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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關於密件公文「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的爭議 

 

臺大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之修正草案，經本校第 2847 次行政會

議（104 年 2 月 10 日）通過，本人認為該法規違憲，故於 104 年 3 月 2 日向教育部

及臺大提出訴願。 

該訴願書之「訴願請求」指出：「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作業要點，違反大法官釋字第 462號解釋，本人要求，臺大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

要點中，應刪除有關申請升等之期刊論文代表作的字數規定，抑或刪除『期刊必須有

篇幅建議』之相關規定，以合乎憲法。」 

該訴願書之「事實」指出：「根據臺大音樂所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會

議的決議，該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的修改內容，包括：申請升等者若以期刊論文為

代表作，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一級期刊，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以上為

原則，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但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不在此

限。根據上述的評審作業要點，一篇七千四百字的英文論文假如刊登在有篇幅建議的

一級期刊，則可以成為升等代表作（此即評審作業要點所述『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

不在此限』之原則）；這篇論文假如刊登在無篇幅建議的一級期刊，則無法成為升等

代表作（此即評審作業要點所述『此限』之『限』）。」 

本人在訴願書中強調，「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為該法規

之最大爭議點，而臺大校方的答辯書竟然針對此點，暗中動手腳，齷齪無恥，令人吃

驚。 

臺大校方於 2015 年 4 月 7 日完成答辯書（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該答辯書

中指出「經音樂學研究所統合各方意見於民國 104年 2月 10日臺灣大學第 2847次行

政會議通過修正為：『…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以上為原則，其他語言

字數規定另經所教評會核定之。但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不在此限』」，臺大校方先

是變造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讓教育部誤以為該法規中根本沒有「以英文發表

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這句話，然後在答辯書最後一段指出「上述評審作

業要點已將原要點所定著作字數篇幅數量大為減少」，因此並無違憲。 

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在答辯書中的引用方式為直接引用而非間接引用，且在直接

引用時只有在開頭使用了刪節號，換言之，引文中不應該省略任何文字。據本人所

知，直接引用是透過重現原文來凸顯對方的用詞用語，避免在轉述及改寫時產生誤

解。校方在答辯書直接引用新版評審作業要點時，漏掉了該要點的關鍵句，此舉別有

用心，並非無心之過。 

臺大高層（楊泮池校長、薛博允律師）以及音樂所主管（陳人彥副教授）甘冒奇

險，在答辯書中變造法規，理應懲處。為了釐清真相，本人在第 8526 號校務建言

（附錄 1-1）中指出「楊泮池校長在答辯書引用臺大第 2847次行政會議（2015年 2月

10日）通過的新版評審作業要點 […]，令人困惑的是，這些文字內容與音樂所在

2015年 2月 12日回覆校務建言所引用的同一法規並不相符。」臺大音樂所直到

2015/11/17 才回覆第 8526 號校務建言，內容為「有關蔡振家老師指稱教育部訴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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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書竄改音樂學所教師升等法規條文，實乃答辯書中『源起』中該法條未引用完整所

致，並無所指變造之事。」校方還將第 8526 則校務建言設定為不公開，似乎想要藉

此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此外，本人在第 8526 則校務建言也指出，音樂所陳人彥所長一直拒絕提供新版

的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對此，臺大音樂所竟然回覆「關於本所法規及所務

會議紀錄查詢，可至所辦公室調閱」。直到 2018 年 3 月及 4 月，陳人彥副教授依然

在所務會議中坦然表示：當時確實不應該將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放上網頁，本

人認為，此舉已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八條關於「主動公開」之規定。 

本人在 2016/2/22 提出第 8769 則校務建言（附錄 1-2），指出：「訴願案之答辯

書為重要文件，但令人遺憾的是，本校的答辯書為了捍衛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新版

評審作業要點，以錯誤的引文自圓其說，甚至不惜對教育部有所隱瞞。目前，教育部

已獲知臺大校方在答辯書中所引用的新版評審作業漏掉了關鍵句『以英文發表者每篇

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因此本人建議本校向教育部說明此項行政疏失。」臺大

音樂所於 22 個月之後才回覆該則建言（2017/12/26，當時由楊建章副教授擔任所

長），回覆內容為：「訴願為教育部密等公文，內容公開與否並非下級單位決定。答

辯書中緣起部分旨在略引事件背景而非答辯主文，自無所謂隱瞞之動機與需要。」事

實上，答辯書（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之「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該欄為

空白；臺大高層在答辯書中說謊時未保密（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到了

「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圓謊時才特別設定為保密十年。 

本人將第 8769 則校務建言轉寄給全體校務會議代表之後，臺大高層行文教育

部，說明答辯書中引用法規的疑義，此即密件公文「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該

公文指出：「答辯書未載『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字以上為原則』，自為蔡副教

授及音樂所全體同仁所明知，亦經蔡副教授屢屢引用，不必偽造變造。該段答辯文字

乃受任代理律師略引說明源起，與蔡副教授之訴願訴求並無關連。」這份公文保密十

年，果然有不可告人之處。 

回顧整起事件，本人先在訴願書中指出「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

原則」為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之違憲爭點，而臺大校方與音樂所陳人彥所長先

將該作業要點設定為「不主動公開」，再於答辯書宣稱，音樂所接受各方意見之後，

已在第 2847 次行政會議中刪除了「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這

段文字，讓教育部以為本人訴願書中的法規資訊有誤。事實上，第 2847 次行政會議

的會議紀錄（附錄 1-3）中指出，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該案的決議為「通

過」，不是「修正通過」。 

在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中，臺大高層眼見事跡敗露，轉而宣稱「答辯書未載

『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 字以上為原則』」，是因為：(1)楊泮池校長、薛博允律

師、音樂所陳人彥所長缺乏偽造變造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的動機，(2)音樂所教

評會評審作業要點中「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 字以上為原則」這段文字與蔡副教

授之訴願訴求無關。 

在陳人彥副教授之後，楊建章副教授繼任音樂所的所長。本人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的所務會議中提出臨時動議，建請所辦公室針對陳人彥副教授擔任所長時涉嫌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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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之事，於所務會議中提出報告。楊建章副教授以主席身分裁示：由於該案需要先

準備相關文件才能夠討論，因此擱置該項臨時動議。楊建章主席並且在會議中指出，

蔡振家副教授的個人問題在於「看不懂中文」且「缺乏職業道德」（有錄音為證），臺

大音樂所的所長於會議中的此段發言，似乎讓列席的四位學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會

議隔天，臺大音樂所辦公室再私下以 email 禁止本人外洩密件公文（附錄 1-4）。 

關於以上事件，建議教育部行文臺大，要求臺大說明（解釋）以下六點： 

 

(1) 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答辯書）「壹、源起」似乎指出，音樂所接受各方意見

之後，已經在第 2847 次行政會議中刪除了「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

原則」這句話，然而，第 2847 次行政會議的會議紀錄中指出，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

業要點該案的決議為「通過」，似乎並未修改該草案。請臺大解釋，校文字第

1040022200號之內容為何與第 2847次行政會議之會議紀錄不吻合。 

(2) 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指出：「答辯書未載『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 字以上

為原則』，自為蔡副教授及音樂所全體同仁所明知，亦經蔡副教授屢屢引用，不必偽

造變造。該段答辯文字乃受任代理律師略引說明源起，與蔡副教授之訴願訴求並無關

連。」此處的「未載」似乎是承認「答辯書應照實引用音樂所教評會評審作業要點，

但因為意圖說謊所以未照實引用」。請臺大解釋，校文字第 1040078347號之內容為

何與校文字第 1040022200號不吻合。 

(3) 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似乎認定，因為「蔡副教授及音樂所全體同仁都知道『以

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 字以上為原則』之條文，且該段文字亦經蔡副教授屢屢引

用」，所以「楊泮池校長、薛博允律師、音樂所陳人彥所長缺乏偽造變造該段文字的

動機」。請臺大解釋上述「因為/所以」的邏輯。 

(4) 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似乎認定，因為「該段答辯文字乃受任代理律師略引說明

源起」，所以該段答辯文字「與蔡副教授之訴願訴求並無關連」。請臺大說明該段答

辯文字為何與蔡副教授之訴願訴求並無關連，亦請說明答辯書引用音樂所教評會評審

作業要點時所省略的關鍵句「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 7500 字以上為原則」是否與蔡副

教授之訴願訴求有關。 

(5)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四條云：「本法所稱政府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

設立之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第七條指出，法

律、請願之處理結果及訴願之決定……等政府資訊，「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

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第十八條云：「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限制或不予提供之[...]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

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有民眾檢舉，臺大音樂所陳人彥所長拒絕主動公開該所教評會評審

作業要點（第 8526 則校務建言之回覆）。請臺大解釋拒絕主動公開該法規之理由。 

(6) 有民眾檢舉，校文字第 1040078347 號被設定為「密件」，此舉涉嫌「為隱瞞違法

或行政疏失」而將政府資料保密，請臺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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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第 8526 號校務建言 

  

校務建言編號  8526 

建議者身份  正式教師 

建議議題類別  校務 

主旨  關於「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與「臺教高字第 10400904693 號」的爭議 

建議內容  您好， 

 

本人於今年九月向教育部反映，臺大音樂所教師升等法規涉及違憲，教育部回復：

「針對國立臺灣大學音樂所所訂定送審規定之疑義，另案請學校說明逕復。」（臺教

高字第 10400904693 號） 

 

由於臺大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涉及違憲，因此本人早已於 2015 年 3

月 2 日向教育部及臺大提出訴願，楊泮池校長於 2015 年 4 月 7 日完成答辯書（校文

字第 1040022200 號），答辯書指出，「上述評審作業要點已將原要點所定著作字數篇

幅數量大為減少」，因此並無違憲。本人必須指出，新版評審作業要點云：「以中文發

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以上為原則，其他語言字數規定另經所教評會核定之。但

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不在此限」。臺大音樂所教評會既然掌握了審查論文之權，就

能讓一篇 A 級期刊論文在還沒送外審之前便不合格，其手段已由該所詳述如下： 

「本所在 103年 11月 28日所務會議中，曾經針對本所升等法規中有關『期刊論文作

為升等代表作在篇幅上的規定』作了深入討論。大多數教師認為著作篇幅是重要而無

法忽略的考評標準，且就此做出了正式表决。但是本所也了解，著作的篇幅並非絕對

標準，而且在合理情形下，能夠被其他學術傑出表現的指標所平衡

（counterbalance），例如在某特殊卓越期刊發表文章等等。因此，法規中的文字修

正為『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以上為原則，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

百字以上為原則』，重點在『為原則』這三個字。這種保留彈性的精神可見於大多數

人文學期刊所提供的投稿體例，其中常會建議適當（但非硬性規定）的著作篇幅。」

（音樂學研究所針對第 7821 則校務建言的回覆內容，回覆時間 2015/2/12） 

簡言之，臺大音樂所教評會若認定某個 A 級期刊不夠「特殊卓越」且未建議論文字

數，刊登其上的 7400 字英文論文便無法成為升等代表作。 

 

楊泮池校長在答辯書引用臺大第 2847 次行政會議（2015 年 2 月 10 日）通過的新版

評審作業要點：「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以上為原則，其他語言字數規

定另經所教評會核定之。但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不在此限」，令人困惑的是，這些

文字內容與音樂所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回覆校務建言所引用的同一法規並不相符。 

 

根據網路上的會議紀錄，臺大文學院第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臺大第

2847 次行政會議，對於臺大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之修正草案皆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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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充分尊重該所的「自治權」，沒有在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中進一步修改該草

案。因此本人想要請問校方，楊泮池校長在答辯書所引用的新版評審作業要點，為何

跟音樂學研究所在回覆校務建言時的版本有所出入？臺大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作業要點中究竟是否存在「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這句話？ 

 

由於音樂所陳人彥所長一直拒絕提供新版的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註），因

此本人只好轉而教校方，請校方答覆。 

 

預先感謝您的回覆。此則校務建言亦張貼於本人之部落格

（https://cgtsai.wordpress.com/2015/11/17/1040022200/）。 

 

蔡振家（臺大音樂所專任教師） 

 

 

註：陳人彥所長至今仍拒絕回復以下信件。 

 

 

從: 蔡振家 

寄件日期: 2015 年 9 月 7 日 上午 09:37 

至: 王櫻芬; 王育雯; 沈冬; 楊建章; 陳人彥; 山內文登; 劉于菁; 凌紫鈞 

副本: 高品芳 

主旨: 英文論文 7500 字的規定 

陳人彥所長您好， 

 

音樂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以多數決的方式通過了 "英文期刊論文應

超過 7500 字方能成為升等代表作" 之原則，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本人在此要求所

方提供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以及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

議之會議紀錄。 

 

亦請所方在網頁公布新版的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以讓與會者 (包括

列席學生) 檢查其內容是否與當日開會通過的條文內容一致。 

 

蔡振家 

 

處理情形  處理完成本建議案於 2015/11/18 轉寄文學院處理 

文學院已於 2016/3/3 回覆 

回覆單位  文學院 

回覆內容  有關蔡振家老師指稱教育部訴願答辯書竄改音樂學所教師升等法規條

文，實乃答辯書中「源起」中該法條未引用完整所致，並無蔡振家老師所指變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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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關於本所法規及所務會議紀錄查詢，可至所辦公室調閱，並無限制。 

 

 

音樂學研究所 敬覆 

回覆時間  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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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第 8769 則校務建言 

 

校務建言編號  8769 

建議者身份  正式教師 

建議議題類別  校務 

主旨  關於教師升等法規之訴願案，臺大校方的答辯書究竟向教育部隱瞞了什麼？ 

建議內容  您好， 

 

本人為臺灣大學文學院音樂學研究所的蔡振家老師，關於校方處理教師升等法規之訴

願案，在此提出建議。 

本校音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之修正草案，經本校第 2847 次行政會議

（104 年 2 月 10 日）通過，本人認為該法規違憲，故於 104 年 3 月 2 日向教育部及

臺大提出訴願，校方於 2015 年 4 月 7 日完成答辯書（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校

方在答辯書中引用音樂所新版評審作業要點：「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五千字

以上為原則，其他語言字數規定另經所教評會核定之。但期刊另有篇幅建議者，不在

此限」，校方在答辯書中指出「上述評審作業要點已將原要點所定著作字數篇幅數量

大為減少」，因此並無違憲。 

實際上，校方在答辯書引用新版評審作業要點時，漏掉了該要點的關鍵句，真正的音

樂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新版評審作業要點之文字如下：「以中文發表者每篇字數以一萬

五千字以上為原則，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校方在答辯書中

的引文漏掉了關鍵句「以英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註一）（註

二） 

訴願案之答辯書為重要文件，但令人遺憾的是，本校的答辯書為了捍衛音樂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新版評審作業要點，以錯誤的引文自圓其說，甚至不惜對教育部有所隱瞞。

目前，教育部已獲知臺大校方在答辯書中所引用的新版評審作業漏掉了關鍵句「以英

文發表者每篇以七千五百字以上為原則」，因此本人建議本校向教育部說明此項行政

疏失。 

本校第 2847 次行政會議通過音樂所教師升等著作的期刊論文字數規定，每篇英文期

刊論文應超過七千五百字，此項「原則」舉世罕見，讓人重新思考論文字數的價值。

建議校方向教育部說明此原則與學術發展的關聯，不要一昧隱瞞。 

行政會議的這項決議（每篇英文期刊論文應超過七千五百字），反映了本校的風氣，

值得全體師生與校外（含國外）年輕學者密切注意。 

本則校務建言公布於本人部落格，並以電子郵件寄送校務委員（104 學年度校務會議

代表願意公開 mail 名單）。 

 

蔡振家（臺大文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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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本人在第 8526 號校務建言中指出「楊泮池校長在答辯書引用臺大第 2847次行

政會議（2015年 2月 10日）通過的新版評審作業要點 [...]，令人困惑的是，這些

文字內容與音樂所在 2015年 2月 12日回覆校務建言所引用的同一法規並不相符。」

第 8526 號校務建言之處理情形為「處理中,本建議案於 2015/11/18轉寄文學院處理,

文學院已於 2016/2/16回覆,待校務承辦覆核後公佈。」第 8526 號校務建言之回覆內

容為「有關蔡振家老師指稱教育部訴願答辯書竄改音樂學所教師升等法規條文，實乃

答辯書中『源起』中該法條未引用完整所致，並無所指變造之事。」 

註二：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在答辯書中的引用方式為直接引用而非間接引用，且在直

接引用時並未使用刪節號，換言之，引文中並無省略任何文字。根據本人所知，直接

引用是透過重現原文來凸顯對方的用詞用語，避免在轉述及改寫時產生誤解。也許文

學院對於直接引用的理解與本人不同，故認為校方在答辯書中的引文並未經過竄改變

造。 

 

LINKS: 

 

關於「校文字第 1040022200 號」與「臺教高字第 10400904693 號」的爭議 (第 8526

號校務建言) https://cgtsai.wordpress.com/2015/11/17/1040022200/  

 

給楊泮池校長的一封公開信（違憲的升等作業要點）

https://cgtsai.wordpress.com/2015/03/03/letter_2/ 

 

處理情形  處理完成本建議案於 2017/2/8 轉寄文學院處理 

文學院已於 2017/12/26 回覆 

回覆單位  文學院 

回覆內容  訴願為教育部密等公文，內容公開與否並非下級單位決定。 

答辯書中緣起部分旨在略引事件背景而非答辯主文，自無所謂隱瞞之動機與需要。 

回覆時間  2017/12/26 

  

https://cgtsai.wordpress.com/2015/11/17/1040022200/
https://cgtsai.wordpress.com/2015/03/03/letter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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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國立臺灣大學第 284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點：校總區農化新館 5 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楊泮池  陳良基  張慶瑞  李書行  莊榮輝  陳聰富 

 王根樹  李芳仁  張淑英(吳俊輝代)  陳弱水  

 劉緒宗(吳俊傑代)  林惠玲  張上淳  顏家鈺(莊東漢代) 

 徐源泰  郭瑞祥(胡星陽代)  陳為堅  郭斯彥  謝銘洋  

 郭明良  廖咸興  陳雪華  林達德  黃韻如 

 劉中鍵(王惠津代)  顏嗣鈞(林宗德代) 

 

列席：項潔  黃冠棠  李心予  陳人彥  王育雯  蔡素女 

      陳麗如  

 

主席：楊校長                           記錄：江若慧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貳、報告事項 

 

[略] 

 

參、討論事項 

 

[略] 

 

四、文學院提：檢具本院音樂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1 份(附

件 6)，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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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臺大音樂所 email 要求本人不得洩密 

寄件者: 高品芳 

寄件日期: 2018 年 4 月 27 日 下午 05:59:37 

收件者: 蔡振家 

副本: YANG CHIEN-CHANG 

主旨: 提醒老師：毋需傳遞提案相關密等文件  

  

蔡老師： 

  

關於今日所務會議臨時動議提案， 

因案情涉及教育部密等公文， 

對於公文保密範圍、是否得於所務會議公開討論等規定， 

所方必須先向學校釐清相關文書、法務責任範圍。 

在此之前，請勿以電子郵件傳遞任何提案相關保密資料。 

  

先提醒老師 

品芳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