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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根據第三章所使用「文獻資料分析法」、「內容分析法」與

「深度訪談法」三種研究方法獲得研究結果。在分析時，根據訪談研

究分析國內八個政府機關之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情形綜合探討。 
 
 

第一節  問卷研究分析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為國內八個政府機關，共計有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研考會、行政院證期會、教

育部、檔案管理局、台北市政府秘書處、台北市大安區公所等八個政

府機關，針對八個機關現行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作法，實地進行深度

訪談。 

訪談對象皆為該單位檔案管理及資訊人員共同填答。本問卷針對

政府機關目前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作法，設計出二部份問卷，其一為

電子文件管理現況調查，問卷問題分別為：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典

藏之電子文件數量、何時開始典藏電子文件、電子文件典藏空間、電

子文件管理準則及施行辦法、電子文件管理流程、專責管理電子文

件、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等問題。 

  第二部份為電子文件鑑定情形，問卷問題分別為：電子文件鑑定

標準、電子文件鑑定工作程序、電子文件鑑定時程、電子文件鑑定人

員、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人員背景、電子鑑定與紙本鑑定之差異、電

子鑑定後續處理等問題。 
 
一、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 
 
  在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方面，針對訪談之八所政府機關目前各單 
位現行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調查，各單位電子文件類型多以電子公文 
製作系統及公文管理系統為多。較特殊的單位為文建會還典藏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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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料庫電子檔、教育部尚有紙本數位影像檔、檔案局有主題網站 
資料，詳細列表如表５－１所示。 
 

表５－１典藏電子文件類型 
 

單    位 
電   子   文   件 

類   型 
備註 

文建會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 

國家文化資料庫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文管理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交通部) 

 

行政院研考會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 

 

證期會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 

 

教育部 

電子公文系統 

索引檔 

影像檔 

 

檔案局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 

主題網站資料 

 

北市政府秘書處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交換系統 

 

大安區公所 公文系統、公文交換系統  

 

 

二、典藏電子文件之數量 

    在電子文件之數量統計方面，因各單位計量單位不一，因此就目

前現有各單位電子文件之統計量(以件或存儲容量為單位)呈現，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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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無法提供確定之筆數，而有些單位也由於電子文件典藏於不同的

主機系統，因此很難提供確定之統計量。因此本項目採取筆數量容量

數混合統計呈現。各單位典藏之電子文件數量如表５－２所示。 

表５－２典藏電子文件之數量 

單    位 電   子   文   件   數   量 備   註 

文建會 共計 4 萬多筆公文  

公共工程委員會 總計 3.9GB  

行政院研考會 自民國 88 年新系統，每年產生近 3 萬件公文  

證期會 總量約為 329MB  

教育部 Tiff 影像資料，共計 950 片光碟  

檔案局 主題網站資料容量尚未統計  

北市政府秘書處 
於多處 Server 及 Disk Array 資料庫型態

不同，難統計

大安區公所 

民國 89-91 年：委外開發系統共計 428.1mb 

民國 92 年 1 月：台北市政府系統由北市政府

管理 

92 年由市政

府管理統計

數據 

 

 

三、電子文件典藏之歷史 

  在電子文件典藏歷史方面，主要針對各政府機關公文管理系統及

電子文件管理系統開放之時程，由資料顯示各單位大都於民國 89 至

90 年間進行公文管理新系統的開發。其中台北市政府秘書處及其下

屬之大安區公所，都於民國 92 年度整合公文管理系統，發展成為主

從管理架構。各單位電子文件典藏歷史資料如表５－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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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電子文件典藏歷史 

單    位 電子文件典藏歷史 備   註 

文建會 民國 90 年 6 月開始：電子公文系統  

公共工程委員會 

民國 84-85 年：Foxpro 公文資料庫 

民國 86-90：檔案系統 

民國 90-：公文製作系統 

 

行政院研考會 
民國 85-88：公文管理系統 

民國 88 年：整合式研考會公文管理系統 

 

證期會 

民國 82 年開始電子化 

民國 83-89：公文管理系統 

民 90.1 開始新系統開發 

 

教育部 
民 82：公文管理系統 

民 84.8 進行檔案數位化掃瞄 

 

檔案局 
民國 89 年：公文管理系統 

民國 90 年開始典藏主題網站資料 

 

北市政府秘書處 
民國 89 年 9 月：公文系統(委外設計) 

民國 92 年：整合台北市政府公文管理系統 

 

大安區公所 

87-89 年：捷運局系統 

89-91 年：委外開發系統 

92 年 1 月：台北市政府系統由北市政府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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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藏電子典藏空間 

  針對各單位電子文件典藏空間，除大安區公所分存於檔案室及電 
腦機房外，其餘七所單位皆將產生之電子文件儲存於電腦室機房。各 
單位電子文件典藏空間如表５－４所示。 
   

表５－４電子文件典藏空間 

 

單    位 非集中存放 集中存放 存放地點 備   註 

文建會  ◎ 電腦機房  

公共工程委員會  ◎ 電腦機房  

行政院研考會  ◎ 電腦機房  

證期會  ◎ 電腦機房  

教育部  ◎ 電腦機房  

檔案局  ◎ 電腦機房  

北市政府秘書處  ◎ 電腦機房  

大安區公所 ◎  檔案室、機房  

 

 

五、是否制定相關電子文件管理準則及施行辦法 

  八所受訪單位之電子文件管理準則，主要依循檔案局訂定之「檔 
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受訪單位中僅大安區公所及北市政府秘 
書處表示除了配合檔案局之「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外，並於 
台北市公文處理要點中，對於電子文件處理亦有相關管理準則。各單 
位電子文件管理辦法，如表５－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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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電子文件管理辦法 

 

單    位 依循之電子文件管理法規 備   註 

文建會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公共工程委員會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行政院研考會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證期會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教育部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檔案局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北市政府秘書處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尚配合台北市政府公文

處理要點 

大安區公所 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尚配合台北市政府公文

處理要點 

 

 

 

 

六、專責部門管理電子文件 

  各單位對電子文件管理是否有專責部門管理部份，文建會、研考 
會、檔案局、證期會等四個單位填答具有專責電子文件管理部門；至 
於管理人員方面由於電子文件前端文書作業及後端備份及管理機制 
有所差異，在文件的歸檔多由文書科及檔案人員處理，至於後端資 
料之備份，則主要由資訊部門人員負責。各單位電子文件專責管理 
部門如表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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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６電子文件專責管理部門 

 

單    位 設置管

理部門 

未設置管

理部門 

管理人員 備   註 

文建會 ◎  檔案室人員與資訊部門

共管 

 

公共工程委員會  ◎ 文書科及資訊部門共管  

行政院研考會 ◎  資管處管理 包含委外廠

商七人 

證期會 ◎  秘書室與資訊人員管理  

教育部  ◎ 文書科與檔案科與資訊

人員共管 

 

檔案局 ◎  檔案室與資訊人員管理  

北市政府秘書處  ◎ 秘書處及資訊人員共管 包含委外廠

商駐點人員 

大安區公所  ◎ 檔案科及資訊部門共管  

 

 

七、各單位電子文件保存系統調查 
 
  訪談之八所機構中，目前各單位之公文製作及公文交換系統大都 
由廠商委外開發。文建會已完成整合式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從公文 
之收發、線上簽核到公文影像管理系統都已整合。其餘七所單位對於 
電子文件保存系統尚處於開發中階段，開發方式仍然多採用委外開 
發。各單位電子文件保存系統資料如表５－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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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７電子文件保存系統 

 

單    位 
已有電子文

件保存系統

開發

中 

系統名稱 開發情形 

文建會 
◎  文建會線上簽核公文管理

系統 

委外開發 

公共工程委員會 
 ◎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公文

管理系統 

交通部開發 

行政院研考會 
 ◎ 行政院研究會公文資訊系

統 

委外開發 

證期會  ◎ 證期會公文管理系統 委外開發 

教育部 
 ◎ 教育部公文管理系統 

公文影像管理系統 

教育部計中 

委外開發 

檔案局  ◎ 檔案管理局公文管理系統 委外開發 

北市政府秘書處  ◎ 台北市政府公文管理系統 委外開發 

大安區公所  ◎ 台北市政府公文管理系統 委外開發 

 

 

八、電子文件鑑定標準 
 
  各單位對於電子文件之價值鑑定標準皆依照檔案局所訂定之「機 
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主要偏向檔案前端鑑定工作。八所政 
府機關中以台北市政府秘書處針對電子文件鑑定有較完善的處理模 
式，除了業務承辦人依性質訂定文書之保存年限外，還明訂「臺北市 
政府秘書處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針對重大社會事件組 
成鑑定小組，進行檔案價值鑑定，以典藏具有歷史意義之檔案資料。 
各單位電子文件鑑定標準如表５－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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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８電子文件鑑定標準 

 

單    位 

依循

鑑定

標準 

特定

鑑定

標準 

鑑定標準 備註 

文建會 △  依保存年限表  

公共工程委員會 △  依保存年限表  

行政院研考會 △  依保存年限表  

證期會 △  依保存年限表  

教育部 △  依保存年限表  

檔案局 △  依保存年限表  

北市政府秘書處 ◎ 

 依保存年限表 臺北市政府

秘書處檔案

保存價值鑑

定小組設置

要點 

大安區公所 △  依保存年限表  

△僅依保存年限表            ◎依保存年限表及鑑定小組 

 

九、電子文件鑑定時程 

  電子文件鑑定時程調查，目前各單位的鑑定標準都依照檔案局之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各單位業務承辦人於發文時即訂 
定檔案保存年限表。大安區公所、教育部與檔案局三單位之電子文件 
管理人，於文件歸檔時會再次確認文件之保存年限表是否適切。各 
單位電子文件鑑定時程如表５－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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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９電子文件鑑定時程 

 

單    位 電子文件鑑定時程 備註 

文建會 電子文件產生時  

公共工程委員會 電子文件產生時  

行政院研考會 電子文件產生時  

證期會 電子文件產生時  

教育部 
電子文件產生時 

電子文件歸檔時 

 

檔案局 
電子文件產生時 

電子文件歸檔時 

 

北市政府秘書處 
電子文件產生時 

電子文件歸檔時 

 

大安區公所 
電子文件產生時 

電子文件歸檔時 

 

 

 

十、電子文件管理人員及其專業背景 

  訪談的八所政府機關如問題六所示，除行政院研考會為資訊管理 
處單獨管理外，其餘七所機關電子文件管理人員皆由檔案管理人員及 
資訊人員共管，檔案人員負責文書之歸檔，而資訊人員負責電子文件 
之備份安全。 

由訪談資料得知，八所機構檔管人員都曾受過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相關訓練，專業訓練主要由國立政治大學圖檔所主辦之檔案管理研討

會以及檔案管理局主辦之檔案管理課程，其中文建會及大安區以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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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電子文件業務負責人曾參與政治大學圖檔所主辦之檔案研討會，而

其餘八所單位電子文件管理人員都曾參加檔案局主辦檔案管理課

程。在資訊人員方面，大多為資訊管理專業背景，具有相關資訊專業。 

行政院研考會電子文件管理人員由資訊管理處負責，其管理人員

具有檔案管理及資訊管理雙重專業。各單位電子文件管理人員及專業

背景如表５－１０所示。 
 

表５－１０電子文件管理人員及專業背景 

 
單    位 電子文件管理人員 管理人員專業背景 備註 

檔案室辦事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公文管理 文建會 

資訊人員 資訊管理 

政治大學主辦檔

案管理研討會。 

文書科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管理學 公共工程委員會 

助理研究員 資訊管理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行政院研考會 資管處科長、科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資訊管理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秘書室檔案人員 
文書管理 
行政學 
商學 證期會 

資訊人員 資訊管理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檔案科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行政學 教育部 

資訊人員 資訊管理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檔案室檔管人員 
典藏組組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歷史學 
法律 檔案局 

資訊人員 資訊管理 

檔案局主辦訓練

課程。 

北市政府秘書處 秘書處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管理學 
法律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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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人員數名 資訊管理  

檔案室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管理學 
圖書資訊學 

大安區公所 

資訊人員 資訊管理 

政治大學主辦：

檔案管理研討會 

 
 
十一、電子文件鑑定人員及專業背景 

  各單位之電子文件價值鑑定皆由業務承辦人員於發文時訂定檔 
案之保存年限，除此之外大安區公所、教育部、檔案局之檔案管理人 
員於文件歸檔時會針對電子文件之保存年限表再度進行價值判斷。與 
第十題問題綜合比較，受訪八所政府單位之檔案管理人員無論進行電 
子文件管理及電子文件鑑定工作，都具備有檔案學及文件管理專業知 
識。各單位電子文件鑑定人員及專業背景知識如表５－１１所示。 
 

 表５－１１電子文件鑑定人員及專業背景 

單    位 電子文件鑑定人員 鑑定人員專業背景 備註 

文建會 
業務承辦人員 
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書管理 
公文管理 

政治大學主辦：

檔案管理研討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 檔管人員 管理學  

行政院研考會 業務承辦人員 
文書管理 
資訊科技 

 

證期會 業務承辦人員 
行政學 
商學 

 

業務承辦人員 
行政學 
教育 
文書管理 教育部 

檔案人員 
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教育 

檔案局主辦檔案

管理課程。 

檔案局 
業務承辦人員 

 

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歷史學 
法律 

檔案局主辦訓練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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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人員 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北市政府秘書處 業務承辦人員 

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管理學 
資訊科技 
法律 

臨時鑑定小組由

單位主管組成 

業務承辦人員 行政學 
文件管理 

大安區公所 

檔管人員 檔案學及文件管理 
管理學 
圖書資訊學 

政治大學主辦檔

案管理研討會。 

 
 
十二、如何處理機構鑑定後未具有保存價值之電子文件 
 
  各單位針對電子文件資料處理，多數機關於電子公文交換後之資 
料檔刪除，公共工程委員會、台北市政府秘書處、證期會與檔案局將 
電子公文交換後資料刪除，公共工程委員會將資料保留每九個月刪除 
一次，台北市政府秘書處與證期會則不定期刪除資料，檔案局則將交 
換後資料直接刪除，而公文處理系統保留時間為半年，每半年處理將 
資料刪除。 

目前各級單位尚未全數實施線上簽核，除了公文系統製作電子式 
格式，各單位於公文製作完成後仍然印出紙本式文件。 

大安區公所、教育部與行政院研考會採取公文電子資料記錄檔全 
數保留，其餘單位對於公文處理依文件保存年限表來判定是否需刪

除。鑑定之後電子文件處理方式如表５－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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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２鑑定之後電子文件處理方式 

單    位 鑑定之後電子文件處理方式 備註 

文建會 
電子公文留存未刪除 

電子交換後資料刪除 

 

公共工程委員會 電子文換後資料刪除 每九個月 

行政院研考會 僅刪除電子交換後 Log 檔  

證期會 公文保留一段時間後再刪除 不定期  

教育部 原件留存未刪除  

檔案局 

前端處理器之交換檔 

公文處理系統保留一段時間

備份後刪除 

直接刪除 

每半年處理 

北市政府秘書處 
電子公文備份主機後 

電子交換資料刪除 

備份至磁帶(不定期) 

大安區公所 電子資料全數保留  

 
   以上針對國內八所政府機關對於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現況所呈 
現之列表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國內政府機關對於現行電子文件管理多 
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而電子文件之鑑定作法，則多 
參考「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鑑定作法與紙本式文 
件作法幾乎相近。針對各單位實施情形，詳見下一節各單位訪談內容 
各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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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工作訪談分析 

 

  本問卷的填答由國內八所政府機關電子文件管理人員接受深度

訪談，完成問卷資料。各單位訪談人員並不特定為檔案室主管，受訪

者包含有資訊部份人員及文書部門相關人員。主要受訪人員以機構實

際處理電子文件之檔案管理人員、文書管理人員及資訊人員為主。 

  本訪談問卷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各機關對於電子文件館藏及

管理現況調查；第二部份則深入瞭解現行對於電子文件鑑定相關作

法。訪談問卷內容請見附錄（一）。以下即分別探討與分析受訪八個

政府機關對於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政策之現況。 

 

一、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行之電子文件管理包含有電子公文系

統及國家文化資料庫之管理。電子文件之處理自民國 90 年 6 月開始，

目前已產生 4 萬多筆電子公文，全數電子文件資料集中存於電腦室獨

立機房。 

  文建會目前根據檔案局制定之「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管

理電子文件，針對電子文件除加強資料備份機制外，在管理方面與紙

本式文書相同，由檔案室專責管理，並由檔案室之辦事員一人及資訊

部份一位資訊人員共同管理電子文件。 

    目前文建會已完成整合式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該系統名稱為

「文建會線上簽核公文管理系統」，該系統為委外開發，具有電子公

文收、發文、歸檔及影像管理整合功能，但此文件保存系統並未有備

份及轉置之整合式設計，資料的備份仍有賴資訊人員定期處理。 

  文建會對於電子文件價值鑑定處理方面，採取「機關檔案保存年

限及銷毀辦法」，業務承辦人於指定電子文件保存年限，因此在電子

文件產生時就進行價值保存之認定，之後電子文件在歸檔案原則上採

取全數保留，做為後續處理及再次鑑定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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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關備份處理方面，公文製作系統產生之資料全數保留，原件

留存未刪除。而電子交換系統之記錄檔，於公文交換處理後於固定時

間刪除。 

 

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目前產生之電子文件由機關內部之「公文

管理系統」及「公文交換系統」形成。該單位現有典藏之電子文件大

致分為兩部份：一部份為民國 84-85 年度使用 Foxpro 資料庫管理之

公文基本資料(僅記錄收發基本資料)；另一部份自民國 86 年至 90 年

公文管理系統，約有 16 萬筆公文基本資料，總計該單位舊有典藏之

電子公文資料容量為 3.9GB。民國 90 年以後，採用現行之「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文製作系統」公文製作配合 Word 文書處理軟體，

並以 Novell 主機做為管理端。 

    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電子文件管理遵循檔案管理局之「檔案電子

儲存管理實施辦法」。該單位之電子文件由文書科為專責部門管理，

目前由文書科之一名科員及一名助理研究員（負責資訊業務）共同管

理電子文件，科員處理電子文件目錄管理業務，而電子文件備份、主

機管理則由助理研究員管理。 

  目前公共工程委員會尚無整合式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由交通部

設計之公文管理系統及公文交換系統並行，未來將由交通部統籌設計

具有影像管理功能之整合性電子文件保存系統。 

  針對電子文件之價值鑑定，由業務承辦人依業務性質自訂，於電

子文件產生時就訂定其保存年限表，並由檔案室人員呈報檔案局以確

認電子文件之保存年限表。電子文件處理之依據標準為檔案局訂定之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電子文件之價值鑑定與紙本式檔

案之價值鑑定並未有差異。 

  有關電子文件之備份，公文製作系統存於 Novell 主機使用磁帶

備份，每日晚上進行備份作業。電子文件固定每 9 個月進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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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研考會現行電子文件管理可分為公文處理系統及相關報

告資料檔。行政院研考會典藏之電子文件自 85 年開始到 88 年為舊系

統時代，舊資料目前仍典藏於主機，自 88 年開始行政院研考會使用

公文處理新系統，配合公文交換系統，將行政院研考會之公文製作、

公文管理及影像管理系統整合。從 88 年開發整合性系統，每年大約

產生近 3 萬件電子公文（一件約 200K），估計每年產生約 6GB 容量

之電子文件。 

  目前行政院研考會對於電子文件管理主要配合其下屬單位－檔

案局所訂定之「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電子文件專責部門為

資管處，主要由一位科長及該科其他 3 名科員共同管理電子文件，除

資管處資訊人員外，尚有七名系統設計廠商派駐協助管理資料庫。 

    行政院研考會目前並無整合式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主要係使用

委外開發之「行政院研考會公文資訊系統」來管理現行電子公文，未

來有計畫與檔案管理局合作針對國內政府機關，設計一套整合式電子

文件保存系統，以統籌管理電子文件。 

  至於電子文件之價值鑑定，由業務承辦人於電子文件產生時依分

類號訂定保存年限，主要仍依循「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

目前對於電子文件價值鑑定與傳統紙本式文件處理並無差異。 

 

四、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證期會現行典藏之電子文件系統主要分為電子公文管理系統及

公文製作系統，線上簽核系統目前仍然開發測試。主要電子文件資料

始於民國 82 年典藏之公文資料庫歷史檔（僅收、發文之基本目錄資

料），自民國 90 年 1 月開始使用現行公文管理新系統。 

    證期會對於電子文件管理依循檔案局之「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

辦法」，由秘書室專責管理，資訊人員協調配合資料之備份與管理，

現行將資料集中存於電腦室管制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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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子文件保存系統方面，證期會目前並無整合之電子文件系

統，如同多數政府機關，具有委外開發之公文製作(整合 Word 文書處

理軟體)、管理系統及公文交換系統。 

  至於電子文件鑑定方面，證期會則依照「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

毀辦法」處理，由承辦人於發文前即依業務性質標示文件之保存年

限，此種價值鑑定方式與傳統紙本式文件處理並無差異。 

  針對電子文件資料之備份機制，每週由資訊人員進行二份磁帶備

份。 

 

五、教育部 

  教育部目前電子文件管理系統係始於民國 82 年設計之公文管理

系統，於民國 84 年 8 月開始進行教育資料影像掃瞄。自此除了現行

電子公文外，還包含了數位化影像檔。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由文書

科負責電子公文及電子簽章之電子檔，而檔案科則典藏索引檔及紙本

數位化之影像檔(Tif 格式)。 

    教育部現行電子文件管理準則依照檔案局擬定之「檔案電子儲存

管理實施辦法」為標準，並配合教育部計算中心電子文件管理之相關

規定，進行電子文件管理。在電子文件前端文書處理及檔案歸檔管

理，由文書科及檔案科負責，產生之索引檔存於檔案科之硬碟機中，

而掃瞄之影像檔採取二份備份，存於光碟片。目前數位化影像總容量

約達 950 光碟(每片資料量約為 500MB)；而後端資料庫的儲存及備份

則由教育部計算機中心支援，資料存於大型主機，以確保資料完整性

及安全性。 

    現在教育部並未有整合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目前有關電子文件

的管理內部使用「教育部公文影像管理系統」，此系統為教育部計中

開發，而影像掃描製作數位化系統，則委外開發「教育部光碟影像處

理管理系統」，將製作之影像檔儲存於光碟媒體。 

    教育部對於電子文件之鑑定工作處理模式與紙本式檔案相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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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人依照檔案局訂定之「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訂定

檔案保存年限，檔案於歸檔後檔案管理人員會再次進行檔案價值判

斷，可視為歸檔時檔案再次鑑定之工作。 

 

六、檔案管理局 

    現行檔案管理局所典藏之電子文件，包含有三部份資料：一為文

書處理前端之公文管理系統，此管理系統始於民國 89；第二部份為

公文交換系統。除此之外，尚有自全國各典藏單位徵集、整理之主題

網站資料(包含網頁及數位化影像資料)。目前檔案局之電子文件資料

集中存於電腦機房中。 

    檔案局依照「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來管理內部之電子文

件，電子公文資料由檔案室負責管理及資訊組負責資料備份，主題網

站相關電子資料由典藏組負責管理，兩部份電子資料都由該組室負責

人專責管理。 

    檔案局目前並未整合電子文件保存系統，公文交換透過行政院研

考會之前置處理器，公文管理則委外開發系統，預估 93 年度發包進

行電子文件管理系統之開發。 

    對於電子文件之價值鑑定，由各業務承辦人於文件產生時依「機

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訂定保存年限表，但後續文件歸檔時，

檔管人員會再進行價值鑑定，依檔案之性質確保是否需更動保存年

限，重新評估文檔之價值。 

    目前對於電子文件處理，透過前置處理器公文交換系統之交換

檔，於資料交換後直接刪除，而文書管理系統及公文製作已產生紙本

式之電子文件，則約於主機中保留半年，每半年由資訊人員將資料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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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北市政府秘書處 

  台北市政府秘書處現行針對電子文件管理和一般政府機關類

似，目前有「台北市政府公文製作系統」及「電子公文交換系統」。

於民國 92 年 5 月該市於下轄之七所機關，試辦文件掃瞄影像製作作

業，目前正考慮將公文處理系統與影像管理系統整合。台北市政府秘

書處自民國 89 年 9 月開始針對內部電子文件開始典藏，與現行產生

之電子文件存於電腦室機房。 

  台北市政府秘書處管理電子文件以檔案局訂定之「檔案電子儲存

管理實施辦法」為標準，另訂定有「台北市政府文書處理要點」進行

電子文件之處理。電子文件管理專責部門為秘書處，同時有一名特定

專員負責專責管理電子文件業務。 

  目前北市政府並無整合性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依規劃之時程，

預計自民國 92 年未來兩年內，完成公文管理整合系統。目前現行之

公文系統為「台北市政府公文管理系統」及「台北市政府公文電子交

換及製作系統」此兩系統皆為委外由廠商開發完成。 

  台北市政府秘書處對於電子檔案價值鑑定作法，除業務承辦人於

文件產生時依「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訂定檔案保存年限

表，秘書處尚明訂「臺北市政府秘書處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

點」，針對重大社會事件檔案（如納莉風災、921 大地震）秘書處內

會將依情況成立檔案保存鑑定小組，由委員會成員判定檔案價值，將

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予以典藏。 

 

八、大安區公所 

  大安區公所現行電子文件管理可分為二部份：一部份為自民國

87 年公文電子文後產生之舊有公文系統資料；另一部份為民國 92 年

1 月開始整合於台北市政府主從架構(Client/Server)之公文系統。 

    目前大安區公所對於電子文件管理遵循兩項準則：一為「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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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文處理要點」；另一項則為檔案局所制定之「檔案電子儲存管

理實施辦法」。至於電子文件管理人員由檔案室人員及資訊部份人員

共管，檔案室人員負責電子文件之點收及資料統計，而資訊人員則針

對電子文件儲存及相關備份機制做管理。大安區公所目前現有一位檔

案人員及二位資訊人員管理電子文件。 

    在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的規劃上，目前遵循「台北市政府公文管理

系統」現行的處理模式，目前尚未有一整套電子文件處理流程系統，

僅對於收發文歸檔資料保存，同時此文件保存系統不論文件之年限一

律先進行保存管理方式，以便於後續處理。 

    大安區公所對於電子文件鑑定，依循「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

辦法」，電子文件價值判斷由業務承辦人於文件產生時訂定之，與傳

統紙本式檔案處理時並沒有差異；電子文件於歸檔時，則由檔案管理

人員依據文件保存年限，再度進行價值判斷，原則上電子文件格式資

料全數保留，做為後續再處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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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綜合分析 

 

  綜合國內八所政府機關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深度訪談問卷資

料，針對國內政府機關電子文件管理及鑑定情形，可以歸納出以下幾

點分析： 

（一）國內政府機關典藏電子文件類型資料單一性 

  由受訪之八個政府機關典藏之電子文件類型，除文建會有「國家

文化資料庫」資料，教育部有影像檔，檔案局具有「主題網站資料庫」

外，其餘單位對於電子文件典藏類型僅限於單位之「公文管理系統」

及「公文交換系統」。 

（二）各機關內部典藏電子文件系統都超過二種不同系統 

   由受訪機關電子文件典藏歷史來分所，可發現各政府機關自單

位有電子文件開始，到開發新的文件系統間，單位皆超過二種以上不

同之系統，也因此對於後續電子文件系統整合時，關於舊系統資料轉

置問題，將是新系統設計時必需考量之重點。 

（三）電子文件管理依據「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由調查之問卷得知，各單位目前管理電子文件都依據檔案局所制

定之「檔案電子儲存管理實施辦法」。此辦法為檔案局於九十年年底

頒佈施行，辦法內容較偏向針對檔案電子儲存數位相關作法。國內目

前缺少針對電子文件管理及電子文件管理系統設計等相關規定，針對

現行產生之電子文件，欠缺明確之管理及施行辦法。 

（四）電子文件鑑定工作沿用傳統鑑定模式 

  八所單位針對電子文件之鑑定都採取「檔案保存年限表」來進行

檔案價值判斷，檔案保存年限表可說是傳統紙本式檔案鑑定作法，對

於電子文件國內各機關並無特殊制定之科技鑑定作法，目前僅採用紙

本式鑑定方式來進行電子檔案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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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專責電子文件管理人員，但欠缺電子文件管理整合知識人員 

  國內無論對於電子文件管理以及電子文件鑑定，都具有專責人員

管理，在檔案管理多由文書室及檔案室人員負責，而系統資料備份則

由資訊人員負責處理。各單位對於電子文件管理皆由檔案人員兼辦，

管理人員普遍接受過檔案學或文書管理之短期專業訓練，而資訊人員

大都具備有資訊管理之專業知識。因此由受訪機關調查中，電子文件

的管理主要仍由檔案人員及資訊人員協同管理。 

（六）電子文件管理欠缺整合性系統 

  經由受訪資料分析，國內各政府機關為欠缺整合式之電子文件保

存系統，對於電子文件的處理，仍然偏向美國模式，於文件歸檔後再

進行後端處理，國內並未有自電子文件從產生、清理、轉置、鑑定、

儲存等環節整合性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 

  綜合問卷調查及訪談之結果，可以發現國內政府機關對於電子文

件的管理由檔案管理人員及資訊人員共同負責，在電子文件鑑定工作

上則依循傳統鑑定模式，由業務負責人以「檔案保存年限表」做為檔

案價值判斷之依據。普遍而言國內政府機關目前對於電子文件之管理

尚無一套適用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來處理電子文件管理所有相關之

環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