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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政府機關所做之決策常關係著國家利益或人民權

益，而正確的行政判斷，則有賴多方且大量的資訊，為

使行政運作順暢，政府即須藉由公權力蒐集、持有或使

用大量資訊，而這些資訊或有涉及軍事、國防、外交，

或有涉及工商營利或個人資料，種類繁不及載，政府所

擁有之資訊可謂是最多且最完整者。 

然而隨著民主開放的腳步，人民對於公共政策之參

與度日漸趨升，政府適時釋出其龐大的資料庫，將有助

於人民參與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或是從事個人投資

及消費行為，政府資訊公開可謂是民主化一個必然之

果。基此，「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6 條、「行政程序法」

第 46 條（申請閱卷）及「檔案法」第 17 條規定（應用

申請）均揭示著資訊公開原則，俾以保障人民知的權利，

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

參與。 

但資訊之公開亦非漫無標準，國家整體利益、公務

之執行及個人隱私之維護是政府運作之核心價值，不容

恣意妨害或侵害，是類資訊則不宜公開，此觀諸「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及「檔案

法」第 18 條規定之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事由自明。 

政府機關於受理人民申請閱卷或提供資訊時，有以

涉及妨害公益或個人資料之保護為由，而限制公開、不



 

 2

予提供或拒絕申請，蓋因法令規定政府機關於承辦業務

過程所知悉、持有或使用此等資料時，應列為保密資料，

加以保護，即使在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民主先進國

家，也會明文規定將機密事項列為不予公開項目。依行

政院函頒「事務管理手冊」文書處理部分第 50 點規定「機

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各機

關處理機密文書，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與其施行細則及

其他法規外，依本手冊辦理。」故機密事項可區分為「國

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兩類。 

前揭所稱國家機密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

規定「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利益而

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

法核定機密等級者。」其保密等級分為「絕對機密」、「極

機密」及「機密」3 個等級，而睽諸高雄市政府（下稱

本府）業務鮮有涉及國家安全或利益而須核列為「機密」

等級以上者，至多為承辦中央部會交辦事項而列為「機

密」者，惟其件數亦為極少，全年恐不及 5 件，且該機

密之知悉、持有或使用，應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有核定權責人員同意。因此，本府於辦理該機密事項時，

逕依該機密核定等級處理及保密即可。 

一般公務機密依據行政院函頒「事務管理手冊」文

書處理部分第 50 點規定「一般公務機密，指本機關持有

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機密外，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義

務者。」本府所知悉、持有或使用之機密資料多屬此類，

並依規定核列為「密」等，而現行法令明定保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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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不予提供或拒絕申請）義務者，除「國家機密保

護法」之國家機密外，主要為「政府資訊公開法」、「行

政程序法」、「檔案法」、「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等，

另尚有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理之法規，如「政府

採購法」、「稅捐稽徵法」、「醫療法」等部分條文為保密

之規定。除此之外，本府為落實「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檔案法」第 17 條及「事務管理手冊」文書處理部

分，訂有「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理人民申請

閱卷實施要點」（90 年 1 月 25 日高市府法秘字第 2646
號訂定函頒）、「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

應用要點」（93 年 3 月 26 日高市府秘二字第 0930017318
號訂定函頒）、「高雄市政府文書處理實施要點」（93 年

10 月 22 日高市府秘二字第 0930054343 號修訂函頒），

並據以執行。 

綜上，政府資訊管理之規範散見於各法令，致生法

規競合與衝突之現象，造成機關適用時之困擾，其中又

以資料公開與否為最，若能釐清各法令之之規範標的、

申請對象、主要內容及其間之關係，將有助於各機關認

定事實，適用法律。鑑於現行政府資訊係以公開為原則，

限制為例外，若能將限制公開或應行保密之範圍予以確

認，則將益於釐清上開疑義，避免違反相關法令致受懲

戒或懲處，故本手冊特將各機關常用法規中有關政府資

訊限制公開或應行保密之規定予以彙集，並以 Q＆A 之

方式說明「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行政程序法」

第 46 條等主要法令對於限制公開或應行保密之規範內

容，企望協助各機關進一步熟稔相關法令之規定，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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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行政原則。 

另因本手冊 Q＆A 係以討論「政府資訊公開法」、「檔

案法」第 17、18 條及「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為主，而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9 條規定之申請對象係以自然人

及其設立之法人、團體為限，又「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適用對象限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故本手冊可供機關

受理人民申請案件之參辦資料。至於機關間調卷除「檔

案法」暨相關子法「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國家機

密保護法」、「訴願法」、行政院函頒「事務管理手冊」文

書處理部分等有所規範外，部分機關依其法令所賦予之

職權不同而異其調卷權限，如監察院之「監察法」第 27
條及施行細則 28 條、審計機關之「審計法」第 16 條、

司法機關之「刑事訴訟法」第 126、134 條及「民事訴訟

法」第 350 條之規定、民意機關之「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第 45、47 條及「地方制度法」等，各機關遇有他機關調

卷者，請逕依上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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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資訊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 

Q1：「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政府資訊」與「檔案法」

之「檔案」有何不同？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條，「政府資訊」係指

「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

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

體電路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讀、看、聽或以技

術、輔助方法理解之任何紀錄內之訊息」。此處所指

「政府機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4 條係「指中

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立之實(試)驗、研究、文教、

醫療及特種基金管理等機構。受政府機關委託行使公

權力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就其

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 

依「檔案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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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文字或非文字資料及其附件」依

據「檔案法施行細則」第 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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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關所

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錄、照片、錄影(音)、
微縮片、電腦處理資料等，可供聽、讀、閱覽或藉助

科技得以閱覽或理解之文書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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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政府機關持有之何種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下列政府資訊除

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 

1. 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律、緊急命令、中央法規

標準法所定之命令、法規命令及地方自治法規：「緊

急命令」指依憲法第 43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

第 3 項所發布。「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之命令」有

授權命令與職權命令二種。「法規命令」指行政機

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定(行政程序法第

150 條)。「地方自治法規」指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

制定自治法規(地方制度法第 25 條)。 
2. 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

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量基準(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2
款之「行政規則」)。 

3. 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

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4. 行政指導有關文書：「行政指導」係指行政機關在

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行政目

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不具法律上

強制力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不作為之

行為(行政程序法第 165 條)。 
5. 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研究報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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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政府機關編列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行之報告

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

出之報告。 
6. 預算及決算書。 
7. 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8.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 
9.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0.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由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

成員組織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

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 

 

Q3：政府機關持有之何種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

供？ 

A：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政府資訊屬於

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 

1. 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

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2.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行或足以

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者。 
3. 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

他準備作業。但對公益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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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檢(調)查、取締等業

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理、檢(調)查、取締對

象之相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

困難或妨害者。 
5. 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

鑑定等有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

率之執行者。 
6. 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

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

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

不在此限。 
7. 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

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

之權利、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

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

經當事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8.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理，而公開或提供有

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9. 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

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有必要

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事

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另應注意「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9 條「前條(第 18
條)所定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政府資訊，因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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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已無限制公開或拒絕提供之必要者，政府機關應

受理申請提供」。 

至「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項此處所

指「國家機密」係指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利益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

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 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及「國家機密保護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其範圍。 

 

Q4：政府機關歸檔管理之何種檔案得不提供閱覽、抄錄

或複製？ 

A：依據「檔案法」第 17 條「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

案，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律依據不

得拒絕」及第 18 條「檔案有下列情形之一外，各機

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一、有關國家機密者。二、有

關犯罪資料者。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四、有關學識

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料者。五、有關人事及薪資

資料者。六、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七、其

他為維護公共利益或第三人之正當權益者」。 

 

Q5：民眾之陳情、檢舉書(信)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 項「人民之陳情

有保密必要者受理機關處理時，應不予公開」及依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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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函頒「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

點」第 18 點「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受理

機關應予保密」。 

又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6 款「依

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

開者；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除

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或經當事人同意者，應限制公開或提供」。 

   故各機關對於人民之陳情、檢舉書(信)應本於職權就

個案具體事實認定是否有應保密之必要者，即限制公

開、不予提供或拒絕申請之情形，再予決定。 

Q6：機關內部擬稿、簽呈文件、其他機關會辦之文件、

相關附件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政

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

作業，除對公益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外，其應限

制公開或不予提供」，本款之立法理由為「政府機關

之內部意見或與其他機關間之意見交換等政府資

訊，如予公開或提供，因有礙該機關最後決定之作成

且易滋困擾，例如對有不同意見之人加以攻訐，自應

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惟對公益有必要者，自不在此

限制範圍之列」，各機關宜就個案判斷是否可予以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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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

錄「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稱【行政決

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係指函稿、簽呈或

會辦意見等行政機關內部作業文件而言」。 

 

Q7：各機關依據辦理業務所蒐集或取得之民眾資料可否

公開或提供？ 

A：該等行政資訊如係以電腦處理之個人資料，則應適

用「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6 條規定「個人

資料之蒐集或利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為之」及第 8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

資料之利用，應於法令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

蒐集特定目的相符」。並須注意「政府資訊法」第

12 條第 2 項「政府機關受理提供行政資訊之請求

後，如該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益時，

應先通知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

見。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已表示同意公開或

提供者，不在此限」。 

此處所稱「個人資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健康、病歷、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

其他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料；「電腦處理」：指使用

電腦或自動化機器為資料之輸入、儲存、編輯、更

正、檢索、刪除、輸出、傳遞或其他處理(同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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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1、3 款)。 

 

Q8：各機關之預算、決算書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除

依第 18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外，政府機關持

有預算、決算書應主動公開。但需注意「預算法」第

51 條後段「…預算中有應守秘密之部分，不予公布。」

及「決算法」第 28 條第 2 項「總決算…其中應守秘

密之部分，不予公告」等規定。 

 

Q9：各機關辦理採購案之採購公告、投標須知、招標文

件、採購契約、決標結果、底價可否公開或提供？ 

A： 

1. 採購公告、投標須知、招標文件： 

  有關「招標文件」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招

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說明或藉以公開

徵求廠商提供參考資料者，不在此限」，另行政院函頒

之「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要點」第 2
點「機關辦理特殊或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應於

公告招標前辦理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及第 9 點「機

關辦理公開閱覽之文件，得由閱覽廠商或民眾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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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及本府函頒之「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理採

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要點」第 2 點「機關辦

理查核金額十分之一以上採購…且以公開招標辦理

者，其招標文件均須辦理公開閱覽」及第 9 點「機關

辦理公開閱覽之文件，得由閱覽廠商或民眾抄寫、複

印」，可資參照辦理。並須注意「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4 項「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

或法令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另「採購公告、投標須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27
條「機關辦理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應將招標公告

或辦理資格審查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開於

資訊網路」、第 29 條第 1 項「公開招標之招標文件及

選擇性招標之預先辦理資格審查文件，應自公告日起

至截止投標日或收件日止，公開發給、發售及郵遞方

式辦理」。 

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第 4 條第 1、2、
3 項規定除前述 2 類應公告外加上限制性招標中之公

開評選、公開徵求或審查之採購案並應公開於主管機

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2. 採購契約：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書面之

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除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情形

外，應主動公開」。 

3. 決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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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第 61 條「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採

購之招標，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決標後一定期間

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

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標者，亦同。」及依「政

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第 4 條第 4 項並應公開

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 

4. 底價： 

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底價於開標前，仍應保密，

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35
條及第 84 條之規定，底價及決標金額如涉及商業機

密，得不予公開底價，並得不將決標金額納入決標結

果之公告及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應予公開。但

機關依實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 

 

Q10：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紀錄、評選委員名單

可否公開或提供？ 

A：「政府資訊公開法」係普通法，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應

優先適用，採購評選委員會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

織準則第 6 條第 1 項「本委員會之名單，除經本委員

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外，於

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同條第 2 項「本委員會委

員名單，於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利標後，應予解

密；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利標致廢



 

 15

標者，亦同」。 

另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機關評

定最有利標後，應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利標之標價及

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並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

訊網站公開下列資訊：一、評選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

及職業。二、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利標會議之出席委

員姓名。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錄及機關於委員評選後

彙總製作之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

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各出席

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保

守秘密，不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至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如有依政府採購法

第 94 條規定辦理評選者，建議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94 年 2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42470 號函示，

盡量將採購評選委員評選後所彙整製作之總表併於

決標結果之通知事項，主動通知各投標廠商，以落實

政府採購法資訊公開透明之精神，減少廠商依「最有

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

影相關資料時，往返奔波之人工差旅成本及與機關間

接洽之執行困擾，並避免廠商因恐機關對其產生不良

印象致不敢提出申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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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訴願決定、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會議紀錄可

否公開或提供？ 

A： 

1. 訴願決定：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除依第 18 條規定

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情形外，應主動公開」。 

2. 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會議紀錄：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合議制

機關之會議紀錄除有第 18 條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外，應主動公開」，另依同條第 3 項「第 1 項第 10 款

所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指由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之成員組成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案由、議

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 

又本府之國家賠償審議小組，係依「本府國家賠償事

件處理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所組成，係處理本府

及所屬機關國家賠償事件及求償之審議，各委員對審

議或討論之案件雖屬合議制，惟其性質係屬機關內之

任務編組，非屬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成員所組成之決

策性機關。 

至於能否應人民申請提供，各機關仍需就具體個案判

斷是否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應限制公開或不

予提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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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平時考核紀錄、人事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會

議紀錄可否公開或提供？ 

A：平時考核紀錄、人事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會議

紀錄：依「政府資訊法」第 2 條「政府資訊之公開，

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可知「政府資訊公開法」是普通法，其他法律另有政

府資訊公開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 

其中平時考核紀錄除涉及被評定人個人隱私外，並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3 條「平時成績紀錄及獎懲，

應為考績評定分數之重要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

行細則」第 16 條「公務人員平時考核，應併入年終

考績增減總分」、「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 條考績

委員會負責平時考核之獎懲之初核及銓敘部 88 年 9
月 2 日(88)臺法二字第 1796148 號函解釋「年終考績

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而平時考核之獎懲為公務人員

考績法中所明文規範之事項，其性質上仍屬考績之內

涵」可知平時考核紀錄因屬年終考績之內涵及為考績

委員會負責核定，故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0 條

「辦理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及「考

績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 條「考績委員會委員、與會

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應遵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0 條之規定，並對考績結果在核定發布前嚴守秘密，

不得洩漏」等保密規定，應不予公開。 

另人事甄審委員會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6 條前

項「各機關辦理陞遷業務人員(包括甄審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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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不得徇私舞弊、

遺漏舛誤或洩漏秘密」；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第 20 條及「考績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7 條有

保密規定；及旨揭委員會性質屬機關內任務編組，非

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之

「合議制機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成員所組成之

決策性機關)，加上相關會議內容涉及個人隱私故除

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或經當事人同意外應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

第 1 項第 6 款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綜上，前揭資料如有「檔案法」第 18 條「有關人事

及薪資資料者，各機關得拒絕申請」之情形，自得本

於權責核處。 

Q13：重大政策之研擬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施

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除有應限制或不予提供

之情形外，應主動公開」。 

 

Q14：有關政府機關辦理資格評定(如考試或檢定)有關資

料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有關

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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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率之執行者，

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Q15：機關辦理內部之稽核、檢查表可否公開或提供？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政

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檢(調)查、取締等業務，

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理、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

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

者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本條立法理由為「政府

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檢(調)查或取締等業務，而

取得或製作其監督、管理、檢(調)查或取締對象之相

關資料，如該資料之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

難或妨害(例如：將造成取締之困難)，該等政府資訊

自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Q16：政府資訊內容或檔案內容如僅一部分有應限制公

開或提供者，其他部分可否提供？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2 項「政府資訊

含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

公開或提供之」，及依據「檔案法施行細則」第 17
條「檔案內容含有檔案法第 18 條各款所定限制應用

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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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人民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或向機關請求

閱覽、抄寫或複製檔案之程序為何？得否收費？ 

A： 

1. 申請程序部分： 

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者，依該法第 10 條規定填

具申請表(親自持送、書面通訊或透過電子傳遞方式

提出辦理)向政府機關請求提供政府資訊，並應注意

同法第 17 條「政府資訊非受理申請之機關於職權範

圍內所作成或取得者，該受理機關除應說明其情形

外，如確知有其他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

該資訊者，應函轉該機關並通知申請人」。 

適用「檔案法」者，依該法第 17 條「以書面敘明理

由向機關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各機關非有法

律依據不得拒絕」。至本府函頒「本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檔案開放應用要點」亦可為參照。 

2. 收費部分： 

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者，依該法第 22 條「政府

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資

訊之用途，向申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提供學

術研究或公益用途者，其費用得予減免。前項費用，

包括政府資訊之檢索、審查、複製及重製所需之成

本；其收費標準，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適用檔案法者，依該法第 21 條「各機關得依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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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收取費用。」另「規費法」

第 8 條第 3、4 款規定，機關交付或提供檔案應徵收

使用規費，各機關除依檔案局所定收費標準或依「其

他法令」之規定外，如因業務需要而需另行訂定檔案

閱覽複製收費標準時，應參酌「規費法」第 10 條辦

理相關程序。本府並有「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

可為參照。 

 

Q18：誰可以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或提供閱覽、抄寫或複

製檔案？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9 條第 1 項以「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立之

本國法人、團體，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政

府資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亦同」

為適用對象。 

       

Q19：外國人、外國法人可否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9 條第 2 項「外國人，

以其本國法令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請求提供其行政

資訊者為限，得依本法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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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公務人員或其他機關可否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A：需就個案判斷是否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9 條

第 1 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

及其所設立之本國法人、團體，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政

府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

國民，亦同」之適用對象，如符合即可申請提供政府

資訊。 

 

Q21：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是否需親自為之(可否委託代

理人申請)？ 

A：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24 條第 1、3 項「當事人得

委託代理人。但依法規或行政程序之性質不得授權

者，不得為之」、「代理權之授與，及於該行政程序有

關之全部程序行為」。 

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申

請人有法定代理人、代表人者…」及「檔案法施行細

則」第 18 條第 21 項第 2 款有關申請閱覽、抄錄或複

製檔案者之申請書上應記載「有代理人者，其姓

名…；意定代理者，並應提出委任書；如係法定代理

者，應敘明其關係」。 

故除有依法規之規定或依行政程序之性質須當事人

親自為之者外，如符合前開「政府資訊公開法」、「檔

案法」揭示條文規定，當事人當可委託代理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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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人民對於政府機關拒絕提供政府資訊，如何救濟？ 

A：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0 條「申請人對於政府機

關就其申請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

不服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 

 

Q23：公務人員違反相關規定而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之

責任？ 

A：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3 條「公務員執行職務

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法予以懲戒

或懲處」；及亦有「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露國防

以外秘密罪。即公務員違反相關規定而公開或提供

政府資訊，將視個案違反情節有涉及行政責任或刑

事責任。 

 

Q24：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檔案法競合時，應如何適用？ 

A：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 條「政府資訊之公開，

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律另有規者，依其規定」

可知「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其他法律之適用關係，「政

府資訊公開法」係普通法，其他法律對於政府資訊

之公開另有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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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 

Q1：什麼是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 

A：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係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

第 1 項「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但以主張

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為限」而來。 

    惟欲行使「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申請閱覽卷宗請求

權，需非屬「行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不適

用本法程序規定之範圍，始有本條之適用 (「行政

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下列事項，不適用本法之

程序規定：一、有關外交行為、軍事行為或國家安

全保障事項之行為。二、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

定及國籍變更之行為。三、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四、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

所為之行為。五、有關私權爭執之行政裁決程序。

六、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

序。七、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行政行為。八、考試

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行為」)。 

另依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7 日(89)法律字第 041632
號函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立法目的係因當事人

或利害關係人於行政程序進行中，為能適時主張權

益，必須對程序進行之情形有所了解，爰賦予其等

有申請閱覽卷宗之權。」及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2 日

(89)法律字第 038461 號函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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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此係行政程序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依法

得享有之行政程序上權利，依【實體從舊，程序從

新】原則，如於 90 年 1 月 1 日行政程序法施行後，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就行政程序當在進行中之事

件，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行政機關除有同條第 2
項所列情形之一或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拒絕」可

見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係專屬於當事人或利害關係

人之權利。 

Q2：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卷宗之範圍為何？ 

A：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行政機關對於申請

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除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

拒絕。一、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

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

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

第三人權利之虞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

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利益之職務正常進行之虞者。其

中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

覽。至得閱覽之範圍依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2 日(89)
法律字第 038461 號函解釋「凡屬該事件有關之資料

或卷宗而不屬得拒絕之部分，均屬之」。 

   旨揭「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依法

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錄指「函

稿、簽呈或會辦意見等行政機關內部作業文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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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可否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申請閱覽、抄寫、複印

或攝影公務員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核表及考績委

員會會議紀錄等相關資料？ 

A：依法務部 93 年 5 月 14 日法律進字第 0930020786 號

函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7 款規定，對公

務員所為之人事行為(非改變公務人員身分或對公務

員權利或法律上利益重大影響之管理措施)不適用本

法之程序規定，係僅排除程序規定，如屬本法實體規

定者，仍有其適用。而有關改變公務員之身分或對公

務員權利或法律上利益有重大影響之人事行政行

為，或基於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

受侵害者，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予相對人程序的保障，

例如陳述意見、閱覽卷宗及教示救濟方法之記載等

等，方符現代法治國家程序保障之要求(司法院釋字

第 491 號解釋，本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1 次及第

5 次會議結論參照)…本件貴校所屬公務員年終考績

之評定如係屬服務機關管理措施(非屬行政處分)之
人事行政行為，有關其個人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核

表及考績委員會紀錄等相關資料，揆諸前開說明，當

事人或利害關係人自不得依本法第 46 條規定申請閱

覽(程序規定)，惟得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辦

理」。 

*如為改變公務人員身分或對公務員權利或法律上利

益重大影響之行政處分(非僅屬機關內部管理措施)，
除可適用行政程序法程序規定外，並可依「公務人員



 

 27

保障法」第 42 條申請閱覽、抄錄、影印或攝錄卷內

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 

 

Q4：行政機關如何判斷應否准許申請閱覽相關卷宗、資

料？ 

A：依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7 日(89)法律字第 041632 號函

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之規定「立法目的係因當事

人或利害關係人於行政程序進行中，為能適時主張權

益，必須對程序進行之情形有所了解，爰賦予其等有

申請閱覽卷宗之權。惟如無限制地任當事人閱覽卷宗

則不免有侵害他人權利、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

行政正常運作等公共利益之虞。是以，為確保當事人

等之卷宗閱覽權與公共利益間之衡平，行政機關對於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申請卷宗抄錄閱覽准許與否，除

應審查是否具有同條第 2 項所列之情形外，尚須考量

該申請是否為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 

   另依法務部 93 年 12 月 1 日法律字第 0930047458 號

函解釋「前揭閱覽卷宗請求權(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
並非全無限制，行政機關得否拒絕，應依同條第 2
項(計有 5 款事由)、第 3 項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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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閱覽卷宗之申請程序為何？ 得否收費？ 

A：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僅規範申請人、申請範圍，

對於程序未有明文，然本府訂頒之「本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處理人民申請閱卷實施要點」可資參照。 

   有關可否收費部分，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行政機關負擔。

但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利益所支出之費用，不在

此限」及依法務部 90 年 10 月 18 日(90)法律字第

035971 號函解釋「行政機關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

定將行政程序之卷宗、資料提供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

閱覽，並無訴願法第 49 條第 2 項得收取費用之規定，

故如僅提供【閱覽】，難謂有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

人利益支出費用，自不宜收取費用。惟如當事人需影

印、複印所閱覽之卷宗資料，依行政程序法第 52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得酌收費用，自不待言」。可見基

於使用者付費之原理可向申請人收取費用。而本府訂

頒之「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理人民申請閱覽實施

要點」規定：「申請人申請閱覽或使用受理閱卷機關

之設備、材料以抄錄、攝影或複印卷宗資料者，受理

閱卷機關在本府未訂定統一標準前暫不收費。」併請

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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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誰有權利申請閱覽卷宗？ 

A：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

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

資料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

為限。」(此處「行政機關」依「行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3 項「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

行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

位之組織。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

圍內，視同行政機關」)。 

及法務部 90 年 9 月 6 日(90)法律字第 031200 號函解

釋「所謂【當事人】，係指該法(行政程序法)第 20 條

規定所列之人；而【利害關係人】，應係指因行政程

序進行之結果，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將受影響而未參

與為當事人之第三人而言」，另依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7 日(89)法律字第 041632 號函解釋「行政機關於適

用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時，對於該條所定

「法律上利益」之判斷，似亦不宜拘泥於「法律」一

語( 不宜與同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定「法律」之涵義相

提並論)，而應綜合考量前述立法目的並審酌當事人

等之卷宗閱覽權與公共利益間之衡平以決之」。 

此處之「當事人」指「一、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

二、行政機關所為行政處分之相對人。三、與行政機

關締結行政契約之相對人。四、行政機關實施行政指

導之相對人。五、對行政機關陳情之人。六、其他依

本法規定參加行政程序之人」(行政程序法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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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外國人、外國法人可否申請閱覽卷宗？ 

A：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

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錄、複印或攝影有關卷宗或

資料」，故外國人、外國法人可否申請閱覽卷宗，視

其是否符合申請之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且須具備

「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之要件而

定。 

 

Q8：公務人員、其他機關可否申請閱覽卷宗？ 

A：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

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錄、複印或攝影有關卷宗或

資料」公務人員是否可申請需視其是否符合個案中申

請之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且須具備「以主張或維護

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之要件。 

   至於「其他機關」如具當事人、利害關係人之資格，

依「行政程序法、第 21 條具有行政程序之當事人能

力，應可申請。 

 

Q9：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是否需親自申請閱覽卷宗(可
否委託代理人申請)？ 

A：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24 條第 1、3 項「當事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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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理人。但依法規或行政程序之性質不得授權

者，不得為之」、「代理權之授與，及於該行政程序有

關之全部程序行為。」及本府函頒之「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處理人民申請閱卷實施要點」第 6 點第 1
項後段「‥申請人另亦得提出委任書委任代理人閱

卷」。 

另依法務部 90 年 1月 10日(90)法律字第 046903號函

解釋「…當事人原則上得委任代理人代為行政程序行

為，惟依法規之規定或依行政程序之性質須當事人親

自為之者，則不得委任。授權之範圍原則上及於該行

政程序之全部程序行為。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有關當

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閱覽卷係行政程序之一部

分，除法規明定或依行政程序之性質須當事人親自為

之者外，依上所述，自得由代理人代為申請，但仍請

注意同法第 24 條以下有關委任代理人之規定」。 

  

Q10：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申請閱覽卷宗是否有期間限

制？ 

A：依據法務部 90 年 9 月 6 日(90)法律字第 031200 號函

解釋「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係規範行政機關為行政行

為之程序進行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申請閱覽卷

宗之程序規定。其得申請期間係指行政程序進行中或

行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包括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

規定申請程序重新進行者)期間經過前而言(本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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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18 次會議紀錄參照)」。 

 

Q11：同一人是否有申請次數之限制？  

A：依「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並未明訂申請次數之限制，

但依「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理人民申請閱卷實施

要點」第 16 點「同一人因同一理由申請閱卷，以一

次為原則；但申請人有正當理由者，得陳明理由再行

閱卷」。 

另依法務部 90 年 10 月 18 日(90)法律字第 035971 號

函解釋「同法(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當事人申請閱覽卷宗應符合【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

益有必要者為限】之要件，是以，如行政機關已提供

申請人閱覽卷宗、資料，而申請人一再要求重覆閱覽

卷宗、資料，如與上開要件不符，行政機關自得予以

拒絕」。 

 

Q12：行政機關如駁回申請閱覽卷宗之請求，申請人應

如何救濟？ 

A：依據法務部 93 年 5 月 14 日法律進字第 0930020786
號函解釋「…本法第 46 條規定之申請閱覽請求權，

係指特定之行政程序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為主張

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之必要，有向行政機關申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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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之權利，屬

程序權利，申請人如提出請求遭行政機關拒絕時，

依本法第 174 條規定，僅得於對實體決定不服時一

併聲明之，不得單獨提起訴願」。 

但需注意因利害關係人並非行政程序實體決定之相

對人，亦未必是得對實體決定不服之第三人，可能

無從對實體決定聲明不服，故可不受「行政程序法」

第 174 條之限制，可以單獨針對行政機關駁回請求

提起行政救濟(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宏四

人合著之「行政程序法實用」第一版 P.97)，請求行

政機關給付申請之資料（行政訴訟之給付之訴）。 

 

Q13：公務人員違反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之責任？ 

A：違反「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屬行政疏失有行政責任

及可能構成「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露國防以外

秘密罪，即公務員違反本條將視個案違反之情節有

行政責任或刑事責任。 

 

Q14：行政程序法第 46 條與檔案法第 17、18 條競合時，

應如何適用？ 

A：依法務部 91 年 11 月 29 日法律字第 0910044370 號

函「檔案法第 17 條所規範事項係行政機關行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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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一種，同法第 18 條規定則係行政限制公開之

範圍，其規範目的及內容與閱覽卷宗之程序規定並不

相同…有關人民申請閱覽之卷宗，如屬行政機關為行

政行為之程序進行中或行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期

間經過前之卷宗，應優先適用本法第 46 條之規定。

至有無檔案法第 17 條、第 18 條之適用，則請洽詢該

法之主管機關檔案管理局表示意見」。 

 

 



 

 

附表—政府資訊管理主要規範法令之內容對照表 

 申請對象 規範標的 主要內容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 
94 
12 
28 
公

布

施

行 
︶ 

1.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

並在中華

民國設籍

之國民及

其設立之

本 國 法

人、團體 
2.持有中華

民國護照

僑居國外

之國民 
3.外國人，

以其本國

法令未限

制中華民

國國民申

請提供其

政府資訊

者為限 
（第 9 條） 

所稱政府資訊，指

政府機關於職權

範圍內作成或取

得 而 存 在 於 文

書、圖畫、照片、

磁碟、磁帶、光碟

片、微縮片、積體

電路晶片等媒介

物 及 其 他 得 以

讀、看、聽或以技

術、輔助方法理解

之任何紀錄內之

訊息。 
（第 3 條） 

與人民權益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

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

原則。 
（第 6 條） 
政府資訊屬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

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事

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

追訴、執行或足以妨害刑事被

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

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

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

業。但對公益有必要者，得公

開或提供之。 
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

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

或製作監督、管理、檢(調)查、

取締對象之相關資料，其公開

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

或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

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

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

公正效率之執行者。 
六、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

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

發表權者。但對公益有必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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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對象 規範標的 主要內容 

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

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不

在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

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

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

或團體之權利、競爭地位或其

他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有必

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

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

者，不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

理，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

損其價值之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

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

營上之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

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第 18 條） 

檔

案

法 
︵ 
88 
12 
15 
公

布

施

行 
︶ 

未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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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文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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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機關所

持有或保管之文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以

書面敘明理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

律依據不得拒絕。 
（第 17 條） 
檔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

拒絕前條之申請：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料者。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識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

之資料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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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對象 規範標的 主要內容 

書、圖片、紀錄、

照片、錄影（音）、

微縮片、電腦處理

資料等，可供聽、

讀、閱覽或藉助科

技得以閱覽或理

解之文書或物品。

（第 2 條第 2 款、

施行細則第 2 條）

六、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利益或第三人

之正當權益者。 
（第 18 條） 

行

政

程

序

法

第

46
條 
︵ 
88 
2 
3 
公

布 
、 
90 
1 
1 
施

行 
︶ 

當事人或利

害關係人 
（第 46 條） 

有關資料或卷宗 
（第 46 條） 

行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外，不得拒絕︰ 
一、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

作業文件。 
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

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

之必要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

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

必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利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

共安全或其他公共利益之職務

正常進行之虞者。 
（第 46 條第 2 項） 

電

腦

未限制 指使用電腦或自

動化機器為資料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電腦

處理，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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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對象 規範標的 主要內容 

處

理

個

人

資

料

保

護

法 
︵ 
88 
8 
11 
公

布

施

行 
︶ 

之輸入、儲存、編

輯、更正、檢索、

刪除、輸出、傳遞

或其他處理之自

然人姓名、出生年

月日、身分證統一

編號、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健

康、病歷、財務情

況、社會活動及其

他足資識別該個

人之資料。 
（第 3 條第 1、3
款） 

情形之一者，不得為之： 
一、於法令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

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三、對當事人權益無侵害之虞者。 
（第 7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利用，應於

法令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

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列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利用： 
一、法令明文規定者。 
二、有正當理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四、為增進公共利益者。 
五、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 
六、為防止他人權益之重大危害而

有必要者。 
七、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

當事人之重大利益者。 
八、有利於當事人權益者。 
九、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第 8 條）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 
92 
2 
6 

未限制 所稱國家機密，指

為確保國家安全

或利益而有保密

之必要，對政府機

關持有或保管之

資訊，經依本法核

定機密等級者。 
（第 2 條） 
國家機密等級區

分為絕對機密、極

機密、機密。 

國家機密之知悉、持有或使用，除

辦理該機密事項業務者外，以經原

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

人員以書面授權或核准者為限。 
（第 14 條） 
其他機關需使用國家機密者，應經

原核定機關同意。 
（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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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對象 規範標的 主要內容 

公

布

施

行 
︶ 

（第 4 條） 

事

務

管

理

手

冊

文

書

處

理

部

分 
︵ 
93 
12 
1 
修

正 
︶ 

未限制 所稱文書，指處理

公務或與公務有

關，不論其形式或

性質如何之一切

資料。凡機關與機

關或機關與人民

往來之公文書，機

關內部通行之文

書，以及公文以外

之文書而與公務

有關者，均包括在

內。 
（第 1 點） 
所稱一般公務機

密，指本機關持有

或保管之資訊，除

國家機密外，依法

令或契約有保密

義務者。 
（第 53 點）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知悉、持有、

使用或複製，除辦理該機密業務者

外，已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者

為限。 
前項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於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得不同意： 
（一）有事實足認有洩密之虞。 
（二）無知悉、持有、使用或複製

機密文書之必要。 
（第 6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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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令函釋 

壹、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令 

一、政府資訊公開法（94 年 12 月 28 日公布施行） 

第一章總則 
第1條   為建立政府資訊公開制度，便利人民共享及公平利用政

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利，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

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參與，特制定本法。 
第2條   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 
第3條   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

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

微縮片、積體電路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讀、看、聽

或以技術、輔助方法理解之任何紀錄內之訊息。 
第4條   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立之

實（試）驗、研究、文教、醫療及特種基金管理等機構。 
受政府機關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於本

法適用範圍內，就其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 
第5條   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 

第二章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 
第6條   與人民權益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

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 
第7條   下列政府資訊，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

者外，應主動公開： 
一、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律、緊急命令、中央法規

標準法所定之命令、法規命令及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

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量基準。 
三、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

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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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六、預算及決算書。 
七、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 
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十、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 
前項第五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列預算委託

專家、學者進行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

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 
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指由依法獨

立行使職權之成員組成之決策性機關，其所審議議案之

案由、議程、決議內容及出席會議成員名單。 
第8條   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斟酌公開

技術之可行性，選擇其適當之下列方式行之： 
一、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二、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三、提供公開閱覽、抄錄、影印、錄音、錄影或攝影。 
四、舉行記者會、說明會。 
五、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政府資訊，應採前項第一款之方式

主動公開。 

第三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第9條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

立之本國法人、團體，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政府機關提供

政府資訊。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亦同。 
外國人，以其本國法令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

政府資訊者為限，亦得依本法申請之。 
第10條  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

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設籍或通訊地址及聯絡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

者，其名稱、立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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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有法定代理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年

月日及通訊處所。 
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旨及件數。 
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 
五、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

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11條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不備，其能補正者，政府機關應通知

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不能補正或屆期不補正者，得逕

行駁回之。 
第12條  政府機關應於受理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十五日

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不

得逾十五日。 
前項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益者，應

先以書面通知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

見。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已表示同意公開或提供

者，不在此限。 
前項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所在不明者，政府機關應

將通知內容公告之。 
第二項所定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未於十日內表示意見

者，政府機關得逕為准駁之決定。 
第13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政府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政府資訊所

在媒介物之型態給予申請人重製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

人閱覽、抄錄或攝影。其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難於執

行者，得僅供閱覽。 
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律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主動公開者，政府機關得以告知查

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第14條  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料有錯誤或不

完整者，該個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更正

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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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書，除載明第十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之事項外，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更正或補充資訊之件名、件數及記載錯誤或不

完整事項。 
二、更正或補充之理由。 
三、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

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15條  政府機關應於受理申請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日起三

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

間不得逾三十日。 
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於申請政府機關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時，準用之。 
第16條  政府機關核准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申請時，除

當場繳費取件外，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提供之方式、時

間、費用及繳納方法或更正、補充之結果。 
前項應更正之資訊，如其內容不得或不宜刪除者，得以

附記應更正內容之方式為之。 
政府機關全部或部分駁回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之

申請時，應以書面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以電子

傳遞方式申請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或申請時已註

明電子傳遞地址者，第一項之核准通知，得以電子傳遞

方式為之。 
第17條  政府資訊非受理申請之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

得者，該受理機關除應說明其情形外，如確知有其他政

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該資訊者，應函轉該機

關並通知申請人。 

第四章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 
第18條  政府資訊屬於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不予

提供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

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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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行或足以妨

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

體、自由、財產者。 
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

準備作業。但對公益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理、檢（調）查、取締等

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理、檢（調）查、取

締對象之相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

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

定等有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率之

執行者。 
六、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

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益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

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不在

此限。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

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

利、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有必要

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

同意者，不在此限。 
八、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理，而公開或提供有滅

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料，其公開或提供將妨

害其經營上之正當利益者。但對公益有必要者，得

公開或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事項

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第19條  前條所定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之政府資訊，因情事變

更已無限制公開或拒絕提供之必要者，政府機關應受理

申請提供。 

第五章救濟 
第20條  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更正或補充政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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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所為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 
第21條  受理訴願機關及行政法院審理有關政府資訊公開之爭

訟時，得就該政府資訊之全部或一部進行秘密審理。 

第六章附則 
第22條  政府機關依本法公開或提供政府資訊時，得按申請政府

資訊之用途，向申請人收取費用；申請政府資訊供學術

研究或公益用途者，其費用得予減免。 
前項費用，包括政府資訊之檢索、審查、複製及重製所

需之成本；其收費標準，由各政府機關定之。 
第23條  公務員執行職務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依

法予以懲戒或懲處。 
第24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二、行政程序法（94 年 12 月 28 日公布廢止第 44、45 條） 

第 3 條  行政機關為行政行為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

規定為之。 

下列機關之行政行為，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  各級民意機關。 

二  司法機關。 

三  監察機關。 

下列事項，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一  有關外交行為、軍事行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行

為。 

二  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更之行為。 

三  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四  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容目的所

為之行為。 

五  有關私權爭執之行政裁決程序。 

六  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 

七  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行政行為。 

八  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行為。 

第44條 行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例

外；其公開及限制，除本法規定者外，另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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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資訊，係指行政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

片、紀錄、照片、錄影 (音) 、微縮片、電腦處理資料

等，可供聽、讀、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讀或理解之文

書或物品。 
有關行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制之法律，應於本法公布

二年內完成立法。於完成立法前，行政院應會同有關機

關訂定辦法實施之。 
第45條  行政機關持有或保管之下列資訊，應主動公開。但涉及

國家機密者，不在此限︰ 
一  法規命令。 
二  行政指導有關文書。 
三  許 (認) 可條件之有關規定。 
四  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五  預算、決算書。 
六  公共工程及採購契約、對外關係文書。 
七  接受及支付補助金。 
八  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錄。 
前項各款資訊之主動公開，應以刊載政府公報或其他適

當之方式，適時公布。 
第46條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

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

益有必要者為限。 
行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

拒絕︰ 
一  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  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

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三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

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  有侵害第三人權利之虞者。 
五  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利

益之職務正常進行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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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

覽。 
當事人就第一項資料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

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更正。 

三、檔案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政府機關：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

機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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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家檔案：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而移歸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管理之檔案。  
四、機關檔案：指由各機關自行管理之檔案。 

第 17 條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為之，

各機關非有法律依據不得拒絕。 
第 18 條 檔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料者。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識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料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料者。  
六、依法令或契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利益或第三人之正當權益者。 

第 19 條 各機關對於第十七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理之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

明理由。 
第 20 條 閱覽或抄錄檔案應於各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為之，並

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更檔案內容。 

第 21 條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各機關得依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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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收取費用。 
第 22 條 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年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

者，得經立法院同意，延長期限。 

四、檔案法施行細則 

第2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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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錄、照

片、錄影（音）、微縮片、電腦處理資料等，可供聽、

讀、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覽或理解之文書或物品。 
第17條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以案

件或案卷為單位。  
檔案內容含有本法第十八條各款所定限制應用之事項

者，應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

應於申請時記載其事由。 
第18條 申請閱覽、抄錄或複製檔案者，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請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人或代

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理人或

代表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所。 
二、有代理人者，其姓名、出生年月日、電話、住（居）

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理者，並應提

出委任書；如係法定代理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申請項目。 
四、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五、檔號。 
六、申請目的。 
七、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其事由。  
八、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經電子簽章憑證

機構認證後，亦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19條 各機關對於前條申請案件，認其不合規定程式或資料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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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屆期不補正或不能

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三十日，於前項情形，自申請人補

正之日起算。 
第20條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之書面通知，除駁回申請者外，應載

明下列事項：  
一、核准應用檔案之意旨。  
二、檔案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  
三、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四、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人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應

用檔案或於申請書上註明電子傳遞位址者，前項通知

書，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21條 為推廣檔案應用服務，各機關除設置閱覽、抄錄及複製

之處所外，並得視業務需要，辦理下列事項： 
一、提供檔案參考服務。 
二、舉辦檔案展覽。 
三、編輯出版檔案資料。 
四、其他推廣檔案應用服務事項。 

第22條 抄錄或複製檔案，如涉及著作權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

其相關規定辦理。 
第23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定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應依本法及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辦理。 
國家檔案因有特殊情形，無法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

三十年內開放應用者，原管理該檔案機關得敘明具體 事
由及擬延長開放之期限，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報請行政

院核轉立法院同意。 
前項三十年期限之計算，以案卷為單位，並以該檔案文

件產生日最晚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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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機密保護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利益而有保密

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法 核定

機密等級者。 
第4條 國家機密等級區分如下： 

一、絕對機密：適用於洩漏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利益遭

受非常重大損害之事項。 
二、極機密：適用於洩漏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利益遭受

重大損害之事項。 
三、機密：適用於洩漏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利益遭受損

害之事項。 
第7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權責如下： 

一、絕對機密由下列人員親自核定： 
（一）總統、行政院院長或經其授權之部會級首長。 
（二）戰時，編階中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

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二、極機密由下列人員親自核定： 

（一）前款所列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二）立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院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四）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主任委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五）戰時，編階少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

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三、機密由下列人員親自核定： 
（一）前二款所列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二）中央各院之部會及同等級之行、處、局、署等

機關首長。 
（三）駐外機關首長；無駐外機關首長者，經其上級

機關授權之主管人員。  
（四）戰時，編階中校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

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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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因故不能執行職務時，由其職務代理人代行核

定之。 
第14條 國家機密之知悉、持有或使用，除辦理該機密事項業務

者外，以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以

書面授權或核准者為限。 
第21條  其他機關需使用國家機密者，應經原核定機關同意。 
第22條  立法院依法行使職權涉及國家機密者，非經解除機密，

不得提供或答復。但其以秘密會議或不公開方式行之

者，得於指定場所依規定提供閱覽或答復。 
前項閱覽及答復辦法，由立法院訂之。 

第24條 各機關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答復或陳述之國家機

密，以辦理該機密人員為限，得知悉、持有或使用，並

應按該國家機密核定等級處理及保密。 
監察院、各級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檢察機關、軍

法機關辦理案件，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答復或陳

述之國家機密，應另訂保密作業辦法；其辦法由監察院、

司法院、法務部及國防部於本法公布六個月內分別依本

法訂之。 

六、國家機密保護法施行細則 

第47條 本法所定國家機密之範圍如下： 
一、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行動。 
二、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 
三、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四、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 
五、外交或大陸事務。 
六、科技或經濟事務。 
七、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利益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第48條 本法第二條所稱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

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

微縮片、積體電路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讀、看、聽

或以技術、輔助方法理解之任何紀錄內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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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個人資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

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

職業、健康、病歷、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

足資識別該個人之資料。 
二、個人資料檔案：指基於特定目的儲存於電磁紀錄

物或其化類似媒體之個人資料之集合。 
五、利用：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將其保有之個人

資料檔案為內部使用或提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

人。 
八、當事人：指個人資料之本人。 

第 8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利用，應於法令職掌必要範圍內

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利用： 
一、法令明文規定者。 
二、有正當理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 
三、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四、為增進公共利益者。 
五、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

迫危險者。 
六、為防止他人權益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 
七、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利益

者。 
八、有利於當事人權益者。 
九、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第 11 條 左列各款之個人資料檔案，得不適用前條規定： 
一、關於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利益

或其他國家重大利益者。 
二、關於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審議懲戒案件及法院調查、審理、裁判、執行或

處理非訟事件業務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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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犯罪預防、刑事偵查、執行、矯正或保護處

分或更生保護事務者。 
四、關於行政罰及其強制執行事務者。 
五、關於入出境管理、安全檢查或難民查證事務者。 
六、關於稅損稽徵事務者。 
七、關於公務機關之人事、勤務、薪給、衛生、福利

或其相關事項者。 
八、專供試驗性電腦處理者。 
九、將於公報公告前刪除者。 
十、為公務上之連繫，僅記錄當事人之姓名、住所、

金錢與物品往來等必要事項者。 
十一、公務機關之人員專為執行個人職務，於機關內

部使用而單獨作成者。 
十二、其他法律特別規定者。 

第 12 條 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保有之個人資料檔

案，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左列情形

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依前條不予公告者。 
二、有妨害公務執行之虞者。 
三、有妨害第三人之重大利益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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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資訊公開相關函釋 

一、資訊公開 

1、【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錄】 

壹、時間：八十九年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部三樓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林常務次長錫堯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董教授保城、劉教授宗德、陳教授愛娥、蔡首席參事茂盛、

陳司長美伶、陳參事明堂 
伍、列席單位及人員： 

本部法律事務司林專門委員秀蓮、吳科長紀亮、郭編審全

慶、鄭薦任科員昭緣、黃薦任科員荷婷、邱薦任科員銘堂 
陸、討論事項： 

一、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行政機關

對於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行

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得拒絕之，惟其

所稱「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範圍為

何？ 
二、依行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之規定，行政機關應將

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惟：(一)公告應於為

委託或委任之前為之？或同時為之？或得事後公告之？

(二)應公告之期間為何？(三)未公告者，對於委託或委任

之效力有無影響？(四)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已為之委託

或委任，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仍繼續委託或委任者，是否

亦應公告？(倘應公告，則應於施行前或施行後公告？) 
三、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有關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規定

(參照：行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三項、第十六條第二項、

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五條、第七十五條、第八十條、第八

十一條、第一百條第二項、第一百十條第二項、第一百五

十四條、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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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六十條第二項)，其所稱「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是否包

括行政機關於網路上之電子公報或電子公布欄？又各機

關定期對外發行之刊物(包括「月刊」、「季刊」或「週刊」

等)是否屬「政府公報」？如不屬「政府公報」，是否屬「新

聞紙」？ 
柒、發言要旨：(略) 
捌、結論： 

一、討論事項一部分： 
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行政決定前之

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係指函稿、簽呈或會辦意見

等行政機關內部作業文件而言。 
二、討論事項二部分： 

(因時間問題，本項留待下次會議再行討論)。 
三、討論事項三部分： 
（一）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所稱之「政府公報」者，係指具有

公報形式性(含以機關名義發行之)、定期性(包括按季、

按月或按週發行者)、對外性及開放性之文書而言，包

括行政機關於網路上之具有上開性質之電子公報，惟不

包括電子公布欄。 
（二）至於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所稱之「新聞紙」者，解釋上

包括網路上之電子報，惟不包括電子公布欄。 
（三）以上結論僅屬本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會議意見，

尚有待與其他相關機關會商統一結論(惟為求明確，建

請以修法方式解決之為妥)。 
玖、散會。 
主席：林錫堯 
紀錄：邱銘堂 
 
研商「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有關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規定之涵

義」會議紀錄 
壹、時間：八十九年八月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本部三樓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林常務次長錫堯 



 

 57

肆、出席單位： 
行政院法規委員會、內政部、經濟部、教育部、行政院新聞

局、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台北市政府、本部法規會、總務司、資訊處 
伍、列席單位： 

本部法律事務司 
陸、討論事項： 

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有關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規定

(參照：行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三項、第十六條第二項、第四

十五條、第五十五條、第七十五條、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

第一百條第二項、第一百十條第二項、第一百五十四條、第

一百五十六條、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一百六十條第二

項)，其所稱「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是否包括行政機關於網

路上之電子公報或電子公布欄？又各機關定期對外發行之

刊物(包括「月刊」、「季刊」或「週刊」等)是否屬「政府公

報」？如不屬「政府公報」，是否屬「新聞紙」？ 
柒、發言要旨：(略) 
捌、結論： 

一、基於目前電腦及網路使用之普及度與接受度仍屬可議、電

腦資料之安全性無法確保及其他相關法制尚不完備等考

量，暫不宜將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所稱之「政府公報」解

釋為包括行政機關於網路上之電子公報，亦不包括電子公

布欄。 
二、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所稱之「新聞紙」是否包括網路上之

電子報及電子公布欄，基於上開結論一之相同考量，目前

宜採否定見解。 
三、各機關定期對外發行之刊物，非屬行政程序法各條文中所

稱之「政府公報」。至於是否屬於「新聞紙」，宜參照是否

符合行政院新聞局輔導出版事業辦法之規定(各機關遇有

具體個案上之疑義者，宜函請新聞局釋示)。至於新聞紙

之定義宜否擴張、是否修正行政院新聞局輔導出版事業辦

法，尊重新聞局之職權，請新聞局卓酌。另相關法制如何

配合以符現代趨勢之問題，請法務部法律事務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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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散會：十一點三十分。 
主席：林錫堯 
紀錄：邱銘堂 

2、【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4 年 2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42470 號函】 

主 旨：機關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如有依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規定辦理評選者，建議儘量將採購評選委員評選後所

彙整製作之總表併於決標結果之通知事項，主動通知各

投標廠商，以落實政府採購法資訊公開透明之精神，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說 明：為減少廠商依「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相關資料時，往返奔波之人工差旅成

本及與機關間接洽之執行困擾，並避免廠商因恐機關對

其產生不良印象致不敢提出申請之情形，爰建議各機關

儘量採行旨揭措施。 

3、【銓敘部 88 年 9 月 2 日（88）臺法二字第 1796148 號書函】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機關長官覆

核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案，如對初核結果有意見時，應交考績

委員會復議。機關長官對復議結果，仍不同意，得變更之。

但應於考績案內，註明其事實及理由。又考績委員會組織規

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年終考績

（成）、另予考績（成）、專案考績（成）及平時考核之獎懲

之初核或核議事項，為考績委員會之職掌。茲以年終考績應

以平時考核為依據，而平時考核之獎懲為公務人員考績法中

所明文規範之事項，其性質上仍屬考績之內涵。是以，機關

長官對考績委員會審議之獎懲案件結果有意見時，自得依公

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變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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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 

1、【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2 日（89）法律字第 038461 號函】 

主 旨：關於  貴府函轉金門縣政府函詢有關行政程序法疑義乙

案，復如說明。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府八十九年十月六日 (89) 閩三法字第八九一○五

四四號函。 
二、本部意見如下： 
（一）來函所附金門縣政府八十九年九月二十八日(89) 府秘

字第八九四一三三四號函說明一所列疑義部分：按行政

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

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

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為限。」

此係行政程序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依法得享有之行政

程序上權利，依「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如於九

十年一月一日行政程序法施行後，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

就行政程序尚在進行中之事件，依上開規定提出申請，

行政機關除有同條第二項所列情形之一或法律另有規

定外，不得拒絕。至得閱覽之範圍，凡屬該事件有關之

資料或卷宗而不屬得拒絕之部分，均屬之。 
(二)  前開函如說明二、三所列疑義，經本部八十九年十一月

八日召開「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五次會議

討論，分別獲致具體結論略以：「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六

十條第二項規定：『行政機關訂定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行政規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

之。』參諸其立法理由係因此類解釋性規定與裁量基準

等，行政內部遵照之結果，將間接拘束外部人民，爰特

規定應在政府公報上登載以為發布。故有關行政程序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之行政規則之發布，依同

法第一百六十條第二項規定之文義觀之，似應限於登載

政府公報。另建請行政院轉知各機關儘速辦理發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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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並建請行政院研究建立統一公報制度之可行性。」

及「地方政府依地方制度法規定，經地方立法機關通

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之自治條例，非屬行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之法規命令。」 

三、檢送本部「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五次會議紀

錄乙份供參。 

2、【法務部 89 年 11 月 27 日（89）法律字第 041632 號函】 

主 旨：關於  貴部函詢有關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適用疑義乙

案，本部意見如說明二至四。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部八十九年十一月三日台 (八九) 法字第八九一四

○六○五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

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

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為限。」 (第
一項) 「行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外，不得拒絕：一、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

件。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

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

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

權利之虞者。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

其他公共利益之職務正常進行之虞者。」 (第二項) 其立

法目的係因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於行政程序進行中，為能

適時主張權益，必須對程序進行之情形有所了解，爰賦予

其等有申請閱覽卷宗之權。惟如無限制地任當事人閱覽卷

宗，則不免有侵害他人權利、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

行政正常運作等公共利益之虞。是以，為確保當事人等之

卷宗閱覽權與公共利益間之衡平，行政機關對於當事人或

利害關係人申請卷宗抄錄閱覽之准許與否，除應審查是否

具有同條第二項所列之情形外，尚須考量該申請是否為主

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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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法律上利益」一語，除前揭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

第一項所定者外，行政訴訟法亦有相同或類似規定 (行政

訴訟法第四條至第六條、第九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二條

及第四十三條規定參照) 。查行政訴訟法以「法律上利益」

為要件，係認法律以外之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感情

上利益或反射利益，不在值得保護之範圍使然 (吳庚著

「行政爭訟法」修訂版，第一○二頁；陳計男著「行政訴

訟法釋論」，第一六五頁參照) ，其並未以「法律」是否

包括法規命令或行政規則等作為判斷之依據。是以，行政

機關於適用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時，對於該

條所定「法律上利益」之判斷，似亦不宜拘泥於「法律」

一語 (不宜與同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法律」之涵義相提

並論) ，而應綜合考量前述立法目的並審酌當事人等之卷

宗閱覽權與公共利益間之衡平以決之。來函所詢有關依公

費留學考試簡章規定申請複查成績，以及依  貴部補助國

內學術及文教團體暨各校教師及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處理要點申請補助者，其申請閱覽卷宗是否符合行政

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所定「法律上利益」乙節，允宜

依具體個案情節並參酌上開說明判定之。 
四、另來函所敘為配合政府文書及檔案管理電子化／網路化，

而以電子公文影像調閱或拒絕閱覽，如技術上能克服，從

節省人力、財力及物力觀之，似未違反行政程序法第四十

六條規定乙節，本部敬表同意。 

3、【法務部 90 年 1 月 10 日（90）法律字第 046903 號函】 

主 旨：關於行政程序法就行政文書之公開期間、適當之公開方

式以及當事人之代理可否申請閱卷等適用疑義乙案，本

部意見如說明二、三。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府八十九年十二月六日八九投府法規字第八九一九

一二一二號函。 

二、查行政機關持有或保管之法規命令、行政指導有關文

書、……、預算、決算書、……等資訊，除涉及國家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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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應主動以刊載政府公報或其他適當之方式，適時公

布，行政程序法第四十五條定有明文。本條係原則性規

定，理論上其所謂「其他適當之方式」舉凡足使人民廣泛

周知之方式，例如透過刊登新聞紙、在行政機關網路上公

開、在機關公布欄中公告、公開陳列供閱覽等方式，均屬

之。目前網際網路在我國已相當普遍，行政機關利用網際

網路公布資訊，供人民查詢，自亦屬主動公關行政資訊之

方式 (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宏合著「行政程序

法實用」，八十九年十一月一版，第九十一頁；本部八十

九年七月六日法八十九律字第○二二八七四號函參

照) 。次查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授權訂定

之「行政資訊公開辦法」草案，即將由行攻院會銜考試院

發布，其中第八條規定：「主動公開之行政資訊，除法律

另有規定外，其方式如下：一、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

他出版品。二、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

查詢。三、提供公開閱覽、抄錄、影印、錄音、錄影或攝

影。四、舉行記者會、說明會。五、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

之方式。」一併提供參考。至於刊登新聞紙或在行政機關

網路上公開之期間多久，前開條文並未明定，請貴府本於

職權自行審酌。 

三、又按「當事人得委任代理人。但依法規或行政程序之性質

不得授權者，不得為之。」、「代理權之授與，及於該行

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序行為。但申請之撤回，非受特別授

權，不得為之。」行政程序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原則上得委任代理人代為行政程序

行為，惟依法規之規定或依行政程序之性質須當事人親自

為之者，則不得委任。授權之範圍原則上及於該行政程序

之全部程序行為。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有關當事人或利

害關係人之申請閱覽卷宗係行政程序之一部分，除法規明

定或依行政程序之性質須當事人親自為之者外，依上所

述，自得由代理人代為申請，但仍請注意同法第二十四條

以下有關委任代理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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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本部八十九年七月六日法八十九律字第○二二八七四

號函乙份供參。 

4、【法務部 90 年 9 月 6 日（90）法律字第 031200 號函】 

主 旨：函詢有關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適用疑義，復如說明二、

三，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署九十年八月十日（九○）環署法字第○○四九一

四五號函、局九十年八月二日九十桃環法字第九○○三六

一○一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係規範行政機關為行政行為之程

序進行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申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規

定。其得申請之期間係指行政程序進行中或行政程序終結

後法定救濟（包括依該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申請程序重

新進行者）期間經過前而言（本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

十八次會議紀錄參照）。至於行政資訊公開辦法係規範行

政機關資訊公開之基本原則、限制公開或提供及應主動公

開之行政資訊等事宜，兩者規範內容不同。前者申請權

人，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規定，限於當事人或利害關

係人；而其所謂「當事人」，係指該法第二十條規定所列

之人；而「利害關係人」，應係指因行政程序進行之結果，

其權利或法律上利益將受影響而未參與為當事人之第三

人而言。至於後者之申請權人，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九

條規定包括中華民國國民（不包括大陸地區人民、香港居

民及澳門居民）及依法在中華民國設有事務所、營業所之

本國法人、團體；至於外國人，以其本國法令未限制中華

民國國民請求提供資訊者為限。又申請閱覽或提供之資

料，得否拒絕提供，前者係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二

項規定定之，後者係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五條規定定

之。 
三、本件有關環保抗爭事件中，地區自救會或當地村里民申請

閱覽或提供各類環保許可文件，究係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

六條或行政資訊公開辦法規定提出申請？請先釐清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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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說明本於職權審認之。 
四、檢附本部前開會議紀錄乙份。 

附 件：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八次會議紀錄 
壹、時間：九十年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 
貳、地點：本部二樓會議室 
參、主席：林常務次長○堯 
肆、出席委員：（略） 
伍、列席單位及人員：（略） 
陸、討論事項： 

一、為因應台北銀行民營化，台北市政府對該府市庫之代理銀

行所為之遴選及委託，是否屬行政契約而應適用行政程序

法？（台北市政府函詢） 
二、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本文規定：「當事人或利害

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

資料或卷宗。」行政程序如已終結後，當事人或利害關

係人得否申請閱覽卷宗？（法律事務司研提） 
柒、發言要旨：（略） 
捌、結論： 

一、關於討論事項一部分： 
（一）各級政府依公庫法第三條第一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指定銀行代理公庫現金、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

轉及財產之契據等之保管事務，所簽訂之契約（以下簡

稱代庫契約），其法律性質為何，與會委員之見解歸納

有下列三種： 
（甲）私法契約說：理由為：1.依公庫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代理內容觀之，代庫銀行僅係單純之支付工具，其

受委託執行之內容，尚未涉及公權力之行使。2.另依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八

九）工程企字第八九○○一三四一號函對於代庫銀行

之遴選解釋為勞務採購，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見解觀

之，代庫契約應解為私法契約之性質。 
（乙）公法契約（行政契約）說：理由為：1.目前德國學界

與實務之多數見解認為，應以「契約標的」判斷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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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法或私法性質，而契約之標的，則應由契約內容

決定之，例如契約之內容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屬

公法契約：（1）以執行公法法規為目的者，（2）含

有作成行政處分或其他公權力行為之義務者，（3）
與人民之公法上權利義務有關者；但契約之給付義務

本身具有中立性而較難以判斷時，應由給付義務之目

的及契約之全體特性判斷之。2.代庫契約一方之主體

為行政機關，其契約內容則屬混合性事項（既有私法

性，亦有公法性），因涉及行政上事實行為，且其目

的具有強烈公益色彩，故代庫契約應解為公法契約之

性質。 
（丙）折衷（視個別情形而定）說：因判斷基準之不同，此

說又分為二種：（子）說：代庫契約之委託內容若係

依一般商業習慣經營者，該代庫契約性質應屬私法契

約；反之，若契約主體一方之行政機關有高度之公益

要求或擔保措施之約定者，則應屬公法契約性質；

（丑）說：視行政機關於訂約時是否有實現公法上任

務之目的而定。 
（二）贊成上開私法契約說之委員有九位，贊成公法契約（行

政契約）說之委員有二位，贊成折衷（視個別情形而定）

說之（子）說與（丑）說之委員各有一位，另一位委員

表示尚無結論，宜繼續研究。 
（三）結論：抽象而言，各級政府依公庫法第三條第一項與代

理銀行簽訂之代庫契約，其法律性質，多數見解認為應

屬私法契約。惟仍應就個別代庫契約所約定之內容，分

別判斷其法律性質。 
二、關於討論事項二部分： 

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本文規定：「當事人或利害

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

或卷宗。」其得申請之期間，係指行政程序進行中及行政

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包括依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申

請行政程序重新進行者）期間經過前而言；但如已依法提

起訴願、行政訴訟或申請行政程序重新進行者，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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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卷宗等事項，應依各該程序之有關規定辦理。 
玖、散會（中午十二時） 

主席：林○堯 
紀錄：邱○堂 

5、【法務部 90 年 10 月 18 日（90）法律字第 035971 號函】 

主 旨：關於函詢義務人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規定，向貴署

行政執行處申請閱覽卷宗，得否准予酌收費用疑義乙

案，復如說明二，請  查照。 
說 明： 

一、復貴署九十年九月十九日行執一字第○一○六○四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行政程序所生之

費用，由行政機關負擔。但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利益

所支出之費用，不在此限。」各機關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

係人利益所支出之費用，自得依上開規定向當事人或利害

關係人收取。查行政機關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規定將

行政程序之卷宗、資料提供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閱覽，並

無類似訴願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得收取費用之規定，故如

僅提供「閱覽」，即難謂有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利益

支出費用，自不宜收取費用。惟如當事人需影印、複印所

閱覽之卷宗資料，依行政程序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得酌收費用，自不待言。貴署有關申請閱覽卷宗酌收

費用之建議，已錄供本部修法之參考。次按同法第四十六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當事人申請閱覽卷宗應符合「主張或

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有必要者為限」之要件，是以，如行政

機關已提供申請人閱覽卷宗、資料，而申請人一再要求重

覆閱覽，如與上開要件不符，行政機關自得予以拒絕。 

6、【法務部 91 年 11 月 29 日法律字第 0910044370 號函】 

主 旨：關於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與檔案法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有關申請閱覽檔案資料之規定適用疑義乙案，本部意

見如說明二、三。請  查照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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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復  貴府九十一年十一月一日府行法字第○九一○一八○

八七○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六條係規範行政機

關為行政行為之程序進行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閱覽

卷宗之程序規定。其申請請求權人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

人，且須具備「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之利益有必要者」

之要件。又其得申請之期間，係指行政程序進行中及行政

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 (包括依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

申請行政程序重新進行者) 期間經過前而言 (本部行政

程序法諮詢小組第十八次會議結論二參照) 。至於檔案法

第十七條所規範事項則係行政機關行政資訊公開之一

種，同法第十八條規定則係行政資訊限制公開之範圍，其

規範目的及內容與首揭閱覽卷宗之程序規定並不相同。合

先敘明。 
三、依來函所述，有關人民申請閱覽之卷宗，如屬行政機關為

行政行為之程序進行中或行政程序終結後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前之卷宗，應優先適用本法第四十六條之規定。至有

無檔案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之適用，則請洽詢該法之主

管機關檔案管理局表示意見。 

7、【法務部 93 年 5 月 14 日法律進字第 0930020786 號函】 

主 旨：關於貴校所屬公務員擬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請求提供個

人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核表及考績委員會紀錄等相關

資料乙案，復如說明二至四。請  查  照參考。 
說 明： 

一、復貴校九十三年五月十一日北商技人字第○九三○○○二

七一三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條第三項第七款規

定，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行政行為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

定，係僅排除程序規定，如屬本法實體規定者，仍有其適

用。而有關改變公務員之身分或對公務員權利或法律上利

益有重大影響之人事行政行為，或基於公務員身分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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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者，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予相

對人程序的保障，例如陳述意見、閱覽卷宗及教示救濟方

法之記載等等，方符現代法治國家程序保障之要求 (司法

院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本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一次

及第五次會議結論參照) 。 
三、次按本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之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係指特

定之行政程序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

律上利益之必要，有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

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之權利，屬程序權利。申請人如提出

請求遭行政機關拒絕時，依本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僅

得於對實體決定不服時一併聲明之，不得單獨提起訴願。

至於行政資訊公開辦法則係滿足人民知的權利及促進行

政程序之公開化與透明化，其公開之對象為一般人民，當

然亦包括已終結之個別行政程序之當事人或利害關係

人，依該辦法規定申請行政機關提供行政資訊之權利，屬

實體權利。行政機關拒絕提供者，應屬行政處分之性質，

申請人如有不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四、本件貴校所屬公務員年終考績之評定如係屬服務機關管理

措施（非屬行政處分）之人事行政行為，有關其個人平時

考核紀錄、年終考核表及考績委員會紀錄等相關資料，揆

諸前開說明，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自不得依本法第四十六

條規定申請閱覽，惟得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辦理。

至於該資料有無該辦法第五條所定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

形，則應由貴校就具體事實依法本於權責核處，自屬當

然。又本部九十二年四月二十八日法律字第○九二○○一

三八二七號書函所敘「仍得依行政資訊公開辦法之規定辦

理」乙節，係指行政機關受理人民請求提供行政資訊時，

仍得視其是否符合該辦法相關程式及有無限制公開或提

供之情形，以決定是否准予提供，非謂人民提出請求，即

應無條件一律公開或提供。貴校來函所稱本部上開函與前

開規定相互矛盾，執行上不無疑義云云，應屬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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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務部 93 年 12 月 1 日法律字第 0930047458 號函】 

主 旨：關於羅○珠女士陳請  貴署提供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送審之新竹縣橫山鄉「一般事業廢棄物 (含垃圾焚化灰

渣) 最終處置場設置計畫」開發計畫案有關資料或卷宗

經貴署函復無法同意後聲明異議乙案，復如說明二。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署九十三年十一月十七日營署綜字第○九三二九一

八七七九一號函。 
二、按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之申請閱覽卷宗請求權，係

指特定之行政程序中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

其法律上利益之必要，有向行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

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卷宗之權利，是請求權人限於當事人

或利害關係人，且須釋明其係為主體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

之必要，始有閱覽卷宗之權利，本件申請人是否符合前開

要件，應先予釐清。 
三、前揭閱覽卷宗請求權並非全無限制，行政機關得否拒絕，

應依同法條第二項 (計有五款事由) 、第三項規定辦理，

來函所詢陳情人申請閱覽「有關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送

審之新竹縣橫山鄉一般事業廢棄物(含垃圾焚化灰渣) 最
終處置場設置計畫」案資料或卷宗，縱認不屬行政決定前

之函稿、簽呈或會辦意見等行政機關內部作業文件，仍應

審酌有無同法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得拒絕申請人閱覽

卷宗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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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主管業務現行常涉保密規範 

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政府採購法§34、§57                     91.02.06 修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49、§75、§76、§78 91.11.27 修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6   94.07.13 修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7、§8、§13 94.07.13 修 

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4 89.10.16 修 

採購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

辦法§10 
90.10.17 修 

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檔案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檔案開放應

用要點第 8 點 

93.03.26 高雄市政府

府本部 

閱卷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理人民申

請閱卷實施要點第 4 點                   
90.01.25 高雄市政府

府本部 

行政程序法§170Ⅱ 90.12.28 修 法務部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第 18 點 

91.11.22 修 行政院 

陳情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

件要點第 19 點                          
91.02.06 府本部 

綜合 

資訊

管理 

行政機關電子資料流通實施要點第 7 點 84.02.08 行政院 

民政 戶籍

登記 

戶籍法§6、§9 
94.06.15 修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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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戶役

政資

訊連

結作

業 

各機關應用戶役政資訊連結作業要點第 8 點

85.12.16 修 
內政部   

戶政司 

 

調解 
鄉鎮市調解條例§19 94.05.18 修 內政部 

稅捐稽徵法§33 89.05.17 修 

稅捐稽徵法施行細則§9 82.05.17 

各級稽徵機關處理違章漏稅及檢舉案件作

業要點第 9 點 

90.02.26 

財政部 89.4.12 台財稅字第 890021591 號函   

財政部 86.7.28 台財稅字第 861908909 號函   

財政部 86.6.6 台財稅字第 862426444 號函   

財政部 86.4.29 台財稅字第 860230550 號函   

財政部 85.9.12 台財稅字第 850557489 號函   

財政部 84.6.30 台財稅字第 840882950 號函   

財政部 84.6.28 台財稅字第 840348555 號函   

財政部 84.4.1 台財稅字第 840849821 號函   

財政部 84.2.22 台財稅字第 840079775 號函   

財政部 83.6.22 台財稅字第 831598379 號函   

財政 稅務 

財政部 82.9.28 台財稅字第 820440481 號函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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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學籍

管理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籍管理要點第 11 點之

（四） 

89.08.16 修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10 93.12.31 修 教育部 學生

評量 

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辦法§16 94.08.15 修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10-1 
90.03.14 修 教育部 教師

甄選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受託辦理市立國民中小

學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 5 點 

93.04.27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性別平等教育法§22 93.06.24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18 94.03.30 

教育部 校園

安全 

高雄市公私立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防治規定第 9 點、第 12 點之（六）、（十

八）、（廿四）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 

校園

衛生 

學校衛生法§9 91.02.06 教育部 

教育 

家教

諮輔 

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8 93.08.05 教育部 

文化資產保存法§10 92.02.05 修 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文化 古蹟

文獻 

高雄市古蹟及歷史建築審查委員會設置要

點第 9 點 

92.06.16 修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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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都市

發展 

都市

計畫 

高雄市都市計畫資訊公開辦法§5 94.07.28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地籍總歸戶實施辦法§8、§11 93.04.30 修 

內政部 94.11.28 台內地字第 0940015813 號

函 

  

內政部 94.10.26 台內地字第 0940062809 號

函 

  

登記

業務 

內政部 93.11.18 台內地字第 0930074840 號

函 

  

土地

徵收 

內政部 94.8.1 台內地字第 0940077761 號函   

地價

資料 

內政部 91.1.18 台內地字第 0910002115 號函   

不動產經紀業業務檢查及違法經營經紀業

務查處注意事項第 6 點之（一）、第 9 點 

91.12.13 

內政部   

地政司 

地政 

經紀

業管

理 

高雄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10 點 92.02.24 高雄市政府

地政處 

工商 營業秘密法 85.1.17   建設 

農會

輔導 

農會財務處理辦法§69 92.12.31 修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海洋污染防治法§6 89.11.01 修 海洋 海污

查緝 
海洋污染涉及軍事事務檢查鑑定辦法§4 92.03.19 修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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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漁用

油留

用查

緝 

獎勵檢舉非法留用漁業動力優惠用油案件

實施要點第 2 點 

94.05.05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社會

工作 

社會工作師法§16、§17 92.06.05 修 

兒童及少年福利法§17、§34、§44、§46 92.05.28 修 兒童

及少

年福

利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9 94.02.05 修 

家庭暴力防治法§37、§41 87.06.24 修 家庭

暴力

防治 家庭暴力資料建立管理及使用辦法§9 91.03.25 

性侵

害防

治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8、§9、§12 94.02.05 修 

社政 

性騷

擾防

治 

性騷擾防治法§12 94.02.05 

內政部 

水污染防治法§69 91.05.22 修 環保 水污

染防

治 提供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

理設施之個別或統計性資料予學術研究機

關（構）、環境保護事業單位、技術顧問機

構、財團法人之原則第 3、4、5 點 

91.11.14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 

醫療法§72 94.02.05 修 衛生 醫政

管理 
緊急醫療救護法§28 94.02.05 修 

行政院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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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醫師法§23 91.01.16 修 

物理治療師法§31 91.06.12 修 

職能治療師法§31 92.01.29 修 

呼吸治療師法§16 91.01.16 

醫事放射師法§32 91.06.12 修 

醫事檢驗師法§32 91.06.12 修 

 

心理師法§17 90.11.21 

藥事法§40 之 1 94.02.05 修 

藥事法施行細則§43 94.02.16 修 

藥師法§14 92.02.06 修 

藥劑生資格及管理辦法§10 89.03.03 修 

藥政

管理 

藥品優良臨床試驗準則§11 94.01.06 

護理人員法§28 91.06.12 修 護理

管理 
助產人員法§31 92.07.02 修 

食品衛生管理法§28 91.01.30 修 食品

衛生 
營養師法§16 93.05.05 修 

人體器官移植條例§10-1 92.01.29 修 

傳染病防治法§10 93.01.20 修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例§6 94.02.05 修 

 

醫療 

罕見疾病防治及藥物法§9 94.01.19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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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濫用藥物尿液檢驗及醫療機構認可管理辦

法§43（3） 

92.12.24 修  

採驗尿液實施辦法§6 94.01.21 修 法務部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17 88.04.28 修 

醫療機構提報癌症防治資料作業辦法§7 92.11.10 

 

性侵害事件醫療作業處理準則§5 86.12.10 

醫院電腦處理個人資料登記管理辦法§8、§9 85.12.04 

 

其他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46 90.11.14 修 

行政院   

衛生署 

防情

業務 

台灣地區防空警報及燈火管制命令代碼之

編用保管實施規定第 6點之（一） 

92.08.1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18 88.07.14 

各警察機關執行通訊監察管制作業要點第

肆、四點 

91.10.06 

警察機關查詢電信通信紀錄及使用者資料

管制作業要點第 9 點 

93.05.13 

內政部警政署執行民營行動及固網電信通

訊監察作業規定第 4 點 

93.04.08 

警察機關執行通訊監察所得資料保管處理

規定第肆、二、（一）點 

93.04.26 

警察 

通訊

監察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調閱通聯及電信使用者

資料管制作業規定第參、一、二點 

91.12.17 

內政部   

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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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刑案

偵查 

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理應行注意要點

第 4 點 

94 

檢肅

流氓 

警察機關辦理檢肅流氓條例案件作業規定

第 50 點 

91.12.31 

少年

事件 

少年事件處理法§83、§83 之 1、§83 之 2 94.05.18 修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

§12、§13 
94.11.11 性侵

害防

治 
警察機關處理性侵害案件處理原則第 9 點 94.08.04 

警察機關執行保護令及處理家庭暴力案件

辦法§9、§21 
88.06.22 

 

家庭

暴力

防治 

警察機關處理大陸地區及外籍配偶遭受家

庭暴力案件應行注意事項第 3 點之（六）、

第 4 點之（六） 

94.07.15 修 

 

消防法施行細則§27Ⅱ 94.03.01 修 火災

鑑識 
法務部 93.3.17 法檢字第 0930008069 號函   

內政部   

消防署 

災害

預防 

受理人民檢舉違法爆竹煙火業作業規範第 2
點之（二）、第 4 點 

94.03.02 修 

消防 

救災

指揮 

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

第貳點之七 

91.12.13 修 

內政部   

消防署 

主計 統計 統計法施行細則§45、§56、§59、§60、§63 88.09.15 修   



 

 78

綱目 細目 規範名稱（含函釋） 
訂（修）定

日期 

主管機關

（單位）

研考 研考 高雄市政府專題委託研究實施要點第 10 點

之（二） 

93.05.17 高雄市政府

研考會 

消費者保護法§45-1 94.02.05 修 

消費爭議調解辦法§15 92.07.30 修 

消保 消費

者保

護 

高雄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例§34 90.07.30 

消費者保護

委員會 

行政程序法§3Ⅱ（7） 90.12.28 修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料統一管理要

點第 5 點之（三） 

92.11.05 修 

公務人員考績法§20 90.06.20 修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7 94.07.07 修 

人事 

公務人員陞遷法§16 89.05.17 修 

住宅

福利 

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會議規則§11 86.05.22 

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 

人事 

性騷

擾防

治 

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性騷擾及性別歧

視防治與申訴處理要點第 16 點 

92.01.13 修 高雄市政府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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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法令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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