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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機密文書及檔案處理介紹



課程大綱



壹、前言
貳、法源依據
叁、機密文書介紹
肆、機密文書處理
伍、機密檔案管理
陸、機密等級變更及解密
柒、一般保密事項
捌、洩密原因及法律責任
玖、常見問題探討及正確作法
拾、結語



學習對象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全體

同仁

 對機密文書及檔案管理業務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您一起進入本課程學習



課程目標



透過本課程學習，您將可以：

一、說明機密文書及檔案的意義

二、暸解機密文書與檔案實務作法

三、熟悉機密等級變更及解密程序

四、知悉機密文書及檔案保密事項

五、釐清機密文書及檔案正確作法



公務機密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涉及個人隱

私及權益，人民雖有知的權利，但世界各國

對公務機密仍嚴加保護，即使在實施政府資

訊公開法的民主先進國家，

亦明文規定將「公務機密」

列為不公開事項。

壹、前言



 國家機密保護法 (92.2.6施行)
 文書處理手冊 (99.1.22修正)
 檔案法 (97.9.1修正)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94.5.10修正)

貳、法源依據



參、機密文書介紹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國家機密
文書

一、機密文書類型

機密文書區分為



二、機密文書等級

(一)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三級：

絕對機密(不得逾30年)

極機密 (不得逾20年)

機密 (不得逾10年)



二、機密文書等級

(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均列「密」等級。

（1、3、5、10、15、20、25、30年，八級）

(三)不同等級之機密文書合併使用或處理

時，以其中最高之等級為機密等級。



三、一般公務機密

(一)意義：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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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一般公務機密之範圍。



(二)種類

職務秘密

郵電秘密

業務秘密

採購秘密

人事秘密

陳請檢舉



1、職務秘密

稅捐稽徵人員對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

營業及納稅等資料，除對下列人員及機關外，

應絕對保守秘密，違者應予處分；觸犯刑法者，

並應移送法院論罪：



(1) 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

(2) 納稅義務人授權代理人或辯護人。

(3) 稅捐稽徵機關。

(4) 監察機關。

(5) 受理有關稅務訴願、訴訟機關。

(6) 依法從事調查稅務案件之機關。

(7) 經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

(8) 債權人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者。

（稅捐稽徵法第33條）

1、職務秘密



2、郵電秘密

在郵務或電報機關執行職務之公務員，

開拆或隱匿投寄之郵件或電報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刑法133)



3、業務秘密

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師、宗
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
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
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

罰金。 （刑法316）



4、採購秘密

機關採購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

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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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34）



5、人事秘密

指辦理公務人員任用、遷調及考核等業務

應保守之秘密。例如：

考試秘密（典試法28）

陞遷業務（公務人員陞遷法16）

考績作業（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7)



6、陳情檢舉

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應依作業規定，

指派人員迅速確實處理。

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

時，應不予公開。(行政程序法170)



肆、機密文書處理



機密文書權責人員

指定啟封人員：秘書

密件專責人員：

總局行政科二股(文書)股長

羅東分局四股股長



各機關應指定專責人員負責辦理機密

文書拆封、分文、繕校、蓋印、封發、

歸檔，以及機密公文電子交換等事項，

並儘可能實施隔離作業。(文55)

一、收文登錄



一、收文登錄

機密文書之收發處理，以專設文簿或電

子檔登記為原則，並加註機密等級。如

採混合方式，登記資料不得顯示機密之

名稱或內容。(文59)



一、收文登錄

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詳細檢查封口有無異

狀後，並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

受文者為機關或機關首長者，應送機關首長

或其指定人員啟封；啟封人員，應核對其內

容及附件。(文59)



一、收文登錄

收文人員拆封後發現檢舉案件，應即

轉交機關首長指定之密件專責人員，

但若由信封形式外觀，即可辨識屬檢

舉案件，應不得拆封，親自交予密件

專責人員處理。



(一)密件專責人員先將檢舉函隱去足資辨識

檢舉人身分之相關資料，避免檢舉人資

料外洩。

(二)親自送交機關首長指定之分文人員（秘

書）分文。

(三)密封後加蓋密件章戳，親自送交單位主

管分交承辦人辦理。

二、分文作業



三、簽稿作業

(一)機密文書之簽擬、陳核(判) ，應由業務

主管或其指定之人員處理，並應儘量

減少處理人員層級及程序。 (文56) 
(二)機密文書如非必要，應儘量免用或減少

副本。 (文66) 
(三)機密文書採紙本簽核辦理。



三、簽稿作業

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之標示，應以括弧標示於

機密等級之右側。 (文60) 其解密條件如下：

(一)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二)本件至O年O月O日解密。

(三)附件抽存後解密。

(四)其他（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密）



機密文書解密條件標示



四、傳遞送件

(一)機密文件用黃色卷夾或特製之機密件

袋陳核。(文37)
(二)密件發文時承辦人員應以『承辦密件

登記查考簿』，親自送交密件專責人

員發文，不可與普通公文夾雜送繕，

以免洩密。



機密文書遞送-黃色卷夾



承辦密件登記查考簿



(一)凡機密性及重要性之文稿，應指定專

人負責繕印及校對。（文38~39）

(二)密件專責人員如發現機密文書未註記

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者，應洽承辦人

員予以改正。 (文39)

五、繕印校對



(一)辦理機密文書之簽擬稿、繕印打字時

之廢件，或誤繕誤印之廢紙等，應由

承辦人員即時銷毀。 (文64)

(二)監印人員僅憑機關首長簽署用印，不

得閱覽其內容。(文39)

五、繕印校對



六、封發作業

絕對機密及極機密文書：

由承辦人員監督辦理

機密及密等：

由指定之繕校、收發人

員辦理 (文59)



六、封發作業

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應封裝

於雙封套內，封套之紙質須不

能透視且不易破裂。 (文63)



六、封發作業 (續)
內封套：

正面加蓋機密等級，並加
密封，背面封口及接縫處
須加貼薄棉紙或膠帶並加
蓋「密」字戳記。

外封套：

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他
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
(文63)



內封套－正面註記機密等級



內封套－背面封口核章



外封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



六、封發作業

 人事命令、證件、有價證劵、訴願

文件及機密文件等均應以掛號郵件

寄發。 (文43)

 檢舉案件函復檢舉人時，一律雙掛

號寄發取證。



伍、機密檔案管理



各機關因公務產生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

其附件，依相關法規核定列為機密等級，

並依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者。包含文書、

紀錄、圖片、照片、錄影、錄音及微縮片

等。

一、『機密檔案』定義



機密檔案不僅包含紙本檔案，還包含
圖片、照片、光碟片喔。



「昨日的文書是今日的檔案」

機密文書辦畢後，以『密件』歸

檔時，即成為機密檔案。



二、檔案點收－密件承辦人

封套封口處蓋印章或職名章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4)

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依封套上記載事項詳實填列



正面記載事項



背面簽章情形



二、檔案點收－密件管理人

僅得檢視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之記載事項

與歸檔清單是否符合，不得拆開封套。

封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4)



檔管局建置「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將

各機關定期送交檔案局之一般檔案目錄彙

整公布。

三、機密檔案目錄公布原則

基於保密需要，機密檔案目錄不予彙送公

布。(機密檔案管理辦法5)



四、保管原則

(一)專人保管：
由機關首長指定專人或由
檔案管理單位主管來管理。

(二)分別存放：

與一般檔案分別

存放。

(三)分級保管：

依機密等級分級

保管。



四、保管原則

(四)安全設備：

備有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並裝置

密鎖，必要時裝置警報及監視系統，

每月檢查2次。

(五)進出管制：

機密檔案存置場所禁止人員

或物品任意進出。



四、保管原則

2.檢舉案件應專簽

陳奉局長核准。

1.一般公務機密檔案

複製，應經單位主管以上核准。

(六)複製原則：



機密檔案金屬櫃裝置密鎖



檔案庫房錄影監視系統



檔案庫房錄影監視螢幕



檔案庫房人員進出管制



五、機密檔案檢調

(一)機關內部：一般公務機密由秘書核准。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借調檔案作業事項1 )



(二)機關間：以書面申請，經機密核定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三)依法有權調用：應備函載明法律

依據、調用目的、調用期間、承

辦單位名稱、承辦人員姓名及有

關聯絡資料。



六、機密檔案清查
(一) 清查目的

1.辦理解降密檢討：機密檔案

非經解密不得銷毀。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18 )
2.已辦理解密者，定期檔案屆滿年

限→銷毀。

3.永久檔案保存屆滿移轉年

限者→移轉。



(二)權責人員

1.業務單位：主動辦理機密等級變

更或解密。

2.檔案單位：定期清查機密檔案時，

得請業務單位辦理機密等級變更

或解密。但保密期限屆滿者，其

解密事宜，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

業務單位辦理。

六、機密檔案清查



陸、機密等級變更及解密



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由承辦人員辦理。

一、機密等級解密權責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由原核定機關權責

主管核定之。(文72)

國家機密之變更或解密，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規定。



二、機密等級解密程序



(一)未標示解密條件

流程1

原核定機關為本機關時，承辦人將原案卷

調出審查，經檢討無繼續保密必要時，應

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

意見表」及「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

銷通知單」，陳奉核定後，通知前受文機

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文73)



處理流程

承辦人將原卷調出審查並填具機密等
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及通知單

陳奉核定後發文

通知前受領該機密文件受文機關

受文機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機密等級註銷處理意見表



機密等級註銷通知單



流程2
原受文機關為本機關時，經主動檢討無繼

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

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陳奉核定後，建

議原核定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

註銷程序。(文73)

(一)未標示解密條件



處理流程

原受文機關主動檢討並填具
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陳奉核定後發文

建議原核定機關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依核定機關函復辦理機密等級註銷



機密等級註銷建議單



流程3
原核定機關經核定或依原核定機關通

知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者，應將原案

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標示

以雙線劃去，並於明顯處浮貼已列明

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文73)

(一)未標示解密條件



原機密等級標示以雙線劃去



機密等級註銷紀錄單



(二)已標示解密條件

機密文書已標示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

條件者，其保密期限已屆或解密條件

成就時，應依標示辦理變更或解密，

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依

規定辦理。(文73)



(三)機密案件解密後處理

機密案件經解密後應照普通案

件放置保管。非經解密者，不

得銷毀，解密後，其銷毀方式，

須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文73)



(三)機密案件解密後處理

解密後依檔案內容、性質歸

入相關類目，修改機密等級、

案由等目錄欄位，於系統點

選「修正」，完成彙送。



一、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

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

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服

務法4)

柒、一般保密事項



二、各級人員經辦案件，無論何時，不

得以職務上之秘密作私人談話資

料。非經辦人員不得查詢業務範

圍以外之公務事件。（文76）



三、文書之核判、會簽、會稿時，不得

假手本機關以外之人員，更不得

交與本案有關之當事人。（文76）



四、下班或臨時離開辦公室時，應

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屜或

公文櫃內並即加鎖。（文76）



五、承辦機密文書人員，發現承辦或

保管之機密文件可能或已洩漏或

遺失時，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

處理。（文76）



捌、洩密原因及法律責任



公務保密警覺性不夠（密件傳遞）

文書處理方式不適當（加密處理）

資訊管制措施不嚴謹（權限控管）

保密檢查作為不嚴密（定期檢查）

資料清理過程不確實（即時銷毀）

檔案管理流程不周延（紙本簽核）

一、公務機密洩漏原因探討



二、公務機密洩漏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懲戒及懲處責任)



玖、常見問題探討及正確作法



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

受文機關得否逕予辦理？

問題一



正確作法

解降密權責在於原核定機

密等級之機關，受文機關

不得擅自更改。（文書處理手

冊73、國家機密保護法10）



機密文書保密期限屆滿或解

密條件成就者，可否逕行辦

理解密？

問題二



一般公務機密保密期限屆滿或解密

條件成就者，得自動解除機密。

但仍應填寫處理意見表及註銷單置

於原件之上，並以雙線劃去文件上

之機密等級。

正確作法



民間團體（如私人銀行）以

密件行文，政府機關可否自

行解密？

問題三



「公務機密」之核定，係專屬政

府機關之權責，民間團體之來函

自訂機密等級者，對政府機關並

無拘束效力，自不發生該受文機

關可否註銷其機密等級之問題。

正確作法



機密文書受文機關因業

務急需，可否自行前來

領取機密文書？

問題四



 機密文件應以掛號郵件寄發。

 各機關機密文書均有指定專人負責

啟封，避免領取人員擅自啟封，發

生機密文書資料外洩，仍應由發文

機關依規定辦理。(文書處理手冊43)

正確作法



他機關因業務需要以一般

公文函查納稅義務人財產

等資料，宜蘭縣政府地方

稅務局函復時如何處理？

問題五



稅捐稽徵人員對納稅義務人之財產、

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料，應絕對

保守秘密，函復時應以「密件」發

文，避免機密資料外洩。(稅捐稽徵

法33)

正確作法



拾、結語

配合文書處理流程、落實機密檔案管理

公務機密維護作業、感謝有您參與努力~



以上課程如有疑問

歡迎您不吝指教！

宜蘭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聯絡電話：03-9325101#170
E-mail：0224@mail.e-land.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