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固存女孩教你(妳) 
第一次檔案管理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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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固存女孩檔固存女孩檔固存女孩檔固存女孩教你教你教你教你((((妳妳妳妳))))~~~~~~~~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檔案管理檔案管理檔案管理檔案管理就上手就上手就上手就上手~~~~~~~~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大家好，我是檔固存女孩，新莊地政事務所是我的家，我的家
是一棟五層樓的大房子，這間房子裡面有好多好多的檔案，包括公
文及地籍檔案，要如何管理這裡面為數眾多的檔案，還有推廣新莊
地政的檔案應用服務呢？我發想了許多的技巧及創新作法，這些心
得我決定全部大公開與大家分享，讓即使不瞭解檔案管理的你(妳)
也可以輕易入門，本書共分為「基礎管理」、「宣導應用」、「進階管
理」及「資源整合」等 4 大篇，歡迎大家和我一起學習如何第一次
檔案管理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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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篇篇篇篇 基礎管理基礎管理基礎管理基礎管理 

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 1 ~訂定各項計畫訂定各項計畫訂定各項計畫訂定各項計畫~ 

俗話說「萬丈高樓平地起」，要把龐大的檔案管理好，首先要打
下良好的基礎，而這些基礎就是逐步針對每個工作要項的作法訂定
完善的工作計畫及作業要點，為了使檔管工作盡善盡美，我們訂定
了大大小小總共 22 項計畫、要點，包括檔案管理中、長程計畫、
年度檔案管理工作計畫等等。 

除此之外，我們還利用「SWOT 分析」針對檔案管理現況及未
來發展趨勢進行需求評估，依主要發展策略規劃行動方案，依目標
分階段逐步推動。 

 

   

▲檔案管理長程計畫 ▲檔案管理中程計畫 ▲檔案管理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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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WOT 分析」針對檔案管理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需求評估 

   

▲檔案庫房環境暨應用服務

處所改善計畫 

▲檔案清查中程計畫 ▲檔案整理暨入庫管理改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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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 2 ~成立檔案管理小組成立檔案管理小組成立檔案管理小組成立檔案管理小組~ 

如何有效執行計畫訂定的各項內容，有賴成立專責的工作小組
團隊，我們由主任召集各課課長及同仁組成「檔案管理小組」，依各
項檔案管理工作要項分工，小組定期召開會議，管考各項計畫執行
進度並討論標竿學習創新提案之可行性及其他精進作為，同時針對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進度。 

我也是小組的成員之一喔，我肩負的重要任務就是將新莊地政
的檔案應用服務推廣宣導給更多人知道！ 

  

▲每月至少召開 1 次檔案管理小組會議 ▲由主任擔任召集人，推動檔案管理各項業務 



5 

 

 

 

 

 

 

 

 

 

▲小組成員於會議報告當月工作執行進度 

 

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 3 ~標竿學習標竿學習標竿學習標竿學習~ 

除了自我精進之外，從績優的檔管機關學習他們的優點也是相
當重要的，我們由主任率領同仁至績優檔案管理機關參訪學習，汲
取他人的優良經驗。 

去學習絕對不是走馬看花喔，我們會將參訪的心得感想撰寫成
報告，報告內容還有提出改善本所檔案管理的建議事項及構思創新
的作法，這些創新點子都是我們不斷進步的最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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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結束同仁撰寫心得並提出創新提案 

 

▲創新提案決議參採後列入「標竿學習提案列管表」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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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學習績優項目：檔案管理計畫訂定、檔案管理作業資訊化、檔案加值應用(口述歷史、拍攝微電影、辦理檔案展覽)、立案編目 

▲▲▲▲台中市大肚區公所台中市大肚區公所台中市大肚區公所台中市大肚區公所    學習績優項目：各項檔案加值應用檔案加值應用檔案加值應用檔案加值應用於出版品及文宣品    

  ▲▲▲▲國家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管理局    國家級檔案管理作業及檔案主題展覽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學習績優項目：透過計畫性檔案清理提升檔案管理效能、地政檔案加值應用於主題展覽 
 

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 4 ~檔案整理維護檔案整理維護檔案整理維護檔案整理維護~ 

為了讓檔案得到妥適的保存，我們訂定「檔案整理暨入庫管理
改善計畫」，積極辦理檔案整理、清查作業，全所同仁總動員，一起
把為數眾多檔案整理好，使各類檔案都能依規定的方式保存，這些
過程雖然很花時間很辛苦，但是看到檔案整整齊齊的保存陳列，會
有很大的成就感喔！我也從整理及清查檔案的過程學習更多的檔案
維護整理知識！ 

此外，我們也招募專業的檔案修護志工幫助我們針對破損的檔
案做基本的修護，看著他們化腐朽為神奇的技術，將檔案恢復為原
本的樣貌，真令人大感佩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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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金屬物 ▲理平皺折 ▲襯貼尺寸過小檔案 

   ▲摺疊過大檔案 ▲以６Ｂ鉛筆編寫目次號 ▲加裝封面、封底 

  
 

▲三眼綴訂法 ▲左右底三面對齊，厚度３公分 
 ▲依檔號順序由小至大整齊排列 ▲每卷首頁放置目次表 ▲置入無酸檔案盒 (除廠商檢具無酸證明外，本所自行送驗並取得 SGS 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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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整理前 ▲檔案整理後 
 

▲地政核心檔案換置無酸檔案容具 
  ▲放入化性穩定之容具，並標示檔號、收文字號及保存年限 ▲電子媒體檔案直立保存 ▲攝影類檔案水平放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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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類檔案放入通過影像保存測試之保護套 ▲電子媒體類、攝影類檔案按文件產生日期及檔號順序由小到大保存於防潮箱 ▲大型圖檔不便站立者則予以平放保存 

 

 ▲設置隔板清楚標示檔案年份 
 ▲定期及永久檔案分架存放，於架(櫃)外側標示檔案範圍 ▲採用夜光貼紙標示永久檔案架櫃位置，以利發生災害時尋找及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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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修護前 ▲檔案修護後 
  ▲專業檔案修護志工修護檔案 ▲利用冷凍冰櫃辦理除蟲作業 ▲紙質永久保存檔案以夾鏈袋封裝置入除蟲冷凍冰櫃進行除蟲 

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管理技巧 5 ~改善檔案庫房設施環境改善檔案庫房設施環境改善檔案庫房設施環境改善檔案庫房設施環境~ 

檔案庫房設施及環境的改善花費了我們許多心力，我們先依照
「庫房硬體設施檢核表」嚴格檢視庫房現有設施，看看有什麼需要
改善的地方，並且依照檢核的結果訂定「檔案庫房環境暨應用服務
處所改善計畫」，編列預算分期改善檔案典藏環境，採用鋼製密集式
檔案架、設置 2 公分防溢水門檻、加裝防震連桿、緊急照明燈、火
警探測器、無紫外線燈管及保全防盜系統等等設施。 

你看經過我們的悉心的整理維護，檔案庫房是不是有煥然一新
的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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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房專區獨立設置，人庫分離 

 ▲單一出入口設置防火門(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認證)及防塵腳踏墊 ▲紙質檔案放置於鋼製密集式檔案架 ▲檔案庫房配置圖 
   ▲設置 2 公分防溢水門檻 ▲加裝防震連桿 ▲機密檔案放置於裝置密碼鎖之機密檔案櫃 

 

  

 ▲對外窗以矽酸鈣板封閉或加裝防焰窗簾 ▲手提式氣體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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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照明燈 ▲火警探測器 ▲消防演練 
   ▲無紫外線燈管(具 NU標示) ▲庫房門禁電動鎖 ▲感應式門禁刷卡機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篇篇篇篇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1 ~拍攝拍攝拍攝拍攝「「「「檔案應用宣導影片檔案應用宣導影片檔案應用宣導影片檔案應用宣導影片」」」」~ 

為了有效推廣宣導檔案應用服務，我們以劇情影片的方式呈現
宣導內容，所有影片都是由同仁編劇導演錄製及演出的，總共拍攝
「檔案毀損的真相」、「檔案應用開麥拉」及「6 分鐘成為檔案整理
達人」等多部檔案應用宣導影片，在本所網站、E 起 fun 新莊
Facebook粉絲專頁及本所 YouTube影音頻道都可以看得到喔！藉
由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量，以最少的經費達到最大的宣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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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檔案應用宣導影片「6分鐘成為檔案整理達人」 

  ▲「檔案應用開麥拉」 ▲「檔案毀損的真相」 
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2 ~網站設立網站設立網站設立網站設立「「「「檔案應用專區檔案應用專區檔案應用專區檔案應用專區」」」」~ 

我們在網站增設「檔案應用專區」，內含檔案應用申請須知、表
單下載、相關法令及函釋、線上展覽館、宣導影片，還有我-新莊地
政檔案應用代言人-「檔案存女孩」的誕生由來，以及我親自撰寫、
無私分享的「檔固存女孩瘦身秘笈」，內容豐富多元，透過網路快速
有效推廣宣導檔案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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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成立檔案應用專區，內含檔案應用申請須知、表單下載、相關法令及函釋、

線上展覽館、教育訓練、檔固存女孩及宣導影片等豐富資訊 

  

▲介紹代言人-檔固存女孩 ▲提供節慶電腦桌布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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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3 ~檔案應用線上小遊戲活動檔案應用線上小遊戲活動檔案應用線上小遊戲活動檔案應用線上小遊戲活動~ 

為了吸引更多人瀏覽我們的網站並且推廣「檔案應用專區」，我
們會不定時在網站舉辦「檔案應用線上小遊戲」活動，遊戲內容包
括「拼圖」、「記憶翻牌」及「圖線配對」等，挑戰成功的人可以獲
得實用文宣品，好玩又有趣！千萬不要錯過喔！ 

 

  

▲檔固存女孩瘦身秘笈各篇章列表 ▲檔固存女孩瘦身秘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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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舉辦線上小遊戲挑戰活動 

 

 

 

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4 ~定時播放定時播放定時播放定時播放「「「「檔案應用申請檔案應用申請檔案應用申請檔案應用申請」」」」語音宣導語音宣導語音宣導語音宣導~ 

來本所洽公的民眾，也是我們宣導檔案應用的對象，我們特別
將「檔案應用申請」的宣導事項錄製成語音檔，每日定時於所內廣
播播放，宣導給洽公民眾知道。 

 
 

 

 

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5 ~舉辦地政檔案舉辦地政檔案舉辦地政檔案舉辦地政檔案應用應用應用應用小型展小型展小型展小型展~ 

我們善用辦公空間，在一樓設立「小型展覽專區」，每季辦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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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檔案應用小型展，主題結合地政檔案與檔案加值應用，展出有趣
又具知識性的內容，展區除了提供折頁導覽文宣，觀展者也可以透
過手機 QR Code 連結聆聽本所自己錄製的展覽解說語音檔。而且
展覽同時還會舉辦臉書打卡及填問卷送好禮等活動，歡迎同好們及
洽公民眾共襄盛舉。 

另外為了服務不方便到場觀展的朋友，我們貼心將展覽內容同
步呈現於本所網站「檔案應用專區」的「線上展覽館」，可以隨時在
網路看展喔！ 

  ▲「追，祖先的記憶-未辦繼承登記」櫥窗展 ▲「吃喝玩樂攏抵價」櫥窗展  
 ▲「新泰五林ㄟ地段名˙來講古」櫥窗展 ▲「土地登記簿的演進」櫥窗展 



19 

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實用技巧 6 ~成立新莊地政檔案應用宣導服務隊成立新莊地政檔案應用宣導服務隊成立新莊地政檔案應用宣導服務隊成立新莊地政檔案應用宣導服務隊~ 

宣導不單單只是在辦公處，也應該要出動出擊，我們成立「檔
案應用宣導服務隊」，由我擔任活動代言人，主動出隊至轄區人潮較
多的地方，例如捷運站及商圈等，以有獎徵答、發送文宣及填寫問
卷等方式，宣導檔案應用服務。 

由我代言的實用文宣品，民眾詢問度更是級超熱門，晚來還搶
不到喔！下次我們出隊時，歡迎大家一起來同樂！ 

  
▲於新莊綜合體育場辦理問卷調查 ▲於新莊捷運站宣導檔案應用服務 

  

▲向民眾解說檔案應用服務 ▲於新莊合署辦公大樓發送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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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莊熱鬧商圈出隊服務 ▲於新莊文化藝術中心設置攤位宣導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篇篇篇篇 進階進階進階進階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 1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庫房線上申請庫房線上申請庫房線上申請庫房線上申請~ 

本所同仁進入檔案庫房，皆採用內部網路線上申請的方式，取
代以往人工填寫表簿的不便，不僅可以有效記錄進入庫房的時間、
人員及事由，還可以節省紙張喔！而且這個程式是本所厲害的資訊
課同仁開發的，給他按一個讚吧！ 

 

 

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 2 ~公文掃描檔上傳公文系統公文掃描檔上傳公文系統公文掃描檔上傳公文系統公文掃描檔上傳公文系統~ 

在同仁的努力下，我們已將永久及保存年限 15 年以上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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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全數掃描建檔，存放於影像管理系統，並訂定期程將掃描檔分
次上傳至現行使用之電子公文系統，調閱公文可以採用電腦線上作
業，便利又快速。 

 

 

▲完成永久及保存年限 15 年以上公文檔案掃瞄建檔 ▲便利線上調閱 
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特殊技巧 3 ~快速搜尋公文檔案快速搜尋公文檔案快速搜尋公文檔案快速搜尋公文檔案位置位置位置位置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由於檔案分別擺放於庫房不同位置，檔案管理人員需熟知檔案
存放的位置才能快速調、歸檔案，為了便利檔管人員，我們資訊同
仁開發程式，檔案管理人員只要利用手機或電腦連接網路輸入案號，
即會顯示檔案存放的位置，節省查找時間。程式取名為「搜庫管家」，
讓你快速找到檔案 So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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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自行開發「搜庫管家」程式，快速查找檔案位於庫房之位置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篇篇篇篇 資源整合資源整合資源整合資源整合 

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 1 ~新莊慈祐宮文物展新莊慈祐宮文物展新莊慈祐宮文物展新莊慈祐宮文物展~ 

為了使檔案資源整合共享，我們與位於新莊老街的慈祐宮合作，
慈祐宮是具有百年歷史的廟宇，我們在慈祐宮文物展覽館舉辦聯合
展覽，展出自製早期土地登記簿、台帳等具歷史價值的地政檔案複
製品，並且藉由展覽宣導本所檔案應用服務，活動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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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新莊慈祐宮-莊錫煌主委 ▲於慈祐宮文物展覽館舉辦地政檔案回顧展 
 

 

 

 

 

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 2 ~國小學童地政檔案闖關活動國小學童地政檔案闖關活動國小學童地政檔案闖關活動國小學童地政檔案闖關活動~ 

為了推廣地政業務及檔案管理知識，新莊地政的叔叔阿姨們，
發揮巧思及創新，設計了五個好玩又具教育意義的活動關卡，邀請
新莊國小學童們到本所參加「地政檔案應用闖關活動」。 

我們精心設計將地政業務及檔案管理知識融入每一個關卡，藉
由道具互動體驗，學童們從遊戲中認識地政業務及檔案管理知識。 



24 

  ▲新莊國小師生至本所參加「主人翁請進門‧地政扎根有夠神」遊戲闖關活動 ▲「登記流程排排看」關卡 
  ▲「測距滾輪我最準」關卡 ▲「檔案修護黏黏看」關卡 

  ▲教導學童檔案修護知識，並於現場調製無酸黏著劑 ▲學童參觀公文檔案庫房 
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 3 ~「「「「金秋品月憶街史金秋品月憶街史金秋品月憶街史金秋品月憶街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提到中秋節大家一定會想到月餅，我們創新發想將中秋節與檔
案應用推廣結合，邀請新莊文史工作會潘金源前理事長來我們家說
故事，講述「新莊老街」的歷史人文佚事，除此之外，我們還與統
一星巴克公司合作，現場提供月餅及咖啡給參與民眾享用，還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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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歷史檔案的展出，讓民眾在咖啡香中回味老街歷史與地政檔案。 

  ▲「金秋品月憶街史」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展出「地政檔案複製品」 
  ▲邀請新莊文史工作會潘金源前理事長講述新莊老街歷史故事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本所同仁宣導檔案應用服務 ▲提供咖啡及月餅供民眾享用 
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整合技巧 4 ~跨機關合作宣導跨機關合作宣導跨機關合作宣導跨機關合作宣導~ 

我們與很多機關合作，例如全家便利商店、新北市立圖書館新
莊分館及新莊區衛生所等，請他們協助提供專區擺放本所檔案應用
文宣，拓展本所宣導場域，讓民眾隨手可得到資訊，方便帶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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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文宣上都有我！有機會到這些地方時，記得把我帶回家喔！ 

  ▲「檔案應用指南」折頁文宣 

  ▲全家便利商店民眾休息區提供檔案應用文宣 ▲分門別類整齊放置便利民眾取閱 
 

 
 ▲放置於新莊衛生所 ▲放置於新莊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