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西方檔案法制定相關概念探討 

一、羅馬法的觀點 

學者 Luciana Duranti 認為檔案學的理論是根植於羅馬法的觀念，本節

即針對此概念，探究羅馬法與檔案學理論的關連性，羅馬法在檔案學的領

域中包含概念有哪些，另外社會學家韋伯將羅馬法視為形式理性的法律類

型，其中理性化的概念與檔案法的發展也有相關。羅馬法本身即是法律的

一種，屬於法學的研究領域，並且與檔案學理論有密切的相關，本研究以

檔案法為研究主題，包含檔案學與法學的概念，因此首先探討羅馬法的概

念，來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 
 
追溯西方世界檔案文獻的增加與發展中，若從檔案的本質談起，可以

發現檔案學理論基礎，起源於十一世紀的法律與司法書寫作品中，Luciana 

Duranti探討檔案鑑定與檔案理論的概念時，認為檔案學理論乃根植於羅馬

法中的概念，並且在西方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

鑑定上，有兩個概念與其有直接相關，分別是「永久記憶」（perpetual 

memory）與「公共信念」（public faith）的概念。1

這兩個概念不易切分清楚，其彼此皆有關連，依據羅馬法，只有公共

當局（public authority）可以擁有檔案室，這代表著文書由公共當局產生，

執行公共事務才被賦予公共信念；當然私人產生的文書，執行私人事務，

也可視為具有公共信念。建立檔案室的想法可保護文書免於損壞，也可證

明其文書的可靠性，確認其內容的真實性。 

1. 永久記憶（perpetual memory） 

古老傳統的檔案文書，其格式末端，有著如同現在保存年限的填寫作

法，這個原則以尊重事實的方式，來區分建立文件的功能性，以當時可知

                                                 
1 Luciana Duranti, “The Concept of Appraisal and Archival Theory,” American Archivist 57：2(Spring 
1994)：3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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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方式，需要找到能夠將當前發生的事實，在其成為回憶前，將其凝

成永恆，成為永久記憶。 

永久的一詞，來自於拉丁字 permanens 與 perpetuum，意指持續、耐久、

可信、連續、不間斷的、未被破壞的、與永久記憶的概念，這些是羅馬法

構成所必須的一部份。當永久記憶的概念首先被連結到上游的文書，與下

游的檔案，其傳達著可靠的、信賴的意涵。 

羅馬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包含法律的法規命令，其象徵文件作

為行動的證明，被保管在檔案室中，為了維持連續的，持續不斷的行動記

憶，並且保證公共信念（public faith）及文件本身的真實性。 

2. 公共信念（public faith） 

羅馬法律中公共信念的概念，與檔案理論的相關性，勝於永久記憶的

概念。當永久記憶的概念表達文書與其欲證明事實之間的關連，公共信念

表達了檔案與其所屬社會的關連。古代與中世紀西方世界，典藏單位賦予

文書可靠、真實的象徵，但卻非每一個機構皆擁有所屬的檔案室，唯有被

賦予至高權力的人或機構，才有權利建立其機構所屬的檔案室；公共信念

的概念，是在執行公共事務才被賦予，其思維高於永久記憶證明的真實

性，代表著社會理念的整體意識。 

    從 Luciana Duranti 的觀點來看，可推測其認為羅馬法的演變過程說明

著羅馬法本身就是檔案的一種，象徵文件作為行動的證明，並且保存在檔

案室中，維持著連續、持久不斷的行動記憶，並且保證其公共信念，以及

文件本身的真實性；「永久記憶」是為了將目前所發生的事實凝成永恆，

而「公共信念」則是反映其所屬社會的集體公共意識。 

檔案法涉及了檔案與法律的概念，從上述說明，可瞭解檔案學及羅馬

法之間彼此的關連性；接下來以檔案學的發展源頭－歐洲為焦點，探索在

歐洲檔案事業的發展中，法律以何種型態出現，規範哪些檔案業務的項目。 

二、歐洲的檔案事業 

歐洲乃是檔案事業的醞釀地，本節以歐洲檔案事業的起源發展，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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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狀況，並順著歐洲現代性的脈絡，視其檔案管理的現代發展，另外，

現代性發展下韋伯提出的官僚制理論，其凡事皆須以文字紀錄作為效力來

源的特性，與檔案的科學管理方式，及法律的合理性權力轉渡也有相關

連，因此討論之。 

中世紀以來，歐洲國家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宗教、或其他文化特質，

檔案事業源自於歐洲，Michel Duchein在 1992 年發表的〈歐洲檔案館的歷

史與歐洲檔案專業的發展〉2一文中提出對歐洲檔案事業的論述，其中與檔

案法規相關之內容包含如下四點： 

（一） 檔案實務在歐洲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rchival Practices in 

Europe） 

從人類文明發展以來，檔案管理的業務在歐洲成長，以一種自然的「有

機」（organic）現象，因書寫的材質容易損壞，於是產生有機的觀念。此

乃始於歐洲的法律、政治與文化的歷史，古希臘、羅馬帝國即有檔案典藏

所，但只有少許的傳統文件存留下來。 

歐洲的檔案館開始甦醒於 11、12 世紀，當新的政治及宗教組織在混

亂中萌芽，以新的君主政體（德國、法國、英國、與西班牙）最大的封建

權力－教會、莊園、與城堡獨立自行組織其文書保管，地方及國家的檔案

傳統與管理方法逐漸被建立，賦予檔案新生，一直到現存的各種檔案系統。 

13、14 世紀，地方與國家行政開始從聯邦業務中區分出來，檔案典藏

機構也隨其開始運作。1307 年法國（The French Tresor des Chartes）產生

第一位檔案人員。Aragon 王國在 1346 年建立了第一個檔案館，義大利、

法蘭斯等城市都依照市政機構的架構，來組織檔案的保護與管理；檔案的

典藏機構被定義為： 

「合法文件被保存的公共場所」。 
（public places where legal documents are kept） 
 

此定義說明當時普遍存在文件保存的法律觀點；例如，法蘭德斯公民

的私人契約（諸如商業合約、結婚證書、遺囑等）被保存在市城大廳的保

                                                 
2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al in Europe,” American Archivist 55：4（Winter 199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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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箱中，他們被賦予合法的權力（legal force）。再如匈牙利的公共檔案典

藏機構被稱作： 

「賦予文件合法可信賴性與其保存在一起的場所」。 

（places which give legal credibility to the documents kept within them） 

此概念對於歐洲各國維持很久的影響力。  

最初檔案典藏機構中最普遍的文書種類是土地財產、經濟利益的文

件，直到 16 世紀修道院在歐洲成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修道院良好典藏

著檔案與契據，為歐洲中世紀經濟歷史的一級資料；其他典藏良好的檔案

還有皇家法庭、市民或教會、市政當局的檔案，這些檔案對其擁有者來說，

都具有清楚證據效用的特徵。 

（二） 檔案典藏所的產生（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Great Archival   

Repositories） 

16 世紀皇家行政由中央典藏機構運用專門的檔案人員，是一項重要的

決定，作為現代「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的徵兆，在 1542 年在

西班牙成立 Archivo de Simancas（Simancas 檔案館），逐漸地將所有卡斯提

爾王國 1567 年前之會議、法庭、大法官法庭、秘書、經費等文書都集中

在一起。1588 年 Simancas 內部法規”Instruccion para el Gobierno del Archivo 

de Simancas”也許是此項規定的首要文件。 

1610 年亦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英格蘭的詹母士一世任命 Levinus Monk

與 Thomas Wilson 為文書管理者（Keepers and Registers of Papers and 

Records），創造著名的國家文書系列（series of State Paper），也就是英國公

共文書館(PRO)的核心，同年，也創造現代化形式（modern form）的梵蒂

岡檔案館（Vantican Archives）。 

這些設計符合歐洲君主政體（administrative monarchies）誕生的政治

現象，當時地方與中央行政機構倍增，日益變成專門化，其文書產品也逐

漸受重視，龐大數量的檔案文書產生，必須發展一套保存、編排、描述及

一般管理的系統；逐漸地，檔案人員的專業被視為與眾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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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檔案科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an Archival Science） 

從上述的檔案發展中，「檔案科學」（archival science）一詞直到 17 世

紀才出現。此時期從文藝復興後歷史學開始關注在科學上，”science of the 

diploms”（ 1681 年出版《The De Re Diplomatica of the French Benedictine 

monk Dom Mabillon》一書，是早期著名的里程碑），在 Baldassare Bonifacio

的作品之後，他在 1632 年寫了檔案管理的第一本專書，許多專書與手冊

出現在義大利、法國、德國與西班牙，挑戰關於檔案的編排與描述最佳方

法的理論，例如在法國 J. Godefroy 與 J. de Chevrieres 建議依時間來排列順

序，而其他各處的檔案人員傾向依地點、名稱或文件在法律上的性質，進

行有條理的編排。 

18 世紀末期，歐洲的檔案理論與實務在作了大幅的修正，除英國與俄

國外，法國大革命與拿破崙統治，導致遍及歐洲所有政府、行政、法律結

構產生徹底的巨變，1815 年檔案典藏機構歷經劇烈的改變，隨著 1789-1790

的法國開始，影響荷蘭、義大利、德國與西班牙。法國法律第七條 Messidor 

Year II（1794 年 6 月 25 日）的確受到「變革」，這個「變革」在時間與制

度上的意義，代表著公民首次擁有取用公共檔案的權利（the first time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have access to public archives）。當時，檔案皆處於封閉狀

態（closed），或僅對少數具有特權的研究者開放，使用通常是為了行政上

的目的，法國大革命後，對於從事檔案的研究意識，提升為公民權利的概

念。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崙戰爭破壞先前國家既存的行政結構，因此其所有

的檔案人員必須順從新政府的控制，同時他們失去其實用性，與立即的關

連性，因為他們與被廢止的機構聯想在一起。不過，他們基於歷史的重要

性，有了主導的地位，成為檔案事業的新未來。 

    檔案選擇與鑑定的理論最早於 1731 年開始型塑，Reali Istruzioni（皇

家機構），薩丁尼亞檔案館的檔案人員聲稱「無用的文件」（useless papers）

應被銷毀。但這些業務並無遵循任何理性的原則，法國大革命使文件被銷

毀，政治與意識型態範圍的君主主義政體、及基督教的文件都被銷毀，為

了抹去野蠻落後的記憶，導致許多歷史關注的皇家與聯邦行政、天主教會

的文件在 1794-1796 年間被燒毀，然而這很難被視為走向檔案鑑定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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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與實務的第一步。 

    從歐洲檔案事業的起源來看，其開始於檔案典藏的合法概念，深具法

律的精神，典藏的場所賦予文件合法、可靠的保証，亦或是對於合法的文

件具可靠的典藏保證。檔案典藏處所的產生代表檔案集中保管的精神，檔

案的管理制度也適應政治體制的發展，而有一套專門的管理方法與專業人

員。隨著啟蒙的發展，檔案也追隨科學的精神，有專書探討檔案的管理，

法國大革命帶來的改變影響更大，正面意義是檔案的使用開始被視為公民

的權利，但負面的影響則是一種報復心態的銷毀檔案，抹去不堪的記憶。 

（四）全宗原則與檔案科學的現代基礎（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and the 

Modern Bases of Archival Science） 

1850 年代，檔案學理論上的辯論，探討著何為檔案科學的基礎，主要

的議題是檔案的編排方式。18 世紀的人們喜好「分類系統」，尤其在化學、

動物學、植物學及天文學，這種情形的出現，來自於啟蒙時期的心靈，每

一件事都必須清楚的被定義、或有邏輯的安排。檔案人員構思檔案的編

排，將文件分類為「等級」或「系列」，並且符合法律或行政上的概念。3  

1808 年法國國家檔案館Pierre Daunou接受第一個檔案分類表，以自皇

家政府與宗教機構完整的切割分類為「立法」、「行政」、「司法」與「歷史」

等部分，相同的原則被其他國家採用，此乃基於事由原則的分類方法。4此

分類法在法國沿用了五十多年，除了極少數幾個機關的文件未被拆散外，

其他來自同一機關的文件進館後大都被分散保存在不同主題的類別之下
5，由於館藏複雜，來源亦多樣化，造成無法以事由原則為處理檔案的依據，

引起檔案人員對檔案分類與整理進行新的探索。6 是故，全宗原則逐漸發

展。 

「全宗原則」或稱「尊重全宗」的概念來自於法國，1841 年第一次被

身為檔案人員、外交官、歷史學者的 Natalis de Wailly 下定義，其內容是： 

                                                 
3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al in Europe,” American Archivist 55：4（Winter 1992）：19-20. 
4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al in Europe,” American Archivist 55：4（Winter 1992）：19-20. 
5 薛理桂，檔案學理論（台北市：文華，2002 年），頁 112。 
6 洪漪，檔案管理原理與方法（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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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於一個有機體、機構、家庭、或個人產生的所有文件，即形成

一個全宗，而且必須保存在一起……，這些文件唯一的參照就是機

構、家庭或個人，並且不能與其他機構、家庭、個人的全宗混淆……」 

這個觀點則很快的被認為是檔案編排唯一的原則，在這樣的認知出現

後不久，出現「尊重原始順序原則」（respect for original order），這個原則

在 1880 年由德國皇家檔案館的檔案人員定義。全宗與尊重原始順序兩原

則可視為現代檔案科學的基礎。不過，解釋這兩個原則的理論專書，卻不

是出現在德國跟法國，而是荷蘭、義大利與英國。7 尊重全宗原則與尊重

原始順序原則普遍地在檔案界中被採用，包括歐洲與其他地區。 

三、韋伯的官僚制度理論 

Michel Duchein認為，歐洲國家的檔案發展途徑，從狹隘的眼光看來，

連結了政府與官僚系統，基於此點，且順著檔案科學的現代基礎，研究者

企圖拉出現代化的潮流發展，並探討現代化以理性思考為基礎的官僚制度

理論與法律的精神，也作為檔案法制定的宏觀歷史背景的建立。8

大陸學者馮惠玲在 80 年代初，即已論述關於來源原則之所以於 19 世

紀在歐洲提出，具有深刻的社會、理論、和實踐的原因；此外，大陸的研

究生論壇小組在 1999 年認為其中一個社會原因值得關注，就是當時已相

當盛行的韋伯式的行政組織。這種組織形式的顯著特點是大到中央政府，

小至社會團體，各級組織以職能分工為依據被分割到各部門，組織間邊界

清晰，職責分明，工作具有常規性和可預測性。9來源原則背後的層級結構，

擴展檔案學中對於組織的觀點，使檔案理論在 19 世紀深深地被組織的觀

點影響。10

官僚制度(bureaucracy)一詞是由法文bureau與希臘文Kratos複合而成。

Bureau原意指帶有書寫用折疊板的家具，後衍義為書桌的辦公室、官邸、

                                                 
7 荷蘭S. Muller, J. A. Feith, R. Fruin三位寫的《荷蘭手冊》（Handleiding voor het Ordenen en 
Beschrijven van Archiven）；義大利的E. Casanova的《檔案人員》（Archivistica）；與英國Hilary 
Jenkinson的《檔案管理手冊》（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 
8 Michel Duche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al in Europe,” American Archivist 55：4（Winter 1992）：14. 
9 研究生論壇編輯小組，「全宗理論、來源原則再探討」，檔案學通訊 3 (1999 年)：73。 
10David A Bearman & Richard H Lytle, “The power of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Archivaria 21 
(Winter 1985-1986)：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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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工場所，Kratos具有管理、治理、統治之意。這一術語自 18 世紀以來即

被使用，本意指實施管理的社會行政機構。韋伯使用的官僚是指現代社會

實施合法統治的行政組織，它是一種高度理性化的組織機構的理想類型。
11

    韋伯對官僚制度的觀念架構可以從其於權力、統治和權威的見解裡發

現。對韋伯而言，權力就是「行動者在社會關係內採取的作為，是處於一

種不可反抗力量，而貫徹自己意志地位的可能性。」12統治（或稱強制控

制）是一種層級節制內的權力，它乃是「一種命令……將爲既定的團體所

服從的可能性」13權威則存在所有服從基於一種對上述命令的合法性信仰

的地方，這樣合法性就把權力和統治轉化為權威。 

按照其合法性的依據，可將權威分為三類： 

1. 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其合法性源自時間，源於其過

去的存在，也就是說，源於傳統的神聖化。 

2. 個人魅力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其合法性起源於領袖任

務承擔者傑出的個人特質。 

3. 理性（法律）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其合法性源於其

與形式上確切法則的ㄧ致性，以及處於權威地位的人在這種法則

下發佈命令的權力。14 

 

從韋伯指出的官僚制度內容之一： 

「行政措施、決議和規令都以文字的形式提出及紀錄，甚至在某

些必須以口頭討論的例子中亦如此。這個原則至少適用於初步討論、

提案、最終決議、以及所有各種的命令和法規。見之於文字的資料和

官員的持續管理，兩者共同構成「辦公室」(Buro)。這是現代任何有

組織行動的核心焦點。」15

                                                 
11 蘇國勛，理性化及其限制：韋伯思想引論（台北市：桂冠，1989 年），頁 220。 
12 韋伯 (Weber, Max)，康樂譯，支配的類型，修訂二版（台北市：遠流，民國 85 年），頁 152。 
13 韋伯 (Weber, Max)，康樂譯，支配的類型，修訂二版（台北市：遠流，民國 85 年），頁 152。 
14 韋伯 (Weber, Max)，康樂譯，支配的類型，修訂二版（台北市：遠流，民國 85 年），頁 152。 
15 韋伯 (Weber, Max)，康樂譯，支配的類型，修訂二版（台北市：遠流，民國 85 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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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陳敦源詮釋韋伯的合理（法律）的官僚體系後提出下列六項特點： 

1. 職有專責：官僚體系的行政都有依法確立的職務範圍。 

2. 分層統屬：官僚體系的運作是上下統屬的命令系統。 

3. 書面管理：官僚體系的行政效力來自於「白紙黑字」。 

4. 專業行政：官僚體系的職務是必須被訓練的一種專業。 

5. 職務要求：官僚體系的工作是一種具有排它性的專職。 

6. 工作知能：官僚體系的職能是穩定、完整與可學習的。16  

 

行政官僚上的書面管理，根據工具（目的）理性的法律，並以目的理

性取向為社會行動的原則，落實於文字紀錄的各種形式，正說明以文字形

式提出的紀錄，即是官僚制度的產物－檔案，並且此「白紙黑字」的書面

資料，乃具有行政效力，檔案即是官僚制度承襲合理（法律）權威來源的

具體呈現。 

總之，檔案的產生乃是為了執行業務的過程，所形成具有行政效力的

文件，可視為國家政府官僚體系下的產物，官僚制度的權威性乃是承襲合

法理性的支配類型，講求分層負責，強調合理客觀化程序及結構。 

 

第二節 各國檔案法規發展情形 

一、法國 

    法國的檔案事業歷史悠久，在 1789 年法國大革命之前，已有檔案機

構的設置，如十七世紀中後期所設立的海軍部檔案館、外交部檔案館、殖

民地檔案館與陸軍部檔案館等。根據 1770 年的統計，當時全國約有五千

七百個檔案機構，然而卻尚未有一座全國性的檔案館，且各機構間互不聯

繫，無法建立全國性統一的檔案制度。17

    法國大革命之後，因為新機關的出現，產生了檔案保存的需要，加以

舊政權的許多行政檔案紀錄需要集中保存，以及國有檔案的管理，開始有

                                                 
16 陳敦源，民主與官僚：新制度論的觀點（台北縣：韋伯文化，2002 年），頁 6。 
17 施珮瑩，法國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2000 年。［作者參考法國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www.archivesdefrance.cultur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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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專責機構的需求出現，因而在 1790 年成立國家檔案館（les Archives 

Nationales），而直到 1794 年 6 月 25 日（法蘭西共和曆二年穡月）才制定

被稱為穡月七日法的檔案基本法令，該法中揭櫫了三項目標，首先為國家

檔案的集中存放；其次為改變過去將檔案視為秘密的規定，重新賦予檔案

為公眾開放的本質；第三個目標則為設置國家檔案館網路。1786 年 10 月

（法蘭西共和曆五年霧月）又針對巴黎以外地區的檔案文獻制定霧月法

令，法中要求全國各省都應設置檔案機構。直到 1884 年，國家檔案館才

從由省市及醫院檔案館組成的網絡中獨立出來，設立於教育部之下，1897

年改隸內政部，與內政部的檔案部門合併改名為檔案司（La Direction des 

Archives），1936 年又更名為法國檔案司（La Direction des Archives de 

France），1959 年文化部成立之後，將之納入轄下，即為現在所指稱之法

國檔案司，為法國最高之檔案管理機構，且由 1897 年至今，檔案司長兼

任國家檔案館館長，成為全法國檔案工作的最高領導人。18

1979 年 1 月 3 日法國頒布編號 78-19 號的檔案法，法國檔案工作者評

論新檔案法，比法國以往的任何檔案法規文件的規定都具體、明確。新檔

案法草案經過國家檔案館和各省檔案館以及最高檔案委員會進行討論，並

向各部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如最高公證委員會、商業和工業院、國家圖書

館等）徵求意見。接著提交國會和內閣審查，由國民議會和參議院討論通

過。19法國檔案法綜合過去兩世紀的法令規章，成為適合地方或國家公共

機構管理公共檔案、保護私人檔案的完整法律，且奠定檔案保存制度化的

基礎，以維護公共利益、人民權利以及提供研究所需為目標，這些設計體

現於法國檔案司之中，組合而成現今法國的檔案制度。20

該法分為 6 章 36 條，其中規定檔案的定義為「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任何國家機關或組織，任何私人機構或部門，在其本身的活動中產生或收

到的文件，不管其形成日期、形式或製造材料，都是檔案」，而公共檔案

則定義為來自一、國家和地方機關、公共機關、公共企業在活動中形成的

                                                 
18 施珮瑩，法國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2000 年。［作者參考法國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www.archivesdefrance.culture.gouv.fr］  
19 韓玉梅譯，法國的新檔案法，（譯自蘇聯檔案1980 年第 3 期），收於韓玉梅、張恩慶、黃坤坊，

外國檔案管理參考資料（北京市：檔案出版社，1987 年），頁 356-360。 
20 施珮瑩，法國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2002 年。［作者參考法國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www.archivesdefrance.culture.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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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二、負責管理公共事業或該事業中某項業務的私人機構在活動中形

成的文件；三、公務或司法助理人員的文件原本和目錄。亦即規定了產生

文件的單位對移交、銷毀、利用以及對外開放本身檔案的權限。另外有關

私人檔案以及檔案相關問題，也都詳細規定於檔案法中，使得法國檔案事

業有了足堪遵循的完整體系。 

正因為有政府的重視與實質的政策，且經過兩個世紀的發展與檢討，

在大革命之後，法國設立了全世界第一座具現代意義的國家檔案館，且因

需要而陸續增設分館，目前共有五個中心。法國公共檔案服務制度的結

構、使命與權限即是根據上述檔案法與前兩個世紀的歷史發展而來，目前

已成為法國檔案對外活動的主管機關，於法國檔案事業的發展與國際交流

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英國 

    英國公共文書法的制定歷史，分述如下：21

（一）1838 的公共文書局法（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 

英國公共文書局法（Public Record Office Act）於 1838 年首度立

法，統一典藏與集中管理保護官方產生的文書，包含財政部、大法官

法庭、及其他法庭機構，局長由法官擔任。關於政府部門擁有的文書，

無論現行或非現行，並不在此法的管轄中；而中央的檔案主管機關成

立後，許多部門就須將其舊的文書移轉至此，或接受專業管理員建議

文書的分類與淘汰。1852 年一個命令，將機構的文書也納入公共文書

局責任與監督範圍下，促使程序規則化。但是公共文書局（Public 

Record Office，簡稱 PRO，現已改為國家檔案館）並未有權利決定那

個部門的文書要淘汰、移轉、銷毀或應用。 

（二）葛立哥委員會（The Grigg Committee）與 1958 年的公共文書法

（and The Public Records Act） 

    為維護文書典藏品質與銷毀程序的正當性，於 1952 成立葛立哥委

員會，主席是 James Grigg，明定文書選擇與檔案移轉的程序與權責，

                                                 
21 The National Archives, “About Us”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bout/who.htm (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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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二階段文書保存價值鑑定，分別為 5 年與 25 年的鑑定策略，第一

階段基於部門本身的目的，決定哪些文書該被保存，現行文書經過使

用後 5 年，進入第二階段；文書產生日期後 25 年，由各機構單位與

PRO 根據機構的需求觀點與歷史需要，共同決定哪些文書該被保存。 

    公共文書法案於 1957 年 11 月進入上議院審查，1958 年 7 月 23

日批准，1959 年 1 月 1 日正式施行，首次明文規定公文書保存 50 年

後須移轉至 PRO，並賦予普遍大眾擁有檔案使用的權利。 

（三）1967 年修正公共文書法（The Public Records Act）與三十年原

則（Thirty Year Rule） 

為了儘早開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書、1923 年之後產生的文書供

民眾使用，1966 年 8 月，宣告並同意將原本 50 年開放年限，縮短為

30 年，1967 年 4 月進入審查，於 1967 通過年 7 月批准，1968 年開始

生效。 

（四）2000 年的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年 11 月通過資訊自由法(簡稱 FOI)，自 2005 年 1 月 1 日生

效。FOI 取代公共文書法的部份條文，包括文書限制開放 30 年，除非

上議院同意修改開放年限，全須依循資訊自由的使用制度；保存 30

年以上的文書必須移轉至國家檔案館，由上議院批准保存在機構者除

外。 

 

2003 年 4 月英國公共文書館（Public Record Office）與歷史手稿委員

會（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合併，成為英國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指導政府公部門文書管理的實務，並且徵集具有歷史

價值的政府文書，將其永久保存，此外仍極盡所能地使館藏能夠獲取應

用。22

 
 
 

                                                 
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About Us”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about/who.htm (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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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 

美國檔案管理事業，自 1884年美國歷史協會成立後，即致力於檔案組

織系統標準化的發展，直至 1934 年才成立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

成為一獨立機構，其間歷經 1949 年改組，隸屬聯邦行政總署，並兼負管

理現行文書的新任務，更名為國家檔案暨文書服務處(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 NARS)，終至 1985 年再次成為一獨立聯邦機構，更名為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書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經過百餘年來，學者與聯邦機構檔案人員等各界人士的努力推

動，成就了一綜理全國文書與檔案資源的全國性系統的聯邦獨立機構，目

前NARA管轄擁有國家檔案館一館與二館、聯邦註冊中心、華盛頓國家文

書中心、總統圖書館、與區域聯邦文書中心等典藏單位，扮演國家重要記

錄的捍衛者，為所有的美國民眾保存完善的國家歷史與傳統。 

美國國家檔案事業自十八世紀末建國以來，官方文書與相關歷史文獻

並無確切統一的檔案機構予以管理保存，政府文書與檔案任由私人或聯邦

單位保存管理，情況十分混亂。遲至 1884 年，美國歷史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成立，1899 年 AHA 設立歷史手稿委員會，致

力於檔案組織系統化的發展，並指導各界如何規劃整理歷史文獻、手稿與

文書，並且擔負起對現行文書資料整理收集與提供利用的任務。經過學界

與聯邦機構多方的努力與呼籲政府重視官方文書記錄的保存與管理，1934

年第三十二任，富蘭克林‧羅斯福總統(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1933-1945)簽署國家檔案法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Act)，設立國家檔案館

成為一獨立機構，並成立國家歷史出版品委員會(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Commission, NHPC)，位於華府的國家檔案館大樓也於 1935 年

落成啟用。 

1949 年 6 月 30 日，美國國會通過聯邦財產管理服務法案(the Federal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ct)將國家檔案館轉移到聯邦行政總

署(th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底下管轄；由於被賦予管理現

行文書記錄的新任務，國家檔案館因此更名為國家檔案暨文書服務處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 NARS)。1950 年通過聯邦文書法案

(the Federal Records Act of 1950)，是聯邦政府檔案工作實行集中管理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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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1954 年，美國國會通過文書管理法，使全美各地的州政府可自行設立

檔案機構以管理相關文書記錄的檔案作業，進一步擴展了NARS的文書記

錄管理角色，NARS開始建立一系列的聯邦政府文書中心以存放、管理半

現行的聯邦政府文書。1985 年 4 月 1 日，NARS再次成為一個獨立的政府

機構，並更名為美國國家檔案暨文書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國家檔案暨文書總署透過遍及全國各地的文書檔

案分支機構，對一般民眾、聯邦法院與機構提供相關的檔案業務服務，並

據以統籌管理國家文書與檔案事業23。美國檔案事業的發展大事記，參見

下表 2-2 所列： 

表 2-1  美國檔案事業發展大事年表 
時間 重要記事 

1800 
1800-1801 戰時辦公室和財政部的文書因為火災而受損，歷史記錄付之

一炬。 
1877 內政部部分建築也因火災而受損。 

1884 
1884 年美國歷史協會(AHA)成立。AHA 致力於檔案組織系統標準化的

發展。 

1895 

著名歷史學者詹姆森‧約翰‧富蘭克林 (Jameson, John Franklin, 
1859-1937)以其歐洲檔案館研究計畫的成果，對 AHA 提出一個有系統

整理美國歷史文獻資料並加以篩選出版的計畫。AHA 設立歷史手稿委

員會(th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並指定他做為該會主席。

1899 

由於 AHA 的歷史手稿委員會強調私有文件與公共文書檔案之間的區

別，使公共檔案委員會(the Public Archives Commission)於 1899 年成

立。該委員會於 1900-1917 年之間，進行州政府文書資料檔案的研究調

查。 

1908 
九位傑出的史學家被任命為歷史手稿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建議成立

永久的國家歷史出版品學會，並建立國家檔案館。 

1909 
建立一所國家檔案館與改善現存的檔案機構而成立檔案理事會

(Conference of Archivists)。 

1933 
2 月，第三十一任總統，赫伯特‧胡佛(Hebert Hoover) 總統爲檔案館大

樓奠基。 

1934 
6 月 19 日，第三十二任，富蘭克林‧羅斯福總統(Franklin Roosevelt，
1933-1945)簽署國家檔案法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Act)，國家檔案館成

為一獨立機構，同時設立國家歷史出版品委員會(the National Historical 

                                                 
23 資料來源：

http://www.archives.gov/national_archives_experience/media_desk/NARA_factshe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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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Commission, NHPC)。 
1934 R.D.W. Connor 擔任美國國家檔案館第一任館長。 

1935 
通過聯邦註冊法案(the Federal Register Act)作為國家檔案館出版品的法

源依據。 
1941 Solon Buck 擔任美國國家檔案館第二任館長。 
1948 Wayne Grover 擔任第三任美國國家檔案館館長。 

1949 

6 月 30 日，依據聯邦財產與行政管理服務法案(the Federal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ct)將國家檔案館轉移成為行政服務管理總署

(th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的下屬單位，並賦予管理現行

文書的新任務，因此更名為國家檔案暨文書服務處(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 NARS)。  

1950 
1950年的聯邦文書法案(the Federal Records Act of 1950)為聯邦政府檔

案工作集中管理的法源，並進一步擴展了NARS的文書管理角色；NARS
開始建立一系列的區域聯邦文書中心以管理、存放半現行的聯邦文書。

1955 
國會通過總統圖書館法案(the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建立一個由私

人與聯邦政府共同維護的總統圖書館系統。 
1966 Robert H. Bahmer 擔任第四任美國國家檔案館館長。 
1968 James B. Rhoads 擔任第五任館長美國國家檔案館。 

1974 
總統文書與資料保存法案(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使政府得以監管尼克森總統的磁帶錄音、文件與文書

記錄。 

1978 
1978 年的總統文書檔案法案(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of 1978)規定

自 1981 年 1 月 20 日起，總統卸任之際，所有總統文件皆為國家所有，

須交由國家檔案館集中保管。 
1980 Robert M. Warner 被任名為美國國家檔案館第六任館長。 

1985 
自 4 月 1 日起 NARS 再次成為一個獨立的政府機構；並更名為美國國

家檔案暨文書總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1987 Don Wilson 擔任第七任美國國家檔案館館長。 
1993 美國國家檔案館二館於馬里蘭大學學院公園啟用。 
1995 6 月 1 日，John W. Carlin 擔任第八任美國國家檔案館館長。 
2005 2 月 16 日，Allen Weinstein擔任第九任美國國家檔案館館長。 

資料來源：整理節錄自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archival profession and timeline 
for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archives.gov/about/history/milestones.html 
(access 2006/10/5) 
 

四、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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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家檔案館的前身，可追溯自 1872 年，由加拿大聯邦政府創

立的農業部門之檔案分部 (Archives Branch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當時的首長為 Douglas Brymner；在 Douglas Brymner 的領導

之下，進行了一項大量的檔案複製計畫，亦即到加拿大各省及國外，蒐集

複製有關加拿大的檔案，為該檔案部門成立之初的首要任務。1904 年，

Brymner 過世後，聯邦政府指派了 Arthur G. Doughty 為檔案分部的第二任

首長；Daughty 除了繼續進行原先的檔案複製計畫之外，並開始接受私人

檔案的捐贈及購買，並密集在年報中刊登檔案的資訊，也因此引起許多研

究者對該檔案部門的重視，而紛紛去函檔案部門索取相關之檔案資訊。 

1912 年通過公共檔案法(Public Archives Act)之後，原先之檔案分部即

改為公共檔案館，起初直接隸屬在總理(Prime Minister)之下，後來改在國

務卿(the Secretary of State)之下，而 Arthur G. Doughty 則被授與自治領檔案

館館長(Dominion Archivist)之職位，其位階相當於副總理 Deputy Minister。

1937 年，Arthur G. Doughty 過世之後，由 Gustavel Lanctot 擔任第三任的自

治領檔案館館長(Dominion Archivist)，他除了繼續檔案蒐集的工作之外，

並開始蒐集微縮片及錄音資料等。1948 年，由 W. Kaye Lamb 任第四任之

自治領檔案館館長(Dominion Archivist)，而在 1953 年，W. Kaye Lamb 同時

被任命為國家圖書館館長(National Librarian)，因此使得加拿大的公共檔案

館和國家圖書館合作關係極為密切。Lamb 的另一個重大的貢獻是，他將

過去較不受重視的聯邦政府檔案，提升其處理之優先性。為了回應 60 年

代的地方分權化，Lamb 在全國各地建立起聯邦檔案中心(Federal Records 

Centres, FRCs)的網路。然而，由於 1912 年的公共檔案館法並未明訂加拿

大公共檔案館必須保護聯邦政府的檔案，因此，聯邦政府在 1966 年通過

了公共檔案命令(Public Records Order)，授與加拿大公共檔案館有義務去督

促那些仍存在於聯邦政府各部門內檔案之管理。 

1970 年，Wilfred I. Smith 被指派為第五任之自治領檔案館館長

(Dominion Archivist)，他的最大貢獻就是，將加拿大公共檔案館之角色定

位在「完整的檔案館」(total archives)，亦即廣泛的從公私機構去蒐集及保

存所有形式之檔案，以檔案來呈現加拿大的各種面貌。這些檔案包括了聯

邦政府檔案、私人的文字記錄、相片、文字藝術、視聽文件、地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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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資料及郵票等等。因為其他的國家檔案館大多僅限於蒐集公共檔案，

「完整的檔案館」之概念乃成為加拿大公共檔案館之特色。  

1985 年，由 Jean-Pierre Wallot擔任第六任之自治領檔案館館長

(Dominion Archivist)，在其任期內，加拿大於 1987 年通過了加拿大國家檔

案法(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Act)，而加拿大公共檔案館亦隨之更名為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在加拿大國家檔案館法中，鼓勵政府各部門機構進行

錄音資料之管理，並規定沒有加拿大國家檔案館館長之授權，不能銷毀任

何記錄，此法強調了國家檔案館在政府資訊管理上扮演的角色。1991 年，

Wallot 並設計了一套公共檔案的處置計畫，此計畫的特色在於鑑定檔案

時，不僅僅是從檔案的資訊內容來看，而是偏重在從檔案產生機構之功能

來看，聯邦政府的多年處置計畫(multi-year disposition)就是此種計畫性的

方式。  1996 年，加拿大通過了加拿大資產部門法(the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Act)，國家檔案館亦隨之隸屬在加拿大資產部總理之下。

自 1999 年Ian E. Wilson，任職為第七任之國家檔案館館長。 24  

    2004 年 5 月 21 日，分別廢止加拿大國家圖書館法與加拿大國家檔案

法，而改由新的法案（Legislation Creating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Proclaimed）替代，將國家圖書館與國家檔案館結合，名為「加拿大國家

圖書館與檔案館」(The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Canada，簡稱LAC)，成為一

個創新的知識機構。25

五、中國大陸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的頒佈實施，代表中國大陸檔案事業進入

依法建設的階段。26中共檔案事業經過十年文化革命，廣大檔案工作者體

會，要使檔案事業得到社會重視，使民眾應用檔案的權利獲得保障，使破

壞檔案的行為受到處罰，就必須由國家進行立法，使檔案工作有法可資依

據。27以下主要分為創建階段、文化大革命破壞階段、及文化大革命後恢

                                                 
24 陳碧珠，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2000 年。[作者參考由加拿大國家檔案館提供之館

史介紹影本，該文係節錄自：Danielle Lacasse and Antonio Lechasseur.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1872-1997. (Ottawa: Canad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7).] 
25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Introducing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ca/012/002/index-e.html >(2006/2/6) 
26 朱玉媛，檔案法規學新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64。 
27 周雪恆，中國檔案事業史（北京市：中國人民大學，1994 年），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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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發展階段三大部份來分述說明：28

（一） 創建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後，國家在檔案事業方面必須處理的重要

問題，是接管集中國民黨政府遺留的檔案，和收集革命歷史檔案；隨

著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構產生大量的文書檔案，為了檔案的安全保管

與應用，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領」和有關原則，開始

制定相關的檔案法規。例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中共中央辦公廳

分別制定了「徵集革命歷史文物令」、「關於收集黨的歷史檔案的通

知」、「保守國家機密暫行條例」、「關於加強文書處理工作和檔案工作

的決定」等。中共中央辦公廳和政務院秘書廳於 1954 年 6 月 8 日先後

發佈了「關於中央局裁撤後檔案集中管理辦法」，規定統一領導、集中

管理、保持檔案完整的原則，使大陸一級黨政機關之檔案集中保存，

為中央檔案館立下基礎。 

1954 年 11 月 8 日國家檔案局成立之後，立下國家檔案工作原則、

保管期限、立卷歸檔制度、歷史檔案徵集與整理、檔案專業人員、檔

案學研究、黨政檔案工作及科技檔案的管理等相關規定。1955 年 11

月，大陸國務院批准頒發了「國家檔案局組織簡則」，規定國家檔案局

的職責、權利和任務。1956 年，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強國家檔案工作

的決定」，明確規定了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機構職責。上述這些檔案

法規都有助於檔案事業的發展與建立。 

（二）文化大革命破壞階段 

1966 年 5 月至 1976 年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國家檔案工作體

制被打亂，檔案的集中統一管理原則被否定，全國檔案機構完全陷於

癱瘓狀態，為中國檔案法制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對檔案事業造成了不

可彌補的損失。 

（三）文化大革命後恢復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新恢復「文化大革命」前的檔

                                                 
28 朱玉媛，檔案法規學新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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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作原則、體制、方針和重要的規章制度。社會上普遍認為，要確

保檔案的完整、安全和有效利用，保障檔案工作的順利發展，但僅靠

制度行政法規已無法應付，而必須把國家檔案工作列入國家法律的範

疇。1979 年 7 月 1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100 條、103 條、167 條、186 條等對搶劫國家

檔案，偽造、洩漏國家檔案機密等都具有的刑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立以來，首次將檔案保護與安全納入國家基本法。 

1979 年，國家檔案局局長張中先生提出要制定「檔案法」的主張，

並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連續三次提出「建議制定國家檔案法」的提

案。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和國務院採納其建議，由國家檔案局

於 1980 年初，正式組織人員並開始進行起草工作。經過七年近 30 次

的審查，形成一個較成熟的草案，於 1987 年 8 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審議，29 1987 年 9 月 5 日，第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

十二次會議討論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並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主席李先念以第 58 號主席令公布，並自 1988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1990 年 10 月 24 日經國務院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

自 1990 年 11 月 19 日施行，1996 年對《檔案法》予以修訂。 

第三節 我國檔案法制定背景與概況 

    本節首先從我國早期的發展概況、政治體制等背景出發，並探討早期

檔案管理相關法規，與早期的檔案管理情形，最後回顧國內針對檔案法為

主題的相關研究，以對國內檔案法的制定、檔案制度等有一概括性的了解。 

一、 制定背景 

我國檔案法的制定背景，可從台灣早期的發展演變情形，將檔案法制

定的脈絡置宏觀背景中來思考。民國 38 年中央政府遷台以來，以戒嚴法、

臨時條款和一百五十種戡亂法規為基礎，建立並鞏固了一種國家機關全面

                                                 
29 周雪恆，中國檔案事業史（北京市：中國人民大學，1994 年），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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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嚴格掌握民間社會的威權體制。30

在此時期，政治安定乃是政府施政上的首要考量，政府對資訊採取內

縮型的作法。首先，防弊的資訊控制，成為政府施政上的重點： 

（1） 檢肅匪諜：制定檢肅匪諜條例及聯保連坐辦法。 
（2） 國家機密：訂定國家機密保護辦法及妨害軍機治罪條例。 
（3） 媒體檢查：實施電影檢查制度。 
（4） 封鎖報紙：二二八事件後，包括中外日報等多家報紙被封鎖。

其次，對人民也進行資訊掌控。 
（5） 戶口總檢查：台灣省實施戶口總檢查。 
（6） 思想灌輸：訂定村里民大會政治訓練辦法。31 
 

蔣經國就任總統後所帶動的政治革新，促進國家賠償法的立法，行政

院研考會也正式委託學者進行資訊立法的研究。然而，這些發展受到美麗

島事件陰影所影響，在檔案公開理念的推行上仍然有限。新聞局官員被控

洩密給新聞界而被批判，雷震回憶錄被國防部軍法局燒毀，均是具有時代

意義的指標性案例。 

這種局面到黨禁、報禁解除以及台灣解嚴之後，開始有結構性的改

變。這些資訊基礎結構的解禁，促進長期累積的民怨作廣泛的宣洩，在欠

缺參與管道的情況下，社會運動此起彼落；報紙開放的結果，更造成言論

自由的大幅進展，隨著反對黨的成立及透過選舉參與政治，政治監督也逐

漸普遍，資訊消極時代的絕對資訊控制已逐漸崩解，進入資訊放任時代。
32

民國 76 年 6 月 10 日，國史館朱匯森館長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會中提出早日制定「國家檔案法」的建議受到採納，隔日報紙即刊登相關

消息33，也由於社會力、政治力的解放，開始引發 77 年 3 月的一股翻案風。

從「二二八事件」、「孫立人兵變疑案」、「張學良」案，各新聞媒體大量傳

播，但仍無助於真相的大白。34「翻案」風呈現政治轉型期對舊系統的揚

                                                 
30 孫同文，從威權政府到民主治理(台北市：元照，民國 92 年)，頁 19。 
31 行政院研考會，政府資訊公開制度之研究（台北市：行政院研考會，1996 年），頁 29。 
32 行政院研考會，政府資訊公開制度之研究（台北市：行政院研考會，1996 年），頁 29-30。 
33 「 對 制 定 國 家 檔 案 法 建 議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同 意 研 究 」， 聯 合 報 ， 民 國 76 年 6 月 11

日 ， 第 2 版 。  
34 「封塵史料桎梏加身 難查真相」，民眾日報，民國 77 年 3 月 2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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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表達風氣開放和民眾權利意識覺醒。35 以往，政治管道不暢通、消息

不公布，使得謠言極多。「翻案」使事實澄清謠言，讓正確訊息正常流通，

也讓民眾對臺灣幾十年的發展有客觀瞭解，破除政治迷信，民眾能獨立判

斷。36這一陣陣「翻案之風」，基本上是由一件事引起一連串的的翻案事件，

大眾傳播媒體所報導的「翻案」事件，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三種來探討。
37

    第一類，大陸時期發生的張學良案，法律已定案，歷史也有定論。張

學良西安事變案件，在法律上早已由國民政府軍法審判，且由先總統  蔣

公特赦交由軍事委員會管束；而張學良在西安事變中的功過得失、歷史評

價，迄今也討問的差不多了，可以說歷史已有定論了。對於這類法律及歷

史都已定案的事件，大家關心的是張學良的自由。 

    第二類，在台灣時期發生，法律已經認定，歷史上未定論的，譬如余

登發案及美麗島事件案。法律已定讞的案子並不是不能翻案，於情於理都

可能對法官的採證產生質疑、或者事後有資料支持翻案，但法律問題留待

律師去處理；至於當事人不需要急著去翻案，歷史自會給他公道。 

第三類，缺乏法律認定而僅由行政命令規範，歷史也尚未給予定論

的，譬如孫立人案。這類案件，由於時間拖延已久，法律更審很難，遂成

為歷史公案。就孫立人來說，孫將軍及其部署、親人如果不服，則應公佈

掌握的有利證據；政府方面，其有權決定是否公佈檔案，如果政府公佈檔

案，再與孫將軍方面公佈的證據相比較，相信歷史會重新給予評價。 

政治解嚴後，開始從封鎖轉向開放，政治社會力的解放，使得威權時

代的政治壓迫等事件，受到解放的潮流，翻案風氣盛行，在此時，由於翻

案風氣盛行，開始找尋檔案以作為迫害的證據，但也才發現，檔案沒有統

一的管理制度，檔案散落遺失嚴重，甚至許多都已被銷毀，因此才開始重

視檔案的管理；另一方面，對於當時機密的檔案如大溪檔案、石叟叢書等

皆蒙上一秘面紗，由於屬於機密檔案，學者們對於史料的重視與期望早日

公佈這些神秘的檔案史料，也迫使檔案開放提供應用，這些因素也都與檔

                                                 
35 李筱峰，「翻案風猛吹 學者怎麼看?」，自立晚報，民國 77 年 3 月 26 日，第 12 版，。 
36 瞿海源，「翻案風猛吹 學者怎麼看?」，自立晚報，民國 77 年 3 月 26 日，第 12 版。 
37 張玉法，「翻案風下的省思」，自由時報，民國 77 年 3 月 2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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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法制定的推動有很大的關連性。檔案法制定後，大溪檔案、石叟叢書等

內容，皆已提供開放運用，並提供線上閱讀的機制。 

二、 早期檔案管理的相關規定 

民國 46 年 8 月 2 日行政院頒訂「事務管理規則」共 15 編：總則、文

書處理、檔案管理、出納管理、財產管理、物品管理、車輛管理、辦公處

所管理、宿舍管理、安全管理、集會管理、工友管理、員工福利管理、工

作檢核及附則。廣義來看，前三編：總則、文書處理及檔案管理，是早期

檔案管理的相關規定，其內容要點分別為：38

第 一 編  總則   
     行政院為統一各機關之事務管理，提高行政效率，特訂定本規則。 
第 二 編  文書處理   

第 一 章  通則   
第 二 章  處理程序  
第 三 章  文書流程管理  
第 四 章  公務登錄  
第 五 章  文書用具及處理標準  

第 三 編   檔案管理  
   第 一 章  通則  
   第 二 章  點收   
   第 三 章  分類編案  
   第 四 章  編製目錄  
   第 五 章  保管   
   第 六 章 檢調   
   第 七 章 清理   

    並由行政院秘書處訂定「事務管理手冊」辦理，根據「文書處理檔案

管理手冊」對文書的定義：「係指處理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之全部文書。凡

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來之公文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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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檔案管理的規定，概述如

下：39

                                                 
38 全國法規資料庫，「事務管理規則」編章節，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sp?B4=%BDs+%B3%B9+%B8%60&FNAME=A0030027 
(access2006/5/16) 
39 行政院秘書處，文書處理檔案管理手冊(台北市：民國 83 年)，頁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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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點收 

(一) 文書單位，每日將已發文之稿件，逐案彙齊登表送檔案管理單位

點收；存查案件由業務承辦單位送檔案管理單位歸檔。 

(二) 經區分有機密等級的文書及附件，由業務承辦人員以機密檔案專

用封套裝封，送檔案管理單位歸檔。 

(三) 每月歸檔的數量，由檔案管理單位簽報權責主管核閱。 

二、 分類編案 

(一) 檔案分類表以杜威十進分類法編製，重要案件，應以一事一案為

原則。 

(二) 總統及各級機關首長的原始手諭與特殊的文物史料，應另立專案

保管，並在原案放置抄件或影(複)本。 

三、 編製目錄 

    各機關檔案管理單位應將每一案卷編置目次表，並應編製分類的

案名目錄索引以供查案參考。 

四、 保管 

(一) 定期及永久檔案以書本式裝訂，臨時檔案以活頁裝訂。每卷脊標

明檔號、案名及保存年限。 

(二) 機密檔案以專櫃存放，由專人負責管理，機密檔案經解密後，應

以普通檔案保管。 

五、 檢調 

(一) 借調檔案以與承辦單位有關者為限，借調機密檔案、非主管案件

或其他機關檔案時，須簽奉核准辦理。 

(二) 檔案管理單位對歸還的檔案，如發現缺漏或塗改、增損、抽換、

拆散等情事，調案單不予退還，並簽報權責掌管處理。 

(三) 機關職員退休或離職時，人事單位應會知檔案主管單位。 

六、 清理 

(一) 檔案的保存年限，以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核為基準，編訂具體業務

項目，由本機關權責主管核准後實施。 

(二) 已屆滿保存期限的檔案，由檔案管理單位，繕造檔案擬銷毀清

冊，送原業務承辦單位審查，業務單位認為必須延長保存期限的

案件，應簽註理由，延長保存；經業務承辦單位同意銷毀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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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簽報本機關權責掌管核准後，造具清冊送國史館審選，國史館

認為具有保存價值者，通知原機關將檔卷移國史館典藏，其餘由

原機關的檔案主管機關會同有關單位派員監毀。 

七、 設備 

(一) 檔案管理設備概分為庫房、架櫃、作業工作、應用表卡等四種。 

(二) 檔案庫房宜與其他建築物隔離，地勢宜高亢，排水系統通暢，並

儘量裝置鐵門鐵窗及防盜、防護等設施。 

八、 保護 

(一) 庫房內溼度應保持百分之三十度至五十度，如溼度過高得備除濕

設備調節之。 

(二) 檔案得視需要施以分類曝曬，以防霉爛，檔案管理人員應親自指

揮搬放，以免次序混亂，並應在場看守，禁止閒人檢取翻閱，以

防遺失及洩漏機密。 

 

    早期國內的檔案管理僅依照「事務管理手冊」檔案管理部份辦理，可

見文書、檔案被視為同出納、財產、物品、車輛等一般事務看待；而 88

年「檔案法」通過後，「事務管理規則」已於 94 年 6 月 29 日以院臺秘字

第 0940087485 號令廢止40，各事務回歸相關法令。 

三、 早期的檔案管理情形 

民主進步黨李慶雄說，有關國家各項政務的檔案都散落在各個地方，

例如海岸巡防司令部的前身警備總司令就存放了許多國防部檔案。 41另

外，陳文成命案，關鍵檔案證實被警總遺失。42為追查前警總所經手的政

治檔案保存情形，立法院法制委員會立委 84 年 4 月 9 日上午首度到由警

總改制後的軍管區司令部考察，經軍管區副司令湯元普中將報告指出，有

關重要政治檔案中，目前已焚毀的檔案包括有雷震案、彭明敏叛亂案及陳

玉璽案，另陳文成檔案已失蹤。43

                                                 
40 全國法規資料庫，「事務管理規則」沿革，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sp?B2=%AAu%A1@%A1@%AD%B2&FNAME=A0030027 
(access2006/5/16) 
41 「政務檔案都散落各地」，中國時報，民國 83 年 3 月 30 日，第 6 版。 
42 「陳文成命案 關鍵檔案證實被警總遺失」，民眾日報，民國 83 年 3 月 31 日，第 1 版。 
43 「雷震等三檔案焚毀  陳文成案失蹤」，中國時報，民國 83 年 4 月 10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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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國內缺乏完整檔案管理制度，導致檔案散落、遺失、銷毀情形嚴

重，卻無法可管，各機關隨意管理檔案，缺乏人力、設備、經費等問題，

不斷地使寶貴的歷史紀錄流失。 

    檔案法公佈後，民國 89 年 3 月 1 日成立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展開檔

案管理組織、制度與相關法規建置工作，民國 90 年 11 月 23 日檔案管理

局正式成立，檔案法及其相關子法亦自民國 91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檔案法制及組織建置漸趨完備，終止檔案散落、遺失及銷毀等情形。 

檔案管理局統計至 95 年 6 月 9 日止，國家檔案典藏數量紙本共 222

卷 216,488 件，預計 95 年移轉接收公營轉民營之檔案約 723 公尺；目前微

縮攝影共 47 捲、錄影音帶類 7,222 捲、及紙本數位化複製的電子媒體 2,813

片。國家檔案的內容目前包括二二八事件檔案、美麗島事件、國民大會等

檔案、行政院退輔會塑膠工廠檔案、基隆市公車處檔案、行政院 921 震災

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檔案、重大政治案件檔案及台灣省農工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漁務處檔案等。44 

 

                                                 
44 檔案管理局內部資料，「國家檔案典藏表」，民國 95 年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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