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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申請[自動安裝精靈]-安裝設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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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  

使用[自動安裝精靈]同時安裝E-SET 、HTML2PDF及WORD 增益集，簡化分別安裝的程序。 

 

 轉檔工具(html2pdf 或 WORD 增益集)的適用情形 

 [WORD 增益集]的適用情形： 

1. Windows XP(不支援連網功能)、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2. Office word 2007／2010／2013／2016／2019 之版本（含 32bits 與 64bits 版本）。 

3. 建議使用正式版 Office 程式安裝。若是使用(1)隨機版(買新電腦時隨機附贈的 Office)或(2)隨

機版輸入序號成為正式版，則可能無法正常使用電子申請 WORD 增益集。 

 [html2pdf]的適用情形： 

1. Windows XP(不支援連網功能)、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2. Office word 為 2003 版或使用 OpenOffice。 

 [E-SET]的適用情形：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安裝步驟(請依序執行)： 

1. 請先確認作業環境及如下程式是否正確安裝: 

作業系統 必要套件(須先自行安裝) 

Windows XP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 版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Windows 7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2 版或以上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Windows 8 WINDOWS 8 使用者請勾選[控制台]內[開啟或關閉 Windows 功能]中

[.NETFramework]相關項目。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17718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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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為 4.6.2 版或以上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Windows 1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2 版或以上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Office word 版本 必要套件 

Office 2007 須先自行安裝： 

1. Office 2007 如無法另存 PDF 檔案，則須另外安裝[2007 Microsoft Office 增益

集：Microsoft 另存 PDF 或 XPS 檔]套件，請點選以下網址下載安裝。

(Office 2010 及 2013 已內建此功能，無須再安裝) 

https://tiponet.tipo.gov.tw/downloads/module045/SaveAsPDFandXPS.exe 

2. Office 2007 需更新至 SP3，如為 SP2 以下版本，請點選以下網址下載安裝

[2007Microsoft Office 套件 Service Pack 3 (SP3)]。 

https://tiponet.tipo.gov.tw/downloads/module045/office2007sp3-kb2526086-fullfile-

zh-tw.exe 

「無須」自行安裝－自動安裝精靈會自動安裝 Visual Studio 2010 Tools for Office 

Runtime(VSTO)：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48217 

Office 2010 「無須」自行安裝－自動安裝精靈會自動安裝 Visual Studio 2010 Tools for Office 

Runtime(VSTO)：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48217 

Office 2013、 

Office 2016 

無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53344
https://tiponet.tipo.gov.tw/downloads/module045/SaveAsPDFandXPS.exe
https://tiponet.tipo.gov.tw/downloads/module045/office2007sp3-kb2526086-fullfile-zh-tw.exe
https://tiponet.tipo.gov.tw/downloads/module045/office2007sp3-kb2526086-fullfile-zh-tw.exe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48217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4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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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確認環境及程式已安裝，則進入 e 網通，至新電子案件申請系統下載頁面，點選如下圖紅框

處，進行程式下載。 

  

 

2.1.點選後請先下載至使用者方便管理之資料夾，再進行如下操作。 

 

2.2. 下載後檔案如下圖， 

請先對此ZIP檔案點選滑鼠右鍵>>【內容】，於【一般】頁籤中最下方有個【解除封鎖】的選項，將

其選項勾選起來>>點選[套用]>>[確定]，再使用解壓縮程式進行解壓縮，產生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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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點選資料夾 Auto_Setup-1.0.0，再點選至資料夾 Auto_Setup 資料夾，可看到程式檔案 。 

 

 

2.4.進入程式根目錄，點選「Setup.exe」，再參考安裝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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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Setup.exe 

 開啟安裝畫面如左圖。 

 點選「下一步」，進入下一個

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系統檢查使用者之 Office 版

本 

 並自動安裝 VSTO，畫面如

左圖。 

 點選「下一步」，進入下一個

操作步驟。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

個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3. 自動安裝步驟 (安裝前請先關閉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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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提示使用者將安裝的軟體 

 使用者可勾選要安裝的軟體，及

要安裝的路徑，畫面如左圖。 

 使用環境如為 Office 2007(含)

已上版本，建議安裝 1、2、3。 

 使用環境如為 Office 2003 版

或 OpenOffice，建議安裝 2、3。 

 點選「下一步」，進入下一個操作

步驟。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個操

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離開

操作步驟。 

 進入下載頁面，分別提示

Html2PDF 及 E-SET 下載進

度。 

 系統開始進行下載，在下載

完成前，無法進行「下一

步」。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

個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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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完成後，使用者確認

後，再點選「下一步」，進入

下一個操作步驟。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

個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系統開始進行安裝，在安裝

完成前，無法進行「下一

步」。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

個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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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完成後，始可點選「下

一步」，進入安裝完成畫面。 

 點選「上一步」，可回到上一

個操作步驟。 

 如欲取消，可點選「取消」，

離開操作步驟。 

 安裝完成，提示使用者勾選

之軟體已經完成安裝。 

 點選「完成」，結束安裝精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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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TIPOHtml2Pdf] 資料夾加入 word 的信任位置。  

開啟 office word，點選[檔案] / [選項] / [信任中心] / [信任中心設定]/[新增位置]， 

將電子申請 WORD 增益集的安裝資料夾(即 TIPOHtml2Pdf 之資料夾)加入信任位置，並勾選[同時信任

此位置的子資料夾]。 

 

例如：如您 html2pdf 之資料夾路徑為[D:\Tipo\TIPOHtml2Pdf]，請將[D:\Tipo\TIPOHtml2Pdf]加入 word

的信任位置，並勾選[同時信任此位置的子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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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開啟 office word，即可看到[智慧局增益集]之頁籤 

 
 

  



13 
 

 安裝問題FAQ： 

（請點選以下連結參閱） 

我已經依照增益集安裝文件進行安裝，但開啟WORD時仍未出現【智慧局增益集】的頁籤，應如何

解決？ 

 

已安裝智慧局增益集，為何點選word的[智慧局]頁籤之[商品類別]/圖式製作小工具]沒有反應，應如

何解決? 

 

使用Office Word2007/2013/2016家用版，增益集已經依照文件進行安裝，轉檔仍失敗?錯誤訊息為

「word轉.htm或.pdf時發生異常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COMException (0x800A1066):指令失

敗)」，應如何解決? 

 

先前已安裝過增益集了，重新開機後增益集頁籤就消失了，應如何解決? 

 

 

查詢 更多 FAQ…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74980-b810a-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74980-b810a-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9-994cd-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9-994cd-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7-d4ffb-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7-d4ffb-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7-d4ffb-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cp-206-658448-83333-1.html
https://www.tipo.gov.tw/tw/lp-20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