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 PDF 工具
在您需要時，隨手可得

訂閱以取得您熟悉的 Acrobat DC 桌面軟體 — 加上您所需的工具，讓您在電腦、行動裝置及
網頁上都能隨時隨地完成工作。

什麼是 Document Cloud ?

最佳文件解決方案

Adobe Document Cloud 是一套完整的安全
數位文件解決方案，可將人工的紙本流程
���% 數位化，以加快業務處理速度並使客
戶享有更好的體驗。其中包括 Acrobat DC 及
Adobe Sign，以及可單獨執行或整合至現有
文件程序、生產力應用程式、企業系統的網
頁和行動應用程式。
��% 的企業仍掙扎地使用速度慢、容易出錯
且無條理的紙本流程。 這類緩慢的程序不只
影響了關鍵的內部業務營運工作，在這個數
位化行動優先的時代裡，更讓客戶接洽工作
效率不彰且使得組織的競爭能力低落。
Adobe Document Cloud 能將工作從紙本變
成數位化並改善文件處理程序，以加快收益
速度，藉此協助個人及組織更快達成商務、
減少錯誤和風險，並且提升生產力。

數位文件推動業務發展

Mobile Apps

APIs

Acrobat DC

Adobe Sign

Adobe PDF
Services

您在遠端工作時經常需要仰賴數位文件。
使用 Adobe Acrobat 與 Adobe Sign 強大的生產力，讓您更聰明且更快速的運行日常工作。

Adobe Acrobat

Adobe Sign

Adobe Acrobat

Adobe Acrobat
功能介紹

全面數位化。無所不能。
透過 ���％ 的數位工作流程讓 PDF 的生產力可以充分運用在您的業務中。

Adobe Acrobat
我們對 PDF 瞭若指掌，因為是我們發明了它

我們已引領 PDF 創新超過 �� 年。Adobe Acrobat DC 是建立、掃描、編輯、簽署、保護及管理 PDF 的全球指標。我
們在協助工具、PDF/A、PDF/X 及 PDF/E 等檔案格式上提供最完整的支援服務。並且與其他 PDF 解決方案相比，我
們支援的語言數量多一倍，提供更廣泛的全球性支援。

如同面對面般地進行協作

即時收集注釋、合作處理回應，以及追蹤進度 — 全都可以從桌面、
行動裝置或網頁上的同一處完成。再也不必在無止盡的往返電子郵件
中搜尋。絕無延誤。絕不中斷。

絕不犧牲安全性

透過應用程式安全控制項、世界級的雲端基礎架構和內容控制項 (如
加密、認證與密文)，您已獲得業界最佳的 PDF 安全性、可靠性和可
存取性，讓您安心無虞。

企業轉型 — 融入其中

因為有 Adobe Sensei 支援的人工智慧及深度學習，您可以將 PDF 嵌
入於所有數位體驗、簡化表格，以及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

一起使用 Adobe Acrobat
及 Microsoft ��� 完成更多工作

現在您可以直接在 Microsoft 應用程式 (包括 Word、PowerPoint、
Excel、SharePoint 及 OneDrive) 中建立、編輯及檢視 PDF。此外，
您還擁有 Microsoft ��� 雲端安全性的整合可靠性。

Adobe Acrobat
規格比較

最適合

桌面應用程式
管理和部署

身分管理

Adobe Acrobat 買斷/訂閱比較
為何要升級至 Adobe Acrobat DC 訂閱？
了解買斷版 Acrobat ���� 與 訂閱版 Acrobat DC 的差異。

Adobe Acrobat 2020
一次性購買

Adobe Acrobat DC
訂閱式購買

Acrobat 2020

Acrobat DC

Adobe 授權網站 — 這個入口網站可用來取得軟體
和序號

Adobe Admin Console — 這個網頁型主控台可讓您輕鬆新增、
移除、重新指派和追蹤指名用戶授權、管理用戶和用戶群組 *，
以及設定多個管理員角色 *

想要一次性購買的企業

企業行動力管理 — 這個解決方案可用來散發和管
理行動應用程式
不適用

說明和支援

線上教學課程

Acrobat PDF 服務

內含的免費服務適用於桌上型電腦：

儲存空間
行動應用程式

• 運用智慧自動填寫功能，快速填寫和簽署 PDF
表格。
• 線上儲存、共用和存取任何檔案類型。

2GB 的 Adobe Document Cloud 儲存空間 **
與 Dropbox、Box、Google 雲端硬碟和 Mic
OneDrive 整合

Adobe Acrobat Reader — 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
機上檢視及註解 PDF。
Adobe Scan* — 將紙本文件、表格、名片、收據
等掃描成可完整搜尋的 PDF。
Adobe Fill & Sign — 將數位檔案或紙本文件轉換
成可用電子方式填寫、簽署和傳送的表格。

產品更新

安全性修補程式和錯誤修正

購買計劃

Cumulative Licensing Program (CLP) — 永久授權，
依照兩年期合約

預算編列

Acrobat 產品

Transactional Licensing Program (TLP) — 永久授
權，無合約
資本支出

Acrobat Pro 2020
Acrobat Standard 2020

* 可在適用於企業的 Acrobat DC 中取得
** 需要註冊免費的 Adobe ID

想要以更好的方式管理和部署 Acrobat 軟體以及編列預算的企業

企業行動力管理 — 這個解決方案可用來散發和管理行動應用程式

透過 Federated ID (SSO)*、Enterprise ID* 或 Adobe ID 管理用戶，
以及設定多個管理員角色 *。

線上教學課程加上全年無休的技術支援、入門協助及不限次數
的專家用戶諮詢，以取得操作說明、軟體部署問題的解答、
最佳做法等等 *

與 Micro

整合的 PDF 服務

在 Mi
的 PDF 工具。

、SharePoint 和 OneDrive 中為團隊提供省時

內含的進階服務適用於桌上型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再加上免費的桌上型電腦服務：

• 從您的瀏覽器或行動裝置建立 PDF 檔案。
• 將 PDF 檔案轉換成可編輯的
、Excel 或 PowerPoint
文件。
• 將多個檔案合併整理為單一 PDF。
• 傳送一個連結給多位審核者，並在同一個位置追蹤所有回饋
意見。
• 利用 Adobe Sign 即時取得電子簽名及追蹤回應。
• 運用智慧自動填寫功能，快速填寫和簽署 PDF 表格。
• 線上儲存、共用和存取任何檔案類型。
100GB 的 Adobe Document Cloud 儲存空間
與 Dropbox、Box、Google 雲端硬碟、M
SharePoint 整合

和

Adobe Acrobat Reader — 在任何行動裝置上檢視和註解 PDF，
加上建立、轉存、合併檔案、組織頁面，以及傳送 PDF 以供審核。
甚至可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編輯文字和影像。

Adobe Scan — 將紙本文件、表格、收據、名片等掃描成可搜尋的
PDF，加上可搭配 Acrobat Reader 行動應用程式無縫運作，讓您隨
時隨地使用 PDF 完成更多工作。
Adobe Fill & Sign — 將數位檔案或紙本文件轉換成可用電子方式
填寫、簽署和傳送的表格。
Adobe Sign — 從您的行動裝置傳送和追蹤簽名。

安全性修補程式和錯誤修正，加上每季推出全新和增強的產品
功能

Adobe Value Incentive Plan (VIP) — 訂閱授權計劃，提供簡單且安
全的管理功能、彈性的期限和大量折扣

營運支出

適用於團隊的 Acrobat Pro DC
適用於企業的 Acrobat Pro DC

適用於團隊的 Acrobat Standard DC
適用於企業的 Acrobat Standard DC

Adobe Acrobat 新舊各版本比較

Adobe Acrobat
產品比較

適用於桌面、行動裝置和網頁的領先業界 PDF 解決方案。
賦予您的團隊隨時隨地處理工作的能力。

Acrobat DC 與 Acrobat ����

產品比較

Adobe Acrobat DC 可以在簡化 IT 部署和管理作業的同時，讓您的員工輕鬆
保持聯繫並提高工作效率。

使用 PDF 進行管理與互動。

Acrobat
Acrobat Pro
Acrobat
Acrobat Pro
Standard 2017 2017 ( 永久 Standard 2020 2020 ( 永久
( 永久授權 )
授權 )
( 永久授權 )
授權 )

從電腦、行動裝置或網頁瀏覽器中，檢視 PDF 內容、與之互動並加上注釋。

存取您需要檢視、審核或簽署的文件清單，同時獲得與工作相關的詳細資訊。
當其他人檢視、審核或簽署文件或是要求您採取動作時，在各裝置收到通知。
在線上儲存、管理及共用檔案，並在各裝置上立即存取最近檢視的檔案。
在 Box、Dropbox、Google 雲端硬碟和

透過標籤式檢視，在單一視窗中開啟多份 PDF 文件。

帳戶中，存取、編輯及儲存 PDF。

選擇預設的淺色主題或新的深色主題，自訂您的 Acrobat 體驗。

在最新的觸控裝置上提高工作效率，包括 Surface Pro、iPad 和 Android 平板電腦。

o

o

o

o

o

o

o

o

•
•

•
•

•
o

•
•

•

•
•

善加利用 MacBook Pro 上內建的觸控列。

透過可輕鬆瀏覽所有差異的結果摘要，比較同一份 PDF 的兩個版本。

•

從首頁檢視中管理所有工作 — 您可以在單一位置組織、管理或搜尋所有 PDF。

建立及保護 PDF。

使用您的電腦、行動裝置或網頁瀏覽器建立 PDF。
在 Mac 版

和

線上應用程式中，建立高品質且受保護的 PDF。

從 SharePoint 或 OneDrive 工具列中，建立、合併及轉換 PDF 檔案。

將 Adobe Photoshop (PSD)、Illustrator (AI) 或 InDesign (INDD) 檔案轉換成 PDF。
透過任何提供列印功能的應用程式建立 PDF。
將文件和影像轉換成 PDF。
在常用的 Windows 版

桌面應用程式中，建立、保護和傳送 PDF。

將多份文件和多種檔案類型合併成單一 PDF 檔案。
將網頁轉換成具有完整連結的互動式 PDF。

防止他人複製、編輯或列印 PDF 中的敏感資訊。
建立受密碼保護的 PDF。

轉換或驗證 PDF 以符合 ISO 標準 ( 例如 PDF/A 或 PDF/X)。

•
•
•
•
•
•
•

建立並修正 PDF，使其符合行動不便人士的協助工具標準。
使用引導動作，以一致的方式準備 PDF。

編輯及轉換 PDF。

從電腦、行動裝置或網頁瀏覽器中，將 PDF 轉換成其他檔案格式。
在 iPhone、iPad、Android 平板電腦或支援 Android 的 Chromebook 上，編輯 PDF 中的文字和影像
以及組織頁面。
從桌上型電腦中，使用整頁段落重排功能編輯 PDF 中的文字和影像。
將 PDF 轉換成可編輯的

、Excel 或 PowerPoint 檔案，並準確保留格式設定。

將 PDF 轉換成 JPEG、TIFF 或 PNG 影像格式。
在 PDF 中插入、刪除和組織頁面。

不需要重設格式，就能建立編號清單或項目清單。

將掃描的紙本文件轉換成可立即搜尋和編輯的 PDF，而且字型與原稿相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

o

•

•

透過運用 DirectInk 技術的改良繪圖筆工具，更流暢且準確地在 PDF 中書寫和繪圖。

•
•
•
•
•
•
•
•

•
•
•
•
•

•

預檢並準備檔案，以進行高階印製。

•
•
•

使用預檢資料庫，取得設定檔、檢查和更正的自訂集。
將 Bates 編號新增至法律文件。

填寫、簽署、共用 PDF 及加上注釋。

•
•
•
•
•
•
•
•
•
•
•
•

分享 PDF 連結，讓其他人可以檢視、加上注釋或簽署，以及在收件者採取動作時收到通知。

將紙本文件或 Word 檔案轉換為可填寫的 PDF 表格。

透過智慧自動填寫功能，在電腦上快速填寫、簽署和傳送鎖定的表格。
在線上使用一個 PDF 檔案收集多人的注釋，審核者無需登入。

使用完整的標記工具組 ( 包括文字編輯、螢光標示工具和註解 )，在 PDF 中加上注釋。
從 Windows 或 macOS 電腦中，控管

在整個組織內部署及管理。

網站上基於 SharePoint 的審核。

•
•
•

•
•
•

•
•
•

•
•
•

•

•
•

•
o

•
•

o

使用網頁主控台來新增、移除、重新指派及追蹤授權；管理用戶和群組；以及設定多個管理員角色。
使用 Adobe Update Server Setup Tool (AUSST) 從本機伺服器中部署 Acrobat Pro、Standard 和 Adobe
Reader 產品及更新，以及使用 Remote Update Manager (RUM) 自動部署。
使用針對 Citrix XenApp、Citrix XenDesktop、VMware Horizon、
及
Terminal Server (WTS) 提供序號授權或指名用戶授權支援的虛擬化工具。
運用應用程式保全和沙箱技術，保護系統與資料。

使用 Acrobat 自訂精靈 DC 與 Acrobat 企業工具組，自訂功能與設定。
透過

o 表示部分功能

與 Apple Remote Desktop 進行部署及更新。

•
•
•
•
•
•
•
•
•
•
•
•
•
•

•
•
•
•
•
•

標記密文以永久移除 PDF 中的敏感資訊。

以數位方式簽署、認證和驗證文件。

•
•
•
•
•
•
•
•
•
•
•

•

將音訊、視訊和互動式物件新增至 PDF。

向其他人收集具法律效力的電子簽名，並即時追蹤回應。

Acrobat
Pro DC
( 訂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何要升級至訂閱版？

升級至 Acrobat DC 訂閱不僅
能存取最新功能，讓您根據排
程進行部署，還能夠簡化軟體
的購買、管理及部署流程，最
大幅度節省您的成本。

Sucessful Case
成功案例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是全球測試丶驗證、檢驗、查證服務的領導者，為全球公認的品質及誠信標竿。
Adobe Acrobat Pro 偕同 SGS 助台灣產業完美執行品質把關與升級。

全球與東亞檢測領導性品牌 SGS
採用 Adobe Acrobat 提供最具公信力檢驗證書
SGS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成立時間： ���� 年
員工規模： ���� 人
www.sgs.com.tw

解決方案

導入 Adobe Acrobat Pro 解
決方案。

成果

建立公正性品牌形象，在社會
議題中嚴格為客戶把關，成為
家喻戶曉的檢驗權威。
將檢驗數據快速整合，轉化成
完整、正確的檢驗測拭報告
書，大幅節省人工編輯整理時
間。

挑戰

大量的文書工作份檢驗報
告。
檢驗報告書不被竄改的正確
以及公正性。
檢驗報告龐大的內容與檔案
平均每份 ���~��� 頁。

作為全球檢驗、查證、測試和驗證領域的領導者 SGS 台灣成立於 ���� 年，在台設立
迄今已逾 �� 年之久，專業的檢驗與認證享譽國際。營業範圍包含各種食、衣丶住、
行丶娛樂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如今 SGS 在台灣擁有約 ���� 位員工與 ��
個以上的實驗室，是台灣最大與最多元化的測試機構。�� 年來 SGS 始終秉持著「積
極創新」 丶「增加客戶價值」 作為經營方針，秉持著為客戶品質把關的承諾，扮演
公正、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檢測驗證角色。
隨科技產業急遽發展，民眾對生活的物質與環境改善需求逐漸增長，加上近年來台
灣嚴重的食品安全議題 SGS 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公司、檢驗的代名飼。不斷成長的業
務量下，每年要產出的報告書量多達百萬份，報告書的產出效率及正確性是為首要
關鍵， SGS 也在檢驗、測試、驗證及査證的流程中不斷積極創新，信守履行為社會
大眾把關品質及安全的承諾。

SGS 台灣自 ���� 年便開始採用 Adobe Acrobat 解決方案，透過專業的檢測丶驗證
與分析技術，以全球最完善文書解決方案鞏固證書產出效率與價值，協助實驗室員
工加速文件產出流程，進而產出具品質且公正性的檢驗測試報告書。自 ���� 年起
SGS 更大量導入 Adobe Acrobat 至公司系統，目前已有超過三百名員工使用 Adobe
Acrobat 並為 SGS 客戶提供最值得信賴的權威認證服務。Adobe Acrobat Pro 作為文
件產出的基礎，建立了有效的數位文件管理流程。

以「唯真(TRUST)為核心價值， SGS 為客戶樹立公正標竿

自 ���� 年成立以來 SGS 已成為台灣民眾不可或缺的信賴品牌。身為檢驗行業領導者
SGS 嚴格遵守符合專業行為的最高標準，透過 Adobe 全球最佳的 PDF 解決方案，
協助客戶滿足不斷增長的安全保護數據需求和挑戰。Adobe Acrobat Pro 使用嚴格的
安全性措施，包括：加密、存取控制，協助 SGS 將認證報告的文字與圖像，轉化成
安全性 PDF 文件，確保文件的機密性和完整性。
SGS 台灣暨東亞區資深副總裁黃世忠表示： 「公司內各部門廣泛使用 Adobe
Acrobat Pro 處理重要的文件流程，尤其是第—線的實驗室相關單位更將Adobe
Acrobat Pro 視為—種高效率之工具。在檢驗報告產出後以及跟客戶確認的過程中，
文件內容不被竄改是至關重要的。透過 Adobe Acrobat Pro 的安全性，協助我們提
升品質、安全性及降低風險，為我們提升認證書的最高公信力，並持續為我們的客
戶創造更好的價值。」

全自動化報告產製流程確保報告絕對公正可信

一份精密的檢唸報告書往往在 ��� 頁至 ��� 頁，檔案編輯的流程與易用操作是影響
作業效率的重要因素。實驗室團隊完成檢驗後，利用自動化系統將數據導入，並透
過 Adobe Acrobat Pro 迅速將冗長的文件轉化為傳輸性便利的PDF文件，整個流程
中不經人工編輯，不但大幅提升高效能運作，同時也兼顧文件的品質穩定性與安全
性。
SGS 公司

電子通訊實驗室副理張俊卿表示： 「隨著 SGS 營運成長，檢驗報告產出量也不斷增
加，使用 Adobe Acrobat Pro 後節省許多人力與時間。直觀的操作讓員工們皆能輕

易上手，測試報告的傳輸便利性也是對於實墜是最重要
的環節，上百頁文件快速轉換成檔案大小適合透過郵件
寄出的 PDF 檔，過程不須經人工編輯壓縮，短短幾分
鐘即可以立即完成，省下大量的人力成本，提升作業流
程效率。」

業界最高標準無可取代的競爭力

在數位化轉型不斷加速下，消費者期望已提升至前所未
有水平。據 IDC 調查顯示 ��% 的企業認為提升文件處
理的效率將提升客戶滿意度。Adobe 數位化文件處理流
程擁有—致化的線上管理介面，並持續透過產品功能更
新及擴展合作夥伴，協助簡化及提升文件處理的程序及
效率。
Adobe Acrobat 的核心為數位體殮的安全性，不斷監控
和改進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安全保護數據需求和挑戰。透
過全球最佳的 PDF 解決方案 Adobe 使用嚴格的方法確
保文件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協助 SGS 提升認
證報告書產出效率並維持最高安全性，以保護重要認證
文件與資料吋是高營運效率，減少與人為錯誤相關的風
險，並創建直觀的端到端數位體唸。
SGS 台灣暨東亞區資深副總裁黃世忠表示： 「身為台
灣規模最大、最多元化的檢驗服務行業領導者，我們致
力成為最具競爭力和生產力的服務組織。展望未來，我
們將以成為亞太地區最佳技術驗證中心為目標，透過
Adobe Acrobat 的科技挹注，提升生產力效率與品質把
關，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卓越的系統化服務。」

「Adobe Acrobat Pro 強大的功能性工具，兼具速
度、效率和安全性，幫助我們加速工作流程，提供客
戶具備完整性、正確性並且最具公正性的服務品質。

身為台灣最具規模的驗證機構，SGS 選擇使用業界最
完善的工具。Adobe AcrobatPro 讓我們在使用 Adobe
系列解決方案時，無需再擔心文件安全性問題，不僅
簡化了作業流程，隨著公司規模成長，在營運及作業
流程中，都比以往提升了更多的效率。透過 Adobe 的
科技挹注，讓我們能持續秉持著「誠信公正」的企業
精神，為我們的客戶嚴格把關並帶來更高價值。」

台灣檢驗科技(SGS)
台灣暨東亞區資深副總裁黃世忠

什麼是 Adobe Sign ?
讓傳送及簽署更快速

輕鬆新增電子簽名讓工作保持順暢。無論單一
對象或上千名簽署者，Adobe Sign 讓員工只需
按一下即可自動啟動簽署流程，而且立即完
成。客戶在任何地方只需簡單按一下，即可簽
署文件。

快速簽署

簽署者只要按一下連結，就可以在電腦或任何行動裝置的瀏覽器中簽
署，無須下載或註冊。

深受數百萬人信賴

Adobe Sign 已處理來自全球上百萬簽署者所簽署超過 �� 億件的合
約。無論您是小型創業公司或全球性組織，Adobe Sign 都可以幫助
您的企業運作得更聰明、更快速。我們的電子工作流程實現每個部門
立即需求，橫跨您業務的每個角落。

企業級安全性與合規性

Adobe Sign 如您所希望的簡單，如您所需的安全。其已通過 ISO
�����、SSAE SOC � Type �、FedRAMP Tailored，以及 PCI DSS 的
認證。此外，可以設定或依情況使用 Adobe Sign，讓組織符合特定
產業的合規性需求，例如 HIPAA、FERPA、GLBA 和 FDA �� CFR
Part ��。

大幅縮短書面審批簽署所需的時間

在公司內部以紙本的方式來進行提案申請，到審核下來為止，往往會需要耗
費大量的時間，若簽核過程中有人因出差不在公司或是有居家辦公的情況，
可能時間還會再延長，因此透過電子簽署的方式，無論身處何方，都可以即
時利用桌機或是行動裝置收取郵件，完成簽署。

電子簽署的功能展：以公司內部審批工作流程為例

�

業 務

在填妥的申請書上，由發起人設置好各

�

業務部主管

自要簽名的位置，然後依簽核順序填入
郵件發出簽署邀請。

總 務

利用行動裝置在瀏覽器查看簽署，文檔在
簽署後將自動發送給下一個簽署者。

申請書

申請書

外出中

�

名稱> 公司名稱> 文檔標題>日期>

員工 B

下一個簽署者收到郵件之後，
同樣在文件上簽署，然後系統
將自動後送。

申請書

員工 A

>

> 等待簽名的(�)
> 發送用於簽名的(�)
簽名的(�)

第一個簽署者當收到郵件通知時，可直接

張小明
曹馬克

A有限公司
A有限公司

申請書
申請書

����.�.�
����.�.�

申請書

居家辦公

�

發起者後台管理畫面

就算在家辦公也能透過桌機或行動設備皆能隨時隨地獲
取文檔進行簽署傳送。

總經理

隨時都可以確認，每個簽署者何時開啟
文件、何時簽署、何時回覆，以利追蹤
簽署進度。

申請書

�

最後一位審批人簽名完成後提交文檔，
然後簽名文檔將會保存在文件雲中。

出差中

與傳統的紙本內部簽署工作流程比較
�日

�日

�日

�日

常常外出拜訪客戶，
要進公司才能簽署

紙本簽署
電子簽署

提出

審核

�日

�日

�日

�日

正被其他業務耽擱，
放置在待辦公文夾

審核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 日 ��日 �� 日
居家辦公期間，需要郵寄
或是親自到公司進行審批

審核

外地出差，要回到公司
才能完成簽署

決策

以往需要��天的批准業務大幅縮短至只需要 約 �天半的時間!

為什麼選擇 VIP 中的 Adobe Sign

無論對應何種裝置或組織規模，在員工和客戶的整個生命週期中都能提供卓越的體驗，同時提升業務效率。
Adobe Sign 是 Adobe Document Cloud 的一部分，能將文件流程轉變為端對端的全面數位化體驗。

Adobe Sign 是首選的電子簽名解決方案，在您日常使用的應用程式中就能使用。借助現成的 API
資源，Adobe Sign 可以輕鬆整合最常見的商業應用程式，包括 Microsoft Dynamics、Microsoft
SharePoint 和 Workday。

選擇 Adobe Sign 的主要原因
Adobe 體驗的力量

Adobe 為全球最有遠見的品牌提供助力，進而改變他們的

競爭方式。絕佳的客戶體驗是使市場領導者脫穎而出的關
鍵。只有 Adobe 能為您提供所需的一切，讓您完成設計和

傳遞卓越的體驗。

紙本流程 (如填寫和簽署合約) 會中斷與破壞良好的客戶體

驗。Document Cloud 可以幫助您將端對端的紙本文件流程
(不僅限於合約) 轉變為自動化的數位流程。

• 利用由 Adobe Sensei 提供支援的體驗 (包括 Adobe Scan
等創新技術)，讓您有更好、更聰明且更快的工作表現。

• 透過更優異的智慧功能，從員工和客戶首次接觸到整個
生命週期，都能創造出引人入勝的體驗，幫助您獲得最
佳的效率與業務成長。

• 提供客戶、員工和合作夥伴可隨時隨地在任何裝置或瀏

覽器中進行線上簽署的能力。使用 Adobe Sign，簽名和

回傳的速度可加快 28 倍。透過易於使用的視覺設計工具
與可重複使用的範本，建立自動化的簽名和審批工作流
程，藉以轉變銷售、人力資源和其他業務程序，且無需

Adobe 提供與下列項目的出色整合：
•
•
•
•
•

Salesforce
Workday
ServiceNow
SAP

•
解決方案產品系列
• 自訂應用程式
• 領先業界的 CRM、CPQ、CLM、
HR、ERP 及協作和生產力工具

卓越的投資報酬率

我們的解決方案已證實可以增加營收、提高營運效率、降
低風險、提供更好的合規性、加快簽署速度，還能改善現
有企業系統的投資報酬率 (ROI)。而且我們簡單、透明的定
價和合約絕不會有任何隱藏的費用或意外情況發生。
Adobe Sign 推動整個企業的數位轉型：

• 透過適用於企業的 Adobe Sign 與您喜愛的企業應
用程式 (包括整個 Microsoft 產品系列、Salesforce、

SAP、Workday、Nintex、ServiceNow、Apttus 、Box、

Dropbox、Google 雲端硬碟等) 的現成整合，不僅能充分
利用現有的企業投資，還能幫助您更快採用產品，且無
需編寫程式碼。

• 立即將 PDF 轉換成網頁表單，讓客戶可以輕鬆填寫並

簽名。此外，您可以完全自訂簽署體驗，以宣傳公司的
品牌。

• 利用廣泛的資源和 Adobe 的全球生態系統中的電子簽
名，達到很快的價值實現速度和業務成功。與適用於企

業的 Adobe Sign 的預建整合、API、開發人員環境、培
訓、教學課程、支援等，都無需支付額外費用。

我們不斷擴展的合作夥伴整合清單可讓您在所喜愛
的企業應用程式中享受完美無縫的簽署體驗。我們
的預建連接器是專為辨識關鍵工作流程及建構優質
的深度整合所設計，只要進行簡單的設定即可快速
運作，無需額外編程。

全球規模、安全性與合規性

自從 1993 年 Acrobat 問世後。去年，在 Adobe 產品中開啟

的 PDF 文件就超過 2,500 億份，處理的簽名交易也達到 2.5

億筆，Adobe 是安全數位化文件體驗的全球領導者。Adobe

專門的安全與風險組織可支援所有 Adobe 產品，並採用廣

泛的安全架構來指導所有開發程序。我們的解決方案由
市場領先的基礎架構供應商 Amazon Web Services 託管在六

成就一覽

2.8 至 4.2 倍
加快 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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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全球數據中心之中，旨在滿足或超出全球安全和監管
標準的合規性要求。

• 利用 Adobe Sign 的無與倫比的靈活性，遵守世界各地的電
子簽名法規，其中包括歐洲、日本和印度的嚴格要求。

我們廣泛的合規性案例包括 ISO 27001、SOC 2 Type 2、

PCI DSS 和 21 CFR Part 11，並能確保符合重要的隱私法規，

包括 GDPR、HIPAA、GLBA、eIDAS、FedRAMP Tailored 和
FERPA。

• 將現代化電子簽名的優勢與易於使用的開放式雲端數位
簽名相互結合，幫助您從現在到未來都能合乎法規。由

雲端簽名協會 (Cloud Signature Consortium) 開發，這是

Adobe 率先發起的革命性開放式標準平台。

真正的策略合作夥伴

Adobe 提供程式和生態系統來支援您的數位化轉型，包括

專門團隊、部署服務，以及讓投資發揮最大效益所需的建
議和主張。Adobe 會使用最好的實踐案例和訓練資源來指
導您的部署。

• Adobe 產品和支援專家可以與您合作解決任何問題，以及
提供您所需的幫助，無論是透過電話、聊天、自助式服務
或是線上社群。所有支援服務都包含在您的授權之中。

• 針對部署、授權和其他 IT 主題，提供全年無休的專家支
援，並且可從 Adobe Admin Console 開啟及追蹤支援案例。

• Adobe Exchange 擁有 13,000 個合作夥伴和超過 300,000 名
開發人員，可透過應用程式和服務擴展您的 Adobe 解決
方案。

570
2,500 億
85%
80 億

1.8 億

投資報酬率 (ROI)
週期時間

小時，每位用戶每年
可節省的時間

小時，每位管理者每年
可節省的時間
份開啟的 PDF

財富美國 1000 強
筆處理的電子和數位簽名

份使用 Adobe Scan 應用程式
建立的掃描文件

證實結果

使用 Adobe Sign 可獲得 420％ 的投資報酬率，
簽署時間加快 28 倍。

「 e Total Economic Impact of Sign」(Sign 的整體經濟影響 )，這
是 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Adobe 於 2019 年 8 月所做的研究報告

美金680萬元

� 年間節省的成本

美金�元

每筆交易節省的費用

��%

降低的落客率

�.� 小時

每位用戶每筆交易節省的時間

美金��萬元

每年節省的 紙張成本

Adobe Sign 產品比較

Adobe Sign
產品比較

強大、廣泛且易於使用的功能集，可協助您更快速完成重要文件和合約的簽署作業。
讓您更快完成文件簽署，也提供表格範本和大量傳送等其他進階功能，以及企業級功能。

適用於
商業
客戶的
Adobe Sign

適用於
企業的
Adobe Sign

•

•

•

•

•

•

•

•

•

•

•

•

•

•

•

•

Acrobat DC
中的
Adobe Sign
要求電子簽名
提醒及通知

主要功能

品牌化

管理用戶和群組
自助式網頁表格
線上付款

增強式電子簽名驗證
預先整合
語言

自訂和最佳化

共用文件庫
大量簽署
進階表格

增強式電子簽名驗證
進階角色和傳送路線
工作流程設計工具
進階語言支援

Google 雲端硬碟

整合

Box
Dropbox
預先整合

首選

API

管理

安全性認證

自訂應用程式體驗
企業支援
單一登入
帳戶委派
準備表格
簽名

當面簽名

核心功能

追蹤與管理
保存記錄

在行動裝置上掃描及簽署
跨裝置簽名擷取

手寫簽名工作流程
數位簽名
印章

簡單的電子簽名驗證

使用網頁或行動應用程式傳送文件，讓收件者能夠隨處在任何裝置上進行電子簽名。
隨處追蹤回應、取得電子郵件通知，以及傳送提醒。

輕鬆新增標誌、標語和關鍵訊息，建立品牌化的簽署體驗。
管理使用中的用戶，定義特定於用戶群組的設定。

在您的網站上發佈可簽名的表格，好讓訪客能夠輕鬆地簽署合約。

就在客戶透過 Braintree 帳戶填寫並簽署表格時，收取付款，包括合約費用、捐款和線上訂單等款項。
要求簽署者輸入傳送到其手機的一次性驗證碼，或使用知識型驗證。*
透過 70 多個評價最高的整合 ( 包括
快速地將電子簽名新增至您的商業應用程式。

與 Dynamics、Salesforce、Workday、ServiceNow、Ariba 及

，

總共有 34 種語言版本可供寄件者和簽署者選擇。

•
•

儲存常用文件和表格做為可重複使用的範本，並與整個團隊共用。

使用 Mega Sign 工具可傳送同一份文件給許多人，讓每位收件者都獲得一個要簽署的個人化版本。
為表格加入進階計算、條件式邏輯和超連結等功能。

要求簽署者輸入傳送到其手機的一次性驗證碼，或使用知識型驗證。*

•

•

•

•

•

•

•

•

•

•

精準控制業務流程，將簽署和審批及各項協作步驟自動化，如表格填寫、傳送給經認證的收件者等。

•

使用視覺化設計工具來建立工作流程範本，以便推動一致、防止錯誤的簽名流程。

•

寄件者可使用其他語言索取簽名。

直接從

•

、Outlook 或 PowerPoint 傳送文件以索取簽名。†

•

直接從 Google 雲端硬碟傳送文件以索取簽名。‡

直接從 Box 傳送 PDF 和 Word 文件以索取簽名。

直接從 Dropbox 傳送 PDF 和 Word 文件以索取簽名。

透過評價最高的整合 ( 包括 Salesforce、Workday、ServiceNow、Ariba、

Adobe Sign 是

•

•

•

•

•

•

•

•

•

•

等 )，快速地將電子簽名新增至您的商業應用程式。

•

企業產品系列的首選電子簽名解決方案，包括 SharePoint、Dynamics、Teams、Power Automate 和 Power Apps。

•

使用完整的 API，將電子簽名流程內嵌到您的自訂商業應用程式中，並且自動更新後端系統中的資料。
Adobe Sign 已通過 ISO 27001、SOC 2 Type 2 以及 PCI DSS 的認證。

•
•

針對安全性、驗證、傳送頁面體驗和其他項目，微調預設設定。

針對授權和其他 IT 主題，提供全年無休的專家支援，並且可開啟和追蹤支援案例。
讓用戶使用現有的 Federated ID 登入。

•

•

•

•

•

•

•

•

將帳戶檢視、傳送或修改權限委派給其他人，例如當某人休假或離職時。

使用 Adobe Sensei 智慧引擎，自動在文件上新增簽名和商用欄位後再傳送，或是建立自訂的表格欄位。
讓接收者按一下連結就可以開啟文件進行簽署，無需下載或註冊。
使用 Adobe Sign 行動應用程式向他人當面索取手寫簽名。
隨處追蹤回應、取得電子郵件通知，以及傳送提醒。

安全地儲存已簽署的文件和稽核記錄，並且自動將副本傳送給所有當事人。

使用行動裝置的相機，拍攝紙本文件並轉換成清晰的電子文件，然後再傳送給他人進行簽名。
在無觸控功能的電腦上進行簽署時，透過傳送簡訊到行動裝置，即可輕鬆加上手寫簽名。

列印、簽署、掃描並回傳文件，不必使用傳真機。就算是使用手寫簽名，也能確保電子簽署的準確性、真實性與可稽核性。
符合最嚴苛的簽名法律和規範。簽署者可使用憑證式數位 ID，利用桌面或雲端的數位簽名來驗證其身分。

讓參與者在您的文件或表格上加蓋顯眼的商用印章，例如「已查收」印章或公司封印，或是日本的個人化 Hanko 印章。
傳送電子郵件以邀請他人簽署，還可要求先輸入密碼再簽署。

* 知識型驗證僅於美國境內提供，需額外收費。
†
需安裝
的免費增益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從 G Suite Marketplace 安裝適用於 Google 雲端硬碟的 Adobe Acrobat 免費增益集。
雲端的數位簽名僅可在適用於商業客戶的 Adobe Sign 和適用於企業的 Adobe Sign 中使用。

Adobe Sign for EDU

Sucessful Case
成功案例

數位簽名
在教育界佔有一席之地。

Adobe Sign 能完成哪些工作，以及您現在為何認為這
款軟體有用?

Adobe Sign 以適用於表單、簽核及認證文件的全自動化數位文件流程，取代了傳統
的紙本流程。該產品讓我們得以在學校文件上使用數位(或電子)簽名。運用 Adobe
Sign ，今年們已將簽名數位化用於註冊、通知、家庭聯絡簿，以及所有我們與家長
交流的行政文件。

Adobe Sign 給貴校帶來哪些效益? 對學生家長呢?

我們已大幅簡化本校行政團隊、內勤職員及教師的簽名流程! 在我們的工作中，真正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主要依靠學生交回自己的家庭聯絡簿。學生要老師催繳才交回
聯絡簿。過去通常是郵寄方式通知，所費不貲。自�月學生開學起，除非家長拒絕，
否則我們已數位化所有成績單、營養午餐發票及家庭聯絡簿，如同我們先前對遠距
學習系統的成績與家庭作業所作的改革。

學生家長無須訂購 Adobe Sign 應用程式就能簽名，這點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智慧
型手機也能簽名，無須印表機或掃描器。

Juliette Desmarey 是位於法國
Auvergne-Rhône-Alpes 地區一
K-�� 學校的校長。她任職的學校
最近訂購了Adobe Creative Cloud
教育版和 Adobe Sign 。最初，擔
任教職人員角色的她並不清楚
Adobe Sign 將如何協助她推動工
作，但在使用軟體後，她很快就
發現其中的效益。

現在這點重要嗎?

最近因為疫情的緣故，這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功能。我們仍讓學生到教室上課，也繼
續與學生家長交流但盡可能減少接觸以免傳播病毒，即便是透過紙張。此外，自
����年�月起，本校正致力於推動環保。採用 Adobe Sign ，我將可省下大量的紙張
與減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Adobe Sign 提供教育界顯而易的效益!
需要在文件上簽名的家長、學生及供應商等均無須自備
Adobe Sign 。 他們只要有一台 PC 或智慧型手機和網
際網路連線。

操作很簡單但功能很強大，可讓您立即將 PDF 或 Word
文件轉換成網頁形式、在法律文件上簽名等等。

無論貴校是僅有一名組長的小學或大型的學院或大學，
您都可以選擇適合自身需求的 Adobe Sign 套裝軟體。
若您想要將電子與數位簽名融入日常應用程式中，
Adobe 亦有解決方案。 價格十分經濟實惠，沒有額外
或隱藏成本。
僅需一個季度，您的投資即可看到回報。

這些簽名合法嗎? 以 Adobe Sign 取得的簽名簿僅具法律效力，也符合歐盟法規(elDAS)及國際法。

Adobe Sign
台灣法規

Adobe Sign 法規

各國的簽名法各有差異，但是大多依循著相同的基本原則。
可確保您的組織無論在何處皆可符合當地的電子簽名規定，並同時不違背您的內部政策。

Overview
The use of electronic and certificate-based digital signatures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contracts relating to ecommerce. Under Taiwanese law,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is valid and has the same enforceability as a traditional “wet” signature if it meets the legal
requirements for validity and isn’t subject to any exemptions.
The use of electronic and digital signatures is mainly governed by Taiwan’s Electronic Signature Act and its
Enforcement Rules,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from relevant authorities. The Act adopts the
general term “electronic signature” as the basis of the legislation; a “digital signature” is a type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To be legally effective,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must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Content integrity : the content of an electronic document signed with an electronic or digital
signature must not be tampered with, altered or changed without the signatory’s authorization.
2. Subsequent reference : an electronic document signed with an electronic or digital signature must
remain accessible for subsequent reference by the parties to the document.
3. Mutual consent : the counterparty must consent to the method of signing.
4. Non-exempt : the use of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is not prohibited by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5. Other requirements :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at their discretion, require that certain technology be used, or procedures followed.
A legally effective digital signature must meet two more requirements:
6. Qualified by the certificate authority : the digital signature must be qualified by a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certif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whose certification practice statement i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7. Valid certificate : the certificate must remain valid and the digital signature not used beyond its
registered scope of use.
In general,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enforceability or admissibility of digital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s.
There are no documents or agreements that can only be signed electronically using a digital signature.
Judges ar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surrounding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Act. The Taiwan courts tend to
uphold the validity of documents signed with an electronic or digital signatur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Transacting with public sector entities
There are no special requirements or restrictions for using digital 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with government
entities in Taiwan. Howev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require that particular technology or
procedures be followed. The possibility also exists that the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y may add special
requirements or restrictions for using digital 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with government entities.
Use cases that generally require a traditional signature
In Taiwan, there are several use cases that generally require a traditional “wet” signature. Additionally,
certain competent authorities may issu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signatures for certain documents or procedures.
詳細介紹

電子簽章法

The following is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industry specific guidelines that outline which documents and use

cases can utilize electronic signatures and which are exempted.
1. For legal proceedings:
1.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Judicial
Yuan, in general, the document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instance
of civil proceedings, (such as the indictment, the preparatory
pleadings, the pleadings, the summary of the dispute, the change
of the complaint, the petition, the statement, the withdrawal of
the pleadings, the petition of appeal) may be signed electronically.
2. However,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exempted from the use
of an electronic signature:
a. Documents regarding public summons.
b. Power of attorney or withdrawal of power of attorney.
c. Documents that involve the privacy or business secret of the
party and cannot be inspected, copied or photographed.
d. Motion for perpetuation of evidence preservation or suspension of the civil compulsory execution.
e. A written oath annexed to the pleading.
2. For business of bank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and futures:
1.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certain documents are
exempt from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Act. Below are a few critical
examples:
2. A written commitment to the bank offering certain property as
collateral and agreeing not to encumber the property by
mortgage or pledge to a third party issu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resolution of a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in
connection with extension of loans.
3. For the merg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merger agreement
and documents objecting to the merg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 The termination of an insurance contract proposed by the
insur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artial loss of subject matter
insured.
5. A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in relation to death which has been
entered into by a third party.
6. Where a shareholder of a company processes shareholder
services or exercises other related rights in writing, the requirement of a traditional wet signature or chop (i.e. seal) cannot be
substituted with an electronic or digital signature.
7. The relevant documents made where a shareholder puts stock in
pledge.

9. The relevant documents regarding solicitation of proxies for
attendance a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3. For witnessing:
According to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Fa-Lu-Tzu No.0910800139), notaries have the authority to
notarize juristic acts and facts related to private rights or to attest
private documents. However, the notarial deeds or deeds of
attestation may not be generated in electronic form and shall not be
signed or executed electronically.
4. For instruments regarding family law or wills: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Fa-Lu-Tzu No.0910800139) requires that instruments regarding
family law, such as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marriage, an agreement
regarding a prefix of the surname of the spouse, a contract for the
holding of matrimonial property, an agreement of adoption, wills and
the attachment thereto, and instruments related to inheritance, may
not be generated in electronic form and must not be signed or
executed electronically.
5. For documents related to real estate:
If a contract is made for the creation, transferring, or altering of rights
over the real property, such contract and the notarial deeds thereto
may not be generated in electronic form and shall not be signed or
executed electronically.

Note:
Disclaimer: Information on this page is intended to help
businesses understand the legal framework of electronic
signatures. However, Adobe cannot provide legal advice. You
should consult an attorney regarding your specific legal
questions. Laws and regulations change frequently, and this
information may not be current or accurate.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Adobe provides this
material on an "as-is" basis. Adobe disclaims and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this
material,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representations, guarantees or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accuracy.

Adobe Acrobat
終止支援

終止支援 Adobe Acrobat Classic ����
我們原本預計於 ���� 年 � 月 � 日終止支援。
Acrobat Classic ���� 支援服務延期至 ���� 年 � 月 � 日終止。

如同 Adobe 支援生命週期政策聲明所示，Adobe 會提供從 Adobe Reader 和 Adobe
Acrobat 正式運作日期起算的五年產品支援。根據此政策，我們原本預計於 ���� 年
� 月 � 日終止支援 Adobe Acrobat Classic ���� 和 Adobe Acrobat Reader Classic
����。
註解：

為了提供重要客戶最理想的支援，Acrobat Classic ���� 支援服務延期至
���� 年 � 月 � 日終止。

終止支援

終止支援意指 Adobe 不再針對產品或產品版本的所有衍生項目 (本地化版本、微幅
升級、作業系統、小數點與二位小數點版本，以及連接器產品) 提供技術支援，包括
產品和/或安全性更新。

建議

Adobe 強烈建議您更新至最新版 Adobe Acrobat DC 和 Adobe Acrobat Reader
DC。將安裝項目更新至最新版本後，您便可使用最新的增強功能，並受惠於強化的
安全性措施。

最適合我的 Acrobat DC 購買選項為何？

訂閱方案是使用 Acrobat DC 所有功能的最佳方式。全新的年度和逐月訂閱計劃讓
Acrobat DC 的價格更加優惠無比，同時還可以讓您存取進階的 Adobe Document
Cloud 服務。

詳細介紹

Adobe Acrobat DC 軟體系統需求

適用於: Acrobat Pro DC、Acrobat Standard DC
上次發佈： ���� 年 � 月 �� 日

以下系統需求適用於 Adobe Acrobat Pro DC 軟體。系統需求會隨著每次軟體更新而變更，請參閱您軟體版本適用的
發行說明，以取得支援的作業系統和瀏覽器的最新資訊。

Windows

Acrobat Pro DC、Acrobat Standard DC

作業系統

Windows �� (�� 位元和 �� 位元)、Windows �, �.� (�� 位元和 �� 位元)†、Windows � SP� (�� 位元和 �� 位元) 或

處理器
RAM

硬碟空間

螢幕解析度
瀏覽器

Intel® 或 AMD 處理器；�.�GHz 或速度更快的處理器

Windows Server - ���� R� (�� 位元)、���� (�� 位元)、���� R� (�� 位元)†、���� (�� 位元) 或 ���� (�� 位元)
�GB RAM

�.� GB 的可用硬碟空間
����x��� 螢幕解析度

Internet Explorer ��、Firefox (ESR) (選用)、Chrome (選用)
視訊硬體加速 (選用)

顯示卡

*Acrobat ���� 不支援 Windows � SP� (�� 位元和 �� 位元) & Windows Server - ���� R� (�� 位元)

MacOS

Acrobat Pro DC

處理器

Intel 處理器

RAM

�GB RAM

作業系統
硬碟空間

螢幕解析度
瀏覽器

macOS v��.��、macOS v��.��、macOS v��.�� 或 macOS v��
�.��GB 的可用硬碟空間
����x��� 螢幕解析度

Safari ��.� 或 ��.� (�� 位元 Intel 處理器才支援 Safari 瀏覽器外掛程式)

*Acrobat Standard DC 不提供 macOS 版

詳細資訊

Acrobat 和 macOS �� Big Sur
相容性

Adobe Sign 系統規格

放心推動紙張數位化。

無論您需要掃描、編輯還是傳送文件以供簽署，Adobe Document

Cloud 應用程式和服務都能助您一臂之力。還能以最簡單且最具智慧
的方式隨處完成工作。

Adobe專業代理

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Weblink International Inc.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號�樓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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