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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檔案目錄彙送管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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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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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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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檔案目錄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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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目錄彙送 

• 各機關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
簡稱檔案局)訂定之時程及規定，將前半年
完成新增及更新之檔案電子目錄轉出後，
以機關檔案目錄檢測軟體或機關檔案管理
資訊網所提供之線上檢測功能無誤後，再
彙整送交檔案局公布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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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目錄彙送 
• 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滿足民眾知的權利 

  （依檔案法第8條規定，各機關應將檔案目  
  錄每半年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於「機 

    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 

• 整合檔案資源，方便使用者一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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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送範圍 
• 除機密檔案目錄，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5
條規定不予彙送外，其餘一般檔案目錄(含
現行與回溯檔案)均應送交檔案局彙整公布 

• 機密檔案於完成機密等級註銷後，應依一
般檔案管理，並辦理目錄彙送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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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機關 
• 各級之中央及地方機關 
• 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僅

彙送受託事務範圍內之檔案目錄) 
• 公立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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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程序 
• 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每半年送交1次 

 中央1、2級：各該機關送交 

中央3級以下機關：層報由上級中央2級機
關彙整送交 

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
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議會，由各該
機關送交 

省政府、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層報
由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
(鄉、鎮、市公所及鄉、鎮、市民代表會)，
均層報由縣(市)政府彙整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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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錄彙送與應用 
 

定期目錄彙送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 
https://online.archives.gov.tw 
檔§8Π及其施行細則§10 
 (密件除外；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5) 

③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https://near.archives.gov.tw,NEAR 

查得檔案目錄 
向檔案管有機關申請 
應用檔案檔§17~ § 21 

① 
② 

④ ⑤ 

中央及地方機關    
檔§2 

檔§8Ⅲ及其施行細則§11 
彙整定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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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 
由各機關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轉
出目錄 

以檔案目錄檢測軟體或至機關
檔案管理資訊網進行線上檢測 

上傳檔案(.ZIP) 

列印「目錄彙送說明表」 

依送交程序函報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 
(Navigating Electronic Agencies’ 

Records,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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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錄彙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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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起迄年度是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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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送交機關確認彙送機關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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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NEAR 

為防止檔案目錄公布影響公共利益
或侵害個人隱私，每次彙送檔案目
錄前，請依相關法令檢視目錄內容，
避免使用可能滋生爭議的文字，以
確保資訊公布之妥適性。 

案卷層級目錄公布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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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何要做目錄彙送？多久做一次目錄彙送？ 
        小提醒：請思考民眾如何得知檔案目錄資訊 
 
 
 
 

常見問題 1 

A：為實踐政府資訊公開，維護民眾知的權利，各

機關應依檔案法第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0條規

定，每半年(詳細送交時程請見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19.4.2.1)按規定期程送交檔案目錄至檔案局，並

彙整公布於NEAR，俾便民眾查詢及申請應用

檔案，以達檔案開放與應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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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2 

 
 

Q：檔案目錄彙送說明表之檔案起迄日期不合
理時，應如何進行修正？ 

    小提醒：請思考如何彙送檔案目錄 

 
 
 
 
 
 

年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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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於公文檔管系統修改該筆文件之產生日  
       期，再轉出檔案電子目錄後，重新彙送至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 

 

公文檔管系統 
修改該筆目錄 

轉出XML檔後匯入 

24 

常見問題2(續) 
 
 

【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 



常見問題3 
Q：機關前已彙送之檔案目錄因故遺失或電腦

中毒，可否請檔案局提供？ 
    小提醒：請想想是以那個網站彙送檔案目錄 

 A：各機關定期彙送至「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之
檔案電子目錄，只要彙送成功，即可從該網站
自行下載前已彙送之檔案目錄，其操作步驟於
該網站之「最新公告」有詳細介紹。 

   (下載之檔案目錄，若要匯回各機關之檔管系統 
，請注意其資料覆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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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檔案目錄彙送 
管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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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目錄彙送管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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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 依檔案法令規定，各機關應編製檔案目錄，並透過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定期彙送至檔案局，以公布
於NEAR。 

• 近年來，許多民眾反應，於NEAR所查得之檔案目錄，
向檔案管有機關申請應用檔案時，常有檔案業已移轉
為國家檔案或已銷毀之情事。 

• 為保障查詢及應用檔案之權益，檔案局建置「檔案目
錄彙送管考系統」功能，提醒各機關應每半年辦理例
行性目錄彙送，及於完成檔案銷毀及移轉作業後，依
規定重新辦理目錄彙送，以確保NEAR目錄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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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範圍 

• 自105年9月1日起，每半年例行性
目錄彙送作業及經檔案局核復同意
銷毀及移轉之檔案目錄更新作業(銷
毀/移轉註記之檔案目錄彙送作業)，
均列入管考範圍。但自107年4月20
日起，有關於銷毀註記彙送作業，
不用再進入管考系統進行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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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彙送提醒機制 
• 系統每月25日寄發通知信，提醒下個月辦理

目錄彙送之機關（依目錄彙送期程），應辦
理每半年例行性目錄彙送，以及提醒該等機
關經檔案局核復完成檔案移轉/銷毀作業後，
應辦理移轉/銷毀註記彙送作業，如有移轉資
訊被列管者，並應進入管考系統進行填報。 

• 檔案局自105年10月5日起，每月5日上傳上個
月核復同意檔案移轉/銷毀之資訊(以下稱移轉
/銷毀管考批次)，據以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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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目錄彙送辦理情形 

• 機關依彙送期程辦理例行性目
錄彙送，如有經檔案局核復完
成檔案移轉/銷毀作業後，應辦
理移轉/銷毀註記彙送作業，如
有移轉資訊被列管者，並應進
入管考系統進行填報，據以解
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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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催提醒及目錄送交機關督導機制 

• 系統每月1日寄發稽催信給上個月
（依照目錄彙送期程）逾期未辦理例
行性目錄彙送，及尚有移轉/銷毀目
錄彙送作業未完成之機關，提醒機關
儘速辦理相關作業；並副知其目錄送
交機關，俾利掌握所屬辦理目錄彙送
作業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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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催提醒及目錄送交機關督導機制（續1） 

• 另，目錄送交機關依目錄彙送期程函送
所屬例行性目錄彙送作業時，當「列印
彙送說明表」時目前增列「送交機關應
彙送機關數量」與「本次彙送機關數
量」，俾利送交機關確認所屬是否確實
辦理，並據以督促其所屬完成後再彙整
函知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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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催提醒及目錄送交機關督導機制（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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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局稽催機制 

• 檔案局定期依各機關填報情形，產出
函催清單，據以辦理後續追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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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諮詢窗口 

• 為利民眾於NEAR查詢相關目錄時，
遇有疑問可逕洽受理申請機關諮詢
窗口，於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機關
帳號設定之「應用服務諮詢窗口維
護」功能，請機關配合填寫相關資
訊，俾利NEAR能呈現機關應用諮詢
服務人員聯絡資訊，供民眾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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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諮詢窗口（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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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諮詢窗口（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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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及影片 

• 目錄彙送管考系統操作手冊及影片，於機關檔案
管理資訊網之最新公告，歡迎下載或觀看。 

• 檔案樂活情報112期（檔案局電子報，105年10月
17日發刊）亦有檔案目錄彙送管考系統上線之文
章介紹。 

• 107年4月3日函發檔案目錄彙送及管考系統作業手
冊V.2.0版（1070012557），請優先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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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局   

系統 

機關   

系統 

檔案局 

每月5日，批次匯入上個月核復
機關辦理移轉/銷毀訊息欄位 

每月25日，系統發送彙送通知信，提
醒機關辦理彙送，並於管考系統填報 

辦理彙送，並完成移轉/銷毀目錄
彙送作業後，進入管考系統填報 

每月1日，系統發送稽催信提醒機
關儘速辦理相關作業 

產出函催清單及後續追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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