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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美国，大学信息公开的法律和政策需要面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信
息公开需要有效平衡三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公众的知情权、大学保护自己学术自由和运行效率的学术自治权和

教职工以及学生的隐私权。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皆基于州法设立，州一级的记录开示法是推进和保证美国公

立大学信息公开的主要法律机制；同时，各个大学因为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也受有关信息披

露的联邦法律规制。可能增加或限制州法上信息公开义务的联邦法律包括：《高等教育法》、《珍妮·克里利公

开校园安全和校园犯罪统计法》、《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美国大学的信息公开

的方式包括主动在网络等平台上公开或依申请公开。随着社会各界力量的推动美国大学公开程度还在不断加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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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关于高等教育机构（为表述方面，本文称为
“大学”）信息公开的的法律和政策需要面对一系列复杂的

问题，在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之上，决定

何者公开，何者不公开。事实上，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在

信息公开问题上必须要解决一个三重困境，即有效平衡三

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公众的知情权、大学保护自己学术自

由和运行效率的学术自治权、教职工以及学生的隐私权。①

大学在美国历史上一直被赋予可观的学术自治权，以

鼓励学术自由和观点自由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它们能够为

知识的增长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造福社会。②

但是保护大学的自治权不可避免地与公众希望了解

这些重要机构在干什么、它们如何使用政府拨款的权利相

冲突。现代大学的结构非常复杂，不仅仅有教职工、学生、

教室和宿舍，它还有实验室、医院、警察局以及大量的后勤

人员。除了要关注教育问题，大学还需要处理诸如由政府

资金支持的科研活动的知识产权保护、犯罪预防（包括制

止毒品和酒精的泛滥）、关于招生和招聘教师时涉嫌歧视

的诉讼、在政府资助下降的情况下提高学费的担忧以及公

开捐款信息等许许多多问题。

美国的法律和判例越来越多地要求公立大学适用与

其他政府机构一样的信息公开标准。③尽管不适用联邦和

州的信息自由法，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大学也负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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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当然程度比较有限。

美国大学的透明化在法律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④联

邦法和州法在此相互交错。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皆基于

州法设立，而非联邦法律（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培训军事

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大学除外，例如陆军军事学院、海

军研究生院、军事参谋学院）。然而，不论公立大学还是私

立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也受制于

要求不同种类信息披露的联邦法律。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的大学由于滥用经费，在招

生和招聘过程中存在歧视，以及大量存在的舞弊、剽窃等

学术不端行为，已经失去了部分公众的信任。一个由著名

学者组成的小组于１９９３年发布了一份影响广泛的报告，敦
促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并主张大学对其自身进

行改革或者接受政府更强的管制。① 近来，有许多公民和

州的立法者呼吁制定增进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

透明度的具体法律。

本文将勾画美国大学信息公开的法律图景。我们将

首先研究联邦信息自由法（ＦＯＩＡ）在该问题中有限的适用：
该法宽泛的条文将适用于大学向联邦政府提供某些特定

的信息的情况，比如研究资助和政府合同。其次，我们将

审视州这一级别的记录开示法（ｏｐ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ｌａｗｓ）。这些
法案中有许多在基本原则和信息公开的制度方面仿照了

联邦信息自由法的模式，并成为提高和保证美国大学信息

公开的主要法律机制。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讨论其他可能

增加或限制由州法施加的信息公开义务的联邦法律。此

外，我们还会讨论信息公开的各种方式。最后，我们将检

视一些近来旨在增加大学诸如在财政方面透明度的立法

规划。

一、联邦和州信息自由法对于高等学校

及其信息记录的可适用性

　　（一）联邦信息自由法（ＦＯＩＡ）
除了少数与军事有关的联邦教育机构由联邦信息自

由法调整外，②绝大多数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均是根据州法

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相应的，这些大学在机构的层面上

并不受制于联邦信息自由法，即便它们接受联邦资助。③

联邦信息自由法制定于１９６６年，其目的是使联邦行政
程序对于公众和媒体而言更加透明。该法以及不同程度

依照该法制定的州法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所有由政

府机构持有的文档或记录都必须以主动或者依申请的方

式向公众彻底披露，除非这些信息基于以下理由属于公开

的例外情况：保护机密信息，保护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或者该信息不能通过媒体进行报道。联邦信息自由法仅

仅适用于联邦政府的机关，其中包括教育部，但不包括根

据州法组建的大学。

尽管如此，由大学向包括教育部在内的联邦机构提供

的特定信息，或者由大学内受联邦资金资助的个人提供的

信息可能被视为基于信息自由法而必须向联邦政府披露

的公共记录。

教育部的报告称其每年收到超过７００份申请，要求公
开合同、资助申请信息和联邦所支持项目的信息。在这其

中，有许多信息针对大学及其工作人员。教育部因此决定

进行主动公开，于收到申请前尽可能多地在其网站的信息

自由法阅读室公布常常被申请的事项的信息 ｈｔｔｐ：／／
ｗｗｗ２．ｅｄ．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ｇｅｎ／ｌｅｇ／ｆｏｉ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ｏｍ＿２．ｈｔｍｌ，以方
面公众查阅。④

美国的纳税人也要求了解他们通过美国政府资助的

研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这些研究也同样受到隐私权、知

识产权和国家安全制度的保护。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政府透
明化的支持者寻求拓展公众了解由联邦经费资助的科学

研究所获得数据的途径———这些数据被用于支持政府的

规制行为，比如环保署１９９７年制定的极有争议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相应地出台了政策建议稿，该建议

稿的原始草案即收到了 ９０００条评论，修订稿也收到了
３０００条评论。⑤ 在对这种公开的收益与潜在成本进行了
激烈的公开辩论之后，修正的政策要求联邦政府机关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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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条件下遵循信息自由法的规定，促使接受资助的研究者

提供研究数据，以便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的

程序将其公之于众：①（１）研究数据和已公布的研究成果
相关；（２）研究受到政府资助而完成；（３）研究数据被联邦
政府用于支持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

为最终落实此项信息公开的要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在公众对其所资助的研究的知情权和保护传统研究过程，

确保持续不断的尖端学术创新与发展之间进行了平衡：

（１）进一步强化了公众获取联邦资助研究所产生成果信息
以使研究合法化的公共利益（２）确保研究可以按照传统的
科研过程持续实施，以及（３）设置切实的手段使公众能够
获取信息。②

另外，除了信息自由法外，另一些联邦法律要求接受

政府直接资助的大学或者通过政府向学生提供资助而获

得间接财政支持的大学，进行一些其他种类的信息披露，

或者在相应的联邦法律中存在类似义务的情况下进行披

露。这些要求将在下文中讨论。

（二）州记录开示法

鉴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根据州法建立起来的，州的信息

自由法或者记录开示法构建了公立高校信息公开的基本

原则。③ 这些记录开示法在５０个州都存在，④它们根据联
邦信息自由法的基本原则而制定，但是在对大学和大学有

关记录的适用范围上却千差万别。⑤ 总体而言，由州资助

的大学一般被认为是这些记录开示法意义上的政府机

关。⑥

与政府部门一样，公立大学也要遵循信息公开的推

定。举例来说，伊利诺伊州的信息自由法规定如果所有人

都能有途径了解伊利诺伊州的公共政策，那将能够在各个

层面上提升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并且，政府运行

的透明化和尽可能便捷高效地向公众提供政府记录是法

律所要求的根本性义务。⑦ 因此，所有由公共机构，包括各

州的大学，保存的记录都被推定为需要向公众公开，提供

查阅和复制。如果某机构宣称一项信息属于公开的例外，

则它必须以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之。⑧

所以，公立大学必须像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主动或者

依申请地向公众提供大量的信息。这些必须公开的信息

包括执行规则的情况、预算和支出信息、教职工的工资、职

员之间的往来通信（包括邮件）、对教师学术不端的调查或

对职工不当行为的调查、可疑的账面记录、教师和校长的

日程表、捐款或潜在捐款信息以及出售和购置资产的信

息。近来引发争议的关于康涅狄格大学前警察局长工资

过高的消息就来源于根据该州信息自由法所提出的信息

公开申请。⑨ 根据州法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相关机构的

答复和答复所附的文件也可能成为依申请公开的对象。瑏瑠

许多州的立法者，如果不是几乎所有州的话，一直

将私立大学排除在州记录开示法的范围之外。尽管如

此，由于这些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对州和联邦政府不断增

加的依赖性，原来的区分标准在某方面开始变得模糊起

来。瑏瑡 鉴于绝大多数私立高校接受政府的研究资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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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新流通指南Ａ－１１０第３６条规定的无形财产用于以下目的：“（ⅰ）研究资料是指为科学界普遍接受的、为证实研究结果所必需的有记
录的事实材料，但不包括：初步分析、科学论文草稿、未来研究计划、同行评议、或与同事的沟通。此“记录的”材料不包括物理对象（例

如实验室样本）。研究资料也不包括：（Ａ）交易秘密、商业信息、公布前研究者需要保密的材料、或类似的受法律保护的信息；和（Ｂ）公
开将构成对个人隐私的明显无理侵犯的人事和医疗信息、以及类似信息，例如某项研究中可用于识别特定的人的信息。（ⅱ）公布是
指下列情形之一：（Ａ）研究结果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或技术杂志发表；或（Ｂ）某联邦机构公开且正式引用研究结果支持其具有法律效力
的行政行为。”参见流通指南Ａ－１１０，高等教育机构、医院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认可与协议的统一管理要求（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日）
（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修正），移至２ＣＦＲ，Ｐａｒｔ２１５，见在线资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ｏｍｂ／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１１０／．
参见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对１９９９年流通指南Ａ－１１０的修正解释，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ｏｍｂ／ｆｅｄｒｅｇ＿ａ１１０－ｆｉｎａｌｎｏｔｉｃｅ．
除了州立记录开示法，州立会议开示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大学领导机构与附属机构的会议与审议，并且成为促进大学运行与审议透明

度的一项重要机制。这些法律在本文中不作讨论。

例如，参见Ｓｔ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Ｌａｗｓ，ＦＯＩ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ｉ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ｃｏｍ／ｒｅｃｏｒｄｓ．ｈｔｍｌ；Ｏｐ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ｃｆｐ．ｏｒｇ／ｏｐ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
Ｒａｃｈｅｌ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Ｗａｌｄｍ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Ｈｏｗ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ｈｅ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ＩＡ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ｏｎ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ａｔ１０；参见在线资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ｓｌａｗ．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ＡＣＳ＿ＦＯＩＡ＿Ｆｉｒｓｔ＿Ａｍｄｍｔ＿Ｉｓｓｕｅ＿Ｂｒｉｅｆ．ｐｄｆ．
例如，密歇根州信息自由法将“公共机构”作为一个广泛概念，包括任何由或通过州或地方政府创建或主要资助的机构，包括公立高等

院校。密歇根州信息自由法参见ｈｔｔｐ：／／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ｍｉ．ｇｏｖ／ｄｏｃ．ａｓｐｘ？ｍｃｌ－１５－２３２．一些州的记录开示法没有将公立大学视为州的
机构。ＭａｔｈｉｌｄａＭｃＧｅｅ－Ｔｕｂｂ，“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ｏｆＦｅｄｅｒａｌ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ｙＳｔａｔｅＯｐ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ＬａｗＭｕｓｔＹｉｅｌｄｔｏＦＥＲ
ＰＡ，”５３Ｂ．Ｃ．Ｌ．Ｒｅｖ．１０４５，１０５７ｎｏｔｅ９１（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ｌａ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ｓ．ｂｃ．ｅｄｕ／ｂｃｌｒ／ｖｏｌ５３／ｉｓｓ３／５；引用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ｐｌｉｎ＆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Ｌｅｅ，ＡＬｅｇａｌ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ｔ２７３（２ｄｅｄ．２００９）．
５ＩＬＣＳ１４０，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ｇａ．ｇｏｖ／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ｌｃｓ／ｉｌｃｓ３．ａｓｐ？ＡｃｔＩＤ＝８５＆ＣｈａｐｔｅｒＩＤ＝２．
Ｉ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２．
ＪｏｎＬｅｎｄｅｒ，“ＴｏｐＵＣｏｎｎＣｏｐｓ＇Ｐａ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Ｓｉｎｃｅ＇０１，”ＨａｒｔｆｏｒｄＣｏｕｒａｎｔ，Ａｐｒｉｌ１７，２０１１，ａｔ：ｈｔ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ｏｕｒａｎｔ．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４－１７／
ｎｅｗｓ／ｈｃ－ｌｅｎｄ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ｕｃｏｎｎ－ｃｈｉｅｆ－０４１７－２０１１０４１６＿１＿ｕｃｏｎｎ－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ｃｈｉｅｆ－ｒｏｂｅｒｔ－ｈｕｄｄ－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例如，参见ｔｈｅ“ＦＯＩＡＨｏｍ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ｉａ．ｕ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ｄｕ／．
Ｗｏｏｄｂｕｒｙ（１９９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



者它们的学生接受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它们根

据联邦法和州法负有一系列的信息公开义务。比如德

克萨斯州的记录开示法适用于部分或全部由州公共资

金支持的实体。①

各州法律在对待与大学有关的记录时同样千差万别。

一项研究显示，有一些州法在该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另一

些则包含了具体的信息公开例外，比如校长检索材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某些与捐赠相关的信息、由
联邦学生隐私权法保护的文件或者某些种类的学生信息

以及与学术相关的材料。②

州的记录开示法和法院的解释，以及涉及科学研究

的具体州法可能在有关大学科学研究的信息公开方面做

出与联邦信息自由法谢尔比修正案不同的规定。③ 比如

密西根州在 １９９４年通过一项被称为“科研信息保密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的法案来保护由
密西根州公立大学保存的涉密科研信息、知识产权和秘

密交易记录。④

新泽西州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定信息排除出了

由其州公共记录开示法规定的政府记录的范围。这些信

息被认为需要保密，包括学术研究、测试问题、某些捐款信

息、个人录取申请和某些学生档案。⑤ 俄亥俄州将知识产

权记录排除在外，这包括大学的教师或者其他雇员在从事

教育、商业、科学、艺术、技术或者其他学术活动时所制作

或者收集的，尚未公开发布或者申请专利的信息。⑥ 犹他

州的记录开示法走得更远，该法几乎将高等教育机构拥有

的一切教职工和学生获得的记录排除在信息公开的范围

之外，包括未公开的讲稿、未出版的研究笔记、数据、研究

计划中的保密信息、未出版的手稿、正在进行中的具有创

造性的工作或者学术通信。⑦

二、其他影响大学信息公开的

联邦法律

　　尽管在对待大学持有的记录是否公开的问题上态度
不一，但是几乎所有州的记录开示法当中均有概括式的排

除规定，而这种排除方式在联邦法律中是禁止的。⑧ 美国

联邦政府通过除了信息自由法外的一系列法律设定了大

学记录持有、报告、披露以及敏感信息保护的标准。这些

法律主要有１９６５年的高等教育法（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珍妮·克里利校园安全公开政策和校园犯罪统计法

（ＪｅａｎｎｅＣｌｅｒ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Ｃａｍｐｕ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Ｃａｍ
ｐｕｓＣｒｉｍ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ｃｔ）、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Ｆａｍｉ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
法（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前两个
主要是信息公开规则，而后两个主要是信息保护规则。联

邦法律在某些案件中具有优占地位，在另一些案件中也可

能与州法一致，并得到后者的补充。

（一）１９６５年的高等教育法（被修正）
高等教育法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８日由林登·约翰逊总统

签署，作为伟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该法的主要目的在于

扩展中低收入家庭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项立法的核

心在于通过由教育部管理的补助金、贷款和勤工助学资助

金项目实施学生援助。⑨ 该法在２００８年被高等教育机会
法（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ｃｔ）修改，新法显著扩展
了大学和教育部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范围，这些消

费者包括学生、家长、指导老师、研究人员、立法者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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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Ｔｅｘａ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ｉｔｌｅ５§５５２．００３（１）（Ａ）（ｘｉｉ），ａｔ：ｈｔｔｐ：／／ｃｏｄｅｓ．ｌｐ．ｆｉｎｄｌａｗ．ｃｏｍ／ｔｘ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ＧＶ／５／Ａ／５５２／Ａ／５５２．００３．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０，ａｔ１０；ＭｃＧｅｅ－Ｔｕｂｂ，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１０５８．
例如，参见“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ＯＩＡ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包含了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关于答复基于信息自由法的申请的
程序与注意事项。ｗｗｗ．ｎａｂｒ．ｏｒｇ／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ｏｉａ＿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ａｓｐｘ．
该法可能被认为是在州记录开示法下的一个例外。根据该法，通过私下的外部渠道向密西根州的大学提供的交易秘密、商业信息和

财政信息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则可以不予公开：信息仅仅被用于研究、测试、评价和相关活动；在大学收到该信息前或者收到该信息

时，此信息被外部的消息源视为保密信息；大学签署了有效的保密协议；保密协议下附有关于信息的一般描述，该描述包托协议的条

款，签署该协议的外部实体的名称，以及关于信息使用目的的一般描述。这个文件应当由大学在２０个工作日内记录在案。在科研信
息保密法下，由密西根大学的工作人员所产生信息在以下的情况下也得到保护：由大学雇佣的人员或者与大学签订合同的科研人员

的知识产权，除非有将该信息公开的合理事由；由大学雇佣的人员或者与大学签订合同的科研人员的原始作品著作权，除非作者已经

有合理的机会进行著作权登记；有关专利发明的记录，除非发明人已经有合理的机会进行专利权保护；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的

交易秘密或者有关财产的信息，如果一个关于此信息性质的一般性描述和大学在此的利益可以被申请公开的话。参见密歇根州信息

自由法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ｐｃｏｍｍ．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ｆｏｉａ．ｈｔｍｌ．
新泽西州公共记录开示法，Ｎ．Ｊ．ＳＴＡＴ．ＡＮＮ．§４７：１Ａ－１．１，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ｇｏｖ／ｇｒｃ／ｐｄｆ／ａｃｔ．ｐｄｆ．
ＯＨＩＯＲＥＶ．ＣＯＤＥＡＮＮ．１４９．４３（Ａ）（５），参见ｈｔｔｐ：／／ｃｏｄｅｓ．ｏｈｉｏ．ｇｏｖ／ｏｒｃ／１４９．４３，还排除了“捐赠者档案记录”的公开，即关于对高
等教育公共机构的捐赠者或潜在捐赠者的所有记录；实际捐助者的姓名、所称地址，以及实际捐赠的日期、金额、条件除外。

犹他州政府记录获取与管理法，ＵＴＡＨＣＯＤＥＡＮＮ．§６３Ｇ－２－３０５（３９）（ａ），ｈｔｔｐ：／／ｌｅ．ｕｔａｈ．ｇｏｖ／～ｃｏｄｅ／ｔｉｔｌｅ６３ｇ／６３ｇ０２．ｈｔｍ．
ＭｃＧｅｅ－Ｔｕｂｂ，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１０５９ａｎｄｎｏｔｅ１０４．
ＢｌａｋｅＡｌａｎ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ＡＰｒｉｍｅｒ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ＵｐｄａｔｅｄＭａｒｃｈ２５，２００８，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ＲＬ３４２１４，ａｔ２，
ａｔ：ｈｔｔｐ：／／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ＲＳ－ＲＬ３４２１４．



公众。①

从这个方面说，高等教育法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大

学信息公开法。重要的是，该法第四篇要求依法接受联邦

政府学生资助资金的大学在财务运作上更加透明，包括规

定它们在其网站上设置由教育部开发的入读该校的净费

用计算器的义务，以使得学生们能够比较就读不同大学的

费用差别。②

为了使学生上大学的成本更加明确，该法要求教育部

发布由大学提供的关于学费信息的六组数据：５％学费最
高的的大学、５％净收费最高的大学、５％最近３学年净收费
增长最快的大学、５％最近３学年净收费增长幅度最大的大
学、１０％学费最低的大学、１０％净收费最低的大学。③ 被列
在净收费增长最快的大学和净收费增长幅度最大的大学

名单中的学校必须向教育部解释为何其费用大幅攀升，并

提出削减费用的方案。

加总起来，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一共要求接受联邦资

金援助的大学向“消费者”披露４０项左右的信息。④ 需要
披露的信息往往包括就读成本和教材费用、教师队伍和教

育项目的信息、学生活动和职业实习的信息，另外还有一

些信息在其他的法律中同样有规定，包括学生的毕业率、

校园犯罪信息统计和安全政策。其中有一些信息必须直

接告知学生本人，其他的信息则需要向教育部报告，由后

者来进行公开。这些披露和公开的要求有时相互重合。⑤

接受联邦资金的大学根据高等教育法需要向教育部

提供特定的统计信息。大学也向其未来的学生和家长以

及公众披露信息，一般都是通过其网站及网站上提供的链

接来进行。教育部根据国家教育信息中心提供的统计数

据，按年度制作综合教育信息系统调查报告，在其网站 ｈｔ
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ｉｐｅｄｓ上公布。比如耶鲁大学的信息就
公布在 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ｉｐｅｄｓ／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ｘ．ａｓ

ｐｘ？ｕｎｉｔＩｄ＝ａｃａｅａｂｂ２ｂ４ａｆ，⑥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网站上年
度综合教育信息系统调查报告的链接ｈｔｔｐ：／／ｏｉｒ．ｙａｌｅ．ｅｄｕ／
ｉｐｅｄｓ－ｓｕｒｖｅｙｓ。教育部还有一个叫作“学院导航”的相关
网站与集中式数据库 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
使得人们可以检索与逐项比较各个大学的信息。

以下是接受联邦提供的学生补助金的学校必须依法

向教育部报告的信息包括招生信息⑦、与毕业相关的信

息⑧、与入学成本有关的信息⑨等。高等教育法同时要求

各大学将教育部开发的“净费用计算器”放置在各自的网

站之上，以便学生、学生家长和其他信息消费者预估一名

学生在校的总开销。瑏瑠 除了学费信息以外，大学还需要公

开具体的涉及助学贷款的信息，瑏瑡并完成信息公开的年度

报告。该报告收集了各种来源于大学的数据，包括教师的

平均工资和额外福利，学校资产的价值，主要的收入和花

销，员工的统计数据和分类细目。瑏瑢

总之，高等教育法要求接受联邦资金援助的公立和私

立大学主动公开录取、成本、财政资助、学生服务、毕业率、

职业安排和学生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二）珍妮·克里利校园安全信息公开政策和校园犯

罪信息统计法

大学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联

邦法律对高校逐渐开始提出有关校园犯罪预防和报告，毒

品、酒精滥用的预防以及处理其他校园安全问题的要求。

珍妮·克里利校园安全信息公开政策和校园犯罪信息统

计法，瑏瑣修改了高等教育法在此的规定，转而要求所有获得

联邦学生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披露校园犯罪信息和安全

信息。这一项法案，在其父母的强烈的呼吁下，以一位女

性受害者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此人遇害时是里海大学

的大一新生，她于１９８６年４月５日年在宿舍中遭人强奸杀
害，年仅１９岁。

７１１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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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Ｉ：Ｎｅｗ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ＮＡＣＵＡＲｅｐｏｒｔ〗，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ｃｕａ．ｏｒｇ／ｎａｃｕａｌｅｒｔ／ｄｏｃｓ／ＨＥＯＡ＿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ｓｐ．
例如，华盛顿大学实际费用计算系统可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ｓｆ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ｇ／ａｉｄ．ｅｓｔ．１．ｈｔｍｌ上使用，耶鲁大学实
际费用计算系统在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ｌｅ．ｅｄｕ／ｓｆａｓ／ｆｉｎａｉ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上。
ＮＡＣＵＡＲｅｐｏｒ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６，参考 ＨＥＯＡ§１３２（ｃ）－（ｆ），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１５ａ（ｃ）．
Ｓｙｋｅｓ，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Ｂ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６５：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ＮＰＥＣ２０１２－８３１）（２０１１），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参见
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ｐｕｂ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８３１．ｐｄｆ．该报告的附录Ａ以网站公开的建议标题形式列出了４０项信息公开要求。见本文附录。
Ｉｄ．ａｔ１．
耶鲁大学信息还可以在国家教育信息中心项目学院导航上找到，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ｑ＝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ａｌｌ＆ｉｄ
＝１３０７９４．耶鲁在ｈｔｔｐ：／／ｏｉｒ．ｙａｌｅ．ｅｄｕ／ｈｅｏａ－ｄａｔａ上进一步提供了一些“高等教育机会法资料”。耶鲁依据高等教育机会法进行的信
息搜集与公开由其机构研究办公室负责，ｈｔｔｐ：／／ｏｉｒ．ｙａｌｅ．ｅｄｕ／．
参见高等教育法§１３２（ｉ），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１５ａ（ｉ）（１）（Ａ）－（Ｉ）．
Ｉｄ．ａｔ§１０１５ａ（ｉ）（１）（Ｊ）－（Ｌ），（Ｖ）．
高等教育法§１３２（ｉ），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１５ａ（ｉ）（１）（Ｎ）－（Ｓ）．
高等教育法§１３２（ｈ），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１５ａ（ｈ）．
高等教育法§４８５，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９２．
高等教育法§４８７（ａ）（１７），修正后编于２０Ｕ．Ｓ．Ｃ．１０９４（ａ）（１７）．又见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ｉｐｅｄｓ／ａｂｏｕｔ／．
２０Ｕ．Ｓ．Ｃ．§１０９２（ｆ）；实施细则编于美国法典联邦规章，３４Ｃ．Ｆ．Ｒ．６６８．４６；又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ｍａｎｄａｔｅｓ／ｃｌｅｒｙ－ａｃｔ．



克里利法案要求所有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披露并报

告发生在它们各自校园内，或者临近它们校园的犯罪案

件。这包括就犯罪统计数据向教育部提供年报，向公众提

供可以查阅的年度安全报告，当犯罪案件发生时发出警

告①并提供公众可以查阅的案件记录。② 此外，假如学校

为学生提供住宿，那么它必须公布其针对住宿学生失踪的

通知程序。学校还需要记录公众可查阅的防火日志，发布

年度防火安全报告并向教育部报告火灾统计数字。

大学是否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将由教育部来监管，教

育部可以对每一次违法行为施加最高２７５００美元的罚款，
并可以中止某个高校参加联邦政府援助项目的资格。教

育部的高等教育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负责收集各个高校的校园犯罪记录，并将它们整理之后以

便公众查阅。数据从校园安全统计网络数据库中调去，按

照克里利法，各高校必须每天向该数据库提交统计材料。③

克里利法和高等教育法仅仅要求公布关于校园安全

和犯罪统计数据的总体情况，对于案件事实描述的具体的

报告则由州记录开示法调整。举例而言，华盛顿大学警察

部门的网站④指导受害者和刑事案件的嫌疑人通过提供特

定的信息来复制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案件报告。一般的公

众则被告知，如果他们希望查看某个特定的案件报告，需

要在工作时间专门访问华盛顿大学警察部门的网站，阅读

经过适当修改的报告版本（已经隐去了受到保护的个人信

息）。否则，一般的公众或者媒体就只能根据该州的记录

开示法向大学的信息公开办公室提交申请。

私立大学的警察部门并不受制于州的记录开示法，并

且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克里利法所施加的义务外，不愿意更

多地公开信息。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私立大学的警

察部门可能还是要遵守州的记录开示法的规定。比如说，

康涅狄格州信息自由委员会（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Ｓｔａｔ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认为耶鲁大学的警察部门“在功能
上相当于”该法意义上的公共机构，因为州法规定耶鲁大

学校警与纽黑文警方协同工作，他们与一般的警察拥有同

样的执法权。根据康涅狄格州信息自由法，两名耶鲁大学

的校警在一起被质疑的逮捕行动中的职员记录被要求公

开。⑤ 但是，在另一个案件中，康涅狄格州信息自由委员会

认为耶鲁大学的校警作为私立大学的雇员，不需要提供其

主管和高级成员的工资和福利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和

履行公共职能无关，也没有公共资金牵涉其中，耶鲁大学

可以使所有的类似信息处于保密状态。⑥

（三）１９７４年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ＦＥＲＰＡ）
高等教育法和克里利法均发挥了信息公开法的功能，

而国会制定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对

有关学生的记录和隐私采取保护措施，尤其关注日益增加

的未经授权即披露学生信息的行为。⑦ 该法设置了大学获

得联邦资助的条件，即各个学校必须能够保护和学生个人

信息相关的教育记录或者身份信息，但目录信息除外。

鉴于绝大多数高校都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家庭教育权

和隐私权法与高等教育法和克里利法一样适用与绝大多

数高校，包括医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如果大学接受了一

个或多个联邦项目的资助，那么该法将适用于此大学的每

一个部分，比如其中的某个系。⑧ 这意味着，即便只有一个

学生接受了联邦援助，大学整体就被视为接受了联邦政府

援助。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宽泛地定义了需要保护的“教

育记录”。教育记录是指（１）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信息，并
（２）被教育机构保存。⑨ 教育记录通常情况下被解释为包
含如下内容：学号、年级、考试成绩、平均绩点、社会安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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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这些警报由大学警察局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所有教师、职员和学生。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Ｃａｍｐｕｓ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ａｔ５－６，见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ｅｄ．ｇｏｖ／ａｄ
ｍｉｎｓ／ｌｅａｄ／ｓａｆｅｔｙ／ｃａｍｐｕｓ．ｈｔｍｌ．
校园安全与保卫数据分析工具参见ｈｔｔｐ：／／ｏｐｅ．ｅｄ．ｇｏｖ／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ｇａＣｏｐｙｏｆａＰｏｌｉ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ａｄｍｉｎ／ｐｏｌｉ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ｔｍｌ．
Ａ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ｅａｌ，“ＯＰＥＮＳＥＡＳＯ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ｅｆａｃ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８，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ｌｃ．ｏｒｇ／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ｄｅ
ｔａｉｌ．ａｓｐ？ｉｄ＝１４１９＆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５；又见ＢｈａｒａｔＡｙｙａｒ，“ＦＯ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ＹＰＤｔｏｍａｋ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Ｙａｌ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ａｔｈｔ
ｔｐ：／／ｗｗｗ．ｙａｌ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０８／ｆｅｂ／１５／ｆｏ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ｙｐｄ－ｔｏ－ｍａｋ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提及耶鲁大学警察部门的逮捕？？文件
可以通过向纽黑文警察局提交信息自由法申请获取。类似地，在２００３年，某纽约州法院判决康乃尔大学警察部门必须将其逮捕记录
公诸于众。而在２００６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驳回了针对哈佛大学警察部门、寻求获取其事件报告的起诉。
Ｓｉｍｏｎｓｖ．Ｃｈｉｅｆ，Ｐｏｌｉｃ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ｎ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０，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ｃｔ．ｕｓ／ｆｏｉ／２０１０ＦＤ／２０１００８１１／
ＦＩＣ２００９－４６９．ｈｔｍ．信息自由委员会的决定还指出，耶鲁提出了充分证据表明在耶鲁的管理职位（例如在那起案件中的争议职位）薪
金是保密的，管理层雇员对其工资不会向公众公布有较高预期。

ＭｃＧｅｅ－Ｔｕｂｂ，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１０５２．
参见３４Ｃ．Ｆ．Ｒ．§９９．１（ｄ）；又见Ｊｏｉ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ＰＡａｎｄＨＩＰＡＡ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ｅｄ．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ｇｅｎ／ｇｕｉｄ／ｆｐｃｏ／ｄｏｃ／ｆｅｒｐａ－ｈｉｐａａ－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ｐｄｆ．
２０Ｕ．Ｓ．Ｃ．§１２３２ｇ（ａ）（４）（Ａ）．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将某些种类的信息明确排除于“教育记录”的范围，包括就业记录、教授或职
员供自己使用的关于学生的个人笔记、以及医疗记录。３４Ｃ．Ｆ．Ｒ．§９９．３，在 Ｗｉｇ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ａｎａ，“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ＦＥＲＰＡ）：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中被引用。



码、父母居住地址和电话、课程登记情况、录取分数等等。①

尽管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要求大学在未经家长或者

适格的学生本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公开学生的私人身

份信息，但是该法允许大学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公布目录信

息。该法规定，目录信息包括学生姓名、地址、电话列表、出

生地点和时间、专业、参加学校活动的情况、身高和体重（针

对运动员）、入学时间、学位和资助金获得情况以及入学前

最高学历。② 这些种类的信息被认为公开后于隐私权无

害，③虽然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允许大学自由选定他们

认为可以被公开的目录信息。不过，该法同样要求大学充

分告知学生学校对目录信息的界定，并允许学生们从中挑

出他们不愿意公开的信息，并申请将此目录信息撤回。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还规定了另一些不公开规则

的例外。比如，教育记录可能基于合法而正当的目的被转

送给学校的行政人员，因为没有这些信息，学校的行政人

员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信息也可能向某学生希望去

的其他学校公开，向教育部长或者州教育机构的首长公

开，与学生申请财政资助相关，向根据州的记录开示法要

求提供报告的地方政府官员公开，向资格审查委员会公开

使其能够进行审查。另外这些信息还被用来确保学生的

健康和安全。④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记录”引发了实质性的争

论。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考试成绩的公布。华盛顿大学

认为在未经学生本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学生的姓名、

学号或社会安全号码与学习成绩一起公布违反了家庭教

育权和隐私权法，即便这种公示仅仅在班级的网站上、走

廊中或者办公室的墙上。⑤ 华盛顿大学因为建议仅公布学

号的后四位，或者使用仅有学生本人知道的随机产生的号

码。华盛顿大学甚至要求不要以给学生发邮件的方式通

知其成绩，因为很难保证信息在互联网上传递的安全性，

可能有未经授权的第三方通过电子手段侵入信息系统，盗

取学生的教育记录。⑥

除了有权阻止公布个人教育信息外，家庭教育权和隐

私权法还赋予学生查阅并更正自己的教育记录的重要权利。

在这个方面，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属于信息公开法，将学

生的教育记录向特定的学生公布。如果学生希望修改自己

的教育记录，那么他有权要求对此举行听证。经过听证，假

如学校拒绝修改其教育记录，那么必须在其教育记录中记载

学生关于这条信息的陈述和拒绝更改的理由。⑦

（四）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ＨＩＰＡＡ）⑧
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是规定了保护个人健康信息

的最低国家标准的联邦法律。在一个电脑技术发达的现

代社会，通过共享信息很容易导致个人医疗信息泄露，该

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尽管该法本身不是针对大学

制定的，但是其条文适用于所有为学生提供医疗服务，以

及利用病人开展医疗实验⑨的大学。基本上，所有的公立

和私立大学，只要有医生、护士、健康顾问等医疗工作者在

维持学校医疗系统的运作，管理分发给学生的药物，处理

有关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信息并制定其雇员的健康计划，就

都需要遵守该法。瑏瑠 该法同样保护临床研究的被试者。瑏瑡

美国政府卫生与人口服务部的民权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负责执行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下的隐私权保
护政策。正如政府卫生与人口服务部所解释的那样，“隐

私权规则给予人们保护他们个人医疗信息的权利，设定

规则，限制对于个人医疗信息的使用和公开。”隐私权规

则要求对医疗电子信息进行保护，指定医疗保险流通与

责任法上的主体采取物理的、技术的、行政的手段，确保

私人的电子医疗信息处于保密状态。瑏瑢

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为保护医疗记录，也适用于州

的隐私权法和其他法律的调整范围。瑏瑣 如此，这是联邦法

律和州法相互重叠、相互作用的又一例证。

三、公开的方式

在州的适用于公立高校的记录开示法和上文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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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华盛顿大学大学注册办公室，对教职工适用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参见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ｇ／ｆｅｒｐａｆａｃ．ｈｔｍｌ．
２０Ｕ．Ｓ．Ｃ．§１２３２ｇ（ａ）（５）（Ａ）．
ＭｃＧｅｅ－Ｔｕｂｂ，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１，ａｔ１０５５，ｎｏｔｅ７１．
２０Ｕ．Ｓ．Ｃ．§１２３２ｇ（ｂ）．
参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２．
Ｉｄ．
Ｗｉｇ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ａｎａ，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１，ａｔ８，及其引文。
Ｐｕｂ．Ｌ．１０４－１９１，１１０Ｓｔａｔ．１９３６（１９９６）．
Ｓｉｔｋｏ，Ｋｅｎｉｇｓｂｅｒｇ，ＭｃＭｉｌａｎａｎｄＳｃａｒｇｌｉｎｏ，“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ＨＩＰＡＡ：ＡＰｒｉｍｅｒｆ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ｔ．ｅｄｕｃａｕｓｅ．ｅｄｕ／ｉ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ｄｆ／ＥＲＢ０３０７．ｐｄｆ（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ＨＩＰＡＡＰｒｉｍｅｒ”）．
ＨＩＰＡ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ｐａ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ｒ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ｍ．
然而，用于研究目的的健康记录，如临床试验的一部分，可能是或变为“研究记录”而不受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保护。参见Ｅｌｉｚａ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华盛顿大学的公共记录与公开会议办公室主任）的研究。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ｅｔｔｌｅｓＨＩＰＡ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ａｓ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ＵＣＬＡ
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ｕｌｙ７，２０１１，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ｈｓ．ｇｏｖ／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ｒｅｓ／０７／２０１１０７０７ａ．ｈｔｍｌ．
ＨＩＰＡＡＰｒｉｍ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７３，ａｔ４．



适用于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公立与私立大学的联邦法律上，

各个大学具有主动披露信息的义务。正如前文所述，公立高

校和私立高校均按照高等教育法和克里利法的要求再其网

站上公布了大量的数据，同时也通过联邦数据库进行公开。

对于州的记录开示法所要求公开的信息，各个公立大学在网

络上放置了和在信息公开阅读室中一样的信息。①

公众可以按照州的记录开示法提交申请，从而获得大

学，特别是公立大学，运作的信息。大学在回复这些申请

时可以收取必要的费用。②

鉴于公立大学的信息公开义务是根据州法产生的，不

同于联邦法律的要求，各州所规定的申请程序有所不同。

并不是所有州的记录开示法都要求组建一个集中的信息

办公室。所以，不是每一个高校都成立了信息自由法或者

记录开示法意义上的办公室并配备人员。有一些学校成

立了集中的信息公开办公室，包括华盛顿大学，③密西根大

学，④和弗吉尼亚大学。⑤

在别的学校，申请可以向公共交流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ｓ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高校关系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和机构研究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提交。典型的，耶鲁大学的信息公开责任就由多个
办公机构承担：登记办公室负责处理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

法上的问题以及对学生记录的申请，⑥机构研究办公室负

责提供高等教育法所要求的有关耶鲁大学的信息，⑦克里

利法要求的犯罪与安全信息则由公共安全网站公布。⑧

各个大学亦采取多种手段在其网站上披露信息。根

据教育部的报告，这导致各种信息公开手段与机构相互混

杂，给学生和其他的信息消费者造成迷惑。⑨

有研究指出，在各个大学门户网站存在的信息公开网

页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名称，有“消费者信息”、“公共信息

披露”、“你有权知道”、“联邦合规性（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联邦信息披露通知”、“联邦合规性和学生消费
者信息”。瑏瑠 在如何分类和命名联邦法律所要求的信息方

面，各个大学缺乏统一性，这给学生和其他人定位信息造

成了麻烦。因此，该文作者建议各个大学协调他们的信息

公开。这些建议包括在高校的门户网站上设置一个网页，

专门提供高等教育法所要求信息的超链接，并使用通用的

名称，使得信息的披露方式对信息消费者而言更加友好。瑏瑡

一项针对４０个大学的后续研究发现，在２０１１年时，所有被
调查的大学都在门户网站上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网页，其中

包括了高等教育法所要求的绝大多数的信息，并采用了用

户友好型的术语，不过大家在信息标题的统一上依旧没有

形成一致。瑏瑢

四、近来关于增加大学透明度的呼吁

考虑到由联邦法律施加的更强烈的透明化的要求和

所有大学普遍接受某种联邦或者州资金援助的现实，部分

公民和立法者现在开始寻求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更大程

度的信息公开。比如，一个有关学生的性虐待案在宾夕法

尼亚州点燃火焰，人们呼吁将与宾州有关的大学，即那些

虽然独立运作但是却接受州政府经费的大学纳入宾州知

情权法的调整。瑏瑣 １４所州立大学需要遵守州法，但宾州大
学，匹茨堡大学、林肯大学、天普大学却不受州法大多数信

息公开义务的约束。他们在名义上是私立大学，但从州获

得超过５００万美元的资助。瑏瑤 这４所学校只需要向国内的
税务部门提交免税、非营利企业的９９０表格，并公布职员和
领导人的工资情况，他们不需要披露捐款信息。瑏瑥 正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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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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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ｏｎｉｔｓＦＯＩ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ｉａ．ｕ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ｄｕ／ｃｍｓ／
ｏｎｅ．ａｓｐｘ？ｐｏｒｔａｌＩｄ＝１０１７５７０＆ｐａｇｅＩｄ＝１０２０５９３．
例如，参见就集体谈判的争论向三所密歇根大学提出的州立信息自由申请并由其收取的费用的讨论。见于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Ｗａｌｄｍａ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０，ａｔ５．
参见华盛顿大学公共记录与公开公共会议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
参见密歇根大学信息自由法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ｐｃｏｍｍ．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ｆｏｉａ．ｈｔｍｌ，及“如何依据信息自由法向大学提出申请”中关于
如何联系信息自由法主要负责人的信息。大学还要求一位大学关系负责人与一位副校长助理来处理区域校园的信息自由法申请。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ｅｄｕ／ｆｏｉａ．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ｌｅ．ｅｄｕ／ｓｆａ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
参见ｈｔｔｐ：／／ｏｉｒ．ｙａｌｅ．ｅｄｕ／．
参见ｈｔｔｐ：／／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ｙａｌｅ．ｅｄｕ／ａｎｎｕ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ｃａｍｐｕｓ－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ｆｉｒ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ｂ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５：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ａｔ３；参见ｈｔｔｐ：／／ｎｃｅｓ．ｅｄ．ｇｏｖ／ｐｕｂ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８３１ｒｅｖ．ｐｄｆ．
Ｉｄ．
Ｉｄ．ａｔ６．
Ｓｙｋｅ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９，ａｔ２．
“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ｓｅｅｋ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ｗｓ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ｂ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ｔｏＳｔ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ｕｌｙ３１，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ｐｅｎｎｌ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ｄ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ｓｓｆ／２０１２／０７／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ｓｅｅｋ＿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ｗｓ．ｈｔｍｌ．
Ｉｄ．
宾夕法尼亚州知情权法，２００８年修正，Ｐａ．Ｃｏｎｓ．Ｓｔａｔ．Ａｎｎ．Ｔｉｔ．６５，６６．．１ｔｏ．４，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５；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ｃｅｄ．Ｓｔａｔｅ．ｐａ．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ｏｏｒ／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ｔｘｔ．



国企业研究会的教育学家安德鲁·凯利的观察“我们慷慨

地资助了各个高校，却只要求了十分微小的回报……当他

们被要求让他们的财务信息更加透明时，他们会不高兴。

但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些人已经提出倡议，这将使大学更加

透明。”①

另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州在２０１１年制定法律将公立
大学的附属机构纳入到州记录开示法的范围之内。这些

机构负责校园的运转，包括餐饮服务、停车设施、住宿和书

店等。该法的目的是使得来自校园商业和私人捐款的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在加州高校系统中更加透明、更加负责。②

马萨诸塞州一个被称为“高等教育透明法”的法案将

会增加本州私立高校的财政透明度，使他们与公立高校负

有相同的义务。当然前提是这些私立的、非营利性的大学

受到纳税人的资助，③他们通过免税法以及联邦资助或者

学生援助而获得经费贴补。伴随着金融危机，许多高校资

产缩水，引发了雇员失业、服务削减、学费上升等问题，许

多组织纷纷要求更多的财务公开。正如哈佛大学一位雇

员所写，尽管大学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但是“作为

免税机构，他们是富有爱心的公众和财政政策的受益者。”

拥有庞大固定资产和资金的大学从以上渠道获得了难以

估量的财政利益，这超越了它们作为教育机构所应得的。

所以，他们有和那些营利机构一样的义务去披露它们的财

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甚至它们的义务会更重。马萨诸塞州

的公立大学已经被要求提供与该法规定相似的信息。公

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应当执行一样的标准码？④

关于要求大学更多财务信息公开的法案已经被提交

给了参议院和其他各州。⑤

五、结　　论

美国州的记录开示法规定公众可以了解有关公立大

学（一般被视为政府部门）运作的具体信息，包括预算和大

学主管人员、教职工的工资等财务信息。尽管私立大学依

然被排除在设定广泛信息公开要求的州记录开示法范围

之外，联邦法律却在某些公开问题上使公立大学与私立大

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尽管联邦信息自由法并不直接

适用于依据州法成立的大学，但是该法为公立和私立大学

中关于联邦资金资助研究的信息申请提供了途径。此外，

其他一些联邦法律为接受联邦资金援助的大学，包括绝大

多数的大学，规定了明确的报告和披露义务。这些被要求

披露的信息包括录取信息、学费和其他成本、毕业和就业

安置、学生服务、校园安全等。

联邦和州的法律同样寻求保护教职工和学生的隐私

权，研究探索和重要技术、观点创新的传统学术自由权，有

关创新的知识产权。

就像本文在开头部分所讨论的，平衡个人的隐私权、

大学的学术自治权和公民关于他们所纳税款的知情权等

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的法律也

没有一种直接而清晰的模式来指导该如何进行平衡。尽

管如此，笔者希望本文关于美国大学复杂的信息公开问题

的讨论能够在这个全球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中，为面

对许多复杂的信息公开问题的美国大学乃至全世界的大

学提供法律和政策考量上的实例。□
（责任编辑：石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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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９０．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ｉｇｎｓ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ＳＵ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Ｂｉｌｌｉｎｔｏｌａ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７，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ｌｆａｃ．ｏｒｇ／ｐｏ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ｉｇｎｓ－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ｃｓｕ－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ｂｉｌｌ－ｌａｗ．
ＵｎｉｔｅｄｆｏｒａＦａ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ｈ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ｃ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２０１１，ａｔ：ｈｔｔｐ：／／ｆａ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ｒｇ／ｅｎｅｗｓ／
ｗｈ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ｃｔ：“该法案将通过规定更为详尽的雇员补偿报告、基金如何投资、与外部顾问的协议
以及收到的税收补贴总额，来提高对马萨诸塞州私立非营利高等院校的财务公开要求。”直至２０１２年４月该法案仍未通过；参见Ｓａｍ
Ｆｏｕａｄ，“Ｂ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ａｔ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Ａｐｒｉｌ３０，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ｄａｉｌｙ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２０１２／０４／３０／ｂ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ａｔ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Ｊｏｈｎ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ｃｔ：ＳＥＩＵＬｏｃａｌ６１５，”Ｍａｒｃｈ４，２０１１，ａｔ：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ｍｅｄｉａｂｏｓｔｏｎ．ｏｒｇ／ｎｏｄｅ／
１７２３．
例如，参见Ｓ．２８３５－－２０１２年高等教育法的透明度增长（引入参议院 －ＩＳ），要求各接受联邦财政援助并被要求作为非盈利机构保
送纳税申报表的大学，在其网站上发布此纳税申报表，参见ｈｔｔｐ：／／ｔｈｏｍａｓ．ｌｏｃ．ｇｏｖ／ｃｇｉ－ｂｉｎ／ｑｕｅｒｙ／ｚ？ｃ１１２：Ｓ．２８３５．ＩＳ：；２０１１年南卡
罗来纳州高等教育透明度法建议案要求加强财务公开，包括在其网站上公布更多的财务信息，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Ｓｔａ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ｓｅｓｓ１１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ｂｉｌｌｓ／３１８５．ｈｔ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