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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檔案清理與鑑定之意義、目的與關係

檔案清理作業

‐ 劃定檔案清理範圍

‐ 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 進行檔案清理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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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與鑑定之意義與目的
意義

‐清理：指依檔案目錄逐案核對，將逾保存年限或已

屆移轉年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理銷毀

或移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理

‐鑑定：判定檔案保存年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值之

步驟

目的

‐清理：促進檔案開放利用，提升檔案管理效益

‐鑑定：作為決定檔案保存年限及提供檔案銷毀、典

藏、移轉等清理決策參考之過程

檔案清理與鑑定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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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

鑑定 清理方式

機關典藏

移轉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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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作業

劃定檔案清理範圍

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進行檔案清理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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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檔案清理範圍

依據機關檔案數量、人力、空間等資源，研
訂檔案清理計畫，確立檔案清理範圍、作業
時程

範圍劃定
- 從早期檔案循序劃分階段辦理，如以5年或10年或依
中長程計畫等劃分

‐ 考量檔案完整性，全案納入清理範圍，包含定期檔
案及永久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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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相關法令

檔案鑑定意義

檔案鑑定原則

檔案鑑定時機

檔案鑑定步驟

鑑定案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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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令

檔案法施行細則第13條‐檔案鑑定時機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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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意義
意義

‐訂定檔案保存年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值之步驟

方法

‐檔案鑑定人員依據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

遵循一定原則與步驟，選擇適當方式、方法及基準，

判定檔案保存價值~提升相對客觀，降低主觀

目的
‐作為決定檔案保存年限及提供檔案銷毀、典藏、移轉

等清理決策參考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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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原則 鑑定規範第13點

需求原則

彈性原則

客觀原則

完整原則

不受媒體拘泥原則

去蕪存菁原則

先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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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原則(續)
 需求原則

–衡量檔案之使用者數量、權益、應用頻率、檔案類別、

需求程度及時效性~現在及未來、內部與外部需求。

 彈性原則

–因檔制宜：依檔案性質及應用需求，選擇適當之鑑定方

法及基準~數量影響方法與標準的選擇。

–『寬容』留存：「孤本從寬，複本從嚴」、「本機關從

寬，他機關從嚴」、「裁撤機關從寬，現行機關從嚴」

、「核心檔案從寬，一般檔案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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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原則(續)

 客觀原則

–進行意見諮詢或討論，避免擅斷及主觀~三個臭皮匠。

 完整原則

–遵循全宗原則，衡量檔案原有機關層級或檔案之重要性

、獨特性、代表性，擇選具完整性之檔案，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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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原則(續)
 不受媒體拘泥原則

–注重檔案內容價值，不因檔案媒體型式不同而有所差

異。

 去蕪存菁原則

–精選足以代表機關組織沿革、政策及業務之檔案。但

以不違背完整原則為限。

 先例原則

–遵循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但因機關職能或時空

環境變遷等特殊情形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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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鑑定時機 施行細則第13條

因修訂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辦理檔案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
議者

檔案因年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年限者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移轉檔案管理局前

辦理電子檔案轉置、移轉(交)或清查階段

規劃建置電子檔案管理資訊系統(含重新設計及
版本升級)階段



檔案鑑定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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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保存年限
及清理處置參考

確立目的
與範圍

分析機關
背景與
檔案概況

選擇
鑑定方式、
方法與基準

分析
檔案價值

提出
鑑定結果

撰寫
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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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鑑定目的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區分

‐機關檔案銷毀

‐機關檔案移轉

鑑定範圍

‐檔案涵蓋年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類別

‐檔案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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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檔案原有機關組織沿革、職能變遷及相關業務法令

檔案原有機關主要職能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

檔案涵蓋年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產生之原因

檔案類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檔案形式及保存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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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鑑定方式 鑑定規範第6點

內容鑑定

–指依檔案主題、內容及應用需求，評估檔案價值之方
式。

職能鑑定

–指分析個別機關內各類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評估
檔案價值之方式。

宏觀鑑定

–指分析機關間各類政府職能及各單位之相對重要性，
評估檔案價值之方式。



★財政部賦稅署職能宏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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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署

財政部

財稅資料中心

各國稅局

稅捐稽徵機關

合作關係

指揮監督

幕僚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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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鑑定方法 鑑定規範第11點

• 邀請學者專家鑑定
• 邀請利害關係人參與分析
• 邀集業務單位會審
• 進行檔案內容實地審查
• 選擇代表性檔案審查
• 舉辦公聽會
• 公開資訊徵詢大眾評論
• 選擇鑑定基準進行檢核
• 辦理焦點群體座談
• 調查或訪問相關人、事、物
• 其他適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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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適用鑑定基準鑑定規範第12點

原有價值

行政稽憑價值

法律價值

資訊價值

歷史價值

管理成本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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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原有價值

‐指檔案之本質、內容或實體形式特性具有之原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歷次會議之重要章戳及召集令等

 檔案裝訂型式為卷軸等具有展覽價值之檔案 ~清朝最後一份榜單

行政稽憑價值
‐ 指得作為機關組織職能運作、決策、業務處理及績效等
事證或責任稽憑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歷次會議之議事錄及速紀錄等



清朝宣統皇帝退位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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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法律價值

‐ 指檔案清理適法性及保障團體或個人權益之價值

- 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土地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
附件，除土地所有權第1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應
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15年

‐ 政治受難者補償依據

資訊價值

‐指得做為研究發展參考或滿足民眾知的需求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歷次會議之國是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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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歷史價值

‐指得保存典章制度或做為史籍資料之價值

 民國38年以前檔案

 戒嚴時期通行證核發案件

 中國航空公司效忠祖國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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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管理成本

‐ 指保管、典藏環境、管理維護成本

‐ 檔案修護效益

風險評估

‐指評估檔案未妥予留存，對於機關業務運作及利害

關係人利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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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鑑定報告 鑑定規範第19點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包括機關名稱、機關組職沿革、相關業務法令。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
–包括鑑定目的、檔號或分類號、數量、原件或複製品
、媒體型式、保存狀況、檔案涵蓋年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類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鑑定過程
–包括鑑定方式、鑑定方法、鑑定基準、鑑定人員、相
關鑑定案例。

鑑定結果及建議
–包括鑑定結果綜合評析、檔案處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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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新竹縣政府「牛隻管理」

檔案內容

‐民國48-50年，牛隻出生登記、異動及查緝私宰等管理

背景資訊

‐沿襲日治時期畜牛管理辦法相關規定

‐出生登記牛隻種別(如黃牛)、性別(牡、牝、閹)、日期、
產地、毛色、特徵或所有人等

‐民國56年廢除牛籍制度，正式邁向農業機械化時代

審選結果：歷史價值

‐早期農業時代牛藉管理，民國56年廢除牛籍制度

‐具時代背景及地方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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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隻管理－種牛生產報告

38牛隻管理—牛籍簿、屠牛檢驗證明



39牛隻管理－斃死報告、異動未登記訊問筆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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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外交部

 檔案內容
‐民國初年至80年情資與報告、僑務、國際事務參與及其

他對經濟、文化活動

 審選結果：原始及資訊價值
‐ 政情與僑務資訊~加強我在泰國高棉地區反共工作計畫

‐ 國外元首或政要訪華情形~美國尼克遜副總統訪台

‐ 外交推展重要歷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日租稅條約

‐ 參與國際組織~鞏固我在聯合國及其他組織地位

‐ 外交交涉案件~向日交涉戰時損失賠償

‐ 領土權屬案件~東、西沙群島主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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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美軍在臺交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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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中央信託局~最大國營貿易公司、台灣第一家壽險公司

檔案內容
‐民國41-87年購料處、儲運處、人壽處、貿易處、秘書

處及董事會等檔案

業務職能
‐辦理採購、貿易、保險、銀行、信託、儲運及其他指定

之特種業務

審選結果：歷史及資訊價值
‐中美環球貿易股份有限公司等海外貿易公司籌設、登記、

股權收購、董事會議紀錄冊（董事）

‐壽險營運、業務計畫、報告及執行檢討（壽險）

‐出口米的外袋及出口米至國外情形（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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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
－中美環球貿易公司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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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
－與中美環球貿易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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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出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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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信託局－出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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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中央造幣廠

 檔案內容
‐民國34-90年廠務改進、硬幣鑄製、黄金製品品管及

副業經營

 審選結果：原始、資訊及歷史價值
‐鑄幣業務經營

‐錢幣製成與真偽判定，機構與國防及公營事業關係

‐日本歸還銅幣處理、承製反共愛國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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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造幣廠－錢幣真偽鑑定



49

案例－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

 檔案內容
‐民國39-50年，公營事業體安全管制、機堡拆除及防

空戒嚴法令

 審選結果：原始及歷史價值
‐煉油廠、高雄港或發電廠等戒嚴管制或警備

‐糖廠出入管理及製糖期間安全措施

‐保蔗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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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保蔗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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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保蔗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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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高雄港務局
檔案內容
‐檢丈及登記(所有權註銷船籍等)文件

‐船體及主機建造圖說、船舶圖、建造計劃工程說明

‐船體已滅失超過15年

考量部分船隻年代較早，經邀請學者專家進行
實地審選後，建立下列審選原則：
‐代表性船隻：油輪、貨櫃輪、國造大型油輪、交通船、

鮪釣漁船、訓練船

‐代表性港口工作船：高雄港、安平港、馬公港

‐離島交通船：金門、馬祖、澎湖、小琉球與本島及離

島間交通船

‐船隻設計、技術及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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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造大型油輪－伏羲號(另有神農、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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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水利署第一河川局

 檔案內容

‐民國47-75年政風及河川管理業務檔案

 審選結果：歷史資訊及研究價值

‐政風檔案

‐早期河川水文相關資料，包括：水利工程工資工率

分析手冊、曾文溪流域長期雨量試測、橋樑及水文兵

要調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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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公營事業檔案

 檔案產生年代
‐反映民國34至38年間新舊政權產權清查、接收或企

業草創情形，包括臺灣菸酒公司民國35-60年檔案、

臺鹽公司民國35-70年檔案，全數保留。

 檔案內容
‐著重核心業務職能，如董監事會議紀錄、重大決策

會議紀錄重大技術合作及轉移、經營策略、重要計

畫、民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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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公營事業檔案(續)

 審選結果

‐歷史價值

 民國35至60年之「保密防諜」、「榮民安置」、
「工礦警察任免」、「查緝菸酒處理」、「香菸
零售商許可證」等。

‐全宗原則

 以「類」、「卷」為單元，並考量全宗原則，保
留總公司與其所屬檔案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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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公營事業檔案(續)

 審選結果

‐產業關聯性檔案

 塑膠工廠生產供應臺灣菸酒公司塑膠箱、供應臺
鹽公司PE包裝袋。

‐保留地方產業特色

 屬產業與地方發展、產業與產業間關係史料，逐
案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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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耕作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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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菸零售商許可證

菸酒零售商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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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菸攤販專賣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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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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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存放於木箱、菸箱及鋁鐵菸箱

菸酒查緝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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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接收處理敵偽物資辦法

查緝酒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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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行政院財政類檔案

前置作業‐研擬審選重點
–蒐整機關組織沿革、重要施政紀錄、大事紀等資料

–參考財政部史料陳列室

–商借「財政部史實紀要」2冊

鑑定方法
–邀請具專業背景的學者和資深退休人員進行檔案內容實地審查

–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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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行政院財政類檔案

鑑選結果：七大類審選重點
–一般政務：重要財政金融會議
–政策法案：財政金融措施、方案（方針）、計畫
–國際交流合作：參與國際組織、國際債務處理相關文件
–銀行及金融外匯：貨幣發行、政策相關文件，如臺灣銀行

發行新臺幣百元券
–稅務：鹽稅及鹽業，可與本局典藏鹽業檔案互補之案情
–大陸事務：如各國家行局在撤退大陸前各債務暫緩償付案

等案情
–其他：非屬上述分類之其他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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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財經問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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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財經問題會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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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參與國際組織
日本與西德申請入國際貨幣基金之我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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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參與國際組織
我同意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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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參與國際組織

我同意越南共和國加入國際貨幣基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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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財政類檔案

檔案清理鑑定百字銘

咱們機關做什麼，檔案要能知分曉，

重大事件莫輕忽，名人要角很重要，

第一最末多留意，稀有難得價值高，

人民權益要維護，銷毀以後找不著，

學術歷史靠研究，素材資料找你要，

若是有錢空間足，通通都留是最好，

只因人窮志氣高，清理鑑定不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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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檔案清理處置

73

檔案清理

鑑定
清理方式

機關典藏

移轉

銷毀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第3條：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度、決策及計畫者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者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者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利用價值者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行政稽憑價值者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者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益之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具有重要歷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法令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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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度、決策及計畫

★民航局：民航政策白皮書

★勞委會：勞保年金制度及國民年金制度規劃案情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
解釋
★教育部：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

★證券期貨局：證券交易法、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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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

★署立OO醫院：醫院擴充審議案情

★關稅總局：接掌海關總稅務司案情

★林務局：阿里山森林遊樂區規劃案情

★宜蘭縣漁業管理所：新建造漁船（筏）註冊案情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利用價值
★臺中港務局：臺中港整體規劃及未來發展計畫

★衛生署：空中緊急醫療管理系統之系統需求協調會議

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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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行政稽憑價值

★臺東縣政府：寺廟登記、工會立案登記案情

★彰化縣政府：公寓大廈組織報備案情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
★屏東地方法院：籌建院址及土地取得案情

★林務局：同仁退休金暫存於中央銀行國庫局保管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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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益之維護具有
重大影響
 臺北縣政府：民國73年海山煤礦煤塵爆炸、瑞芳鎮煤
礦災變、三峽鎮海山一坑煤礦災變處理報告

 原住民保留地劃定案情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
 經濟部：科技發展計畫

 國科會：人造衛星、太空科技中長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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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具有重要歷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

★臺東郵局：民國48年郵凱輪開航、成立第二輪船郵局

★臺中郵局：中共偽福建省連江縣郵電局電報

★農糧署南區分署高雄辦事處：牛車搬運糧食合約

★花蓮縣政府警察局：空飄汽球勸募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新竹縣政府：八七水災重建工程預、決算、合約書及施

工情形照片

★臺中市政府：九二一震災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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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法令規定應永久保存

★醫療法：人體試驗之病歷，應永久保存

★土地法：土地登記總簿，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永久保存

★統計法施行細則：各機關所編印之統計書刊，至少應有

一份永久保存

 其他重要事項

★總統府：國防部軍法司回復民眾戒嚴時期受拘禁期間

所書日記清查無著案

★總統府：台鹽製鹽總廠民國65至72年逼迫鹽民離業，

強行收回鹽田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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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狀況檔案之處理
 檔案變質

‐照片之底片、幻燈片、電影片等檔案，因變質至軟化、膠黏化而散

發有毒物質者

‐逕行銷毀後函送檔案管理局備查

 遇戰爭、暴動或事變
‐駐外館或單位遇事，為保護國家安全或利益，而須即時銷毀檔案

‐逕行銷毀後函送檔案管理局備查

 天災或事故
‐檔案遇地震、水災等，經鑑定可修復者應儘量修復

‐經鑑定無法修復者：將檔案毀損原因、已毀損檔案之檔號、案名及

數量等情形，併同鑑定報告，函送檔案管理局

備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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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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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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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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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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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林管處林區工作站

 檔案狀況
‐民國56至83年檔案，因保存環境不佳，導致蟲蛀、霉蝕、檔案破損

嚴重

 鑑定過程

‐成立鑑定小組：由林區管理處邀集各業務單位組成

‐鑑定標準與方式：就檔案來源機關、原有價值、行政價值、稽憑價

值等，逐卷進行

 鑑定結果
‐就破損不堪且無保存價值者，建議銷毀

‐仍具業務參考價值者擬予留存，且與未受損檔案隔離，置放於具空

調設施之檔案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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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公路總局某工務段

 檔案鑑定背景資料
‐年代：民國45至80年

‐保存狀況：歷經多次風、水災，造成破損、發霉或成檔案磚

‐檔案內容：包括法規、人事、公路建築工程、公路監理、機料等

類別

 鑑定過程
‐由機關相關業務單位人員組成鑑定小組，並邀集上級機關參與

‐按檔案保存狀況及檔案完整程度整理、分析，配合機關職能進行

鑑定

‐鑑定基準：原有價值、行政稽憑價值、管理成本、風險評估

93

案例－公路總局某工務段

 鑑定結果
- 考量機關職能、檔案可替代性、內容價值及修復成本

- 機關主要職能為公路建築工程，整理出轄區內重要橋樑工程檔案加

以修復，並列永久保存

- 法規、人事類多為上級機關轉文，且上級機關已保存該類檔案，有

足夠之替代性，建議銷毀

- 其他檔案或為副知性質，或已過保存年限，無保存價值，建議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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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相關法令

檔案銷毀意義

檔案銷毀作業原則

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特殊狀況檔案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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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第12條~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
存年限或未依法定程序，不得銷毀

檔案法施行細則第13條~辦理銷毀產生疑義
時，應辦理鑑定

機關檔案保存年限及銷毀辦法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6章

相關法令

98

意義
- 指對屆滿保存年限，且不具保存價值之檔案，經依法

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等適

當方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之作業程序

目的
- 提高檔案典藏之效益性

- 減輕檔案保管數量負擔

檔案銷毀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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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作業原則

每年辦理一次為原則

全案或全卷屆保存年限

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經該
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銷毀

機密檔案應依規定完成解密程序

機密文書等級變更或註銷處理意見表、通知單及
紀錄單，俟原檔案註銷機密等級並屆保存年限後

檔案附件應隨案銷毀(除另已指定單位保管者外)

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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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檔案
銷毀目錄

檔案銷毀
目錄核審

制定檔案
銷毀計畫

銷毀目錄
送審作業

執行檔案
銷毀及續存

作業

機關配合
事項



制定檔案銷毀計畫

檔案年度、數量、存放地點

檔案銷毀目錄送核冊數

史政機關檢選情形

擬銷毀時間、地點及方式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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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檔案銷毀計畫（續）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銷毀目錄已記載基準編號者，得免記載

‐記載檔案符合基準之類別或編號
例1：分類號○○○及○○○，符合○○類基準所定保存年限。

例2：除分類號○○○外，餘均符合○○類基準所定保存年限。

★例示

‐內容：○○自來水事業處擬銷毀分類號100水表管理、分類號

300人力評鑑、分類號400出納帳表等檔案，經檢視僅

分類號100檔案，不適用各類基準所定保存年限。

- 記載：除分類號100外，餘均符合人事類、行政類基準所定保

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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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計畫

103

（機關全銜） 檔 案 銷 毀 計 畫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現現  況況  

檔檔案案年年度度  數數量量  檔檔案案存存放放地地點點  
檔檔案案銷銷毀毀目目錄錄  

送送  核核 冊冊  數數

史史政政機機關關檢檢選選情情形形  

機機關關名名稱稱 數數量量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作作  業業  

擬擬    銷銷    毀毀    時時  間間  擬擬    銷銷    毀毀    地地    點點  擬擬    銷銷    毀毀    方方    式式  

檔檔  案案  符符  合合  基基  準準  情情  形形  

備備          註註  
  

填填          表表      說說      明明：：  
一、「數量」欄，請視檔案銷毀目錄編製情況填列擬銷毀檔案總案卷數或總件數；例如： 
(一) 以案卷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錄者，銷毀檔案數量計 10 案 50 卷，請填列 10 案(50 卷)。 
(二) 以案件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錄者，銷毀檔案數量計 100 件，請填列 100 件。 
二、「檔案符合基準情形」欄，請填列擬銷毀檔案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類別或基準項目編號。 
三、擬銷毀檔案無保存年限 10 年以上，且非屬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年限基準適用者，請於備註欄內敘明。 
四、紙張尺度為 A4，欄位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自行調整。 

五、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請於備註欄位註記鑑定報告檢附情形。 

編製檔案銷毀目錄
 得以案卷或案件為單元編製

 應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每冊以不超過3公分為原則

 案卷單元之檔案銷毀目錄，其目錄所列案名及案情摘要
等應具體呈現檔案內容

 目錄格式請參考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6章銷毀或至
本局網站(www.archives.gov.tw)下載(首頁(檔管人員) »檔
案法規 »作業規定 »作業須知、案例及表格 »表格下載)

104



105

檔案銷毀目錄(案卷)
法務部調查局  檔 案 銷 毀 目 錄 

檔號：39/02/0798               卷數：1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391127-431220               保存年限：3      

案名：本局工作人員附搭便船辦法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調整後保存年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彙集總統府資料組、台灣省保安司令部及相關船務公司函頒之「情報人員出入境暫行辦法」、「出入境人員攜帶外幣規

定」及「調查局工作人員附搭便船辦法」等法規命令及行政規則等，本局據以辦理。  

  基準項目編號：041401-2                                            

備註：  

 

檔號：67/02/2948                卷數：1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670302-670926                保存年限：3       

案名：67 年度本局同仁及眷屬出入境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調整後保存年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本局人事室辦理專任同志及眷屬以求學（進修）、參加會議、研習（受訓）、探親（病）、考察及觀光等名義申請出境。

    基準項目編號：040603 及 040604                                          

備註：  

 

銷毀檔案總數量：2 案 2 卷 

銷 毀 作 業 
承辦人：        簽章                 監毀人：       簽章 

核准銷毀文號：                               銷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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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目錄(案件)
台糖公司善化糖廠 檔 案 銷 毀 目 錄                             

檔 號：0082/104/01/01              基準項目編號： 

案 名：研究發展                                     

目次號 案        由 來(受)文者 收、發(來)文字號 文件產生日期
保存

年限 

調整後保存年 

限(調整原因) 
備 註

01 
本公司擬委託進行設置量販中心可行性研究，敬邀貴

機構參加甄選 
台糖公司 來：企研字

110401069 號 
821018 10   

檔 號：0082/117/01/01              基準項目編號： 

案 名： 災害                                   

目次號 案        由 來(受)文者 收、發(來)文字號 文件產生日期
保存

年限 

調整後保存年 

限(調整原因) 
備 註

001 本廠四月二十五日受豪雨之災害報告表 
（台糖公司

企訊處）

發：善會字

11701011 號 
820503 10   

  

銷毀檔案總件數： 2 件                                     

銷 毀 作 業 
承辦人：           簽章                   監毀人：           簽章 

核准銷毀文號：                                       銷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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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目錄核審作業

機關內部初審

‐逐案審查

‐依法令規定應踐行程序

 會計檔案及機密檔案

‐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

‐必要時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之清理處置列屬「屆期後鑑定」者

 保存年限10年或產生時間已逾30年以上者(非屬基準適用者）

亦需考量：
★有無未逾法令規定保存年限
★涉內外在使用需求
★影響民眾重大權益
★未了案件

銷毀目錄送審作業
 檔案銷毀目錄得先提供史政機關檢選
‐作為史料研究及文獻編纂參考

‐充分發揮檔案功能

 送上級機關
‐目錄及計畫之記載是否符規定

‐擬銷毀檔案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移轉或由機關續

管建議

‐檔案有無涉及未了案件或影響民眾重大權益

 函送檔案管理局

 函送資料
‐檔案銷毀計畫及檔案銷毀目錄

‐辦理檔案鑑定者：檔案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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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目錄送審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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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二級機關

省政府、省諮議會、
直轄市政府及議會、
縣（市）政府及議會

由各該機關送交

中央三級以下機關

省政府及直轄市政府
所屬機關

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交

由省政府及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縣（市）政府所屬機
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

由縣（市）政府彙整送交

執行檔案銷毀及續存作業

續存作業
‐ 檔案銷毀目錄：註記

‐ 檔案管理資訊系統：修正保存年限

‐ 列入移轉：依規定辦理移轉

銷毀作業
‐ 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

‐ 運送過程之安全

‐ 派員監毀

‐ 銷毀方式：化為碎紙、溶為紙漿、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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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配合事項
 註記核淮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

 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註記其微縮或電子
紀錄編號

 擬提供史政機關名稱

‐提供史政機關之檔案，應經本局核准銷毀後，方得提供

 已銷毀之檔案，前已目錄彙送者，應將註記修正後之檔案
目錄轉出電子檔，依目錄彙送期程重新辦理彙送

 就檔案管理局核復留存意見，進行後續相關檔案處理
‐檢討其他相關案情檔案之保存年限

‐檢討該類檔案之保存年限，作為修正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之參考

111

進行檔案清理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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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

鑑定
清理方式

機關典藏

移轉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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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

相關法令

檔案移轉作業程序

114

相關法令
檔案法第11條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
★專案移轉



檔案移轉作業程序

115

整理擬移轉
檔案

辦理檔案
價值鑑定

編製檔案
移轉目錄

移轉目錄
送審作業

執行檔案
移轉作業

機關配合
事項

116

整理擬移轉檔案

檢出屆移轉年限之永久保存檔案

‐以案卷為單元

‐案卷內文件產生之日最晚者為準

破損修復或辦理滅菌除蟲作業

審查確認檔案開放應用限制情形

辦理檔案機密等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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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檔案鑑定

參考指南：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機關檔案

管理作業手冊第15章。

檔案鑑選：符合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15.5.2.6

第2目所列檔案，並擬具鑑定報告。

118

編製檔案移轉目錄

應依檔號排序

應編定頁碼、加裝封面、活頁方式裝訂，每冊以
不超過3公分為原則

得以案卷或案件為單元

目錄格式請參考機關檔案管理作業手冊第17章移
轉或至本局網站(www.archives.gov.tw)下載(首頁(

檔管人員) »檔案法規 »作業規定 »作業須知、案例
及表格 »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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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目錄送審作業

函送檔案管理局

函送資料

‐檔案移轉目錄

‐檔案鑑定報告

120

執行檔案移轉作業
移轉時程規劃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8條規定：依檔案管理局所規劃時

程辦理

修正檔案目錄
‐依本局審核結果修正檔案電子目錄
‐檢視案名及案情摘要著錄之妥適性

‐電子目錄填寫移轉及開放應用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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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檔案移轉作業（續）
機密檔案

‐與一般檔案分開裝箱

‐依規定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彌封

‐機密檔案目錄應與一般檔案目錄分開轉出

備妥檔案移轉交接紀錄、移轉目錄各一式2份

依檔案移轉目錄所載項目詳細清點核對移轉
檔案

應移轉之檔案，有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
複製儲存者，請提供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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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檔案移轉作業（續）
檔案裝箱

‐裝箱規格以42x37x32公分大小為原則
‐移轉檔案之附件，應併本文裝箱

‐檔案裝箱時，應按檔號順序排列

‐檔案卷脊朝上置放，並保留空間以便取出
‐各箱應放置備註箱號之案名清單

‐配合移轉檔案內容，檢視檔案移轉目錄、電子目錄

與案名清單所載資訊一致性

‐檔案裝箱後，應將箱號註記於檔案移轉目錄
‐檔案箱外標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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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檔案移轉作業（續）
檔案點交
‐備函派員將檔案併同移轉目錄、交接紀錄及其電子

目錄送達指定場所

- 檔案清點核對後作成交接紀錄

‐雙方完成簽章並加蓋機關印信

- 檔案移轉目錄及交接紀錄由雙方各執乙份存查

進行檔案清理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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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理

鑑定
清理方式

機關典藏

移轉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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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清理處置

機關自行永久保存

‐彰顯機關歷史發展、職能或業務活動者

‐具機關行政稽憑或法律價值者

‐屬主管法令規定，但未涉國家層面者

‐涉個人權益者

調整定期檔案之保存年限

腦力激盪時間

★Q1：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複選）

A.SARS防治措施、計畫及防疫會議記錄

B.本機關員工休假公文、表冊

C.遭受納莉風災，各地受損情形、因應方案及

補助措施

D.本機關制定之法規

Ans：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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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力激盪時間

★Q2：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其檔案銷 毀目錄層

送檔案管理局審核程序為何？（單選）

A.由各該機關送交

B.層報由縣（市）政府彙整送交

C.層報由內政部彙整送交

D.層報由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An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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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力激盪時間

★Q3：遇哪些狀況應辦理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複選）

A.因修訂檔案保存年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B.辦理檔案銷毀產生疑義者

C.檔案因年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年限者

D.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Ans：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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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力激盪時間

★Q4：對於檔案管理局而言，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

（複選）

A.檔案管理局91年度檔案銷毀目錄之相關文件

B.審核他機關檔案銷毀目錄之相關文件

C.檔案法修訂之相關文件

D.他機關訂定檔案管理作業有關規定送檔案管理

局備查之相關文件

An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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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力激盪時間

★Q5：請問財政部檔案中，有關『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之相關文件，是否應永久保存？

（是非題）

Ans：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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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強化檔案鑑定觀念

落實檔案鑑定制度

審慎檔案清理作業

提升檔案管理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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