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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第一節 電子文件鑑定 

一、檔案鑑定 

(一)檔案鑑定定義 

  關於檔案鑑定(Appraisal)的定義，根據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簡稱

SAA)出版的《檔案工作者、手稿館員和與文書管理者基本詞表》(A 

Basic Glossary for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中，有關「檔案鑑定」的定義為： 

根據文書在現行行政、法律與財務方面的用途，其具有證據、資

訊價值、編排方式，及文書的原始性，以及與其他文書間的關聯性，

從而判斷其價值，以決定處置文書的過程。（註1） 

檔案學者薛理桂將檔案鑑定歸納為： 

檔案典藏單位對於所收到的檔案、文件，根據一定的標準與方

法，判斷其內容的價值，以決定是否收藏的過程。（註2） 

 

(二)檔案鑑定的重要性 

檔案鑑定可說是一種選擇的過程，針對文書進行判定是否具有長

期保存的價值，移轉檔案館的文書一旦經過檔案鑑定後，該檔案將長

久保存在檔案館，需要耗費人力維護、佔據寶貴的館藏空間，影響可

謂深遠。（註3）檔案鑑定即是決定何種文書典藏的前置過程，因此鑑

定的工作對於決定何種文書應保留，何種文書又需要銷毀，有其明確

的作法。 

1983 年一位美國檔案管理人員伯納(Richard Berner)就提出檔

案鑑定的理論必須迫切的關注，他提出警告：「假若我們延誤得更久，

我們將被無用的文件與各種形式的機讀記錄所覆蓋，無法加以分辦哪

些是值得保存的文件。」。（註4）因此在現代政府或私人機關、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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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中，文書的數量日益增加的情況下，必須藉由鑑定的過程來達到

減量，以保存真正具有價值的文書。 

 

檔案鑑定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增加檔案館的館藏，是檔案館完成檔

案採訪功能的一項工具，鑑定工作不但是檔案管理專業中的核心工

作，更是不斷重複的重點。（註5）檔案鑑定不但是檔案館館藏的一種

手段，而且還藉著鑑定來達到文化傳承的功效，將重要的檔案、史料

加以選擇保存，為世代留下記憶。 

 

(三)檔案鑑定理論 

  1.謝倫伯格鑑定理論 

謝倫伯格(T.R.Shellenberg)認為現代文書的鑑定，主要依據文

書所含之主要價值(Primary Values)和次要價值(Secondary Values)

來判斷。主要價值即檔案產生單位的價值，根據產生單位的目的，可

區分為行政價值(Administrative Value)、法律價值(Legal Value)、

及財務價值(Fiscal Value)。（註6） 

  次要價值則可分為證據價值 (Evidential Values) 和資訊價值

(Informational Values)兩類。（註7）證據價值是針對政府執行業務

活動產生文書中來證明單位的組織及功能；而資訊價值則藉由文書的

唯一性、型式及重要性來判別。 

  2.宏觀鑑定理論(Macro-Appraisal) 

  此為加拿大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簡稱 NAC)

所發展出來之檔案鑑定理論，鑑定方法採用「由上而下」(Top-Down)，

主要考慮檔案的產生機構，而非以個別的文件為重點。（註8）以機構

為整體的考量，評估其功能、計劃、決策過程、內部組織、結構與業

務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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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文件鑑定 

(一)電子文件鑑定發展 

  傳統紙本式的鑑定工作是將重點放在文件內容的分析上，這種鑑

定方法前提是紙本式文件可直接從文件本身中獲得其價值，這樣的方

式並不能適用於系統依賴性特質的電子文件。（註9）電子文件鑑定工

作在 1978年杜勒斯(Charles Dollar)於 NARA著手進行機讀文件的鑑

定時，開始以科技的觀點來處理機讀文件的記錄模式及文件可讀性的

問題從 1970 年代杜勒斯針對電子文件的可讀性鑑定後，一直到 1981

年加拿大公共檔案館(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簡稱 PAC)開始

發展出注重文件內容和文件產生者的鑑定作法。（註10） 

1983 年開始由法國檔案學家 Harold Naugler 在其 RAMP Study

所做有關電子文件鑑定研究，開始提出電子文件的鑑定工作，除了內

容鑑定外還需執行技術鑑定。（註11）Naugler 所提出的雙重鑑定標

準，促使 1990 年代以後，電子文件的鑑定工作都採用此標準來進行。       

(二)電子文件鑑定之衝擊 

  電子文件是由公務文書作業電腦化及網路化後，才開始大量產生

的，對於電子文件的鑑定作法，並不像紙本式文件已發展出一套務實

的作法，也由於電子文件載體與內容的可分離性，電子文件的鑑定比

起傳統的紙本式鑑定更為複雜。Harold Naugler 認為，在進行電子

文件鑑定時將面對以下幾點的衝擊：（註12） 

    1.法規可能影響到檔案館保存電子文件 

  由於電子文件可能尚未全面認證為具有法定效力，因此檔案館不

可能如同紙本式文件一樣，將其視為具有證據性質的文件而典藏。 

    2.單位的資料可能所有權屬於別單位 

    電子文件載體和內容分離，具有儲存功能的載體單位，可能並沒

有文件實體的擁有權。 

    3.合約可能妨礙電子文件的處理 

  電子文件可能由於著作權及相關限制的規定，處理單位無法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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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 

  4.文件產生單位缺乏完善的管理系統 

  電子文件產生單位，可能缺乏完善的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無法針

對電子文件做周全的保存。 

   

5.電子文件的移轉時程表難以訂定 

  電子文件生命週期可能短暫，不若紙本式文書可定出明確之文書

移轉時程表。 

  6.檔案人員及文書管理人員缺乏電子文件鑑定知識 

  檔案人員缺乏電子文件鑑定特定的知識，影響電子文件之鑑定工

作。 

  由 Harold Naugler 所提出的電子文件鑑定所面臨的衝擊，可以

看出當前針對電子文件的管理議題上，仍有賴相關法令規定及相關知

識的配合。 

   

(三)電子文件鑑定原則 

  電子文件是由電腦作業所產生的文件形式，電子文件的讀取及儲

存都需配合電腦來進行，因此在鑑定的原則上，除了要執行傳統紙質

文件內容鑑定外，還需配合技術鑑定。 

1.內容鑑定 

電子文件內容鑑定可以沿用紙質文件鑑定的標準、方法及原則，

針對電子文件內含資訊唯一性、資訊的重要性、資訊可及性、資料的

集合程度、資料連結的可能性方面來進行鑑定。（註13） 

2.技術鑑定 

技術鑑定重要性大於內容分析，技術鑑定主要針對電子文件的各

方面技術狀況進行全面的檢查，包括分析資訊的真實性鑑定、可讀性

鑑定、可靠性鑑定、載體狀況鑑定。（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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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讀性鑑定：由於電子文件的不可見性，因此進行可讀性鑑

定是技術鑑定最重要的一環，目的在於確認電子文件中的內容可以正

常讀出，沒有遺失及誤差。若文件無法讀取，則再有價值的文件內容

也無從判斷。 

進行可讀性鑑定時不僅要確認文件在當時的可讀狀態，同時也需

分析是否具備未來的可無誤的讀取狀態。鑑定時需要對其媒體狀況及

資訊內容進行全面的檢查，對於歸檔電子文件的儲存媒體，要看其是

否符合規定的形式與規格。 

(2)可靠性鑑定：可靠性鑑定主要的是鑑定電子文件內容的真實

與完整性，因為失真和不完整常是由於技術上的疏忽造成的。 

對於文件的真實性，可從版本的辦別進行，非正式版本的文件不

具有法定的證據價值。電子文件的易修改性使得電腦系統中同一文件

經常存有不同的版本，一般情況下歸檔保存的必須是最終版本。電子

文件的版本不像紙質文件的稿本那樣容易辨識，可以借助文件存檔的

時間進行比較和鑑定。 

而電子文件的完整性分析，主要從文件的相關性著手。由於目前

網路環境的發展，一份電子文件中的文字、圖表、數字可能分布在不

同的主機中，如果各處的文件無法完整彙集，一份文件便無法「再現」

全貌，因此鑑定需要核對相關文件是否收集齊全。（註15） 

    事實上電子文件的鑑定，可能不只是狹義的討論技術層面上或是

技術方法，還需擴及資訊管理系統(MIS)發展及設計的相關議題。（註

16）因此電子文件鑑定除了針對電子文件產生後的概念外，由電子文

件記錄系統階段就需切入，如此才能真正做好電子文件鑑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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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加拿大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處理電子文件是架構在多年處置計畫

（Multi-Year Disposition Plans）下，對於電子文件進行宏觀鑑定

(Macro-Appraisal)及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此兩項構成

加拿大電子文件的鑑定體系。 

(一)加拿大鑑定理論及宏觀鑑定法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所進行的宏觀鑑定是依照媒體式式進行鑑

定，其範圍涵蓋國家檔案法中規定的所有形式：如紙本、電子環境下

的作業資料、相片、地圖、視聽資料及藝術記錄…等。宏觀鑑定根基

於假設社會價值能夠協助鑑定決策的進行，因為任何從事鑑定的人員

無法主觀的認定哪些檔案具有價值。(註17)宏觀鑑定中主張檔案人員

是社會法律及共同記憶(Collective Memory)所指派的中介角色，藉

由鑑定工作的執行，檔案人員主動將所處的時代具體描述。（註18） 

   宏觀鑑定法立基於政府部門的功能性分工，加拿大將政府公職

部份依其功能性進行架構性的分工，使得業務之間的重疊性減少，各

政府機構所產生的文書以特定機構功能為基礎。因此宏觀鑑定時，主

要關注的問題不在於記錄的本身及是否具有研究價值，檔案人員需根

據機構的功能考量，例如分析機構的文化、文件保存系統與公民間之

關係等問題。主要的鑑定問題有以下幾點：（註19） 

     1.此政府機構委任的主要功能及活動是什麼？ 

     2.這些功能及活動在政府及機構間的重要性？ 

     3.若機構的功能及活動很重要，需選擇哪一部份來保留？ 

   4.該單位主要功能及活動是否符合政府部門之分類？ 

     5.文書記錄是否最能代表該單位之功能及行政活動？ 

  宏觀鑑定的模式主要考慮檔案的產生者，而非以個別的文件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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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以機構為整體的考量，評估其功能、計畫、決策過程、內部組

織、結構與業務等項目。（註20） 

  (二)一般檔案鑑定規則 

  檔案人員在進行鑑定時需對於加拿大的廣泛政府計畫

(Government-Wide Plan)有所了解，同時也需參照廣泛政府計畫中的

鑑定決定。加拿大國家檔案館所進行的一般鑑定的八點通則：（註21） 

    1. 驗 證 系 列 是 否 完 整 性 及 涵 蓋 範 圍 (Complet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Series)：是否足以代表該項業務的完善

性檢驗。 

    2.認證性(Authenticity)：文書需確定為處理該項業務之自然產

物，同時可以證明來源確實為該機構，及確保該機構的文件保存系統

的完整性。 

    3.唯一性(Uniqueness)：檢驗該文書是否與其他文書重覆，並注

意是否為正式最終的文件。 

    4.與其他文件的關係(Relationship to Other Records)：檢驗

是否和其他單位文件間延伸為「完整檔案」(Total Archives)，以確

保檔案的完整性。 

    5.日期及時間範圍(Dates and Time-span)：愈早期的文件，特

別是 1946 年以前的文件，由於愈珍貴，因此價值愈高。 

    6.範圍(Extent)：需考慮文件延伸內容。 

    7.使用性(Usability)：文書需要能辨識性、連貫性，同時包含

其元資料。 

    8.可操作性(Manipulability)：電子文件是否完整、具有連結

性、及元資料架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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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電子文件鑑定工作 

    加拿大國家檔案局於 1985 年頒佈「電子文件保存及清理規則」，

用以規範電子文件之保存及清理作業。其中並規定電子文件於進行銷

毀或移轉之前，須提經該局核准；可能擁有原始價值的各類媒體型式

之電子掃描原件(Source Records)及其電子影像檔均須逐案報核，以

取得清理權限。同時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電子郵件及電子文件亦須移

轉該局典藏。(註22) 

加拿大對於電子文件鑑定的作法，仍然沿用宏觀鑑定模式，加拿

大政府視電子文件為：「是一種文書，只是以電子型式存在的文書資

料。」(註23)在電子文件鑑定工作上，需執行電子文件的技術評估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技術評估的項目

包含有以下五項：（註24） 

    1.前置評估(Preparing Submissions and Planning)：需針對電

子文件系統進行簡短、高層次(High-Level)的描述，還需針對其檢索

工具(Finding Aids)進行描述，並描述電子文件附加的資訊。 

    2.電子文件本身評估(The Records Themselves)：與紙本式文件

比對是否有複本及記錄是否完善，並了解電子文件是由何種應用程式

所產生，辨識移轉時間、辨識電子文件的版本、截取資料庫

(Snapshots)、備份資料、及確保備份資料移轉至國家檔案館後是否

還有複本存在。 

    3.文書記錄(Documentation)：針對電子文件目前版本及從前的

版次記錄進行了解，並調查目前儲存情況，同時了解若為同一系列文

件，紙本式和電子式並存的比例為何。 

    4.技術分析(Technology)：針對電子文件檔案特質進行分析，若

為普遍之檔案類型(如加拿大常用之 WordPerfect 檔)則不需進行進

一步之科技分析，同時確保電子文件格式為原本(Native)的檔案型

式，而非轉存的型式。 

  5.協定及移轉時間和條件(The Agreement and Terms and 



 59

Conditions)：辨識實體移轉的型式及移轉日期和移轉的檔案範圍，

同時確認機構轉時間是否正確，同時確保移轉是否在雙方同意的狀態

下進行。 

除此之外加拿大對於電子文件之鑑定需分析其各種之投入、產

出資料及相關電子記錄方式(Documentation)及元資料(Metadata)，

並了解檔案在法律、資訊及歷史研究方面之利用價值。(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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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美國對於檔案的鑑定採用謝倫伯格(T.R.Shellenberg)所發展出

的鑑定理論，謝氏認為現代文書的鑑定，主要依據文書所含之主要價

值(Primary Values)和次要價值(Secondary Values)來判斷。主要價

值即檔案產生單位的價值，根據產生單位的目的，可區分為行政價值

(Administrative Value)、法律價值(Legal Value)、及財務價值

(Fiscal Value)。（註26）次要價值則可分為證據價值和(Evidential 

Values)資訊價值(Informational Values)兩類。（註27）證據價值是

針對政府執行業務活動產生文書中來證明單位的組織及功能；而資訊

價值則藉由文書的唯一性、型式及重要性來判別。 

  電子文件的鑑定也採謝氏的鑑定哲學，在電子文件鑑定時考量重

點如下：(註28) 

1.證據及資訊價值。 

2.關聯性：評析所鑑定的檔案是否與其他檔案彼此關聯，可予以

整合利用，以提高其資訊價值。 

3.媒體或形式 

(1) 獨特性：分析電子文件是否為唯一或最佳的資訊來源。 

(2) 多種案卷之資料庫系統。 

(3) 電子郵件、文字處理及其他辦公室自動化檔案。 

 

除此之外，美國對於電子文件之處理，根據 GRS 中規定，若為可

定期清理之檔案，其電子文件均需提報「第 115 號標準報表」，經 NARA

來審核其鑑定。有關電子文件鑑定之依據如下：（註29） 

（一） 電子文件之內容要項：如產生、主檔、檔案使用說明文件及

其清理方式，應於「第 115 號標準報表」內具體說明。 

（二） NARA 文件服務處於會同相關單位進行「第１１５號標準報表」

初步審查之前，首先檢視「系統名稱」、「系統目的及其所支持

的機關業務」、「系統所記錄的主要資訊內容」、「資料起迄日

期」、及「本系統是否與其他系統相互相連接或支援」等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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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索潛在的永久性檔案。 

（三） 於前述審查意見後，檔案鑑定人員應進一步分析檔案使用說

明文件，評析電子文件之內容及重要性，確認其保存年限及清

理方式，並撰寫鑑定備忘錄。 

（四） 為有效判定電子文件之保存價值，檔案鑑定人員應審視下列

各項目： 

1. 檔案鑑定工作代號及受鑑定之機關對象。 

2. 有關電子文件之產生及維護機關、法令依據、電子系統組成

要項、檔案分析單位、資料內容要項及案卷起迄日期之描述。 

3. 電子文件內容重要性，判定之基準包括：媒體或形式、檔案

獨特性、關連性、事證及資訊價值、多重案卷之資料庫、電

子郵件、文字處理及其他辦公室自動化檔案等重點。 

4. 檔案之開放運用限制。 

5. 技術分析。 

6. 分析建議的清理方式。 

  由上述電子文件鑑定工作來看，美國對於電子文件鑑定不但採取

了傳統謝氏之「主要價值」及「次要價值」鑑定依據，並且根據電子

文件之特質還進行技術及技術鑑定工作，兩者彼此配合以完成電子文

件鑑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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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英國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一、英國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英國對於電子文件管理有國家級的政策性計劃，從 1998 年開始

PRO 即針對電子文件議題進行研究，開始進行國家級電子文件轉換及

保存計劃，所有的電子文件相關的政策、法規、指南、作法皆統一由

PRO 制定實施。英國電子文件管理的管理上有獲取(Capture)、處置

(Disposition)、鑑定(Appraisal)、保存(Preservation)、清理

(Disposal)等五個環節。(註30)圖４－５為英國電子文件管理之流程

圖。 

 

 

 

 

 

 

 

 

 

 

 

 

 

 

獲取(Capture) 

處置(Disposition)

保存(Preservation) 鑑定(Appraisal) 

清理(Disposal) 

典藏單位 

圖４－１ 英國電子件管理流程圖

資料來源：Public Record Office, Management, Appraisal and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Vol(1) Principles (London:PRO,1999),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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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RO 所出版之「電子文件之管理、鑑定及保存實務指南」 

(Management, Appraisal and Preservation of Electreonic Records)

中，對於電子文件鑑定分為兩種機制：(註31) 

 

（一） 對於現存電子文件系統之鑑定計畫 

對於現存電子文件系統之鑑定首要工作在於辨識機構主要業

務，對於鑑定歸檔時需注意以下細節： 

1.將電子文件流向記錄； 

2.辨識電子文件副本或是從屬檔案，並將從屬檔案做連結。 

3.將機構業務與PRO之選擇標準相互參照，來判定證據及研究價值。 

4.與保存期限表及清理時程表相互配合。 

5.考量永久典藏之需求。 

6.記錄鑑定結果以做為未來之參考。 

7.將未來可能執行進一步的處置予以記錄。 

 

 

針對現存的電子文件系統在鑑定工作時，還需要注意文件內容的 

細部評估，因此對於現存系統的鑑定機制方面，需做較細節的評估。

其內容包括：(註32) 

1.因機構業務產生的電子記錄，在文件保存中有哪些法律上及行

政的需求。 

2.這些電子文件是否具有長期證據價值。 

3.電子文件未來是否具有研究價值，符合 PRO 的鑑定原則。 

4.是否有其他相關的電子文件需共同保存。 

5.是否有相關紙本式文件需特別處理。 

6.此類電子文件是否也由其他相同資訊處理流程中產生。 

7.此批電子文件內及和其他電子文件之間，是否有任何相關性。 

 

 

(二）將鑑定計畫導入新的文件管理系統 

除了針對現在文件系統之鑑定，對於新建構的電子文件保存系

統，電子文件鑑定的工作需要早期就執行，以確保文件的安全及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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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註33)對於電子文件之保存期限表在文件產生前就可以開始執

行，鑑定工作成了電子文件保存系統設計時的其中一部份。 

透過鑑定結合在電子文件保存系統的設計，在鑑定的工作上仍需

要注意文件的真實性、版本控制、稽核機制、電子文件在分散式系統

上的對映、並且考量檔案系統設計的適用性。此種鑑定方式在達成電

子文件管理的早期，能夠保存具有價值的電子文件，如前所述，即將

鑑定功能整合於文件保存系統。 

 

    在鑑定計畫導入新文件管理系統時，此階段的鑑定工作包括有： 

1.文件產生前即辨識機構之業務功能。 

2.辨識支援機構業務功能的資訊系統。 

3.明訂需被獲取的文件系列。 

4.評估電子文件系列之特質及文書保存的型式。 

5.根據文書保存系統的需求做文件處置。 

6.根據電子文件管理需求來設計電子文件管理系統。 

 

因此英國的雙重模式可以發現對於電子文件處理，採取了包容與創新 

的設計，除了針對舊電子系統之處理，對於新系統更將鑑定考量設計包含

其中，經由系統的重新設計，導入一套新式之電子文件保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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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澳洲電子文件鑑定作法 

 

一、澳洲文件鑑定方式 

    澳洲文件鑑定的發展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澳洲國家檔案館檔案

鑑定部門人員 Grey O＇shea 指出，澳洲文書鑑定的形成主要基於以

下四項重要事件：(註34) 

(一)二次戰後處理澳洲政府原始檔案。 

(二)1954 年謝倫伯格的針對檔案管理的新理論。 

(三)1983 年通過之澳洲檔案法。 

(四)電子文件鑑定政策的形成。 

由於文件由國家檔案局根據 1983 檔案法(Archives Act)賦與鑑 

定的使命，來保存國家重要文書之延續價值。 

 

  根據澳洲檔案法之定義，具有國家意義及公眾利益之檔案資源，

澳洲政府有保存之義務，保存的範圍包括有：（註35） 

  (一)澳洲政府之歷史資料； 

  (二)政府機關經由行政程序產生之文書資料； 

  (三)對於政府具有貢獻之人員資料； 

  (四)政府管理及統治資料； 

  (五)與政府組織相關之國際性或其他相關組織之資料。 

 

二、電子文件鑑定的方式 

    澳洲政府對於電子文件的管理及重視始於 1980 年代，對於電子

文件將其視為特殊形式文件(Special Format Records)，當時對於電

子文件和視聽資料都歸為一類處理。澳洲政府於 1980 年代初期，受

到加拿大國家檔案館對於電子文件鑑定模式的影響，開始發展電子文

件管理及鑑定原則。（註36）依照該國檔案管理第三號規則(Archives 

Regulations 3)規定，各機關應提供國家檔案局進行檔案鑑定所需檔

案、元資料及相關背景資訊。永久保存檔案之價值鑑定基準一般包括

行政價值、財務價值、法律價值、事證價值及資訊價值。電子文件之

鑑定尤應注意具有高度研究價值的檔案。（註37）除了一般性質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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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價值鑑定外，電子文件仍然考慮下列三項基準加以鑑定：  

（一）可及性(Accessibility)：  

  指檔案是否便於檢索？是否可使用現有之軟、硬體系統相容，是

否需要特殊條件的保存成本，都會影響其保存價值。 

（二）可操作處理 (Manipulability)：  

  電子文件需在軟、硬體條件配合下才能進行操作、儲存、處理及

處置；因此需能針對電子文件做個別及整體性之管理及處置，資料的

輸入後，在原始資料保存完整的情況下，能夠以不同形式處理，根據

不同需求可產生不同報表。（註38） 

（三）資訊系統與檔案保存系統(Infomation Systems and Records 

Keeping Systems)： 

  在進行電子文件鑑定時，需判定該系統為一般業務資訊系統或檔

案保存系統；若為檔案保存系統，應評估檔案產生及保存功能之健全。 

 

  除了上述之鑑定基準，澳洲政府對於電文件之採取整合「持續管理」

及「生命週期管理」理念，進行電子文件管理。其鑑定制度包含：「由國

家檔案局與相關機關合作評估」、「整合組織誤分析與業務過程分析途

徑」、「採事前鑑定觀念」、「重視成本效益及利害關係人參與」、「應用風險

管理技術」及「建立再鑑定機制」等特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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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國電子文件鑑定綜合分析 

 

一、電子文件鑑定模式 

目前各國在處理電子文件的鑑定作法上，如杜勒斯的分析，他認

為有以下兩種模式： 

    (一)傳統式鑑定法(Traditional Appraisal) 

此種方式是以美國 NARA 為主的電子文件鑑定方法，由電子文件

中心負責電子文件的鑑定，對於電子文件的鑑定和傳統的紙本式文件

鑑定模式相同，是在文件資料接收進館後再進行鑑定。（註40）傳統

式鑑定作法，在鑑定時可以全面看到同一機構有關文件及產生文件的

法律基礎、組織及功能等方面的相關的資訊。（註41） 

   (二)功能鑑定法(Functional Appraisal) 

  主要以加拿大、澳洲、荷蘭三國共同發展出的「功能鑑定法」

(Functional Appraisal)。主要針對組織功能研究的模式，鑑定的重

點在於文件的產生單位，此即為加拿大所發展出之宏觀鑑定

（Macro-appraisal）模式。檔案工作人員在進行電子文件鑑定時，

應當對文件形成部門的業務及功能能進行有效的分析後才執行檔案

鑑定。 

 

二、電子文件鑑定時期 

 在電子文件鑑時程的安排上，鑑定時程隨不同的電子文件保存系

統設計而有所而別，主要可分為前期鑑定模式(Early Appraisal 

Model)及後期鑑定模式(Late Appraisal Model)兩種模式，茲將兩種

鑑定時程分述如下： 

(一)前期鑑定模式(Early Appraisal Model) 

此種模式在電子文系保存系統設計時就將文件類型、及文件的移

轉時程表定義，對於新產生的文件類型，文件保存系統在前端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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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出文件的性質，鑑定將具有價值的文書予以保留。（註42） 

(二)後期鑑定模式(Late Appraisal Model) 

後期鑑定模式，將電子文件產生後存於類似於資料庫系統

(DBMS)，在一段時間後，再依照相關的規則執行鑑定工作。 

電子文件的鑑定工作，目前依然有許多不同的做法，鑑定的時程

無論是前期或是後期鑑定，都可整合在電子文件保存系統之的架構

中，也唯有依據電子文件鑑定的專業知識及相關資訊系統的配合，才

能使得電子文件的鑑定工作相得益彰。 

 

  由上述幾節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四國鑑定模式，電子文件

鑑定作法中綜合比較，整理出下表４－１： 

 

表４－１各國電子文件鑑定比較表 

國家  
鑑定方式

 鑑定模式 鑑定程序 

加拿大 功能鑑定法 前期鑑定模式 

美國 傳統鑑定法 後期鑑定模式 

英國 傳統鑑定法 前期鑑定模式 

澳洲 功能鑑定法 前期鑑定模式 

 

  綜觀加拿大對於電子文件鑑定採取了宏觀鑑定模式，針對不同的

媒體形式進行鑑定，其中電子環境下之作業資料即為電子文件。其宏

觀鑑定法主要依政府部門功能性分工，因此一般之鑑定原則需考量

「認證性」、及「唯一性」及與其他文件之關連性電子文件之鑑定除

了一般鑑定原則考量外，尚需進行技術評估，以確認電子文件之法

律、資訊及歷史研究方面之價值。 

而美國對於電子文件管理採用 GRS20 做為標準，特別規定聯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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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電子文件處理之相關規定，GRS 20 的方式原則上授權聯邦政府電

子文件之處理，仍然強調資料備份及保整的完整性。美國在電子文件

鑑定的處理上，仍然以謝氏之「主要價值」及「次要價值」做為鑑定

之標準。 

英國對於現行電子文件的管理，採取兩種機制，一為對於現存電

子文件系統之鑑定計畫，主要在於辨識機構業務行為，使用 PRO 之選

擇標準與機構業務相互參照，來判定證據及研究價值。此種方式為折

衷式作法，對於未有完整電子文件管理系統之電子文件，結合 PRO 現

行之鑑定模式另一種模式將鑑定計畫導入新的文件管理系統，在電子

文件從管理的整個環節中，加入了鑑定之設計，以確保科技性鑑定之

執行。此種模式接近於加拿大之「功能鑑定法」，特別在文書產生前

即辨識機構之業務及功能。 

澳洲國家檔案館對於電子文件之鑑定作法，其中永久保存檔案之

價值鑑定仍以行政價值、財務價值、法律價值、事證價值及資訊價值

為考量，對於電子文件之鑑定需評估電子文件之可及性、可操作性以

及是否為業務資訊系統或檔案保存系統三點考量，以確保在電子文件

鑑定工作時能完整保留電子文件之價值。  

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四國對於電子文件之鑑定，無論屬於

「傳統鑑定方式」或是「功能鑑定法」都將傳統紙本式檔案鑑定標準

中之檔案之行政、資訊、法律價值考慮其中，也因此對於電子文件的

鑑定，除了依循傳統紙本式模式外，各國在電子文件鑑定部份都加上

了「技術鑑定」之相關考量。主要重點不但確保電子文件之傳統價值，

同時加強對於電子文件之認證性、完整性之需求，也因為電子文件載

體與傳統紙本式之差異，因此四國在電子文件鑑定工作中都加強技術

鑑定之相關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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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我國電子文件鑑定作業 

 

檔案管理局對於檔案價值鑑定作法上，分別有相關的檔案法令規

定，其中「國家檔案移轉辦法」對於各機關永久保存之檔案，自文件

產生之日起屆滿二十五年者，應於次年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理。

(註43)以確保檔案之永久價值。 

於「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中也明列出檔案保存年限訂

定之標準，檔案之保存年限可區分為永久保存及定期保存，定期保存

之年限區分為三十年、二十五年、二十年、十五年、十年、五年、三

年及一年。在法令第六條中，訂定各機關之檔案保存年限區分斷至少

每十年檢討一次。同時於法令第七條中，規定定期保專之檔案經微

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得調整其檔案原件之保存年限。對於定

期保存檔案之銷毀，若已屆保專年限之檔案，各機關檔管人員應製作

銷毀檔案瞼五，送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見；各單位認為有延長保專年

限之必要者，應簽註延長年限及理由。（註44） 

與檔案鑑定直接相關之法令尚有「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此

法令中明訂各機關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應由檔案管理單位或人員

簽請機關權長官核準後，成立檔案鑑定小組，同時規定由機關副首長

或幕僚長擔任召集人，並由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及檔案管理單位主管或

人員組成。必要時，並應請學者專家或上級主管派員參加。(註45)。 

對於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標準有以下七點：
46
 

（一）原有價值：指檔案之本質及特性具有之原始價值。  

（二）行政價值：指得供行政機關作為執行業務之參考價值。  

（三）法律價值：指得表彰機關（構）權責或保障權益之價值。  

（四）稽憑價值：指得作為稽核憑證之價值。  

（五）資訊價值：指得作為研究發展參考或滿足民眾知的需求之

價值。  

（六）歷史價值：指得保存典章制度或作為史籍資料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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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理成本：指典藏及維護檔案之成本效益。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對於檔案原有價值及資訊價值之評量

指標皆有條列相關標準，對於鑑定方式及鑑定作業步驟也都明列相關

規定，電子文件型式雖不同於紙本檔案，但其內容鑑定原則，仍然遵

循相關之檔案保價值鑑定規範。在實施檔案鑑定時，「機關檔案管理

作業手冊」第十五章有關檔案鑑定部份，也明列出檔案鑑定工作之相

關作法及執行細節。 

另外在電子文件管理方式上，主要依據檔案局所訂定之「機關電

子檔案管理作業要點」，此作業要點對於檔案管理方面，明訂出三點

遵循原則：(註47) 

(一)完整性(integrity)：指在電子檔案管理流程中，應確保儲

存電子檔案之內容，詮釋資料及儲存結構之完整。 

(二)真實性(authenticity)：指可划別及確保電子檔案產生、蒐

集及修改過程的合法性。 

(三)可及性(Accessibility)：指藉由電子檔案保存機制，配合

法定保存年限，維持電子檔案其及管理系統之可供使用。 

各機關電子檔案對於電子文件鑑定也在作業手冊中規定，若於轉置作

業階段，或電子檔案管理系統重新設計及升級作業階段時，應先辦理電子

文件鑑定作業。(註48)在電子文件鑑定作業時，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49
 

(一)內容鑑定：電子文件鑑定原則、標準及方式，應依檔案保專

價值鑑定規範規定辦理。 

(二)技術鑑定：分析電子檔案保存、移轉及應用過程中，所面臨

的軟硬體技術問題及所需成本，並就其保存年限、移轉時間及移轉技

術等事項提出建議。 

同時此二項鑑定工作，應由檔案管理人員會同相關資訊人員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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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對於電子文件管理及價值鑑定中，除了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理

實施辦法」外，對於檔案價值鑑定部份，在內容鑑定上仍然以紙本式檔案

鑑定標準為主，需配合「國家檔案移轉辦法」、「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

銷毀辦法」、「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及「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

之相關規定。除了內容鑑定外，並依電子文件特殊媒體型式加上技術

鑑定工作，進行電子文件之雙重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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