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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第十課

    歡迎來到「網頁百寶箱--組織網頁書籤」單元。小朋友，你知道

瀏覽器中的「書籤」功能，在實際的上網工作中扮演什麼角色嗎？他

對於我們整理資料時提供哪些幫助呢？

透過這一個單元的學習，你將可以：                                                                                                                                               

           

1.認識「網頁書籤」之功能與使用時機。

2.明白組織「網頁書籤」之操作程序。

3.清楚使用「網頁書籤」之加入、刪除、更名的功能操作方法。

4.知道如何進行匯出與匯入「網頁書籤」。

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進入「組織網頁書籤」的學習領域囉！

我知道路徑就是電腦硬碟裡面檔案的位

置目錄。

我明白網路上的圖片、文字、聲音和影

片，會因為所儲存的方式或格式不同，

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我知道從網路上下載檔案，並且會操作

儲存檔案的步驟。

我會自己執行儲存網頁的圖片。

我會自己執行儲存網頁文字。

我會自己執行列印網頁資料。

我曉得在未經作者同意下，不可以隨意

下載網路上受著作權保護的文章、圖片

、音樂或是將這些轉製成商品進行販售

。

沒

有    

理

解

沒

有    

理

解

部

分    

理

解

部

分    

理

解

全

部    

理

解

全

部    

理

解

1

2

4

5

6

7

3

序 

號
檢核項目

自我檢核 教師檢核

請依照學習情況在適當選項中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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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認識「網頁書籤」

認識「網頁書籤」之功能與使用時機﹒﹒﹒﹒﹒﹒﹒﹒﹒﹒

   當我們上網時，時常會不知不覺地瀏覽很多個網頁，有一些網頁可能

存有自己所要尋找的資料內容，然而若是一邊瀏覽網頁閱讀內容，又要一

邊將所需要的內容存在電腦裡面，這樣子容易讓人手忙腳亂，甚至於到時

候又要花費許多時間來整理。

   Firefox瀏覽器為了讓使用者方便整理所要儲存起來的網頁，因此發展

出網頁「書籤」的功能；網頁「書籤」的功能與使用是類似等同於IE瀏覽

器當中「我的最愛」的功能，只不過在頁面設計上有些微的不同之處。

   網頁「書籤」的位置即是在Firefox瀏覽器的工具列上，它就像我們看

書時會利用到的「書籤」一樣，當我們看書看到一個段落，只要將ㄧ張書

籤夾在書本該頁內，之後要再繼續閱讀時，只要將書翻到書籤的位置，就

可以知道自己之前看書的進度。

..............................................................

..............................................................

..............................................................

   在這裡要提醒小朋友的是：當我們使用網頁時

，別忘了不能任意轉載、張貼網頁內容，要尊重

別人的著作權喔！

   而網頁上面的「書籤」也是有相同的功能，只要你在瀏覽器功能表列

的「書籤」位置裡找到當時儲存的頁面，就可以再次瀏覽當時頁面的資料

了。

   簡單的說，「網頁書籤」就像是『標籤』，能把我們經常使用、瀏覽

的網頁紀錄、標示下來，之後我們如果想要再次瀏覽這個網頁，可以直接

到功能表列上的「網頁書籤」裡面點選標籤，就可以同時開啟網頁了。所

以，網頁書籤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儲存網頁，方便下次開啟網頁”。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1 認識網頁書籤 10-1 認識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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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組織「網頁書籤」

明白組織「網頁書籤」之操作程序﹒﹒﹒﹒﹒﹒﹒﹒﹒﹒﹒

加入「網頁書籤」﹒﹒﹒﹒﹒﹒﹒﹒﹒﹒﹒﹒﹒﹒﹒﹒﹒﹒

   「網頁書籤」就像是神奇魔術帽一樣，只要將經常瀏覽的網頁“存

放”進這個帽子裡，當你需要閱讀時，不需多費力氣就可以從帽子裡面找

到當初存放的資料。網頁書籤也一樣，只要你曾經儲存在這裡的網頁，不

需要輸入任何網址，只要點按功能表列中的「書籤」，接著在選單中點選

所要瀏覽的網頁，瀏覽器的內容顯示區就會出現自己所要閱讀的資料了。

   首先，先到所要加入書籤的網頁頁面，接著點選功能表列的「網頁書

籤」，然後點按「此頁加入書籤」或者直接點選網址後方的  ，就可以把

目前的網頁加入書籤了。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除了要明白組織「網頁書籤」的操作程序之外，

還要清楚使用「網頁書籤」的加入、刪除、更名的功能操作步驟。

刪除「網頁書籤」﹒﹒﹒﹒﹒﹒﹒﹒﹒﹒﹒﹒﹒﹒﹒﹒﹒﹒

   有時候可能會發現某個最愛網頁的超連結已經中斷，再也無法繼續連

結到那個網頁上，或者可能要清理一下「網頁書籤」的清單內容，那麼又

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作法相當簡單，你可以在「網頁書籤」清單中把不需要的網頁移

除掉，就可以達到清理書籤的效果。

   首先，點選功能表上的「書籤」，然後將滑鼠移動到下拉式清單裡面

所預計要刪除的網頁名稱上，接著按下滑鼠右鍵，在開啟的選單上選按

「刪除」，就可以刪除網頁連結。

方法一

方法二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2 組織網頁書籤 10-2 組織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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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進入「管理書籤」的「收藏庫」之後，就會出現全部的書籤，接著將

收藏庫右下方「名稱」的欄位上更換所要修改的網頁名稱就可以了！

..............................................................

..............................................................

..............................................................

..............................................................

..............................................................

..............................................................

..............................................................

..............................................................

..............................................................

..............................................................

..............................................................

..............................................................

..............................................................

..............................................................

選擇題

（）1.請小朋友動動腦、想一想，下列哪一個功能不  

���� 是firefox瀏覽器中「書籤」的工具功能裡？

�����點選網頁加入書籤 刪除書籤的網址 夾在書

�����本上的記號更換書籤的名稱。

（）2.想要修改存在「書籤」裡面的網頁名稱，可以    

�����使用「書籤」裡面的哪一種功能？ 

�����更名網頁書籤刪除網頁書籤加入網頁書籤 

�����隱藏網頁書籤。

（）3.當自己時常要到同一個網站頁面瀏覽資訊時，

�����可以使用什麼功能，讓自己每一次都可以快速找

�����到所要瀏覽的網站？

�����隱藏網頁書籤加入網頁書籤刪除網頁書籤

����更名網頁書籤。

更名「網頁書籤」﹒﹒﹒﹒﹒﹒﹒﹒﹒﹒﹒﹒﹒﹒﹒﹒﹒﹒

   在瀏覽網頁時，有一些網頁的名稱很長、或者是我們比較不容易辨認

或記不住的名稱，我們就可以利用『更名「網頁書籤」』這個動作來幫助

我們組織網頁書籤，讓我們在選取想要瀏覽的網頁時能夠更方便。

【步驟1】

   首先選按功能表上的「書籤」，接著再點按下「管理書籤」。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2 組織網頁書籤 10-2 組織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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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使用「網頁書籤」

明白組織「網頁書籤」之操作程序﹒﹒﹒﹒﹒﹒﹒﹒﹒﹒﹒

   其實，網頁書籤中有一個功能就叫做『匯入與備份』，匯入與備份網

頁書籤就像大搬家，意思就是將網頁書籤裡的網址清單搬到另一個地方。

   簡單來說，這個步驟就等於是在進行『備份書籤』，就如同我們經常

玩的大風吹遊戲，當電腦聽到指令，就要服從地將書籤裡面網站，全部移

動到所要備份的位置。

   現在就讓我們動動手，練習備份網頁書籤、匯出與匯入網頁書籤以及

利用「管理書籤」功能整理網頁書籤。

備份網頁書籤﹒﹒﹒﹒﹒﹒﹒﹒﹒﹒﹒﹒﹒﹒﹒﹒﹒﹒﹒﹒

   在瀏覽網頁時，有一些網頁的名稱很長、或者是我們比較不容易辨認

或記不住的名稱，我們就可以利用『更名「網頁書籤」』這個動作來幫助

我們組織網頁書籤，讓我們在選取想要瀏覽的網頁時能夠更方便。

【步驟1】

   點選功能表列的「書籤」，接著再點選「管理書籤」

【步驟二】

   進入書籤的收藏庫後，點選「匯入與備份」接著按下「備份」按鈕。

【步驟三】

   接下來選擇備份檔案儲存的位置，最後按「確定」按鈕。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3 使用網頁書籤 10-3 使用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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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此時畫面會出現一個詢問匯出位置的對話方塊，你可以在這個對話方

塊中指定匯出的位置以及設定檔案名稱，然後按下「確定」，就完成匯出

網頁書籤的作業了。

【步驟二】

   此時會出現「匯入檔案」的對話方塊，接著點選「HTML檔案」，然後

點按「下一步」。

匯入網頁書籤﹒﹒﹒﹒﹒﹒﹒﹒﹒﹒﹒﹒﹒﹒﹒﹒﹒﹒﹒﹒

【步驟1】

   相反地，如果要將網頁書籤匯入時，同樣的也是點選功能表列上的

「書籤」，然後點選「管理書籤」進入「收藏庫」之後，點選「匯入HTML

檔案」。

匯出網頁書籤﹒﹒﹒﹒﹒﹒﹒﹒﹒﹒﹒﹒﹒﹒﹒﹒﹒﹒﹒﹒

【步驟1】

   如果要匯出書籤到其他部電腦，同樣的點選功能表列上的「書籤」，

然後再點選「管理書籤」進入「收藏庫」之後，點選「匯出成HTML檔

案」。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3 使用網頁書籤 10-3 使用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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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在「匯入書籤檔案」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所要匯入書籤的HTML檔案，

並點按「確定」按鈕，就完成匯入書籤的工作了！

   如果說匯出和匯入網頁書籤，就像搬家一樣，那麼平常在家的整理與

收納，就是「網頁書籤」裡面的『資料夾』整理功能，利用「管理書籤」

功能整理網頁書籤，整理書籤可以幫助我們更方便找到想要快速連結的網

頁喔！

    接下來這部分要向大家介紹的是如何利用「管理書籤」來整理網頁「

書籤」。

【步驟一】

    開啟瀏覽器之後，點選功能表列上的「書籤」，並選擇「管理書籤」

。

【步驟二】

   出現收藏庫的對話框之後，可以在管理按下新增資料夾並且為資料夾

命名（如：旅遊類、學習類、學校、遊戲類等等）

分類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3 使用網頁書籤 10-3 使用網頁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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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接著在右邊網頁書籤清單中，利用滑鼠選取所要加入資料夾內的網頁

名稱，然後按下滑鼠左鍵拖曳至資料夾中就可以了！

..............................................................

..............................................................

..............................................................

..............................................................

..............................................................

..............................................................

..............................................................

..............................................................

..............................................................

..............................................................

    小朋友，請在分組分享討論後，動手將電腦主機上

的十個「網頁書籤」，再增加五個自己喜歡的網站至「

網頁書籤」清單中，最後在「網頁書籤」以新增資料夾

的方式分門別類將書籤組織起來。                                                                                                    

我想要分類的書籤名稱：

1.學校

2.電腦和電動玩具

3.大眾捷運                                           

                                                     

（如果資料夾分類不足，請小朋友自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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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學習情況在適當選項中打勾

我知道Firefox瀏覽器為了讓使用者方便

整理所要儲存起來的網頁，因此發展出

網頁「書籤」的功能。

我知道網頁書籤有三個基本功能，包括

「網頁書籤」之加入、刪除、更名的功

能操作方法。

我會操作且明白將網頁加入『網頁書

籤』的步驟。

我知道網頁書籤中有一個功能就叫做

『匯入與備份』，意思就是將網頁書籤

裡的網址清單搬到另一個地方

我知道使用者可以利用「管理書籤」功

能整理網頁書籤。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 第十課 網頁百寶箱10-3 使用網頁書籤 10-3 使用網頁書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