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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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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底，總計公布 525,648,034 筆檔案目錄。

去年度新增 23,325,843 筆檔案目錄，修改 18,721,371 筆檔案目錄，刪

除 3,668,028 筆檔案目錄。整體而言，相較於前（103）年底公布

520,515,191 筆檔案目錄，增加約 513 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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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個（含所屬

共計 3,369 個機關）共計送交 525,648,034 筆檔案目錄，並均已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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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64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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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7 筆（占總數 0.008﹪）外，其餘屬現行檔案目錄計有

243,755,753 筆（占總數 46.37﹪），回溯編目建檔之檔案目錄（以

下簡稱回溯檔案目錄）計有 281,847,264 筆（占總數 53.62﹪）。回

溯檔案目錄多集中於 81 年至 90 年間，數量計有 187,874,779 筆，

占回溯檔案目錄總數之 66.66%，亦占全部檔案目錄總數之 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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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年至 100 年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101 年以後

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上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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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及 104 年之各時間範圍檔案目錄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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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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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064 筆（占總數 0.33﹪）外，其餘屬定期保存檔案之目錄計有

410,941,675 筆（占總數 78.18﹪），屬永久保存檔案之目錄計有

112,992,295 筆（占總數 21.50﹪）。定期保存檔案之目錄中，以保存

年限 10 年者最多，計有 173,173,036 筆，占總數 32.94﹪；其次為保

存年限為 5 年者，計有 112,064,171 筆，占總數 2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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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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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06,895 筆（占總數 51.2﹪）；地方機關計有 256,501,976 筆（占

總數 48.8﹪）；至於其他（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則有 3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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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93,506 筆，占總數 41.8%（詳如圖 5）。與前年相

較，中央及地方機關之檔案目錄比例並無顯著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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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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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47,780 筆，占總數 33.40﹪；其次是司法

行政機關，計有 85,315,294 筆，占總數 1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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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一般行政機

關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 0.81%外，其餘性質機關之檔案目錄所占

比例，則無顯著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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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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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520,759 筆，占總數 92.4﹪；事業機構計有 30,890,650 筆，占總

數 5.9﹪；公立學校計有 9,224,757 筆，占總數 1.7﹪；其他（如訓練

機構、黨社團體等）計有 11,868 筆，占總數 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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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事業機構之檔案目錄比例略為下降

0.2%，其餘類別之檔案目錄所占比例，則無顯著之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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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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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26,631 筆，占總數 89.06﹪；案卷層級之檔案目錄計有 575,21,403

筆，占總數 1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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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812 人次上線瀏覽，其中去年為 102,894 人次。瀏覽人次中進行

查詢者計 148,123 次，屬簡易查詢計 114,796 次，占總查詢次數之

77.5%，進階查詢計 33,327 次，占總查詢次數之 22.5﹪。 

經比較去年及前年之查詢次數，去年總查詢次數為 148,123 次，較

前年總查詢次數 123,281 次成長近 20%（如圖 12）。 



130 
 

 

圖 12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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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查詢比例上升 7.2%，

進階查詢比例則下降 7.2%（如圖 13）。 

 

圖 13  103 年及 104 年之不同查詢方式比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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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5 個關鍵字，依

序為「行政院」、「地方機關」、「和平段一小段」、「基隆市土地登記」

及「臺灣」等。其中除「基隆市土地登記」及「臺灣」外，其餘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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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被查詢次數均超過 1,500 次以上，另排名第 6 至 10 名「戰役」、「陳

炘」、「新生地」、「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延平郡王」等 5 個

關鍵字之被查詢次數介於 400 次至 600 次（如圖 14）。如與前年前 10

大關鍵字比較，除「行政院」、「地方機關」、「臺灣」及「戰役」等 4

個關鍵字相同外，其餘 6 個關鍵字不相同，且亦可發現，該 4 個相同

關鍵字查詢次數均呈現小幅度下滑之趨勢（如圖 15）。 

 

圖 14 104 年前 10 大熱門關鍵字查詢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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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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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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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與前年相較，成長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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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58

件為最大宗，占 91.12%，機關受理民眾申請檔案件數計有 58,498 件（占

7.78%）次之，餘為機關間檢調 8,322 件（占 1.10%）（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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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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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參考」52,940 件居冠，占 83.03%，「學術研究」5,002 件次之，占 7.85%，

「事證稽憑」2,926 件第三，占 4.59%，「權益保障」1,731 件，占 2.71%，

「歷史考證」1,082 件，占 1.70%，「其他」最少，為 77 件，占 0.12%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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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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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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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7 月、前年 3

月及去年 2 月多次函催。 

截至目前為止，計有屏東縣九如、內埔、佳冬、泰武、瑪家鄉公

所、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屏東縣內埔鄉民代表會、金門縣烏坵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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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會、臺東縣太麻里鄉民代表會、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以及連江

縣議會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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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2%，整體完成比例已達 99.90%，僅餘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 個中央機關及屏東縣三地門鄉

公所、屏東縣來義鄉民代表會 2 個地方機關（表 1）尚未完成回溯檔

案目錄彙送作業。 

上開尚未完成的 4 個機關，本局業於本年 2 月賡續追蹤其辦理情

形。其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屏東縣三

地門鄉公所業已修正其完成率，並按其規劃期程逐步辦理；屏東縣來

義鄉民代表會則函復已於本年 3 月雇用臨時人員專案處理，後續本局

將持續督導及追蹤上開機關是項作業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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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以及直轄市議會），以及 102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直轄市之桃園

市（含桃園市議會），其接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目前直轄市議會部分

均已完成；直轄市政府部分，除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以及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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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屬共計 6 個機關尚未完成前述作業外，新北市與臺中市政府均

已完成是項作業（表 2），本局將持續追蹤上開機關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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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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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機關均已完成是

項作業。 

伍、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作業改善做法 

NEAR 截至目前為止累計公布 5 億 2 仟萬餘筆檔案目錄，近 5 年

度瀏覽人次成長量多介於 13 萬～18 萬間。於去年 6 月 23 日由主任秘

書主持召開「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作業研商會議」，邀集相關組室

研商機關檔案目錄彙送公布作業改善做法，並依據會議結論研擬具體

執行做法如下：  

一、提升 NEAR 目錄正確性及完整性 

    現存於NEAR之目錄，或有一檔案實體多筆目錄重複存在，或業

完成銷毀、移轉或移交作業之檔案目錄未併同更新，或檔案目錄有誤

植等情形，宜進行改善，以確保民眾檢索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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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做法如下： 

（一）建立檔案目錄定期彙送及更新作業追踪機制 

本（105）年6月底前預計完成檔案目錄彙送稽催管考功能，配合

機關彙送期程，由系統發送填報提醒及稽催通知，以利各機關掌握（含

上級機關掌握所屬）及規劃辦理例行性目錄彙送及移轉、銷毀目錄更

新彙送相關作業。另，每年定期彙整未辦理彙送公布及未如實辦理目

錄更新之機關清單後，函催該等機關儘速完成是項作業。 

（二）函請各機關確認已公布檔案目錄之正確性 

為維持NEAR目錄之正確性，預計於本年底前函請各機關辦理已

公布之檔案目錄清查作業，如已送交之檔案目錄有誤植、重複存在或

未依規定辦理更新等情形時，立即辦理重新彙送事宜，並由目錄彙整

機關依期程將辦理情形彙整後函知本局。另，如各機關因檔號不一致

無法順利更新者，可由目錄彙整機關彙整所屬需求，由本局分批刪除

需求機關指定範圍之檔案後，再請該等機關將修正完成之檔案目錄重

新辦理彙送。 

上開作業，預定於明（106）年3月底前彙整完成各機關辦理情形，

後續並視需求情形，分批辦理目錄刪除及重新彙送作業。 

二、精進 NEAR 操作介面及系統功能 

    為使民眾能夠便捷使用NEAR，應考量使用者需求調整系統操作

介面，並檢討現行各項功能可否更細緻、易讀及易於操作，以增進系

統使用之便利性及友善程度，其具體做法如下： 

（一）調整NEAR使用者介面及增修使用說明 

就使用者介面而言，除調整NEAR首頁全螢幕顯示、視窗最大化

外，亦增加如使用者可自行訂定欲顯示的欄位項目、調整頁面與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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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色彩及自訂字級設定等個人化服務。 

另就NEAR使用說明而言，除調整字體大小與版面設計，增列目

錄選單加強易讀性外，並加強基本檔案名詞之說明，如國家檔案、機

關檔案、檔案應用方式，以及系統所提供的各檢索欄位的意義，如檔

號、案名、案由、文件產生日期等，並依現行操作介面調整及系統功

能增修，修正使用指引，及依系統更新情形滾動修正，未來並可考量

製作操作說明影片等，以便使用者能快速熟悉系統功能及操作方式，

有效檢索到所需之檔案目錄。上開作業，預定配合本局文書檔案數位

變革計畫（106-109年度）規劃期程辦理。 

（二）檢討及改善NEAR系統功能 

本項作業主要先就檢索結果顯示功能及分類表檢索功能等兩方面

進行改善。就檢索結果顯示功能而言，現行NEAR之檢索結果，預設

係依相關性進行排序，惟使用者多反應系統所排序檢索結果之相關程

度，仍尚待加強，將請系統廠商協助改善檢索結果相關度之判別方式。

又檢索結果之排序選項，目前設置於目錄搜尋/使用偏好設定功能，建

議可與檢索結果頁面結合，讓使用者能更便利快速地依照其使用需求

將檢索結果進行有效排序。 

另就分類表檢索功能而言，因機關編案及分類方式之故，造成 

NEAR公布之機關分類表多數類號及類目，無相符之檔案目錄，致使

使用者一再點選後，新開視窗卻查無相符資料，檢索效能不彰，未來

將與系統廠商研議修正，分類表檢索之功能及呈現方式，以提升其使

用效能。上開作業，預定配合本局文書檔案數位變革計畫（106-109年

度）規劃期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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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 NEAR 檢索效能 

NEAR已建置多年，且檔案目錄數量逐年增長，目前於查找檢索

目錄資訊之過程中，時有檢索結果回應時間過長、檢索結果不精確或

檢索結果不一致之情形，應提升及改善NEAR之檢索效能。其具體做

法為提升NEAR搜尋引擎之效能，考量現有搜尋引擎已趨向過時，為

提升檢索效能，且更換更具效能之搜尋引擎，以改善相關問題，擬配

合本局文書檔案數位變革計畫（106-109年度）規劃期程辦理更換NRAR

之搜尋引擎。 

四、提供便捷之諮詢管道 

    目前NEAR之使用者諮詢服務窗口，係由本局同仁受理及協助處

理系統操作、帳號設定等問題，惟多數民眾所欲洽詢之各機關檔案目

錄相關資訊或反應機關著錄之檔案目錄內容疑義等情事，本局無法代

為處理，或需加以轉介，如能提供明確之諮詢管道，有助於解決使用

者疑問，進而提升使用意願。因此，其具體做法為增列NEAR各機關

諮詢服務窗口，後續將調查並彙整各機關應用服務諮詢窗口之聯絡資

訊，並配合本局文書檔案數位變革計畫（106-109年度）規劃期程於查

詢結果顯示介面，提示相關聯絡資訊，如民眾對該目錄內容有疑慮或

有進一步查詢需求時，可依諮詢窗口聯絡方式，逕洽各受理申請機關，

並可加強各機關對目錄品質維護及避免侵害個人隱私內容等事項之課

責性。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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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完成回溯檔案及縣市改制直轄市目錄彙送之機關，本局將賡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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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使機關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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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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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民眾申請應用有所困擾。因此，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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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確認各機關辦理例行性目錄彙送及移轉

或銷毀檔案目錄更新情形，經與檔案徵集組共同研議檔案目錄彙送管

考作業，預定於本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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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資訊之及時性及正確性。 

此外，為使民眾能夠便捷使用 NEAR，以增進系統使用之便利性、

友善程度及效能，NEAR 將配合文書檔案數位變革計畫（106-109 年度）

調整使用者介面及增修使用說明、檢討及改善系統功能及更換搜尋引

擎，並將於 NEAR 頁面增列各機關諮詢服務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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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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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三地門鄉公所 107.12.31 地方機關 
4 － 屏東縣來義鄉民代表會 105.11.30 地方機關 

 
*本局將持續追蹤上開機關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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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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0 已完成。 
2 臺中市政府 66 0 已完成。 
3 臺南市政府 66 1 該府所屬文化資產管理處，

刻正辦理接管檔案目錄彙送

作業，本局將定期追蹤其辦

理情形。 
4 高雄市政府 66 4 該府所屬民政局、社會局、

新聞局及農業局接管該府秘

書處檔案，俟該處檔案移交

完畢，即可辦理接管檔案目

錄彙送作業，本局將定期追

蹤其辦理情形。 
5 桃園市政府 47 1 該府所屬經濟發展局接管經

濟部公司登記檔案，俟經濟

部移交完畢後，即可辦理接

管檔案目錄彙送作業，本局

將定期追蹤其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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