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 轉檔法寶
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
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

進行安裝前，用戶必須到 "http://www.welldevelop.com/register/" 登記用戶資料及產品序號，登記後
會列出一個啓動序號 (請保存此啓動序號作日後安裝之用)，如你有提供電郵地址，系統會自動寄出
啟動序號到你的電郵地址。 啓動序號由 AnyBizSoft 發出，證明隨證書包裝附上的「PDF 轉檔法寶」
程式可供一部電腦合法使用。
客戶服務支援證書序號由 Well Develop International Ltd. 發出，登記後可以免費享有 90 天電話熱線
及電郵支援服務。（香港地區以外客戶的長途電話費用由客戶承擔）

總代理：Well Develop International Limited
香港熱線： (852) 26 222 000
電郵支援：support@nextoffice.net

1.《
《PDF 轉檔法寶》
轉檔法寶》
《PDF 轉檔法寶》是一個易於上手的程式，一個專為 PDF 格式的文件轉換為 Microsoft Word 文檔
(.doc 和 .docx) 或 Powerpoint 文檔 (.ppt 和 .pptx) 或 Text 文字文件 (.txt) 的工具。只需按一個按鍵，便
能輕易的把唯讀的 PDF 檔案轉換成可修改的 Word 文件文檔或 Powerpoint 檔或 Text 文字文件檔。
轉換成的 Word 文件檔案或 Powerpoint 文檔，可高度保留原檔的頁面佈局、文字內容及圖片。
《PDF 轉檔法寶》可同時間轉換最多 10 個 PDF 檔案，另外，你亦可在轉換時選取 PDF 檔內的某一
頁碼。

2. 安裝 《PDF 轉檔法寶》
轉檔法寶》
2.1 系統需求︰
系統需求︰
請確保安裝前系統滿足以下需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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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XP/Vista/7
Microsoft Word 2003/2007/2010
Intel Pentium Processor IV 1 GHz 或以上 (建議 Pentium 4 2.4 GHz 或以上)
1 GB RAM 或以上
100 MB 硬盤可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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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裝
安裝前建議你關閉所有其他應用程式。 將《PDF 轉檔法寶》安裝光碟放進電腦光碟機便會自動執行
安裝程式，如沒有自動執行安裝，可進入「我的電腦」，雙按光碟機的代號，打開光碟機的內容，
雙按 Setup 程式進行安裝。 (圖 2.1)

圖 2.2

圖 2.1

在《PDF 轉檔法寶》歡迎安裝畫面中，閱讀「軟體許可證協議」畫面 (圖 2.2) 中的全部訊息內容
後，點選「我接受協議合約中的條款」，便可按「下一步」，再根據提示完成安裝。

2.3 解除安裝
《PDF 轉檔法寶》將被安裝在 XP 此預設路徑「C:\Program Files\AnyBizSoft\PDF Converter」或
Windows 7 此預設路徑 「C:\Program Files (x86)\AnyBizSoft\PDF Converter」。 根據以下步驟從電腦
中解除安裝 《PDF 轉檔法寶》 :
1.
2.
3.
4.

選擇功能表 「開始」 → 「我的電腦」→「控制台」→ 「新增或移除程式」 。
從清單中選擇 《PDF 轉檔法寶》或 AnyBizSoft PDF Converter 。
按下「新增或移除」按鈕。
根據提示完成解除安裝。

你也可以利用以下步驟解除安裝：
選擇功能表「所有程式」→ 「AnyBizSoft」→「PDFConverter」→「缷載 PDF 轉檔法寶」。

2.4 登記
在《PDF 轉檔法寶》下按《登記》按鈕（圖 2.3）， 在對話方塊（圖 2.4）輸入授權電郵以及序號再
按《確定》(需上網進行登記註冊取得序號)。

圖 2.3

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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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步驟
利用《PDF 轉檔法寶》轉換你的 PDF 文檔至其他格式非常簡單，當你啟動《PDF 轉檔法寶》後，
你可以看到以下用戶介面（圖 3.1）。上方會有三個按鈕分別代表將 PDF 轉換為 Word（圖 3.1）或
將 PDF 轉換為 Powerpoint（圖 3.2） 或將 PDF 轉換為 Text 格式（圖 3.3），請在上方按鈕選擇你想
轉換的格式。

圖 3.1

轉換 PDF 至 Powerpoint 或 Text 文檔
當你啟動《PDF 轉檔法寶》後，請在上方選擇將 PDF 轉換至 Powerpoint (圖 3.2) 或 Text (圖 3.3) 介面
後，加入 PDF 後按轉換便可。

圖 3.2

P.4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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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在下面工具欄中你可以找到四個圖示，代表不同工作。
按《加入檔案...》加入 PDF 檔案。
長按著 shift 按鈕用滑鼠點選多個 PDF 檔案，然後移除錯誤加入的檔案。
按《移除》從清單目錄中移除錯誤加入的檔案。
按 《清除》移除所有匯入的檔案。

•

右邊

•

右邊

按鈕下你可以選擇以登記序號註冊。
按鈕下你可以打開說明文檔。

以下我們簡介不同步驟 ︰

匯入 PDF 檔案
按下《加入檔案...》按鈕（圖 3.1）加入PDF檔案。新增檔案的資料會顯示在清單中。資料包括：
檔案名：

被加入檔案的名稱。

大小：

每個被加入檔案的估計容量大小。

總計頁數：

被加入檔案的頁數。

選取頁數：

選取轉換的頁數。

狀態：

轉換狀態。

圖3.4

在清單目錄中匯入檔案，按鼠標右鍵顯示以下快捷鍵功能表（圖 3.4）：
加入：

加入 PDF 檔案按鈕加入更多 PDF 檔案。如果清單目錄已經有 10 個檔案，你就不可
以再加入更多檔案。

移除：

從清單目錄中移除錯誤加入的檔案。

清除：

移除所有匯入的檔案。

開啟 PDF：

開啟預覽匯入 PDF 檔案內容。必須要先安裝 Adobe Reader 來開啟 PDF 檔案。

轉換受保護的 PDF 檔案
如果你匯入受密碼保護的 PDF 檔案，程式會載入該檔案並顯示以下資訊。按鎖上符號 （圖 3.5）或
在受保護檔案上按鼠標右鍵彈出功能表再選 解鎖 。在彈出對話框中輸入密碼（圖 3.6），然後頁數
會顯示在 總計頁數 欄上。如果你不輸入密碼，頁數會顯示為未知數，轉換期間程式會跳過該檔
案。

圖 3.6

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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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轉換指定頁數
如果你想轉換 PDF 檔內的指定頁數，請按 選取頁數 欄位，並輸入你想轉換的頁數（圖 3.7）。

圖 3.7
建議： 輸入文件的頁數及/ 或頁面範圍，並以逗號來分隔。如：輸入 1,3,5-12,20-32，這樣輸出的
Word 檔案只會包含這些頁碼。

安排轉換優先順序
程式從會清單目錄中由第一個檔案開始逐個轉換 PDF 檔案 。在轉換以前你可以上下拖拉檔案變換
檔案的優先順序。

設定輸出目錄
這裡有 2 個選項來儲存輸出檔案（圖 3.8）。

圖 3.8
選取第一個選項來設定輸出目錄為輸入檔案的同一資料夾內。 你亦可自訂一個資料夾來儲存輸出檔
案。預設的資料夾為「我的文件」。

客戶支援
購買《PDF 轉檔法寶》可享有長達 90 天無限次的電話和電郵技術支援。用戶如有任何疑問，請在
辦公時間致電︰
威寶拓展國際有限公司
熱線: (852) 2622 2000
傳真: (852) 2622 2399
電郵: support@nextoffice.net
網址: http://www.nextoffice.net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9:30 AM 至 5:00 PM (GMT+08:00) （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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