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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近年來由於電子化政府之推動，機關電子檔案之類型與數量均

呈現急遽成長，且資訊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電子檔案之格式與儲存

媒體，幾乎是以 3至 5年為一個世代快速轉變。因此，如何確保被保

存之電子檔案能持續被存取與利用，已成為一個非常重要之議題。

目前已有許多長期保存方法與策略被廣泛地探討，但仍以轉置、封

裝、模擬與系統保存等為主要及常見之保存策略，其中又以轉置為

最常使用之保存策略。然而電子檔案每經過 1 次轉置都有可能造成

資訊的流失，甚至可能是極為珍貴的資料。因此，本報告彙整本年

度開發整合之轉置工具與驗證方式，提出檢討與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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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沿革說明 

98年度之轉置作業為影像檔案轉置(TIFF格式轉置 JPEG格式)、

文字檔轉置(WDL 格式轉置 PDF 格式)、視訊檔案轉置(MPEG-2 格式

轉置 H.264 格式)，相關轉置工具業已整合至電子檔案長期運作平

台。 

99 年度之轉置作業為文字檔轉置(DOC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及

DOC 格式轉置 ODT 格式)、視訊類型轉置(WMV 格式轉置 MPEG2

格式)及電子檔案封裝檔格式轉置。 

100 年度之轉置作業為文字檔轉置(DOCX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及 POSTSCRIPT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並將相關轉置工具整合至

電子檔案保存工具。 

101 年度之轉置作業為文件類型轉置(PPT 格式轉置 PDF/A 格

式、XLS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及 EML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及聲音

類型轉置(MP3 格式轉置 WAV 格式)，並將相關轉置工具整合至電子

檔案保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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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PDF 介紹 

一、 特色 

(一) PDF 為結構化物件 

將 Office 文件直接轉為 PDF 檔，可保持其結構化

物件的文字、向量圖形，得以全文檢索，相較於 TIFF

檔案格式保存的檔案，在被搜尋之前必須先經過文字

辨識(OCR)，惟辨識結果將受圖形清晰度及辨識軟體

辨別度影響，須人為的校正。 

(二) PDF 檔案的大小 

結構化物件的 PDF檔通常比TIFF檔案來得小，也

提供較好之呈現品質，在電子傳遞上較具優勢。 

(三) PDF 檔案裡可以儲存各式的詮釋資料 

標題、作者、建立日期、修改日期、主旨、關鍵

字等詮釋資料得以保存，使得 PDF 檔案可自動化分

類，完全無需人為介入。 

(四) PDF 檔案之內容與裝置無關 

PDF 檔案因其保存字型、顏色、位置等相關屬性

資料，日後不會因新的輸出設備不支援舊版規格而產

生呈現的問題。 

PDF 檔案格式係國際上被廣泛接受的標準電子文

件格式，許多網際網路應用的表單與文件亦以 PDF 檔

案格式儲存，大多數的電腦也已經安裝免費 PDF 閱讀

程式 Adobe Acrobat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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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電子公文與附件的呈現、交換、保存上普

遍地採用 PDF 檔案格式，「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

業規範」附錄中已明訂PDF格式為電子檔案格式之一。 

(五) PDF 的四種主要國際標準 

1.PDF/A：A 是 Archive，是歸檔用之 PDF 標準，

PDF/A 只允許唯讀的屬性，即使過了數十

年以後，依舊被讀取，而且文件呈現格式

與儲存時一模一樣，非常適用於電子檔案

長期保存使用。 

2.PDF/X：X 是 eXchange，用於交換用的 PDF 標準，

屬印刷上運用之檔案交換格式。 

3.PDF/H：H 是 Health，醫療用設備可讀取之 PDF 標

準，屬目前醫療體系之標準檔案交換格

式。 

4.PDF/E：E 是 Engineering，工程工業上運用的 PDF

標準，屬工業上交換檔案時的標準格式。 

 

    PDF/A19005-1:2005係經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定義為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格式標準。

19005-1:2005 標準 document management-Electronic 

document file format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Part 1: 

Use of PDF 1.4 (PDF/A-1) (ISO 19005-1:2005)，因此，

辦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時，應符合 PDF/A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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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DF/A 標準規範 

1.不能包含音訊或視訊資料：如 PDF 檔案中含有音訊

或視訊資料，必須額外之影音解碼器才能開啟，將

與影音解碼器相依而導致保存困難。 

2.不能執行 JavaScript 與其他夾帶附件的功能：夾帶附

件的檔案使得 PDF 檔案需要額外程式處理附件檔；

JavaScript 動態內容將使呈現行為控制不易。 

3.文字必須內嵌：避免不同電腦上文字編碼與字體所

帶來之視覺上差異。 

4.顏色必須與設備無關（device-independent）：於任何

顯示設備上都可以正確顯示原本顏色，必須符合

ICC(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國際色彩協會之

顏色內嵌規範，避免不同電腦色彩演繹所帶來之視

覺差異。 

5.避免使用透明物件。 

6.不可以加密。 

7.必須包含詮釋資料（Metadata），以方便搜尋。 

(七) PDF/A 標準 

1.PDF/A-1b：基本上完全符合 PDF/A 標準，同時也是

符合標準之最小要求，達到本類要求屬 B 等級相

容，可以確保以後文件開啟時以一模一樣之格式呈

現。 

2.PDF/A-1a：PDF/A-1a 為確保文件之邏輯架構，規定

文字內容必須依讀取順序排列，以便萃取文字，對

於日後在移動裝置上之讀取是相當重要的。由於多



101 年度電子檔案保存管理機制委託服務案-電子檔案格式轉置成果與檢討報告 

- 7 - 
 

數的移動裝置因受限於畫面大小，其文字必須重新

排列。此標準除了要符合 PDF/A-1b 所有規範外，還

需要加入 Tag(標籤)，以利各種裝置，如手持裝置或

是閱讀輔助裝置等，閱讀 PDF/A 檔案。 

 

3.PDF/A-2：此標準加入了 PDF1.5、1.6、1.7中的新功

能，具有相容性，所有符合 PDF/A-1 的檔案都符合

PDF/A-2，但符合 PDF/A-2 的檔案不一定符合

PD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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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轉置品質驗證方法說明 

電子檔案保存工具針對文字檔案類型格式轉置作業之品質驗證

方式，係將文字類型(PPT 及 XLS 格式)之來源檔案及轉置後檔案

(PDF/A-1b 格式)，分別轉置為 JPEG 檔，再將兩個 JPEG 檔案進行影

像結構相似性指標(Structure Similarity, SSIM)及通用性影像品質指標

(Universal Quality Index, UQI)，以檢測轉置前後的檔案品質。針對聲

音檔類型格式轉置作業之品質驗證方式，係將轉置後檔案利用

JHOVE 格式檢測工具進行檢測，檢測是否為 WAV 聲音檔的格式。 

一、通用性影像品質指標 UQI(Universal Quality Index) 

通用性影像品質指標以相關係數降低、亮度改變及對比改變

等因素來判定差異度。其最佳及最差的量化值介於 1 至 100

之間，若量化值>=60，代表品質可接受，若量化值<60，則

代表品質不可接受，因此可得到較具體的評估值。 

 

圖1. UQI計算公式 

二、結構相似性指標 SSIM（Structural Similarity） 

結構相似性指標係用於測量兩幅影像間相似性之方法，係從

圖像結構角度，以亮度、對比度及反映場景中物體結構的屬

性因素，分別就其屬性之平均值、標準差及變異數作為衡量

指標。其最佳及最差的量化值介於 1 至 100 之間，若

SSIM=100 表示與原始檔案完全一致，若 SSIM>=60 代表品

質可以接受，若 SSIM<=60，代表品質不可以接受，肉眼即

可察覺到明顯的畫面劣化，因此被判定為無實際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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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HOVE 格式介紹 

由 JSTOR 與哈佛大學圖書館共同發展電子檔案型態描述

(Characterization)工具，功能摘述如下： 

(一)識別(Identification)：經由特徵比對，推定電子檔案

格式。 

(二)確認 (Validation) ：判斷電子檔案之格式完好

(Well-formed)且具有效性(Valid)。 

(三)提供 Module：AIFF、ASCII、Bytestream 、GIF、

HTML、JPEG、JPEG2000、PDF、TIFF、UTF-8、

WAVE、XML 等格式辨識模組。 

(四)屬性擷取：格式、版本、作者、主題、產生時間、

修改時間、字型、TrueType 字體、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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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轉置程序 

 

圖2. 轉罝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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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PPT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一、轉置目的 

Microsoft Office 目前被廣為使用之辦公室軟體，許多

電子公文附件皆以 Microsoft Office 之檔案格式儲存(DOC、

DOCX、XLS 及 PPT 等)，由於 Microsoft Office 檔案格式並

未對外公開，在歷次 Office 改版過程中也遇到各版本呈現

方式不一致之情況，因此該格式並不適合做為長期保存格

式。 

經本專案評估後，建議文字檔類型採用 PDF/A 作為電

子檔案格式轉置之目的格式。 

二、轉置測試環境 

表1.轉置測試環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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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轉置結果 

(一)測試檔 1 

表2.測試檔 1 資料表 

 

 

(二)測試檔 2 

表3.測試檔 2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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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試檔 3 

表4.測試檔 3 資料表 

 

 
 
 

(四)測試檔 4 

表5.測試檔 4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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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試檔 5 

表6.測試檔 5 資料表 

 

 
 
 

(六)轉置前後檔案容量與品質比較 

1.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轉置前後檔案容量如下表，測

試結果顯示，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之平均容量比原

始檔案 PPT 格式大。 

表7.PPT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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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利用 PDFCreator 工具將測試

檔案 PPT 格式及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分別轉置為

JPEG 格式，再將 2 個 JPEG 格式檔案進行 SSIM 及 UQI

之品質驗證，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比較如下表。SSIM

值及 UQI 值大於 60 代表可接受。其中「國立教育廣播

電台參訪簡報 1000614.ppt」的 SSIM 未達 100 分原因

在於品質驗證需將測試檔案 PPT 格式及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皆轉置為 JPEG 圖檔，其轉置為 JPEG 圖檔

會產生一些誤差，例如：圖檔顏色的深淺或位置偏移

等，導致品質驗證無法達到 100 分，但以肉眼的方式檢

視 PPT 格式與 PDF/A 格式內容部分並無差異。因此測

試 5 個測試檔計算平均值，SSIM 平均值約 96，UQI 平

均值為 100，由此可知 SSIM值及 UQI值皆已符合標準。 

表8.PPT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品質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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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轉置結果 

若 PPT 格式檔案簡報頁中只有圖片內容，此簡報頁面

轉置時，工具將無法辨識其版面為直式或橫式，轉置後會

轉成直式頁面，如圖 3 所示。針對此問題，經測試於轉置

簡報頁面加上文字，轉置後的版面則會正常呈現，如圖 4

所示，因此修改工具，於轉置時系統自動加註文字「由 PPT

轉置」來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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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ppt檔頁面為橫式，轉置後會轉成直式頁面 

 

 

圖4. ppt檔頁面為橫式，轉置後會轉成直式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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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XLS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一、轉置目的 

Microsoft Office 目前被廣為使用之辦公室軟體，許多

電子公文附件皆以 Microsoft Office 之檔案格式儲存(DOC、

DOCX、XLS 及 PPT 等)，由於 Microsoft Office 檔案格式並

未對外公開，在歷次 Office 改版過程中也遇到各版本呈現

方式不一致之情況，因此該格式並不適合做為長期保存格

式。 

經本專案評估後，建議文字檔類型採用 PDF/A 作為電

子檔案格式轉置之目的格式。 

二、轉置測試環境 

表9.轉置測試環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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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轉置結果 

(一)測試檔 1 

表10.測試檔 1 資料表 

 

 

(二)測試檔 2 

表11.測試檔 2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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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試檔 3 

表12.測試檔 3 資料表 

 

 
 

(四)測試檔 4 

表13.測試檔 4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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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試檔 5 

表14.測試檔 5 資料表 

 

 
 

(六)轉置前後檔案容量與品質比較 

1.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轉置前後檔案容量如下表，

測試結果顯示，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之平均容量比

原始檔案 XLS 格式小。 

表15.XLS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表 

 

 
 



101 年度電子檔案保存管理機制委託服務案-電子檔案格式轉置成果與檢討報告 

- 22 - 
 

2.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利用 PDFCreator 工具將測試

檔案 XLS 格式及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分別轉置

為 JPEG 格式，再將 2 個 JPEG 格式檔案進行 SSIM 及

UQI 之品質驗證，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比較如下

表。SSIM 值及 UQI 值大於 60 代表可接受。其中

「Magnetic.xls」、「內政部消防署磁片清單.xls」及「檔

管局典藏組(正)轉置驗證表.xls」的 SSIM 及 UQI 未達

100 分原因在於品質驗證需將測試檔案 XLS 格式及轉

置後檔案 PDF/A 格式皆轉置為 JPEG 圖檔，其轉置為

JPEG 圖檔會產生一些誤差，例如：圖檔顏色的深淺或

位置偏移等，導致品質驗證無法達到 100 分，但以肉

眼的方式檢視 XLS 格式與 PDF/A 格式內容部分並無

差異。因此測試 5 個測試檔計算平均值，SSIM 平均值

約 90，UQI 平均值為 94，由此可知 SSIM 值及 UQI

值皆已符合標準。 

表16.XLS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品質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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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轉置結果 

XLS 檔若包含多個工作表，只會轉置某一工作表的內

容。針對此問題，系統已可支援多個工作表轉置，檔案較

大時需設定每個檔案的最大轉置時間，以避免轉置失敗，

而導致系統無法正常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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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EML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一、轉置目的 

EML(Election Markup Language)格式是微軟公司在

Outlook 中所使用的一種遵循 RFC822 及其後續擴展的文件

格式，並成為各類電子郵件軟體的通用格式。 

目前各機關的通訊方式大部分以電子郵件為主，若電

子郵件的內容具有價值存在的話，應作保存以利後續查

閱，但瀏覽 EML 檔須透過相關的瀏覽軟體才能檢視。經本

專案評估後，建議EML檔可採用 PDF/A作為電子檔案格式

轉置之目的格式。 

二、轉置測試環境 

表17.轉置測試環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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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轉置結果 

(一)測試檔 1 

表18.測試檔 1 資料表 

 

 

(二)測試檔 2 

表19.測試檔 2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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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試檔 3 

表20.測試檔 3 資料表 

 

 
 

(四)測試檔 4 

表21.測試檔 4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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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試檔 5 

表22.測試檔 5 資料表 

 

 
 

(六)轉置前後檔案容量與品質比較 

1.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轉置前後檔案容量如下表，測

試結果顯示，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之平均容量比原

始檔案 EML 格式小。 

表23.EML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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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利用 PDFCreator 工具將測試

檔案 EML 格式及轉置後檔案 PDF/A 格式，分別轉置為

JPEG 格式，再將 2 個 JPEG 格式檔案進行 SSIM 及 UQI

之品質驗證，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比較如下表。SSIM

值及 UQI 值大於 60 代表可接受。測試 5 個測試檔計算

平均值，SSIM 平均值約 100，UQI 平均值為 100，由

此可知 SSIM 值及 UQI 值皆符合標準。 

表24.EML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品質比較表 

 

四、檔案轉置結果 

(一) 若 EML 信件內容文字有顏色，轉置結果會呈現黑色。經

修正系統後，轉置後檔案的內容文字均可正常呈現。 

表25.EML格式轉置修正前後結果比較表(內容文字有顏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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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 EML 信件內容有表格，轉置結果無法呈現表格。經修

正系統，轉置後檔案可正常呈現。 

表26.EML格式轉置修正前後結果比較表(內容有表格) 

 

(三) 由於附件格式眾多、病毒、加密或壓縮等因素，使得附件

檔的轉置有困難，目前 EML 可轉置本文內容，附件檔部

分則可轉置 PPT、XLS、DOC 及 DOCX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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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MP3 格式轉置 WAV 格式 

一、轉置目的 

WAV（Waveform audio format）是微軟與 IBM 開發的

聲音編碼格式，在 Windows 平台的所廣泛應用。WAV 音頻

格式無經過壓縮，音質不會出現失真的情況。由於 WAV 格

式製作容易、可使用任何音源、且硬體需求少，所以建議

聲音檔案採用 WAV 格式。 

二、轉置測試環境 

表27.轉置測試環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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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轉置結果 

(一)測試檔 1 

表28.測試檔 1 資料表 

 

 
 
 

(二)測試檔 2 

表29.測試檔 2 資料表 

 

 
 



101 年度電子檔案保存管理機制委託服務案-電子檔案格式轉置成果與檢討報告 

- 32 - 
 

(三)測試檔 3 

表30.測試檔 3 資料表 

 

 
 
 

(四)測試檔 4 

表31.測試檔 4 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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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試檔 5 

表32.測試檔 5 資料表 

 

 
 

(六)轉置前後檔案容量與品質比較 

1.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轉置前後檔案容量如下表，測

試結果顯示，轉置後檔案 WAV 格式之平均容量比原始

檔案 MP3 格式大。 

表33.MP3格式轉置前後檔案容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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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置前後檔案品質驗證：利用 JHOVE 格式檢測工具來

檢測轉置後檔案是否為 WAV 格式。由下表可知 5 個測

試檔的檢測結果皆為正確。 

表34.MP3格式轉置後檔案格式驗證表 

 

四、檔案轉置結果 

目前驗證的方式是採用 JHOVE 檢測工具來檢測檔案的

格式是否正確，以確保符合 WAV 的格式。但若要檢測原始

檔案及轉置檔案的品質差異的話，目前並沒有適合的工具

可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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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結論與問題檢討 

本專案 101 年度已於電子檔案保存工具擴充相關格式轉置技

術，包含 PPT 格式、XLS 格式、EML 格式及 MP3 格式。以下整理

於轉置過程中主要遭遇問題。 

一、PPT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若 PPT 格式檔案簡報頁中只有圖片內容，此簡報頁面

轉置時，版面將無法辨識直式或橫式。此問題的解決方法

為轉置時系統自動加註文字「由 PPT 轉置」，轉置後的版

面則可正常的呈現。 

二、XLS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若 XLS 檔若包含多個工作表，只會轉置某一工作表的

內容。針對此問題，系統已可支援多個工作表轉置，檔案

較大時需設定每個檔案的最大轉置時間，以避免轉置失

敗。 

三、EML 格式轉置 PDF/A 格式 

1.若 EML 信件內容文字有顏色，轉置結果會呈現黑色。此

問題的解決方法為採用 PDFCreator 作轉置，則可正常呈

現文字顏色。 

2.若 EML 信件內容有表格，轉置結果無法呈現表格。此問

題的解決方法為採用 PDFCreator 作轉置，則可正常呈現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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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件格式眾多、病毒、加密或壓縮等因素，使得附件檔的

轉置有困難。針對 EML 的附件檔部分，目前可轉置

PPT、XLS、DOC 及 DOCX 格式。 

四、MP3 格式轉置 WAV 格式 

目前驗證的方式是採用 JHOVE 檢測工具來檢測檔案的

格式是否正確，以確保符合 WAV 的格式。但若要檢測原始

檔案及轉置檔案的品質差異的話，目前並沒有適合的工具

可進行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