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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金檔獎參獎經驗分享 

主講人：林碧桃 

日期：10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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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管理碩士 
 現職：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秘書室秘書 
 公務經歷：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股長：督導文書、檔案、採購

管理、資訊、研考、廳舍管理、車輛管理、技工、工
友及臨時人員管理、庶務等工作。 

 臺中市政府科（課）員：主辦檔案與採購業務等。 
 檔案管理相關經驗： 
 103年承辦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檔案管理業務，榮獲

第12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104榮獲金質獎。 
 臺中市政府任職期間規劃「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金檔

獎」輔導團，輔導所屬機關榮獲第5 ~7屆機關檔案管
理金檔獎及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計5機關及8人獲獎。 

 曾與工研院合作「應用RFID創新技術於檔案管理之實
證研究」，並合撰該專文獲刊載於檔案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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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認識檔案管理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簡介 
檔案管理計畫（規劃）及培訓（15%） 
檔案清理與機密檔案管理 
 （檔案鑑定與清理12%） 

檔案保管與庫房設施（20%） 
檔案應用（20%） 
文書與檔案作業資訊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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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檔案管理 
檔案：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

文字資料及其附件（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
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 ）  

機關檔案：指由各機關自行管理之檔案。  
重要性：檔案管理是傳承國家發展與見證歷史的基礎工

作，不僅保存政府施政的各項紀錄，更肩負維護國家珍
貴文化資產的重責大任。 

檔案管理意義：各機關團體之檔案管理專責單位直接對
檔案實體文件和檔案資訊進行整理，不僅是將已處理的
文書及有關檔案資料歸檔，妥善予以保管，並且能提供
應用服務的各項業務總稱。 

作業組成：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清理、安
全維護、銷毀以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 

其他檔案管理作業：檔案徵集、檔案價值鑑定、檔案統
計、檔案編輯研究、檔案應用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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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相關規定 
檔案法 

檔案法施行細則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績優機關檔案管理評獎實施要點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GRS)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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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訊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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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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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及檔案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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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計畫及培訓（15%） 

檔案法第四條規定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
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並編列年度計
畫及預算。 
檔案管理整體規劃（20%） 
檔案管理績效管考（40%） 
檔案管理與應用標竿學習（20%） 
檔案管理宣導與訓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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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整體規劃 
規劃﹕針對檔案管理需要，訂定工作計畫與作
業規範、作業流程圖等，目標明確、具體可行
，102 年 12 月如期完成各項檔案管理計畫。 

預算﹕投入經費共計新台幣 446,150 元整，
預算執行率 98%（節省公帑 7,210 元）目標
達成率 100﹪。 

支援人力﹕計畫執行過程中調用本中心資料處
理組，支援人力約 50 人，積極協助檔案整卷，
圓滿達成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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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8大工作計畫 

檔案庫房改善計畫 

檔案管理應用服務宣導及 
專業培養計畫 

檔案管理業務執行計畫 

檔案管理觀摩計畫 

永久檔案保存價值 
鑑定作業執行計畫 

檔案清查作業計畫 

機密檔案清查計畫 

電子發票檔案展計畫 

102-104 
檔案管理 
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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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8大作業準據 
 

作業
準據 

檔案檢調 
管制作業須知 

檔案開放 
應用須知 

檔案保存價
值鑑定小組 

公務紀錄 
蒐集作業規範 

檔案清查及銷
毀作業計畫 

水損檔案文物
緊急搶救注意

事項 

文書處理 
檔案管理 

滿意度問卷 
調查實施計畫 

永久保存檔案
去除金屬物 
作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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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績效管考1 
成立「102 年度檔案
管理工作圈」﹕由本
中心主任秘書擔任召
集人，不定期召開會
議，藉由不斷檢討改
進及追蹤列管，落實
進度管控。 

 

 
本中心首長多次於業務會報提及參加 102年機關檔
案管理金檔獎事宜，指示全體同仁支持與配合。 

主任秘書召開檔案考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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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首長重視與支持 

財政部張部長盛和 
就檔案行銷予以鼓勵 

中心主任勘查檔
案庫房情形並指
導改善意見 

中心主任關心檔案管理作業
情形 

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聽取電
子發票檔案歷程介紹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局長就
檔案行銷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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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績效管考2 

檔案
管理
作業
進度
管制
表 

       執行進度管考 ﹕ 
依據本中心「102 年度檔案管
理業務執行計畫」每 2 週陳報檔
案作業進度，並提出執行成效報
告，均如期完成。 
於內網設置「財政部財政資訊
中心 102 年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
評審重點及應辦事項」，負責人
填寫進度表，長官不定期追蹤管
考，完成率 100%。 
101及103年財政部實地輔導本
中心檔案管理業務，改善意見及
辦理項目，經逐案管控後且如期
完成。 



2017/3/29 16 

檔案管理與應用標竿學習1 
金檔獲獎機關標竿學習﹕為使本中心檔案
管理業務更臻完善，機關首長及秘書室主
任均率員觀摩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等金檔
獎獲獎機關，就標竿學習內容提出心得分
享，並擬具本中心檔案業務具體改善事項9
項，均獲參採並予執行。 

參訪新北市政府稅捐
稽徵處 

參訪臺北國稅局松
山分局 

參訪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板橋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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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與應用標竿學習2 （20%） 

觀摩世紀交通運
輸重要檔案展 

參訪財政部北區
國稅局宜蘭分局 

參訪檔案展﹕由本中心長
官率隊參觀檔案管理局舉辦
之「世紀交通運輸重要檔案
展」及他機關所辦理之各項
檔案展，汲取辦理檔案展覽
經驗。 
辦理電子發票檔案展﹕本
部張部長及吳政務次長親自
蒞臨電子發票檔案展現場，
對檔案行銷加油打氣。 

財政
部張
部長
盛和 
就檔
案行
銷予
以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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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宣導與訓練1 
宣導﹕ 
財稅內網建置「檔案資訊」專區，內含檔案管理作業規範、計

畫及檔案相關講義等供同仁下載參考，分享檔案觀摩、受訓心
得、檔案管理相關資訊共 27 篇 

設置「檔案資訊小站社群」，供同仁相互討論與意見交流。 
主管會報與社區活動宣導檔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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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宣導與訓練2 

檔案庫房入庫保管及設施管理講習會 

公文線上簽核交流暨
觀摩會議 

由本中心同仁擔任課程講師 

訓練﹕ 
檔案管理局、機關首長等各級長官
多次實地指導庫房檔案架空間合適的
擺設，並關心整備進度。 
派員參加檔案管理局舉辦之研習課
程計。 
自行辦理檔案管理及文書處理培訓
課程。 
檔管人員參加培訓後，撰寫心得報
告，作為檔案業務推動參考。 
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研討會」
及「公文線上簽核研習」。 
檔案管理人員及機關全體同仁積極
參與檔案管理數位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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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理與機密檔案管理（12%） 

機密檔案管理（20%） 

定期辦理檔案蒐集（25%） 

檔案清理與鑑定（40%） 

檔案移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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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檔案管理1 
專人管理﹕年度歸檔之機密檔案件數統計，均依
規定使用密件專用封套封裝，封面應載事項完備，
封口均彌封及依規定蓋職章，由專人歸檔管理。 

  機密檔案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存放於上鎖之機
密檔案區專櫃內， 有監視系統防護，並定期作檢
查。 

定期辦理清查及檢討解降密﹕訂定102年度檔案清
查作業計畫，辦理機密檔案解密，並於辦理解降
密作業後，均依規定完成資訊系統註記及修改機
密等級、案情摘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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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檔案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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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辦理檔案蒐集 
•訂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公務紀錄資料
蒐集資料作業規範」﹕充實本中心檔案文
物內涵，以多元管道徵集各類型檔案資料，
包括：本中心創建人相關著作、賦稅改革
委員會報告書、本中心創設及辦公室建置
資料、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統計專冊
等。 

本中心創建人-劉
大中先生資料蒐集 

59年行政院賦稅改
革委員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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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理與鑑定 
訂定計畫﹕明訂作業進度及範圍，對已屆保存年限公文

檔案進行清理作業 

「102年度檔案管理業務執行計畫」 

「102-104年度中長程檔案管理計畫」 

「102年度檔案清查及銷毀作業計畫」。  

「102年度永久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作業執行計畫」﹕
永久檔案交由鑑定小組進行鑑定，並依鑑定報告修改
保存年限。 

檔案銷毀﹕編製檔案銷毀目錄送業務單位簽註意見後，
依規定陳報財政部轉層報檔案管理局審核同意後，經會
同本中心政風室人員辦理銷毀作業，並完成目錄系統註
記，另銷毀檔案依機關檔案目錄彙送期程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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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鑑定會議，鑑定人事室57-65年度永久檔案計
3,305件，依鑑定報告修改保存年限為一般檔案計
3,253 件。 
訂定檔案管理102-104年度中長程計畫，100-102年
度陳報銷毀檔案計58,473件，同意銷毀58,452件。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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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交 

範圍﹕各機關因改組、部分業務移撥時檔
案之移交，或因裁撤（含公營事業移轉民
營）辦理檔案移交。 
作業及程序﹕成立檔案移交專案小組、整
理移交檔案、編製檔案移交目錄、轉出移
交檔案電子目錄、檔案裝箱、檔案點交、
作成交接紀錄、電子目錄轉入系統及接管
檔案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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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管與庫房設施（20%） 

檔案整理維護（40%） 

檔案清查（20%） 

庫房設施（40%） 

全體動員，大家一起來 

去除金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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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整理維護1 
 訂定「102 年度水損檔案文物緊急搶救演練計畫」﹕定

期檢查紀錄檔案保存狀況，提升機關同仁對於災害之防
範及搶救，以加強檔案之保存與維護。 
 
 

 

檔案均依檔號由小到大、
由左至右、由上而下順序整
齊排列。 
案卷首頁放置案卷目次表
載明案名、類目名稱、檔號
起迄、保存年限、案由、文
號、來（受）文機關、來文
號、密等、頁數、併案文號
及附件註記。卷內檔案及卷
夾封面或卷脊標示之案名、
檔號及保存年限，內容均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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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整理維護2 
 案卷內每一案件均以6B鉛筆於首頁右上角編寫目次號，並依目次號順序

由小到大排列，達3公分即平整入卷。  
 相同案名之案件集中放置於同一檔案卷夾，卷夾使用無酸、堅韌材質之

紙類容具。 
 檔案櫃清楚張貼櫃號及標示，放置檔案應與標示相符。 
 永久保存檔案均依規定去除金屬物，以棉線裝訂成冊，加裝封面及封底，

封面載明案名、檔號及保存年限，並訂製質優、堅韌、硬殼之無酸性檔
案卷夾放置，與定期檔案分區存放且定期檢查保存情形。 

 媒體檔案如為光碟片則以壓克力材質之保護盒（夾）存放，標明檔號、
案名、保存年限及存放位置，容具標示與檔案內容相符，並置放於防潮
櫃中，取用時佩帶尼龍手套，配合檔案清查檢查記錄保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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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查 

訂定「102 年度檔案清
查作業計畫」﹕逐卷逐
件辦理檔案清查，包括
一般檔案及機密檔案，
於檔案清查清單詳載清
查情況，並依清查結果
完成清查報告陳核，及
辦理後續銷毀等處置。 

102年辦理清查101年度檔案計13,93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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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設施1 
 檔案庫房依規定專區設置，與辦公場所及檔案閱覽

室明確區隔。 
檔案庫房加裝門檻，無水患及排水問題。 
庫房隔間及門窗均採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建
材 

庫房內裝置警報、門禁及監視錄影系統 
檔案庫房設置恆溫、恆濕空調、溫度顯示器及除濕
機等，每日自動記錄溫溼度，並輔以人工進行量測
與記錄。 

檔案室溫溼度偵
測 

防火門 門禁系
統 

溫溼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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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設施2 
依樓地板承載重量及儲存媒體形
式，設置舵輪式密集檔案櫃、固定
式檔案架、機密檔案櫃及防潮櫃等
保管設備。 

防潮櫃 防潮櫃 密件檔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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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偵煙器、滅火器與符合照度規定之低紫外線照明設備，
並定期保養及校驗，典藏環境優良。 
檔案庫房採單一出入口，設置專人管理，並裝設磁卡式門
禁、保全防盜、錄影監視系統及通信設備，典藏環境安全無
虞。 
檔案庫房門禁卡除由檔案管理人員負責保管外，並訂定本
中心「人員進出庫房注意事項」 
檔管人員定期清潔檔案庫房內、外環境， 並就庫房設施維
護及人員進出庫房情形作成紀錄簿嚴格管制。 

數位監視系統 滅火器 每天紀錄溫溼度 

庫房設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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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計 

 
防火門證 

 
通訊設備-緊急電話 

除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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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應用（20%） 

  
 
 

檔案加值與推廣（40%） 
檔案目錄彙送（20%） 
民眾申請應用（20%） 
檔案檢調（10%） 
應用服務設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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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1 
 

積極蒐集本中心「稅籍資料檔案數位典藏演
進」、「個人稅籍資料檔案提供各級政府、機
關應用」、「推動電子發票作業過程及成果檔
案」及「電子報繳稅推動歷程及績效」等資料，
並編輯為本中心核心業務檔案數位化專冊置放
於檔案應用專區網站，提高宣導效益。 

機關首長親自督導 
擘劃辦理「電子發票 
檔案展」活動，期間 
並結合 102 年電子 
發票成果發表會，有 
助檔案行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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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2 

Love 
me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800&ctNode=781&mp=1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800&ctNode=78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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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3 

Kiss 
 me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703&CtNode=790&mp=1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703&CtNode=790&mp=1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703&CtNode=790&mp=1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703&CtNode=79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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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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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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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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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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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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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加值與推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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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錄彙送 
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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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請應用 
本中心依據檔案應用相關規定，訂定「檔案開放應
用須知」、「民眾現場閱覽檔案須知」，製作「民
眾檔案應用申請作業流程圖」、「檔案應用申請書
填寫須知及範例」。 

核准民眾申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案件，分析統
計檔案用途、類別及數量，供日後檢討保存年限及
保存價值鑑定參考。 

本中心提供全國各機關申調全國財政資訊檔案，申
請用途為各機關稽核財產稅、所得及綜合所得稅稅
籍資料等，以適時提供正確資訊供審核參考。 

http://www.fia.gov.tw/lp.asp?CtNode=777&CtUnit=166&BaseDSD=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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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檢調1 
本中心訂定「檔案檢調管制作業須知」，
據以辦理調案、展期申請及逾期稽催等作
業，借調檔案均依規定由調案人辦理線上
借調，定期辦理調卷統計及逾期未歸還之
稽催。 
逾期未歸還檔卷，每月列印稽催報表送承
辦人及單位主管檢視申請展期或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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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檢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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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設施1 
檔案閱覽室備有電腦、置物櫃、影印機、
監視設備、印表機、文具用品、老花眼
鏡、手套、口罩及等，提供檔案目錄檢
索工具（電腦、書寫工具等）供民眾使
用，並購置相關參考書籍，提供優質服
務環境。 

檔案應用作業流程圖、空白申請書
置放於檔案閱覽室之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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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設施2 

 
民眾置物櫃 

 
檔案指引架 

 
檔案應用相關工具 

 
影印機提供影印服務 

 
檔案知識櫃 

 
檔案指引架 

 
提供網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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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與檔案作業資訊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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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績效與標竿作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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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長廊－統一發票演進」檔案展 

 
本中心大主任向來訪
貴賓說明檔案記載統
一發票的歷史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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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1 
機關首長支持 
上級機關輔導 
成立檔案管理品管圈小組 
依評獎項目分組輔導(組長由科長級擔任) 
檔案管理教育訓練 
標竿金檔獎機關 
經費與人力 
展現機關特色 
創新檔案應用 
檔案展 

 
 



特別注意事項（獲獎小撇步）1 

 
 

金檔獎獲獎比率約48％；符合檔管法令要求，是獲獎的基礎，除此之外，我
們還能多做甚麼?遠離準備第2次的夢靨、中央比地方機關評獎標準高。 

量夠到質的提升。 

每個評核項目針對各項目要呈現的亮點? 

 

檔案應用有很大的發揮空間：門口(布條、旗幟)、電梯(海報) 、地板足跡。 

充實檔案應用網站內容。 

凡走過必留下足跡：備卷夾、檔案大事紀要 、改善前後記錄。 

結合現有，提升品質：建議中科志以檔案說故事方式闡述中科的誕生、文宣
品。 

結合現有環境提供服務空間；一面牆，一座櫥窗，都可以是精彩的檔案展﹗ 

展現機關特色：針對機關核心業務之公務記錄，妥善整理並推廣應用。 

 

 

 

 

 
 

http://web.ctsp.gov.tw/temp/book/a02.html


特別注意事項（獲獎小撇步）2 
結合現有，提升品質： 
中科志-以檔案說故事方式闡述中科的誕生。 
文宣品-結合目前業務推動宣導檔案應用。 
結合現有環境提供服務空間-一面牆，一座櫥窗
，都可以是精彩的檔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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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ctsp.gov.tw/temp/book/a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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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2 

參獎是一種學習；過  
   程中，我們更體會到  
   檔案管理的重要性。 
獲獎是無上的光榮； 
   金檔獎為我們的努力 
   留下永恆的見證﹗ 
   

 讓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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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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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展覽 

http://www.fia.gov.tw/ct.asp?xItem=2742&CtNode=78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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