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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使用歷史研究法及訪談法，重建我國檔案法立法過程，回

顧檔案法立法經過的時代背景，訪問檔案法草案的推動者、擬定者，以及

檔案法的提案立委等對象，瞭解檔案法立法的動機、社會情境、各自推動

版本的主張思維，法案審查經過的情形等問題，以完整重現檔案法的立法

過程面貌；本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ㄧ、歷史研究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ㄧ在於重建我國檔案法立法過程面貌，運用歷史研

究法，首先調查檔案法制定的過程相關事實，歷史調查得到的是相互關聯

的歷史事實，本研究將調查立法院公報所刊登有關檔案法審查經過，並且

蒐集政府及民間單位參與檔案法立法過程所產生的相關資料，包含國史

館、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及檔案管理局等機關，還有調查檔案法制

定的相關新聞報導，暸解社會大眾對檔案相關議題的看法及意見。再者綜

合整理，綜合上述蒐集的歷史事實，以建構歷史敘事的過程，此處包含三

個層次的原因分析：深層的結構因素(deep structural causes)、環境因素

(contextual causes)和促發因素(triggering causes)。1。歷史分析的最後步驟

是詮釋，運用歷史敘事來解答研究問題，闡明檔案法制定的歷史發展之軌

跡及其意義所在。 

    檔案法制定過程的歷史調查內容，主要如下: 

1. 立法院相關文獻 

(1) 立法院議事紀錄。 

(2) 立法院公報。 

2. 檔案立法過程的相關文件 

(1) 檔案法最早提出的機關：國史館。 

(2) 檔案管理局的上級單位：行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 

                                                 
1 謝寶煖，「歷史研究法及其在圖書資訊學之應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2(民 88 年 6 月)：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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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理局。 

(4) 民間單位：中華檔案曁資訊微縮管理學會。 

3. 報紙新聞 

(1) 從民國 76 年至民國 93 年，各大報紙刊登有關檔案立法、檔

案管理制度與檔案相關的意見新聞。 

(2) 包含中國時報、聯合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

青年日報、台灣日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

民生報、中時晚報、聯合晚報、更生日報、自立晚報、勁晚報、首

都早報、自立早報、自由日報、環球日報、大華晚報、民族晚報等

二十三種報紙的新聞剪輯資料。 

二、訪談法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以參與檔案法草案擬訂者、檔案法提案之立

法委員，以及檔案業務相關單位中，辦理檔案法立法過程之業務執行者，

透過訪談這些核心的關鍵人物，來暸解檔案法制訂的動機、內容及理念思

維，以及各版本草案是如何協商，成為最後版本？其中不同立場的論述為

何？透過訪談，以獲得歷史調查過程中，無法蒐集的資料，使研究趨於完

整。擬定訪談對象及訪談大綱如下： 

(一) 訪談對象 

    針對檔案法制定過程的參與者、提案立委及業務執行者等關鍵人物，

擬訪談對象名單及其相關背景資料如表 3-1。 

 

表 3-1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名單 

參與立法 

項目 

目前任職 

單位/職稱  
對象 

備註(檔案制定過程中任

職單位或參與版本) 

國史館/副館長 朱重聖 國史館版本 

國史館/修纂處處長 簡笙簧 國史館史料處處長 

台大衛生政策研究所/

教授 
孫得雄 

第六任行政院研考會主委

(80.06—83.12) 

業務機關 

檔案管理局/主任秘書 林秋燕 
行政院研考會科長。 

行政院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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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立法 

項目 

目前任職 

單位/職稱  
對象 

備註(檔案制定過程中任

職單位或參與版本)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學會/理事 
路守常 

國史館史料處處長 

國史館研議檔案法草案之版

本、曹爾忠版本(學會版

本)； 

民間學會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

管理學會 
吳財寶 曹爾忠版本 

立法院/立法委員 林濁水 
林濁水版本 

當時在野黨(民進黨)代表 立法機關/ 

提案人 立法院第2-4屆法制委

員會/前立法委員 
劉光華 當時執政檔(國民黨)代表 

(二) 訪談大綱 

    本研究欲暸解我國檔案法制定歷史發展軌跡，暸解檔案法制定的階段

與過程、檔案法草案版本的內容、理念意涵及制定時的內隱知識及探索檔

案法產生的因素，針對檔案業務機關、及檔案法草案執筆或提案人，所擬

之訪談大綱分別如表 3-2： 

 

表 3-2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參與立法項目 訪談大綱 

業務機關 

1. 檔案法立法的起源，從何時開始推動？ 
2. 推動歷經過程為何？草案版本何時提出？所持理念觀點

為何？審議過程為何？過程歷時多久？ 
3. 當時政治、經濟、或社會有何重大事件嗎？與刺激推動

檔案法有關嗎？您認為如何？ 
4. 身為業務機關的立場，如何看待檔案法的立法？為什

麼？ 
5. 對目前檔案法有何批評或反思？ 

草案執筆 

草案提案人 

1. 為何制訂檔案法草案？誰委託您？動機為何？ 
2. 草案制定的內容為何？包含哪些項目？制定的理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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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立法項目 訪談大綱 

何？ 
3. 其他版本的主要內容為何？各自所持觀點為何？ 
4. 此版本與其它草案版本差異在哪？如何看待其它版本？

請試著分析或評論。（政黨意識） 
5. 當時政治、經濟、或社會有何重大事件？與刺激推動檔

案法有關嗎？您認為如何？ 
6. 對目前檔案法有何批評或反思？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首先為文獻探討宏關脈絡著眼作為基礎、再進行歷

史研究及訪談研究，最後整理分析並提出結論與建議，研究架構圖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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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草案

宏觀背景

美、英、
加、等國

國史館版本

行政院版本

曹爾忠版本

林濁水版本

李慶雄版本

羅馬法

官僚制度

各國檔案事業

的歷史沿革
我國

訪談問題：

1.檔案法立法的起源推
動如何開始？

2.推動歷經過程為何？
各草案版本內容、理
念為何？

3. 各版本草案的差異為
何？各持觀點為何？

4.當時政治、經濟、或
社會有何重大事件嗎
？與檔案法的推有關
嗎？

5.對目前檔案法有何批
評或反思？

國史館

行政院

立法院

調查:
立法推動機關制
定檔案法的相關
資料蒐集

綜合:
建構檔案法制定
過程的歷史過程

詮釋:
闡明檔案法制定
的歷史發展之軌
跡及其意義所在

歷史研究法

文獻探討

分析與整理

結論與建議

 
 
 

圖 3-1  本研究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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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ㄧ、研究範圍  

研究法律史學中，王泰升提出了三個歷史發展的部分，包含形成法律

的原因、法律的規範內容及法律的社會效應，其內容如圖 3-2： 

 

 

 

 

 

 

 

 

 

圖 3-2  法律發展歷程圖示 

資料來源：王泰升，台灣法律的建立，1997 台北市：王泰升發行，頁

8。 
 

本研究屬於 A.形成法律的原因部分，範圍限定在我國檔案法的制定過

程，檔案法的思想觀念、檔案法制定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因素，乃以

民國 88 年公布的檔案法為基準，往前研究各草案版本的制定經過，包含

最早國史館提出的中華民國檔案法草案、行政院提出的檔案法草案、中華

檔案曁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版本(曹爾忠立委提案)、林濁水及李慶雄立委提

出的版本等各個版本的制定經過研究。此外，自檔案法公佈施行以來，至

今已有六年多的時間，也遇到檔案法不適用之處，因此目前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檔案管理局正在進行檔案法修改的準備，調查全國各行政機關對檔

案法修改的意見，此部分亦為本研究之範圍。 

本研究以檔案法為核心，其餘與檔案相關的法律或規定，如檔案管理

局之組織法、檔案法施行細則、政府資訊公開法、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皆

排除在本研究範圍之外。 

 
A.形成法律的原因 

 
B.法律的規範內容 

 
C.法律的社會效應 

1. 思想觀念 
2. 政治因素 
3. 經濟因素 
4. 社會因素 

1. 一般抽象的當為規範

(法規範、法制度) 
2. 當為規範之實際適用

於個案 

1. 法律文化 
2. 人民法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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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一）文獻部分 

    由於國內外研究檔案法制定過程的文獻甚少，少有完整具體的檔案法

制定經過的論述探討，且因語言關係，僅能蒐集英文文獻及大陸的文獻或

大陸的二手詮釋，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二）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熟悉檔案法制定過程的關鍵人物，多為政府官員

及立法委員，若因時間或訪談對象出國等因素無法受訪，也屬於本研究之

限制。 

 

(三)相關法律 

    本研究以檔案法為核心，但仍有相關概念涉及其他法律或規定，如政

府資訊公開法，本研究基於研究範圍，無法探究其他法律與檔案法的相關

性，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第三節  研究工具 

ㄧ、文獻蒐集階段 

於 LISA、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立法院

國會圖書館跨資料庫、政治大學圖書館 OPAC 系統等中西文資料庫，蒐集

關於檔案法立法過程相關之期刊、圖書、文獻，以及檔案與社會科學相關

理論之圖書、期刊、與文獻，作為研究之基礎。 

二、研究執行階段 

    歷史研究法的執行，首先必須調查相關的檔案法制定資料，其工具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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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立法院國會圖書館議事系統2： 

檢索立法院公報所記載關於檔案法立法過程、法案審查經過、三讀經

過、立法委員發言紀錄等內容。 

2. 檔案業務單位對檔案法制定過程產生相關資料。 

3. 立法院國會圖書館新聞剪報系統3： 

檢索關於檔案法相關新聞，民眾意見等。 

4. 中央通訊社剪報資料庫、知識嬴家及政大全文剪報資料系統等資料庫： 

檢索報紙媒體之檔案法制定相關報導及民眾意見等。 

 

再者進行綜合整理，重建檔案立法經過的來龍去脈，並同時進行訪談

研究之準備，針對歷史研究的重建面貌，基於具體的檔案法制定輪廓面貌

後，繼續訪問參與檔案法制定過程的關鍵人物，提出更細微、內隱的制定

思維等問題，暸解各自不同版本所持的觀點、理念，以及檔案法制定的因

素探討，發掘書面文獻資料所無法提供的資訊，詮釋檔案法制定的歷史脈

絡及其意義。 

三、研究結論階段 

針對歷史研究及訪談的結果，與文獻探討、理論建構方面進行綜合分

析，從微觀細節的立法過程，呼應宏觀歷史背景及理論脈絡，並提出結論

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施步驟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即擬定題目與文獻分析、研究執

行、及研究結論階段，詳細步驟如圖 3-3。 

                                                 
2 立法院國會圖書館議事系統

http://lis.ly.gov.tw/ttscgi/ttsweb?@0:0:1:/disk1/lg/lgmeet@@0.6717690133844412 
3 立法院國會圖書館新聞剪報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ttsweb2?@0:0:1:/disk1/lg/newsout@@0.204365389004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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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擬定題目與文獻分析階段 

首先蒐集檔案學、法學、社會學等與檔案法立法過程相關之理論文

獻，及法國、英國及中國之檔案法制定背景等資料，確立研究範圍與研究

方向。 

二、研究執行階段 

執行歷史研究法首先建立檔案法草案各版本大致輪廓及具體內容架

構，調查參與檔案法制定業務單位的相關資料，以及推動檔案法立法經過

的相關報紙新聞，從中整理與歸納問題，並持續蒐集文獻直至完整文獻為

止。再者著手進行參與對檔案立法關鍵人物的訪談，分析闡述受訪者對檔

案法立法經過的認知、理解，主要可分為四大面向： 

（一） 檔案法立法的動機、推動經過為何？ 

（二） 檔案法各草案版本的內容、觀點差異何在？看法為何？ 

（三） 推動經過的時代背景，社會、政治等狀況為何？ 

（四） 對目前檔案法實施後的看法，有何意見？有無需改進、反思 

之處？ 

三、研究結論階段 

針對歷史研究及訪談的研究結果，進行綜合分析，並呼應文獻探討與

理論建構的部份，將微觀的立法經過與宏觀的歷史脈絡扣連，並提出結論

與建議，將研究整體過程分析與整理，具體撰寫成一份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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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研究實施步驟圖 

 

蒐集文獻與分析 

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歷史研究法 訪談法 

擬定研究題目與方向 擬
定
題
目
與
文
獻
蒐
集
階
段 

研
究
執
行
階
段

研
究
結
論
階
段

撰寫論文 

提出我國檔案法制定過程 

微觀與宏觀之呼應 

綜合記錄整理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