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3-H-004-018-
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薛理桂

計畫參與人員：林嘉玫、張凱迪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8 月 20 日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

-2-

摘要

檔案管理在我國仍屬起步的階段，雖有檔案法通過，但此法中與檔案管理制
度的相關條文未能明確定義與規範，造成檔案管理實施的困難。雖有檔案管理局
此一中央主管機關，但全國居然未有任何一所公共檔案館，造成研究者與一般民
眾使用檔案的困擾。由於檔案法仍有缺失，以及全國未能建立完善的檔案管理制
度，促使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我國現有檔案管理制度之得失、探討國際間先進國家
檔案管理制度之現況、針對我國檔案管理制度之缺失，提出改進建議。本研究採
用的方法為比較法與焦點團體法，透過七個國家之比較，針對各國之檔案法與檔
案管理體制之比較，以了解各國之異同處，以供我國參酌。舉辦兩次焦點團體座
談，以了解國內檔案界對於我國檔案法與檔案管理體制之建議。最後，依據比較
法與焦點團體座談所得到之結果，提出檔案法修正、檔案管理體制、公共檔案館
建置與檔案專業人員任用四方面之具體建議。

關鍵詞：檔案、檔案法、比較、管理體制、國家檔案館、臺灣、美國、英國、法
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

Abstract

The archival management stills in the developing stage in Taiwan. Although the 
Archives Act has passed, the related rules cannot accurate defined the archival 
management system. Therefore, many difficulties have to be solved for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e National Archives is in charge of the whole country’s 
archival manage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lacks of national archives in Taiwan.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archival 
manage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even countries’ archival management. Bot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focus group method have applied in this study. Finally, 
four suggestion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study’s results.

Keywords：Archives; Archives act; Comparison; Management Systems; National 
Archives; Taiwan;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France; Australia; 
Japan; Singapo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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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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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題陳述

我國檔案法自民國 88 年 12 月 15 日經總統明令公布後，我國檔案事業開始
有檔案法可以依循。我國檔案管理的中央主管機關 – 檔案管理局已於民國 90
年 11 月正式成立，從此檔案事業也有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制定相關的法規與辦
法，可供國內各機關的檔案單位一致遵行。

然而，檔案管理在我國仍屬起步的階段，雖有檔案法通過，但此法中與檔案
管理制度的相關條文未能明確定義與規範，造成檔案管理實施的困難。雖有檔案
管理局此一中央主管機關，但全國居然未有任何一所公共檔案館，造成研究者與
一般民眾使用檔案的困擾。由於檔案法仍有缺失，以及全國未能建立完善的檔案
管理制度，促使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本研究主要問題有下列四點：

一、我國檔案法之缺失為何？
二、我國現有檔案管理體制之缺失為何？
三、我國公共檔案館之建置問題為何？
四、我國檔案專業人員之任用問題為何？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檔案管理制度之健全與否將關係著一個國家檔案事業是否能夠持續與穩定
的發展。歐美等先進國家在檔案事業的發展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依據各國之國情
發展適合於各國的檔案管理制度，包括：檔案法的制定、國家檔案館的成立、縣
市立檔案館的成立、檔案的開放與運用等規定，都有良善的法令規定可資依循。
我國雖已通過檔案法，但該法仍有諸多問題有待修訂，而國家檔案館、縣市立檔
案館卻付諸闕如，檔案專業人員的任用問題等都有待解決。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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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我國現有檔案管理制度之得失。
二、探討國際間先進國家檔案管理制度之現況。
三、針對我國檔案管理制度之缺失，提出改進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

首先透過相關的資料庫查檢，如: LISA、Library Literature 等資料庫，查檢
國外有關檔案管理的相關文獻。蒐集與影印相關文獻後，進行資料分析，以了解
國外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之現況。此外，將透過網路直接查尋各相關國家的檔
案主管機關與檔案館，以取得與本研究相關之資訊。

二、比較法

為了解我國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之得失，將採用比較法，與美國、英國、
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等國比較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之異同，
以了解我國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之得失。

三、焦點團體法

在提出對國內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建議之前，採用焦點團體法，邀請國內
檔案學界與實務界相關人士，共同探討，以取得共識。在 91 年 11 月 13 日與 92
年 1 月 27 日，分別舉行兩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次的焦點團體座談會共計與
九位人員參與，除了本研究之主持人之外，尚包括；檔案管理局、外交部、國防
部、臺北市政府、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與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等單位的代表。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共計有
五位與會人士，主持人外包括：新竹師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內政部、教育部、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究所檔案館等代表。兩次焦點團體座談會之重點整體，請參見第
四章。依據與會人士所提出之意見，再提出修正我國檔案法之建議，以及具體的
檔案管理制度之建議。

第四節  實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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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施之步驟包括五項，分述如下，並參見圖 1.1：

一、資料庫查檢

首先將查檢國內、外相關之資料庫，以取得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

二、資料整理與文獻分析

其次，對已收集之相關文獻進行閱讀、整理，並進行分析與建檔工作。

三、比較國內、外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

針對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比較我國與國外如: 美國、英國等國之異同，
並以敘述、解釋、並列與比較等四個階段，以取得比較之結果。

四、焦點團體座談

以比較所獲得之結果，再針對國內現況，進行二次焦點團體座談，邀請國內
檔案學界與實務界，以徵集意見，並取得共識。

五、撰寫研究報告

最後，根據以上步驟所獲致的結果，進行撰寫研究報告。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1. 資料庫查檢
2. 資料整理與文獻分析
3. 比較國內外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
4. 焦點團體座談（第一次）
5. 焦點團體座談（第二次）
6. 撰寫研究報告

進度 16% 33% 58% 75% 83% 100%

圖 1.1: 本研究之甘特圖（91 年 8 月 1 日~9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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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檔案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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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是一個國家檔案管理工作的基石，關係著整個國家檔案體制的良窳。
檔案法的議題，向來也是檔案學界所關注的焦點。檔案法通過之前，國內相關的
研究包括張澤民1、王淑貞2以及路守常3，均對我國檔案法草案的提出相關研究報
告與建議。民國 88 年，我國檔案法明令公布後，陳碧珠4和杜陳文隆5先後對我
國檔案法的優劣得失做出評論。薛理桂也在「我國檔案管理之困境與突破」6一
文中，對檔案法的缺失提出看法。郭介恆等的《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
研究》一書則是針對我國檔案法制的相關研究7。除此之外，張樹三、胡文怡翻
譯的「日本檔案管理之發展」8以及廖龍波的「中共檔案法簡介」9也為我國的檔
案法研究帶來國外的借鑑。

在各國檔案法的比較研究方面，由於國內並無針對檔案法的比較研究，因此
只能取法國外。以大陸而言，此方面研究有：郭文平和迪昕的「中法美三國檔案
法規比較」10與郭嗣平的「中、芬、法檔案立法比較研究」11，皆為大陸檔案法
比較的相關研究。大陸於 1983 年出版《外國檔案法規選編》12一書。我國則於
1994 年 6 月，為因應檔案法草案的編纂，由行政院研考會出版《各國檔案法相
關資料彙編》13，作為有關國外檔案法的重要參考依據。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基於上述的相關研究基礎上，針對我國的檔案法與國外七
個國家的檔案法做一比較，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與中
國大陸等國，試圖從比較的結果得知我國檔案法之優、缺點，可供日後我國修訂
現有檔案法之參酌。

第一節  各國檔案法概述

                                                
1 張澤民，「檔案法公佈後應有的作為」檔案與微縮 58（民 89 年）：28-33。
2 王淑貞，「檔案法草案研究」檔案與微縮 41（民 85 年）：10-18。
3 路守常，「國家「檔案法」草案述評--為「檔案法」產前檢查健康催生」檔案與微縮 53（民 88
年）：8-16。

4 陳碧珠，「我國檔案法之得失評述」檔案與微縮 59（民 89 年）：40-43。
5 杜陳文隆，「試論我國檔案法之得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7 卷 3 期（民 90 年）：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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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檔案法的立法型態上，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而產生了相異的檔案法。
由於國家管理體制的不同，檔案法規也依中央集權制國家和聯邦制國家分成兩
種。中央集權制國家可稱為「法國檔案法模式」，以法國和瑞典為代表，其檔案
法規可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執行，由檔案法授權國家檔案局按集中統一管理原則以
掌管國家檔案事務；聯邦制國家的檔案法則可稱為「英美檔案法模式」，以英、
美為主要代表，施行聯邦檔案和地方檔案分開管理之原則。雖然有國家檔案法或
國家檔案館法之制定，但各聯邦或州仍可制定適合本身需求的法律。14

就檔案法規體系而言，法國檔案法體系的國家，其檔案法體系多由「檔案
法」、「中央檔案行政法規」、「中央檔案行政規章」、「地方檔案行政法規」和「地
方檔案行政規章」等五個層次組成；英美體系多由「聯邦或地方檔案法」、「聯邦
或地方檔案行政法規」和「聯邦或地方檔案行政規章」所組成。15本研究所比較
之檔案法，以各國最高層級的國家檔案法為主體。以下就依各國檔案法立法經過
與檔案法之主要內容做概要說明。

第二節  我國的檔案法

我國「檔案法」係於民國 88 年 11 月 3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同年 12 月 15 日明令公布。我國「檔案法」共分為五章三十條，分述如下：

第一章 總則。共五個條文。有關立法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專責單位或
人員之設置、禁止運往國外等條文。

第二章 管理。共十一個條文，有關檔案管理之原則、檔案管理作業之事項、分
類系統及編目規則、檔案儲存之形式及效力、檔案之保存年限、永久保
存檔案之移轉、檔案之銷毀、職務移交或離職人員檔案之移交、私人或
團體之捐贈、私人或團體資料之複製、機密檔案之管理等條文。

第三章 應用。共有六個條文，有關檔案之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之程序與各
單位對檔案閱覽申請之准駁、閱覽或抄錄檔案、禁止行為、費用之收取、
國家檔案開放年限等條文。

第四章 罰則。共四個條文，都與檔案處罰有關之條文。
第五章 附則。共四個條文，有關各機關調整作業之年限、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14 韓玉梅、張恩慶、黃坤坊編著，外國檔案管理概論（北京市：檔案出版社，民 85 年），頁 281-283。
15 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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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用、施行細則之訂定與施行日等條文。

第三節  美國的檔案法

如前所述，由於美國屬於聯邦制國家，因此美國的檔案法多為各州所自行訂
定，至今並無一個以「檔案法」為名稱的完整的檔案法律，而是透過不同的法律
形式來解決檔案工作的機構管理問題。比較重要的有 1934 年建立國家檔案館的
法令，依此成立國家檔案館。1985 年恢復國家檔案及文件局獨立地位的法令
（Title44 Chapter2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明訂了美國聯
邦政府檔案管理機構的職掌功能。1976 年的「聯邦檔案管理法」（Title44 Chapter29 
Records Management By The Archiv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y The
Administrator Of General Services），對文件的定義、理論、內容和範圍都做了解
釋，加強檔案管理局對美國聯邦政府機關的檔案管理。這些檔案主要都分佈於第
44 號法典中，本文檔案法的比較，主要以 1976 年的「聯邦檔案管理法」來作為
比較法源16。

此法主要分為九條，各條文如下：

第 2901 條：定義。
第 2902 條：文件管理的任務。
第 2903 條：檔案財產的保管。
第 2904 條：署長的總的職責。
第 2905 條：卻力選留文件的標準、安全措施。
第 2906 條：對機構文件的檢查。
第 2907 條：文件中心和縮微複製服務中心。
第 2908 條：各項規定。
第 2909 條：文件的留存。

第四節  英國的檔案法

                                                
16 同註 12，頁 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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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檔案法在 1958 年公布「公共文書法案」（Public Records Act）。而現
今的檔案法則以 1973 年的「公共文書法」（Public Records Act）為主。此檔案法
之後經過持續的修訂，於 1998 年做出最近一次的修訂。本法與他國檔案法最大
的不同，在於英國將檔案的管理權限主要歸於大法官之下，而非如其他國家是由
各部門所統轄。其章節如下：

一、名稱
二、名詞定義與法規限制
三、公共文書局
四、公共文書諮詢委員會
五、公共文書諮詢委員會的功能
六、雇用檔案管理人員
七、檔案管理人員的職責
八、出版和移轉檔案
九、個人文件的保留
十、保留超過 30 年的檔案
十一、 檢查和複製公共檔案
十二、 管理公共檔案的標準
十三、 公共檔案局的職責
十四、 安置檔案地點的權力
十五、 購買或移轉檔案的權力以及獲得檔案的義務
十六、 規定檔案所有人的注意事項
十七、 出售或其他處置規定檔案的方法
十八、 規定檔案成為國有財產
十九、 檔案破壞的罰則
二十、 破壞或移轉檔案以及保護檔案

二十一、 保存部長及的公共檔案
二十二、 接受檔案、副本的資格
二十三、 規章

第五節  法國的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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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法國頒佈了「法蘭西共和國檔案法」（79-18 號）。本法共分為六章
三十六條。主要結構如下：17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檔案管理的出發點。
第二條：檔案內容的守密。

第二章 公共檔案

第三條：公共檔案的定義。
第四條：檔案的鑑定與銷毀。
第五條：檔案的移轉。
第六條：公共檔案的開放。
第七條：公共檔案的開放期限與限制。
第八條：檔案開放的依據條文。

第三章 私人檔案

第九條：私人檔案。
第十條：私人檔案的保管。
第十一條：私人檔案登記為歷史檔案。
第十二條：私人檔案的所有權。
第十三條：檔案登記的手續。
第十四條：私人檔案的所有權轉移登記。
第十五條：失去價值檔案的銷毀。
第十六條：私人檔案的補充和修改。
第十七條：私人檔案的轉讓。
第十八條：私人檔案的損失賠償。
第十九條：私人檔案的拍賣。
第二十條：國家的優先購買權。
第二十一條：登記私人檔案的出口。
第二十二條：檔案的複製。
第二十三條：重要檔案的禁止出口。
第二十四條：未登記的私人檔案出口。

                                                
17 同註 12，頁 13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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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於公共檔案和私人檔案的通則

第二十五條：檔案的複製收費。
第二十六條：開放查閱檔案的義務。
第二十七條：本法規定條文的張貼。

第五章 懲處條款

第二十八條：檔案非法移轉的處罰。
第二十九條：違反本法第二條及第十條規定者的處罰。
第三十條：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段）

和第二十四條的處罰。
第三十一條：違犯本法第十四條（第三段）和第十六條的處罰。

第六章 其他條款

第三十二條：本法第一、二、三、四章的實施方式由行政法院的法令規定。
第三十三條：廢除。
第三十四條：停止執行有關檔案方面的法規。
第三十五條：（原文略）。
第三十六條：規定本法做為國家法律執行。

第六節  澳洲的檔案法

澳洲的檔案法於 1983 年通過施行。共分為九章七十一條。因條文過多，難
以盡錄，故列其條目如下：18

第一章 通則，對各項名詞均有詳細定義

1.標題之簡寫
2.施行日期
3.定義
4.法案引申

第二章澳洲檔案處的功能和權力

                                                
18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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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澳洲國家檔案處之設立與功能。
6.檔案處的權力範圍

第三章 檔案處的處長和人員的規定

7.處長
8.處長任命之代表人
9.人員

第四章 澳洲國家檔案處顧問議會的組成

10.顧問議會。
11.議會功能。
12.議會主席與代理主席。
13.議會代表之代理。
14.議會代表之薪水和津貼。
15.人員職務之終止。
16.議會代表之辭職。
17.議會會議。

第五章 聯邦檔案

第一節 通則
18.國會檔案。
19.法院檔案。
20.特定檔案之法規與其安排。
21.檔案處對檔案之保管權。
22.皇家委員會之檔案。
23.政府內部機構之檔案。

第二節 聯邦政府檔案之處理
24.聯邦政府檔案之處理與銷毀。
25.對議會就檔案處置慣例提出建議。
26.聯邦檔案之變更。
27.聯邦檔案移轉檔案處。
28.檔案處與檔案之功開使用權。
29.檔案移轉和公開使用權之例外。
30.聯邦政府機構使用之聯邦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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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聯邦檔案之公開使用
31.公開使用之檔案。
32.與各州協商。
33.特許檔案。
34.部長就特許檔案發給之證明文件。
35.特許檔案之辨識。
36.公開使用檔案之形式。
37.檔案之正確管理與特殊規則。
38.特許檔案之部分公開使用權。
39.檔案之存在與否問題。
40.決議之通知。

第四節 決議複審
41.說明。
42.決議複審的內部作業。
43.向行政訴訟法院申請。
44.法庭的權力範圍。
45.依照 44(5)或 44(6)條條文行使權力。
46.處理 44(5)或 44(6)條條文案件之法庭之組成。
47.法庭之審訟聽問。
48.一九七五年行政訴訟法院法案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
49.附有證明文件之檔案，其出示與法庭之關係。
50.審訟關係人。
51.責任與義務。
52.確定不使檔案內容洩漏之法庭。
53.特許檔案之出示。
54.證明文件之證據。
55.對訴訟委員會之申訴。

第五節 其他
56.加速公開使用權和特殊使用之安排。
57.保護行動。
58.本法案權力範圍之外檔案的公開使用權。
59.安全分類。
60.檔案公開使用其間的過渡期條文。

第六章 檔案物品
61.檔案物品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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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檔案處之樣本資料。

第七章 檔案處檔案資料的保管
63.檔案資料之存放位置。
64.檔案處以外各機構之檔案保管。

第八章 檔案目錄與指南的建立
65.澳洲國家檔案之目錄。
66.澳洲國家檔案指南。
67.澳洲國家檔案處理專職研究目錄。

第九章 其他事項
68.年度報告
69.檔案影印本之證明文件
70.過渡時期
71.條規

第七節  日本的檔案法

日本的檔案習稱公文書，因此其檔案法主要是以 1988 年頒佈的「公文書館
法」為主，但其規範僅有簡單的八條，因此其細節仍須參考相關的檔案法施行細
則。

在此將其條文羅列如下：19

第一條：目的。
第二條：定義。
第三條：責任。
第四條：檔案館。
第五條：檔案館的設置。
第六條：資金的融通。
第七條：技術上的指導。
第八條：檔案保密年限。

第八節  新加坡的檔案法

                                                
19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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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檔案法早期為 1967 年「新加坡國家檔案與文件中心法」，其國家檔
案館亦依此法成立。而其檔案管理組織在 1993 年架構重整後，則以 1993 年頒佈
的「國家文物法」為主要的檔案管理依據。有關國家檔案的相關規定則是其中的
第五部分，從第 17 條到第 27 條共 11 項條文。條文分項說明如下：

第 17 條：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建立。
第 18 條：國家檔案局的局長。
第 19 條：公共檔案的移轉。
第 20 條：歸還不法移轉的檔案。
第 21 條：委員會處置或銷毀公共檔案的權力。
第 22 條：檢視公共檔案和影像。
第 23 條：公共檔案的副本。
第 24 條：公共檔案與視聽資料的重製。
第 25 條：禁止輸出相關規定。
第 26 條：影音檔案的管理。
第 27 條：口述歷史中心的建立。

第九節  中國大陸的檔案法

中國大陸於 1988 年公布並開始實行檔案法，全文共有六章二十七條。對於
檔案工作的原則、各檔案館的任務、檔案的公布利用、人民使用檔案的權利和義
務都有了明確的規範。此法並於 1996 年做出修訂。

其六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 總則

1.本法制定的源由。
2.檔案的定義。
3.保護檔案的義務。
4.政府檔案工作的義務。
5.檔案的分級管理原則。

第二章 檔案機構及其職責

6.各級機關檔案事業的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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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機關保管檔案的職責。
8.縣級檔案館。
9.檔案工作人員的專業。

第三章 檔案的管理

10.檔案的歸檔。
11.機關移交檔案。
12.文物檔案。
13.檔案的現代化。
14.保密檔案的管理。
15.鑑定檔案的原則。
16.國家檔案的捐贈與徵收。
17.檔案的出賣。
18.檔案的禁止出境。

第四章 檔案的利用和公佈

19.檔案開放期限。
20.未開放檔案的利用。
21.移交和捐贈檔案者的權利。
22.國家檔案的公佈權。
23.檔案的出版。

第五章 法律責任

24.禁止檔案的違法事項。
25.禁止檔案出境的罰則。

第六章 附則

26.本法的制訂來源。
27.本法自 1988 年 1 月 1 日實行。

第十節  各國檔案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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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名詞定義之比較

一般而言，「檔案」一詞通常是指「具有持續價值而保存的非現行文書」20，
強調其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特性。我國的檔案法將「檔案」一詞簡單定義為「指
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顯然並未考
慮鑑定保存方面的問題。將現行文書、半現行文書與非現行文書一概而論，未加
以區別文書之時效性、鑑定的過程與具有長久保存價值等檔案的特點。致使國內
檔案學界對於我國檔案法中「檔案」一詞之定義普遍認為不夠嚴謹。

在比較各國檔案法對檔案的範圍界定中，發現各國檔案法對於「檔案」一詞
的界定大都在於其格式層面上，而對檔案與文書的區別少有論及。新加坡的檔案
法較特殊，將檔案依其形成時間區分為：「現行文件」、「中間文件」與「公共檔
案」三種。此外，對於檔案所具有的價值方面，大陸檔案法在「檔案」一詞的定
義，強調「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以及美國檔案法強調「因其本身具有資
訊價值而進行保存」。大陸與美國的檔案法都著重於具有價值的文件。

各國檔案法多未對「檔案」(Archives)與「文書」(Records)的差別加以明確
定義，但是這顯然並不是我國檔案法所應借鏡之處，希望我國未來在檔案法的修
法過程中，能將我國檔案法對檔案定義的缺失予以修正，則我國檔案法在這方面
將更能臻於完善，見表 2.1。

表 2.1：各國檔案法對「檔案」一詞定義之比較

國家 對「檔案」一詞的定義
台灣 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美國

指美國政府各機關根據聯邦法律在公務活動中所產生或接受的，或者由機關作為
政府的組織、執掌、方針、決議、程序、工作或其他活動等證據，因其本身有資
訊價值而進行保存，包括各種形式和特點的簿冊、證件、地圖、照片和其他公文
材料。

英國 書面記錄及利用其他方式傳遞訊息之任何記錄。

日本 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所保管的文書及其他資料。

法國
檔案是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任何國家機關和組織，或任何私人機構和組織，在執
行自己的職能時製作的或受到的全部文件，不受其形成日期和材料的限制。

新加坡

「公共文件」乃指由任何一個公家機關為完成公務，或任何一位官員在其職責內
所發出或接收之報告、文件、記錄、目錄、印刷品、書籍、地圖、計畫表、圖畫、
照片、微縮影片、影片或其餘任何有聲記錄，其中並包含了現行文件、中間文件
及公共檔案。

澳洲
「檔案」指文件（包含書寫及印刷資料）或物品（包括錄音機、密碼儲存設備、
錄音錄影帶、唱片、麥克風、相片、電影、地圖、設計圖、模型、圖片、圖表）。
檔案的內容，與事件、人物、環境或物品有關。

                                                
20 薛理桂，檔案學導論（台北市：漢美，民 87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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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
陸

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
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
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紀錄。

二、檔案主管機關隸屬與層級之比較

在各國的檔案體系隸屬層級方面，以美國和中國大陸檔案主管機關的層級最
高，相當於部會。而我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則次之，主管機關為部
會所屬一級機關，新加坡檔案主管機關的層級最低，是屬於部會所屬二級主管機
關。將上述各國檔案主管機關之層級與各國國情來看，或可得出如下的推斷，美
國和中國大陸或因幅源廣大，機關繁雜，對檔案的處理需求量也較大，因此檔案
機關層級較高，為部會層級。而英、日兩國國土面積相當，且歷史文化有豐富的
涵養，因此檔案機關層級次之，而新加坡因國土較小，加以檔案數量不多，所以
檔案機關未居於較高的層級，見表 2.2。

我國將檔案管理局隸屬於行政院研考會所屬的一級機關，和英、日等國相
當，在就檔案量數和檔案機關層級的比較，尚屬適當。但該局如要將其檔案業務
進一步擴展及與行政院同一層級的其他四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堅監察
院，以及向上擴及總統府等我國最高的政府機關，因檔案管理局所隸屬的層級相
差過多，恐在實際執行業務時會產生困難。因此，如能將我國的檔案管理局的層
級予以提高，將可收到更佳的效果。

表 2.2：各國檔案法中對於檔案主管機關隸屬與層級之比較

國家 檔案主管機關名稱 隸屬 層級
我國 檔案管理局 行政院研考會 部會所屬一級機關

美國
國家檔案暨文件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聯邦獨立機關 相當於部會

英國 公共文書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貴族大臣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

一級機關

日本
國家公文書館
（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內閣府
Prime Minister’s Office

相當於部會所屬
一級機關

法國 法國檔案管理局 Direction 
des Archives de France 文化暨通訊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

一級機關

新加坡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資訊暨藝術部之國家資產委員會 相當於部會所屬
二級機關

澳洲
澳洲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通訊、資訊暨藝術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
一級機關

中國大陸 國家檔案局 國務院 相當於部會
三、檔案專業人員之比較

各國檔案法對於檔案管理專業人員的相關規定，僅有法國、日本和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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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規範，我國檔案法對此亦未有明文規訂，在「檔案法」第四條：「各機關管
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並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在此條文中
僅指出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但並未規範需「專業人員」，見表 2.3。

表 2.3：各國檔案法對於檔案專業人員要求之比較

國家 要求與否 條文規定

我國
設置或指定人
員，但未明訂專業
人員

第四條：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
並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

美國 無
英國 無

日本 有
第四條：公共檔案機構應由專業人員主持負責調查研究有關
文書及其他資料。

法國 有
新加坡 無
澳洲 無

中國大陸 有
第九條：檔案工作人員應當忠於職守，遵守紀律，具備專業
知識。

四、檔案管理相關規定

各國對於檔案管理之相關規定，包括：檔案的移轉規定、檔案的移轉年限、
檔案的捐贈規定、機密檔案或不公開檔案處理、檔案的銷毀處理與檔案的編印出
版等共計六項，分別比較如下：

（一）檔案移轉規定之比較

各國對於檔案移轉之規定大都以各政府機關所產生之檔案為限。在移轉
檔案之鑑定方面，英國、法國與新加坡三國都有明文規定，如：英國規定：
「依法規選審為永久保存之公共檔案」；法國規定：「由該機關進行挑選，區
分出有保存價值的文件和已失去行政用途、歷史價值和準備銷毀的文件」；
新加坡為：「具有保存價值之中間公共記錄」等，詳見表 2.4。

表 2.4：各國檔案移轉規定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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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其移轉辦法，由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美國

聯邦機關可將檔案存放於下列符合設備標準的檔案保存機構。亦可將機關已存
放合法保管處的檔案移轉至檔案保存機構。一、NARA 的文件中心。二、文件
中心由代表 NARA 的聯邦機關運作。三、商業性文件保存機構由私人團體運
作。（機關檔案清理辦法 第 150 條）

英國
依法規選審為永久保存之公共檔案，不論是在公共檔案館或是存放在大法官援
用法規指定場所之檔案，其保存年限在不超過三十年內應予以轉移。

日本 無列出

法國
檔案在其產生或收到的公家機關使用期滿後，由該機關進行挑選，區分出有保
存價值的文件和已失去行政用途、歷史價值和準備銷毀的文件。

新加坡
任何二十五年以上之公共紀錄，及主任認為具有足夠保存價值之中間公共記
錄，應被送至本中心。

澳洲
當檔案處以外之任何聯邦政府機構，不再因聯邦政府機構之需，繼續保管該檔
時，除非該檔案已由法律途徑予以銷毀，否則原檔案負責人，應依照檔案處核
准之檔案處理事宜，負責把檔案移轉給檔案處。

中國大陸
對國家規定的應當立卷歸檔的材料，必須按照規定，定期向本單位檔案機構或
者檔案工作者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人不得據為己有。
國家規定不得歸檔的材料，禁止擅自歸檔。

(二)檔案移轉年限之比較

在檔案移轉之年限方面，各國大多以 25~30 年為主，我國的檔案法在本
文中雖無明文歸定，但在「國家檔案移轉細則」中則有 25 年之規定，美、
日、大陸等國並未在檔案法中明文列出相關規定，見表 2.5。

表 2.5： 各國檔案移轉年限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我國 25 年【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美國 無列出
英國 30 年
日本 無列出
法國 30 年
新加坡 25 年

澳洲 25 年
中國大陸 無列出

(三)檔案捐贈規定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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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國檔案法中對於檔案捐贈的規定，僅就檔案法中是否有特別針對
檔案捐贈的條文比較，其中包括我國、英國、新加坡與大陸等國都有條文特
別規定，見表 2.6。

表 2.6：各國檔案捐贈規定之比較

國家 有無規定 條文規定

我國 有
第十四條；私人或團體所有之文件或資料，具有永久保存價值
者，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得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收購之。捐贈前
項文件或資料者，得予獎勵，獎勵辦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美國 無
英國 有 【英國公共文書法】列出

日本 無
法國 有 【法蘭西共和國檔案法】列出
新加坡 有 【新加坡國家文物法】列出
澳洲 無

中國大陸 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列出

(四)機密檔案或不公開檔案處理

對於特殊檔案的規定方面，包括我國、美國、英國、澳洲與大陸等國都
有特殊不公開檔案的規定，見表 2.7。

表 2.7：機密檔案或不公開檔案處理

國家 條文規定
我國 第十六條：機密檔案之管理方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定之
美國 規定有不公開檔案
英國 有特殊等級的檔案
日本 無列出（應見地方公共團體條例規定）
法國 有不公開的檔案

新加坡 無列出
澳洲 稱特許檔案

中國大陸 有保密檔案

(五)檔案的銷毀處理

有關各國檔案法中對於檔案銷毀方面的規定，將攸關各國檔案管理制度
是否完善的一環，其中包括我國、英國、美國、澳洲、大陸與新加坡等國都
有規定，但不同之處在於有的是積極的歸定銷毀規範；另有些是消級的禁止
擅自銷毀，見表 2.8。

表 2.8：各國檔案銷毀處理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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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各機關銷毀檔案，應先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審核。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之檔案，必要時，應先經電子儲存，始
得銷毀。

美國 無列出（其他細則有規定，但只限緊急狀況※告知 NARA※）
英國 公共檔案管理員審選經大法官及諮詢顧問同意
日本 無列出（應見地方公共團體條例規定）

法國
準備銷毀的文件清單及其銷毀條件，由產生或收到文書的單位與檔案管理部門
共同協商訂之

新加坡 中心主任指示
澳洲 個人不得對聯邦檔案進行銷毀

中國大陸 禁止擅自銷毀檔案

 (六)檔案編印出版之比較

各國檔案法中對於檔案編印出版的條文規定，其中有美國、英國、澳洲、
新加坡與大陸等國都有明文規定，但我國的檔案法對此並無規範，見表 2.9。

表 2.9：各國檔案編印出版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我國 無列出
美國 成立國家歷史出版委員會（檔案館法）
英國 編輯目錄、指南手冊、檔案內容摘要
日本 無列出（應見地方公共團體條例規定）
法國 無列出
新加坡 編印檔案目錄及簡介

澳洲 編製目錄及指南（不含特許檔案之目錄）
中國大陸 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

五、檔案開放利用之比較

有關各國檔案法中對於檔案開放閱覽的規定，各國檔案法中有關的條文分
為：申請使用資格、檔案的開放年限與罰則規定三項，分述如下：

(一)檔案申請使用資格

各國對於檔案申請使用資格之規定較不一致，我國檔案法中是採限制特
殊情形禁止閱覽的方法，英國是由大法官指派公共檔案管理員規定，法國是
依情況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大陸是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但新加坡與
澳洲採用較為寬鬆的規定，亦即並不限制使用資格，見表 2.10。

表 2.10：各國檔案申請使用資格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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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列出拒絕閱覽之情形
美國 無列出
英國 由大法官指派公共檔案管理員規定
日本 無列出（應見地方公共團體條例規定）

法國 按情況不同有所限制
新加坡 不限制
澳洲 不限制

中國大陸 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

 (二)檔案開放年限

檔案開放的年限規定，大多數國家都以 30 年為基準，只有英國針對特
殊等級的公共檔案限定為 50 年，而我國也是採用一般國家 30 年的規定，見
表 2.11。

表 2.11：各國檔案的開放年限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我國 30 年（可延長）
美國 無列出
英國 特殊等級的公共檔案 50 年（可延長或暫時公開）
日本 公文書保密年限為 30 年
法國 30 年
新加坡 無列出

澳洲 30 年
中國大陸 一般是 30 年，視檔案性質增減

(三) 罰則規定

檔案法中針對檔案使用者毀損檔案訂定罰則，其中法國、新加坡、澳洲
和大陸都有規範，而我國的檔案法中也有列出，見表 2.12。

表 2.12：各國罰則規定（對檔案的使用者）之比較

國家 條文規定
我國 有
美國 無列出
英國 無列出
日本 無列出
法國 有
新加坡 有
澳洲 有

中國大陸 有

第十一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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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八國之檔案法係依據各國之國情與需求的不同而制訂，詳簡不一。本文
僅就各國檔案法中較主要的法規加以比較。由於與檔案法有關的子法未在檔案法
中詳細列出，因而只能針對八國檔案法中具有共通點進行比較。檔案法的制訂，
除了關係到一個國家檔案體系的建構，更因各國的國情之不同，而有多樣化的檔
案法規與體系。

我國的檔案法在八國中屬於最新制定，也可以說是最資淺的檔案法。大凡一
項可供長久適用的檔案法，應是歷經檔案界多年的採行並經修改，方能適用於各
國檔案界實際的情況。經由比較的結果發現，其他七國的檔案法中可資我國借鑑
之處，歸納為下列四項：

一、重新界定「檔案」一詞的定義

我國檔案法對於「檔案」一詞的定義較偏向於現行文書，而未規範其時效性
與保存之價值。由於未明確定義「檔案」一詞，造成檔案主管機關的困擾，例如
已屆三十年以上之歷史檔案是否為檔案之範疇？目前國內如國史館、國史館台灣
文獻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等單位所典藏之珍貴歷史檔案是否應納入檔案管理
局之管轄範圍？都因「檔案」一詞未明確定義而滋生許多困擾。根本的解決之道
是日後在檔案法修法時，重新予以明確定義「檔案」一詞。

二、提高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層級

目前我國檔案主管機關是行政院研考會所屬的檔案管理局，在隸屬的層級屬
於中央三級機關。該局如需徵集總統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等機
關的檔案恐有層級過低的困擾。如能提昇該局至行政院所屬相當於部會的層級，
相信對於該局職權的發揮將更有功效。

三、明確規範檔案專業人員

日本、法國與大陸等國的檔案法中對於檔案專業人員都有規範，而我國檔案
法僅提及「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但並未明確規範應設置檔案專業人
員。由於專責人員並不等於是專業人員，因而檔案法中如能明確規範檔案專業人
員，將有助於提昇檔案工作的品質。

四、鼓勵檔案的編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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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檔案法中並未訂定有關檔案法編印出版的條文。在各國的檔案法中，美
國甚至成立「國家歷史出版委員會」，而英國、新加坡與澳洲三國都有編印出版
檔案目錄或指南的條文，可供我國在修訂檔案法時予以參考。

第三章  各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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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的正式確立應以「檔案法」明令公布開始。民國 89 年設
立「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民國 90 年 11 月，「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從而奠定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自此以後，我國擁有檔案管理的專法，以及全國檔案管理的
主管機關，使得我國檔案管理體制邁向正軌。

環視國內檔案管理制度，檔案法的通過雖使檔案管理局或各機關在執行檔案
管理業務上有所遵循，但整體而言，尚有許多值得借鏡國外之處，國家檔案館之
設立即是當務之急。以下茲就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中國大
陸等七國之國家檔案管理概況作一介紹，並加以統整比較。

第一節  美國

1934 年，由美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簽署國家檔案法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Act），設立國家檔案館，並成立國家歷史出版品委員會（the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 Commission，簡稱 NHPC）。1949 年，國家檔案館
改隸於聯邦行政總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簡稱 GSA）管轄。由於
被賦予管理現行文件記錄的新任務，國家檔案館因此更名為國家檔案暨文件服務
處（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s，簡稱 NARS）。1985 年 4 月 1 日，NARS
再次成為一個獨立機構，並更名為「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 NARA），透過遍及全國各地的文件檔案之機構，
對一般民眾、聯邦法院與機構提供相關的檔案業務服務，並據以統籌管理全國文
件與檔案事業。

NARA 是美國官方最高的文件與檔案的指導與管理機構。目前管轄 33 個文
件與檔案單位，包括國家檔案一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馬里蘭大學學院公園的國家檔案二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ArchivesⅡ）、華盛頓國家文件中心（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s Center，
簡稱 WNRC）、聯邦註冊辦公室（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以及 10 所總統
圖書館，與分佈全美各地的 19 個區域聯邦文件中心。

NARA 是一個獨立的聯邦政府機構，所屬層級相當於部會。該署係美國公
民、公務員、總統、國會及法院確保其取得記載美國公民權利、聯邦公務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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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家經驗的根本證明文件之便捷管道21。美國聯邦政府文件檔案依據文件的生
命週期，現行文件由各聯邦機構保管並發揮其行政功能，現行文件在不具行政功
能後，移轉到各區聯邦文件中心保存管理，非現行文件由 NARA 鑑定其保存價
值，進行銷毀或移轉到國家檔案館保存等處置。國家檔案館所保存具有永久保存
價值的國家檔案。該署亦曾在全球資訊網上公佈一份十年（1997~2007 年）的檔
案發展政策計劃，擬定短期、中期、長期任務，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提升該
署服務品質。

美國的國家檔案管理制度就聯邦政府的檔案而言，係屬集中制，所有屬永久
保存的檔案最後都要移交國家檔案館總館或分館；惟各州政府的檔案則由各州自
行決定是否設立檔案管理機關，聯邦檔案機關不負責管理及監督各州的檔案機關
22。中央與地方檔案管理事權分離，聯邦政府係由 NARA 負責制定檔案管理規範
與標準及專責國家（聯邦政府）檔案之管理、典藏及應用事宜。各聯邦機關檔案
達一定年限均應移轉至 NARA 所屬的文件中心，經整理、立卷、鑑定及清理等
作業程序後，被鑑定具有永久保存的國家檔案才移轉到國家檔案館典藏。各州政
府及地方政府係參照 NARA 制定之檔案管理規範及標準，訂定管理其檔案事項，
且設有專屬的檔案館負責檔案典藏事宜。

美國另設有國家檔案委員會，由政府各行政部門之秘書（或由各部門另派代
表而多以秘書名義）、國會圖書館館長、博物館館長與國家檔案館館長組成。該
委員會掌理鑑定檔案之等級，俾移送國家檔案館，並制定相關之規定以管制移轉
事宜。關於各機關移送國家檔案館保管之檔案與文件，其保管和使用之責，國家
檔案委員會具有向國家檔案館館長建議之權23。

                                                
21 網路資源：張聰明、林秋燕、張富林，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美國及加拿大檔案管
理制度考察報告，民 90 年。World Wide Web：http：//www.archives.gov..tw/documents/出國報
告內文.DOC（檢索日期：民國 91 年 8 月 11 日）。

22 郭介恒等，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臺北市：研考會，民 89 年），頁 21。
23 唐建清，「我國國家檔案館組織與功能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 87 年），頁 20。

國家檔案與文件署
署長
副署長

資訊安全
監督司

國家歷史出
版品與文件
委員會

督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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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NARA 組織圖

※資料來源：http://www.archives.gov/about_us/organization/organization.html，檢

索日期：民國 92 年 3 月 20 日。

第二節  英國

英國國內檔案館可區分為政府設置的綜合性檔案館、政府機關檔案館、教會
檔案館、大學檔案館與私人企業檔案館等各種類型之檔案館。綜合性檔案館可區
分為中央級及郡級二類，郡級負責保管各郡的官方文件，中央級的綜合性檔案館
即英國公共文書局（Public Record Office，簡稱 PRO）24。

英國檔案最高主管機關—公共文書局（PRO）是英國檔案事業的主體，隸屬
於貴族大臣部，其設置的目的係為了保存英格蘭、威爾斯及大英聯合王國之國家
檔案；其任務是在徵集、保存中央政府之檔案、法院之裁判等，並提供民眾使用
檔案25。運用國家檔案事業經費持續進行擴建、更新設備等業務事項，並積極與
國際檔案界交流。

英國公共文書局現行組織設有：中央管理處(Central Management)、出版品
處(Press Office)、政府及檔案服務處(Director of Government and Archival

                                                
24 同註 23，頁 22。
25 同註 22，頁 26。

政策及溝通室 國會事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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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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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綜合事務處(Director of Corporate Services)、公共服務處（Director of 
Public Services）等五處；以及檔案管理部門(Records Management)、檔案服務部
門(Archival Services)、人事及發展部門(Personal and Development)、資訊及通訊
技術部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內部稽核部門(Internal 
Audit)、財務部門(Financial Services)、企畫部門(Enterprises)、行銷及發展部門
(Marketing and Development)、電子化應用部門(e-Access)、教育及解說部門
(Edu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研究及編輯事務部門(Research and Editorial)、讀者
服務部門(Reader Services)等十二個部門，以及檔案產品服務部門(Archival 
Services)、保存維護部門(Conservation)、財產及核心服務部門(Estates and Central 
Services)、家族檔案中心(Family Records)、公共服務發展室(Public Services 
Development)、檔案複製室(Records Copying)等六個分支26。設有館長一人，館長
承上議院議長（Lord Chancellor）之命，負責監督與促進公共檔案之相關維護與
運用。地方（市、郡）亦設有檔案典藏場所，除典藏各地方政府暨所屬機關之行
政文件外，亦收受 PRO 指定蒐藏或代管醫院及政府業務委辦機構檔案之寄存27。

                                                
26 黃政民，「英、德二國檔案管理概況」。檔案季刊 2 卷 1 期（民 92 年 3 月）：117-125。
27 同註 26。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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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英國公共文書館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黃政民，「英、德二國檔案管理概況」，檔案季刊 2 卷 1 期（民 92 年）：117-125。

第三節  法國

法國是近代檔案事業的肇始者，也是檔案工作歷史悠久的歐洲國家之一。在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建立世界上近代第一所國家檔案館，並陸續增設分館，現已
有五個中心。就法國檔案司與國家檔案館敘述如下。

一、法國檔案司（La Direction des Archives de France）

中央管理處 出版品處

政府及檔案服務處 綜合事務處 公共服務處

檔案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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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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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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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及發展部門

電子化應用部門

教育及解說部門

研究及編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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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部門

家族檔案
中心

公共服務
發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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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國大革命後，由於新機關的出現與舊政權的許多行政檔案需集中保存，
因而開始出現檔案專責機構的需求，故於 1970 年成立國家檔案館（Les Archives 
Nationales）。直至 1884 年，國家檔案館由省市及醫院檔案所組成的網路中獨立
出來，隸屬於教育部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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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起改由文化部管轄至今，為法國最
高之檔案管理機構。檔案司長兼任國家檔案館館長，成為全法國檔案工作之最高
領導者28。

圖 3.3：法國檔案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施佩瑩，「法國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民 91 年 2 月）。

二、法國國家檔案館（Les Archives Nationales）

法國文化部主要職責是確保國家文化機構的運作，下設檔案司29。法國國家
檔案館為中央及綜合檔案館，是由檔案司司長直接管轄，掌理國家檔案事業，從
事檔案的收集、整理、分類、編排描述、保存維護與傳播等工作，而檔案司則扮
演諮詢、鼓勵、規範、評鑑與管理的角色。

法國國家檔案館由分置各地的五大中心組成30：

                                                
28 施佩瑩。「法國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91 年 2 月）。
2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馬樂侯文化管理研討會實錄（臺北市：文建會，民 91 年），頁 9。
30 林巧敏，「法國檔案管理制度概述」。檔案季刊 1 卷 1 期（民 91 年 3 月）：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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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檔案中心（Centre historique）：保管法國大革命前之歷史檔案和法
蘭西共和國中央政府檔案。

（二）當代檔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保管中央機關非
現行文件，只提供移交檔案機關調閱，不對外開放。

（三）殖民地檔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保管法國海外各殖
民地檔案。

（四）勞工及貿易檔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umonde du travial）：保存經
濟與企業檔案。

（五）微縮軟片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microfilm）：保存國家檔案館及各省
檔案館微縮影片的母片，並負責微縮製作及拷貝工作。

法國國家檔案館自 1790 年成立起即對外開放，使用者不僅可至該中心利用
檔案，亦可將檔案轉借到使用者所在的省檔案館使用31。

第四節  澳洲

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的設置係依據 1983 年檔案法
的規範，其屬於中央聯邦政府的一個機關，隸屬於「交通、資訊科技與藝術部」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ts）。在中央
政府的體制中，屬於一個非法定（non-statutory）的單位，每年需向該國的藝
術部長（The Minister for the Arts and the Centenary of Federation）提出年度報告32。

澳洲國家檔案館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保存該國歷史，其任務主要在保存珍貴
的聯邦政府檔案，以提供目前與未來使用。該館設有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下設：
公眾與讀者服務部門（Public and Reader Services）、政府文書紀錄管理部
（Government Recordkeeping）、館藏管理部（Collection Management）和團體部
（Corporate）等四個部門，由助理館長負責管理。在 4個部門之下，又分設若干
單位。該館總部位於坎培拉，設有 8個分館。國家檔案館擁有的館藏分散存放於
各地方辦公室，但凡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多保存在坎培拉和墨爾本的檔案館
內33。

澳洲國家檔案館除負責澳洲所有國家檔案之保存外，亦須負責監督各政府機
關對檔案之持續記錄。

                                                
31 同註 22。
32 林素甘，「澳洲國家檔案館介紹」（未刊稿，民 91 年 2 月）。
33 陳兆�、黃坤坊、徐玉清，六十國檔案工作概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民 84年），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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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澳洲國家檔案館組織圖

※資料來源：http://www.aa.gov.au/about_us/organisation_staff/NAA_Org_Chart_Feb03.pdf，
檢索日期：民國 92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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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於 1971 年 7 月 1 日 成 立 ， 該 館 主 要 任務�接管中央各行
政機關具有歷史價值之重要檔案，予以永久保存，並提供閱覽、展示，同時辦理
相關調查研究。1987 年 12 月「公文書館法」施行後，使日本檔案事業更進一步
發展。2001 年 4 月 1 日 起 ， �因 應 國 立 公 文 書 館 法 之修正，將 原本� 行政機關
之 屬 性 改 制 �特定 獨立行 政法人，此舉使日本進入檔案管理的嶄新時期34。日本
除了地方級的檔案機關外，主要的檔案管理與典藏單位計有六個35：

一、國立公文書館

日 本 國 立 公 文 書 館 �特 定 獨 立 行 政 法 人 ， 該館設立 筑 波分館 ，負責保管具 歷
史價值之檔案，並提供閱覽、研究及展示。該館置館長、次長、課長、文庫長、
分館長、副科長、專門官、研究官、研究員、課員等各種層級的職員體系。

該館設有三個部門，其下並分設若干單位，分述如下：

（一）庶務課：負責人事、文書、會計、設施、物品管理、安全等事務工作。
（二）公文書課：負責各省、廳檔案之接收、整理、保管、借閱、展覽、調

查研究、編制目錄、參考資料、刊物、與國內外檔案機構聯絡等職務，
分企劃、目錄、閱覽、保存複製等股。

（三）內閣文庫：負責古籍及其它圖書之搜集、整理、保管、利用、古籍調
查研究及有關資料之搜集、編輯及出版。

二、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該館成立於 1971 年 4 月，收藏外務省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檔
案史料，包括日本與各國簽訂的條約、外交備忘錄、外事往來公函、電報等
重要歷史性文件。外務省二次大戰後之檔案，僅收藏微縮複製品提供使用，
檔案原件仍存於外務省辦公廳。

三、防衛廳防衛研修所圖書館

該館成立於 1955 年，收藏日本 1868 年至 1945 年之間軍方檔案，每年持續

                                                
34 許 �義 ， 「 日 本 國 立 公 文 書 館 之新面 貌 」 ，檔案季刊創刊號（民 90 年 12 月）：72-81
35 同註 23，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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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地收集戰爭年代之日記等重要史料。

四、國立文學研究資料館（又稱國立史料館）

該館成立於 1951 年，負責日本史料的收集死與保管、發行史料目錄、提供
史料閱覽、對館藏史料及其它館存在全國各地的有關史料進行調查研究。此外，
該館召開近代史料研究講習會，開展宣傳普及活動，公佈史料及舉辦展覽等業務。

五、宮內廳書陵部

該部負責保管皇族檔案記錄，如皇族家譜、實錄、宮內廳的管理性文件及皇
室制度、皇室收藏的珍貴圖書資料等。

六、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

該室成立於 1949 年，負責收藏日本議會相關的憲政史料。接收議會組織移
交的檔案，並保管國會議員及遺囑捐贈、寄存的私人檔案。

整體而言，日本檔案管理與典藏單位除了國會及皇室的檔案有各自的機關負
責保管及提供利用外，日本的檔案管理制度基本上屬於集中管理的方式，中央政
府之檔案在形成檔案的本機關保管 30 年後，均應移交國立公文書館，但外務省
與防衛廳兩個單位除外。地方政府之檔案，若地方已有建檔案館者，則移交該檔
案館，如未建檔案館則留在機關內文書課繼續保管36。

                                                
36 金志善、林秋燕、周曉雯，政府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研究（臺北市：研考會，民 86 年），頁
25。

國立公文書館

館長
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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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日本公文書館館組織圖

※資料來源：唐建清，「我國國家檔案館組織與功能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 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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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主管機關

新 加 坡 主 管 文 化 事 務 的機構 �新聞藝術 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s）。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 of Singapore，簡稱 NHB） �該 部轄
下的法定機關之一。國家文物局成立於 1993 年 8 月 1 日，其轄下有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國家博物院（Singapore Art Museum）和口述
歷史館(Singapore History Museum)，該局設立宗旨在促進新加坡人民對藝術、文
化 和 文 物 認 識 ， 透 過 有 系 統 有 組 織 地 搜 集、保存和展示該國祖先之文化遺�，以
及探討新加坡的文化發展歷程。1997 年，原屬國家發展部管轄之古跡保存局改
隸 新 聞 藝 術 部 轄 下 ， 成 �國 家 文 物 局 所 屬 機關，且與國家檔案館歷史遺址組織業
務統整，使具歷史意義之建築及歷史遺址保存之業務能夠獲得更有效之推展37。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成立於 1968 年，係根據 1967 年「新加坡國家檔案與文件
中 心 法 」 而 設 立 。 該 館 負 責 收 集 和 管 理 新加坡的歷史文獻與檔案，該館前 身 �國
家檔案與記錄中心，最初是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之檔案管理專家 Dr. F.
J.Verhoeven 提倡成立，附屬於新聞藝術部。1973 年，設立一個文件中心，用來
保存迅速增加的檔案文件38。1993 年 8 月，國會通過議案，將國家檔案館、口述
歷史館及國家博物館劃歸國家文物局。1997 年，國家檔案管理的地位才逐漸確
立，並搬遷至現址（即英華學校舊址所在地）39。

二、國家檔案館組織概況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全名是「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與文件中心」，在館長的領
導下進行相關之業務，館長由政府部長任命，在館長之上設有一個「檔案與文件
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檔案館館長（擔任主席）和政府部長指定的另外五名成員
共同組成。委員會的功能係研究並提出關於該館館長依法行使職權的各種建議
40。

在組織方面，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館長在國家文物局之下，館長之下設有副館

                                                
37 陳淑美，「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介紹」，檔案季刊創刊號（90 年 12 月）：82-87。
38 同註 11，頁 42。
39 同註 14。
40 同註 11，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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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副館長之下設有四個單位：檔案服務處、文件處理處、聲像處理組、視聽
檔案與展覽組。此外，直接隸屬於館長之下有兩處：技術服務處與總管理處。在
國家文物局局長之下另設有資深館長一名，其下也設有副館長一名，及資深助理
副館長一名。其下設有四個單位：檔案修護處、古蹟研究組、古蹟保存局與口述
歷史中心41。

三、檔案管理

新加坡的檔案管理業務中，國家檔案館館長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館長負責
指導與監督該國的國家檔案館與文件中心的各種業務。政府部長可根據需要隨時
指派官員幫助館長完成其法定的職責。館長也可根據需要用書面形式指派自己的
代表，並可隨時撤掉他們的代表。政府部門必須按照保管期限表的規定，在保管
期限結束時把案卷銷毀或者送交檔案館進行微縮、照相和保存。保管期限表對近
5年內的文件無效。

凡保管期滿 25 年 而 且 館 長 認 �有 充 分 保 存 價 值的文件 ，均應向 文件 處理 處
的文件中心移交。非文件中心的人員，未經檔案館館長的授權，一律不得查閱移
交給文件中心的公共文件（公共檔案除外）42。

在政策方面，新加坡有關檔案方面之政策都是由新聞藝術部擬定後，交由國
家文物局規劃，再由國家檔案館負責實際執行運作。新加坡在 1993 年頒佈國家
文物法，其中對於檔案及國家文物局及其所屬之業務執掌等均有明確之定義。根
據 新 加 坡 法 律 規 定 凡 公 務 �生 之 公 文 書，均由國家 檔 案館 負責執行管理 之督察工
作。換言之，有關檔案之管理工作也是透過法令執行43。

                                                
41 同註 34。
42 同註 22，頁 45。
43 同註 34。

國家文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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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組織圖

※資料來源：陳淑美，「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介紹」。檔案季刊創刊號（民 90 年 12 月）：82-87。

第七節  中國大陸

大陸地區的檔案事業在民國 38 年後，迅速的開展。中央人民政務院在秘書
廳下設立了檔案科，政務院所屬各主要部、委也都設立檔案工作機構。中國共產
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秘書處也都設置檔案室。1954 年國家檔案局成立後，
使大陸地區的國家機關有了統一的規章制度，並完成大陸地區檔案體系整體架構
的建立，推動檔案機關相關業務的順利進行。

大陸所指的國家全部檔案包括：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民國 38 年以
後成立的機關、部隊、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檔案。國家檔案由中央和縣級以上各類
檔案館分別管理其權限內的檔案。

大陸現行檔案管理工作，在組織方面係由下列三大體系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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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檔案部門

大陸中央辦公室及國務院於 1983 年 4 月印發的「機關檔案工作條例」內容
提及，機關檔案工作除能提高機關工作效率和工作品質之外，更能維護機關歷史
的真實面貌。機關檔案之管理須建立檔案機構或設置專責人員管理，有成立檔案
處、檔案科或檔案室，受機關辦公廳領導，並受同級或上級檔案業務管理機關之
領導、監督及檢查，實行以專業主管機關為主，地方管理機關為輔之管理體制，
其類型略可分為四種類型44：

（一）機關檔案室：設置最為普遍，負責管理黨、政、工、團組織之全部檔
案中之一般檔案。

（二）科技檔案室：設於工廠、礦山或科研部門。
1. 影片、照片、錄音檔案室：設於影片公司、製片場、新聞攝影部門、

廣播部門及唱片場。
2. 人事檔案室：為人事部門所設立，專門管理檔案機關幹部及工人檔

案。

二、檔案館

目前已成立的中央級檔案館有三個：

（一）中央檔案館。該館負責集中保存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具有全國意義的
革命歷史檔案和中央機關的檔案，下設：

1. 中央檔案部，保存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珍貴檔案和書刊。
2. 中央國家機關檔案部。該館保存中央撤銷機關檔案和華北行政委員

會、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檔案。
（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該館專門負責保管明、清兩代檔案。設館長一

人，主持全館工作，副館長二人，下設四部二室：
1. 管理部：負責歷史檔案的編輯、保管、整理、編目和利用工作。
2. 編輯部：負責檔案史料的編輯、公佈工作。
3. 滿文部：負責滿文檔案史料的翻譯、編輯、整理和編目工作。
4. 技術部：負責檔案照相、複印等複製工作和修復保護工作。
5. 研究室：負責協調全館學術研究活動，進行專題研究，以及圖書和

資訊的蒐集管理工作。
6. 辦公室：負責秘書、人事、財物、總務等行政事務。

（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該館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近代歷史檔案館，

                                                
44 鄧紹興、陳智為，檔案管理學（北京市：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民 84 年），頁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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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南京及大陸各地收集、接管的國民黨、北洋軍閥和汪偽政權以及
一部份清末的檔案。另有屬於中央主管部門的專業檔案館，如中國人
民解放軍檔案館、中國電影資料館、航空工業部檔案館等45。

三、檔案事業管理機構

大陸的國家檔案局為國務院直屬機關，是國家檔案事業的最高領導機關。該
局的任務是統一管理國家檔案工作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指導和監督各級國
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檔案工作；負責全國國家檔案館網的規劃；籌建和領導國家
檔案館；研究和審查國家檔案文件材料的保管期限標準和銷毀問題；制定有關國
家檔案工作的法規性文件以及其他國務院交辦的檔案事務。在地方省、自治區、
直轄市設立檔案局，地、市、州、盟設立檔案局（處）；縣、旗設立檔案局（科），
負責地方檔案事務，對所屬地區檔案工作指導及監督。此外，中央及省一些專業
部門亦設有檔案處（科）對所屬系統各單位檔案業務進行督導與監督工作46。

                                                
45 同註 23，頁 25-26。
46 同註 22，頁 99。

中共中央
國務院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

-48-

                            （合署）

                                （合署）
圖 3.7 中國大陸檔案機構組織圖

※說明：

1. 省包括直轄市、自治區；市指省轄市，含自治州、行政區、地區、盟；縣包括自治縣、

旗、縣級市、市轄區。

2.       表示隸屬關係；      表示業務監督關係；      表示檔案交接關係；

          表示部分情形。

※資料來源：郭介恒等，國家檔案管理體制與法制作業之研究（臺北市：研考會，民 79 年）。

第八節  各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

國家檔案局 中央檔案館 中央機關
檔案處、科、室

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

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

中共專業檔案館 中央機關直屬單位檔案
科、室

中共省委
省人民政府

省檔案局 省檔案館 省級機關
檔案處、科、室

省專業檔案館

省級機關直屬單位
檔案科、室

中共市委
市人民政府

市檔案局 市檔案館 市級機關
檔案科、室

市專業檔案館 市級機關直屬單位
檔案科、室

中共縣委
縣人民政府

縣檔案局 縣檔案館 縣級機關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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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國檔案主管機關名稱與隸屬層級

美國與中國大陸分別設有「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NARA)與「國家檔案局」，
負責檔案管理工作，分別隸屬於「聯邦獨立機關」與「國務院」，層級皆相當於
部會，屬於行政體系。

英國的「公共文書局」、法國的「國家檔案局」，以及澳洲的「國家檔案館」、
日本的「國立公文書館」等單位，其檔案主管機關的層級皆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
機關。其中除英國將檔案機關歸於司法體系外，其餘皆屬於行政體系。另外日本
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將公文書館改制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屬於較特殊的行
政體制。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與文件中心」隸屬於國家文物局，其層級相當於部會所
屬二級機關，屬於行政體系，見表 3.1。

表 3.1：各國檔案主管機關名稱與隸屬層級比較

國家名稱 檔案主管機關 隸  屬 層級 體系
美國 檔案暨文件總署 聯邦獨立機關 相當於部會 行政
英國 公共文書局 貴族大臣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機關 司法
法國 國家檔案局 文化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機關 行政

澳洲 國家檔案館
通訊、資訊科技
與藝術部

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機關
行政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 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機關 行政

新加坡
國家檔案館與文
件中心

國家文物局 相當於部會所屬二級機關 行政

中國大陸 國家檔案局 國務院 相當於部會 行政

二、各國檔案典藏管理單位之設置

法國的政府檔案典藏管理機關有總館與分館的設置，分館有依地區或依公共
檔 案 體 系 �符 合 行 政 區 劃 ， 並 對 外 開 放 的 國家檔案機關，包括法國國家檔案局、
國家檔案館、省檔案館及其所轄之省文件中心與市、鎮檔案館。美國檔案暨文件
總署原設有聯邦文件中心，在改組後，此部份功能已併入地區性文件服務司，由
此司督導各地區的檔案館和聯邦文件中心業務。

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檔案館都設有總館、地區性分館與主題分館。日本國立公
文 書 館 �特 定 獨 立 行 政 法 人 ， 並 設 立 筑 波 分館，亦設有地方層級之檔案機關。日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

-50-

本中央政府的檔案於地方存放 30 年後均應移交國立公文書館，但外務省與防衛
廳的檔案則有本身的檔案室存放，不用移轉至國立公文書館。中國大陸中央級檔
案館有三個：一、中央檔案館；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三、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另外，在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檔案局，地、市、州、盟設立檔案
局（處）；縣、旗設立檔案局（科），負責地方檔案事務。

英國與新加坡的檔案館除總館外，尚有文件中心的設置。英國檔案管理部下
設海司中間檔案館，即所謂文件中心，是英國政府各部會檔案中介館藏地，為在
檔案公共文書局永久保存以前的英國政府檔案庫。新加坡由國家檔案館與文件中
心負責收集和管理新加坡的歷史文獻與檔案。

澳洲國家檔案館總部位於坎培拉，設有 8 個分館，國家檔案館擁有的收藏分
散放置於各地方辦公室裏，但凡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多保存在坎培拉和墨爾
本的檔案館內，見表 3.2。

表 3.2：各國檔案典藏管理單位之設置比較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澳
洲

日
本

新
加
坡

中
國
大
陸

總    館 ü ü ü ü ü ü ü
地方分館 ü ü ü ü
主題分館 ü ü ü ü ü
文件中心 ü ü ü

三、各國屬於中央政府永久保存檔案管理方式之比較

七國對於中央政府應永久保存的檔案皆採集中管理之原則。美國的國家檔案
管理制度就聯邦政府的檔案而言，係屬集中制，所有屬永久保存的檔案最後都要
移轉國家檔案館總館或分館典藏。英國設檔案管理部負責審查政府各部會的所有
檔案，決定何者須送至公共文書局永久保存。法國國家檔案局執行對各檔案機關
檔案移轉整理作業的監督，並設有視察員派駐各中央政府機關，協同原機關人
員，負責各機關應銷毀或移轉等檔案鑑定工作。澳洲國家檔案館擁有的收藏分散
放置於各地方辦公室，但凡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檔案多保存在坎培拉和墨爾本的
檔案館內。日本中央政府之檔案在形成檔案的本機關保管 30 年後，均應移交國
立 公 文 書 館 ， 但 外 務 省 、 防 衛 廳 除 外 。 新加坡法律規定，凡公務�生之公文書，
均由國家檔案館負責執行管理與督察工作，凡保管期滿 25 年 而 且 館 長認�有充

國

家典
藏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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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存價值的文件，均應向文件處理處的文件中心移轉。中國大陸國家檔案局為
中共國務院直屬機關，是國家檔案事業的最高領導機關，該局的任務是統一管理
國家檔案工作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指導和監督各級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
檔案工作，並籌建和領導國家檔案館，以及研究和審查國家檔案文件材料的保管
期限標準和銷毀問題。

四、各國地方政府設置檔案管理機關之比較

各國之地方政府皆設有地方檔案管理機關，但不一定受中央政府之檔案主管
機關管轄與督導。歸納此七國中，受中央主管機關管理、督導的國家有：法國、
澳洲、新加坡與中國等四國之地方政府皆設有地方檔案管理機關，但不一定受中
央 政 府 之 檔 案 主 管 機 關 管 轄 。 法 國 國 家 檔案局�法國檔案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指
導全國公共檔案機構。國家檔案館的工作是在國家檔案局的指導下進行。澳洲國
家檔案館除負責澳洲所有國家檔案之保存外，亦須負責監督各政府機關對檔案之
持續記錄。在新加坡的檔案管理業務中，國家檔案館館長是十分重要的角色，館
長負責指導與監督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與文件中心的各種活動。政府部長可根據需
要隨時指派官員幫助館長完成其法定的職責。館長也可根據需要用書面形式指派
自己的代表，並可隨時撤掉他們的代表。中國大陸在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設
立檔案局，地、市、州、盟設立檔案局（處）；縣、旗設立檔案局（科），負責地
方檔案事務，對所屬地區檔案工作指導及監督。

各地方檔案館不受中央主管機關管理的國家有：美國、英國與日本。美國各
州政府的檔案係由各州自行決定是否設立檔案管理機關，聯邦檔案機關不負責管
理及監督各州的檔案。英國始終沒有成立國家檔案行政管理機關。日本地方政府
之檔案，如地方已成立檔案館者，則移轉該地檔案館，如未成立檔案館則留在機
關內文書課繼續保管，見表 3.3。

表 3.3：各國地方政府設置檔案管理機關比較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澳
洲

日
本

新
加
坡

中
國
大
陸

受中央督導 ü ü ü ü
不受中央督導 ü ü ü

五、綜合比較

綜合上述，本文共比較：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與中國大

國

家管
理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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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等七個國家。在機關層級方面，美國及中國大陸檔案主管機關層級最高，相當
於部會；新加坡層級最低，相當於部會所屬二級機關；其餘國家多將檔案主管機
關定位層級相當於部會所屬一級機關。在體系方面：除英國檔案主管機關屬於司
法體系外，其餘國家皆屬行政體系。在典藏單位方面，法國設有總館、地方分館、
主題分館、文件中心的設置，最為完善，其餘國家多有主題分館或地方分館、文
件中心的設置。在管理體制方面，所有國家都採集中制的管理方式；中央對地方
政府檔案機關的管理，受中央政府督導的國家包括：法國、澳洲、新加坡、中國
大陸；不受中央督導的國家有美國、英國與日本三國，見表 3.4。

表 3.4：各國檔案機關比較歸納整理
類別 歸納項目 國家

檔案主管機關層級相當於部會。 美國、中國大陸
檔案主管機關層級相當於部會所屬
一級機關。

英國、法國、澳洲、日本
層級

檔案主管機關層級相當於部會所屬
二級機關。

新加坡

檔案主管機關隸屬行政體系。
美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
中國大陸體系

檔案主管機關隸屬司法體系。 英國

檔案典藏單位設有總館。
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
坡、中國大陸

檔案典藏單位設有地方分館。 美國、法國、日本、中國大陸
檔案典藏單位設有主題分館。 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

典藏單位

檔案典藏單位設有文件中心。 美國、英國、法國

檔案管理採集中制。
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
坡、中國大陸

管理方式
檔案管理採分散制。 無

地方政府檔案管理機關受中央督導。法國、澳洲、新加坡、中國大陸
地方檔案管理
機關設置情形 地方政府檔案管理機關不受中央督

導。
美國、英國、日本

六、小結

經由以上七個國家檔案管理體制之比較後，再對照我國的現況，針對檔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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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之行政層級、檔案管理體系、檔案典藏單位與檔案管理制度等四項，提出
適合於我國的建議事項：

(一) 檔案主管機關之行政層級

以我國現有之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理局係隸屬於行政院研考會之
下，與英國、法國、澳洲與日本等國相同，都是隸屬於部會層級之下的一
級機關。但由於檔案所涉及之機關層面十分廣泛，上自總統府、五院，下
至各級地方政府機關，都會產生檔案。因而，如能將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
行政層級提昇至部會層級，將使檔案主管機關在檔案之徵集作業及處理與
檔案相關之行政聯繫工作時，更能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二) 檔案管理體系

在上述的比較發現，大多數國家的檔案主管機關都隸屬於行政體系，
唯有英國除外，是屬於司法體系。我國檔案管理體系與大多數國家相同，
也是屬於行政體系，此點無需修正。

(三) 檔案典藏單位

七個國家大都設有檔案典藏總館，而其中尚有四國設置有地方分館、
五國設有主題分館與三國設有文件中心。由上述的比較可知各國都十分重
視檔案的典藏單位。目前我國仍欠缺檔案的典藏單位，在中央部分缺乏國
家檔案館與主題檔案館; 在地方部分也缺乏地方檔案館。為求妥善典藏國家
的重要檔案，建議儘速成立國家檔案館與主題檔案館(建議以外交與國防主
題檔案館為優先)。此外，我國在中央層級也應成立文件中心。由於各機關
存放現行與半現行文書的空間十分有限，亟需有類似「中間檔案館」的「文
件中心」，以典藏日後可能成為檔案的重要公文書。在地方部分，也應鼓勵
各縣市仿效宜蘭縣史館成功的範例，積極成立地方層級的檔案館，以典藏
各地珍貴的地方文獻與檔案。

(四) 檔案管理制度

七國的檔案管理制度都係採集中制。我國的現況與其他國家相同，也是
採用集中制，此點我國無需修正。

第四章  焦點座談會重點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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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了對國內檔案法與檔案管理制度提出更完善的建議，因此邀集國內
檔案學界與檔案管理實務界相關人士，分別於 91 年 11 月 13 日與 92 年 1 月 27
日共舉行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相關舉辦資料整理如表 4-1、4-2：

表 4-1：第一次焦點座談會相關資訊

場次 第一次焦點座談會
時間 91 年 11 月 13 日
地點 政治大學逸仙樓 3樓 134 教室
會議主題 (1) 我國檔案法之得失

(2)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之得失

主席 薛理桂所長
參與人員 張聰明（檔案管理局副局長）

張淑惠（外交部檔案資訊處專員）
李君麟（國防部）
楊麗瓊（台北市政府秘書處第二組檔案股股長）
陳憶華（國史館文書科）
張淑雅（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館長）
謝寶煖（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莊道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表 4-2：第二次焦點座談會相關資訊

場次 第二次焦點座談會
時間 92 年 01 月 27 日
地點 政治大學逸仙樓 3樓 134 教室

會議主題 (1)我國檔案法之得失
(2)我國檔案管理體制之得失

主席 薛理桂所長
參與人員 張樹三（現任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教授）

莊樹華（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審）
李素蘭（現任職於內政部）
吳永發（現任教育部總務司檔案科秘書）

此二次焦點座談，第一次側重於檔案法得失的部分，第二次則以檔案管理體
制之得失研討較多。本章將兩次焦點座談的會議重點，依主題歸納整理，此外，
為尊重與會來賓，發言人名稱亦以代號方式呈現。

第一節  檔案管理體制部分

一、層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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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組織再造中，研考會將提升層級更名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並定位為一個政策統合機關，檔案管理局隸屬於該會之下，屆時
其定位將可隨之提升。

B： 現行檔案管理局設置於研考會之下，層級過低，致使檔館局下面各部
會的檔案單位的層級無法提高，檔案相關事項之推行將更為困難。

C： 有關層級的部份，希望檔案管理局是可以設置於如行政院研考會一樣
的層級。

D： 檔案管理局在國內檔案管理體制中的角色定位模糊，「管理」、「應用」
之間功能區隔不清楚。

E： 針對檔管局的層級，目前是附屬在研考會下面，就主管機關的職責而
言，其具有最大之督導權力，而本質上，顧客服務導向是檔案管理局
非常重要的精神，但如需走向顧客服務，則勢必需越開放、越方便，
但受制行政機關行政權的指導，致使每當與主管機關意見相左時，不
知如何去權衡其中的關係。建議檔案管理局應有其專業、自主的發展
空間，使其發揮效能。

F： 目前世界性的組織精簡剛開始，各國都在做，美國、加拿大、大陸都
在做，目前我們在研考會的下面，研考會將來會合併為「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展全國的資訊系統。研考會是行政核心的龍頭，也是行政計
畫的推動者，也是行政效率的改革者。在研考會裡面和行政系統結合，
中樞管理的一個行政中央幕僚機關結合，也有它的好處。至於以後的
部份則是配合機關行事，組織並不是說一成不變，但至少在這兩、三
年上，組織方面在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個架構。

G： 檔案管理局置於研考會之下並不適宜，且檔案管理局行政層級過低，
未若國家圖書館具有超然地位，在學術領域上可有領導的作用，造成
管理效能不彰。檔案管理局局長為一行政首長，在學術研究中之說服
力不足，另外預算較少，未能給予各機關補助亦是原因所在。

H： 多數人皆認同檔案管理局層級太低，但其更應強調機構本身的任務性
與功能性，建立其價值後再確認其定位。

I： 檔案管理局行政層級受限於其名稱之定義，行政單位的層級可分為：
院、部、會、局、處、所，如此檔案局置於研考會之下，故使其層級
受限。

就檔案管理局之層級部分，有四位座談人士表示該局的層級在行政院研考會
之下層級太低，將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有一位人士(代號 G)表示局行政層級
過低，造成該局局長「未若國家圖書館具有超然地位，在學術領域上可有領導的
作用，造成管理效能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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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館設置問題

J： 儘速成立國家檔案館，使檔案管理系統能有一明確願景，針對政府記
錄、國家記憶相關文獻保存做一有系統之管理。

E： 針對目前國內缺乏國家檔案館如此一具體的象徵，檔案管理局目前只
能作為行政幕僚後面的一個行政機關的角色，若要發揮「國家檔案館」
的角色功能時，需從「法」的部分建立國家檔案館的地位，並明確指
出由誰去負責整體行政督導的問題，此為政府行政很重要的依據，建
議應可作為未來關於修法部分的主要方向。

F： 關於館舍問題，檔管局的額度在研考會裡面，以目前財經環境而言，
要設置與二二八公園一樣深具文化氣質之檔案館，在短期內幾乎是不
可能。此種情況之下，選地時就需從設施中作決定，事實上現在很多
設施因為組織精簡、組織裁併而未充分利用，檔管局希望在現有的建
築物中尋找一適合的地點，以優先解決的是典藏空間的問題。

A： 永久保存檔案應依檔案法之規定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並設立國家
檔案館專責國家檔案之管理與提供應用。

G： 關於主題檔案館的設立問題，但是可能產生本末倒置問題，主題檔案
館的設立立意雖佳，但首先應推動一般檔案館，後而對特殊主題檔案
館投入心力；文件中心之設立有其必要性，此類機關使用率高，可將
重要文件挑選出，使調閱更為容易；縣市檔案館屬於綜合性檔案館、
地方檔案館，設立有其必要性；鄉鎮檔案館之設立較為著重地方之特
殊性，在檔案館之發展中應可稍後，可先發展縣市檔案館後再進行推
動，而一旦設立鄉鎮檔案館後，其檔管人員應設正式機構人員編制且
需受過專業訓練。

H： 國家檔案館應成立，但其應與檔案管理局密切合作；主題檔案館應可
從機關單位（如外交部）建立主題，不應分割檔案。

I： 主題館設置問題，以自身實務經驗而言，檔案管理局並無如此空間、
人力儲存、處理所有機關之檔案，數位化之計畫繳交制度進行準備尚
未充分，冗長繁雜之流程亦造成經費與空間之浪費，教育部過去機密
文件並未分類，致使存查文中甚至含有機密文件，造成處理之問題。

關於檔案館的設置問題，有四位人士(J、E、A、H)表示應成立國家檔案館。
一位人士(G)表示縣市立檔案館有成立的必要性，至於主題檔案館的成立在順序
上應在一般檔案館成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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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員之專業素養與配置

A： 目前政府人力精簡、經費拮据，不易獲取經費與用地新增館設。但可
透過委託民間經營方式為之，或運用現有同質性之機關(構)，（如文化
局所屬之典藏單位），經由合作協商訂定契約為之。

A： 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管理局，送交進度受人力狀況不穩影響。目前
運用少數工讀生進行檔案目錄回溯建檔事宜，且因部內各單位時有歸
檔，因此人力時有需挪移處理歸檔建檔之情況產生。

B： 關於人員、預算的部份。預算的部份尚可接受而人員的部份就非常重
要，檔案法訂定之時，並無授權訂定一個子法，使條文如同虛設，各
單位缺乏依據，而所謂的「配置基準」，亦無法發揮效能。建議在人員
方面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強制的辦法，使各單位能有所根據，作一個人
力方面的調整，且將來尚須配合「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總
員額法」，使各機關的人力調整方面有較大彈性。

K：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資源分配待遇懸殊，整理國家檔案的人員非常的
多，檔案的庫房，以及各種檔案的處理標準也都是合乎檔案管理規定；
而現行機關檔案則明顯感覺人力不足。

K： 關於人員素質認為仍須再提升，由於部分負責人員未受過檔案管理訓
練，多為自行摸索，負責人員本身意願亦是影響因素之一，因為年紀
以及公務繁忙的關係，經常無法參加專業方面的訓練。

F： 檔案法執行過程中，檔管局亦積極提供各機關協助，包含訂購一資訊
系統在建檔軟體，在幫助各機關。過去三年，透過三種教育訓練策略，
舉辦 100 多場講習會，設立「顧客服務中心」、網上的「Q＆A」，甚至
把 Q＆A 彙編出來要送給各機關等，種種措施均是為了因應新制，幫
助大家來解決問題。法律訂定過程中，也許有些規定過於剛性，部分
制度適用計畫的概念來處理而不適用訂定完成年限，包括一些法定的
年限問題、回溯建檔 3 年的問題、以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檔管局同仁
已在著手修正，欲建立一合理機制，使各機關保存年限送來時，檔管
局也能完成審查。

L： 檔案工作在各單位向來不受重視，即使因檔案法通過而較受矚目，但
高層主管仍然對檔案不重視，目前檔案數位化的需求較高，但新進人
員往往都不會電腦，因此要讓高層主管瞭解到檔案的重要性，方可提
升檔案工作執行的成果。（建議可針對主管辦理受訓講座）

G： 建議日後政府高層調任時、或新進人員高普考及格後，可以針對其做
課程訓練，就像以前的文書管理訓練一樣，使其瞭解檔案的重要性。

對於檔案人員專業素養與配置問題，座談人士表示檔案單位不受重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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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不足、檔案人員素質應提升、檔案人員應受課程訓練等問題。

四、檔案管理局的定位

H： 檔案局最大的偏差在於把檔案當公文，而不是當歷史文件看待（基本
觀念有問題），他們應該要試著去掌握以前的重要檔案。

H： 就現行情況而言，檔案管理局若接手現行文書管理則勢必不能停止，
因此建議他們可以多設一個「歷史檔案組」，重新針對歷史檔案做一次
法源的修改，不能只用一個法源來規範兩個不同的東西。

L： 從檔案局的執行來看，檔案局有點過於事必躬親，管的太細，建議可
以考慮授權部分工作給各級機關。

    對於檔案管理局的定位，有座談人士(H)表示該局「最大的偏差在於把檔案
當公文，而不是當歷史文件看待，他們應該要試著去掌握以前的重要檔案。… 建
議他們可以多設一個『歷史檔案組』」。另有一位座談人士(L)表示該局管的太細，
建議可以考慮授權部分的分工作給各級機關。

第二節  檔案法相關規定部分

一、業務執行問題

A： 原有檔案管理制度與新制間之過渡階段，各單位反應不佳，配合困難。
C： 市府要求學校配合在現行目錄的彙送產生困難，在建檔系統部分，如

何符合檔管局的作業程序，即造成滿大的壓力。
C： 目前市政府所屬的一些機關，都盡力的希望能配合政策執行，如彙送、

銷毀、回溯等業務，但部分學校，他們也許就是只有一個人負責，人
力相當吃緊。另外在執行過程中有很多的細節部分，也接到許多的詢
問如何執行電話，可是有時候執行細節不確定，也會造成工作時間的
浪費。

K： 在儲存環境庫房方面也是品質尚須改進，溫度、濕度，甚至光線可能
都不合乎標準，但由於經費不足，短期之內無法改善。

K： 目前國史館的採集處，負責一般檔案及資料的徵集，由於缺乏法源依
據能夠審核各單位銷毀檔案的權限，但是又需要修史，需要向外徵集
一些資料，所以往往在這方面產生困擾，此點建議檔管局是否能將審
核過的文件，再送到國史館以史學角度重新審核，並在未來修法時能
加入考慮修史方面所需參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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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考慮修史方面所需參考的資料。
I： 學校單位之學籍檔案根據教育部規定屬於永久性檔案，故各學校之資

料量龐大，亦產生管理認定與儲存空間不足之困難。
I： 目前教育部已開始著手瞭解各學校機關存查文之保存年限，擬統一制

訂保存時間。機關經常受限於法律之規定，面臨儲存空間不足之問題，
建請主管機關對於檔案保存年限問題給予重視。

    在業務執行所遭遇的問題方面，由於檔案法通過後各單位對於新的管理制度
與舊有的制度間有差異，配合較困難。學校單位執行較困難，尤其人力吃緊，尚
需配合現行目錄彙送。此外，在儲存環境方面，溫、濕度都未能符合標準，且面
臨空間不足的問題。

二、修法建議

（一）整體建議

A： 建議依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之區分，提供相對應的檔案應用服務規
劃，機關檔案以服務機關施政為為主；國家檔案以提供公眾政府檔案
資訊為要。

B：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間認定不清楚，使機關檔案是否公佈問
題對行政效率產生影響。

J：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定義模稜兩可，應加以明確劃分。
E：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應給予明確定義，檔案屬於全民共享的

公共財，兩者之間若沒有釐清，不管對於管理者或使用者來說，都會
造成困擾。

E： 針對檔案法結構，「機關檔案」與「國家檔案」之間的界線，在檔案法
條文中，並未作非常清楚的釐清，致使討論有關檔案應用規定時，在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兩者間產生認定不一致的困擾。建議可依據檔案
法屬性，若認定其為傾向於國家檔案，則應修訂為國家檔案規模；反
之，若較傾向機關檔案，則往機關檔案修訂，作一清楚釐清。

E： 檔案法功能應該如同濾網，根據法源規定將每個單位的「國家檔案」
濾出來，經確認後，就交由檔案管理局將其整個制度化；而不屬於國
家檔案者，可交由各機關從事檔案管理工作，建議在檔案法中應建立
此機制，使國家檔案及現行文書的地方做一個很清楚的區隔。

F： 關於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的區隔問題，目前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個人
並不覺得有太大區隔，關於機關檔案永久保存的部份沒有提及應經過
檔案管理局的鑑定，部分機關永久保存檔案，事實上是屬於機關自己
要永久保存，不一定說到「國家」這個層級，以美國為例，針對機關
永久和國家層級，其規定經過國家檔案局鑑定、確認、具有永久的歷
史價值，才需列到檔案管理局，這一部份的概念檔管局已著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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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和國家層級，其規定經過國家檔案局鑑定、確認、具有永久的歷
史價值，才需列到檔案管理局，這一部份的概念檔管局已著手研究。

F： 檔案法實施以後，就整個國家檔案管理體制來講是走向系統化的管理
跟計畫型的管理，過去因為沒有有系統的建檔，沒有作計畫性的清理
和管理，致使現在產生龐大的業務量，在檔案法實施以後開始嚴謹行
事，檔管局針對各機關檔案管理實務為了訂 10 年策略，調查各機關的
需要，人力、物力、預算、檔案資訊化等，都在五大問題之內，無論
就未來的願景或現行的需要，那在訂策略的時候檔管局皆會加以考量。

F： 「檔案」和「史料」問題，基本上史料的部份我們目前把檔案法界定
比較窄，譬如文件類的，目前國內的體制是朝著文書的方向在走，但
是史料單位這個基本上都是歷史性的政府資訊，在應用的時候我們可
以協調統合來提供，可能可以用這個方式，那服務民眾的目標是一致
的，只是界定的範圍不太一樣而已。

G： 檔案管理體制與檔案法如同皮肉相連，關係密切，但在檔案法中，有
關檔案管理體制語義模糊，所制訂之施行細則經常令人不甚滿意，「得
做」、「應做」之敘述皆缺乏強制性，致使推展上有其限制性。

G： 檔案法與圖書館法相較，圖書館法雖然較晚通過，但各機關各單位經
常具有單行法規，如國家圖書館、市立圖書館等都有另一套法規存在，
故圖書館法通過與否對於個單位影響力較為有限；檔案法雖已通過，
但由於其規定有許多模糊點，造成推行程度與管理標準制訂不一，如
何設法補救，為一重要課題。

G： 檔案法與圖書館法相較，圖書館法雖然較晚通過，但各機關各單位經
常具有單行法規，如國家圖書館、市立圖書館等都有另一套法規存在，
故圖書館法通過與否對於個單位影響力較為有限；檔案法雖已通過，
但由於其規定有許多模糊點，造成推行程度與管理標準制訂不一，如
何設法補救，為一重要課題。

G： 另一個問題是檔案法對於國內各檔案機關經費、人力等資源分配的問
題，各機關人力配置不一，此外檔案管理人員對於相關教育研習活動
之參與熱忱亦有待加強，故在推動廣設檔案教育機構（研究所、大學
學系等）之同時，應從根本紮根，即需從「法」中落實，確立檔案管
理的重要性。

H： 檔案法許多部分仍屬模糊，如第一章總則第二條內容所提到：政府機
關、檔案、國家檔案、機關檔案之涵意其分割與交集卻欠缺明確說明。

在檔案法修法的整體建議部分，座談人士提出的問題包括：

1. 「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定義不清楚。有五位人士(B、E、F、H、J)都表
示此問題，也因而造成在執行業務時產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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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與「史料」在檔案法中界定不清楚。
3. 檔案法中對於檔案管理體制定義模糊，所訂定之施行細則亦不令人滿意。
4. 檔案法中對於各機關經費與人力等資源分配未有明確規定。

（二）檔案銷毀

A： 近期現行公文因實施公文管理自動化可以案件建檔列冊為原則，而早
期檔案不應強制規定以案件建檔列冊為限，應以實體檔案審選為主，
銷毀清冊為輔。

B： 有關銷毀的審查權，目前由檔管局負責，以檔管局有限人力要去瞭解
各機關之業務，可能造成檔管局人員在審查各機關呈繳之檔案時之困
難度，建議可將此一權責交由下級單位負責。（檔案法第十二條）

C： 配合銷毀的部份，檔案管理局的規定，是按「件」，且須按照規定的
資料來作填寫，部分文件在檔案法施行時已經屆保存年限了，依規定
是要檔號，這些細節有些學校可能之前並沒有做，因此在執行上就需
花費許多時間。（檔案法第十二條）

K： 檔案銷毀方面，建議再斟酌是否要作得這麼仔細，包含如檔號、來文
機關等部分，由於目前國史館在整理現行機關部分人手已不足，若還
要投入這麼多人力在作銷毀方面，恐將產生困難。（檔案法第十二條）

M： 關於銷毀檔案，每一筆資料建檔回溯，28 個欄位共需 28 元，針對此
點建議檔管局可斟酌在要求各機關三年內做回溯處理時，即將銷毀之
檔案是否亦需實施。（檔案法第十條）

F： 任何一個先進國家國家，檔案的銷毀清理，一定是訂標準、按計畫、
按法定標準加以審查，當然技術上又有很多共通性非共通性，但基本
上檔案的清理都是按照計畫型的生命週期，以及持續管理的概念作一
個有計畫的、法定的管理，其中涉及到銷毀的法定審查，世界各國都
循此一模式，檔案是一個國家的資產，不容許也不希望各單位隨意的
破壞，在新制的實施過程裡面也有很多和過去的建檔的新問題，增加
很多同仁的工作量，這是難免的，需要給包括檔案局和各機關一些時
間調適。

    有關檔案銷毀問題，與會人士大都表示有困難，包括：銷毀檔案的建檔問題、
以件為單位太過詳細、回溯建檔是否應包括將銷毀檔案在內等問題。

（三）檔案開放應用

A： 檔案法施行前，僅對複印者收取費用。檔案法施行後依其子法之規
定，執行有關閱覽收費規定之必要性，可加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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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關於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費用收取，複製檔案由於需印製成
本，故收取費用當屬合理；閱覽需收取費用部分，檔案是人民的資產
應屬於公共財，人民調閱檔案時不應收取費用，建議此項規定應予以
修改。（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第三條）

F： 應用收費標準部份，我們可以參考各國的作法，來作必要的修正，包
括收費的時候，收費的單元各機關在實作上如果各位在實作發現一些
窒礙難行的地方，檔管局很願意來配合修訂收費標準，目前在配合整
個應用政策上，檔案的一個年終評獎制度裡面，檔管局把應用場所的
充實也列為推展的一個重點，希望各機關也配合可用的資源逐步推
行。

B： 檔案法中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於 30 年內開放應用，但卻未提及機關檔
案的部份，產生一法律漏洞，建議將來「國家機密保護法」通過後，
應可與之相互結合，彌補法條上的不足。（檔案法第二十二條）

B： 有關於機關檔案目錄公布的問題，現今檔案與政府資訊之間角度、定
義仍屬模糊，機關檔案體制與「行政資訊公開辦法」裡的「資訊」具
雷同性，應加以釐清。其中「行政資訊公開辦法」裡面規定行政機關
應於受理提供行政資訊之請求十五日內，做出准駁之決定，而檔案法
裡頭規定的期限是三十日，此二者規定間的差異性問題將增加各機關
執行上的困擾。（檔案法第十九條）

M： 建議機密檔案之審核，可仿效美國國家檔案審核方式，由原機關審
核，故文件需要解密時，須經相關單位審核，才能開放。（檔案法第
十六條）

M： 各機關所應提供之閱覽服務，考量檔案儲存空間及民眾使用率，檔案
閱覽室設置問題將造成各機關困擾。（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J： 檔案開放應用觀念尚未落實。
J： 針對機關檔案是否應和國家檔案一樣開放，從目標管理的角度來看，

是希望所投入的資源最終可以得到回報，各個機關對於檔案管理局來
講應是建立伙伴關係（partnership），共同來達成這項目標。建議檔管
局針對檔案管理要求僅需要列出各機關應優先處理之項目（first 
priority），再授權各個機關自行訂定「優先序」（priority），加以監督
即可。

F： 機關檔案的應用部份，是閱覽、抄錄、複製，事實上，和國家檔案當
初是完全提供開放應用在角度上有一點不太一樣，機關的部份是提供
閱覽、抄錄、複製，比較有點像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的機制，也視為政
府行政檔案的一部份，將來也許這個時間問題我們可以配合資訊公開
辦法、行政程序法這些標準一併來參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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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行政程序法這些標準一併來參考一下。
F： 閱覽場所部分，很多機關都有為民服務中心，如果沒有的話，只要一

個適當場所即可，或者亦可以指定場所，檔案法裡面有規定，這部份
當然是配合整個機關檔案來應用，逐步的推展。

F： 現行檔案調閱問題，還在處理的檔案是否需提供應用，這一點在將來
修法的時候是可以來考量。各機關針對閱覽、抄錄、複製，具有准駁
權，不過目前好像對這部分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檔案三年以後就建
檔，建檔以後就接受民眾申請開放應用，所以機關檔案將來應用的程
度，將來我們也作一個考量，讓它訂的更周延一點。

I： 現今檔案各自開放閱覽，但在人力和空間上都有問題。以調閱為例，
調閱檔案需有專人陪同，但實際上當然不會有這些人力，調閱檔案做
研究的人通常文件都要看很久，但各單位又不能不派個人在旁邊看
著。因此造成申請檔案調閱的文件都不了了之。因為申請調檔的單位
派不出專人陪同。

關於檔案開放應用部分，座談人士表達之意見歸納如下：

1. 檔案閱覽不應收費。對於檔案閱覽需收費之規定表達不合理，認為檔案是人
民的資產，應屬於公共財，檔案閱覽不應收費。

2. 檔案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應予修改。該條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
放應用，但未提及機關檔案，應予以修法。

3. 檔案法第十九條應予修改。該條規定各機關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
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但「行政資訊公開辦法」規定行政機
關應於受理提供行政資訊之請求十五日。由於兩者的規定不一，造成各機關
執行時產生困擾。

4. 檔案閱覽室設置問題。
5. 檔案開放閱覽之人力問題。

（四）檔案回溯與建檔

C： 關回溯部份，目前的規定是未屆保存年限也應該要回溯，此點建議永
久保存文件可作回溯的進行；定期保存文件，未屆保存年限者可斟酌
是否有回溯的必要性。（檔案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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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回溯的必要性。（檔案法第十條）
C： 有關案件現行目錄彙送、檔案的回溯，對於行政人員還有學校來說業

務量增加許多，使承辦人員肩負很大的壓力，造成許多負責檔案處理
的相關人員都希望調離此單位。關於申請增加人力部分，雖然盡力向
人事處爭取，但由於行政院目前倡導「人力零成長」政策，此處似乎
與檔案法第四條產生衝突。

C： 回溯檔案部份，由於明年才有經費，故尚未開始進行，推測明年執行
時可能會遭遇的問題，例如檔案要怎麼下架？若採委外方式進行，則
該如何交給廠商？點交的手續如何進行？以及校對方式等等，現階段
僅能推測可能遭遇的情境，思考解決方法。（檔案法第十條）

M： 關於回溯年限，現行公文有很多都是用電子檔，建置目錄應不成問
題，但若要回溯 50 年，困難度相對提高，建議應可在此一方面作釐
清，將現行公文書的管理跟歷史資料、歷史記錄的管理分開。

F： 回溯、建檔的問題，回溯、建檔在我們的子法裡面規定是可以用「案
卷」，要求比較鬆，對於過去已經屆期檔案的銷毀採用一個比較寬鬆
的態度，因為每個機關支援的軟硬體系統環境不一樣，有很多部份我
們可以用彈性的方式來處理，但希望各機關不要停滯不前，盡量選用
一些替選的方法，突破以前一般行政的概念，例如學校可以用工讀
生、用老師利用寒暑假來工作；中央地方機關也可用替代役，有很多
用委外的方式，這些經驗大家都可以互相來參考，盡量用各種方法來
突破，如果突破到第三年還有困難，在時間到了以後，檔管局亦可提
出一個機制讓它作更合理的方式去延長。

A： 檔案目錄建檔以「件」為單位建檔及檔案目錄彙送至檔管局相關事
宜，所須人力不貲，現階段政府組織重整塑身，難以增聘進用作業所
需人力。

B： 以台灣現行制度，行政流程似乎過於冗長，且檔案管理人員素質有待
提升，在這情形之下，要求用「件」建檔，是有其困難性的。

M： 針對檔案法規定各機關應將機關檔案目錄定期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建議無須以「件」為單位製作目錄，因為就歷史研究來講是不具
意義的。（檔案法第八條）

J： 針對資料建檔，是否要以如此精細的方式，以「件」來建檔，建議採
階段性、策略性的規劃方式，而且是回歸各機關，由各機關去設定目
標，再由檔管局加以督導，應較符合績效考核的概念。

F： 許多先進國家它是用「Files」跟「series」，來作，包括現在又進入到
電子檔，亦是用「Files」跟「series」，有一個完整的單元的動態的銷
檔的一個整體管理，但是在這個管理過程裡面，描述的程度，屬於技
術層面的問題需兼顧應用面度，除此之外尚有有管理的需求，如何執
行比較理想？明年檔管局會針對子法加以修正，先就技術性的問題討
論，而根本性、大體制的一些問題則容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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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理想？明年檔管局會針對子法加以修正，先就技術性的問題討
論，而根本性、大體制的一些問題則容後修正。

L： 在實際情況而言，象徵、存查的公文頗多，這些大可不必一一掃瞄。
（針對檔案法第八條）

L： 依現行檔案局制訂的分類方法中，案卷中用「節」來區分不同年限，
文件的保存年限各自不同，會有割裂檔案的疑慮。

G： 檔案保存全卷應以年限最久的文件年限為整卷的保存時間。

    關於檔案回溯建檔問題，是屬於較實務性的問題，與檔案法較無實際的關連
性。與會人士大都表示回溯建檔在人力與經費方面都面臨問題，也有人表示以件
為檔案之建檔單位有困難性。

（五）檔案徵集

B： 關於重要檔案徵集的問題，在檔案法公布實施以後，建議應按照既定
的流程進行，以各機關有限的資源，又抽出人力負責 228 檔案、921
檔案，如此將影響到各機關正常行政事務的執行。

F： 國家檔案的部分，幾個國家檔案，目前 228 檔案有五萬八千件；國民
大會二、三屆修憲檔案我們也陸續徵了五千件，921 天災也有五萬多
件的資訊。目前我們有這 3 個國家檔案，研考會主任委員在 10 年策略
研討會裡面，指示針對國家安全、重大政治以及美麗島事件列為優先
徵詢的對象，除了這些富政治性意涵的檔案，還可以開發社會性檔案，
目前檔管局同仁在訂一個國家檔案審選事項表，會把全方位的需要，
包括歷史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與國民、民眾、國家記憶有關的
各類型綱目都列舉出來，這部份我們同仁正在發展。

F： 在檔案行政性的一個審選過程中，希望輔以專家學者的徵集，因為擔
心自身的評估資訊是不夠專業、不足，很可能無形中會流漏掉。我很
擔心以目前這樣行政安全審查的機制，有可能這些專業性的判斷，由
於時間的壓力，評估資訊的全方位的完整上，會有不足的地方。但現
實的生活裡面我們又不得不這樣運作，我們最近有成立八大小組，針
對國家安全重大政治，請專家學者、歷史學者一起來審選，針對歷史
學者以及這些利害團體，甚至各機關的這些檔案行政、公務界的同仁
所需要的這些資訊做全方位的提供。

    在檔案之徵集部分，與檔案法較無實際之關連性，有與會人士表示如配合檔
案管理局徵集類似 二二八檔案、九二一檔案等將影響各機關正常行政事務。對
於此議題，亦有與會人士表示不應強制徵收主題性之檔案(如二二八檔案)及各地
方機關之檔案，以免破壞檔案之完整性。如欲徵集，也應將原稿保留在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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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副本徵集。

（六）檔案鑑定

B： 有關於第九條的第二項，「視同原檔案」與「推定其為真正」，母法裡
針對如何認定「視同原檔案」，以及「推定其為真正」，配套措施仍有
待健全。建議應確立相關認證程序，使相關機構如法院等能將之採納
視同原檔案，以減少各機關單位盲目投資，產生資源浪費。（檔案法第
九條）

F： 有關「推定其為真正」的技術性問題，假設有相當文字可以加進去，
檔管局也樂觀其成。目前在檔案法體制裡面目前 24 項子法裡面，比較
偏向於「紙質檔案」的一個概念，雖然有「電子檔案儲存管理辦法」、
「微縮儲存管理辦法」有少數幾個非紙質的重點技術，但是就整個因
應時代趨勢來講，非紙質特殊媒體的管理機制是不足的。檔案局將來
在修法的時候，以特殊檔案媒體的管理機制而言，要一步一步進行，
甚至從一個媒體、一個媒體中著手。因應電子化時代的來臨，目前是
公文電子交換的一個推展，我們暫時先充實電子檔的部份，將來都需
要再推展，讓它更完備。

G： 檔案管理局不應強制徵集各地方機關檔案，而破壞其檔案之完整性，
可以徵集副本，原稿則留至原機關，此為法律所應修正之部分。

H： 轉述許雪姬老師之看法：1.檔管局層級太低造成檔案徵集困難；2.不應
強制像各地方機關徵收屬於主題性之檔案（如二二八檔案）；3.將徵集
之檔案以「文號」做管理，並不符合使用者檢索之習慣；4.檔案之徵
集除國內之檔案外，可放眼於流失於國外的檔案，加強徵集工作

H： 國家檔案之徵收首應注重層級觀念，將中央、地方之檔案作區分，而
檔案管理局對於國家檔案與現行文書之管理可學習美國 NARA 分別
設置各組進行分層次之管理，檔案管理局則可作為一最高指導單位。

    對於檔案鑑定方面，僅有一位人士表示檔案法第九條第二款「視同原檔案」
與「推定其為真正」需有配套措施。

（七）檔案移轉制度

F： 移轉制度的問題，世界各國也一定有專案的移轉，在實務上一定會這
樣做的，即使在先進國家他們做檔案鑑選的時候，有所謂的「選擇法」
也有所謂的「例外法」，是從案卷裡面選擇代表性檔案，或所謂選擇例
外性檔案，所以到時候適度的切割有時候在現實的環境裡面，在移轉
過程中，先進國家也是用這種方法。移轉過程中，處理它的保存年限，
屬性不同是不是國家檔案，要做一定程度的區隔，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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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謂的「例外法」，是從案卷裡面選擇代表性檔案，或所謂選擇例
外性檔案，所以到時候適度的切割有時候在現實的環境裡面，在移轉
過程中，先進國家也是用這種方法。移轉過程中，處理它的保存年限，
屬性不同是不是國家檔案，要做一定程度的區隔，在所難免。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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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係探討我國檔案管理制度之得失，透過國際間七個國家(包
括：美國、英國、法國、澳洲、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等七國)有關檔案管理
體制之比較，以了解各國在檔案管理體制有何可供我國借鑑之處，進而提出我國
檔案管理體制之建議。在第二章中，有關各國檔案法比較，針對檔案名詞定義、
檔案主管機關隸屬層級、檔案專業人員、檔案管理相關規定(包括：檔案移轉規
定、檔案移轉年限、檔案捐贈規定、機密檔案或不公開檔案處理、檔案銷毀處理、
檔案編印出版等項) 與檔案開放利用之比較(包括：檔案申請使用資格、檔案開
放年限、閥則規定等項)。

第三章有關各國檔案管理體制比較，針對上述美國等七國進行比較。比較的
項目包括：檔案主管機關的層級、體系、典藏單位、管理方式、地方檔案管理機
關設置情形等項。經過比較後已得知各國檔案管理體制之異同處，詳見第三章表
3.4。

第四章係針對二次焦點團體座談之重點整理。與會人士包括檔案管理局、外
交部、教育部、國防部、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臺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新竹師院等單位的代表。座談會中針對檔案管理體制部
分與檔案法相關規定部分進行座談，以聽取各界人士的建言。

第二節  建議

一、檔案法修正之建議

有關我國檔案法之修正，參酌第二章與其他七國檔案法之比較，以及第四章
焦點團體座談記錄後，歸納得出可供我國檔案法日後修正借鏡之處有四項，分述
如下：

（一）重新界定「檔案」一詞的定義

我國檔案法第二條對於「檔案」一詞的定義為：「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
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此定義較偏向於現行文書，
並未規範其時效性與保存價值。第二條規定中另有二個與檔案一詞相關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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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定義，分別為：「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在比較其他七個國家的檔
案法後發現，並未有任何一個國家針對檔案之外，另行訂定此兩個名詞的定
義，似有畫蛇添足之虞。參酌焦點團體座談之記錄亦發現有五位與會人士表
達相同的看法，認為「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兩者由於定義不清楚，反
而容易造成執行業務時產生困擾。

「檔案」一詞定義未見明確，造成了檔案主管機關的困擾，例如目前國
內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等單位所典藏的歷史檔案是否
應納入檔案館理局之管轄範圍？在焦點團體座談會中亦有與會人士表示檔
案法中對「檔案」與「史料」兩者的界定不清楚。

此外，各機關內部也都典藏有年代較久遠的歷史檔案也應是檔案法管理
的範疇。解決此問題的根本之道是於檔案法修法時，重新明確的定義「檔案」
一詞。建議將現有檔案法第二條中三個定義：「檔案」、「國家檔案」與「機
關檔案」三者予以重新定義為「檔案」一詞即可，且「檔案」一詞應涵蓋「史
料」在內，而非如現行檔案法僅以現行文書為限。

（二）提昇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層級

我國檔案法第三條是有關主管機關。目前我國檔案主管機關是行政院研
考會所屬的檔案管理局，在隸屬的層級是中央三級機關。該局如需徵集總統
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等機關的檔案恐有層級過低的困擾。
依據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四位人士表示檔案管理局主之層級太低，將無法發
揮其應有的功能。因而，建議提昇該局的行政隸屬至行政院直屬相當於部會
的層級，使該局的職權更能發揮。

（三）明確規範檔案專業人員

日本、法國與大陸等國的檔案法對於檔案專業人員都有規範，而我國檔
案法第四條僅提及「各機關管理檔案，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但
並未明確規範應設置檔案專業人員。在焦點團體座談會中，針對此議題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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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士表示檔案人員不足、檔案人員素質應予提昇與檔案人員應接受課程訓
練等現況。由於檔案之專責人員並不等同是專業人員，因而檔案法中如明確
規範檔案專業人員，將有助於提昇檔案工作的品質。

（四）鼓勵檔案的編印出版

我國檔案法中並未訂定有關檔案法編印出版的條文。中各國檔案法中，
美國甚至成立「國家歷史出版委員會」，而英國、新加坡與澳洲三國的檔案
法都有編印出版檔案目錄或指南的條文，可供我國在修訂檔案法時予以參
考。

（五）修改檔案法第十九條

該條規定各機關對於檔案申請之准駁，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但「行政資訊公開辦法」規定行政機關受理提供行政資訊之
請求是十五日。兩者的規定不一，造成各行政機關執行時產生困擾。建議將
此條文與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一致，改為十五日。

（六）修改檔案法第二十二條

        該條文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但未提及機關檔案。
建議修改此條文，配合第二條名詞定義修改，不必侷限於「國家檔案」，僅
以「檔案」一詞即可。

（七）修改檔案法之子法

檔案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得依檔案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之標準收取費用。檔案管理局已訂定「檔案閱覽複製收費標準」，第
三條規定：「閱覽、抄錄檔案，每兩小時以收取新臺幣五十元為原則；不足
兩小時，以兩小時計。」關於此問題，在焦點團體座談會中亦有與會人士表
示檔案是人民的資產，應屬於公共財，檔案閱覽不應收費。此點亦有歷史學
者張力表示檔案閱覽採收費方式並不適宜。(註 張力)建議檔案管理局修改
此檔案閱覽之子法。

二、我國檔案管理體制之建議

（一）提昇檔案主管機關之層級

如前述檔案法修正建議中之第二項建議「提高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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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相同，在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層級方面，亦建議將我國檔案主管機關之
層級予以提高至部會層級。如本研究第三章綜合比較七個國家有關檔案機關
層級之歸屬，其中以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國將檔案主管機關層級設於相當部會
之層級。我國亦可仿效，將檔案管理局之層級提昇至部會層級，使全國檔案
管理之事權更為集中與有效管理。

（二）檔案主管機關仍隸屬行政體系

有關檔案主管機關之隸屬體系方面，在第三章比較七國之體系後發現，
除了英國係隸屬於司法體系之外，其餘六國都是隸屬於行政體系。我國目前
檔案主管機關 – 檔案管理局係隸屬於行政院研考會之下，也是屬於行政體
系，和其他六國相同。因而，有關我國檔案主管機關隸屬之體系仍可依現況，
而無需修正。

（三）檔案管理採集中制

有關檔案管理採集中制或分散制，在第三章比較七個國家之制度後發
現，七個國家都係採用集中制。我國目前檔案管理主要由檔案主管機關 – 檔
案管理局集中管理，亦可謂是採集中制。有關此點仍可依目前之現況，而無
需修正。

三、我國公共檔案館建置之建議

關於我國公共檔案館建置之建議，依據第三章對七個國家之檔案典藏單位
比較後發現，七國均有設置總館，設有分館的國家包括：美國、法國、日本、中
國大陸等四國。此外，有些國家另外設置有主題分館，包括：法國、澳洲、日本、
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等五個國家。由上述比較結果可知，無論是檔案典藏的總館、
分館或是主題分館，在各國都十分重視，可供我國參酌。此外，在第四章焦點團
體座談會中，亦針對此議題由與會人士發表意見。有四位與會人士表示應成立國
家檔案館，有一位人士更表示應先行成立縣、市立層級的檔案館，至於主題檔案
館之成立在順序上應在一般檔案館成立之後。依據各國之情況與焦點團體座談會
與會人士之意見，並參酌我國現有之國情，有關我國檔案館設置提出下列之建議。

（一）成立國家檔案館

目前世界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設有代表該國重要檔案典藏的國家檔案
館。國家檔案館的成立是各國檔案事業之基礎，如未能奠定此基石，再良善
的檔案管理體制都屬徒然。我國如與世界上最初成立國家檔案館的法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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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已落後二百年之久。即使與東南亞的泰國、越南、印尼等國相較，也瞠
乎其後。我國成立國家檔案館已屬刻不容緩的議題，依儘速成立，以集中典
藏我國中央機關層級各級政府機關的檔案。

（二）成立院轄市層級檔案館

        除了成立國家級檔案館之外，各級政府亦應成立檔案館。以我國現行之
行政體制，在中央機關之下，設有臺北市與高雄市兩個院轄市。建議在此兩
院轄市之下設立院轄市層級之檔案館，亦即成立臺北市立檔案館與高雄市立
檔案館。此兩各院轄市層級的檔案館已典藏兩市所產生之市政府檔案為主，
可兼典藏民間單位與個人手稿等資料，以共兩市之市民使用。

（三）成立各縣市層級檔案館

        依我國現行之地方自治法，各縣市為重要之地方自治層級。建議在各縣
市成立縣市層級之檔案館，例如：臺北縣市檔案館，桃園縣立檔案館，基隆
市立檔案館，臺中市立檔案館、彰化縣立檔案館、臺南市立檔案館、嘉義縣
立檔案館、高雄縣立檔案館、花蓮縣立檔案館、臺東縣立檔案館等各縣市之
檔案館。

（四）成立外交與國防主題檔案館

如前所述，法國、澳洲、日本等國設有主題檔案館。我國亦可仿效成立
主題檔案館，建議成立外交檔案館與國防檔案館，分述如下：

1. 外交檔案館：由於外交事務涉及的主題較為敏感，事關國家的機密，因而
有必要成立專屬的外交檔案館。目前我國外交部的外交檔案除了該部有典
藏之外，尚有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等單位也有典藏，造成同屬外
交的檔案分散三處之情況。為求尊重全宗之原則，日後如能成立外交檔案
館，建議將分散各處之外交檔案予以收回，以便於研究者使用。

2. 國防檔案館：與外交檔案相同之情況，國防事務亦屬機密性質之檔案。建
議成立國房檔案館，將國防部及其所屬的三軍之各單位所產生之檔案典藏
於一處，既便於管理；又便於使用。

四、我國檔案專業人員任用之建議

檔案管理是否能夠上軌道，與檔案單位是否擁有檔案管理之專業人員有密
切的關連。針對我國檔案專業人員之任用，提出下列四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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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應積極申報檔案管理人員之缺額

以我國現有公務人員任用之制度而言，公務機關人員之晉用主要以每年
公務人員考試為主，包括：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基層特考與特種考試等各
種類型之考試。目前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已列有「檔案管理」類科，且於民國
九十一年首次在高考中列有三個名額。然而可惜僅此曇花一現，九十二年的
高、普考試並未有檔案管理之名額，殊為可惜。依據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與會
人士表示各機關普遍欠缺檔案管理專業人員。因而建議各政府機關應將現有
各機關中檔案管理人員之缺額如實核報給人事行政局與考選部。考選部才能
依據各機關報缺之名額舉辦檔案管理類科之高、普考試，並據以晉用檔案管
理之專業人員。

（二）學校單位積極培訓檔案專業人員

目前開設有檔案管理課程之大學校院有：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臺灣
師範大學社教系圖資組、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等校。各校大都僅開設「檔案管理」
一門課，而政治大學係國內第一個系所在所名上冠以「檔案」的研究所。該
所分為「圖書資訊學組」與「檔案學組」兩組，在檔案學組中開設一系列與
檔案管理有關之課程。除了在正規的學制中開設有檔案學課程外，政大圖檔
所亦開設有圖書資訊與檔案學之碩士學分班，在該班中開設有檔案學研究與
相關之課程。為因應大量政府機關中檔案管理人員繼續教育之需求，國內相
關系所可考慮增設檔案管理之在職專班，以廣為培訓檔案管理之專業人員。

（三）專業學會培訓檔案專業人員

國內目前與檔案管理有關之專業學會為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
會。該學會多年來積極開設檔案管理之專業訓練專班，近年來已培訓數百
人，成績十分可觀。建議該學會可針對國內各機關所需之檔案管理專業舉辦
「專題」之短期訓練，如：檔案數位化、檔案之 Metadata 等主題。

（四）檔案管理局培訓檔案專業人員

檔案管理局係國內檔案管理之主管機關，該局自成立以來，也在全國各地舉
辦與檔案管理有關之訓練課程，對於各機關主管檔案人員增進專業知能有所助
益。以往該局所舉辦的訓練偏重與該局有關的業務為主，建議該局日後可多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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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新知的課程，甚至於多舉辦國內、外檔案館之參觀活動，以增長檔案管
理人員實際之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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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文件管理法47

（美國第 44 號法典，1976 年 10 月 21 日發佈）

                                                
47 引自：中國檔案學會對外聯絡部編，外國檔案法規選編 （北京市：檔案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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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01 條：定義

一、 “文件”，指美國政府各機關根據聯邦法律或在開展公務活動中中產生或接
收的，或者由機關（或其合法的繼承者）作為政府的組織、職能、方針、
決議、程序、工作或其他活動等證據，或者其本身有情報價值而進行保
存或適於保存的，包括各種形式和特點的簿冊、證件、地圖、照片、機
讀材料和其他公文材料。

二、 “文件管理”，指與涉及文件產生、保管、利用、處置等有關的計劃、管理、
領導、組織、訓練、發展等管理活動。

三、 “文件產生”，指任何文件的產生與複製。
四、 “文件的保管與利用”，指與下列幾個方面有關的任何活動：（一）聯邦機

構文件的存放地；（二）對聯邦機構案卷室存放的文件的保管、檢索和處
理；（三）對聯邦機構的郵件的處理；（四）設備的挑選與利用和文件與
複製件的提供。

五、 “文件處置”，指與下列幾個方面有關的任何活動：（一）以銷毀或贈送的
方式對公務活中不再需要的，短期保存價值的文件進行處置；（二）將文
件移交到有保存設施的聯邦機構或文件中心去保存；（三）將具有足夠歷
史價值和其他價值、需要繼續保存的文件移交到國家檔案館；（四）文件
從一個聯邦機構向其他聯邦機構轉移。

六、 “文件中心”，指由聯邦總務署署長或其他聯邦機構管理的機構，主要對於
文件的安全保管、提供利用和進行處置。這些文件需要保存各個不同時
期，而機構不能繼續提供保存的設備和空間。

七、 “文件管理研究”，指對聯邦機構文件或文件的管理計劃或活動進行調查和
分析，以提供調查結果並提出建議計劃。

八、 “檢查”，指對聯邦機構的文件或文件管理計劃或活動的效果及執行文件管
理法的的情況進行檢查，並對文件管理的改進提出必要的建議。

九、 “提供服務”，是指提供利用由總務署署長保管的或文件中心的文件和其他
材料，提供利用的方式為：（一）向聯邦機構和公眾提供文件或其他材料，
或是他們的複製件；（二）提供文件或其他材料的驗證件或未驗證件。

十、 “未驗證件”，指未加蓋印章加以證明的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抄件或複製件，
不能作為合法的證據用。

十一、“美國國家檔案”，指那些經美利堅合眾國檔案專員確定具有足夠的歷史價
值和其他價值、需要由聯邦政府繼續保存的文件，這些文件由總務署署
長接收保管。

十二、“署長”，即指聯邦總務署署長。
十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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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02 條：文件管理的任務

本條的目的事件力對文件進行有效管理的標準和程序，已達到下列這些目
標：

一、 保存完整而準確地反應聯邦政府政策和工作情況的文件。
二、 對聯邦政府產生文件的數量和質量進行監督和管理。
三、 為了防止產生不必要的文件便於個機構進行有效的、經濟的管理，建立

和維護關於文件產生的管理制度。
四、 簡化文件產生、保管和提供利用的活動、制度和過程。
五、 對文件進行細心的保管與處置。
六、 要注意從文件產生到最後處置的全過程，特別要注意防止聯邦機構產生

不必要的日常文件。
七、 建立和維護署長認為在執行本條中所需要的其他制度或方法。（原文下

略）

◎第 2903 條：檔案財產的保管

署長直接管理國家檔案館大樓和保管大樓所藏的檔案。為了保管哥倫比亞特
區和其他地方的聯邦機構的文件，署長可就檔案大樓的設計、建築、購買、租借、
維修、安全、改建等行使他的權力。

◎第 2904 條：署長的總的職責

署長就文件產生、保管、提供利用、處置等工作向各聯邦機構提供指導和幫
助，其職責如下：

一、 在選擇和利用空間、人員、設備等方面進行有效的、經濟的管理。
二、 公佈文件管理和文件管理研究的標準、程序和準則。
三、 進行關於改善文件管理工作的研究。
四、 起文件管理情報交換所的作用和文件管理培訓與參閱資料中心的作用。

五、 建立必要的機構之間的委員會，以便在聯邦機構之間交換文件管理的情
況。

六、 宣傳文件管理中技術發展的情況。
七、 始終注意各聯邦機構之間交換文件管理的情況。
八、 進行文件管理的研究，根據署長的意見，確定各機構進行文件管理研究

的領導人，以建立文件管理方面省十、省力的制度和方法，特別是控制
文件產生的標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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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產生的標準和程序。
九、 進行檢查或文件管理研究，包括檢查幾個聯邦機構的文件管理計劃和其

實施情況，檢查聯邦機構間文件和文件管理的相互關係。
十、 每年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向國會和管理預算局局長報告上述各項活動的

情況，包括各聯邦機構對署長進行調查或研究後所提議的反應。

◎第 2905 條：卻力選留文件的標準、安全措施

聯邦總署署長應確立選留有繼續保存價值的文件的標準，並幫助各聯邦機構
使用這些標準。署長要將聯邦機構所保存的文件的非法轉移、損壞、更改或破壞
的情況（包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情況）通知給該機構的領導人，以引起他的
注意，並協助機構領導人通過司法部長回收非法轉移的文件，或依法採取其他補
救措施。

◎第 2906 條：對機構文件的檢查

一、
（一）在履行本條的職責時，總務署長作他的代表可對任何聯邦機構的文件或文

件管理計劃或實施情況進行檢查，其唯一目的是為了對改進文件的管理計
劃和實施情況提出建議。機構的官員及雇員根據本款第二、第三項的規
定，對這種檢查應給予全力合作。

（二）文件的檢查按署長公佈的規定，再有關機構的領導人或總統的批准進行，
而文件的利用受法令或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等情況的限制。

（三）如果署長或他的代表對文件進行檢查，這種文件應是署長或他的代表所保
存的文件體系內的文件，或者認為是這種文件體系內的文件。

二、對機構的文件進行檢查時，署長或他的代表除了偵首本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
定外，還得遵守其他聯邦法中的各條規定。

◎第 2907 條：文件中心和縮微複製服務中心

署長可以建立、維護和管理為各量幫機構服務的文件中心和縮微複製服務中
心。

◎第 2908 條：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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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總務署署長可根據相映的法律制定文件從一個政府機構轉移到令一個
政府機構保存的各項規定。

◎第 2909 條：文件的留存

聯邦總務署署長可根據上報的必要證據，授權授權聯邦機構留存文件的時間
表與文件處置表規定的時間，並根據署長頒佈的規定，撤銷文件處置表中列舉的
文件處置規定。

附錄二  英國公共文書法

Public Records Act 1973

Version No.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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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cords Act 1973 
Act No. 8418/1973 

Version incorporating amendments as at 1 July 1998
TABLE OF PROVISIONS 

Section Page

ÍÍÍÍÍÍÍÍÍÍÍÍÍÍÍ 
Version No. 031

Public Records Act 1973 
Act No. 8418/1973 

Version incorporating amendments as at 1 July 1998
An Act with respec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the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Public Records of the State.

BE IT ENACTED by the Queen'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Victor ia in 
this present Par liament assembled and by the author ity of the same as follows 
(that is to say)：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Public Records Act 1973. 

2. Definitions and limit of application of the Act

(1) In this Act unles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 or subject-matter--

" prescr ibed"  means prescribed by this Act or the Regulations;

S. 2(1) def. of " prescribed record"  amended by No. 29/1994 s. 76(1).

" prescr ibed record"  means a record declared by the Minister pursuant to section 16 
to be a prescribed recor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S. 2(1) def. of " public office"  amended by Nos 12/1989 s. 4(1)(Sch. 2 item 101.1), 61/1996 s. 86(a).

" public office"  means--

(a) any department branch or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b) any public statutory body corporate or un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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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a State owned enterpris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tate Owned 
Enterpr ises Act 1992; 
(c) any municipal council; and 
(d) any other local governing body corporate or unincorporate;

" public officer"  means any person employed in a public office; 

S. 2(1) def. of " public record"  amended by Nos 29/1994 s. 76(2), 61/1996 s. 86(b).

" public record"  means--

(a)any record made or received by a public officer in the course 
of his duties; and 

(b) any record made or received by a court or person acting judicially in 
Victoria--

but does not include--
(c) a record which is beneficially owned by a person or body other than the 

Crown or a public office or a person or body referred to in section 2B; or 
(d) a prescribed record held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ation by a public office 

to which it was transferr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ts 
Institutions (Amendment) Act 1994 by a person or body other than the 
Crown or a public office; or 

(e) a record, other than a prescribed record, held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ation by a public office to which it was transferred,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ts Institutions (Amendment) Act 
1994, by a person or body other than the Crown or a public office;

" record"  means any docu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Evidence Act 1958. 
(2)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ay determine--

(a) that any office or body is or is not a public offi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and 

(b)  that any record is or is not a public record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and notice of any such determination shall be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3)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ay by Order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declare that all or any specified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to or in relation to a record or record of a class 
of records specified in th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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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4) repealed by No. 29/1994 s. 76(3).

* * * * *

S. 2A 

inserted by No. 61/1996 s. 87.

2A. Person or body no longer a public offi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 person or body that was, at any time, a public 
office is to be taken never to have been a public office only if--
(a) a legislative provision; or 
(b) regulations mad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expressly provide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the person or body is 
deemed never to have been a public office.

S. 2B 

inserted by No. 61/1996 s. 87.

2B. Records of a body that ceases to be a public office

If a body corporate or unincorporate that is a public office ceases, on a 
particular day, to be a public office, then, despite that cessation--
(a) the records of the body that were in existence prior to that day continue to 

be public records; and 
(b)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make arrangements with the body to 

enable those records of the body to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the body had not ceased to be a public office.

S. 3 

amended by No. 9219 s. 2.

3. Public Recor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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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better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public records of the 
State there shall be established an Office to be known a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4.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S. 4(1) substituted by No. 29/1986 s. 4(1).

(1) There shall be a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S. 4(1A)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4(1).

(1A) The Council shall consist of not more than ten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Minister of whom—

S. 4(1A)(a) amended by No. 29/1994 s. 77(1)(a).

(a) one shall be the Department head or his or her nominee; and

(b)  the remaining members shall be persons with knowledge of or 
experienc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areas--
(i) public administration; 
(ii) local government; 
(iii) the management of records;

S. 4(1A)(b)(iv) substituted by No. 29/1994 s. 77(1)(b).

(iv)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v) historical research; 
(vi) genealogical research; 
(vii) any area considered by the Minister to be a relevant area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ub-section.

S. 4(1B)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4(1).

(1B)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may, subject to the Minister's approval, choose 
a nominee to represent that member at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where the 
member is absent.

S. 4(1C)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4(1)

(1C) The Council may appoint sub-committees consisting of two or mor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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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2) amended by Nos 29/1986 s. 4(2), 29/1994 s. 77(2).

(2) The Minister shall appoint one of the members to b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S. 4(3) amended by No. 29/1986 s. 4(2).

(3) The Minister may remove any member of the Council from office.
(4) Subject to this section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a) shall hold office for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in his instrument of appointment; 
and 

(b)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appointment.

S. 4(4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77(3).

(4A) A person who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for 9 consecutive years 
ceases to hold office and is not eligible for re-appointment unless--

(c) the person is, or immediately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ninth 
consecutive year the person was, the President; or 

(d) a period of 3 years or more has elapsed since the person last w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5) The office of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shall become vacant--
(a) at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of office;
(b) if he dies;

S. 4(5)(c) amended by No. 29/1994 s. 77(4)(a).

(c)   if he is removed from office by the Minister;

S. 4(5)(d) amended by No. 29/1994 s. 77(4)(b).

(d)   if he resigns in writing under his hand addressed to the Minister; or

(e)  if without leave granted by the Council he fails to attend three 
successive meetings of the Council.

S. 4(6) substituted by No. 29/1986 s. 4(3).

(6) A quorum of the Council shall consist of not less than half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7) Subject to this Act the Council may regulate its own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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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8) amended by No. 29/1994 s. 77(5).

(8) Each member of the Council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and fees (if any) prescribed.

S. 4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78.

4A. Membership of Council not office of profit

A member of the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shall not be taken by reason of 
being a member to hold an office or place of profit under the Crown which would--

(a) prevent the member sitting or voting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Legislative Assembly; or 

(b) make void the member's ele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Legislative 
Assembly; or 

(c) prevent the member continuing to be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Legislative Assembly; or 

(d) subject the member to liability to a penalt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ct 
1975.

5. Functions of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The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a)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public offices; and 

(b)  may report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inister on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Act.

6. Employment of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and other employees

S. 6(1) substituted by No. 4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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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7(Sch. 1).

(1) A Keeper of the Public Records and any employe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re to be employed under Part 3 of the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Act 1998. 

(2)  Subject to this Act and to the general dire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Minister,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hav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of all public records therein.

7. Responsibilities of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 the preservation and security of public records under his control; 
(b) the logical and orderly classification of such record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lists indexes and other guides facilitating their use; 
(c) the dupl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ublic records for official and other 

purposes; and 
(d) the authentication of copies of and extracts from public records required as 

evidence in legal proceedings or for other purposes.

8. Publications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a) prepare and cause to be published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and 
th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b) arrange for the publication, upon any terms and conditions he thinks fit, of 
any public record under his control or of any articles prepared therefrom.

S. 8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79.

8A. Transfer of public records to Public Recor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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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o this Act, where a public record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ublic office other 
tha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has been in existence as a public record for 25 years 
and has ceased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section) to be 
required to be readi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a public office, the public office 
must, as soon as it is practicable to do so, cause the record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accordance with arrangements approved by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9. Personal or private records may be withheld

S. 9(1) amended by No. 29/1994 s. 80.

(1) Where the Minister is of opinion that any records required by this Act to 
be transferred from a public office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contain 
matters of such a private or personal nature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open 
for public inspection he may,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office concerned, declare 
those records to be private or personal records and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for a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declaration.

(2) The Minister,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office from which any such private or personal 
records were transferred, or if the case so requires, of the public office at 
the time exercising the functions to which the records relate, may—

(a) revoke or vary any declar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those records; or

(b) permit, on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specified, all or any of 
those records to be open for inspection by any specified person or 
class of persons.

S. 10 substituted by No. 29/1994 s. 81.

10. Records may be withheld for 30 years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the Minister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may declare that any specified records or records of a specified class 
transferred or to be transferred from a public office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shall not b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for a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declaration, being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30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their 
transfer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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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declar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may only be mad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 office concerned. 

(3) A declar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may not be varied or revoked.

S. 10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1.

10A. Access to records apart from Act

Nothing in this Act prevents a person from giving access to records otherwise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where the person can properly do so or is required by law to 
do so.

S. 11 amended by No. 29/1994 s. 82(1).

11. Inspection and copying of public records

(1) Subject to this Act,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cause reasonable 
facilities to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for inspecting and obtaining copies of 
public records under his control.

S. 11(2)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2(2).

(2)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withhold any public record from 
inspection or copying i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ecord would be prejudiced.

S. 11(3)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2(2).

(3) If a record is withhel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2), a copy shall be 
provided where, in the opinion of the Keeper, it is practicable to do so 
without detriment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ecord.

12. Standards for management of public records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public records and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a) the creation, maintenance and security of public records; 
(b) the selection of public records worthy of preservation; 
(c) the transfer of public records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d 
(d) the segregation and disposal of public records not worthy of preservation--

and shall assist public officers in applying these standards to record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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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control. 

13. Duties of officer in charge of a public office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a public office--

(a) shall cause to be made and kept full and accurate records of the business of 
the office; 

(b) shall be responsible, with the advice and assistance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for the carrying out within the office of a programme of records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established under section 12 
by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and 

(c) shall take all action necessary for the recovery of any public records 
unlawfully removed from the office.

S. 13A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5.

13A. Inspection of public office or other place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enter, at any reasonable time, a public office or 
any place in which the public records of that office are stored to inspect the storage 
and conservation arrangements of the records in the office or place and the 
carrying out in that office or place of the programme of records management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3(b). 

14. Power to appoint place outside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 deposit of public records

(1) Where it appears to the Minister that a place outside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s suitable for the safe-keeping and preservation of public records 
he may appoint it as a place of deposit for any specified class of public 
records. 

(2)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from time to time cause public 
records of the appropriate class to be transferred to a place of deposit 
appointed under this section or to be transferred from such a place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3) Public records in a place of deposit appoint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in 
the custody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 14(4)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6.

(4) The Minister may, out of moneys lawful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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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or maintaining a place of 
deposit appointed under this section.

S. 14(5)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6.

(5)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at any reasonable time enter a place of 
deposit appointed under this section to inspect the safe-keeping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public records in that place.

15. Power to purchase or to transfer records for safe-keeping

(1)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out of moneys lawful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purchase any record which in his opinion is worthy of 
preservation.

(2) The owner of any record worthy of preservation ma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Minister and subject to any terms and conditions agreed upon by the 
owner and the Minister, transfer the record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for safe-keeping.

S. 15A inserted by No. 29/1986 s. 7.

15A. Compulsory acquisition of public records

(1) The Minister may, on behalf of the Crown, require a person to deliver to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a public record in the person's possession.

(2) The Minister may, if the Minister thinks fit, out of moneys lawful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pay compensation to a person required to deliver 
a public record to the Keeper. 

(3)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payable must be the value of the record as 
assessed by an independent valuer appointed by the Minister.

S. 15A(4) amended by No. 57/1985 s. 3(Sch. item 168.1).

(4) Any dispute as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may be referred by the 
Minister or the person required to deliver the public record, to the 
Magistrates' Court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shall be final.

(5) This section does not affect any rights of compulsory acquisition of public 
records existing under common law.

16. Prescribed records--owner to lodge notice of possession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

-95-

S. 16(1) amended by No. 29/1994 s. 83(a)(b).

(1) Where the Minister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is satisfied that a record—
(a) would be a public record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Act but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beneficially owned by a person or body other than the 
Crown or a public office;

(b) is of special historic significance to Victoria; and
(c) should be preserved by the State--

he may by notice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Gazette declare that record to be a 
prescribed recor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S. 16(2) amended by No. 29/1986 s. 8(a).

(2) The owner of a prescribed record shall,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record is 
declared to be a prescribed record or within 60 days after acquiring the 
record, lodge a notice of possession in or to the effect of the form 
prescribed with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Penalty: 1 penalty unit.

(3)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may by notice in writing—
(a) require the owner of a prescribed record to produce the record within 

21 days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 copying; and 
(b) give any direc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safe-keeping of the record that in 

his opinion are necessary for its protection or preservation.

S. 16(4) amended by No. 29/1986 s. 8(a).

(4) Where a requirement or direction contained in a notice given under 
sub-section (3) is not complied with the owner of the record concerned, 
unless the record has been transfer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Penalty: 1 penalt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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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ere pursuant to a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3) a prescribed record has 
been produced for copying,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not cause 
or permit any copy of the record retained by him to be published or a 
facsimile of any such copy to be made by a member of the public.

17. Sale or other disposal of prescribed records

(1) The owner of a prescribed record shall not sell the record otherwise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nd shall not in any other 
way dispose of the recor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Minister.

(2)  Befo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to sell a prescribed record the owner 
shall give to the Minister at least seven days notice in writing of his 
intention to do so.

(3) An agreement to sell a prescribed record--
(a) shall be in writing; 
(b) shall set out--

i. the full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ii. description of the record concerned; and 

iii. the purchase price of the record; and
(c)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Minister

(4) Upon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to sell a prescribed record the owner of 
the record shall forthwith send a copy of the agreement to the Minister. 

(5) Within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a copy agreement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the Minister by notice in 
writing--

(a) shall advise the owner of the record whether or not he consents to the 
sale; and 

(b) where he refuses to consent, may advise the owner that he intends to 
acquire the record.

(6) A notice advising of the Minister's intention to acquire a prescribed record 
shall require the owner to transfer the record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within the time, being not less than 14 days,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7) Where a prescribed record is acquired by the Minister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the Minister shall out of moneys lawful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pay to the person from whom it is acquired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set out in the copy agreement of sale of the record forwarded to the 
Minister under sub-se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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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7(8) amended by No. 29/1986 s. 8(b).

(8) A person who--
(a)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provision of this section; or
(b) fails to transfer a record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in accordance with a requirement of the Minister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Penalty: 5 penalty units.

S. 17(9)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4.

(9) A sale or disposal of a prescribed recor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Minister is void.

18. Prescribed records to become property of State upon death of owner

S. 18(1) amended by No. 29/1994 s. 85(1).

(1) Upon the death of the owner of a prescribed record or, where the owner is 
not a natural person, on the expiration of 50 years after acquisition of a 
prescribed record, the record sha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State and 
sha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 18(1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5(2).

(1A) The Minister may extend the period of 50 year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for one further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50 years.

S. 18(2) amended by No. 29/1994 s. 85(3).

(2) The Minister shall out of moneys lawfully 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 
pay compensation to the owner of the estate of the deceased owner of 
any prescribed record transferr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3)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payable shall be the value of the record as 
assessed by an independent valuer appointed by th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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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8(4) amended by No. 57/1989 s. 3(Sch. item 168.2).

(4) Any dispute as to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may be referred by the 
Minister or the claimant to the Magistrates' Court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shall be final.

S. 19 amended by Nos 29/1986 s. 8(b), 29/1994 s. 86(1).

19. Offence to remove etc. public record without authority

(1) A person who unlawfully removes sells damages or destroys a public 
record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Penalty: 5 penalty units.

S. 19(2)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6(2).

(2) Destruction or disposal of public records by a public officer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s established under section 12 is lawful.

20. Destruction or transfer of records in Public Record Office

Where public record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 the purpose 
of permanent preservation and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for any reason, is of 
opinion that the records should no longer be preserved, he may,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public office from which they were transferred or, if the case 
so requires,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public office at the time exercising the 
functions to which the records relate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er, authorize 
the destruction of those records or their transfer to any person or body wishing to 
receive them.

S. 20A inserted by No. 29/1994 s. 87.

20A. Protection against actions for defamation or breach of confidence

(1) If access has been given to a public record and the access was permitted by this 
Act to be given, no action for defamation or breach of confidence lies against 
the Crown, a Minister,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or a person employ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by reason of the giving of the access, and no action for 
defamation or breach of confidence in respect of any publication involved in, or 
resulting from, the giving of the access lies against the author of th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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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ny other person by reason of that author or other person having supplied the 
public record to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2) The giving of access to a public document shall not be 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law relating to defamation or breach of confidence to constitute an 
authorisation or approval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ublic document or its 
contents by the person to whom access is given.

21.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to report to Minister

(1)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shall at least once in every year and not later than 
the 30th day of September in each year lodge with the Minister a report on the 
carrying out of his functions under this Act during the year ending on the 
preceding 30th day of June. 

(2) The Minister shall cause every report lodged with him under this section to be 
laid before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within three weeks after receiving the 
report or if Parliament is not then sitting within three weeks after the next 
meeting of Parliament.

22. Admissibility etc. of records and copies of records in Public Record Office

(1) A public record produced from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shall have the same 
evidentiary value as if it had been produced from the public office from which it 
was transferred.

(2) A copy of or an extract from a public recor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r 
other place of deposit appointed under this Act, if it bears a certificate 
purporting to be signed by the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that it is a true copy or 
extract--

(a) shall be admissible in evidence without further proof before any 
court or any person acting judicially as if it was the public record or 
part of the public record concerned; and

(b) shall have the same evidentiary value as if it was a copy of or extract 
from a public record in the office from which it was transferred 
certified to be a true copy or extract by any person authorized to do 
so by or under any Act or rule of law.

(3) In sub-section (2) a reference to a public office from which a public record was 
transferred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a) the public office in which the record was originally made lodged registered 
or otherwise dealt wi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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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y other public office to which the custody of the record was at any time 
transferred.

23. Regulations

The Governor in Council may make regulations for or with respect to--

(a)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inspect public 
records and use facilities provided by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b) the copying and reproduction of public records;
(c) fees to be charged by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respect of the making 

and supplying of copies of public records and of any other services 
provided;

(d) travelling expenses f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Records Advisory Council; 
and 

(e) any matter or thing authorized to be prescribed by this Act or necessary to 
be prescrib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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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法蘭西共和國檔案法48

（1979 年 1 月 3 號‧第 79-18 號）

第七章 總則

第一條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任何國家關係或組織，或任何私人機構或部門，在自身
活動中產生或收到的文件整體，不管其行程日期、形式或制成材料，都是檔案。

從公共利益出發保管文件，既是為了管理的需要和證明公、私自然法人或法
人權利的需要，又是為了研究歷史文獻。

第二條

任何負責收集、保管檔案的官員或職員，在執行本法的規定時，對於依法不
能向公眾提供利用的文件，要屢行保守機密的職責。

第二章  公共檔案

第三條

公共檔案是
一、國家、地方機關、公共機構和公共企業在活動中形成的文件。
二、負責管理公共事業或該事業中某項業務的斯人機構在活動中形成的文

件。
三、公務助理人員或司法助理人員的文件原本和目錄。

公共檔案部論由誰佔有，均不受時效約束。
保管公共檔案的條件由本法第三十二條提到的行政法院的法令規定。
該法令規定，由檔案管理部門把某些行政機關或機構產生或收到的檔案

文件委託給這些行政機關或機構的有關部門妥善保管，還規定了檔案管理部
門與這些行政機關或機構之間合作的條件。

                                                
48引自中國檔案學會對外聯絡部編，外國檔案法規選編 （北京市：檔案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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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第三條所指文件在其產生或收到的單位、公共事業機構日常工作使用期滿
後，由這些單位、公共企事業機構進行挑選，區分出有保存價值的文件和已失去
行政用途、歷史價值準備銷毀的文件。

準備銷毀的文件的清單及其銷毀條件，由產生到收到文件的單位和檔案管理
部門共同協商確定。

第五條

當某一個部委、單位和公共企事業機構或組織撤銷時，其所佔有的公共檔案
除依照撤銷法令的規定送交別的部門使用外，均應移交給檔案管理部門。

第六條

存放到公共檔案館之前以供自由查閱的文件，在存入檔案館後，對任何要求
查閱這部份檔案的人應繼續開放，沒有任何限制。

凡 1978 年 7 月 17 日的第 78-753 法令第一條提到的涉及改善行政當局與公
共關係的各種措施和政府的、社會的和財務的各項規定的文件，只要符合本法規
定的條件，仍可提供利用。

凡期滿三十年或達到下述第七條規定的特別期限的其他所有公共檔案文
件，均可自由查閱。

第七條

可供自由查閱的公共檔案的期限：
一、個人醫療文件次文產生之日算起滿一百五十年。
二、人事案卷，從產生之日算起滿一百二十年。
三、與司法事務有關的文件，包括特赦裁決書，公證人的文件原本與目錄，

以及戶籍和公民狀況登記冊，從文件產生或案卷完成之日算起滿一百
年。

四、凡涉及個人情況，如私人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文件，以及一般由公共事業
部門調查來的有關私人情況和行為的材料，從普查和調查之日算起滿一
百年。

五、處理與私人生活有關的訴訟案的文件，或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的文件，
從產生之日算起滿六十年；這些文件的明細表，按行政法院的法令編制。



我國檔案管理體制研究

-104-

第八條

關於法蘭西共和歷第 11年風月 25日生效的法令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公證人的
原本文件，這類公共檔案的開放期限按本法尚未期滿之前，經檔案管理部門批准
可以查閱，不受本法第六條第三段何地七條規定的限制。

查閱這些文件，除非有明文規定，須經行政部門批准外，都不受任何限制。
與本條第一段的規定有抵觸時，本法第七條第四款規定的文件如還不滿法定

規定一百年期限，任何部門不能批准查閱。

第三章  私人檔案

第九條

私人檔案是本法第一條所確定的文件整體，但不屬於上述第三條規定的實施
範圍。

第十條

國家和地方機關在收到作為捐獻、遺贈、讓與、寄存的私人檔案時，或者在
收到按照有助於促進保管國家藝術遺產的 1968 年 12 月 31 日第 68-1251 號法所
指定的私人檔案時，保管部門必須遵守私人檔案所有者所確定的保管和利用條
件。

十一條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而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檔案，由檔案管理部門提議，經文
化部長決定，可作為歷史檔案進行登記。

當私人檔案所有這不同意登記時，可由檔案管理部門根據行政法院的一致意
見作出決定。決定撤銷的方式同決定登記的方式一樣，但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二段條文者不受此限。

第十二條

作為歷史檔案進行登記的私人檔案，其所有權並不轉讓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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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檔案管理部門在登記前，應及時將登記手續通知私人檔案所有者。
從發出通之日起，理所當然可旅行所有的登記手續。
如果在私人檔案所有者接到通知後六個月的時間內關於進行登記的決定並

未實施，則可以認為停止實施登記。

第十四條

作為歷史檔案而登記的檔案不受時效的約束。
不論檔案轉給誰掌握，都要履行登記手續。
任何以登記的私人檔案所有者，要將所有檔案轉給他人時，必須告訴買主，

此檔案已進行登記。

第十五條

但是在最初清點檔案時，如果發現某些文件已失去歷史價值，則按本法第四
條第二段規定的條件，由全宗所有者和檔案管理部門協商一致後進行銷毀。

第十六條

未經檔案管理部門批准，以登記的私人檔案，不得有任何補充和修改。
    已登記的私人檔案的所有者或佔有者，如果要求有法定的代理人，則必須按
照本法第三十二條提到的行政法令進行委派。

第十七條

以登記的私人檔案的所有者，如果準備轉讓所佔有的檔案，則必須將其意圖
通知檔案管理部門。

第十八條

檔案管理部門對私人檔案進行強制性登記而可能引起的損失應予以賠償。賠
償的要求應從決定登記的通知書發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如果雙方意見不一
致，則賠償問題由法院案私法程序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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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不論私人檔案有沒有登記，任何負責將其進行公賣的公務助理人員或司法助
理人員，必須在公賣前十五天通知檔案管理部門，並附上關於擬以出售文件的所
有必要說明。通知書上應載鳴公賣的時間和地點。發送一份附帶出售目的的目錄
可代替通知書。

在法庭定拍賣的況下，如果本條上段所規定的期限不能得到遵守，公務助理
人員或司法助理人員應在受理拍賣任務後，立即將上述有關說明告訴檔案管理部
門。

第二十條

如果認為有必要保護檔案遺產，國家可通過檔案管理部門對於進行公賣的私
人檔案中的任何文件行使優先購買權，國家就成為優先得標者。
國家可應省政府、地區性公共機構、馬約特島國土集團的請求，並且為了他們的
利益，行使同樣的權利。為了市鎮和基金會的利益，國家也可行使這種權利。國
立圖書館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進行這種權利。

如果同時有幾家提出購買的要求，則由文化部長裁決誰是受益者。

第二十一條

私人檔案的所有者打算將已登記的檔案出口時，必須預先經檔案管理部門批
准。為此，檔案所有者應向檔案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書，隨時擬出口檔案的清單。
檔案管理部門必須即早通知對方已收到申請書。

如果在收到申請書後的一個月內，檔案管理部門不做出決定，就等於默認將
擬出口的檔案撤銷登記，並同意出口。

在與上述同樣期限內，檔案管理部門可以：
一、 或者通知檔案所有者，按照下述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必須預先將私

人檔案的全部或部份複製後才能出口。
二、 或者告訴檔案所有者，檔案管理部門打算對其擬出口的檔案的全部

或部份行使留置權。在這種情況下，應按下述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方
式和條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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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在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所指示的情況下，檔案管理部門應對檔案所有者申
請出口的以登記的檔案，確定複製的方式。檔案管理部門必須在收到檔案所有者
按第二十一條第一段的規定提交的申請書後，兩個月內完成檔案的複製。

按上述條件制成的複製件，提交給第三者閱讀時，必須符合為提供私人檔案
原件而規定的條件。

查閱上述複製件必須經檔案所有者同意。如果所有者已不為人所知，自出口
之日起滿一百年才允許查閱。但是，如果進口國家對查閱檔案原件不施行類似的
限制，則上述這些限制理應取消。

第二十三條

如果認為有必要保護檔案遺產，國家可通過檔案管理部門對於擬出口的以登
記的檔案按申請出口者提出價格行使留置權，這種權利的實施期限為六個月。

國家可根據省政府、地區性公共機構、馬約特島國土集團的請求，並且為了
他們的利益，行使上述同樣的權利。國家也可為提出要求的市鎮和基金會的利
益，行使這種權利。如果同時有幾家提出要求，則文化部長有權裁決誰是受益者。

第二十四條

對於沒有決定登記但因具有歷史價值而涉及公共利益的私人檔案，其出口必
須由文化部長批准。

上述批准手續必須再申請出口者在海關申報單上簽字後的一個月內辦理。如
果在此期間不做出決定，就作為默認批准出口。

在上述同樣的期限內，文化部長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可行使留置權。

第四章  關於公共檔案和私人檔案的通則

第二十五條

提供檔案文件的正式副本和摘錄，按本法第三十二條提到的行政法院法令規
定的條件辦理。

按國家有關有關的部長和預算部長的意見通過的法令確定收費價目：
—提供保存在國家、省和市鎮檔案館的文件的正式副本或摘錄的費用；
—應有關人員的請求，對保存在上述檔案館的圖片複製件（與原件大小一樣）
行驗證所需的費用；

—對保存文在上述檔案館的文件的正式照相副本和各種照相複製件進行驗
證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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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任何負責保管公共檔案或私人檔案的部門，如果拒絕接受查閱檔案的要求，
則應說明拒絕的理由。

第二十七條

檔案管理部門和按本法第三條最後一段所規定的單位，應在館內向公眾開放
查閱的地方，明顯的張貼本法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條和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條文。

第五章  懲處條款

第二十八條

在不妨礙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五十四條和第四百三十九條的情況
下，凡沒有履行保管公共檔案的職責而將公共檔案轉移者，即使沒有詐欺意圖，
應受到監禁兩個月至一年和罰款二千法郎至一萬法郎的懲處。或受到其中一項懲
處。

第二十九條

凡違反本法第二條及第十條規定者，按刑法第三百七十八條的規定懲罰。

第三十條

凡為範本法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段）和第二
十四條的規定者，罰款二千法郎至三萬法郎。凡破壞、轉讓或出口價值超過一萬
五千法郎的檔案者，罰款最高可達檔案價值的一倍。

第三十一條

凡違犯本法帝時四條（第三段）和第時六條的規定者，罰款二千法郎至五千
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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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條款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一、二、三、四章的實施方式由行政法院的法令規定。

第三十三條

廢除（原文下略）

第三十四條

停止執行下列有關檔案方面的法規（原文下略）

第三十五條

（原文略）

第三十六條

（原文略）
本法做為國家法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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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日本公文書館法49

日本的檔案習稱公文書，因此其檔案法主要是以 1988 年頒佈的《公文書館
法》為主，但其規範僅只簡單八條，因此其細節仍須參考相關的檔案法施行細則。

在此將其條文羅列如下：

第一條（目的）：本法律鑑於保存歷史資料提供利用之重要性，關於檔案館，已
有必要訂定是項為目的。

第二條（定義）：本法律所指檔案等，係指國家或地方公共檔案團體保管之檔案
及其他記錄（現用者除外）。

第三條（責任）：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有關歷史資料、重要檔案等之保存及利
用，有採適當措施之責任。

第四條（檔案館）：檔案館為保存歷史資料、重要檔案等之處所
        1.供眾閱覽，並調查研究與此有關之事項為目的之設施。

      2.檔案館置館長及調查研究歷史資料、重要檔案之專門職員，以及其他
必要職員。

第五條：
      1.檔案館由國家級地方公共團體設置
      2.地方公共團體設置之檔案館有關該設置事項，由該地方公共團體之條

例規定。

第六條（資金之融通）：國家對地方公共團體，應盡力協調檔案館設置的必要資
金之融通

第七條（技術上之指導）：內閣總理大臣，對地方公共團體，應其要求，得就檔
案館之運作經營提供技術之指導或協助。

第八條：檔案保密年限為卅年，但無保密必要者，得與提前供眾閱覽

                                                
49引自行政院研考會，各國檔案法相關資料彙編 （台北市：行政院研考會，民 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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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新加坡國家文物法（節譯 17～27 條）

第 17 條：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建立

（1）此部門應該建立起新加坡的國家檔案館，用以保存國家檔案以及珍貴
的歷史信息。

（2）關於本部門：
(a) 應該政府監督各部門公共檔案的保存情形，並對該單位檔案的保管

提出建議。
(b) 應該對檔案的分類（Classify）、鑑定、保存和修復做出必要的處理。
(c) 應該藉由各種方法提供人們檔案的資訊，包括出版、展覽以及等其

他的行銷活動。
(d) 應該創造有一套完整的檔案管理程序來有效率的產生、使用、保存

和處理公共檔案。
(e) 應該指引各公家機關管理檔案的標準與程序。
(f) 提供資訊、諮詢、研究等有關檔案的相關服務。
(g) 針對不同期限與狀態的檔案，做出複製與出版。
(h) 不管檔案是購買、捐贈、還是接收，也不管檔案是一份文件、一本

書還是其他材質，都是國家在歷史信息上重要的財產。

第 18 條：國家檔案館的館長

（1）本部門應有相關主管來負責管理本局業務。
（2）國家檔案館的主管及其代理相關職務的人員應該尊敬人民使用公共檔

案的權力，致力滿足使用的需求，並保存還不應被公開的必要機密，
讓人們正常地使用檔案。

第 19 條：公共檔案的移轉

任何國家檔案館鑑定後的公共檔案，都是屬於國家和歷史上的重要資產，
必須在符合國家檔案館制訂的流程下，小心的從行政部門移轉到國家檔案
館。

第 20 條：歸還不法移轉的檔案

本機關有權請求任何在政府行政業務上將檔案非法轉移的個人，歸還該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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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委員會處置或銷毀公共檔案的權力

（1）根據第四項，未受主管機關批准者，任何人不得破壞、毀損或唆使他
人破壞、毀損任何公共檔案

（2）任何人要破壞或處置檔案前，必須向主管者具體說明其處置理由
（3）根據第二項，主管者可以檢視任何的公共檔案，並可指派專人蒐集，

此外，公共檔案應使該主管便於取得
（4）主任可以指示銷毀以下檔案：由於數量、種類等因素，已不再具備保

存價值之公共檔案，以及不再具有完成任務所需之參考價值的檔案

第 22 條：檢視公共檔案和影像

（1）除了符合下面第二項的同意條件，任何人未經本單位允許，不得任意
檢視公共檔案

（2）任何人為參考或研究的理由，可檢視開放給公眾的公共檔案，但必須
遵守：
(a) 該檔案原屬單位所訂定的任何條件。
(b) 任何館長所考慮到為保存檔案所需之條件。

（3）國家檔案館必須設定一開放檔案的時間表。
（4）在此章中，檔案代表存於本單位的一切檔案（可參考第 26 章）。

第 23 條：公共檔案的副本

任何公共檔案的拷貝，只要經館長認定，即具法律上的效力。

第 24 條：公共檔案與視聽資料的重製

（1）除非館長有書面允許，任何人都不可複製或部分複製本館典藏的公共
檔案。

（2）任何抵觸上述之第一項者，可處以 5000 元以下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懲罰。

（3）本條款依然受著作權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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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禁止出賣公共檔案的相關規定

（1）任何人不得
    （a）未經主任允許，將任何新加坡公共檔案帶出國境。
    （b）塗寫、註明、做記號或毀損任何公共檔案。
    （c）或用其他的方法毀壞檔案。
（2）任何抵觸上述之第一項者，可處以 5000 元以下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懲罰。

第 26 條：影音檔案的管理

（1）影音檔案的產生者，必須在創作六個月後請求檔案館保存，並提供檔
案館無償複製一份。

（2）任何不遵守第一項者，可處以 5000 元以下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懲罰。
（3）本款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a）本影音資料未在新加坡被播放或公開
    （b）牧師推廣福音的資料，可不受本款規定限制
（4）本款中，影音檔案包括任何具體保存聲音或影像的資料形式

第 27 條：口述歷史中心的建立

檔案館建立口述歷史中心的目的應該有：
    （a）經由口述歷史或其他的方法穿播和蒐集有關新加坡的歷史資訊。
    （b）採訪對象應該是影響或參與到新加坡歷史的人物。
    （c）訪談後必須小心保存這些影音記錄或文字記錄。
    （d）欲使用這些採訪記錄的研究者，其研究主題必須經由本單位或被採

訪者所認可允許。
    （e）本中心可透過下列途徑宣傳推廣，包括出版、視聽教育節目、展覽、

諮詢、學術研究等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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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國大陸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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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1996 年 7 月 5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加強對檔案的管理和收集、整理工作，有效地保護和利用檔案，為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
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
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

第三條  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杜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
保護檔案的義務。

第四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檔案工作的領導，把檔案事業的建設列入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第五條  檔案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維護檔案完整與安全，便於
社會各方面的利用。

第二章 檔案機構及其職責

第六條 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主管全國擋案事業，對全國的檔案事業實行統籌
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和指導。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檔案行改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檔案
事業，並對本行政區域內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檔案工件實行
監督和指導。

    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指定人員負責保管本機關的檔案，並對所屬單
位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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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織織的檔案機構或者檔案工作人員，
負責保管本單位的檔案，並對所屬機構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

第八條  中央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各類擋案館，是集中管理檔案的文化事業機
構，負責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範圍內的檔案。

第九條  檔案工作人員應當忠於職守，遵守紀律，具備專業知識。

在檔案的收集、整理、保護和提供利用等方面成績顯著的單位或者個人，由
各級人民政府給予獎勵。

第三章  檔案的管理

第十條 對國家規定的應當立卷歸檔的材料，必須按照規定，定期向本單位檔案
機構或者擋案工作人員移交，集中管理，任何個人不得據為己有。

國家規定不得歸檔的材料禁止擅自歸檔。

第十一條  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必須按照國家規定，定期向檔
案館移交檔案。

第十二條 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圖書資料同時是檔案的，
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

檔案館與上述單位應當在擋案的利用方面互相協作。

第十三條  各級各類檔案館，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檔案機構，
應當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便於對檔案的利用；配置必要的設施，確
保檔案的安全；採用先進技術，實現檔案管理的現代化。

第十四條  保密檔案的管理和利用，密級的變更和解密，必須按照國家有關保密
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鑒定檔案保存價值的原則、保管期限的標準以及銷毀檔案的程式和辦
法，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制定，禁止擅自銷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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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或者應當保
密的檔案，檔案所有者應當妥善保管。對於保管條件惡劣或者其他原
因被認為可能導致檔案嚴重損毀和不安全的，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
有權採取代為保管等確保檔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時，可以收購
或者徵購。

前款所列檔案，檔案所有者可以向國家檔案館寄存或者出賣；向國家檔案館
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出賣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
政管理部門批准。嚴禁倒賣牟利，嚴禁賣給或者贈送給外國人。

向國家捐贈檔案的，檔案館應當予以獎勵。

第十七條  禁止出賣屬於國家所有的擋案。

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資產轉讓時，轉讓有關檔案的具體辦法由國家檔案行政管
理部門制定。
      
  檔案複製件的交換、轉讓和出賣，按照國家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和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的檔案以及這些檔案的複
製件，禁止私自攜運出境。

第四章 檔案的利用和公佈

第十九條 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 30 年向社會開放。
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於 30
年，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向社會
開放的期限，可以多於 30 年，具體期限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製
訂，報國務院批准施行。

檔案館應當定期公佈開放檔案的目錄，並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
提供方便。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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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以及公民根據經濟建設、國防
建設，教學科研和其他各項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利用檔
案館未開放的檔案以及有關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保
存的檔案。

利用未開放檔案的辦法，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有關由管部門規定。

第二十一條  向檔案館移交、捐贈、寄存檔案的單位和個人，對其檔案享有優先
利用權，並可對其檔案中不宜向杜會開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
見，檔案館應當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第二十二條  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由國家授權的檔案館或者有關機關公佈；未
經檔案館或者有關機關同意，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權公佈。

       
  集體所有的和個人所有的檔案，檔案的所有者有權公佈，但必須遵守國家有
關規定，不得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十三條 各級各類檔案館應當配備研究人員，加強對檔案的研究整理，有計  
劃地組織編輯出版檔案材料，在不同範圍內發行。

第五章 法律責任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有關
主管部門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
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者任：

（一）損毀、丟失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錄、公佈、銷毀屬於國家所有的檔案的；
（三）塗改、偽造檔案的；
（四）違反本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規定，擅自出賣或者轉讓檔案的；
（五）倒賣檔案牟利或者將檔案賣給、贈送給外國人的；
（六）違反本法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不按規定歸檔或者不按期移交檔案

的；
（七）明知所保存的檔案面臨危臉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檔案損失的；
（八）檔案工作人員玩忽職守，造成檔案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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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檔案館的擋案中，有前款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違法行為的，由縣
級以上人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給予警告，可以並處罰款；造成損失的，責令
賠償損失。

  企業事業組織或者個人有第一款第四項、第五項違法行為的，由縣級以上人
民政府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給予警告，可以並處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
得；並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徵購所出賣或者贈送的檔案。

第二十五條 攜運禁止出境的檔案或者其複製件出境的，由海關予以沒收，可以  
並處罰款，並將沒收的檔案或者其複製件移交檔案行政管理部門；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法實施辦法，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後施
行。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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