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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近年來由於電子化政府之推動，機關產生的電子檔案類型與數量

均呈現急遽成長，如何確保被保存之電子檔案能於保存年限內，持續

被存取與利用，已成為非常重要之議題。 

電子檔案儲存媒體於 90 年代之後，磁帶與光碟的儲存密度呈現

十到數千倍的增長，各國紛紛使用更高密度的媒體儲存電子檔案，雖

然電子檔案不因時間而改變，但儲存媒體如磁帶或光碟，因為物理或

化學變化，仍可能在十年之內便會惡化，穩定性及耐久性不高，需不

斷的進行媒體轉置作業。 

在檔案的各種儲存媒體類型中，微縮軟片是人類為保存大量資料

而發明的資料儲存方式，因具有長久可讀性、高度穩定性及不易被竄

改之安全性等優點，在提供檔案長期保存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

是以往檔案複製儲存的主要方式之一。 

電子檔案經微縮處理，無法直接以肉眼閱讀內容，亦無法任意更

動內容，可保持資料內容的機密性、可及性及完整性。微縮軟片適合

長期儲存，尤其在合乎標準的儲存環境，其儲存壽命更為長久，預估

可保存超過幾百年，且微縮軟片系統已應用於國內外，即使跨國合作

及交流仍可接受。 

本專案於 101年度以檔案管理局所提供 97年度至 100年度總共

30 筆線上簽核電子檔案進行轉製微縮軟片實作，並紀錄轉製程序及

測試結果，俾提供機關進行檔案微縮相關作業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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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轉製轉製轉製轉製實作實作實作實作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本次轉製實作環境，使用桌上型電腦主機連接數位影像轉微縮軟

片機，將數位影像電子檔案轉製於微縮軟片中，並使用微縮軟片數位

化掃描機，將轉製後之微縮軟片影像顯示於電腦螢幕，以利比對電子

檔案與微縮軟片內容影像的差異，以下將簡述使用的工具。 

 

一一一一、、、、    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 

 

表 1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 

設備名稱 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 

設備規格 1. 柯達 i9610 

2. 重量：159 kg 

3. 尺寸：61.5 x 119.7 x 81 cm 

說明 1. 廠牌：KODAK。 

2. 適用篇幅：A3幅面以下的文書。 

3. 輸出微縮膠片影像：16mm國際標準畫幅。 

4. 輸入電子檔案格式：TIFF。 

5. 光學解像率：最高 600 dpi。 

6. 速度：3600畫幅/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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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 

 

表 2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 

設備名稱 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 

設備規格 1. 機身大小：19.1x30.5x40.6cm。 

2. 重量：9 kgs。 

3. 電源：24 VDC、63W。 

4. 型號：ScanPro 2000。 

說明 1. 可利用數位微控制器，將微縮軟片影像自動精確

定位於螢幕上，使搜尋影像變得更快速、容易。 

2. 具有高解析度的光學放大鏡頭及快速掃描只需 1

秒。 

3. 掃描可達每分鐘 40張圖像。 

4. 單一伸縮鏡頭涵蓋範圍為 7X至 54X，7X至

105X。 

5. 360°光學及數位影像旋轉。 

6. 可掃描類型：微縮單片、孔卡、16mm & 35mm

開放式微縮軟片、16mm盒式微縮影、超微縮片、

Micro Opaques。 

7. 可掃描存成 JPEG、PDF、TIFF、PNG格式。 

8. 自動功能如焦距、亮度、對比度、影像拉直及影

像裁剪。 

9. 支援作業系統：Windows 2000、XP、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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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硬體介面：FireWire IEEE 1394。 

11. 製造產地:美國。 

12. 廠牌: e-ImageData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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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轉製轉製轉製轉製實作實作實作實作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圖 1電子檔案轉製微縮軟片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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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產生產生產生產生 TIFF格式格式格式格式圖檔圖檔圖檔圖檔 

檔案管理局提供 97至 100年度 30筆不同文號的線上簽核電

子檔案資料，每個文號需由簽核電子檔(si 檔)產生文稿頁面檔、

附件檔及簽核意見等圖檔。最後需建立索引清冊、解像率測試卡

及檔案清單。 

 

(一) 文稿頁面檔：採用最後一個簽核流程點的文稿頁面。 

 

圖 2文稿頁面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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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檔：主要採用最後一個簽核流程點的附件檔。 

(三) 簽核意見：包含各簽核流程點簽核人的單位、職稱、姓

名、簽章時間及簽核意見，並以表格方式呈現。 

 

 

圖 3簽核意見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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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索引清冊：俟每一文號產生出文稿頁面檔、附件檔及簽

核意見等圖檔後，需建立微縮索引清冊圖檔，內容包含

有文號、檔號、案名及影幅數量。影幅數量為文稿頁面

檔附件檔及簽核意見圖檔的頁面總量。 

 

 
圖 4索引清冊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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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解像率測試卡：主要放置於該次微縮檔案最前端及最後

端的部分。 

 
圖 5解像率測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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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檔案清單：檔案清單主要記載「各文號的文稿頁面檔、

附件檔簽核意見」、索引清冊及測試卡之實體檔案路

徑，並儲存為文字檔。由於微縮片開端需先攝入「解像

率測試卡」，因此檔案清單的實體檔案儲存順序，依序

為「解像率測試卡」、「索引清冊」、「各文號的文稿頁面

檔、附件檔簽核意見」及「解像率測試卡」。 

 

 

圖 6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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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轉製轉製轉製轉製於微縮軟片於微縮軟片於微縮軟片於微縮軟片 

使用柯達 i9610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內附的柯達 i9600應

用軟體，設定轉製之方式、排程及標的。 

 

三三三三、、、、    沖洗微縮軟片沖洗微縮軟片沖洗微縮軟片沖洗微縮軟片 

完成轉製之微縮軟片交由柯達廠商沖洗。 

 

四四四四、、、、    微縮軟片數位掃描機查看結果微縮軟片數位掃描機查看結果微縮軟片數位掃描機查看結果微縮軟片數位掃描機查看結果 

沖洗後的微縮軟片，使用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進行品質驗

證，確認沖洗出來的微縮軟片影像與原始影像的品質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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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轉製轉製轉製轉製實作實作實作實作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共進行 3次實作微縮轉製作業，處理 30筆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格式皆為 TIFF圖檔。 

 

一一一一、、、、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一一一一 

第一次實作，轉製結果顯示全部電子檔案都轉製失敗，原因

為圖檔使用彩色格式，與不符合柯達 i9610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

機所能接受的格式，導致無法寫入於微縮片。 

經研究後發現，柯達 i9610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針對圖檔

之限制如下： 

(一) 只支援黑白 TIFF檔案格式，無法以彩色、灰階進行轉

製作業。 

(二) TIFF檔案的壓縮格式要符合 CCITT Group 4。 

(三) TIFF檔案不能以中文作為檔案名稱。 

 

表 3微縮轉製結果實作一 

項目 說明 

實作資料 97至 100年度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實作總筆數 30筆 

完成總筆數 0筆 

轉製失敗筆數 3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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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二二二二 

第二次實作，結果顯示 30筆檔案成功轉製於微縮軟片。 

但完成沖洗微縮軟片後，使用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比對轉

製結果，發現文稿頁面檔的圖章部分，有遺失或不清楚的狀況。

如簽署人的圖章為紅色，轉製為黑白圖檔的過程中，可能被誤判

為白色，而導致圖章有遺失或不清楚的問題發生。 

針對此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電子檔案轉置黑白圖檔之前，先

將圖章或簽核意見的顏色改為黑色後，再轉置為黑白圖檔。 

 

表 4微縮轉製結果實作二 

項目 說明 

實作資料 97至100年度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實作總筆數 30筆 

完成總筆數 30筆 

轉製失敗筆數 3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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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三三三三 

第三次實作，結果顯示 30筆檔案成功轉製於微縮軟片。 

微縮軟片沖洗完成後，使用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比對轉製

結果，發現文字線條上有些暈散，經過柯達廠商的工程師多次調

校初步判定，暈散的原因為 i9610數位影像轉微縮機過於老舊，

但轉製後的影像檔為可接受範圍，因此判定為轉製成功。 

 

表 5微縮轉製結果實作三 

項目 說明 

實作資料 97至 100年度線上簽核電子檔案 

實作總筆數 30筆 

完成總筆數 30筆 

轉製失敗筆數 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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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微縮技術係為過往檔案影像保存方式，技術已非常成熟，以

攝影方式將檔案拍攝於微縮軟片上保存，目前認定可保存百年以

上，相較於現代數位化儲存媒體而言，保存壽命較長、穩定性與

可靠性較高，且微縮軟片已有 ISO國際標準，得以跨國合作及交

流。 

目前科技發展已為微縮軟片與數位化建立橋梁，可將電子檔

案轉製於微縮軟片，並可透過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將微縮影像

轉置為數位化電子檔案，本次實作即是呈現以數位化結合微縮軟

片進行保存的方法。 

本次實作結果已成功將電子檔案數位影像轉製於微縮軟

片，且轉製的影像經由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重新轉回數位影像

檔，品質在可接受範圍。惟 i9610數位影像轉微縮軟片機過於老

舊，雖然成功完成實作，但文字線條上有暈散的狀況，需進行機

器的維護及調整，為本次實作較可惜部分。 

電子檔案轉製微縮軟片若能配合微縮軟片數位化掃描機使

用，結合數位化與微縮軟片將是長期保存的建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