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部分內容修正對照表(103 年修正版)
修正方案

現行方案

說明

壹、前言
為配合行政院「永續能源政
策綱領」及 97 年 7 月 3 日行政院
第 3099 次院會院長提示：「各部
會在推動政務的時候，不論是在
施政計畫或預算當中，都要能充

壹、前言
因應組織改造，
為配合行政院「永續能源政 調整機關名稱。
策綱領」及 97 年 7 月 3 日行政院
第 3099 次院會院長提示：「各部
會在推動政務的時候，不論是在
施政計畫或預算當中，都要能充

分展現節能減碳的理念」
，由原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擬具「電子公
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草案…。

分展現節能減碳的理念」
，由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
稱行政院研考會）擬具「電子公
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草案…。

參、方案目標與衡量指標

參、方案目標與衡量指標

配合機關執行現

一、目標：
一、目標：
況，修正電子化
(四)實施電子化會議比率達 40%。 (四)實施電子化會議比率達 30%。 會議之總體目標
（ 105 年度目 標
值）。
參、方案目標與衡量指標
二、衡量指標
(一)減紙：
4.電子化會議比率
註 1:會議場次係統計各級機關、
學校具開會通知單之會議
及依業務需求、任務編組或
會議規則等相關規定召開
之例行性會議，包括以郵
寄、人工及電子方式傳遞
者；密等以上之會議不計
入。
註 2:電子化會議係指以電子方式
提供會議資料予所有與會
人員，且會場上未發送書面
資料，並運用電子化設備顯

參、方案目標與衡量指標
增列電子化會議
二、衡量指標
定義。
(一)減紙：
4.電子化會議比率
註:會議場次係統計各級機關、學
校具開會通知單之會議及依
業務需求、任務編組或會議規
則等相關規定召開之例行性
會議，包括以郵寄、人工及電
子方式傳遞者；密等以上之會
議不計入。

示會議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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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案

現行方案

說明

伍、工作要項與推動時程
伍、工作要項與推動時程
因應組織改造，
二、研修相關法令、手冊及電腦 二、研修相關法令、手冊及電腦 調整機關名稱
化作業規範
化作業規範
(一)依實際運作需求檢討修正
(一)依實際運作需求檢討修正
必要之規範及相關規定，
必要之規範及相關規定，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由行政院研考會（檔案管
管理局）
、行政院綜合業務
理局）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處負責。
負責。
陸、推動體制
陸、推動體制
因應組織改造，
一、行政院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 一、行政院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 調整機關名稱
紙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
紙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
小組）賡續由國家發展委員
小組）賡續由行政院研考會
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會同 14
會同 14 個主要部會及代表性
個主要部會及代表性直轄
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
市、縣（市）政府成立推動
推動小組，負責整體規劃推
小組，負責整體規劃推動、
動、協調各機關推動事宜及
協調各機關推動事宜及督考
本續階方案之執行成效。推
動小組召集人由國發會指定
副主任委員一人擔任，行政
院綜合業務處處長為協同召
集人，委員由成員機關幕僚
長擔任。

督考本續階方案之執行成
效。推動小組召集人由行政
院研考會指定副主任委員一
人擔任，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處長為協同召集人，委員由
成員機關幕僚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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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案

現行方案

說明

附件
細部工作分工及推動時程表
工作要項欄位
一、提升公文線上簽核、公文電
子交換比率、實施線上簽核
機關比率及電子化會議比率
(一)分年目標如下表

附件
細部工作分工及推動時程表
工作要項欄位
一、提升公文線上簽核、公文電
子交換比率、實施線上簽核
機關比率及電子化會議比率
(一)分年目標如下表

配合各機關學校
節能減紙執行情
形及電子化會議
定義之增訂，滾
動 調 整 104-105
年電子化會議比
率分年目標值。

衡量 分年目標值(%)

衡量 分年目標值(%)

指標

指標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實施 15
電子
化會

20

30

40

實施 15
電子
化會

20

25

30

議
比率

議
比率

附件

細部工作分工及推動時程 附件 細部工作分工及推動時程 因應組織改造，
表
表
調整機關名稱
二、研修相關法令、手冊及電腦 二、研修相關法令、手冊及電腦
化作業規範
化作業規範
(一) 研修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 (一) 研修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
作業規範
三、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效能
績優機關觀摩與交流
(一)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
(二)辦理公文檔案系統及電子化
會議經驗交流討會
主辦機關：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作業規範
三、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效能
績優機關觀摩與交流
(一)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
(二)辦理公文檔案系統及電子化
會議經驗交流討會
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會(檔案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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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案

現行方案

附錄

說明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 附錄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 因應組織改造，
案執行情形
案執行情形
調整機關名稱
一、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一、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
小組，進行跨部會協調與推
小組，進行跨部會協調與推
動事宜
動事宜
行政院於 99 年 2 月 24
行政院於 99 年 2 月 24
日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
日成立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
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
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
組)，由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
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副
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原行
政院秘書室主任為協同召集
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改為行政院綜合業務處處
長），邀集 14 個主要部會及

組)，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
會)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
行政院秘書室主任為協同召
集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改為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處長），邀集 14 個主要部會
及具代表性之縣市政府擔任

具代表性之縣市政府擔任小
組成員；該推動小組迄今已
召開 7 次會議，對節能減紙
整體推動作業進行跨部會協
調。

小組成員；該推動小組迄今
已召開 7 次會議，對節能減
紙整體推動作業進行跨部會
協調。

五、推動建置第 4 代公文電子交 五、推動建置第 4 代公文電子交
換系統
換系統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自 89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自 89
年建置至今，原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現為國發
會）為配合資訊資源向上集
中，節省維護公文電子交換
之經費，於 99 年開發第 4 代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目前已
建置 57 個公文電子交換統合
管理系統，已有 11,672 個使
用機關（含單位)，大幅提升

年建置至今，行政院研考會
為配合資訊資源向上集中，
節省維護公文電子交換之經
費，於 99 年開發第 4 代公文
電子交換系統，目前已建置
57 個公文電子交換統合管理
系統，已有 11,672 個使用機
關（含單位)，大幅提升公文
電子交換效能，並降低維護

公文電子交換效能，並降低
維護經費。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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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案

現行方案

附錄

說明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 附錄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 因應組織改造，
案執行情形
案執行情形
調整機關名稱
六、擴大推動政府與企業（G2B) 六、擴大推動政府與企業（G2B)
公文電子交換
公文電子交換
(二) 自建交換中心：目前計
(二) 自建交換中心：目前計
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衛生福利部、交通
會、衛生署、交通部及
部及經濟部商業司等自
經濟部商業司等自建交
建交換中心，以「商工
電子公文系統」提供法
人及非法人團體進行公
文電子交換為例，101 年
全年公文電子交換量已
逾 102 萬件。

換中心，以「商工電子
公文系統」提供法人及
非法人團體進行公文電
子交換為例，101 年全年
公文電子交換量已逾
102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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