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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公務文書

法令規範：

刑法：第 10 條：「（第 3 項）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

書」。

公文書=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是以，凡屬上述所稱之公務員，基於其職務上之需要所製作之文書

皆屬之。

公文程式條例：第 1 條稱公文者，謂處理公務之文書；其程式，除

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故公文為處理公務之文書，

須具有一定之名稱與程式，而其名稱、程式須依據法律或本條例之

規範為之。

公文=處理公務+文書

事務管理規則文書處理部分（行政院 93 年 12 月 1 日修正）：壹、總

述一、本手冊所稱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

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故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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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

均包括在內。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之全部文書外，包括一切紀錄

之資料，不論其形式如何（包括文件、書籍、圖說、磁片、光碟、

錄音帶、錄影帶）或其性質如何（如一般公文書或司法裁判、行政

答辯書、訴願決定書、外交文書、軍事文書、會議文書或其他適用

特定業務性質之文書）均應包括在內。

文書=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一切資料（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

圖示：

（最廣義之定義）

事務管理規則文書處理部分：文書＝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

＋一切資料（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

（廣義之定義）

公文程式條例：公文＝處理公務＋文書

（最狹義之定義）

刑法：公文書＝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歸納定義並簡稱為：「公文」

綜上法定定義可知「公文」是處理公務的文書，即因公務而往來或溝

通所使用之意思表示或紀錄事實之一切資料皆包括在內，故無論其為

「公務員或非公務員身分」，只要是處理公務眾事務所為之文書皆可稱

之，準此「公文」是隨著政府機構及社會團體乃至人民各種活動而存

在，亦是政府機關之間、政府機關與社會團體之間、乃至整個社會團

體與個體之間，推行公務、溝通意見重要工具。

因此，「公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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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文撰作

一、標準規格（94 年 1 月 1 日起）

本別 檔號：（12 號字）
保存年限：（12 號字）

機關全銜（文別）（20 號字，置中）（會銜公文機關排序：主辦機關、會辦機關）

機關地址：（12 號字）（會銜列主辦機關，令、公告不須此項）
承辦人：○○○（12 號字）

電 話：（02）○○○○○○○○（12 號字）

傳 真：（12 號字）（會銜列主辦機關，令、公告不須此項）
電子信箱（e-mail）：（12 號字）

郵遞區號□□□□□（數字依郵局規定）

地址：（12 號字）
受文者：（令、公告不須此項）（16 號字）

發文日期：（12 號字）

發文字號：（12 號字）（會銜機關排序：主辦機關、會辦機關）
速別：（12 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12 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附件：（12 號字）（令不須此項）

本文內容（本文）：（16 號字）（令：不分段。但人事命令可例外；公告、公示送達：主旨、依

據、公告事項（說明）等三段式；函、書函等：主旨、說明、辦法三段式。）

主旨：（16 號字）

說明：（16 號字）
一、（16 號字）

二、（16 號字）

 （16 號字）
 （16 號字）

（16 號字）

（16 號字）
辦法：（16 號字）

一、（16 號字）

二、（16 號字）

正本：（12 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副本：（12 號字）（如有含附件者，方要註明：含附件或含ＯＯ附件）

署名或蓋章戳 （不限號字）
會銜公文：按機關排序蓋用機關首長簽字章

令：蓋用機關印信、機關首長簽字章

公告：蓋用機關印信、機關首長簽字章
函：上行文—署機關首長職銜蓋職章

平、下行文—機關首長簽字章

書函、一般事務性之通知等：蓋機關（單位）條戳

頁碼（頁尾置中 10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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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規格：70 磅以上 A4 模造紙或再生紙。

一般公文蓋用印信之位置，以在首頁中間偏右上方空白處用印為原

則，簽署使用之章戳位置則於全文最後。

以電子交換方式行之，得不蓋用印信。但應蓋用「電子公文章」。

分項條列序號：

公文內容需分項條列時，其序號應全部以全形字元呈現，但並同使

用之圓括號「（）」，則應以半形字元呈現，以節省篇幅。

分項條列標號：下一層應另列縮一全形格書寫。其層次如下：

第一層： 一、 中文全形字元

第二層：  中文全形字元；（）半形字元

第三層： 1、 阿拉伯數字形字元

第四層：  阿拉伯數字形字元；（）半形字元

第五層： 甲、 中文全形字元

第六層： （甲） 中文全形字元；（）半形字元

二、整體結構（行款）之圖解與欄位填註說明

整體結構（行款）

一、本別：（16 號字）

二、檔號、保存年限（12 號字）（空白

讓對方填寫）

三、發文機關全銜、文別（會銜公文排

序：主辦機關、會辦機關）（置中，

20 號字）

四、機關地址：（會銜公文僅列主辦機

關，令、公告不須此項）（12 號字）

五、聯絡方式：包括承辦人、電話、傳

真、電子信箱（會銜公文僅列主辦

機關，令、公告不須此項）（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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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結構（行款）

六、（郵遞區號）（12 號字）

七、（受文者地址）（12 號字）

八、受文者：（令、公告不須此項）（16

號字）

九、發文日期：（12 號字）

十、發文字號：（會銜公文排序：主辦

機關、會辦機關各為一列）（12 號

字）

十一、速別：（令、公告不須此項）（12

號字）

十二、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令、公告不須此項）（12 號字）

十三、附件：附件（令不須此項）（12

號字）

十四、本文：（令：不分段，公告：主

旨、依據、公告事項三段式，函、

書函等；主旨、說明、辦法三段

式）（16 號字）

十五、正本：（令、公告不須此項）（12

號字）

十六、副本：（含附件者註明：含附件

或含○○附件）（12 號字）

十七、署名蓋章戳（不限號字）

十八、頁碼（10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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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文之標點符號種類及用法如下：

符號 名稱 用 法 舉 例

。 句號 用在一個意義完整文句的

後面。

公告○○商店負責人張三

營業地址變更。

， 點號 用在文句中要讀斷的地

方。

本工程起點為仁愛路，終

點為……

、 頓號 用在連用的單字、詞語、

短句的中間。

建、什、田、旱等地

目……

河川地、耕地、特種林

地等……

不求報償、沒有保留、

不計任何代價……

； 分號 用在下列文句的中間：

一、並列的短句。

知照改為查照；遵辦改

為照辦；遵照具報改為

二、聯立的複句。 辦理見復。

出國人員於返國後一個

月內撰寫報告，向○○

部報備；否則限制申請

出國。

： 冒號 用在有下列情形的文句後

面：

一、下文有列舉的人、事、

物、時。

二、下文是引語時。

三、標題。

使用電話範圍如次：

…… …… 

接行政院函：

主旨：

○○部長：

四、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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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悉、敬悉、接悉、已悉：

甲、

檔號：

保存年限：

銓敘部 書函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之 2 號

電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3 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 095266406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關於行政院主計處函為審計部抽查勞工保險基金、勞工退休基金、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及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等資金管理運用效益

調查結，請就其核有建議改善事項，函復處理意見，俾據以彙辦一

案，諒同收悉，爰請就案內貴管權責部分卓處逕復，請 查照。

說明：依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5 年 6 月 14 日處會三字第 0950003718 號書函

辦理。

正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公務人員保險處

副本：行政院主計處

※案例說明：

本則如為紙本則速別、密等欄位有違。

主旨之「一案」亦可寫成「1 案」；主旨內有「收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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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檔號：

保存年限：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函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3 號 4 樓

聯絡人：○○○

聯絡電話：02-82367222

傳真：02-82367238

受文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退監稽字第 0950000013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會函轉全國教師會向台北地檢署檢舉本基金及勞保等基金配合

○○○不當進出股票乙案，已悉。有關本案後續之發展，請審慎

妥處並副知本會。

說明：復貴會 94 年 12 月 30 日台管財一字第 0940526602 號函。

正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副本：

※案例說明：

本則如為紙本則速別、密等欄位有誤。

主旨之「乙案」應改為「一案或 1 案」。

主旨內有「已悉」二字。

丙、

檔號：

保存年限：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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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號

聯絡電話：(02)82367457

聯絡人：○○○

傳真：(02)82367467

受文者：○○○先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管秘字第 0950582007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一、台端 95 年 10 月 5 日致考試院意見園地電子郵件轉銓敘部部長信

箱，接悉。

二、有關台端建議本會核發退除給與通知單宜增加信封套，以減少個

人資料外洩機會一案，本會業已參採台端建議，改進郵寄作業。

三、復請 查照。

正本：○○○先生

副本：考試院、銓敘部

※案例說明：本則為條列式之書函範例，因人民申請故用「接悉」。又因

屬答復案件，故三為「復請查照」是正確作法，二「一案」亦可寫成

「1 案」

丁、諒達

檔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 函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1 段 1 號

傳真電話：

聯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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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賠償事件之文書

一、賠償請求書

請求權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代理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A○○○○○○○○○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請求之事項：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台幣○○○元。（如為請求回復原狀，

載明回復原狀之內容或程度。）

事實及理由：

一、……………………………………………………………………。

二、……………………………………………………………………。

三、……………………………………………………………………。

（數機關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時，請求權人如僅對賠償義務機關中之

一部分機關請求全部或一部賠償，應載明已向其他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

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內容。）

證據：

此致

（賠償義務機關全銜）

請求權人○○○印

代 理 人○○○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