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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之行政、歷史稽憑功能，
本局依據檔案法規定，陸續徵集移轉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政府機關檔案，並接受私人
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託管及收購，以確保珍貴檔案得以妥善保存，並經過描述、
整理及修護等作業後提供應用。迄今，本局典藏國家檔案逾 17.9 公里，內容包含府院
政策、立法監察、司法及法務等 19 個類別。
為促進各界瞭解國家檔案典藏情形，本局自 99 年起按季提供最新典藏訊息，105
年 7 至 9 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160 公尺(共計 4 類)，以下就其來源機關、內容大要、
起迄期間及檔案長度介紹如下：
一、內政類：檔案共計 7.2 公尺
來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包括姓名使用條例修正案、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案、臺灣省

內政部

戶口校正案、我國人口政策綱領案、家庭計畫案等。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39-76

7.2

二、財政金融類：檔案共計 142.4 公尺
來源機關
財政部關務署

內

容

大

要

包括進出口貿易商管理辦法、國際機場港口旅客檢查辦法、旅
客出入境管理規定、海商法修正案、修正懲治走私條例等。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菸類化驗、查緝酒類、香菸攤販設置及管理、推銷獎勵金、

新北營業處

緝私法規、倉儲運輸法規、配售機關福利社公賣品等。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環境衛生管理、酒類製造包裝、酒類年度生產計畫、酒類

善化啤酒廠

送驗、品質管制、倉儲管理、產品推廣品評等。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商標登記、酒類化驗改良、酒類查緝、酒類成品改良及研

埔里酒廠

究、原材料使用規格與報表、產品標貼圖案之改良等。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酒類原料使用暨製造規格、各項酒類化驗分析方法、菸酒

南投酒廠

市場調查文書、酒類品質改良試驗、葡萄酒類研討會議等。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38-60

8.8

57-75

52.8

64-75

24.8

36-75

38.8

66-75

17.2

三、交通及公共工程類：檔案共計 10 公尺
檔案來源

內

容

大

要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內部控制與稽核、出國報告、網路教學業務、環境保護

電信訓練所

業務、專案稽核、營運計畫、策略規劃、研究計畫等。

起迄期間(民國)

長度(公尺)

84-94

10

四、地方事務類：檔案共計 0.4 公尺
來源機關

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內

容

大

要

包括徵用者名簿、徵僱死亡者家屬名冊、日本官兵善後連
絡部文書集等。

起迄期間(民國)

34-72

長度(公尺)

0.4

105 年 7-9 月新進典藏之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表及右圖：
類別

長度(公尺)

內政類

7.2 (4.5%)

財政金融類

142.4(89%)

交通及公共工程類

10(6.25%)

地方事務類

0.4 (0.25%)

總計

160(100%)

截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國家檔案典藏長度總計 17,918.575 公尺（紙質類檔案 17,450.75 公尺；非紙質
類檔案 467.825 公尺，包括攝影類 202.73 公尺、錄影音帶類 244.64 公尺、電子媒體類 12.815 公尺、改制
機關廢舊印信及銜牌 7.64 公尺）
，各類檔案數量及比例如下圖表：
類別

長度(公尺)

府院政策類

27.69 (0.1545%)

立法監察類

214.15 (1.1951%)

司法及法務類

571.29 (3.1883%)

考銓及人事類

1.01 (0.0056%)

內政類

250.92 (1.4003%)

外交及僑務類

814.68 (4.5466%)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類

3126.11 (17.4462%)

財政金融類

3618.32 (20.1931%)

教育及體育類

558.06 (3.1144%)

經濟貿易類

2736.955 (15.2744%)

交通及公共工程類

4690.65 (26.1776%)

文化傳媒類

270.26 (1.5083%)

衛生醫療類

0.94 (0.0052%)

人文及科技發展類

0.15 (0.0008%)

農業類

173.74 (0.9696%)

地方事務類

344.44 (1.9223%)

政治類

413.63 (2.3084%)

民間團體類

104.91 (0.5855%)

個人類
總計

0.67 (0.0037%)
17,918.5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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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林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檔案介紹
檔案典藏組書記

趙家蓁

秋高氣爽，漫步在微涼的森林，欣賞一年一度的美麗「楓」景，是絕佳的身心靈饗
宴。盛名遠播的賞楓勝地──日本京都，每年 11 月中旬開始，紅葉古剎相映成趣，吸
引遊人不遠千里前去。不讓京都專美於前，寶島臺灣的高山氣候四季分明，秋季「楓」
情也是不遑多讓，盤點臺灣著名的賞楓景點，拉拉山和雪霸自然保護區必然榜上有名，
遊客徜徉在山中雲霧繚繞間，欣賞楓紅的美麗景象，別具詩情畫意。
拉拉山和雪霸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機關，正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新竹林區管理處)，該管理處之肇始，可溯至日治時期，日本
政府於臺灣總督府下設殖產局經營臺灣林業，民國(以下同)12 年殖產局營林所下設立
新竹出張所，32 年改稱新竹山林事務所，35 年成立新竹山林管理所，隸屬臺灣行政長
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49 年設立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78 年改制易名
為新竹林區管理處，88 年精省後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至今1。目前本局移轉自新竹林
區管理處之檔案計有 162 案(192 卷)，皆為民國 38 年以前的珍貴檔案，內容包括造林
事業工程、木材生產、砍伐事業劃定區域、各種木材副產標售、木材市價調查等。
森林是人類賴以維生的重要資源，然而世界森林面
積正快速減少，為減緩氣候暖化的現象，加強造林以吸
收二氧化碳，便成為當前迫切的重要工作，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推動植樹造林計畫，希
望能營造安全、生態及優質的家園。2距今約 70 年前，
造林事業一樣受到重視，從林務局的前身──臺灣省政
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於 37 年訂定的「本省造林樹種之
選定綱要」(圖 1)得知，當時造林樹種之選定重視林木
的實用與經濟價值，例如：種植樟樹作為開發樟腦事業
之原料，栽植相思樹、九芎、鐵刀木作為薪炭材，培植
臺灣核桃樹、臺灣櫸作為軍用材，其他尚有藥用、油料
及塗料用栽植樹種，綱要中還規劃森林治水、保安林、

圖 1：本省造林樹種之選定綱要：行政院

海岸林、耕地防風林及道路樹等造林樹種，強化水土保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苗

持功能，則是古往今來都相當重視的防災觀念。

圃種子樹苗卷〉：0037/602W/1/0002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歷史沿革：網址 http://hsinchu.forest.gov.tw/naturearea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網址 http://theme.forest.gov.tw/Policies/Tree/ch/index.html#main

造林是一項艱辛的任務，首先工作人員
必須披荊斬棘在深山中尋找母樹採集種子，
採集後尚須進行林苗培育、整地種苗、疏拔、
修枝等工作，可說是一種結合體力、心力及
智慧的工作。3圖 2 是 37 年 1 月的造林事業
枯損報告，從內容得知三處造林地於 36 年
秋季所種植的琉球松因遭逢久旱無雨，致使

圖 2：造林事業枯損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
林區管理處，
〈苗圃種子樹苗卷〉：0037/602W/1/0001

枯損甚多，新店碧潭的琉球松枯損比例為 30%，金瓜寮
枯損比例 40%，大湖尾的枯損比例甚至高達 50%，由
此更見到前人種樹不易，後人更要珍惜有限的森林資
源。
森林占臺灣一半以上的面積，是最重要生態系統，
也是防止土石流、發揮國土保安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但
一場火災便能瞬間將這些珍貴資源化為烏有，圖 3 是竹
東林場於 37 年 11 月間發生的森林火災紀錄，起火原因
是原住民升火禦寒，餘燼經風吹而復燃，火災波及的林
地約 1 公頃，所幸撲滅及時，加上天降大雨，火勢幸未
蔓延。為進一步完善森林火災的預防機制和措施，提高

圖 3：竹東林場 37 年 11 月份以後火災調查
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
理處，
〈防範火災注意事項卷〉
：0037/702/1

防範能力，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於 38 年特頒
發「森林火災預防運動實施綱要」(圖 4)，從加強巡山工
作、防火宣導、整備防火設施、組訓民眾、通報聯絡等 5
大面向，以加強預防機制及應變能力，以期防患未然。
綠，象徵著生機與豐饒。森林可以調節氣候，涵養
水源，使水土得以保持，國土得以保安。感謝辛苦的林
業人員種下綠美化的種子，讓森林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得
以萌芽成長，使珍貴的綠色資源得以生生不息，為我們
建構一個綠色永續的未來。本局另典藏有林務局其他林
區管理處於民國 38 年以前珍貴檔案，歡迎對光復初期林
業事務有興趣之民眾多加應用。
圖 4：森林火災預防運動實施綱要：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防範火災
注意事項卷〉
：0037/702/1
3

參見林務局造林業務，網址：
http://www.ecaa.ntu.edu.tw/weifang/lab551/%E6%9E%97%E8%8B%97/%E9%80%A0%E6%9E%97%E6%A5%
AD%E5%8B%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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