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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公文製作常見的錯誤

• 不瞭解公文的行文系統

• 不熟悉起首語、期望語及稱謂語之製作方法（漏未書寫、不
應挪抬及用語不當）

•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應使用阿拉伯數字或中文數
字之謬誤(最常見錯誤)

• 不熟悉附件之製作方法或漏未填寫附件資料

• 公文用語及用字之謬誤（錯別字及語言癌）

• 不瞭解公文的簽辦方式包括：
1.先簽後稿 2.簽稿併陳 3.以稿代簽



機關學校製作好公文的五把鑰匙
一、認清發文機關與受文者之關係（即行文系統）

＊上行文 ＊平行文 ＊下行文 ＊斜行文
二、瞭解公文本文之內容結構（即主旨說明辦法）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
＊說明＝引據＋申述＋ 歸結（三段式論證法）
＊說明＝事實＋原因＋ 結果（因果關係法）

三、嫻熟公文專門用語用字規範
＊起首語 ＊稱謂語 ＊期望語 ＊引述語 ＊經辦語 ＊論斷語
＊請示語 ＊准駁語 ＊抄送語 ＊附送語 ＊結束語

四、遵守法律統一用字、用語及數字使用原則
＊法律統一用字 ＊法律統一用語
＊公文書橫式寫數字使用原則 ＊公文標點符號用法

五、語言簡潔、字少而精，避免語言癌，儘量朝向
「簡淺的文言文、濃縮的白話文」邁進



公文行文系統
• 上行文—指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其上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行文臺中市政府

（※稱謂語用「鈞」；附送語用「檢陳」；期望語用「請鑒核」）

• 平行文—指無隸屬關係之同級機關及不相隸屬機關相互往來之公文書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行文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臺中市政府

除外之各直轄市、各縣(市)政府；全國各級公、私立學校；各公司、法人

團體及自然人

（※稱謂語用「貴」；附送語用「檢送」；期望語用「請查照」）

• 下行文—指有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其下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行文所屬各課、室、里辦公處及員工

（※稱謂語用「貴」 ；附送語用「檢送」 ；期望語用「希照辦」）

• 斜行文—指無隸屬關係機關且不同級機關間行文時使用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行文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院及其所屬各部、會

（※稱謂語用「大」 ；附送語用「檢送」 ；期望語用「請詧照」）



1.上行文
(1)定義：指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其上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
(2)稱謂語用「鈞」；附送語用「檢陳」；期望語用「請鑒核」。
(3)臺中市潭子區公所使用上行文對象：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對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無組織法之上下隸屬關係屬
平行文，稱謂語用「貴部、貴會」，但如有目的事業主管業務監督關係（例如
：計畫提送、審核、經費核撥等)，附送語用「檢陳」；期望語用「請鑒核」
用以示敬。

行政院（鈞院)

臺中市政府（鈞府)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請鑒核

檢陳

行政院所屬各
部會行總處署

貴部會行總處署

臺中市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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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間隸屬關係之認定標準

•行政院104.4.2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按「地方制度法」第14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
為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自治精神，中央與地方政
府皆屬國家事務的共同管理者，並無上下隸屬關係，
而是共同協力的夥伴關係。

•因此，直轄市、縣（市）或其所屬教育局與教育部
或其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間既無上下隸屬關係，
各該機關之間行文即屬平行文（函）。



機關間隸屬關係之認定標準或方式

•行政院104.5.7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至有關本院所屬各機關與各地方政府間行文之稱謂用
語一節，中央與地方政府依地方自治精神，並無上下
隸屬關係，惟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之精神，中央政
府對於地方政府有自治監督權，並得按事項之性質，
分別為適法性或適當性監督。

•是以，有關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與中央政府或其所
屬機關間，其公文稱謂用語，宜視不同自治監督關係
及案件類型，由各該機關本於權責辦理。



2.平行文
(1)定義：指無隸屬關係之同級機關及不相隸屬機關相互往來之公文書。
(2)稱謂語用「貴」；附送語用「檢送」；期望語用「請查照」。
(3)臺中市潭子區公所使用平行文對象：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

處、署；各直轄市(臺中市除外)、縣(市)政府；全國各級公、私立
學校；各公司、法人團體及自然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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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斜行文
(1)定義：指無隸屬關係機關且不同級機關間行文時使用。
(2)稱謂語用「大」；附送語用「檢送」；期望語用「請詧照」。
(3)臺中市潭子區公所使用斜行文時機：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及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考選部、銓敘部、公務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計部。

本所

立法院

本所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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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行文
(1)定義：指有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其下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
(2)稱謂語用「貴」；附送語用「檢送」；期望語用「希照辦」、「請查照」
(3)臺中市潭子區公所使用下行文對象：本所所屬各課、室、里辦公處及員工

請查照、希照辦

檢送、檢發、檢附



下行文範例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 函
受文者：臺中市潭子區○○里辦公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108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80171362-0-0,docx1個電子檔)

主旨：為求機關公文用字正確並有一致性規範，有關會議記錄中應載明職司
記載會議內容之專責人員為名詞，應依「法律通統一用字表」有關名
詞用「紀錄」之規定，使用「紀錄」之用字表（如附圖)，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說明：依本府108年4月10日府行文字第1080022303號函轉行政院108年4月3日
院臺綜字第1080171362號函辦理。

正本：本所各課、室及各里辦公處
副本：本所秘書室

區 長 林 ○ ○(職銜簽字章)



○○○○○○會議紀錄
一、時間：000年00月00日（星期○）下午00時00分

二、地點：行政院第00會議室

三、主持人：○○○ ：○○○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五、會議結論：

（一）：

1、

2、

（二）。

六、 散會。(下午00時00分)

紀錄



公文本文結構
○○○○○ 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107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字數不可超過50-60個字）。
說明：
一、（寫引據－寫出辦理本案之原因－係依據來函、法令、計畫、會議決議、

簽陳、前案、理論、研究結果、媒體報導……等如無前述則寫事實，
即現況描述－就本案之事實、來源、理由、經過等作詳細之敘述）。

二、（書寫申述－說明發文之來龍去脈、人事地時或分析利弊因素）。
三、（書寫歸結－說明發文機關見解看法或向受文者提出具體要求及作法）。
四、（書寫補充說明或欲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其配合方法）。
五、（如有附件時列於說明最後一項書寫，並應列明附件之名稱及數量）。

正本：○○○○○○

副本：○○○○○○

○長 ○○○（上行函－蓋職章；平行函、下行函－蓋職銜簽字章）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三段式論證法=引據+申述+歸結)

31公文是溝通工具.mp4
31公文是溝通工具.mp4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三段式論證法=引據+申述+歸結)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陳清風
電話：(02)7736-7885
Email：ccf@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臺南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四)字第10800018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函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製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兒童繪本2版，請充分運用廣為宣導，
(起首語)
請查照。(期望語)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1月2日社家障字第1070778357B號函辦理。(引據)
二、為提升兒童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之瞭解，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106年

製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兒童繪本2冊（「希兒與皮帝的神奇之」及「每一個都要到」，有
動畫、PDF、紙本等版本），請廣為宣導周知。(申述)

三、旨揭繪本動畫版業公布於CRPD資訊網內「宣導專區」（網址：http://crpd.sfaa.gov.tw/）
，歡迎各界下載利用。(歸結)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三段式論證法=引據+申述+歸結)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說明=引據+申述+歸結

mailto:ccf@mail.moe.gov.tw
http://crpd.sfaa.gov.tw/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因果關係法=事實+原因+結果)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說明=事實+原因+結果

事實

原因

結果

平行文
起首語
用檢送

平行文
期望語用
請查照

分項標號原則應
另1列縮1格以全
形書寫
說明：
一、○○○

(一)○○○
1、○○○
(1)○○
甲、○

文書處理手冊」
P.50附件3分項標
號書寫格式舉例
參照



經濟部 函
地址：10615臺北市信義路3段41-3號
聯絡人：陳金平
電話：27541255 分機2435
電子郵件：jpchen@moeaidb.gov.tw
傳真：27046314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經授工字第106204044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6S0004805_1060012157.pdf1個電子檔)

主旨：檢送本(第25)屆「國家品質獎參獎申請須知」1份，請協助轉知活動訊息並推薦業者參獎，請查照。
(起首語) (期望語)

說明：
一、「國家品質獎」為國內由行政院核定及頒發之最高經營品質榮譽，旨在獎勵推行卓越經營

，樹立學習楷模，期經由國家品質獎完整而嚴謹之評審基準架構，引導參獎者推動全面品
質管理，全方位檢視自我經營體質，持續改善，維持競爭優勢。(事實)

二、本屆為獎項機制大幅調整後首度實施，主獎分級，並增設功能性獎項，獎額由原8名提
升至40名。(原因)

三、受理申請於106年3月31日截止，申請須知及相關規定，請http://nqa.cpc.tw/NQA/W.aspx
查詢及下載使用，或逕洽國家品質獎工作小組 (02)27032625分機21至25。(結果)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因果關係法=事實+原因+結果)

說明=事實+原因+結果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
地址：1005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承辦人：○○○
電話：：02-23959825分機3776
電子信箱：ivani919@cdc.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疾管防字第10502015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502015590-1.docx1個電子檔)

主旨：檢送「新生兒腸病毒感染臨床處置建議」1份如附件，請協助轉知貴轄醫療院所或貴會所屬會員參考
，請查照。

說明：
一、新生兒感染腸病毒之臨床表現具多樣性，從非特異性發燒到敗血症、心肌炎、肝炎合併急性肝衰竭等

，一旦併發重症易導致高死亡率，需提高警覺並適時給予正確治療以降低其危害。(事實)
二、為強化醫療人員對於新生兒腸病毒重症之認知與處置能力，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爰委託台灣新生兒

科醫學會訂定旨揭處置建議，以提供臨床診治之參考。(原因)
三、前揭建議內容已公布於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

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治療照護/治 療照護」項下。(結果)
正本：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兒科醫學會、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臺灣感染症醫學會、台灣新生

兒科醫學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周產期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副本：本署臺北區管制中心、本署北區管制中心、本署中區管制中心、本署南區管制中心、本署高屏區管制中心、本署東區管制中心

主旨之內容結構=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結構優良公文範例
(因果關係法=事實+原因+結果)

說明之內容結構=事實+原因+結果(因果關係法)



公文主旨段起首語寫作方法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107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個字）指公文主旨開頭所用的發語詞

起首語 適用範圍 備註

關於、有關、為、函轉 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

檢陳、謹查、茲有 上行文適用

檢送、經查、茲經、函詢 平行文適用

檢附、檢發、檢送、所詢 下行文適用

制定（法律）、訂定（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修正、廢止、核釋

公布（法律）
發布（法規命令、行政規則）適用

特任、任命、茲聘、僱 下行文（人事命令）適用



公文主旨段期望語寫作方法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107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個字）指公文主旨最後用以表示請求及期望之語詞

上行文期望語 平行文期望語 下行文期望語

請鑒核（報核案件）
（請求上級審查並決定准否辦理、執行）

請查照（請平行機關知照、照會、知悉）
請查照備案（請平行機關知悉＋存查）
（請求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知悉、瞭解）

希查照（請下級機關知照、知悉）
請查照（請下級機關知照、知悉）
（請下級機關知照、知悉、照會）

敬請核示（請示案件）
（請求上級審核並指示方法以便遵行）
請核准賜復（核准＋回復）

請詧照、請查照 (請斜行機關知悉、瞭解用)
（請不相隸屬但地位較高之機關知悉，如行
政部門對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

希照辦、請照辦
希切實照辦、請切實照辦
（請下級機關知悉後，並照案辦理）

請備查（知悉存查案件）
請核備（存查案件但上級保留審核權限）
（請求上級知悉並歸檔留供查考）

請查照辦理、請查照轉知（知悉＋辦理）
（請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知悉，並請其
依照辦理）

希轉行照辦、請轉行照辦
（請下級機關轉行所屬照案辦理）

請鑒察（僅供上級知悉、瞭解用）
請鑒查（僅供上級知悉、瞭解用）
（請求上級知悉其已依照辦理）
※為表示尊敬，請字之前得加「敬」字，
期望語不須挪抬

請查照見復、請查照辦理見復（知悉＋回復）
請查照惠予同意、請同意見復（知悉＋同意）
（請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知悉，並請

其查明後回復）
※請字之前不得加「惠」字，因「惠」
字不當助動詞，期望語不須挪抬

希辦理見復、請辦理見復
（請下級機關照案辦理，並作後續
報告答復）

※為表指揮監督關係，請字得改為
「希」字，期望語不須挪抬



核示與備查及核備公文用語之意義、用法
• 行政院102.2.5、105.12.27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依「文書處理手冊」第18點規定，公文之期望及目的用語，得視需要酌用
「核示」、「備查」等。

• 「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4款規定，「核定」係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
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
定效力之謂，其涵義與「核准」同。(請核示、請鑒核＝請您審查＋並做決定)

• 「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5款規定，「備查」係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
權處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

• 「知悉」一詞，依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
釋義，係指「知道」之意。(請備查、請查照＝請您知悉、知道、了解)

• 「核備」一詞，查現行法令並無定義，惟若干法令有使用「核備」用語者，
如「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娛樂稅法」（主管機關為財政
部）等。是以，「核備」一詞之意義及用法，應就個案所依法令而定。



簽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不可分項，以50-60個字內敘畢）

起首語(有關、關於、為辦理、簽擬、敬陳)+本案（○○一案）+期望語(簽請核示、

簽請鑒核、簽請核閱、簽請鈞閱、簽請鑒察、 簽請鈞參)

說明：

一、引據→‧來文機關及文號－依○○機關0年0月0日000號函（令）辦理。

‧手諭（奉交下）－奉鈞長0年0月0日手諭或口頭指示辦理。

‧法規－依○○法第00條規定辦理。

‧會議提示‧業務需要‧事實‧計畫‧方案‧報導等（引據）

二、陳述現況及問題，針對來文之觀點或現狀作利弊因素分析(申述)

三、提出承辦或幕僚單位見解(歸結)

四、如需動支經費，請列明預算科目及數額(經費)

五、如有補充說明或需其他單位配合請列明(補充)

六、如有附件請列明附件名稱及份數(附件)

擬辦：本案於奉核後，將如何……辦理。 （提出具體可行方案，供長官核定裁決）

大簽之本文內容結構
000年00月00日
於 ○○單位



大簽之期望語寫作方法

• 簽請鑒核(簽報長官瞭解並作決定)

• 簽請核示(提出擬辦意見給長官核定)

• 簽請鑒察(將辦理情形簽報長官瞭解)

• 簽請鈞閱(檢陳有關資料，請長官過目)

• 簽請核閱(檢陳有關資料，請長官過目)

• 簽請鈞參(提供長官參考)



大簽製作範例一
 

簽 

主旨：為本校組隊參加 000年全國高中女子足球錦標賽，擬予有功教

師頒發獎狀，以資策勉，簽請核示。（起首語＋本案＋期望語） 

說明：（說明＝引據＋申述＋歸結） 

  一﹑依教育部「推動體育活動申請獎勵注意事項」辦理。（引據） 

  二﹑000 年全國高中女子足球錦標賽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 月

00 日假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舉行。（申述） 

  三﹑本校體育教師○老師○○帶領學生 30 名參加，在○老師○○

不辭辛勞、努力指導，致榮獲全國高中女子組第 3 名，特簽請

頒發獎狀以資鼓勵（歸結）。 

  四﹑檢附獎狀稿 1 份。（附件） 

擬辦：奉核可後，洽總務處文書組請領空白獎狀（或套印），以辦理

敘獎事宜。（奉核可後，將如何處理……） 

保存年限： 

檔    號： 

於學務處體衛組 

中華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大簽製作範例二 

 

 

裝  

訂   

線     

 

簽  

主旨：有關○○科技有限公司申請延遲簽訂「○○縣戶役政資訊系統

電腦軟硬體設備維護勞務契約」一案，簽請核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 

說明：（說明＝引據＋申述＋歸結） 

  一﹑依據○○科技有限公司 000 年 00 月 00 日異議申請書辦理。 

（引據） 

  二﹑本契約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開標，由該公司得標，並應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前辦理簽訂契約手續。現該公司因戶役政資訊系

統設備數量偏多，及適逢公務人員週休 2 日及農曆年前，故無

法於急促之時間內完全了解各戶役政單位設備使用的情形，及

維護前準備工作，申請延遲簽約。（申述） 

  三﹑本縣戶役政資訊系統，現仍由○○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原契約

（如附件）繼續維護，故延遲簽約，對本系統之維護，尚無不

良影響。（歸結） 

  四﹑綜上所述，考量其申述理由，擬准予該公司延遲簽約。（承辦

單位見解） 

擬辦：於簽奉核可後，發函該公司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前辦理簽訂契

約手續及繳納履約保證金，違者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7 款予以處分。（於簽奉核可後，將如何處理……） 

會辦單位  行政管理處 

保存年限： 

檔    號： 

於   民  政  處 
000 年 00 月 00 日 

 



大簽製作範例三
簽  

主旨：為辦理 107 年本府文書管理教育訓練一案，簽請核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 

說明：（說明＝引據＋申述＋歸結＋經費＋附件） 

 一、依據「107年本府文書管理教育訓練計畫」辦理。（引據） 

二、107年本府文書管理教育訓練講座擬聘請嘉義大學邱講師忠民 

    擔任，課程內容著重實用公文（包括：函、公告、簽、報告、 
    便簽、提案、紀錄、新聞稿及說帖等）實務寫作及程式介紹， 

共 3 節。（申述） 

三、教育訓練日期時間：107年 2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
12 時，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4樓集會堂 (臺中市西

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 號)，參加人員：本所全體員工。（歸

結） 
四、所需經費為講座費 4,800 元（1,600*3）及講座往返交通費

（臺南至臺中來回高鐵票），擬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

鐘點費支給規定」，於本所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勻支。（經
費動支） 

五、請本府人事處核給參加人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 小時，並 

    請本處廳舍管理科協助提供當日場地使用設備。 

   （補充說明或其他單位應配合事項） 

六、檢附講師資歷及員工教育訓練課程表各 1份。（附件） 

擬辦：於簽奉核可後轉知本府一、二級機關，依業務實際需求須精

進公文書寫作技巧同仁為主，再開放新進同仁參與參加研
習。（於簽奉核可後，將如何處理……） 

 

保存年限： 

檔    號： 

於  秘書處文檔科 

107 年 1 月 16 日 



簽及稿之製作方法-先簽後稿
◎有關政策或重大興革、尚無結論、重要人事，或其他須先行簽請

核示之案件，應先簽(使用大簽)准後，再依簽辦公文稿發文。先

簽後稿之案件種類如下:

• 有關政策性或重大興革案件。

• 牽涉較廣，會商未獲結論案件。

• 擬提決策會議討論案件。

• 重要人事案件。

• 其他性質重要必須先行簽請核定案件。

◎應於稿面加註「先簽後稿」

◎置放順序為：1.最上面置放「公文稿」2.經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

之「簽」置於中間 3.如有對方來文則置於最下面



 

 

 

裝  

訂   

線     

簽  

 

主旨：為辦理「公文程式條例」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八條修正案，簽請核示。 

說明： 

 一、鑒於國際間交往日愈密切，文書資料來往頻繁，歐美文字都是

由左至右橫式排列，國內目前直式書寫如遇引用外文或阿拉伯

數字時，往往形成杆格。 

 二、爲與國際接軌並兼顧電腦作業平臺屬性，使公文製作更具便利

性，進而提升公文處理效率。爰擬具「公文程式條例」第七

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擬辦：於簽奉核可後，提交本（000）年 00 月 00 日本院第 2852 次會

議決議通過後，併送請立法院審議。 

 
 

科員○○○         

0810/0930 

科長○○○      

0810/0935 

處長○○○        

0810/0940 

 

              

 

 

 

 

 

 
敬會法規會           

科員○○○ 

0810/0945 

科長○○○ 
0810/0955 

主任委員○○○ 

0810/1000 

 副秘書○○○ 

0810/1005 

 

秘書長○○○ 

 

0810/1010 

副院長○○○ 

0810/1020 

 

可 

○○ 

0810/1430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一層決行 

保存年限： 

檔    號： 

於  秘 書 處 

000 年 00 月 00 日 



發

0815/1020

科長○○○



簽及稿之製作方法-簽稿併陳
◎文稿內容須另作說明或析述，依法准駁而案情特殊，或限期辦理不
及

先行請示之案件。此時將簽(得使用大簽或小簽)與文稿同時陳閱，方

便長官瞭解案情，據以判發，以提升公文處理效率，稱為簽稿併陳。

簽稿併陳之案件種類如下：

• 文稿內容須另為說明或對以往處理情形須酌加析述之案件。

• 依法准駁，但案情特殊須加說明之案件。

• 須限時辦發不及先行請示之案件

◎應於稿面加註「簽稿併陳」。

◎置放順序為：1.最上面置「簽」。

2.所辦之「公文稿」置於中間。

3.如有「對方來文」則置於最下面。



簽稿併陳 
簽  

主旨：為辦理本府 000 年度員工教育訓練一案，簽請核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 

說明： 

一﹑依據「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計畫」及 000 年 00月 00 日省府

委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引據） 

  二﹑本府 000 年員工教育訓練講座擬聘請嘉義大學邱講師忠民 

      擔任，內容為「公文寫作技巧」課程共 4節。（申述） 

三、教育訓練日期時間：000 年 00 月 00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地點：本府 2 樓會議室，參加人

員：本府全體員工。（歸結） 

四、所需經費為講座費 8,000 元（2,000*4）及講座往返交通費

臺南至金門來回機票，擬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於本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經費動支） 

五﹑請行政室協助提供當日場地使用設備及茶水。 

（補充說明或其他單位配合事項） 

  六、檢附講師資歷及員工教育訓練課程表各 1份。（附件） 

擬辦：於簽奉核可後轉知本府全體職員工，當日除差假外，一律

參加研習，全程參與者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4 小

時，謹附雙稿，敬請核示。 

（於簽奉核可後，將如何處理……） 

 

擬發文          敬會 行政室 會計室 
科員○○○0108/1335 
科長○○○0108/1350 

保存年限： 

檔    號： 

   

一層決行 

於  人 事 室 

中華民國 000年 00 月 00日 



（稿1） 

福建省政府  函（稿） 
地址：00000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34號 

聯絡人：○○○ 

電子信箱：fkpg00@msi.gsn.gov.tw 

聯絡電話：082-372593 

傳真電話：082-322340 

受文者：本府各組、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閩人訓字第0000000000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辦理本府000年度員工教育訓練一案，請轉知本府同仁

踴躍報名參加，希切實照辦。 
說明： 
  一、為訓練本府同仁公文寫作能力及技巧，提升公文品質與行 

      政效率，訂於 000 年 00月 00 日（星期○）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辦理本府 000 年度員工教育訓練—公文 

      寫作技巧訓練。 

  二、課程內容包括公文寫作格式及函稿之撰擬，公文用語（起 

      首語、期望語、稱謂語、引述語、經辦語、論斷語、准駁 

      語等），公文簽署、會辦、蓋印及簽稿會核單，簽之寫作 

      格式、用語、簽核、會辦及蓋章。 

  三、請轉知本府全體職員工，當日除差假外，一律參加研習， 
      全程參與者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4小時，參加人員 

      由各組、室彙報本府人事室。 

正本：本府各組、室 

副本：省主席辦公室、秘書長室、本府人事室 

主 席 陳 ○ ○（簽字章） 

 

擬發文          敬會 行政室 會計室   

科員○○○0108/1535 
科長○○○0108/1540 

檔    號： 
保存年限： 

    

一層決行 
 



 

裝 

訂 

線 

（稿2） 

福建省政府  函（稿） 
地址：00000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34號 

聯絡人：○○○ 

電子信箱：fkpg00@msi.gsn.gov.tw 

聯絡電話：082-372593 

傳真電話：082-322340 

受文者：邱講座忠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閩人訓字第0000000000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敦聘尊臺擔任本府000年度員工教育訓練公文寫作技巧訓

練講座，請查照俞允。 
說明： 

一、為訓練本府同仁公文寫作能力及技巧，提升公文品質與行政

效率，訂於000月00日（星期○）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
辦理本府000年度員工教育訓練公文寫作技巧訓練。 

二、課程內容包括公文寫作格式及函稿之撰擬，公文用語（起首

語、期望語、稱謂語、引述語、經辦語、論斷語、准駁語等），
公文簽署、會辦、蓋印及簽稿會核單，簽之寫作格式、用語、

簽核、會辦及蓋章。 

三、講座如有補充講義資料及教具配合事項，請事先電告本項
教育訓練承辦人員，俾利準備。本訓練承辦人員：組員 

○○○，聯絡電話：082-372593，傳真：082-322340， 

E-mail：fkpg00@msi.gsn.gov.tw。 
正本：邱講座忠民 

副本：本府第一組、會計室、人事室 

主 席 陳 ○ ○（簽字章） 

擬發文          敬會 行政室 會計室 

科員○○○0108/1540 
科長○○○0108/1550 

檔    號： 
 
保存年限： 

    

一層決行 



簽及稿之製作方法-以稿代簽
◎案情簡單，文稿內容已明，勿須另作說明，或例行承轉之
案件。此時直接辦稿陳核判後繕發，不須另行上簽者，稱為
以稿代簽。以稿代簽之案件應在來文註明「以稿代簽」後承
辦員蓋章即可，兩紙並陳，公文稿依程序陳核判發。其種類
如下：

• 一般案情簡單案件。

• 例行承轉之案件。

◎應於稿面加註「以稿代簽」

◎置放順序為：1.最上面置放所辦之「公文稿」。

2.「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



行政院  函 
地址：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33566920 
聯絡人：曾建鈞  02-33566671 
電子郵件：hugo@ey.gov.tw 

受文者：各部會行總處署、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 

        福建省政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 

        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格）書寫，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各部會行總處署、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福建省政府 
副本：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各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檔    號： 
保存年限： 

助理馬淑珍 0327/0930



以稿代簽 

教育部  函（稿） 
機關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馬淑珍 
電話：02-7736-5907 
Email：mashu@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臺教綜（三）字第10400412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院函影本1份（ 1040041274_Attach.pdf1個電子檔） 
 

主旨：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

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格）書寫，請查照。 
說明：依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辦理。 

 
正本：各國立大專校院、部屬機關（構）、本部各單位 
副本：  

部長 ○○○（職銜簽字章）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司（處）長決行 

第2層決行 

擬發文              敬會秘書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代為 

決行 



以稿代簽

科員林淑敏 0905/1420



以稿代簽

擬發文

(稿)



簽稿核章應注意事項
• 文書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員，均應於文面適當位置蓋職名
章，並註明時間(例如3月14日下午3時30分，縮寫
(0314/1530)，但決行者得簽名或蓋章，簽名必須清晰，
以能辨明 為何人所簽。

• 決行人於公文決行處簽名或蓋章，另於公文審核處或承辦
單位處均不必重複核章。

• 除第一層決行之文稿外，其餘二、三層「代為決行」之文

稿，均應於決行欄位加蓋二層 或三層 章。

• 代理他人決行者，代理人應於本人簽名或蓋章右下方加註
「代」字，並註明代理原因。

代為
決行

代為決行



簽稿核章應注意事項
• 決行人對陳判之文稿，應明確批示。同意發文，批示
「發」；認為無繕發必要尚須考慮者，宜作「不發」
或「緩發」之批示。

• 代判核章—先簽後稿案件﹐稿如由第二層人員依第一
層之簽代判者，其決行層級仍設為第一層，決行欄位
應註明或加蓋「案奉核定」 章之字樣，不得蓋

「代為決行」章。文末亦無須加註「本案依分層負責

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等字。

• 以簽、稿送會時，機關內政部單位間，應經承辦單位
主管（課長或主任)親自核章後送會。

案奉
核定



簽稿核章應注意事項
• 決行之種類

• 首長決行—係指文案由首長本人核閱後親自簽名或蓋章。

• 襄助決行—係指文案由機關首長依案件屬性（如︰非複雜
性、經常性或表格……等)授權副首長、主秘或核稿秘書

使用機關首長甲、乙、丙章決行。

• 代理決行—係指機關首長請假，由代理人代為決行。

• 代判—係指先簽後稿案件，稿得由第二層人員依第一層

之簽代判。

• 代為決行—係指依機關分層負責辦法，授權次依層級主管
決行。



公文用語－稱謂語（一）
稱謂語 適用範圍 舉例 備註

鈞

有隸屬關
係的下級
機關對上
級機關用
之。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總處、
署稱行政院為「鈞院」；各鄉、
（鎮、市、區）公所稱直屬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為「鈞府」。

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
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
函：「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
用語，均無須挪抬（空
格）書寫。」

大

無隸屬關
係的較下
級機關對
較上級機
關用之。

行政院所屬機關、各縣（市）政府
稱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
院為「大院」；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稱各級法院為
「大院」；稱審計部、考選部、銓
敘部為「大部」：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為「大會」。

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
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
函：「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
用語，均無須挪抬（空
格）書寫。」



公文用語－稱謂語（二）
稱謂語 適用範圍 舉例 備註

貴

1.有隸屬關係之上級
機關對下級機關用
之。

2.無隸屬關係之機關
相互間用之。

3.機關與團體相互間
用之。

4.上級機關首長對下
級機關首長用之。

1.行政院稱其下之部、會為
「貴部」、「貴會」；縣
政府稱鄉公所為「貴公
所」。

2.縣（市）政府稱縣（市）
議會為「貴會」。

3.教育部稱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為「貴會」。

4.縣長稱鄉長為「貴鄉長」

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
臺綜字第 1040127907號
函：「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
用語，均無須挪抬（空
格）書寫。」

鈞長
鈞座

1.屬員對長官。
2.有隸屬關係之下級

機關首長對上級機
關首長用之。

1.科員稱科長、處長或縣長
為「鈞長」、「鈞座」。

2.鄉（鎮、市、區）長稱縣
（市）長為「鈞長」、
「鈞座」；行政院所屬各
部、會、行、總處、署稱
行政院長為「鈞長」、
「鈞座」。

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
臺綜字第 1040127907號
函：「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
用語，均無須挪抬（空
格）書寫。」



公文用語－稱謂語（三）
稱謂語 適用範圍 舉例 備註

臺端

1.機關對人民用之。
2.機關對屬員用之。
3.首長對屬員用之。
※99年1月22日文書處理
手冊第11頁、59頁已
將「台端」改為「臺
端」。「台」是指喜
悅之意；「臺」是指
觀四方而高者，是對
人民或屬員之尊稱。

1.縣政府對人民
稱謂為「臺端」。

2.鄉公所對所屬
「王清廉課員」
稱謂為「臺端」。

3.市政府對所屬
「林嚴謹主任」
稱謂為「臺端」。

行政院104年3月
25日院臺綜字第
1040127907號函：
「自即日起有關
公文之期望、目
的及稱謂用語，
均無須挪抬（空
格）書寫。」

先生、
女士、君

機關對人民用之。 鄭憲民先生、張香敏
女士、趙于宗君。



公文用語－引據﹙述、敘﹚語（一）
引述語 適用範圍 舉例

依……
函辦理。

1.於告知辦理的依據時使用
2.一般用於說明一
3.對上行文使用依，以示尊重
4.「依」表示順從、服從之意

1.依鈞府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辦理。﹙下對上﹚

2.依鈞院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辦理。﹙下對上﹚

依據…
函辦理。

1.於告知辦理的依據時使用
2.一般用於說明一
3.對平行文、下行文使用依據
4.「依據」為憑依、仗恃、

按照之意

依據貴府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辦理。﹙平行間﹚
依據貴所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辦理。﹙上對下﹚

復……
函。

1.於答復對方來文時使用
2.一般用於說明一
3.對下行文、平行文使用復
4.「復」為答復之意

1.復貴所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平行間、上對
下﹚

2.復臺端000年00月00日陳請書。



公文用語－引據﹙述、敘﹚語（二）
引述語 適用範圍 舉例

諒蒙鈞察
、諒察
、鑒察

對上級機關發文後續
……（發文機關自稱、
日期、字號、文別）
諒蒙鈞察、諒察
、鑒察

1.本府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諒蒙鈞察。

（上行文
2.本所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諒察。（上行文）

諒達

對平行機關或團體、人
民發文後續函時用諒達
（發文機關自稱、日期
、字號、文別）諒達

1.本部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諒達。（平行機關）

2.本所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諒達。（團體、人民）

計達

對下級機關發文後續
函時用計達
（發文機關自稱、日
期、字號、文別）計達

本府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計達。（下級機關）



公文用語－經辦語

經辦語 適用範圍 舉例

遵經、
遵即、
遵查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時用之。 有關本校○教授○○涉及性騷擾
案，本校遵經鈞部訂定「校園性
騷擾防治辦法」之規定，由校評
會審議予以解聘。

業經、
經已、
爰經、
嗣經

表示本案件已經辦理過（對
上行文、平行文及下行文均
通用）。
※業=已經，不寫業已

有關公文橫式書寫資訊作業，業
經行政院於000年00月00日院授研
管字第00000000000號函頒「公文
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可供參
考。

均經、
並經

表示二件以上案件，都已經
辦理過（上行文、平行文及
下行文均通用）。

關於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之作
業規範及技術規範，均經行政院
於000年0月0日修正完畢。



公文用語－按語、論斷語
論斷語 適用範圍 舉例

查 於案情說明後，要進一
步敘明事實、引述規定
或依據時用

有關工友請事假擬義一案，「查」工友管理要點
第10點規定，工友請假，各機關學校應比照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復查、
再查

繼續要敘述其他有關之
事實、狀況或規定時用

「復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規定略以，
公務人員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5日。

另查 要敘述相反面向之事實、
狀況或有關規定時用

「另查」銓敘部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號函釋規定：「已滿規定期限之事假，
自滿假之日起不予扣除例假日，按日扣除奉薪。」

又查 針對相反面向之事實、
狀況再作敘述或補充規
定時使用

「又查」銓敘部000年00月00日○○○字第
0000000號書函釋略以：重申該部000年00月00日
○○○字第0000000號函釋規定，超過規定期限之
事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雖無規定一定之期限，
但機關長官得視請假事實予以核定。



公文用語－准駁語

准駁語 適用範圍 備註

如擬、可、准、
照准、准如所請、
如擬辦理、
准如所擬

機關首長於公文最
後決行或核定，表
示同意時用之。

姑予照准、尚
無不合、似可
照辦等語不宜
使用

不准、緩議、
再議、駁回、
未便照准、
應毋庸議、
著毋庸議

機關首長於公文最
後決行或核定表示
不同意時用之。



公文用語－抄送語

附送語 適用範圍 舉例

檢陳、
附陳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
致送附件時用之。

檢陳本鄉000年00月份
人口統計表1份。

檢送、
附送

對平行機關或不相
隸屬機關致送附件
時用之。

檢送修正「公營事業移
轉民營條例」第十四
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檢送、檢附
檢發。附

對下級機關致送附
件時用之。

檢附上揭函及附件影本
各1份。



公文用語－結束語
結束語 適用範圍 舉例

敬呈、謹呈 對總統報告用 敬陳秘書長 轉呈、 敬呈
總統 總統

簽呈、謹呈 對總統簽末用 簽呈、 謹呈
總統 總統

敬陳、謹陳 對長官報告用 敬陳、 謹陳
院長 縣長

簽陳 對長官簽末用 簽陳
市長

此致、此上 於便箋用 此致
政風處、 人事室此上



法律統一用字表（一）

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公布、分布、頒布 布 佈

「布」字已含「人」在內
布：發布、宣布、布置、布告、布達
佈：佈道、傳佈

徵兵、徵稅、稽徵 徵 征 徵指國家召集；征指出兵征伐

部分、身分 分 份

不可計數（量化）用分，
如：身分證、一部分、大部分、本分、情分、
過分、充分
可計數（量化）用份，
如：1份、2份、月份、股份、省份

帳、帳目、、帳戶 帳 賬 賬是帳的俗字

韭菜 韭 韮 韮是韭的俗字

礦、礦物、礦藏 礦 鑛 礦與鑛自古並用，指銅、鐵、璞石等
釐訂、釐定 釐 厘 厘是釐的俗字
使館、領館、圖書
館

館 舘 舘是館的俗字



法律統一用字表（二）

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穀、穀物 穀 谷 穀是糧食的禾木植物之總稱，如：五穀

谷是兩山間之流水道，如：谷底、山谷
行蹤、失蹤 蹤 踪 踪是蹤的俗字

妨礙、障礙、阻礙 礙 碍 碍是礙的俗字
賸餘 賸 剩 剩是賸的俗字，賸是用有餘之意
占、占有、獨占 占 佔 佔是占的俗字
牴觸 牴 抵 「牴」是觸」；「抵」是「推」

雇員、雇主、雇工 雇 僱 名詞用「雇」

僱、僱用、聘僱 僱 雇 動詞用「僱」

贓物 贓 臟 「贓」指貪污受賄所得的財務
「臟」指內臟器官的統稱

黏貼 黏 粘 一從黍，一從米；從黏較多



法律統一用字表（三）
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計畫 畫 劃 名詞用「畫」如：計畫、計畫書、年度計畫
策劃、規劃、擘劃 劃 畫 動詞用「劃」如：策劃、規劃、擘劃、重劃

蒐集 蒐 搜 「蒐」是聚集；「搜」是索求，如：搜查、搜尋
菸葉、菸酒 菸 煙 「菸」由菸草採葉烘烤製成故用菸

儘先、儘量、儘速 儘 盡
「儘」當動詞解作極盡，如：儘先、儘量、儘速

當副詞解作任憑、不加限制，如：儘管
「盡」當動詞解作全力用出，如：盡力、盡責任

當副詞解作都、全，如：盡人皆知、
盡數收回

麻類、亞麻 麻 蔴 蔴是麻的俗字
電表、水表 表 錶 錶是表的俗字

擦刮 刮 括
「刮」是拭擦、除去，如：刮垢、刮目相看
「括」是包容，如：包括、概括；

又作搜求，如：搜括



法律統一用字表（四）
用字 舉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拆除 拆 撤
「拆」是打開、分散，如：拆卸、拆除、拆夥、
「撤」是免除、取回，如：撤銷、撤職、撤除、

磷、硫化磷 磷 燐
「磷」是化學非金屬元素；
「燐」是化學元素，如：燐火

貫徹 徹 澈 「徹」是貫通、自始至終，如：貫徹、透徹、徹頭徹尾

澈底 澈 徹 「澈」是水清見底，如：澈底、清澈

祗 祗 只 副詞；只為祇之簡體字

並 並 并
「並」＝同、位置相等（形），一齊、共同、完全
（副），和（連）
「并」＝合（動），并州（名）

聲請 聲 申 對法院用「聲請」，如：聲請羈押，簡稱聲押

申請 申 聲 對行政機關用「申請」，如：申請駕照、申請獎學金

關於、對於 於 于 于為於的古字，今統一用於字



法律統一用字表（五）
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給與 與 予 給與實物，如：給與紙筆、講義、飲料、食物等

給予、授予 予 與 給予名位、榮譽等抽象事物，如：給予結業證書

紀錄 紀 記 名詞用「紀錄」，如：會議紀錄、主席：○○○

紀錄：○○○

記錄 記 紀 動詞用「記錄」，如：記錄詳實

事蹟、史蹟、遺蹟 蹟 跡 蹟指功業、前人或事務的遺痕，如：古蹟

蹤跡 跡 蹟 跡指腳印、痕跡，如：足跡、跡象、蹤跡

糧食 糧 粮 粮是糧的俗字

覆核 覆 複 覆核係指由上級再審核一遍，
如：覆審、覆試、覆轍、反覆

復查 復 複 復查係指由原單位或當事人再審查一遍，
如：函復、謹復、敬復、復次

複驗 複 復 複驗係指由不同單位或機關多方審驗，
如：重複、複習、複決、複印

日據 據 治 為求機關公文用字正確表達我國主權有一致性規範
（行政院102年7月23日院臺綜字第1020142199號函）

取消 消 銷 「取消」指消除已成立的事（中華民國104年12月16日
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第14次會議通過新增一則）



常見公文疑義文詞用字表（一）

用字舉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需 需 須

「需」＝一定要「有」、NEED，當主動詞，下接名

詞，

如：必需品、需才、不時之需

通用：必需＝指不可或缺的 必須＝指事理上必要

須 須 需

「須」＝一定要「做」、MUST，當助動詞，下接動詞，

如：須知、亟須、仍須、務須

通用：需要＝一定要「有」 須要＝一定要「做」

做 做 作

「做」＝指具體東西的製造、有「興辦」之意，

如：做事、做案、做主、做作

作 作 做

「作」＝指抽象的形容，

如：作業、作為、作法、作成



常見公文疑義文詞用字表（二）
用字舉例 統一用字 錯誤用字 說 明

周 周 週 「周」＝指完整、完全，如：周全、周知、周到、周圍

週 週 周 「週」＝指循環不止，如：週年、一週、週轉、週期

察 察 查
「察」＝指仔細觀看、考核，
如：洞察、覺察、體察、觀察、審察、考察、明察暗訪
通用：查訪＝調查案情 察訪＝觀察瞭解

考查＝衡量檢查 考察＝實地觀察
巡查＝邊走邊看 巡察＝巡視考察

查 查 察
「查」＝指檢查、查驗，
如：查報、查證、查辦、究查、追查、徹查、復查、複查
通用：檢查＝查看點驗 檢察＝法律術語

偵查＝法律術語 偵察＝軍事術語
查看＝檢驗事情 察看＝仔細觀看



公文慣用語詞（一）
• 文中僅有1連接詞時，須用「及」字；如：甲及乙。

• 有2個連接詞時，則上用「與」字，下用「及」字，

不用「暨」字作為連接詞；如：甲與乙及丙或甲、乙及丙。

• 「暨」字有典雅莊重的意味，所以作為標題、專有名詞，或

較正式、隆重的場合使用，如：「慶祝國父誕辰暨中華文化

復興節」、「歡迎董事長暨夫人蒞臨指導」、「資訊管理暨

工程學系」等。

• 有3個連接詞時，如：甲、乙、丙及丁。

• 有4個連接詞時，如：甲、乙、丙、丁及戊。

• 有5個連接詞時，如：甲、乙、丙、丁、戊及庚。



公文慣用語詞（二）
• 「省市政府」或「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用語，

均改為「省（市）政府」。

• 「縣市政府」改為「縣（市）政府」。

• 「鄉、鎮公所」改為「鄉（鎮）公所」。

• 「鄉、鎮（縣轄市）公所」改為「鄉（鎮、市）公所」。

• 「鄉、鎮（市）、區公所」改為「鄉（鎮、市、區）公所」

• 核定、備查之用法，如下：

• 「…擬訂……計畫，……請核定。」

• 「……訂定……計畫，……請備查。」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一）

◎代號（碼）：ISBN 988-133-005-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M234567890

◎編號：附表（件）1

◎發文字號：院臺秘字第0930086517號

◎序數：第4屆第6會期、第1階段、第1優先、第2次、

第3名、第4季、第5會議室、第6次會議紀錄、

第7組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二）

◎日期、時間：

民國93年7月8日、93年度、21世紀、公元2000年、7時50分、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520就職典禮、 72水災、

921大地震、911恐怖事件、228事件、 38婦女節、

延後3週辦理

◎電話、傳真：（02）3356-6500

◎郵遞區號、門牌號碼：

10001臺北市中正區忠正四路1段2號3樓304室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三）
◎計量單位：150公分、35公斤、30度、 2萬元、5角、35立方公尺、

7.36公頃、土地1.5筆、1份

※ 1式2份（95.10.23院臺秘字第0950049448號）

◎統計數據

• 百分比： 80﹪、3.59﹪

• 金額：※新臺幣6億3,944萬2,789元（3位數分解法）

※新臺幣1萬500元（104新版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

• 人數： 639,442,789人（3位數分解法）

• 比數： 1：3

•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
字使用原則」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四）

◎描述性用語：

一案、一律、一致性、再一次、一再強調、一流大學、

前一年、一分子、三大面向、四大施政主軸、

一次補助、 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每一位同仁、一支部隊、

一套規範、不二法門、三生有幸、新十大建設、國土三法、

組織四法、 零歲教育、核四廠、第一線上、第二專長、

第三部門、公正 第三人、第一夫人、三級制政府、

國小三年級

※「一案」（105.4.11文書處理相關釋例—院長電子信箱）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五）

◎專有名詞：

• 地名：九九峰

• 書名：三國演義

• 人名：李四

• 店名：五南書局

• 頭銜：恩史瓦第三世

◎慣用語：

• 星期：星期一或週一 ※實務上有書寫（一）屬錯誤

• 比例：十分之一

• 概數：三讀、三軍部隊、正月初五

• 約數：約三、四天、二三百架次、幾十萬分之一、七千餘人 、二百多人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六）

※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

●事務管理規則共分15編、415條條文

※法規內容之引敘或摘述：

●依兒童福利法第44條規定：「違反第2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1千

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兒童出生後10日內，接生人如未將出生之相關資料通報戶政及衛生主

管機關備查，依兒童福利法第44條規定，可處1千元以上、3萬元以

下罰鍰。



行政院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9日

發文字號：院授發社字第1061300008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政府服務躍升方案」如附件，並自即日實施，請查照轉知。

說明：配合旨揭方案頒行，自107年1月起辦理「政府服務獎」。另本院前頒行之「政

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於第九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結果核定公告日停

止適用。

受文者與密件及附件用法有誤

速別：普通件

第9屆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1份附件：如主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
期限」：填「絕對機密」、
「極機密」、「機密」、
「密」，解密條件或保密
期限於其後以括弧註記。
如非機密文書，則不必填
列。(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
處理手冊三十一、（三）
P.23)

「速別」：係指希望受文機關辦理之速
別。應確實考量案件性質，填列「最速
件」、「速件」或「普通件」。如為限
期公文，則不必填列。(行政院104年7
月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二）P.23)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
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
樣。(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
手冊三十一、（四） P.23)

第9屆─序數使用阿拉伯數字，例如第4屆第6會期、第1階段、第1優先、
第2次、第3名、第4季、第5會議室、第6次會議紀錄、第7組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P.66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教育部 書函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文(三)字第10800160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簡章、報名表、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申請表、CEF與各項英檢對照表(0016093A00_ATTCH1.docx、0016093A00_ATTCH2.doc、

0016093A00_ATTCH3.docx、0016093A00_ATTCH4.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辦理108學年度波蘭政府獎學金」甄選簡章、報名表、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申請表
及CEF與各項英檢對照表各乙份，請公告周知，並推薦符合資格優秀學子參加甄選，請查照惠辦。

說明：
一、依據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108年1月16日波蘭教字第1080000005號函辦理。
二、波蘭科學暨高等教育部108年援例續提供我國本獎學金受獎生20名（包括申請繼續深造之舊生11名

及今年擬選送之新生9名），於所屬公立大學就讀語言課程1學年，碩士班2學年、博士班4學年。
三、本獎學金申請者須由學校推薦，每校最多推薦5名，應繳文件須於108年3月8日前由學校備函送達本

部。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駐波蘭代表處教育組(含附件)

文中僅有1連接詞時，須用「及」字；如：
甲及乙。有2個連接詞時，則上用「與」字，
下用「及」字， 不用「暨」字作為連接詞；
如：甲與乙及丙或甲、乙及丙。有5個連接
詞 時，如：甲、乙、丙、丁、戊及庚。

附件與乙份及惠辦用法有誤

請查照辦理。

附件：簡章、報名表、波蘭國家學術交流總署申請表、CEF及各項英檢對照表各1份、
(0016093A00_ATTCH1.docx0016093A00_ATTCH2.doc、0016093A00_ATTCH3.docx、
0016093A00_ATTCH4.pdf共4個電子檔)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惟實務上「乙份」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

位）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1份 「惠」不能當助動詞，其後不能接動詞「辦」

行政規則須加註引號，常用之名稱有「要點」、「注意事項」、「規定」、「基準」、
「須知」、「程序」、「原則」、「措施」、「範圍」、「注意事項」、「規範」、
「計畫」、「作業程序」、「範本」、「方案」、「守則」、「章程」、「表」……等

與CEF及



僑務委員會 函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僑綜企字第108070002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簡章及海報（電子檔）各乙份 (A49000000B108070002600-1.pdf、A49000000B108070002600-2.jpg)

主旨：檢送本會「108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簡章及海報各乙份，請惠予協助

宣傳並鼓勵貴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至紉公誼。

乙份及至紉公誼用法有誤

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文書處理手冊P.91，本案例「至紉公
誼」應以刪除。因其為公務書信之結尾應酬語，指心中感佩不已，並非公文之期望語。
本案例屬於平行文，期望語使用「請查照」。

期望語闕如？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惟實務上「乙份」與「一份」
二者均有使用。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數
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1份

1份至紉公誼有誤應予刪除

請查照。

(A49000000B108070002600-1.pdfA49000000B108070002600-2.jpg)
共2個電子檔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
(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



屏東縣政府 函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0811652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610081_10811652400_1_2610081_10811652400_1.docx1個電子檔)

主旨：檢送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辦理「屏東縣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整體推動計畫課程推動及專業成長-教育合夥人方案-教育新航向實-卡簡單教學模式工作坊」計
畫一案，請貴校鼓勵教師、家長、公務人員及教育志工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108年3月29日108屏家協(精進)字第1080329001號函辦理。
二、辦理日期及時間：108年05月11日(六) AM8:30~PM16:30。
三、辦理地點：本縣大同高中。
四、報名方式：請線上報名，https://www.surveycake.com/s/9kp97。
五、請貴校轉知家長、教師踴躍報名，參加人員將依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
六、同意參與之教師公假登記出席，研習適逢週末，得於一年內申請補休1日，惟如有課務請自行調整。
七、檢附實施計畫1份。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副本：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附件與複引及鄉鎮公所用法有誤

行政院99年1月14日修正文書處理手冊修正草案對照表說明欄七規定,基於法規名
稱毋須使用引號,故公文書於寫「法律」名稱或「法規命令」之名稱時,「不再加
註引號」,但「行政規則」仍應加註引號「」。本案例「屏東縣107學年度計畫精
進國民中小學……教學模式工作坊計畫」之名稱屬於行政規則故應加註引號

「屏東縣107學年度計畫精進國民中小學……卡簡單教學模式工作坊計畫｣

星期六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1份

主旨：有關………一案 主旨：檢陳………1份
主旨：關於………一案 主旨：檢送………1份
有關、關於(指案件內容) 檢陳、檢送(指案件數量) 



屏東縣政府 函

受文者：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課字第104178068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 貴校函詢特教班教師具普通班教師資格，倘轉任為普通班教師後遇減班超額調動時，年資可
否併計普通班及特教班年資乙案，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校104年6月3日屏繁國人字第1040002357號函。
二、依據教育部100年5月5日臺人(一)字第1000066409號函釋有關現職特殊教育班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得否逕予轉任同校普通班教師疑義略以：「----本部99年8月10日台人(一)字第0990127500號函略
以，按同校教師轉任不同教育階段別或類科別教師，係以該校尚有可提供轉任之缺額為前提，倘
教師職務出缺，而有依規定分發（公費生）、介聘或列入超額精簡、因應課程調整保留名額及依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保留名額之情形，該缺額自無法再由同校教師轉任----。」，合先敘明。

三、本縣因少子化影響，普通班減班及超額教師嚴重，現階段因保留名額之需無法同意特教班教師轉
任普通班任教，倘爾後貴校如有特教班教師轉任為普通班教師，貴校遇減班超額介聘，於計算超
額積分時，該師二者年資是否併計，因涉現（久）任普通班教師之積分比序，請依現行超額介聘
之相關規定辦理。

挪抬與撮引及節引用法有誤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
準，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期望、目
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
格）書寫。（行政院104年3月25日
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一案─有關「一案」一詞，因其
性質屬描述性用語，為求簡淺明
確，應依數字使用原則第3點規
定使用中文數字，即「一案」。
(105.4.11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院長電子信箱)

撮引─即撮要簡述，可刪改原文；但不能變
更原意，於文首加略以、略稱、略謂、略云
、略開之後加逗號即可。即略以，

節引─即重要部分用引號原文照錄，不重要部文字用
刪節號‧‧‧‧‧‧6個點表達，因此不得刪改原文。

……。」

……本部

略以，

請查照一案

有關貴校

復貴校



金門縣政府 函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民宗字第10800124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12475A00_ATTCH1.pdf、0012475A00_ATTCH2.pdf)

主旨：檢送本縣金城鎮庵前劃測段700地號有（無）主墳墓公告、位置圖乙份，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

，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南部地區營產處108年2月12日備南工營字第1080000749號函辦理。

二、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第39條、第41條辦理。
正本：全國各縣(市)政府(含連江縣)、本縣各鄉鎮公所

副本：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南部地區工程營產處、本府民政處

附件與複引及鄉鎮公所用法有誤

說明：
一、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第39條、第41條辦理。
二、依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南部地區營產處108年2月12日備南工營字第1080000749號函辦理。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如主旨」、
「如說明○」，儘量不填「如文」或「隨文」。(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
(四))P.23。本案例應加填「本縣金城鎮……（無）主墳墓公告、位置圖各1份」
(0012475A00_ATTCH1.pdf0012475A00_ATTCH2.pdf共2個電子檔)或「如主旨｣

1份

各鄉(鎮)公所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惟實務上「乙份」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
位）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一文輾轉連引多件法條或文號時，先法條後文號，
法條依憲法＞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嘉義縣政府 函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民禮字第10800212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021265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本縣大林鎮第一公墓部分土地(大林鎮下埤頭段下埤頭小段486、486-2、497-1地號)，廢止

公告乙紙，惠請協助張貼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辦理。
正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嘉義縣政府除外)、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民政處宗教禮俗科

乙紙與惠請及縣市政府用法有誤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
「如主旨」、「如說明○」。(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P.23。
本案例應加填 (0021265A00_ATTCH1.pdf1個電子檔)或「如主旨｣

1紙

各縣(市)政府

請或請惠予

各鄉(鎮、市)公所

第1公墓

第1公墓─序數使用阿拉伯數字，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
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行政
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 行政院101.10.29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所詢「惠請」一詞之用法，該手冊並未規定，惟查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對於該二字之釋義，「惠」與「請」均可作為「對人
有所請求的敬詞」之意，毋須同時使用。

• 「惠」是將好處分給人的意思，是請求、感謝人的謙詞。

•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 統計數據（如百分比、金額、人數、比數等）使用阿拉伯數字
• 例如：80%、3.59%、6億3,944萬2,789元、1萬500元、639,442,789人、1：

3

「縣市政府」改為「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改為「鄉（鎮、市
）公所」(公文慣用語詞)。



臺中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建養園景字第10800106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敬請貴單位落實加強辦理都市公園綠地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檢查及清潔、修復等工作，詳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8年1月10日營署工程字第1081004534號函辦理。
二、檢送上開說明段一函文及兒童遊樂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一份供參。

貴單位與一份及主旨言簡意賅用法有誤
,,

主旨：函轉內政部營建署籲請落實加強辦理都市公園綠地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檢查及清潔、修復等
工作，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8年1月10日營署工程字第1081004534號函辦理。
二、檢附上揭函影本及「兒童遊樂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各1份供參。

檢附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兒童遊樂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函影本上揭 1份

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

，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

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公文係機關與機關間往來之文書，發文者與受文者皆為機關並非單位，故寫「貴單位」係矮化對方應
予刪除，本案例應寫「貴所」或刪除不書寫「貴單位」(文書處理手冊壹、總述一、P.1)。

敬詞適用於對上行文

起首語闕如？

函轉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函

受文者：國立交通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研展字第10630801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會106年度委託研究案「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提升服務效能及創新發展之研究」

1案，自106年3月20日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站公開上網徵求研究計畫書，並於106年4月5

日截止收件，請轉發並鼓勵貴校各系所上網（http://web.pcc.gov.tw/）查詢及參與

甄選，請查照。

起首語闕如與1案及主旨冗長用法有誤

有關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一案

主旨：有關本會106年度委託研究案「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提升服務效能及創新發展之研

究」一案，請轉發並鼓勵貴校各系所上網（http://web.pcc.gov.tw/）查詢及參與

甄選，請查照。

說明：旨揭研究案自106年3月20日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站公開上網徵求研究計畫書，並於106

年4月5日截止收件。

一案─有關「一案」一詞，因其性質屬描述性用語，為求簡
淺明確，應依數字使用原則第3點規定使用中文數字，即
「一案」。(105.4.11文書處理相關釋例─院長電子信箱)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函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研綜字第10600169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1060016999_Attach01.xlsx、1060016999_Attach02.docx)

主旨：為落實本府性別影響評估機制，惠請貴機關填列「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並於107年2月9日

(星期五)前將檢視表送至本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4-107年)辦理。

二、本府各機關已於年初提報107年度重要施政計畫（新興計畫5,000萬元以上、延續性計畫1,000

萬元以上之計畫）先期作業時一併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第一部分，經本會完成初步審查

後，本府共110件計畫(詳附件1)須依序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以及「第三部分─評估

結果」，請於107年2月9日(星期五)前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回覆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承辦人

三、檢送本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詳附件2)，填寫範例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參考途徑：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主流化→性別影響評估→點選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區)。

限期公文速別與附件及回復用法有誤

回復檢附

此即限期公文
(1060016999_Attach01.xlsx、1060016999_Attach02.docx共2個電子檔)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速別：

1.訂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請在「主旨」內敘明，此即「限期公文」。
2.限期公文速別欄後面應留空白
(行政院104年4月28日院臺綜字第1040130453號函「修正文書處理手冊」
第19點〈三〉2)規定

行政院99年1月14日修正文書處理手冊修正草案對照表說明
欄七規定,基於法規名稱毋須使用引號,故公文書於寫「法律
」名稱或「法規命令」之名稱時,「不再加註引號」,但「行
政規則」仍應加註引號「」。本案例「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名稱屬於行政規則故應加註引號



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函

受文者：臺南市東區區公所

主旨：本府經濟發展局與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共同辦理「你就是改變的起點」及『幫助台

灣產業看見「微笑」』演講課程，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演講課程資訊如下：

(一)演講主題: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１、講座：嚴長壽（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２、時間：103年6月23日(一)13：30-15：30。

３、地點：南台灣創新園區(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

(二)演講主題:幫助台灣產業看見「微笑」。

１、講座：施振榮（智榮集團董事長）。

２、時間：103年7月11日(五)14：00-16：00。

３、地點：南台灣創新園區(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

二、如欲參加請逕至活動網站（http://goo.gl/bim3cI）線上報名。

標點符號與星期及時間用法有誤

先用單引「」，後用雙引『』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
附錄4 「標點符號表」P.64)

星期一

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星期五

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

下午2時至4時

臺南市

臺南市

「幫助台灣產業看見『微笑』」

嚴董事長長壽（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施董事長振榮（智榮集團）

查實務上各機關公文製
作時，針對時間多採12
小時制，如上午9時、
下午1時30分等方式表
述，較為清楚明瞭。
(行政院102.9.6院長電
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
例)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函

受文者：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主旨：為提升醫療人員對於腸病毒與兒童常見傳染病臨床診斷與處置之專業能力，本局與奇

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特舉辦「臺南市107年度腸病毒及兒童急性傳染病防治醫療

人員研習」，請貴單位派員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107年傳染病防治計畫辦理。

二、旨揭研習於本（107）年06月02日（六）下午01時00分至05時30分，假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5樓─國際會議廳。

三、本訓練提供醫師繼續教育學分、護理師繼續教育學分、醫事檢驗師繼續教育學分及公

務人員學分。

四、本局下載專區（https://goo.gl/W3Xo8X）下載。報名日期至5月31日下午5點或200名

額滿為 止，請至線上報名專區（網站聯結：https://goo.gl/X6oCP2）報名；如有報

名問題請電洽本次活動承辦人王先生（電話：06-6357716轉359）。

貴單位與星期及時間用法有誤

貴機關(構)

分機

下午5時

6月2日(星期六)下午1時至5時30分

公文寫本年不寫今年；寫日不寫天；寫時不寫點

星期六或週六─慣用語(如星期)使用中文數字，公文書橫式
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7)

公文係機關與機關間往來之文書，發文者與受
文者皆為機關並非單位，故寫「貴單位」係矮
化對方應予刪除，本案例應寫「貴所」、「貴
屬」、「貴機關(構)、學校」或刪除不書寫
「貴單位」(文書處理手冊壹、總述一、)。



臺東縣○○鄉公所 函

受文者：原住民族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那一年的曙光!南迴海邊釣魚比賽海報(0011204A00_ATTCH3.JPG)

主旨：檢送本所「臺東縣太麻里鄉000年度─那一年的曙光!『南迴海邊釣魚比賽』」海報及報名網址

資訊乙份，詳如說明，敬請貴機關協助宣傳，並鼓勵所屬相關單位或愛好釣魚休閒活動人士參

與，至紉公誼，請查照。

說明：

一、本系列活動訂於000年00月00日上午6點整至000年00月00日下午6點整假太麻里鄉曙光園區。

二、隨函檢附活動海報電子檔1份與報名網站供參。

惠請與無任感荷及乙份用法有誤

1份

「至紉公誼」應予刪除

那一年的曙光!南迴海邊釣魚比賽海報1份(0011204A00_ATTCH3.JPG)1個電子檔

6時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
惟實務上「乙份」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 位）者，使用阿拉
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文書處理手冊P.91，
本案例「至紉公誼」應以刪除。因其為公務書信之結尾應酬語，指心中感佩不
已，並非公文之期望語。本案例「至紉公誼」應予刪除。

敬詞是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使用，上級機關對下
級機關不宜使用「敬請」應使用「請」即可

請

公文寫「本年」不寫「今年」；
寫「日」不寫「天」；
寫「時」不寫「點」

• 文中僅有1連接詞時，須用「及」字；如：

甲及乙。有2個連接詞時，則上用「與」字，

下用「及」字， 不用「暨」字作為連接詞；

如：甲與乙及丙或甲、乙及丙。

及



屏東縣○○鄉公所 函

受文者：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海報 (519068_00030513700_1_519068_00030513700_1.jpg)

主旨：本所預定104年5月30、31日辦理「2015屏東枋山愛文芒果國際嘉年華會」活動，惠請協助公告張貼
、網站連結及跑馬燈等宣傳，無任感荷。

說明：
一、活動內容網址http://www.cheng-en.tw/0000mango/mango_shop_m4.html#或上屏東縣枋山鄉公所網

站。
二、檢送本活動宣傳海報(電子圖檔)一份。

惠請與無任感荷及乙份用法有誤

• 行政院101.10.29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所詢「惠請」一詞之用法，該手冊並未規定，惟查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
本）對於該二字之釋義，「惠」與「請」均可作為
「對人有所請求的敬詞」之意，毋須同時使用。
• 「惠」是將好處分給人的意思，是請求、感謝人的
謙詞。

「請」或「請惠予」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
惟實務上「乙份」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 位）者，使用阿拉
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1份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為

海報1份(519068_00030513700_1_519068_00030513700_1.jpg)1個電子檔

訂於

檢附

請查照。



屏東縣○○鄉公所 函

受文者：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請至下列網址下載(http://odem.pthg.gov.tw/att.jsp)

主旨：函送本鄉辦理「2018屏東縣獅子鄉麻里巴農產文化節系列活動-到底！獅子好芒」文宣品乙份，
惠請 貴單位協助公告張貼、網站連結及跑馬燈等宣傳，無任感荷，請 查照。

說明：
一、活動相關訊息如下：

(一)活動日期：107年06月13日(六)~14日(日)。
(二)活動地點：獅子鄉獅頭山下廣場。
(三)活動官網：https://www.pthg.gov.tw/TownSzt/Index.aspx查詢，以上活動內容如有變更，以本

所網站公告為主。
二、檢送本活動文宣品(電子圖檔)乙份。

惠請與無任感荷及乙份用法有誤

• 所詢「惠請」一詞之用法，該手冊並未規定，惟查
• 行政院101.10.29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 對於該二字之釋義，「惠」與「請」均可作為「對人有
所請求的敬詞」之意，毋須同時使用。

• 「惠」是將好處分給人的意思，是請求、感謝人的謙詞。

6月13日(星期六)至14日(星期日)

• 行政院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第2點規定，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者，使用阿拉
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1 份」表示較為清楚。

1份

107

請貴所

檢附

請查照
。

1份

星期六或週六─慣用語(如星期)使用中文數字，公文書橫式
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7)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
準，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期望、目
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格）
書寫。（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
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公文文
字應簡淺明確」，文書處理手冊P.91，本
案例「無任感荷」應以刪除。因其為公務
書信之結尾應酬語，指心中感佩不已，並
非公文之期望語。本案例屬於平行文，期
望語使用「請查照」。

「無任感荷」應以刪除



臺中市○○區公所 函
受文者：○○○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字第10800012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台端與吳明鍛君車禍糾紛1案，前於107年12月7日於本所調解委員會作成之調解書，因委任狀
委任人、受任人填寫錯誤，請台端補正後郵寄本所調解委員會，俾憑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定，
請查照。

1案及台端用法有誤

• 行政院103.5.16、105.12.27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依「文書處理手冊」第18 點(三)5規定：機關對人民稱
「先生」、「女士」或通稱「君」、「臺端」。
• 先生所詢應使用「臺端」或「台端」之疑義，依上開規定，
各機關應使用「臺端」。一案

,,

臺端

臺端

1.行政院103.6.18、105.4.11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2.按「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以下簡稱數字使用原則）之訂定，旨在供各機關公文書橫式書
寫之數字使用時有一致之規範可循，其重點在於區分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統計意義或以阿拉伯
數字表示較清楚者（如發文字號、日期、代碼、序號），使用阿拉伯數字；另描述性用語、專有名詞
、慣用語或以中文數字表示較妥適者(如地名、人名、頭銜)，使用中文數字。

3.所提「一案」一詞，因其性質屬描述性用語，為求簡淺明確，應依數字使用原則第3點規定使用中文數
字(即寫「一案」；不寫「乙案」或「1案」)。



臺中市○○區公所 函
受文者：○○○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字第10700245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台端107年度1至12月承租本區光日段186-1地號土地租金計1萬1,605元及同地段186-1、187地
號等2筆占用土地使用補償金計1萬375元，共計新台幣2萬1,980元繳交事宜，請查照。

台端及新台幣用法有誤

• 新臺幣(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簽作法舉例、P.84)

新臺幣(以下同) 1萬1,605元

,,

同一文中使用2次或2次以上相同幣制時，於第一個幣制之後書寫新臺幣(以下同)，第2次或2次以上相同
幣制時，無須再書寫幣制名稱。
例如本案例應修正為：租金計新臺幣(以下同) 1萬1,605元及同地段186-1、187地號等2筆占用土地使用
補償金計1萬375元，共計2萬1,980元。

• 行政院103.5.16、105.12.27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依「文書處理手冊」第18 點(三)5規定：機關對人民稱「先生」、「女士」或通稱「君」、「臺端」。
• 先生所詢應使用「臺端」或「台端」之疑義，依上開規定，各機關應使用「臺端」。

臺端 新臺幣應予刪除



臺中市○○區公所 函（稿）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8日
發文字號：烏區農建字第108000039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為辦理本區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烏學字第96 號」之租約（地籍圖重測標示變更異動）變更登
記一案，特此通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三條及「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出賣或出典案

件與鄉（鎮、市、區）公所檢查聯繫作業要點」第四點辦理。
二、經查旨案有「臺中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七條之情形，本所依規定通知台端，請於接

到本通知函之日起二十日內申請租約變更登記，逾期未申請者，由本所逕行登記。
三、詳後附變更前後租約耕地標示清冊。

正本：潘守昌君、陳祝榮君

副本：本所農業及建設課

台端與法規引敘及主旨言簡意賅用法有誤
,,

公文如有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 本案例應加填1份。

臺端

「特此通知」贅述應予刪除 第3條

20日─計量單位使用阿拉伯數字，公文書橫
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
第0930089122號函)(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
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行政院99年1月14日修正文書處理手冊修正草案對照表說明欄七規定,基於法規

名稱毋須使用引號,故公文書於寫「法律」名稱或「法規命令」之名稱時,「不

再加註引號」,但「行政規則」仍應加註引號「」。本案例「臺中市耕地租約登

記自治條例」之名稱屬於「法律」故毋須使用引號。

法規內容之引敘或摘述使用阿拉伯數字(公文書
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P.67

第4點

第7條
20日內

「詳後附」更正為「檢附」

1份 行政院103.5.16、105.12.27院長電子信
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依「文書處理手冊」
第18 點(三)5規定：機關對人民稱「先
生」、「女士」或通稱「君」、「臺端」。
先生所詢應使用「臺端」或「台端」之疑
義，依上開規定，各機關應使用「臺端」。



臺北醫學大學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北醫校教字第107000397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校「社會與科技政策溝通平台計畫」擬於107年10月29日(一)、107年11月01日(四)、107年11月

02日(五)於桃園、台中、嘉義舉辦「科技與政策審議分區會議」，敬請惠允公告並鼓勵踴躍報名

參加。

擬於與星期及惠允用法有誤

請惠允非期望語應予刪
除，使用「請查照」

「惠」不能當助動詞，其後不能接動詞「允」，況有曰「惠允」是我同意他人之意，本案例將
「請惠允」刪除不用改為「請查照」。(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公文作法舉例、P.82)

訂於

為

,,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十六、公文製作一般原則如下： (一)文字使用應儘量明白曉暢，詞意清晰，以達到公文程
式條例第8條所規定「簡、淺、明、確」之要求，本案「擬」為不確定語詞宜刪除，改使用訂於。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星期一或週一─慣用語(如星期)使用中文數字，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
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7)

臺中 請

起首語闕如？

敬詞是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使用，平行機關不宜使用「敬請」應使用「請」即可



東海大學 函
受文者：國立中興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4日

發文字號：東茂研字第1082600008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東海關懷營志工招募海報 (東海關懷營志工招募海報.pdf)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第六屆東海關懷營」志工招募海報，敬請惠予協助公告，並鼓勵所屬學生踴
躍報名參加為禱。

說明：
一、「東海關懷營」為一關懷南投縣中寮鄉國小之暑期志工營隊，今年為第六屆；截至107年，總

計有來自6個國家、20所學校，約160位國內外志工投入服務學習，服務過7所中寮鄉小學，約
650位小學生。接受營隊完整訓練之志工，於服務後授與實習證書，可增進個人履歷經歷。

二、本營隊提供行前培訓課程，並結合僑委會海外青年華裔英語營之志工，加以學生應用專業知
能，於108/7/1~7/25進駐中寮鄉國小進行偏鄉服務。期能促進臺灣學子與外國志工的國際交
流，培養關懷社會之能力，體會助人壯己之精神。

期望語與標點符號及日期用法有誤

第6屆

請查照。
期望語闕如？

第6屆─序數使用阿拉伯數字，公文
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
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行
政院文書處理手冊P.66

108年7月1日至7月25日 公文程式條例第 8 條：「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並加具標點符號。」公文標點符號應
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錄4、標點符號用法表(P.63-64)之規定辦理。經查該「標點
符號用法表」並無〈〉〔〕｛｝“ ”【】《》 ﹟﹡／–〜—等標點符號。

東海關懷營志工招募海報1份 (東海關懷營志工招募
海報.pdf1個電子檔)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如
主旨」、「如說明四」。(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P.23。



國立交通大學 函
受文者：國立中山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7日
發文字號：交大倫理治字第10810002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相關資訊乙份 (10810002620-0-0.PDF)

主旨：本校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謹定於108年2月15日(星期五)舉辦「108年研究參與者保護
倫理講習會」，敬請惠予公告。

說明：
一、活動訊息：
（一）日期：108年2月15日(星期五) 09:00-11:40。
（二）地點：本校浩然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A廳。
（三）講題：創新及新醫療器材的臨床試驗。
（四）講者：黃義侑教授/所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二、報名方式：請於108年2月1日(星期五)中午12:00前完成線上報名。因故無法參加者，恕無法退
還報名費，但可轉讓他人參加，惟此變更至遲請於2月1日(星期五)中午12:00前通知。

時間及稱呼用法有誤

黃所長義侑

為

查實務上各機關公文製作時，針對時間多採12小時制，
如上午9時30分、下午1時30分等方式表述，較為清楚
明瞭。又依「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及「文書處理手
冊」第16點等規定，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明白曉暢、
詞意清晰，俾利受文者明確知悉。是以，各機關自應
依上述規定及方式辦理。(行政院102.9.6院長電子信

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期望語闕如？請查照。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1份

(10810002620-0-0.PDF1個電子檔)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
其他有關字樣─「如主旨」、「如說明四」。
(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P.23。

上午9時至11時40分

12時

12時對於有職位者之稱呼=姓+職稱+名字，
本案例應寫為「黃所長義侑」或「黃教授義侑」

按「乙份」或「一份」一詞之使用，
「文書處理手冊」並無規定，惟實務
上「乙份」與「一份」二者均有使用。
另依「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之「公文
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點規定，
數字用語具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
者，使用阿拉伯數字，是以份數可以
「1份」表示較為清楚。(行政院
96.6.28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
例)

平行文用「請」即可



銘傳大學 函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01月09日

發文字號：銘校研研字第10801100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一桃園校區交通資訊.pdf、附件二台北校區交通資訊.pdf)

主旨：本校研發處謹訂於108年2月14日(星期四)舉辦「學術倫理工作坊」，活動訊息詳如說明，誠
摯邀請所屬教研同仁踴躍報名參加，敬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活動訊息：(一)時間：108年2月14日(星期四)09:00至12:00 (報到時間：08:40-08:55)(二)

講題：「學術研究的知與行：違反學術倫理案例剖析」(三)主講人：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
所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潘璿安博士(四)地點：本校桃園校區P101 (主場限120人)、
台北校區E402大會議室(視訊連線限100人)。

二、活動報名至108年1月21日截止，活動報名網址http://eform.mcu.edu.tw/node/1643#over.
三、檢附(附件一)本校桃園校區交通資訊及(附件二)台北校區交通資訊。

附件一與時間及分項標號書寫用法有誤

附件1

上午9時至12時

說明：
一、
(一)

1、
(1)
甲

「文書處理手
冊」P.50附件3
分項標號書寫
格式舉例參照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頒之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代號（碼）、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使用阿拉伯數字

例如：ISBN 988-133-005-1、M234567890、附表（件）1、

院臺秘字第0930086517號、臺79內字第095512號

附件1

附件2

附件2

上午8時40分至8時55分
請

為

查實務上各機關公文製作時，針對時間多採12小時制，如上午9時30分、下午1時30分等方式表述，較為清楚明瞭。
又依「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及「文書處理手冊」第16點等規定，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明白曉暢、詞意清晰，俾

利受文者明確知悉。是以，各機關自應依上述規定及方式辦理。(行政院102.9.6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臺北醫學大學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北醫校教字第107000397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校「社會與科技政策溝通平台計畫」擬於107年10月29日(一)、107年11月01日(四)、107年11月

02日(五)於桃園、台中、嘉義舉辦「科技與政策審議分區會議」，敬請惠允公告並鼓勵踴躍報名

參加。

擬於與星期及惠允用法有誤

請惠允非期望語應予刪
除，使用「請查照」

「惠」不能當助動詞，其後不能接動詞「允」，況有曰「惠允」是我同意他人之意，本案例將
「請惠允」刪除不用改為「請查照」。(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公文作法舉例、P.82)

訂於

為

,,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十六、公文製作一般原則如下： (一)文字使用應儘量明白曉暢，詞意清晰，以達到公文程
式條例第8條所規定「簡、淺、明、確」之要求，本案「擬」為不確定語詞宜刪除，改使用訂於。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星期一或週一─慣用語(如星期)使用中文數字，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
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7)

臺中 請

起首語闕如？

敬詞是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使用，平行機關不宜使用「敬請」應使用「請」即可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正研發字第10700098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校「正修學報」第32期即日起徵稿，敬請轉知 貴校教師踴躍惠賜

稿件，請 查照。

說明：

一、凡本學報刊載領域(理工科技、管理科學、資訊科技、人文、社會科

學)之學術著作均歡迎，論文稿件請參照本校學報投稿須知撰寫，截

稿日期為107年12月31日。

二、有關正修學報之「投稿須知」、「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完稿說明

」及「完稿範例」請至本校研究發展處新創及技轉中心網下載。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函

平行機關不使用「敬請」，應使用「請」

貴校

請查照

請

起首語使用「為」 主旨之內容結構=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格）書寫
。（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專業訓字第1080121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針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近期修正之招標文件及表格，瞭解去年度採購稽查缺失與後續調整因應
作業，謹訂今年度一、二月份舉辦採購進階培訓，敬請惠予公告並薦派所屬（轄）秘書室、採購單
位、主計單位、會計單位、履約管理單位、驗收單位、監辦人員參訓。

日期與敬請及主旨言簡意賅用法有誤
,,

主旨：檢送本協會舉辦「採購進階培訓簡章」1份，請公告並薦派貴屬辦理採購相關人員參訓，

請查照。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請查照。

主旨：為因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招標文件及表格，本協會特舉辦採購進階培訓，請鼓勵

貴屬辦理採購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訓，請查照。

檢送
或為

起首語闕如？ 期望語闕如？請

上行文敬詞使用「敬」；平行文不宜使用「敬」，本案例應寫為「請」或「請惠予」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
用原則」日期、時間（如百分比、金額、人數、比數等）使用阿拉伯數字。例如：
民國93年7月8日、93年度、7時50分、延後3週辦理(文書處理手冊P.66)

本年度1、2月份

公文寫「本年」不寫「今年」；寫「日」不寫「天」；寫「時」不寫「點」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附設台中市私立家扶發展學園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台童中啟字第10800000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園園生身心障礙證明資料異動，呈請 鈞局協助園生變更相關福利補助，敬請查照惠覆。
說明：
一、依據與 鈞局簽訂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安置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契約書

」第五條辦理。
二、本園園生000身障證明自107年12月10日更新，障礙類別不變，程度由輕度改為中度，托養補助比

例為50％。
三、本園園生000身障證明自107年11月24日更新，障礙類別及程度均不變，托養補助比例為75％。
四、敬請協助園生辦理後續相關福利補助事項之變更。
五、詳如附件，敬請 鈞局核備。

呈請與法規引敘及主旨言簡意賅用法有誤
,,

1.說明四請協助園生辦理變更補助事項已於主旨敍明，毋庸於說明段重複敍述。

2.概括之期望語「請核示」、「請查照」、「請照辦」等，列入「主旨」，不在「說明、辦法
」段內重複；(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十九、(三)2、(3)丙、P.13) 本案例說明五應予刪除。

第5條

法規內容之引敘或摘述使用阿拉伯
數字(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P.67

附件：園生○○○及○○○身障證明書各1份

主旨：為本園園生身心障礙證明資料異動，請貴所協助變更園生托養

比例補助，請查照辦理見復。

稱謂語無須挪抬，平行文用貴

請 貴所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
文之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格）書
寫。（行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刪除 呈對總統適用

請 見復

敬詞適用於對上行文

起首語闕如？

為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函
受文者：國立臺灣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日
發文字號：伊總會電字第10810800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伊起分享甜秘密文宣 (1080009A00_ATTCH1.pdf)

主旨：本會擬於108年2月11日至108年4月3日舉辦「伊起分享甜秘密-伊甸服務學習營隊志工經驗分
享」之系列講座，歡迎洽詢，請 查照。

說明：
一、自2004年開始，伊甸基金會每年帶領許多志工夥伴前往海內外各地，服務當地的弱勢族群。

為使更多學生了解仁愛為懷之精神，並一起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期盼有機會透過講座至貴
校進行相關經驗之分享。

二、本會服務學習營隊介紹請參考附件一。

擬於與主旨結構及期望語挪抬用法有誤

請查照。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
樣─「如主旨」。(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P.23。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
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格）書寫。（行
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
十六、公文製作一般
原則如下： (一)文字
使用應儘量明白曉暢，
詞意清晰，以達到公
文程式條例第8條所規
定「簡、淺、明、確」
之要求，本案「擬」
為不確定語詞宜少用

起首語闕如？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 行政院106.1.5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依「公文程式條例」第6條規定，公文應記明國曆年、月、日；另

「文書處理手冊」第20點（七）規定，文書須記載年、月、日，一

律以國曆為準，惟外文或譯件，得採用西元紀年。

• 依上開規定，公文書之日期，應依國曆年、月、日之排序記載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頒之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代號（碼）、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使用阿拉伯數字

例如：ISBN 988-133-005-1、M234567890、附表（件）1、

93年

附件1

為

訂於

伊起分享甜秘密文宣1份(1080009A00_ATTCH1.pdf個電子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適應體育休閒促進會 函
受文者：國立政治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4日

發文字號：適休招募字第1080104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陳本會108年寒假自閉症孩童籃球及桌球體驗活動志工召募需求，詳如說明，懇請協助轉知，感謝！

說明：

一、有鑑於本會長期致力於自閉症孩童〈以下簡稱“星兒”〉體育休閒相關服務，分別於學期中及寒暑假期

間提供各類活動，俾利星兒多元學習，永續成長。

二、今年寒假預定分別就籃球及桌球兩項運動辦理體驗活動，相關內容如下：

(一)籃球班：

１、時間：108年1/28-2/1上午10-12時。

２、地點：新北市立三和國中〈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16號〉

３、上課人數：24位自閉症孩童。

(二)桌球班：

１、時間：108年1/21-25下午1430-1630時。

２、地點：三重社福中心地下室〈三重區溪尾街73號〉

期望語與日期時間及標點符號用法有誤

(以下簡稱「星兒」) 贅詞應予刪除

4段

1月28日至2月1日上午10時至12時

請查照。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為

1月21日至25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三重區溪尾街73號)

請

公文程式條例第 8 條：「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並加具標點符號。」公文標點符號應
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錄4、標點符號用法表(P.63-64)之規定辦理。經查該「標點
符號用法表」並無〈〉〔〕｛｝“ ”【】《》 ﹟﹡／–〜—等標點符號。

查實務上各機關公文製作時，針
對時間多採12小時制，如上午9時、
下午1時30分等方式表述，較為清
楚明瞭。(行政院102.9.6院長電
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郵遞區號、門

牌號碼使用阿拉伯數字

例如： 1001臺北市中正區忠正四路1段2號3樓304室

期望語闕如？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函
受文者：國立清華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2日
發文字號：金企字第10710001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1071000125A-0-0.pptx、1071000125A-0-1.doc)

主旨：檢送107年度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學研協助產業園區合作專案申請須知(草案 )」
，請查照。

說明：
一、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本中心辦理旨揭計畫並推動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以下簡稱專案計畫)，目的在協

助產業園區導入周邊大學校院豐沛之研發、技術與人才資源，以學校專責協助方式建構園區長期產學
合作關係，進而導引政府相關資源協助園區產業，強化園區產業競爭力。

二、本(107)年度開放受理提案申請之園區分區計有「平鎮」、「桃園幼獅」、「全興」、「永康」、「
大發及鳳山」、「仁武及永安」、「官田」、「大園」及「臨海」等9處園區分區，專案計畫之申請
及實施方式請參閱附件，自即日起受理申請，申請期限至107年1月24日(三)止，申請資料應包含提案
計畫書一式15份及簡報一式1份於本計畫公告期限內 以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或親送(申請期限當日
8:00前)等方式向本計畫辦理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完成送件後，請將電子檔
傳送至本計畫辦公室窗口信箱。

三、有關本專案計畫相關事宜，請洽詢電話：(02)2391-8755，○小姐分機000；○小姐分機000。
四、隨函檢附「學研協助產業園區合作專案申請須知(草案)」及簡報格式各乙份。

如說明四(1071000125A-0-0.pptx、1071000125A-0-1.doc共2個電子檔)

星期三1式15份 1式1份8時

1份

• 有關數字用法，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第2 點、第4點規定，數字用語具
一般數字意義、統計意義者，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楚者，使用阿拉伯數字。

• 行政院95.10.23院臺秘字第0950049448號函釋
• 所詢數字用法案例均具統計意義可使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即第5審查會、3年4班、1式2份、
各1名、6億3,944萬2,789人或639,442,789人、第2順位。

星期一或週一─慣用語(如星期)使用中文數字，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
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7)

一式1份與星期及時間用法有誤



起首語與期望語闕如及附件用法有誤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函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5月24日
發文字號：金光字第1071001738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說明二

主旨：本中心執行南科管理局「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成立「南科AI_ROBOT自造

基地」，以培育創意人才，推動國內智慧機器人產業與產品技術為目標，辦理多元社群聚

會、課程、論壇等活動，惠請協助宣傳。

說明：

一、「南科AI_ROBOT自造基地」位於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17號2樓，服務信箱

ai_robot@mail.mirdc.org.tw，歡迎各機關預約參訪或加入會員。

二、檢附「南科AI_ROBOT自造基地」5月活動DM及官方網站、Facebook社團、Line

社團加入連結(附件一、二)，敬請協助宣傳。

三、如需相關訊息，請洽本案承辦人○○○(聯絡電話：06-5058***)

所詢「惠請」一詞之用法，文書手冊並未規定，惟查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之重編國
語辭典（修訂本）對於該二字之釋義，「惠」與「請」均可作為「對人有所請求的敬詞」
之意，毋須同時使用。(行政院101.10.29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為

請查照。
請

期望語闕如？起首語闕如？

(附件1、2) 臺南市

附件有2種以上時，請分別標以附件1、附件2、………。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十一).2)P.24。

1.說明二敬請協助宣傳
已於主旨敍明，毋庸於
說明段重複敍述。

2.概括之期望語「請核
示」、「請查照」、「
請照辦」等，列入「主
旨」，不在「說明、辦
法」段內重複；(行政院
文書處理手冊十九、(三
)2、(3)丙、P.13) 本案
例說明二敬請協助宣傳
應予刪除。

敬請協助宣傳應予刪除



起首語與期望語闕如及稱謂語挪抬有誤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起首語
闕如？ 期望語

闕如？
請 貴校稱謂語無須挪抬

為

請查照

為使各機關處理公文有一致遵循標準，自即日起有關公文之
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均無須挪抬（空1格）書寫。（行
政院104年3月25日院臺綜字第1040127907號函）

臺北市 3段

附件有2種以上時，請分別標以附件1、附件2、………。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十一).2)P.24。

共6個電子檔

附件1

附件6附件5 附件4附件2附件3

上行文敬詞使用「敬」；平行文不宜使用「敬」，本案例應寫為「請」或「請惠予」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函
受文者：國立中央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國研際字第10701013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70101334-0-0.pdf、1070101334-0-1.pdf)

主旨：本院與科技部以及歐盟執委會將在2018年6月於台北與台南分別辦理兩場「歐盟展望2020台灣資訊
日」（Horizon 2020 Taiwan info day）活動，敬邀貴單位相關人員出席參加，至紉公誼。

台北與台南及至紉公誼用法有誤

公文係機關與機關間往來之文書，發文者與受文者皆為機關並非單位，故寫「貴單位」係矮化對方應予刪除，

本案例應寫「貴機關(構)、學校」或刪除不書寫「貴單位」(文書處理手冊壹、總述一、P.1)。

對上行文使用「敬」用以示尊；平行文不宜使用「敬」，本案例應寫「請」即可

,,

2場

公文程式條例第8條前段規定，「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文書處理手冊P.91，「至紉公誼」應以刪除，
因其為公務書信之結尾應酬語，指心中感佩不已，並非公文之期望語，本案例屬平行文，期望語應使用
「請查照」。

2場─計量單位使用阿拉伯數字，例如：1式3份、150公分、35公斤、30度、2萬元、5角、35立方公尺、
7.36公頃、1.5筆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請查照。

「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及其他有關字樣─「如主旨」、
「如說明○」，儘量不填「如文」或「隨文」。(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四))P.23。
本案例應加填「歐盟展望2020台灣資訊日議程表」1份及(……pdf共2個電子檔)

為本院與科技部及歐盟執委會

臺北及臺南

臺北及臺南－文書處理手
冊函作法舉例(P.74)



受文者與密等普通及標點符號用法有誤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填「絕對機密」、「極機密」、
「機密」、「密」，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於其後以括弧註記。如非機
密件，則不必填列。(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三))。本案例應書寫為：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惠」不能當助動詞，其後不能接動詞「請」，況有曰「惠請」是我給予他人利益之意，本案例將「惠請」改
為「請」或「請惠予」即可。(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公文作法舉例、P.82)

「請」或「請惠予」

期望語闕如？請查照。

公文程式條例第 8 條：「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並加具標點符號。」公文標點符號應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
錄4、標點符號用法表(P.63-64)之規定辦理。經查該「標點符號用法表」並無〈〉〔〕｛｝“ ”【】《》
﹟﹡／–〜—等標點符號。

起首語闕如？ 有關

(附件1、
附件2)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正本副本受文者應分別逐一書明全銜
(文書處理手冊三十一、(五))。



中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函
受文者：臺中市○○區公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107)中字第1070515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107 年度烏日區各里公共空間綠美化及設施新設、汰換、維護、修繕工程（開口契約

）」預算書。
說明：
一、依據貴所107年4月27日烏區用字第1070008253號函辦理。
二、檢送本案預算書。

附件製作及主旨言簡意賅用法有誤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期望語闕如？

主旨：檢送「107年度烏日區各里公共空間綠美化及設施新設、汰換、維護、修繕工程（開口契約）」
預算書1份，請辦理工程發包作業，請查照。

說明：依據貴所107年4月27日烏區用字第1070008253號函辦理。

附件：如主旨

請查照。



乙節與新台幣及金額用法有誤

簽
主旨：有關105年度「烏日區道路、排水溝及其他公共設施等小型工程」工程

保固期滿（期限為106年11月16日），退還保固金乙節，經查尚無需辦

理改善，准予退還工程保固金新台幣：1萬4仟767元，擬由9503代收款

專戶支付。

000年00月00日
於

檔 號：
保存年限：

1萬4,767元新臺幣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 行政院105.12.27院長電子信箱文書處理相關釋例

• 行政院訂定「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旨在使各機關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使用有一致之規範可循。

• 有關機關內組別，如第7組，依該原則係屬序數性質，以阿拉伯數字表示為宜，並無涉莊重、正式與否意涵。

• 另所提「一案」、「一事」、「一節」，依該原則係為描述性用語，宜使用中文表示。

一節

簽請核示

• 新臺幣(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簽作法舉例、P.84)

•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 統計數據（如百分比、金額、人數、比數等）使用阿拉伯數字

• 例如：80%、3.59%、6億3,944萬2,789元、1萬500元、639,442,789人、1：3



業已與新台幣及金額用法有誤

簽
主旨：本所辦理107年度「烏日區道路、排水溝及其他公共設施等小型工程

(開口契約)」，業已執行完成，擬准予退還工程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玖萬玖仟元整，呈請核示。

000年00月00日
於

檔 號：
保存年限：

9萬9,000元

新臺幣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50─60個字

「業」乃「已經」之意，故寫業已為贅字造成文字癌，應改為「業經」、「已經」「已於」「業」或「已」

有關

簽請核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不可分項，以50-60個字內敘畢）
起首語(有關、關於、為辦理、簽擬、敬陳)+本案（○○一案）+期望語(簽請核示、
簽請鑒核、簽請核閱、簽請鈞閱、簽請鑒察、 簽請鈞參)

簽給總統用「呈」；簽給上級機關或首長用「陳」；呈與陳均具將文件送上、奉上之意思。

業經

新臺幣(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簽作法舉例、P.84)

•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93年9月17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
(行政院104年7月文書處理手冊「數字用法舉例一覧表」P.66)

• 統計數據（如百分比、金額、人數、比數等）使用阿拉伯數字

• 例如：80%、3.59%、6億3,944萬2,789元、1萬500元、639,442,789人、1：3



檢呈與附件一及期望語用法有誤

簽
主旨：檢呈本所辦理「本區108年度長青學苑委託規劃經營」勞務採購契約、

採購投標須知及評選作業要點各1份（如附件一）。本案是否依式辦理

招標，敬請鈞長裁示，請核示。

000年00月00日
於

檔 號：
保存年限：

如附件1簽請核示。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不可分項，以50-60個字內敘畢）

起首語(有關、關於、為辦理、簽擬、敬陳、檢陳)+本案（○○一案）+期望語(簽請核示、
簽請鑒核、簽請核閱、簽請鈞閱、簽請鑒察、 簽請鈞參)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錄6、簽作法舉例(P.84)

檢陳、敬陳 「採購投標須知及評選作業要點」

• 依行政院93年9月17日以院臺秘字第0930089122號函頒之「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附錄5、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數字用法舉例一覽表P.66)

• 代號（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使用阿拉伯數字

• 例如：ISBN 988-133-005-1、M234567890、附表（件）1、院臺秘字第0930086517號、臺79內字第095512號。」

• 行政院99年1月14日修正文書處理手冊修正草案對照表說明欄七規定,基於法規名稱毋須使用引號,故公文書於寫「
法律」名稱或「法規命令」之名稱時,「不再加註引號」,但「行政規則」仍應加註引號「」。

• 本案例○○作業要點之名稱屬於行政規則故應加註引號。



業已與旨案及新台幣用法有誤

簽
主旨：有關本所辦理「烏日區107年度雨水下水道暨各級排水路改善維護及清淤等工程

（閉口契約）」一案，業已辦理決算完成暨支付廠商工程款，擬辦理繳回賸餘款及
核銷作業事宜，詳如說明，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本府水利局107年11月1日中市水地字第1070084495號函（詳附件1 ）。
二、旨案賸餘款新台幣20,000元，請秘書室協助開立支票俾利款項繳回。
三、檢附「會計報告、經費支用明細、委辦或補助計畫經費處理調查表」暨「本所領款

收據憑證用紙」各l份（詳后附件，請核章）。
擬辨：奉核後，另函檢送「支票、會計報告、經費支用明細、委辦或補助計畫經費處理調

查表」等文件至水利局辦理賸餘款核銷事宜。
敬陳

區長

108年1月8日
於 農建課

檔 號：108/050403
保存年限：15年

新臺幣 2萬元

業、已、業經

簽請核示。

「業」乃「已經」之意，故寫業已為贅字造成文字癌，

應改為「業經」、「已經」「已於」「業」或「已」

主旨：起首語+本案主要意旨+期望語（不可分項，以50-60個字內敘畢）
起首語(有關、關於、為辦理、簽擬、敬陳)+本案（○○一案）+期望語(簽請核示、
簽請鑒核、簽請核閱、簽請鈞閱、簽請鑒察、 簽請鈞參)

旨揭

檢陳

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十九、（一）1、（1）甲、機關內部單位簽辦案件：依分

層授權規定核決，簽末不必敘明陳某某長官字樣。(P.11)

及

文中僅有1連接詞時，須用「及」 字；如：甲及乙。有

2個連接詞時，則上用「與」字，下用「及」字， 不用

「暨」字作為連接詞；如：甲與乙及丙或甲、乙及丙。



感恩與祝福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有任何公文寫作疑問請E-mail：

r1244144@ms26.hinet.net  

chiu9167@gmail.com

或來電 0937665156 邱忠民 誠摯服務

mailto:chiu916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