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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公告原稱布告，亦稱告示，多指政府張貼於公共場所，常懸於城門或

通衢等人多之處，以其為對民眾昭示事項的文書，多屬發布命令、追尋罪

犯和徵詢意見等，為詔令文體的一種。 

於明清時期稱為告示，民國時改稱布告，民國 17年公文程式條例制定

後，凡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皆以該條例第 2 條 1 項第 5 款「公告」

製成文書張貼機關門首沿用至今。 

民主法制國家，行政機關依據法令或行政規則，再據以執行各項行政

行為，而該等行政行為須藉由公開方式，達成「通知」之效果，引導民眾

參與與，為降低抗拒，施行順遂不二之法；我國行政程序法施行，行政機

關之作為，多需以公告方式為其完備之條件。公告是行政主體不可或缺的

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在推動政府管理方式從封閉走向公開的轉變，政府

與人民間關係從對抗走向合作，程序上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參與權、知情權

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功能，故公告可說是行政程序之終點，法律程序之起

點。政府機關製成公告文書後，須公示於眾，目前多以登載政府公報、報

刊、網絡、張貼於公布欄等實踐程序執行，且以張貼公告欄最常使用。本

文就前述各類實踐程序進行分析，擷取各類成序之優缺點，探求以資訊技

術與器材結合，寄於公告欄電子化後，強化使用率與主動通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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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民主法制體制，政府將龐雜行政行為，作成公文書，一經作出必須告

知相對人才能成立和生效。其通知方式： 

(一) 一般採個別告知具體的相對人，即所謂函知。 

(二) 在法定的要件必須公開或無法於直接送達之情形下，針對確定的多

數或者不確定的相對人以公開方式告知相對人一定事項、信息的

行為，即以公告方式為之。 

    隨著公文電子化，各類公文書，應可活用電子傳遞功能；惟公告其因

不可雙面列印、無法全面電子交換，故多以紙本作業、又須協力張貼，致

公告欄需具相當面積。 

   倘公告文件得以經資訊設備轉換成電子格式，文件原樣原貌投射電子顯

示器，效果是否較傳統張貼方式佳？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另法令與設備

可否可行性，為研究動機之二；又可減少人力程度，為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公告文件既為政府行政行為完備與通曉政令之重要文件，基於前述研    

究動機，將本文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一) 公告文件轉為電子檔，內容與原紙本無異；轉換後資訊，可多元提供

需求者，強化資訊主動性服務，文件可視度，需求者更易取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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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二) 檢討目前公告作業模式電子化後，程序與人力簡化；公告欄以電子 

    顯示器取代後，以播放時間與頻率增高使用頻率。 

(三)提出具體與改進方式，使公告作業精進。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於研究方法上，採比較研究途徑與文獻分析法等二種方式進行，探

討分析層面較深廣。 

（一） 比較研究途徑：蒐集國內各機關公告實踐相關資料與制度，比較本     

 府公告作興革之建議，為建構完善公報發行制度之參考。 

（二） 文獻分析法：蒐集本國之研究報告、期刊、論文、學說與理論，歸           

 類及分析，為本府公告制度優劣之分析。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說明如下： 

（一）選定研究主題 

     因應公文電子化與行政程序法施行，公告文件轉換電子文件後，張貼 

     方式，以電子顯示器呈現，以適應電子化趨勢與不違法制化，故選 

     定本主題為個案研究對象，冀能經研究後之結果得為執行之參考。 

（二）文獻蒐集與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至圖書館及相關期刊網站，查閱與研究主題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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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期能廣泛蒐集與本研究相關資訊作為參考。 

（三）比較研究 

      本研究側重於本機關現行作業現況之描述。 

（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歸納結論，提出建議，作為執行改進參考。。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我國政府體制下各行政機關，依權責皆有業務須以公告文件，貼公告 

欄以通知特定或不特定人。本研究僅以本府公告作業程序，參酌前揭機關 

作比較、分析，再歸納提具建議與改進措施。 

二、研究限制 

（一）文獻上之限制：本研究進行之際，即因國內探討政府公告之論述不 

      多，致面臨參考文獻及資料蒐集之困境，此為研究限制之一。 

(三)  研究者之限制：撰寫本文因受限筆者辦理新北市政府公告業務，難

免存以主觀之立場，思考以制度興革與實用為主，不易具客觀立場，

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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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公告與實踐程序 

第一節、公告與實踐行政程序之規定 

一、 公告定義 

    依公文程式條例第第 2 條第 5 項規定，為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使

用。另文書處理手冊第 15點第 5目亦明定，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

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綜上，筆者認為即政府機關

依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所為事項須對公眾或特定對像宣布所使用書。 

二、 實踐行政程序 

    實踐行政程序，即公告張貼程序，依文書管理手冊第 17 點第 3 款第 4

目，揭示公告得張貼於機關公布欄、電子公布欄，或利用報刊等大眾傳播

工具廣為宣布。又如需他機關處理者，得另行檢送。再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應公告事項計 19項，其實踐行政程序，計有張貼公告欄、刊登政府公報、

新聞紙等，故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應公告事項明確規定，致種類不一，為

使各行政事項，對應執行何種實踐程序，才可完備實踐行政程序，法務部

作明確規定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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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1條第2項至4項 變更管轄權 公告 公告之日起算第3日

2 15條第3項 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特定生效日時依其規定

3 16條第2項 行政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4 30條第2項 書面通知全體當事人顯有困難 以公告代替書面通知

5 51條第1項 對人民依法規申請之處理期間 公告

6 55條第1項 聽證之通知 必要時並公告

7 55條第2項 依法規應預先公告之聽證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8 56條第2項 變更聽證之期日與場所 通知並公告(依55規定)

9 75條 對不特定人送達之代替 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10 80條 公示送達之方法 公告並得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11 81條 公示送達之生效日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自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生效

81條 公示送達之生效日 依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 經60日生效

81條 公示送達之生效日 依79條之職權公示送達 自黏貼公布欄翌日起生效

12 100條第2項 一般處分送達之代替 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13 104條第1項 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書面通知 必要時並公告

14 110條第2項 一般處分送達之效力 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自公告日最後登載日起生效

15 138條 行政契約締約前之公告 事先公告

16 174條第1項 擬定法規命令之預告程序 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

17 156條 訂定法規命令舉行聽證之公告 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

18 157條第2項 法規命令 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19 160條第2項 159條第2項第2款行政規則 刊登政府公報

轉摘法務部網站

  表1：行政程序規定「公告」一覽表

條文 公告或發布事項 實踐行政程序 備註(生效)

             分

類

 項次

 

    由上表可知，在履行法制國家之「可預測性原則」，政府機關對於規

範人民生活之法令或政策方案，公開使人民瞭解，較可彰顯其資訊公開效

果；又福利國家之任務需求，政府機關對於人民從事各項營業或研究之基

礎資訊，亦有主動提供之義務；而民主國家政府應主動將重大政策與施政

方針作必要之宣示，公告為主要文件，而實踐方式，目前有張貼公布欄、

電子公布欄，或利用報刊等大眾傳播工具等方式，而涉及行政程序部分，

仍依其規定，仍應以張貼公告欄、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為原則。上表中

第 2、3、7、10項須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 11項刊登政府公報

或新聞紙；第 16、17項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第 18項刊登政府公

報、新聞紙；第 19項刊登政府公報；其他各項則以張貼公告欄最常使用。 

第二節、實踐行政程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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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節所述，公告實踐行政程序計有張貼公布欄、電子公布欄、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大眾傳播工具等方式，分述如下： 

一、 張貼機關公布欄：一般機關於該辦公位址之特定位置，皆設有公告欄，

以張貼各項公告文件。屬紙本文件皆使用此方式。 

二、 張貼電子公布欄：電子公文直接或紙本轉換一定格式後，上傳各機關

網站，提供查閱。 

三、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登載於機關發行公報或委由新聞紙業者

於特定日期刊登。 

四、 大眾傳播工具：使用有線無線電視，廣播等宣導、告知。 

各類實踐行政程序與其特性，彙整如下表並說明如下： 

實踐平台 固定面積板面 電腦 公報或新聞紙 電視電腦

登載便捷性 高 中 中 中

張貼成效 不易整齊 條列化 固定篇幅易瀏覽 影音播送

檢索度 難 高 高 不易

辨識度 低 高 高 高

瀏覽工具 免 電腦 訂閱 電視電腦

人力作業 高 中 中 中

及時性 高 高 發刊週期 受制播放時間

  表2：各類實踐行政程序與其特性彙整表

                  實踐行政程序

特性
1公布欄 2電子公布欄

3刊登政府公報

或新聞紙
4大眾傳播工具

 

一、 實踐平台：紙本公告可張貼於公布欄或政府公報或新聞紙；電子公布 

    欄僅限於電子公文，大眾傳播工具一般以文字稿送業者播放。 



 10 

二、 登載便捷性：紙本公告彙集或至截止日，即可張貼或卸除；電子公布

欄，需再經資訊設備資上傳；大眾傳播工具，再委託業者執行。故以

公布欄便捷性高。 

三、 張貼成效：公布欄張貼雖可以方向逐次張貼，惟人工張貼與卸除，稍

顯零亂，餘各方式經資訊化編排或影音播放較劃一整齊。 

四、 檢索度：上傳電子公布欄文件，已依系統設計功能；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可依日期或類別查閱，檢索度高；公布欄相較檢索難度高。大眾

傳播工具，一經播出，較難檢索。 

五、 辨識度：公布欄多立式，高度多高於一般常人，又文件僅以原規格(A4

紙，標楷體 14號字)，須於一定距離內，方可辨識，不若其它類方式，

辨識度高；又大眾傳播工具，為單一時間播放，餘於公告期間內，皆

可瀏覽。 

六、 瀏覽工具：公布欄不需其它器具，即可瀏覽，餘須再經電腦或訂閱方

可瀏覽。 

七、 人工作業：公布欄從彙集到卸除皆需人工作業；餘彙集後上傳或付印

或委交業者，須一定費用，。 

八、 及時性：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大眾傳播工具須於出版日或排定時間，

及時性較差；張貼公布欄與電子公布欄一經張貼或上傳網頁即啟動程

序，及時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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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文件依內容，其實踐程序不同，就上列分析，以張貼公布欄，

最簡捷、節省經費，惟檢索不易、辨識度不佳、人力需求高等是其缺點：。

電子公布欄特性皆優於其它各類，需電腦等電子器材方得瀏覽，欠缺主動

性；；政府公報或新聞紙，須訂閱是其缺點；大眾傳播工具及時性高，再

利用性低、未能提供全部內容。倘能公布欄具電子公布欄檢索、條列之特

性，又免備瀏覽工具，則主動、公開原則更能強化。 

  「公開政府」強調政府組織、決策與執行，皆能透明公開，並接受公眾

之監督。而相對於「公開政府」即為「人民知之權利」，強調主權在民者，

在政府施政過程中，不應僅為受管制者，而應享有程序的主體性。故人民

對政府施政動態之掌握，非於政府之施捨或恩惠，而是人民本來就應享有

並受保障之權利。政府透過健全之公告模式，主動並有制度提供人民施政

基礎或動態資訊，具有滿足人民知之權利之效果。公告與知之權利滿足程

度成正比。其普及、規律及即時等特性若設計得宜，愈能促進公開政府之

實現，亦愈能滿足人民知之權利。社會趨於多元、政府職能愈趨龐雜，行

政機關之任務也愈趨繁重，其施政之正當性面臨真確、效率、民主及合法

等條件之檢視，如提高施政品質符合前述條件相符程度，已成為現代政府

努力之目標。 

在民主法制國家，決策之正當性需依附民主參與及法制二層面予強

化，民主參與及法制即為現代先進國家強調之程序理性（proced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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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程序理性具有彌補決策正當欠缺之功能。換言之，面對條

件欠缺之情況，決策者則須將該欠缺條件，轉以公開透明之程序，相關當

事人具足夠機會表示意見之面向加以彌補。使用公告可使其轉化層面更加

深廣，政策受抗拒程度減低之功能。政府職能擴增，行政機關內分工亦趨

向專業，使而政策之執行往往需要橫向協調與縱向指揮藉由公告轉達行政

決定之企圖，可減少各自為政、施政重疊與其他資源浪費，並避免造成執

行遲滯，坐失施政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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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目前各機關張貼公告作法 

第一節、公告特性 

一、 公告文件，其特性如下： 

(一) 不可雙面列：因須張貼，雙面列印，其背面無法瀏覽。 

(二) 無法立即電子交換：電子交換須經函附或註記下載點方式： 

1、 函附：須將公告掃描成 PDF檔，再以電子文函附交換，受文機關仍須 

   將函附 PDF檔轉紙本張貼。 

2、 註記下載點：電子文函知受文機關，公告文件(已製成 PDF檔)下載點，  

   受文機關至下載點列印後張貼。 

(三)行政協力：一般公告作成，多須其它機關配合張貼以推及公告廣度。 

    綜上，無法雙面列印，公告文件用紙量無法減少；又電子函附或註記

下載點，受文機關仍須轉列印紙本，且依公告期間不一，公布欄應有一定

面積方可容納。 

第二節、機關公告實踐行政程序 

    公文類別，不外乎紙本與與電子公文二類，公告內容除行政程序法規

定須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外，皆利用公布欄方式，就公布欄與電子公

布欄說明作法說明如下： 

一、 公布欄：紙本直接張貼機關公布欄，提供民眾瀏覽。可分為下列二種： 

(一)紙本：原則以紙本函附公告文件寄送，受文機關收受後，簽辦後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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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歸檔，公告文件依登載時間張貼公布欄，截止日卸除。表 3 為中央機

關、表 4為各縣市政府現行作法。 

序別 機關別 現行公告張貼狀況 電子化趨勢

1 內政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2 外交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3 國防部 無公布欄 無規劃

4 財政部 張貼中庭公告欄 無規劃

5 教育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6 法務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7 經濟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8 交通部 無公布欄 無規劃

9 勞動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電梯口 無規劃

10 文化部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11 科技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12 中央銀行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13 客家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14 衛生福利部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15 僑務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16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各科室門口 無規劃

17 原住民族委員會 各科室門口 無規劃

18 中央選舉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19 公平交易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0 行政院主計總處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1 國立故宮博物院 無公布欄 無規劃

2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張貼大門公告欄 無規劃

2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2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無公布欄 無規劃

2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3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3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張貼1樓公告欄 無規劃

  表3：中央機關公告現行張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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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作法 

序別 機關別 現行張貼概況 電子化趨向

1 臺北市政府 大門口 未有此規劃

2 高雄市政府 市府大樓四周公布欄 未有此規劃

3 臺中市政府 穿堂 未有此規劃

4 臺南市政府 大樓前後門公布欄 未有此規劃

5 桃園市政府 大門公布欄 未有此規劃

7 宜蘭縣政府 門首有專門佈告欄 未有此規劃

8 花蓮縣政府 張貼於門口 未有此規劃

9 台東縣政府 門首專有佈告欄 目前亦會在縣府網
10 新竹縣政府 門口側邊有專屬佈告欄 網站公告

11 新竹市政府 門口兩側均設有佈告欄 同時會上網公告

12 苗栗縣政府 府內大廳有專屬佈告欄 未有此規劃

13 雲林縣政府 門首 網站會公告

14 彰化縣政府 門首 未規劃

15 嘉義縣政府 門首及府內大廳 未規劃

16 南投縣政府 門首 跑馬燈

17 屏東縣政府 府內有專用佈告欄 網站公告

  表4：各縣市政府(不含外島各縣市)張貼公告方式

 

(二) 電子文：電子函附經掃描後之 pdf公告文件或註記存於一定網址，    

受文機關承辦人員電子文送核存檔，附件列印或下載列印，轉成紙

本後張貼。 

    
..下載表單(http://www.hsilo.gov.tw)下載。 

1 電子公文+附件(公告掃描檔) 2 電子公文註記下載網址+下載文件(公告) 

http://www.hsil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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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子公布欄：將電子公文直接上傳至特定網頁提供查詢。筆者舉全國

電子公布欄網頁、新北市政府電子公布欄，立於民眾瀏覽方式說明： 

(一) 全國電子公布欄：(https://www.odbbs.gov.tw/odbbs/default.htm)  

    提供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局署、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張貼使用之   

    公告資訊。其瀏覽步驟如下： 

   1、於電腦輸入前列網址後，出現下列頁面。依查詢條件下頁可得  

      檢索結果下圖。 

 

 2、下圖頁面中各文件之主旨、附件與下載欄位，可分別點選

 

  3、依步驟 3，點選 1文件之主旨後可顯示公文，可選擇列印、下載與調 

1查詢條件 

2查詢結果 

3點選主旨 4點選附件 

5點選下載 

https://www.odbbs.gov.tw/odbb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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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比例。 

 

  4、依步驟 4，點選 1文件之附件後可顯所有附件，點選開啟可逐一   

瀏覽，並可作可選擇列印、下載與調整比例。。

 

 

  5、依步驟 5，點選 1文件下載後，可顯示主文與附件。須逐一下載。 

下載 
列印 

無框 

比例 

6點選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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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點選另存新檔後即跳出存放檔案位置頁框，使用者選擇後即可下載。 

(二)新北市政府網頁：網址 http://www.ntpc.gov.tw/ch/index.jsp 其 

瀏覽布驟如下： 

 

1、依網址輸入後，點選 1、2即顯示如下頁面。 

1點選市府消息 

2點選市政公告 

http://www.ntpc.gov.tw/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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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提供類別、日期與關鍵字查詢條件 

頁面已顯示最近日期公告文件之市

府公告標題、發布單位與發布日期 

3.2提供顯示筆數、總頁數與分頁 

4 點選市府公告標題後顯示全文 

 

原公告全文 

5 點選相關附件顯示原公告與附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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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張貼公布欄與電子公布欄比較 

一、 機關承辦人作業： 

(一) 張貼公布欄：承辦人收受公告文件後，須經自簽辦、文件歸檔，彙集       

    公告、張貼、屆期卸除公告等程序，時間長，張貼需人工作業、更須             

    注意公告欄張貼順序與排列。 

(二) 電子公布欄：承辦人收受公告文件後，文件簽辦後循電子流程，分流 

至歸檔及上傳系統，屆期系統自動卸除。時間短、無需人工作業、公

告欄版面可自動編排。 

二、 立於瀏覽者立場： 

(一) 張貼公布欄：可隨時至機關公布欄地點瀏覽；囿於文件字體、排列等 

因素，無法即時查閱文件。 

(二) 電子公布欄：需備有資訊器材後，至特定網頁查詢，依檢索條件可查    

    閱所需文件；需有資訊器材、一定步驟，才可得查閱結果，較為不便，     

    瀏覽障礙高。 

角色 項目 公布欄 優 電子公布欄

程序 長 < 短

人力 須張貼、卸除人力 < 免張貼、卸除人力

公告欄編排 人工編排 < 系統編排

輔助器材 免 > 電腦等資訊器材

主動性 高 > 低

檢索 不易 < 高

辨識度 低 < 高

文件取得 不易 < 簡易

機關承辦人

瀏覽者

註："優"欄中黑色"<"表示，電子公布欄優於公布欄，紅色">"表示公布欄優於電子公布欄

  表5： 張貼公布欄與電子公布欄比較

     綜上，張貼公布欄，雖然主動性高，但就瀏覽者而言，其文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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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度、檢索等條件皆不及電子公布欄；就承辦人言，人力與時間耗費亦

高。倘能結合公布欄與電子公布欄之優點，對公告之主動、及時、公開功

能更能提升，加臻民主法制政府形象。 

    又機關以電子文函附公告或註記公告下載點方式送發公文，於發文機

關確已執行線上簽核與電子交換；惟於收文機關，電子公文可執行線上簽 

核，公告文件仍須列印成紙本再行張貼，發文機關收減紙與電子交換之

效，收文機關承損人力轉印紙本與耗紙之失。故以此方式並非證明，公

告文件可電子交換。惟註記下載點方式，可運用機關有大宗多頁資料， 

超過電子交換附帶上傳檔案限制時，可參用此方式，減少紙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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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本府現行作法與公布欄電子化可行性 

第一節、本府現行作法 

一、 收文概況：本府收受公告文件自 104年起，每年約 2千件；紙張用量 

    以 1張公告雙面計算(不含附件)，年用紙量至少約 4 千張，詳如表 6。 

換算張數

(件數*2)

104 1,987 3,974

105 2,016 4,032

106

(1-10月)

    2、外縣市佔1/3

  表6：  新北市政府公告文件統計表

年度 件數

1,824 3,648

註：1、公告無法雙面列印，件數*2為估算紙張數

 

二、 處理程序：如下流程圖 

公告收文張貼處理流程

1公告

2.1紙本

2.2電子文

3.1直接遞送

3.2函附公告

3.3函註記下載

網址

3.5函附公告

3.4函註記下載

網址

4轉列

紙本 5簽辦

6.1原函歸檔

6.2張貼公告

7屆期卸除

 

(一) 收文處理：  

1、 公告來源區分紙本與電子文如流程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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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本部分，由機關內移文如 3.1、3.2函附公告。承辦人直接送核後， 

本文送歸檔，公告彙集後一定時間內，依刊登日張貼。 

3、 電子文部分，以 3.4、3.5傳送。流程 3.3至 3.5承辦人皆須經流

程 4、轉成紙本，再送簽核後，流程 6、1本文歸檔，流程 6.2張貼

公告、屆期後再經流程 7卸除。 

4、 流程 3.3、3.4、3.5、4、6.2、7為須人力處理程序。 

(二) 張貼公布欄： 

1、 張貼地點： 

(1) 本府一樓西側外廊道櫥窗，如下圖，共 8面。每面高 132公分，寬 

    118公分公布欄。每面約可張貼 30張，總計 240張。張貼一般公告。 

   

(2) 本府地下一樓東側櫥窗、如下圖。計 2面，每面長 260公分、高 160  

    公分。張貼本府都市計畫公告。 

寬 118公

分 

高 13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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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貼與卸除方式：人力張貼與卸除。 

   

 

 

 

長 260 公分 

高 1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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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貼後效果 

 

張貼後，雖可達主動效果，惟無法區分公告類別，不易檢索與辨別，只作

到主觀張貼，客觀閱讀尚欠周慮。 

第二節、公布欄電子化可行性 

    公告文件張貼公布欄，受制於公布欄面積固定，張貼後倘有附件，張

貼後整體欄面凌亂，需求擬參閱，需耗費時間查閱，又文件字體過小，辨

識度不佳；張貼電子公布欄文件，其有條列式編排，配合檢索條件，需求

者較易檢索查閱文件，惟其先決條件，須備有資訊器材，且須一定步驟方

可取得文件資訊，對需求者而言，具一定的障礙，資訊提供主動性不佳。 

    筆者擬以結合公布欄與電子公布欄優點，試將公布欄之底面以電子顯

示器取代，結合資訊處理設備，顯示公告文件模式，探求其可行性，一方

面可以多元、活化公告欄運用，提升政策公開主動性，強化資訊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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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布欄電子化構想： 

(一)流程： 

公告欄電子化流程

1公告

2.1紙本

2.2電子文

3.1直接遞送

3.2函附公告

3.3函註記下載

網址

3.4函附公告

3.5函註記下載

網址

6簽辦

7.1原函歸檔

7.2上傳公告系統

8屆期卸除

5.1掃描

 

1、紙本： 

(1)函附公告，原件掃描、簽辦後，原件歸檔，公告上傳公告系統。 

(2)函註記下載點，原函循紙本簽核，公告文件，下載後上傳公告系統。 

2、電子文：依線上流程簽核，公告文件上傳公告系統；註記下載點，如前 

   述 2)。 

(二)流程評估： 

主要工作流程改變，於 3.1、3.2需再經人工掃描，簽核直接上傳系統。3.3、

3.4、3.5流程，勿須列印後再簽核。 

人力：減少人力彙整、張貼與卸除時間；紙張也可減少。 

公告系統(流程 7.2)至少應具俱備功能：如下圖。 

主動檢索結果呈現，減除電子公布欄一一點選障礙。 

下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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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辨識效果，視覺佳。 

 

附件整筆顯示(1號文件有附件即顯示，無附件文件顯示(紅色框)) 

 

可鍵入時間，輪次撥放。 

用於都市計劃等類型，加入縮放效果，需求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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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可行性程度，筆者提出下列分析： 

法規：可行。 

      98年 6月 2日法務部函釋：採此技術，實質與公文程式條例第 2條    

   第 1、2項並無不同，行政程序法第 80、81條之目的性亦含之。 

   公告紙本影像檔與原文書內容具一致性，惟須注意：應短時間內重  

    覆播放，並有總覽與個別顯示功能。 

技術：可行。 

      曾委託廠商模擬，以 9部顯示器、每部顯示器三分割，作為公告牌 

      底板，作輪播目錄總覽、單一公告與附件之編排，文件下載、傳送、      

     紙本產出等功能技術上可行。目前技術市場已成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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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須編列。目前詢問市場行情，設計與建置費用約 500萬元，每 

      年約須 10%維護費用。 

目前，法規與技術上，可行性高，亦可提升政府資訊化形象，惟預算與電

費耗損，仍為相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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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檢討本府公告欄張貼程序、流程改進之處，

更為主動提供民眾資訊取得方式，並減少運用資訊設備障礙，並提出

興革之建議。綜合以上各章研究結果，提出發現事項，並就可立即著

手進行方案提出建議。 

第一節、研究發現 

   本研究經對公告業務現況分析，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 機關對公告作為，僅主觀張貼，未慮及客觀相對者「即知」

權利。運用公布欄，未有妥善規劃區分，僅張貼後置而不理。 

二、 各機關墨守成規，每每張張公告貼覆，等同形式作業。 

三、 受制於公文件不能雙面列印與電子交換之迷失，不作公文系 

統修正。 

四、 承辦單位人力損耗： 

（一） 收受公文紙本與電子檔並行，需經承辦人紙本電子文並

行，再經列印取得文件。 

（二） 列印後仍需人力張貼卸除。耗費於公文再製之泥沼；人

員反複動作，成果僅是張貼與卸除。 

（三） 核心工作「張貼、卸除」，目前作業方式，仍以人力方式

執行，隨承辦人年齡增長，效率亦隨衰減；坊間又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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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之器具得以取代，應考量文件規格化資訊化，可減

少人力耗損。 

第二節、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建議方案如下： 

一、 系統工具：增列掃描機具，辨識度應有一定規模，承辦人員

熟悉操作與運用。 

二、 機關編列預算增列公告系統，可介接電子交換附件轉至公告

系統，免除人力耗費。 

三、 無障礙主動瀏覽：由公告系統編排提供一定條件之檢索結 

     果，供民眾參覽，並借電話話訊號傳遞，提供紙本文件，俾   

     以便民，管制用紙。       

四、 人力配置，倘核心作業，即張貼與卸除作業模式精進後，逐

而可減少約 0.5 人力。 

綜上，張貼公告，為行政形式成就之工具，單位雖較漠視此一區

塊，只求張貼不錯時並拍照即可，惟行政程序法施行後，行政作為部

分以公告為其成就之要件，稍疏失往造成行政行為瑕疵、錯誤或無效，

執行業務者已非單純之張貼，更應對文件內容與法規規定一定程度瞭

解，方可避免前述情形發生。 

本文內容部分雖參考國內學者著作，難免因時空變革致立論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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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研究發現與建議事項，亦或因筆者學識與現況而遺漏，方請先

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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