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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政府資訊電子化的腳步，政府機關文件管理必須考量包含電子郵件之各
種型式電子文件管理議題。電子郵件已被普遍用於各項政務訊息的傳達，亦不乏
具行政稽憑價值之資訊，但目前各政府機關尚未將電子郵件納入機關文件管理體
系。有鑑於此，本文將探討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的必要性與相關議題，說明機關電
子郵件管理的原則與措施，並歸納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基本需求，提供國內未來制
度規劃之參考。

【Abstract】
A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s increasingly created and stored electronically, records
management has ha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reation of records in a variety of electronic
formats, including e-mail messages. E-mail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tool for
conducting government business. Increasingly, government agencies use e-mail to support
various aspects of government operations, but e-mail has not been housed and managed
by any record keeping system in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and
core issues of e-mail management will be discussed and the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of
email management will be propo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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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文書，加上電子郵件內容不乏與政務
相關之資訊，對於內容具有事證價值
的電子文件，如果無法有效管理並加
以保存，將造成日後政府文件紀錄的
不完整，亦無從發揮機關文件行政稽
憑與法律信證的現行價值，有朝一日
當事過境遷成為歷史，這些郵件所載
的公務訊息，亦無法提供國家檔案館
史料供證與學術研究的價值。因此，
如何分類整理與保存內容具有資訊價
值之電子郵件，以備後續檢索使用，
將成為政府機關文件管理的重要議
題。
隨著電子化政府服務發展的腳
步，已逐漸推展建置處理機關文書之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與作業規範，但電
子郵件形式與內容性質，與機關既有
之公務文書體制迴異，加上機關人員
電子郵件信箱，目前普遍存在公私郵
件夾陳、垃圾郵件氾濫，且缺乏有制
度之管理程序等問題，需要建立一套
機關電子郵件管理制度。
有鑑於此，本文擬透過文獻與網
頁資訊，藉由美加地區政府機關推動
電子郵件管理的經驗，初步探討機關
電子郵件管理的議題，說明電子郵件
管理的必要性與郵件管理的概念，提
出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的原則與措施，
以及建置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系統的需
求，最終擬具結論與建議，提供我國

電子郵件已成為資訊時代人們通
訊溝通的重要管道，政府機構亦不乏
藉由電子郵件方式發送周知訊息、進
行擬稿前的意見徵詢、傳達公務指示
或各種與機關作業相關之聯繫事項。
電子郵件儼然已成為機關文件紀錄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據我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簡稱資策會）調查，2009年
臺灣家戶連網普及率為78.7%，推估
臺灣有近609萬戶家中可上網，國人
使用最普遍的網際網路應用服務為電
子郵件，其使用率佔73.5%的網路使
用行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2009）。雖然國內尚無正式統計政府
機關使用電子郵件的程度，但根據資
策會統計國人使用電子郵件的頻繁程
度，應不難推知政府機關使用電子郵
件的普及情形。
如果根據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
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簡稱LAC）估計，加拿大政府官員
平均每天產生和接收電子郵件至少
50封，推估一年每人收送電子郵件
10,000封，如以加拿大政府官員人數
統計，相當於每年政府機構將產生存
在350億封電子郵件亟待管理，其數
量遠遠超過政府機關具公文形式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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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未來進一步推動機關電子郵
件管理作業規劃之參考。

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能提供使用者產
生、傳遞與接收資訊，並做出回應的
電腦系統，且所有作業過程之資訊皆
是以電子的形式所產生。就本質而
言，是作為一項通信設備，讓使用者
以電子化方式來產生與收發訊息。許
多電子郵件系統還提供了行事曆功
能，讓使用者可以藉由此系統功能執
行安排、預定行程，並發送、接受或
拒絕他人的邀請；通常也允許使用者
設定任務清單與優先任務，也集合了
無線通訊系統或語音郵件。如果以
應用的角度，可定義為使用者用於編
寫、發送，接收和管理電子郵件和圖
片等相關附件的一套系統。（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此外，也有將
電子郵件系統定義為促進訊息、文書
資訊傳送、接收、儲存的電腦系統，
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地點，透
過共享的電腦網路系統，利用電子郵
件在個人、團體間傳輸數位的資訊，
並以檔案的方式加以儲存。（蔡月
鳳，1996）
目前在各機關因應政府資訊電子
化的發展，特別是針對電子公文書部
分已建置電子文件管理系統（Record
Keeping System），將機關所產生與
接收之公務電子文件納入資訊化作
業系統有效管理。在臺灣「文件」
（records）與「檔案」（archives）
兩階段管理的概念不清，慣常以「檔
案」通稱之。因此，對於所謂「電子
文件管理系統」（Electronic Record

貳、 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的
必要性
「電子郵件」的定義根據「美
國政府考核辦公室」（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簡
稱GAO）一份有關電子郵件研究的
報告書指出：電子郵件是一份簡要的
說明或正式文件及其附件，並透過
電子信箱系統產生或接收，而進行
訊息的傳遞與交換。（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8）此外，在中國大陸國家檔案局
制訂的《公務電子郵件歸檔與管理原
則》中，提到電子郵件的定義是：電
子郵件是由電子計算機生成、處理，
並通過電子郵件系統經由計算機網路
發送和接收的電子信息，它包括了信
息文件本身及其附件。電子郵件可在
一個機構內部進行傳遞，也可在政府
部門之間或政府部門與公眾之間進行
傳遞，電子郵件分為三種：公務電子
郵件、暫時性公務電子郵件與私人電
子郵件。（國家檔案局，2005）簡而
言之，電子郵件就是透過電腦與網路
發送和接收之電子形式的資訊內容及
其附件。
至於「電子郵件系統」的定義，
根據《加拿大政府電子郵件管理指
南》（Government of Canada Email
Management Guidelines）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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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System）在臺灣慣用「電子
檔案管理系統」稱之，所指均是依照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分類系統
及編目規則建檔、儲存並管理機關產
生之電子文件（official records），並
對電子化的檔案目錄及全文提供標準
界面轉換、傳輸、加密、認證及查詢
功能。（檔案管理局，2009） 電子
文件管理系統與電子郵件系統最大的
差異在於：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具備了
文件管理的功能，也可被視為分類或
儲存機關電子文件的工具。（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目前我國各機
關建有電子文件管理系統者，過半數
具有檔案點收、立案編目、查詢等功
能，另部分具有銷毀、檢調、盤點等
功能，也具有檔案法所規定之移轉、
應用、微縮或電子儲存機制，同時也
提供檔案目錄全文檢索。
因此，目前各機關已有管理機關
電子文件的管理系統，也有處理機關
人員電子郵件收送功能的電子郵件系
統，國內機關現行制度是兩套系統互
不相關、各自運作。但電子郵件已是
機關人員經常使用的通訊工具，政府
機關網站亦均設有線上民意信箱，處
理電子郵件幾乎成為公務機關人員每
日工作的例行事項之一，郵件信箱亦
不乏與機關公務相關之信件內容，電
子郵件逐漸成為機關需要正視的電子
文件管理範圍。
但目前在機關內電子郵件的使用
與管理卻普遍存在一些問題，包括：

（一） 電子郵件內容缺乏保護，使用
者經常喜歡將收到的郵件轉寄
分享，郵件的內容被不當傳
送，完全缺乏對於郵件內容資
訊保護的概念。
（二） 機關電子郵件信箱經常公私不
分，即使公務人員尚有其它私
人信箱，但仍不乏公務員以公
務信箱傳送私人郵件。
（三） 機關電子信箱的郵件常依公務
人員個人習慣整理，使用者經
常是依己意判斷留存價值，對
個人而言不需的郵件被任意刪
除，需要的才會留在郵件匣，
而個人也不一定會對於郵件匣
妥善整理。
（四） 個人對於留存在公務郵件信箱
的信件，缺乏文件生命週期管
理的概念，即使文件沒有留存
價值，只要信箱夠大，也不會
進行刪除銷毀。
（五） 不請自來、匿名造訪的垃圾郵
件氾濫，加上一些廣告信函，
除了將造成機關郵件伺服器的
負擔外，垃圾郵件所夾帶的病
毒，也可能造成機關系統的傷
害。
因此，為了降低機關電子郵件
使用與管理的問題，需要一套有效管
理的制度，首先需要釐清機關電子郵
件的使用範圍，並對於電子郵件的儲
存整理建立制度，機關公務人員需要
遵循郵件使用與轉置儲存的建議，至
於機關的資訊人員則需要協助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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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電子郵件管理議題與因應措施初探

件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維運，才能將機
關電子郵件的應用導入有效管理的機
制。

迫切與嚴肅。部分檔案理論學者認為
各個組織是存在於一個充滿資訊的世
界中，因此，必須要將其所有的行政
過程均予以電子化，並儘可能整理與
保存下來。機關內之電子郵件一般被
認為亦應在十五至三十天之後，即進
行刪除或是移交管理，支持電子郵件
刪除銷毀的原因，是由於電子郵件在
機關組織中，很少具有官方文件的性
質，它所代表的是最原始構想的溝通
及傳播，但它僅代表業務承辦個人部
分而非代表全組織的立場或主要想
法。但需要考量移交管理的部分，是
因為當機構人員產生與職務內容相關
的電子郵件訊息時，此類訊息同時也
成為了可以反映組織立場的檔案紀
錄，而應予以適度的保留。（邱炯
友，2009）
國內對於檔案範圍認定的標準尚
且處於多元與分歧的階段，雖有《檔
案法》第二條對於「檔案」的定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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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法規資料庫，2008）意指凡是
滿足了文件管理程序與歸檔作業即可
視為機關文件與檔案。但檔案文件之
留存與管理，重視的是文件內容的價
值，任何與公務相關之資訊形式，經
認定符合檔案價值者，例如本文所述
與公務相關之電子郵件，如能反映所
涉及業務的訊息「背景」、具有值得
保存的訊息「內容」，以及符合明確
的檔案「結構」等前提，才能被考慮
是否具有「檔案」的身分。然而，這

參、 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的
核心議題
目前各機關即使認知機關電子
郵件管理有其必要性，但是將電子郵
件納入機關電子文件管理體系，需要
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首先需要釐清
將電子郵件當成可被接受的公務文書
範圍，以及被接受的電子郵件至少需
要具備的公務文書處理特質。（The
Electronic Records Working Group，
2005）因此，需要訂定具有公務憑證
價值的電子郵件收錄範圍，並制訂電
子郵件的管理程序與規範，將符合收
錄範圍且經過程序處理的公務電子郵
件，納入公務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加以
典藏保管，以備後續檢索使用。以下
將進一步陳述郵件收錄範圍、制訂管
理程序規範與建置管理系統等三項電
子郵件管理核心議題的概念與作法。

一、 定義電子郵件收錄範圍
西元1980年代後期檔案管理之
電子化儲存機制漸進受到重視，許多
機構發展出系統化之電子檔案典藏、
檢索與控制計畫，即使尚未採行電子
化業務的機構，也逐漸面臨不同程度
的轉型壓力，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日，電子化檔案管理之挑戰已經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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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08）
（一） 郵件為本機關所產生製發的訊
息相對重要；
（二） 郵件不是不請自來的廣告或垃
圾郵件；
（三） 郵件內容不是其它公開發行管
道的已出版資訊；
（四） 郵件內容包含資訊價值有助於
發展機關功能、政策、決策、
職責與計畫的相關訊息；
（五） 郵件記錄了業務進行的過程、
決策的考量與牽涉的相關細節
討論；
（六） 郵件記錄了最初始的訊息，而
且是其它文件未記錄的原始訊
息；
（七） 郵件記錄擬稿階段或中間處理
過程；
（八） 郵件內容成為後來承辦公文的
參考資料或附件；
因此，可歸納需要保存的電子郵
件主要是考量郵件內容的價值，上述
對於產生者、郵件來源的形式要件考
量，只是作為初始判斷的條件之一，
最重要的還是根據郵件的內容能否提
供日後行政、財務、法律與資訊參考
的價值，特別是對於那些具有原始資
訊與後來成為業務承辦佐證的郵件，
更需要加以收錄保存，屬於收錄範圍
的郵件，則應定期由個人郵件信箱，
移至電子郵件管理系統集中典藏與管
理。
為貫徹機關電子郵件收錄範圍的

些前提的鑑定也會因為不同的國情，
而偏向於不同的思考重點，例如：行
政價值、法律價值、歷史價值、事證
價值或研究價值等等，進而產生不同
的取捨。（邱炯友，2009）
因此，對於電子郵件的管理，
非僅是關乎技術面問題，應該先回歸
基礎面思考，究竟哪些電子郵件具有
機關檔案資訊價值，而應該納入機關
電子文件的管理程序。機關應該先明
確定義收錄管理的電子郵件範圍，參
考「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
的指南，建議應該保留之機關電子
郵件內容性質，包括：（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2008）
（一） 記錄了傳達機關計畫與服務的
郵件；
（二） 記錄財政與行政活動的郵件；
（三） 討論法律事件過程的郵件；
（四） 有助於日後政策、計畫與程序
推動的決策性郵件；
（五） 可提供國會稽核作業的郵件；
（六） 未 來 可 能 成 為 重 要 歷 史 的 郵
件；
（七） 記錄事件如何發生與如何處置
的郵件。
「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
（LAC）是根據郵件內容審定判斷應
該收錄的電子郵件範圍，「美國政府
考核辦公室」（GAO）在其研究報告
中，除了考量郵件內容外，還兼及郵
件的形式要項，進行電子郵件的保存
判斷，所考量的因素包括：（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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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應勸導機關人員瞭解工作場所
提供使用的公務信箱不屬於個人，也
不具個人隱私性保障，應儘量減少個
人郵件的使用，如有個人通訊需求，
應鼓勵改由申請其它網路服務系統提
供之郵件信箱，進行個人私務的通
訊。
此外，機關郵件信箱雖然主要是
提供公務使用，但完全禁絕個人通訊
使用有實務上的困難，故對於機關郵
件信箱的使用應該解釋可以個人通訊
使用的有限範圍，並清楚列示與公務
相關之郵件內容性質及其相對之機關
檔案歸類與保存年限建議，提供機關
人員進行郵件處置的依據。（Chen,
2006）

依據郵件收錄範圍判斷郵件的
接續處理工作。
（二） 郵件產生者與接收者辨識需要
留存的電子郵件，凡內容與
公務無關、不屬規定之留存範
圍，特別是垃圾郵件與私人郵
件，個人應儘速將信件自信箱
中刪除。
（三） 規定機關人員減少以公務信箱
進行個人私務的通訊，並明確
規範信箱中的個人郵件應在幾
日內刪除；假如收到過多垃圾
或廣告郵件應告知機關資訊人
員加強郵件過濾軟體的辨識程
度，以遏止垃圾郵件的氾濫。
（四） 對於與公務相關之郵件，需要
根據郵件內容資訊類型，判斷
留存方式。
（五） 針對一般性的內部人員公告與
注意事項，或者僅是通知個人
的知會訊息，或者只是多個副
本收信者之一，應較無留存價
值，可予以刪除。
（六） 假使與公務相關之信件內容具
有留存價值，應依信件內容主
題事項，依照機關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賦予年限；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區分表是依據文件內
容涉及之行政、財物與法律價
值判定保存年限，與資料類型
無關，電子郵件與紙質文件或
是電子文件均可適用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區分表。

二、 制訂郵件管理程序與規範
機關電子郵件的內容訊息既然是
機關公務溝通的一種資訊形式，也包
含了公務活動過程的紀錄，應該如同
其它公務執行紀錄，依循機關電子文
件管理方式，進行郵件的管理稽核、
清理典藏並提供檢調應用，讓這些電
子郵件如同機關產生之公務文書，能
發揮行政、財務、法律與歷史價值。
因此需要因應電子郵件特性制訂機關
電子郵件管理的作業程序。自郵件收
送開始，將電子郵件納入管理流程，
其作業程序依時序發展有幾個重要步
驟：（參閱圖1所示）
（一） 定義需要保留的電子郵件資訊
類型，由郵件產生者與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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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判斷郵件典藏管理之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 參閱The Electronic Records Working Group (2005), Guidelines for Managing
E-Mail in Kentucky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the Kentucky Department for
Libraries and Archives) ,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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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經判斷電子郵件內容價值，
其保存年限屬類表中永久保存
者，則移置機關電子文件永久
保存資料匣，予以妥善保存。
（八） 郵件的發送者或接收者有責任
提供信箱郵件的保存年限建
議。
對於電子郵件的管理程序，有兩
項規範必須取得共識，一是電子郵件
保存年限的規範，應依循機關檔案保
存年限區分表規定，將電子郵件的管
理方式與機關既有文件管理方式融而
為一；再者，對於判定具有保存價值
的電子郵件，一旦納入機關文件管理
體系，應適用《檔案法》及其相關子
法對於機關文件的相關作業規範，包
括：歸檔、編排描述、清理保管、檢
調應用等檔案法規。其中，對於處理
電子郵件管理之作業標準與傳統紙質
檔案最大的不同，是檔案價值鑑定作
業，依一般文件生命週期作業時序，
鑑定作業應該是在清理保管階段，但
電子郵件如同電子文件管理的作法，
對於文件價值的鑑定應提前在歸檔點
收階段，以判定電子郵件內容價值是
否需要保存，始能進行後續對於電子
郵件資訊的組織與整理。

存需要留存的郵件，不失為短期可行
方式。以Wyoming大學圖書館的發展
經驗為例，是將需要保留的電子郵件
在Google Mail建立一個新的郵件帳號
並建立資料匣分類，機構人員將判定
需要保存的郵件定期移至Gmail帳號
的各種主題資料匣儲存，雖是號稱將
機構記憶典藏在雲端（archiving in the
cloud）（McGill, 2009）。但是，長
遠觀之仍是弊多於利，主要的問題在
於：電子信箱的儲存容量有限，但電
子郵件數量是不斷成長，最後不免面
臨刪除或捨棄的問題；再者，每一位
郵件使用者均可進入帳號儲存郵件、
整理郵件，自然也可能不小心刪除不
應刪除的郵件，對於郵件內容的典藏
缺乏安全管理控制；況且Wyoming大
學將郵件管理系統建在Google雲端，
又如何確保Google永遠提供服務。
因此，機關長期永續管理電子
郵件需要針對機關需求建立電子郵件
管理系統，並考量電子文件生命週期
管理觀念，對於儲存保管的電子郵件
依照電子文件管理制度，自文件鑑定
歸檔後，依文件內容主題與保存年限
分類典藏，定期辦理清理檢查，將屆
滿保存年限之郵件刪除，或是日後提
供移轉準備；典藏期間對於電子郵件
之調閱應用悉依機關文件調閱規定辦
理，提供機關內部人員與有權調閱者
申請閱覽。
因應機關電子郵件的長期管理，
需要建置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對於系
統的建置有兩種作法：

三、 建置公務電子郵件管理系統
公務電子郵件的管理需要藉助
資訊系統加以分類整理和儲存，對小
型機構而言，利用電子郵件的收發系
統，依內容主題建立資料匣，分類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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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相關
措施

（一） 將電子郵件比照電子公文管理
方式，將電子郵件訊息對應電
子公文欄位，建立電子郵件詮
釋資料，將電子郵件詮釋資料
與內容定期轉入機關現存之電
子文件管理系統，維持一套電
子文件系統統一管理；
（二） 考量電子郵件內容屬性與機關
電子文件差異極大，適用一套
系統很多管理要求不盡符合需
求，另針對電子郵件建立郵件
典藏與使用系統。
前者採用同一套系統的優點，
是便於系統管理與文件資訊的統整檢
索，但是將電子郵件有限的詮釋資料
項目調整轉入既有之電子文件系統，
需要處理技術，且電子郵件不同於電
子形式公文書，一套系統難以符合電
子郵件的特殊需求。如果單純為電子
郵件建立一套管理作業系統，雖然系
統設計相對單純，但是機關需維持兩
套系統維運，增加作業成本。對於目
前電子郵件剛開始管理的階段，可以
先行討論需要的規範與作業程序，並
考量系統建置功能需求，再據此評估
新建郵件管理系統的必要性，有關公
務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建置考量的原則
與基本功能，將接續在後面段落進一
步分析討論。

一、 有效整理組織電子郵件
機關必須按照各單位的需求，設
立一個全面且適切性的規範，以管理
業務相關的電子郵件，為了防止無意
義的持續累積，所有電子郵件及其附
件必須根據檔案保存年限表處理之，
例如依照一個全面性的分類結構表，
加上電子郵件特徵描述，建立郵件
的詮釋資料（metadata）。（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根據「加拿
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的《電子郵
件管理指南》（Email Management
Guidelines）中提到組織業務相關電子
郵件時的注意事項，包括：（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一） 建立可組織電子郵件之歸檔系
統並提供檢索功能
除了被歸類為不具保存價值的
郵件外，欲保存的郵件應在所屬機關
或檔案管理人員的認證後，從電子郵
件管理系統移至另一個獨立的郵件管
理系統，進行歸檔管理。同時，直至
檔案保存年限屆期或將移轉至檔案館
時，電子郵件資料應該提供索引的服
務，並保存於機構內部使用，歸檔儲
存時，也應注意需進行有效的組織管
理與提供索引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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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電子郵件之詮釋資料並區
別不同保存年限之電子郵件

考此類相關規範資訊，以利未來公務
電子郵件的管理與應用。
2. 分開管理不同保存年限之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在郵件屆臨
年限被刪除或移轉前，系統維護不同
保存年限需求之郵件及其詮釋資料與
附件，但不同保存年限之電子郵件，
應由系統管理人員或由系統自動設
定，依年限分開儲存在系統不同資
料匣，以備有效管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為分類儲存與檢索電子郵件，在
電子郵件管理系統的每一封郵件需要
建立詮釋資料，並依保存年限分開儲
存。
1. 機關電子郵件詮釋資料的著錄
加拿大對於電子郵件的詮釋資
料，係參照「政府線上詮釋資料標
準」（Government On-Line Metadata
Standard）訂定，該標準內容包括
了：郵件內容、標題、機構名稱、
日期、定義與相關說明等欄位。
（ Treasury Board of Canada Secretariat,
2009） 另有控制詞彙標準（Controlled
Vocabulary Standard）被用於描述
電子郵件主題詞彙，以提供加拿大
政府線上資源檢索的一致性檢索詞
彙。（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此外，在美國肯塔基州的《電子郵件
管理指南》（Guidelines for Managing
E-Mail in Kentucky Government）也
提到：對於電子郵件的所有相關詮釋
資料，例如郵件的路徑與發送日期、
寄件者與收件者的資料、系統資訊
等，對於機關在管理電子郵件或合法
使用上非常有助益，應該予以詳細描
述著錄，但若郵件的詮釋資料牽涉到
個人隱私，隱私性欄位不可公開瀏
覽。（The Electronic Records Working
Group, 2008）相較於國外已針對電子
郵件訂定之詮釋資料規範，我國可參

二、 維護郵件系統安全與備份
電子郵件日漸成為機關內部最
主要的信件溝通方式，然而在電子化
潮流下，電子郵件雖帶來高效率與便
利的資訊溝通，但同時也造成機關內
部機密文件容易外洩的困擾。針對機
敏性的郵件性質，英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在《電子郵件管
理政策》（Guidelines on Developing
a Policy for Managing Email）中，將
機敏郵件分為三種類型：涉及國家安
全、商業機密與個人隱私的資訊，而
有相應的處理要求。囿於這些郵件如
不慎傳送給錯誤的對象，將會導致無
可挽救的後果，因此，嚴格要求非必
要不應以郵件方式傳送該等訊息，針
對機關的電子郵件系統網路安全與郵
件加密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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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上儲存（On-Line Storage）
以多部硬碟所組成的磁碟陣列，
提供即時、快速的資料存取。優點為
適用於儲存臨時和少於五年的短期機
關文件，郵件訊息可以藉由電子索引
的方式快速檢索，動態功能被完整保
留，且以原來的格式被儲存，可即時
提供資料存取，速度快且穩定。缺點
則是檔案必須被移出主要電子郵件系
統，再匯入安全的載體，價格成本較
為昂貴，此外，假使應用程式無法適
當支援時，儲存在磁碟中的檔案文件
也會遺失消滅。
2. 近線儲存（Near-Line Storage）
採光碟櫃（包含CD-ROM, DVDROM, DVD-RW等）方式儲存，屬於
自動換裝儲存媒體的設備。優點是可
大量儲存資料，常應用於保存年限較
久的歷史文件保存，儲存的媒體價格
亦低，資料保存性高。光碟機櫃同樣
可提供電子化檢索，好處在於若該機
構的歷史文件也以電子格式儲存，電
子郵件訊息可以整合檢索其他來源的
文件與檔案。缺點為自動抽換機械動
作多，故障率高，且光碟櫃等主機價
格成本較高，資料傳遞屬於半即時
性，在轉換格式的過程中，例如在整
合紙本與電子郵件系統的過程，也可
能會有檔案遺失的風險。
3. 離線儲存（Off-Line Storage）
美國肯塔基州政府特別強調是
以紙本型態儲存，例如將電子郵件列
印出來以傳統的方式儲存。在某些情
況下，例如該機關沒有相容的電子載

（一） 連 結 至 政 府 內 部 安 全 網 路
（Connecting to the Government
Secure Intranet）
政府的內部安全網路與外界網路
連接之網點，均設立嚴密的防火牆控
管外界與內部網路之資料傳輸及資源
存取，並執行嚴謹的身分辨識作業，
同時也定期對內部網路資訊安全設施
與電腦病毒進行查核，並更新防毒系
統之病毒碼及各項安全措施。（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2011）
（二） 採 用 郵 件 加 密 （ E n c r y p t i o n
Methods）
郵件加密為政府機關在傳遞機密
性資訊時重要的策略之一，若缺乏保
障郵件檔案安全的解決方案，郵件安
全將失去穩固的一角，具備郵件加密
功能的安全訊息機制，可確保機關檔
案內容的安全性與真實性。
但為降低內容具機敏性的郵件內
容洩露，最有效率的方式即是教育機
關人員避免以郵件傳送機密或內容敏
感性之文件外，對於郵件系統也應該
納入機關資訊安全防護範圍，以避免
系統資安的危害。
此外，為降低電子郵件系統非
人為的意外災害所造成的資料流失，
電子郵件系統應有備份措施，根據美
國肯塔基州政府針對郵件系統備份的
措施，建議有三種管理方式：（The
Electronic Records Working Grou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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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將電子郵件列印出來也是長期保
存文件檔案的解決方案之一。優點是
載體的穩定性高，無需擔心過時或有
檔案遺失的情形；而缺點則是電子郵
件失去動態功能性，無法迅速被讀者
檢索，也無法藉由系統採電子化管理
方式。若依照這種模式管理電子郵
件，政府的紙質檔案將迅速增加，造
成人力資源上的負擔。
無論機關選擇何種備份方式，都
應定期備份，以防止電腦系統上的錯
誤或人為的意外，例如使用者無意的
刪除或是故意竄改；同時機關需訂定
一致且全面性的電子郵件安全政策，
機關電子郵件以電子文件處理者，其
資訊安全管理措施，應依《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及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
規範》等安全規定辦理，在安全網路
作業環境下，採用電子認證、權限控
管或其他安全管制措施，並在確保電
子文件之可認證性下，進行線上傳
遞、簽核工作。各機關實施線上簽核
應採電子認證，其作法應依《文書及
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辦理，以
維持電子郵件的價值性與真實性。
（行政院，1999；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2010）

幫助收件人在最短時間內過濾郵件，
以減少閱讀不必要郵件而浪費時間。
為了阻絕垃圾郵件的氾濫，國外立法
立有針對電子郵件管理的法令，要求
郵件發送者有清楚標示義務，對於濫
發郵件行為者，亦有處罰規定（黃菁
甯，2005），主要目的均在於儘可能
減少垃圾郵件的損害。
電子郵件副本的控制也是一個
值得關注的議題，當電子郵件在機關
單位中進行業務傳遞時，可能會被轉
發到許多部門，因此在其保存年限過
後，極有可能仍存在於電子郵件伺服
器中，因此業務承辦人員必須了解
到：儲存具有典藏價值電子郵件的工
作是主要收件者或是發送者的責任，
若非自己的業務範圍，應將自己所收
到的副本盡快刪除。（The Electronic
Records Working Group, 2008）
垃圾郵件定義可分為兩種定
義，第一種定義為：在未受請求或
未經同意下寄送之商業廣告郵件，
此可簡稱為「未經許可的商業電子
郵件」或「不請自來的商業電子郵
件」（Unsolicited Commercial E-mail,
UCE）。第二種關於垃圾郵件的定義
是：在未受請求或未經同意下，以高
頻率方式，在短時間內，向數量龐大
的發送對象寄送電子郵件，此可簡稱
為「未經許可的大量郵件」或「不請
自來的大量郵件」（Unsolicited Bulk
Mail, UBE）。（林宜隆，2009）
歐美各國有鑑於電子垃圾郵件
的氾濫，紛紛立法推動解決垃圾電

三、 減少不必要的垃圾郵件與副本
為使郵件收件人能在第一時間
決定是否開啟或刪除郵件，清楚標示
郵件標題非常重要，來源與標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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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的問題，例如美國「2003年
垃圾郵件管制法」（CAN-SPAM Act
of 2003）、日本「特定電子郵件適
正發送法」、澳洲「垃圾郵件法」
（ S PA M A c t ） 、 英 國 「 2 0 0 3 年 隱
私與電子通訊條例」（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EC
Directive）Regulations 2003）等均屬
之。（行政院，2009）顯示各國均
已透過立法遏止垃圾電子郵件氾濫的
問題，以美國為例，根據垃圾郵件管
制法的規定，例如在美國華盛頓州境
內電腦發出或收件人是華盛頓州居民
之商業性電子郵件，不得未經允許使
用第三人之IP或Domain Name為發信
源頭或傳輸路徑，另外收信人對於違
法電子郵件得向寄件人請求五百美元
損害賠償或是依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張雅雯，1999）
反觀我國對於電子垃圾郵件問
題之處理似乎略顯被動，雖然行政院
現階段已擬訂了「濫發商業電子郵件
管理條例草案」，但以目前尚未實施
的情形來看，如何有效過濾垃圾郵件
仍然是一件令人值得深思的課題。未
來可透過更進步的郵件過濾技術及網
路服務業者的自律規範合作，來抑制
垃圾郵件的問題。但是，過濾工具不
僅會增加系統作業時間，且過濾名單
需要不斷更新；因此雖然相關條例尚
未通過，缺少公權力制裁以對抗，短
期內實在沒有妥善解決之道，但就長
遠而言，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以確立
網路服務業者的法律責任才是根本之

道。（林宜隆，2009）

四、 加強內部人員管理與教育訓練
根據資策會的一項報告顯示，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電子
郵件信箱，但還是免不了公私不分，
會再利用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傳遞私
人資訊。據統計公司企業的電子郵件
信箱，有33%的垃圾郵件，更有23%
的信件是用來傳遞笑話、影片檔或是
圖片等非公務相關的資料。（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5）因此，如
何讓機關工作人員遵循機關規範之郵
件信箱使用範圍，並善盡信箱使用者
郵件維護責任，需要加強機關人員的
管理與教育訓練。國內已不乏公私立
機構針對所屬電子郵件信箱的申請、
管理與使用制訂作業準則，例如：臺
灣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大學等校所訂
之《電子郵件管理辦法》均有：「電
子郵件帳號不得借予他人，凡出借或
借用帳號者，停止使用權一個月」；
「郵件內容應以善意之使用為原則；
商業性之公告文件，不得以電子郵件
為其傳播媒介。」等規範使用行為之
規定。（臺灣科技大學，2009；國立
高雄大學，2008）
關於機關人員的教育訓練注意事
項方面，美國肯塔基州的《電子郵件
管理指南》（Guidelines for Managing
E-Mail in Kentucky Government）提到
有關電子郵件信箱使用人員應有的概
念，包括：（The Electronic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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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Group, 2008）
（一） 提醒人員適當地使用電子郵件
系統：電子郵件系統實際上屬
於機關財產的一部分，因此機
關主管自然有權監控並管理系
統的使用，而在機關公務場所
「處理電子郵件的規範」必須
具備一致性與全面性，特別是
因業務中所產生的電子郵件內
容，並不屬於個人，也不具有
私人隱密性。
（二） 注意電子郵件的機密性與隱私
權：業務負責人員應假設信
件可能會被非業務相關人士閱
讀，不能存有只有收件者才會
閱讀的想法；同時電子郵件經
常被傳遞到各種業務單位中，
即使是含有隱密性的資料也可
能會和非隱密性的資料共同
被儲存，或是不慎地被他人洩
漏。尤其是在處理敏感或機密
性的文件資訊時，除非確認有
適當且可以保障電子郵件資訊
安全的條款，否則不應該藉由
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送機密或隱
私文件。
（三） 採用簡明扼要的電子郵件主旨
欄：清楚的主旨欄應儘可能以
有限文字揭示郵件內容重點，
簡明扼要的郵件主旨，有益於
在電子郵件系統中，快速識別
並檢索電子郵件的內容，使信
件接收者在堆積如山的垃圾郵
件中，能快速尋找到重要且有

價值的郵件。
此外，英國國家檔案館的《電
子郵件管理政策》也提到了一些加強
人員對於電子郵件管理效率的要求：
（Russell, 2004）
（一） 機 關 人 員 應 每 天 或 每 週 必 須
分配足夠的時間處理或分類相
關電子郵件，參考電子郵件主
旨欄位，並按照電子郵件管理
政策，排定電子郵件處理的流
程。
（二） 在電子郵件系統設定批次匯入
的規則，自動將接收到類似主
題或單位的電子郵件歸類到同
一個資料匣。
（三） 人員處理電子郵件時，需要先
確認其性質，若有保存必要須
將郵件歸檔，並根據檔案保存
年限區分表賦予保存年限與銷
毀時程。
（四） 在刪除郵件的過程中，除了保
留具有典藏價值的電子郵件
外，也應保存刪除電子郵件的
清單，以供日後檔案管理人員
查考。
若要更有效率的管理電子郵件電
子檔，除了仰賴機關人員適當使用電
子郵件系統外，也必須透過檔案管理
人員的專業知識，以教育機關人員提
昇管理電子郵件電子檔的效益，「加
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提出：檔
案管理人員應提供機關人員，並建立
一套完整的電子郵件檔案與其詮釋資
料的分類結構，同時也應提供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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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檔案的儲存登錄情形，以利機關人
員在處理相關事務中能有效運用。

（一） 鑑定責任歸屬
對外發送的郵件由發送者進行鑑
定歸檔；接收到的外部郵件，則由接
收者進行之；內部電子郵件應由郵件
的發送者進行鑑定歸檔；機關單位公
用的郵件信箱則由機關單位的業務承
辦人員進行鑑定歸檔。

伍、 公務電子郵件管理系統
建置原則
參酌「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
案館」（LAC）的《加拿大政府電
子郵件管理指南》、「中國國家檔案
局」的《公務電子郵件歸檔與管理
原則》、「美國政府考核辦公室」
（GAO）與Arizona大學對於電子郵
件管理系統建置之相關功能需求，
建議如下：（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8;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8; 國家檔案局，
2005）

（二） 鑑定內容
應根據電子郵件的內容以確定是
否具有公務的保存價值，若對涉及公
務卻以個人名稱收發的電子郵件，則
應被視為公務電子郵件。各機關部門
必須對需要歸檔的公務電子郵件進行
真實性、完整性與有效性鑑定。「真
實性鑑定」是指確認公務電子郵件內
容、結構和詮釋資料經過傳輸、移轉
等處理過程後，是否與原始收發時的
原來狀況一致。「完整性鑑定」指的
是：利用資訊技術的方式，檢查公務
電子郵件的內容、結構等要素是否
完備。「有效性鑑定」代表的是：檢
測公務電子郵件是否具備了可理解性
與可使用性，包括了載體的完整兼容
性、資訊內容的可識別性與儲存系統
的可靠性等。

一、 鑑定與歸檔
機關雖然可為各部門或不同類型
郵件制訂歸檔政策，但郵件歸檔建議
仍以「全面性」為考量，可視郵件重
要性不同，給予不同的保存年限或搬
移到自訂的儲存設備中，且必須避免
完全不備份產生的意外狀態。
關於公務電子郵件的鑑定與歸
檔，「中國國家檔案局」的《公務電
子郵件歸檔與管理原則》提到以下要
點：（國家檔案局，2005）

（三） 歸檔範圍
凡是反映了機關業務活動，並具
有檢索利用價值的公務電子郵件均屬
於歸檔範圍，歸檔時電子郵件內容應
包括以下部分：郵件收件人與發件人
的具體情形（例如姓名、職務、所屬
部門和其公務電子郵件信箱）、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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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的時間、郵件密等、郵件題名、
郵件的正文與附件詳細內容、收發郵
件的軟體名稱與版本。

為了統整具有保存價值的公務電
子郵件，應及時將其自原有的電子郵
件信箱移交，同時進行標準化的歸檔
程序，保存至專門的電子文件（或郵
件）管理系統中，而需歸檔的電子郵
件不可長期保存在公共的電子郵件信
箱中。

比照機關文件檔號結構辦理，賦予類
號、保存年限、產生單位名稱、日期
等郵件特性描述著錄事項。
公務電子郵件的電子檔命名原
則，應與機關電子檔案命名原則保持
一致，如有對應其他版本，應說明兩
者之間的關聯。已整理好的公務電子
郵件應按照順序存入規範化的載體，
不同保存年限的公務電子郵件應分別
儲存於不同的載體上，且需確保儲存
電子郵件內容的完整性與真實性。
（國家檔案局，2005）

二、 分類與組織

三、 清理與銷毀

電子郵件系統應具備有分類文
件的功能，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可以有
效地分類電子郵件內容，機關檔案人
員應規劃適當的電子郵件分類資料匣
與一致性的歸檔流程，一旦郵件判斷
屬公務性質應歸檔移交至電子郵件管
理系統歸類，分類依據可依照機關檔
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分類，同時機關
內部應統一郵件立案的文件匣命名
原則，以避免歸檔後立案名稱的混
亂。（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公務電子郵件的組織，建議以件
為單位進行整理，並依據機關經核定
採用之檔案分類與保存年限區分表。
一封郵件視為一個案件，關連案件歸
於同一類，並建立案名資料匣管理，
同一個單位產生或接收之郵件視為同
一個文件系列，郵件類號結構可適用

公務機關必須確保電子郵件保存
的安全性，並依照檔案保存年限表進
行郵件清理與屆期銷毀的工作。機關
應進行電子郵件系統的風險評估，電
子郵件的典藏與保存年限是依照郵件
的內容價值，賦予適切的保存年限，
而非因資訊處理技術或媒體層面的考
量。同時，郵件管理系統人員應參照
該機關的檔案分類結構及其保存年限
表，確保電子郵件在適當的時間範圍
內被儲存在系統安全之處。（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除了電子郵件的內容得到真實性
與安全的保障外，郵件的收發紀錄、
網路安全性與個人隱私資料也應當給
予適當的保護。另外，隨著技術的增
進與時代的演變，為了維持電子郵件
管理系統與電子郵件內容的安全性，

（四） 歸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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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閱與使用

以備日後在法律上擁有直接證據的地
位，電子郵件管理系統最關鍵的要求
是：系統管理本身應能確保電子郵件
內容的真實性，並避免電子郵件內容
被非法的洩漏、處置或銷毀。
因此，「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
檔案館」對於電子郵件的清理與處
置，有以下的要求：（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Government Records
Branch, 2008）
（一） 電子郵件電子檔不應被隨意刪
除，無論郵件電子檔會經過什
麼方式的處置，例如刪除、移
轉或是轉置，都必須經過機關
所訂定的標準作業程序，並經
由檔案管理人員的認證才可進
行下一個步驟。
（二） 電子郵件的保存年限主要基於
內容性質的考量，假使允許電
子郵件與其附件擁有不同的保
存年限，導致電子郵件管理系
統中的郵件與附件電子檔被儲
存於記憶體不同處，但必須透
過詮釋資料建立關連，日後銷
毀處理也應併同修正詮釋資料
紀錄。
（三） 屆 臨 保 存 年 限 電 子 郵 件 之 銷
毀，依據機關電子文件銷毀規
定辦理，如果有延長銷毀年限
需要，應經一定程序處理。或
對於保存年限較久之電子郵件
內容可離線儲存至其它媒體，
提供備份保障。

當郵件經判斷屬公務性質自個人
信箱移交至電子郵件管理系統後，郵
件內容資訊並不屬於個人，應等同視
為政府資訊的一部分，可提供機關內
部人員檢調與機關間調用申請，甚至
應該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與《檔
案法》規定提供一般民眾申請應用。
郵件的使用必須經過授權才可
查閱郵件內容，由於公務機關電子郵
件往往會牽涉到各單位的業務內容或
個人隱私，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機密
性質，故在未取得檔案管理人員的許
可前，非處理相關業務的人士，無法
隨意查閱或是複製電子郵件檔案。因
此，電子郵件管理系統需要提供郵件
查詢檢索與調閱權限控制，機關內部
人員可自系統檢索需要的郵件內容，
並依其登入帳號權限，授權可以瀏覽
的郵件內容。對於外部有權調閱之機
關與社會大眾，如有檢索機關電子郵
件管理系統的需求，在機關人員協助
下，且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規的程
序，由機關提供申請應用，但禁絕
使用者日後涉及商業用途之應用。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8）
有鑑於移交至電子郵件管理系統
之郵件內容雖與公務相關，但郵件內
容比一般公文書涉及個人隱私風險的
程度較高，凡移至系統典藏之郵件，
最好均經檔案管理人員或郵件產生者
檢視是否有隱私問題，如果不適宜提
供瀏覽，應限制使用權限，或是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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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提供使用，直到隱私或機敏問
題消失為止。此外，在電子郵件資訊
安全方面，有關電子郵件檔案的使用
授權等安全問題可分為存取控制面、
授權管理與稽核機制等面向：（歐陽
崇榮，2002）
（一） 存取控制：在存取或檢索電子
郵件時，必先經過檔管人員的
授權以及認證。使用者透過認
證等安全機制，以及藉由各種
安全軟體控制對電子郵件的妥
善管理。
（二） 授權管理與稽核機制：從產生
到交付提供使用者利用、如
何在應用程式作認證、儲存、
備份甚至銷毀等問題，都應該
有完整之生命週期安全管理機
制。認證系統裡面應該保證所
有文件生命週期管理過程的紀
錄，在各個稽核點都需要記
載所有過程之軌跡，並由法制
面以及系統面訂定相關制度，
以便進行電子郵件從產生、傳
送、修改、檢索、應用、儲存
等每一個過程皆可被記錄。機
關內部的電子郵件系統所有郵
件皆需依照內部的規範方式處
理，機關之資訊部門須確保資
料之安全性，並可因應駭客入
侵、非法存取、竄改資料等相
關資訊問題。
電子郵件管理系統主要功能在於
典藏管理郵件，所有移交的郵件只能
提供檢索、閱覽與複製申請，不提供

郵件轉寄功能，甚至增刪郵件內容的
要求，對於所有登入系統之使用者及
其使用過程，系統應該保留完整的檢
索與瀏覽紀錄，並設計必要之調閱統
計功能。

陸、 結論與建議
現階段對於我國機關電子郵件管
理應有之作為，綜合上述分析，歸納
結論如下：

一、 確立機關電子郵件保存的範圍
與移交作業程序
對於電子郵件的管理，應該先明
確定義收錄管理的電子郵件範圍，上
述參考加拿大與美國對於郵件管理的
考量，基本上是以與公務相關為收錄
判斷的準則，需要統一保管的電子郵
件內容，主要是基於郵件內容能否提
供日後行政、財務、法律與資訊參考
的價值，特別是對於那些具有原始資
訊與後來成為業務承辦佐證的郵件，
更需要加以收錄保存，凡屬於收錄範
圍的郵件，則應制訂規則在一定期限
內，自個人郵件信箱移至電子郵件管
理系統集中典藏與管理。

二、 依循檔案法規建立機關電子郵
件管理作業規範
電子郵件的管理應屬於機關電
子文件管理作業的一部分，自然應依
循檔案法規對於電子文件歸檔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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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編目、典藏保管與檢調應用的規
定，惟針對電子郵件內容型式與一般
公文書的差異，需要考量電子郵件特
性，說明電子郵件處理程序的特殊作
業規定，始能提供機關因應電子郵件
管理的依據。

關資訊安全政策，避免登錄機關郵件
信箱位址在商業網站，發送之信件主
旨應明確可判斷，並減少不必要之副
本傳送與多次轉寄。

五、 透過資訊技術有效阻絕過濾垃
圾郵件並維護郵件系統安全

三、 建置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系統以
典藏並有效管理公務郵件

垃圾郵件問題難以避免，應宣
導機關人員不隨意開啟來源不明之郵
件，降低病毒危害的風險，機關郵件
伺服器應可藉由郵件過濾技術，攔截
不當來源郵件。但長遠觀之，仍應推
動遏止濫發郵件之管理法規，並建立
網路服務業者的自律規範，利用國家
公權力的介入，並確立網路服務業者
的法律責任，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為因應電子郵件產生的機關文件
（檔案）管理問題，建議檔案主管機
關可逐步推動下列工作：
（一）調查目前政府機關電子郵件管
理現況與問題，可透過問卷調
查與訪談方式，瞭解目前各政
府機關對於電子郵件管理的需
求與因應現況，對於檔案中央
主管機關未來規劃機關電子
郵件管理政策或系統功能設計
時，始能基於現況的瞭解和掌
握，研訂出最佳推動方案。
（二）機關電子郵件管理的需求，勢
必隨著機關電子化的腳步，逐
漸凸顯問題的迫切性，檔案主
管機關基於輔導全國檔案事業
發展職責，應預為規劃機關電

公務電子郵件的管理需要藉助
資訊系統予以有效分類整理、典藏與
應用，是否將電子郵件管理功能歸併
於機關原有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或
是因應電子郵件管理需求另行建置系
統，兩者各有優劣，但可確定的是在
目前電子郵件管理剛起步發展的階
段，可以先行討論系統需要的規範與
作業程序，並考量需要的系統功能，
再據此評估郵件管理系統的建置方
式，審慎的系統規劃始能有效因應管
理需求。

四、 訂定機關人員使用機關郵件信
箱的規範並要求人員善盡使用
職責
為貫徹機關電子郵件收錄範圍的
宣導，應建立機關人員瞭解工作場所
提供使用的公務信箱不屬於個人，也
不具個人隱私性保障。應儘量減少私
人郵件的收送，如有個人通訊需求，
應鼓勵改由申請其它網路服務系統提
供之郵件信箱。機關人員也應依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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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管理的作業流程與管理
系統功能需求建議，儘早因應
各機關電子郵件產生的文件管

理問題，日後這些與公務相關
之郵件內容紀錄，始能成為國
家檔案館館藏徵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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