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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各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報告 

壹、前言 

檔案法於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各機關（含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應編製檔案目錄，並以電子方式每半年將機關檔案目錄送交檔

案管理局（103 年 1 月 22 日更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彙整公布。除機密檔案目錄，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 5 條

之規定，不予彙送公布外，其餘檔案目錄一律彙整公布於本局建置之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以下簡稱 NEAR），供各界查詢使用。其中

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配合檔案法第 28 條之修正施行，自 97 年

9 月 1 日起停止辦理目錄彙送作業；公營事業機構如有非受託行使公

權力之檔案目錄者，自 98 年 4 月 6 日起亦毋須辦理彙送；另公立幼兒

園自成立或改制之日起亦毋須辦理彙送。此外，96 年 7 月 1 日起檔案

目錄改以案卷層級辦理彙送。 

經統計，截至去（103）年底，總計公布 520,515,191 筆檔案目錄，

相較於前（102）年底公布 529,446,534 筆檔案目錄，減少約 893 萬筆，

係因縣市改制直轄市及行政院組織改造各機關辦理移交、接管檔案目

錄彙送時，因時間差致使目錄重複存在，去年經函催，部分機關已確

認辦理完竣而刪除舊機關檔案目錄所致。 

貳、機關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負責檔案目錄彙送機關計 108 個（含所屬

共計 3,434 個機關）共計送交 50,682,683 筆檔案目錄，並均採線上方

式傳送。以下謹就檔案目錄內容特性分析及 NEAR 網站使用統計進

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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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目錄內容特性分析 

截至去年底，已彙整公布於 NEAR 網站供民眾查詢使用之機關檔

案目錄總計 520,515,191 筆。以下分別依檔案目錄時間範圍、檔案保存

年限、中央及地方機關別、機關性質、機關類別、案件及案卷層級等

項目，分析檔案目錄特性。 

 （一）依檔案目錄時間範圍區分 

如以檔案目錄時間範圍區分，扣除無法判定檔案產生時間之檔

案目錄 45,183 筆（占總數 0.01﹪）外，其餘屬現行檔案目錄計有

238,906,240 筆（占總數 45.90﹪），回溯編目建檔之檔案目錄（以

下簡稱回溯檔案目錄）計有 281,563,768 筆（占總數 54.09﹪）。回

溯檔案目錄中又以 81 年至 90 年之數量居首，計有 188,076,660 筆，

占回溯檔案目錄總數之 66.80%，亦占全部檔案目錄總數之 36.13%

（詳如圖 1）。另比較截至前年底及去年底各時間範圍之檔案目錄

所占比例，除 81 年至 90 年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101 年以後

之檔案目錄比例因逐年增加略為上升外，餘並無太顯著之差異（詳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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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檔案目錄時間範圍分布圖 

 

 

圖 2  102 年及 103 年之各時間範圍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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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檔案保存年限區分 

如以檔案保存年限區分，扣除無法判定保存年限之檔案目錄

1,782,316 筆（占總數 0.34﹪）外，其餘屬定期保存檔案之目錄計有

408,718,856 筆（占總數 78.52﹪），屬永久保存檔案之目錄計有

110,014,019 筆（占總數 21.14﹪）。定期保存檔案之目錄中，以保存

年限 10 年者最多，計有 173,573,238 筆，占總數 33.35﹪；其次為保存

年限為 5 年者，計有 110,705,988 筆，占總數 21.27﹪（詳如圖 3）。

如比較截至前年底及去年底各保存年限之檔案目錄所占比例，並無相

當顯著之差異（詳如圖 4）。 

 

圖 3  檔案目錄保存年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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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2 年及 103 年之各保存年限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三）依中央及地方機關別區分 

如以中央及地方機關別區分，中央機關所送交之檔案目錄計有

265,305,307 筆（占總數 50.98﹪）；地方機關計有 255,170,737 筆（占

總數 49.02﹪）；至於其他（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則有 39,147

筆目錄。在所有檔案目錄中，又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所占比例最

高，計有 217,097,367 筆，占總數 41.71%（詳如圖 5）。與前年相較，

除司法院及其所屬各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上升 0.62%，地方機關

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 0.33%外，餘並無相當顯著之差異（詳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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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央及地方機關檔案目錄統計表 

圖 6  102 年及 103 年之中央及地方機關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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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機關性質區分 

如以機關性質區分，12 類機關中，一般行政機關所送交之檔案目

錄數量居首，計有 178,088,752 筆，占總數 34.21﹪；其次是財稅行政

機關及金融事業機構，計有 84,604,495 筆，占總數 16.26﹪（詳如圖 7）。

與前年相較，司法行政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上升 1.30%，財稅行

政機關及金融事業機構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 0.78%外，其餘性質

機關之檔案目錄所占比例，則無相當顯著之差異（詳如圖 8）。 

 

              圖 7 不同性質機關之檔案目錄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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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102 年及 103 年不同性質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五）依機關類別區分 

如以機關類別區分，政府機關所送交之檔案目錄計有 479,368,626

筆，占總數 92.10﹪；事業機構計有 31,854,790 筆，占總數 6.12﹪；公

立學校計有 9,279,541 筆，占總數 1.78﹪；其他（如訓練機構、黨社團

體等）計有 12,234 筆（詳如圖 9）。如比較前年底及去年底之各類別

機關檔案目錄所占比例，政府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上升 0.87%，

事業機構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上升 0.89%，其餘類別之檔案目錄所占

比例，則無相當顯著之差異（詳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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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不同類別機關之檔案目錄分布圖 

註：「機關類別」係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學校代碼編碼原則之「機關學 

校類別」分類，其中事業機構包含一般生產、交通、金融等事業機構及衛 

生醫療機構。 

圖 10  102 年及 103 年不同類別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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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案件及案卷層級目錄區分 

如以案件及案卷層級目錄區分，案件層級之檔案目錄計有

469,832,508 筆，占總數 90.26﹪；案卷層級之檔案目錄計有 50,682,683

筆，占總數 9.74﹪。如比較累計至前年底及去年底之案件、案卷層級

檔案目錄數量所占比例，案件層級目錄所占比例仍相當高，但自 96 年

7 月起改採案卷層級辦理檔案目錄彙送後，案卷層級目錄所占比例已

逐漸提升（如圖 11）。 

 

圖 11  最近 5 年案卷、案件層級目錄比較圖 

二、NEAR 網站使用統計 

（一）網站查詢次數 

NEAR 網站自 91 年 9 月 17 日正式啟用至去年 12 月止，累計有

1,385,918 人次上線瀏覽，其中去年為 143,029 人次。瀏覽人次中進行

查詢者計 123,281 次，屬簡易查詢計 86,635 次，占總查詢次數之 70.3

﹪，進階查詢計 36,646 次，占總查詢次數之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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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較去年及前年之查詢次數，去年總查詢次數為 123,281 次，較

前年總查詢次數 102,563 次大幅成長近 20%（如圖 12）。 

 

圖 12 102 年及 103 年查詢次數之分布圖 

  如比較去年及前年之不同查詢方式比例，簡易查詢比例下降 5.9%，

進階查詢比例則上升 5.9%（如圖 13）。 

 

圖 13  102 年及 103 年之不同查詢方式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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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門查詢關鍵字 

分析去年累計之前 10 名熱門查詢關鍵字，排名最高前 5 個關鍵字，

依序為「地方機關」、「行政院」、「汪○○」（人名以○○替代顯示）、「司

法院」及「組織編制」等。其中除「司法院」及「組織編制」外，其

餘關鍵字之被查詢次數均超過 1 千次以上，另排名 6 至 10 名「戰役」、

「dvd」、「消防」、「臺灣」及「臺中區監理所」等 5 個關鍵字之被查詢

次數介於 200 次至 600 次（如圖 14）。如與前年前 10 大關鍵字比較，

除「地方機關」、「行政院」、「司法院」、「組織編制」、「戰役」、「dvd」

及「臺中區監理所」等 7 個關鍵字相同外，其餘 3 個關鍵字不相同，

且亦可發現，「dvd」之查詢次數有所成長外，其餘 6 個關鍵字之查詢

次數則稍微下降（如圖 15）。 

圖 14 103 年前 10 大熱門關鍵字查詢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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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102 年及 103 年共同主要關鍵字之查詢次數比較 

（三）檔案分類表查詢及瀏覽功能 

為提供使用者更多元之檔案目錄查檢方式，本局於 100 年 6 月 14

日函請全國各機關彙送新編訂或修訂之機關檔案分類表（或機關檔案

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以下簡稱檔案分類表），截至去年底為止，彙

送機關約 3,031 個（以機關為單位，無論其為新增或修訂之彙送次數），

彙送比率已達全部機關數之 88.37 %，與前年相較，成長 4.93%。 

參、機關檔案應用服務概況 

一、機關檔案檢調與應用 

依據本局去年辦理之前年度機關檔案管理調查結果（中央一、二 

級與地方二級機關），有關機關檔案檢調與應用部分，機關內檢調 737, 

254 件為最大宗，占 90.47%，機關受理民眾申請檔案件數計有 68,762

件（占 8.44%）次之，餘為機關間檢調 8,905 件（占 1.09%）（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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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02 年度機關檔案檢調與應用情形 

二、民眾申請應用檔案目的 

依前階調查結果，就前年度民眾申請應用檔案之目的，以「學術

研究」29,406 件居冠，占 42.38%，「業務參考」21,974 件次之，占 31.67%，

「其他」10,377 件第三，占 14.95%，「事證稽憑」5,652 件，占 8.15%，

「權益保障」1,562 件，占 2.25%，「歷史考證」最少，為 421 件，占

0.61%（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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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2 年度民眾申請應用檔案目的 

肆、回溯檔案及檔案移交作業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一、回溯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按檔案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各機關對本法施行前屬永久保存

之檔案，應於 9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回溯編目建檔，並至遲於 96 年

6 月前完成目錄彙送作業；屬定期保存之檔案，應於 97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成回溯編目建檔，並至遲於 98 年 6 月前完成目錄彙送作業。為掌

握各機關回溯編目建檔情形，本局曾於 94 年 4 月 7 日請各機關提供相

關數據，並促請其依規定期程辦理目錄彙送作業；並續於 96 年 9 月、

98 年 7 月及 11 月、99 年 7 月、100 年 1 月及 7 月、前年 7 月、去年 5

月及 7 月多次函催。 

截至去年底止，計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等 4 個機關陸續完成是項

作業，故中央機關完成率達 99.87%，地方機關完成率達 99.46%，整體

完成比例已達 99.62%，僅餘 15 個機關（中央 2 個，地方 13 個，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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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完成回溯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本局業於本年 2 月賡續追蹤上開尚

未完成回溯檔案目錄彙送之機關，並請其上級機關督導及協助所屬儘

速完成是項作業。  

二、縣市改制直轄市檔案移交作業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為配合縣市改制直轄市，有關檔案移交作業部分，本局業於 98 年

11 月 20 日以檔徵字第 0980009407 號函頒「縣市改制直轄市檔案移交

作業手冊」，並辦理相關作業說明會及實地訪視。依據前開作業手冊

規定，屬機關組織整併或機關裁撤者，移交機關及接管機關需辦理檔

案目錄彙送，更新機關於 NEAR 之檔案目錄。本局為順遂後續相關作

業，業於 100 年 1 月 4 日以檔應字第 0990013066 號函補充說明，因應

縣市改制直轄市移交檔案目錄彙送之相關事項。 

  有關屬 99 年實施之縣市改制直轄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

高雄市），其接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應於 100 年 12 月前完成，目前

市議會部分均已完成；市政府部分，除新北市政府於去年 4 月函報因

新舊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整合問題，無法如期完成前述彙送作業，預計

於本年 3 月底全數完成外，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含

所屬）業已多次函送辦理情形並經本局確認後，僅剩少數機關尚未完

成是項作業（詳表 2），本局將持續追蹤上開機關之辦理情形。 

另，桃園市於去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含桃園市議會），

部分未涉及移交接管之機關，本局業於本年 1 月初將其檔案目錄搬移

至新機關代碼下；至涉及移交接管之機關，本局將於本年 7 月再追蹤

其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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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組織改造檔案移交作業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有關移交檔案目錄彙送部分，依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第 2 章第 7 節檔案移交規定，檔案移

交機關應辦理移交檔案電子目錄註記，並彙送至本局進行目錄更新；

檔案接管機關應辦理接管之檔案電子目錄註記，並彙送至本局。截至

去年底為止，行政院院本部（含相當中央三級之獨立機關飛航安全調

查委員會）及 22 個部會新組織法已施行（詳表 3），本局業已完成上

述未涉及檔案移交接管機關新舊機關代碼異動，並將其檔案目錄轉移

至新機關代碼下。 

依據上開作業手冊檔案移交作業規定，檔案接管機關應於組織法

案通過後半年內完成接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上述逾期未完成者，尚

有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衛生福利部與其所屬社會及家庭署、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與其所屬臺中市榮民服務處、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武陵農場宜蘭分場及各縣市榮民服務處、勞動部

與其所屬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及中彰投分署等機關。 

本局除將持續追蹤各機關辦理情形外，亦將協助各機關解決所面

臨之問題，使其能夠順遂完成是項作業，俾利檔案管理無縫接軌，並

減少民眾於 NEAR 檢索應用檔案之不便。 

伍、結語 

檔案法施行至今已逾 10 年，各機關對於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漸為

熟稔，已彙送之機關亦均採用線上方式傳送檔案電子目錄。另，有關

未完成回溯檔案目錄彙送之機關、縣市改制直轄市及行政院組織改造

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本局將賡續追蹤，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使機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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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順遂完成是項作業，便利民眾檢索及應用檔案。 

NEAR 網站為民眾檢索及應用檔案之平台，惟去年發現，許多機關

辦理移轉或銷毀作業後，未落實辦理目錄更新彙送作業，造成 NEAR

目錄資訊未即時更新，致使民眾申請應用困擾。因此，除去年 2 月已

函請各機關重新檢視已彙送本局公布於 NEAR 之檔案目錄，請其依實

際之管有情形予以更新；並為確認各機關移轉或銷毀檔案目錄更新情

形，經與檔案徵集組共同研議檔案移轉或銷毀目錄更新之管控機制，

將預定於本年 4 月底前由文書檔案資訊組完成系統功能開發，強化落

實管控機制，以維 NEAR 目錄資訊之正確性。另，因應民眾反應 NEAR

部分機關公布之檔案目錄涉及個人隱私資訊，爰去年也函請部分機關

進行目錄檢視修正，並避免日後發生類似情形。未來為增進檔案目錄

內容之妥適性及更新，業請檔案徵集組及本組同仁於講授檔案編目建

檔、目錄彙送等相關課程時，加強相關作業之說明。 

此外，近期發現部分機關因整併、裁撤、更名或已排除檔案法準

用範圍，但仍存在於 NEAR 網站瀏覽群組內，因此，本年度將全面檢

視更新現存機關狀態。再者，NEAR 網頁之查詢結果頁面內容有部分

修正，因此本年度將再修正更新 NEAR 使用指引。未來，NEAR 亦將

持續以使用者角度檢討設計檢索介面及功能，俾使其更具親民性，以

提高民眾的使用率及檢索應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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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未完成回溯檔案彙送作業之機關清單 
序號 上級機關 未完成機關名稱 預定完成日期 備註 

1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1 中央機關 
2 經濟部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5.12.31 中央機關 
3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104.7.31 地方機關 
4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九如鄉公所 103.12.31 地方機關 
5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內埔鄉公所 104.4 地方機關 
6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佳冬鄉公所 103.12.31 地方機關 
7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瑪家鄉公所 104.12.31 地方機關 
8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103.12.31 地方機關 
9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107.12.31 地方機關 
10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 103.12.31 地方機關 
11 － 屏東縣內埔鄉民代表會 104.4 地方機關 
12 － 屏東縣來義鄉民代表會 103.12.31 地方機關 

13 － 臺東縣太麻里鄉民代表會 103.12.31 地方機關 

14 － 金門縣烏坵鄉民代表會 103.12.31 地方機關 
15 － 連江縣議會 未函覆 地方機關 

 
*持續追蹤尚未完成機關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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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縣市改制直轄市移交接管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序號 機關名稱 涉移交接

管機關數 
尚未完成移交

接管機關數 
辦理情形 

1 新北市政府 59 59 俟新、舊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整合完

畢，該府預計 104 年 3 月底前完成

接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 
2 臺中市政府 66 5 尚有部分機關因新、舊公文系統整

合問題，尚未完成接管檔案目錄彙

送作業，本局將定期追蹤其辦理情

形。 
3 臺南市政府 66 15 尚有部分機關因新、舊公文系統整

合問題，尚未完成接管檔案目錄彙

送作業，本局將定期追蹤其辦理情

形。 
4 高雄市政府 66 14 尚有部分機關因新、舊公文系統整

合問題，尚未完成接管檔案目錄彙

送作業，本局將定期追蹤其辦理情

形。 
5 桃園市政府 47 47 組織仍調整中，涉移交接管機關數

為該府目前回報之結果。尚於移交

接管期限內，本局將於 104 年 7 月

再追蹤其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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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政院組織改造移交接管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序號 機關名稱 啟動 
日期 

是否涉 
移交接管 

應完成 
日期 

辦理情形 

1 行政院 101.1.1 是 101.11.20 已完成。 
2 法務部 101.1.1 是 101.7.1 1. 未完成。 

2.  司法官學院於 102.7.1 成

立，應於 102.12.31 前完成

接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法

務部亦應完成移交檔案目

錄彙送，惟目前因為系統轉

檔因素，尚未辦理完竣。 
3 客家 

委員會 
101.1.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4 中央銀行 101.1.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5 國立故宮博

物院 
101.1.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6 中央選舉委

員會 
101.1.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7 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01.2.6 是 101.8.6 已完成。 

 8 行政院 
主計總處 

101.2.6 是 101.8.6 已完成。 

9 公平交易 
委員會 

101.2.6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10 文化部 101.5.20 是 101.11.20 1. 已完成。 
2.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及

國立表演藝術中心之組織

法施行日期未定，俟確定

後另案列管。 
11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01.7.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12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101.8.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13 外交部 101.9.1 是 102.2.28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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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政院組織改造移交接管檔案目錄彙送辦理情形（續 1） 

序號 機關名稱 啟動 
日期 

是否涉 
移交接管 

應完成 
日期 

辦理情形 

14 僑務委員

會 
101.9.1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15 財政部 102.1.1 是 102.7.1 已完成。 
16 教育部 102.1.1 是 102.7.1 已完成。 
17 國防部 102.1.1 是 102.7.1 未完成。 
18 衛生福利

部 
102.7.23 是 103.1.22 1.   未完成。 

2.   尚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等 2 個機關未辦

理完竣。 
19 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102.11.1 是 103.4.30 1.   未完成。 
2.   尚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

務處、臺南市榮民服務

處、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武陵農場宜蘭分場及各

縣市榮民服務處（接管所

在地後備指揮部部分檔

案）等機關未辦理完竣。 
20 國家發展

委員會 
103.1.22 是 103.7.21 已完成。 

 21 勞動部 103.2.17 是 103.8.16 1.   未完成。 
2.   尚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及

中彰投分署等3個機關未

辦理完竣。 
22 科技部 103.3.3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23 原住民族

委員會 
103.3.26 否 X 業由本局轉移檔案目錄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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