有的古

漢字字形也都是以圖片顯示。由於目前電腦內並收進沒有古漢字的字

形，故所有的古漢字都會是缺字。因此不需要開啟「小學堂字形」視

窗確認瀏覽器欄位中是否有該字形，可以直接複製字頭的圖片即可。 

底下以小學堂漢字古今字資料庫之小篆字形進行示範。例如，使用者

欲在文件中貼入小篆字形「 」字，請直接由漢字古今字資料庫小

篆字形的查詢結果中，複製「 」的圖片至 Microsoft Word，不用再

點開「小學堂字形」視窗確認是否為缺字。 

直接在小篆字形上

點擊滑鼠右鍵，再

點擊「複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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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古漢字圖片貼入 Microsoft Word 之中，因為古漢字沒有標楷體或細

明體之分別，所以字形圖片貼入 Microsoft Word 後，只能調整字形圖

片的大小。其操作方式與楷書字形圖片相同，請參閱「三、調整

Microsoft Word 字形圖片」一節。 

 
 

至 Word 文件中，

貼上小篆字形圖片 

選取欲調整字形

大小的段落，或是

單一字形圖片，再

調整字型大小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調整圖片」

之後的顯示結果 
按下小學堂增益集的

「調整圖片」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