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 綱 目 節 項

70 儲金監理類

學校法人及

其所屬私立

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儲金

監理會

70 01 業務

70 01 綜合業務
含會議辦理、工作計畫等項

目

70 01 顧問及委員會議

委員及顧問會議之會議通

知、紀錄及相關辦理事項

請問「委員會議」業務內容

為何？審議或討論事項為

何？

20 屆期後鑑定

70 02 工作計畫

監理會業務計畫及儲金管理

會工作計畫

請問「業務計畫」、「工作

計畫」業務內容為何？是年

度例行性計畫嗎？

20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03 調查統計

辦理私校退撫儲（基）金業

務統計報表之相關文件資料

請問是否有統計報告？

20 屆期後鑑定

70 04 建議及答覆

辦理私校退撫儲（基）金業

務之建議及函詢答覆等相關

文件

5 依規定程序銷毀

業務單位回

覆意見
清理處置 備註

教育部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70監理會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基準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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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節 項

業務單位回

覆意見
清理處置 備註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基準項目編號

70 05 一般行政協調聯繫

儲金管理會及本部各單位之

行政協調聯繫事項、私校退

撫儲金監理委員及顧問聘派

事項

1.請問「行政協調聯繫事

項」業務內容為何？

2.請問監理會委員及顧問之

任期是多久？

5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99 其他

辦理及收受他機關有關儲金

監理業務之一般性、週知性

相關文件

5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02 法令規章

法令及釋疑

請問他機關制(修)訂法規會

歸於何類目？

70 01 監理業務法規及釋疑

私校退撫條例及施行細則、

儲金管理會組織及管理辦法

制(修)定、機關研商、學者

專家諮詢及監理法令適用疑

義之研擬與協處與法制作業

過程等相關文件

永久 061301-1 機關永久保存

70 02 內部規章

內部規章如私校退撫儲金監

理會設置辦法之修正、作業

規定、議事規則之制(修)定

與修正、學者專家諮詢及其

適用疑義之研擬與協處與法

制作業過程等相關文件

永久 061301-1 機關永久保存

70 99 其他
其他法令規章事項，如辦理

法規宣導等相關文件
5 061301-3 依規定程序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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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節 項

業務單位回

覆意見
清理處置 備註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基準項目編號

70 03 收支業務

督導儲金管理會辦理私校退

撫儲（基）金收入、延遲繳

交、催繳及退休、撫卹、資

遣及離職給付支出等相關文

件

20 屆期後鑑定

70 04 管理業務
含年金保險、學校增加提撥

等項目

70 01 年金保險業務

督導及考核私校退撫儲金管

理會推動年金保險業務及遴

選年金保險人等相關文件

20 屆期後鑑定 新增

70 02 督導及查核

辦理退撫儲金效益低於法定

比率之國庫補足程序、督導

及協助各私立學校（含海外

臺灣）申請加入私校退撫儲

金新制、協辦各學校訂定增

加提撥規定及連同委託之書

面文件等相關資料

10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99 其他

辦理及收受他機關有關儲金

監理管理之一般性、週知性

相關文件

5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05 年度預決算

辦理儲金管理會之年度預

算、決算暨業務報告書之覆

核及審核之相關文件

20 屆期後鑑定

70 02 稽察

70 01 綜合業務

含私校退撫儲（基）金財務

統計報表、陳情申訴檢舉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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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綱 目 節 項

業務單位回

覆意見
清理處置 備註

分類號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

年限
基準項目編號

70 01 調查統計

辦理私校退撫儲（基）金財

務統計報表等相關文件資料

請問有統計報告嗎？

20 屆期後鑑定

70 02 陳情申訴檢舉

辦理私校退撫儲（基）金之

陳情申訴及檢舉案件、違反

儲金管理會組織管理辦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及重大舞弊

事件之糾正等相關文件

20 屆期後鑑定

70 99 其他

辦理及收受他機關有關儲金

監理稽察之一般性、週知性

相關文件

5 依規定程序銷毀

70 02 法令規章 法令及釋疑

70 01 監理稽察法規及釋疑

私校退撫儲金管理運用法規

制(修)定、機關研商、學者

專家諮詢及其法令適用疑義

之研擬與協處與法制作業過

程等相關文件

永久 061301-1 機關永久保存

70 02 內部規章

內部規章如稽察相關作業規

定制(修)定、學者專家諮詢

及其適用疑義之研擬與協處

與法制作業過程等相關文件

永久 061301-1 機關永久保存

70 99 其他
其他法令規章事項，如辦理

法規宣導等相關文件
5 061301-3 依規定程序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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