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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6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1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81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19 人，為落實政府資訊開放精神，並促進
檔案開放與運用，爰擬具「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檔案法（以下簡稱本法）自 1999 年 12 月 15 日公布，2002 年 1 月 1 日施行迄今已逾十五年
。惟政府資訊公開法於 20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後，與本法就機關檔案應用產生法律競
合問題，實有調整現行規範之必要，以兼顧公私法益，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各機關辦理檔案開放應用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二、明定檔案開放應用之申請和限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八條）
三、配合第十八條條文修正已就檔案開放應用定有相關規範，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九條條文。
四、明定向政府機關申請檔案開放應用者之禁止行為（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五、明定申請檔案開放應用之收費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六、參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明定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二十二
條）
七、增訂行政法人準用本法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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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七條

條

文

各機關得以下列方

現

行

第十七條

條

文

說

明

申請閱覽、抄錄或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檔案開

式辦理檔案開放應用：
一、提供諮詢。

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

放應用之方式。
二、檔案開放應用範圍及意旨

二、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

據不得拒絕。

三、編輯或研究出版。
四、展覽。

，爰參照本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一條及國家檔案開放應用
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增訂第
一款、第三款與第四款，以

五、利用電信網路或其它方
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利各機關辦理。
三、為配合電子化政府之建置

六、其他有利於檔案開放應
用之方式。

與因應網路普及，民眾對資
訊取得之管道以電子化之線
上查詢為趨勢，爰參照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規定，增訂第五款。
四、為避免掛一漏萬且符合彈
性，爰於第六款明定其他足
以利於檔案開放應用之方式
亦屬之。

第十八條

檔案開放應用之申

第十八條

檔案有下列情形之

檔案為政府資訊之一環，政府

請和限制，除本章另有規定
外，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
申請：

資訊公開法業於九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該法對

規定。

一、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有關犯罪資料者。

有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範
圍等事項，均有詳細規範。為

三、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

避免重複規定，並釐清本法與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關係，

格審查之資料者。
五、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爰修正現行第十八條條文並移
列為第二十二條，明定檔案開

。
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

放與應用之申請和限制，除本
法第三章「應用」章另有規定

義務者。
七、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

外，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
定。

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各機關對於第十七

一、本條刪除。

條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
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二、機關檔案開放應用之申請
，回歸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

通知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
，並應敘明理由。

之規定，並已於修正條文第
十八條明定，爰刪除第十九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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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向政府機關申請檔
案開放應用者，應於各機關

第二十條 閱覽或抄錄檔案應
於各機關指定之時間、處所

一、配合第十七條條文修正意
旨，檔案開放應用方式已不

指定之時間、處所為之，並
不得有下列行為：

為之，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

侷限於現行條文第十七條所
列之閱覽、抄錄或複製。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
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保護典藏檔案，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二十條，明定向政府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

。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

機關申請檔案開放應用者之
禁止行為。

三、其他破壞檔案、變更檔
案內容或影響機關提供檔

變更檔案內容。

案應用服務之情形。
第二十一條

申請檔案開放應

二、將現行第三款酌作文字修
正，以符合彈性且反映實際
業務運作需要。

申請閱覽、抄錄

一、配合第十七條條文修正，

用經核准者，各機關得依檔
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標準收

第二十一條

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各機
關得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所

檔案開放應用方式已不侷限
於現行條文第十七條所列之

取費用；申請檔案供學術研
究或公益用途者，其費用得

定標準收取費用。

閱覽、抄錄或複製。為保護
典藏檔案，爰修正現行條文

予減免。

第二十一條，明定向政府機
關申請檔案開放應用之收費
規定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訂
之。
二、為兼顧民眾知的權利與使
用者付費原則，參酌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明定學術研究或公益
用途之申請者得予減免費用
。

第二十二條 國家檔案應開放
應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國家檔案至遲應
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

一、本條適用範圍以「國家檔
案」之開放應用為限，就國

，得限制之：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

特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
意，延長期限。

家檔案得限制應用事由予以
限縮，並明定至遲開放年限

或其它法律規定應秘密或
限制、禁止公開事項。

；另明定原移轉機關對限制
應用之檔案應以書面敘明具

二、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
、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

體理由，且釐清與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適用關係，以提供

告受公正之裁判或可能揭
露秘密消息來源。

更衡平開放之國家檔案資訊
。

三、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
管理、檢（調）查、取締

二、國家檔案如屬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核定為國家機密，其

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
督、管理、檢（調）查、

未完成解密程序者或其他法
律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

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
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

禁止公開者，如：少年事件
處理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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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四、有侵害個人隱私。但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著作權法等，不得提

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

供應用，爰參酌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要，或經當事人或其全體
繼承人授權、同意，不在

增訂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此外，參酌國

此限。
五、其他特殊情形經立法院

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一條有關
保密期限規定，爰增訂第二

同意。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項，明定有第一項第一款情
形者，至遲應於檔案屆滿三

款、第三款情形者，至遲應
於檔案屆滿三十年開放應用

十年開放應用。
三、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如有

；有第四款情形者，至遲應
於檔案屆滿八十年開放應用

妨礙犯罪偵查或政府機關業
務執行等情形者，為兼顧公

。檔案期限之計算，以案卷
為單位，並以該檔案文件產

益之保護，有限制應用之必
要，爰參酌政府資訊公開法

生最晚者為準。
檔案移轉機關應就前項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與第
四款規定，增訂第一項第二

各款限制應用事項，以書面
敘明限制理由及開放應用要

款與第三款規定。參照現行
條文第二十二條立法意旨，

件或期限。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開放

此類檔案於屆滿三十年後應
對外開放應用，以確保人民

應用國家檔案，不適用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六條、第九條

知的權利，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有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者

、第十六條及第五十四條規
定。

，至遲應於三十年開放應用
。

國家檔案內容含有第一
項各款得限制應用之事項者

四、國家檔案之提供如有侵害
個人隱私之虞者，應予保護

，應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以維護檔案內當事人或其
家屬之權益，爰參酌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至所稱「全體繼承人」，係
指配偶及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各款所定之繼承人。
依據內政部於一百零五年統
計，一百零四年我國平均壽
命為八十．二歲，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有第一項第四款
情形者，至遲應於檔案屆滿
八十年開放應用，以兼顧公
私法益之保護。

委 162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五、參酌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
後段有關有特殊情形，得經
立法院同意延長期限規定，
爰增訂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本款所定「特殊情形」係指
檔案有限制應用之必要，但
其事項非屬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所列，經立法院同意
得限制開放應用。
六、第一項限制應用情形之判
定涉及檔案移轉機關職掌與
專業，爰參考國外做法，增
訂第三項規定檔案移轉機關
應以書面敘明限制理由及開
放應用要件或期限，以作為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做成准駁
之依據。如符合其中一款以
上得限制應用之事項，其開
放應用年限，應視實際個別
內容之成就條件，採「分離
原則」開放應用。
七、不同於一般之政府資訊，
國家檔案屬於歷史資料，且
歷史學術研究甚多關乎特定
人物或口述歷史之研究。國
家檔案內含之個人資料之開
放應用，如仍受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六條、第九條、第十
六條及第五十四條有關個人
資料利用規定之限制，將無
法達到開放應用之目的，爰
增訂第四項規定。
八、檔案內容含有第一項各款
得限制應用之事項者，依「
分離原則」，爰增訂第五項
，明定應僅就其他部分可提
供之。
第二十八條

公立大專校院、

第二十八條

公立大專校院及

鑑於行政法人之設置係為執行

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人準
用本法規定。受政府委託行

公營事業機構準用本法之規
定。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

特定公共事務，其檔案仍有妥
善管理之必要，爰增列其應準

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
其受託事務範圍內，亦同。

之個人或團體，於其受託事
務範圍內，亦同。

用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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