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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权利时代背景下重视和保障权利问题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袁 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

下袁高教领域法律现象已体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袁高校学生权义关系已涉及公法尧教育法尧民事法和刑法等各法

域袁在各法律关系上已为权利主张或依附的当然主体袁当前解决学生权益纠纷与冲突的实质袁须通过构建权利文化价

值体系和权利保障理论体系袁确立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尧真正恢复并保障学生主体权利的高等教育观袁推进权利秩序与

高等教育公平价值理念的均衡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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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第四次修宪将 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冶的概括性条款入宪袁中国进入了权利时代袁[1]如
何重视和保障权利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

主题遥 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背景下袁高教管理

领域的法律现象已体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袁高
校大部分教育行政关系逐渐转变为民事活动关系袁
产生诸如涉及高校自主权尧学生受教育权尧获得公

正评价权尧学生人身财产权尧教育行政关系等的各

类教育管理纠纷袁此间更多涉及教育界和法学界关

注的高校学生权利保护问题遥 从国内外高等教育领

域考察来看袁 美国通过强化立法管理本国教育事

务袁在对涉嫌违纪学生进行调查尧处分时采用陪审

团制的准司法程序来处理曰[2] 国内学者秦惠民教授

认为袁高校与学生之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行政法律

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袁而是特别权利关系的公法关

系曰[3]学者张红伟尧[4]陆在春[5]认为应正视权利和权力

的本质区别袁用相对独立的权力维护学生权利袁[4]指

出了教育管理纠纷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性对于纠纷

解决手段多元化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性遥 上述论

说更注重对学生享有的权利进行系统梳理袁对权利

文化背景下高校教育主体和大学生多元化主体权

利保障问题研究则欠深入遥 而在高教管理体制变革

下袁高等教育发展要实现从培植精英理想到法律诉

求的迈进袁须建构以学生主体权利为核心的新的权

利秩序袁从高教领域法权关系维度考察权义主体法

律关系袁构建并推进以国家法治与高校自治共为基

础的多元化主体权义保障机制遥
一尧高校学生权利保障及其法理证成

在法学界袁对于野权利冶概念的界定较为复杂且

存在着诸多分歧袁主要有自由说尧意志说尧利益说尧
法律上之力说尧尺度说尧法律原则说等六种学说遥 [6]

本文对其定义为: 权利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

持的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袁表现为权利

人可以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为尧不作为袁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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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遥 所谓高校学

生权利袁实质是反映在法学上的尧由法律确认和保

护的全部利益遥 但从权利运行过程来看袁高校学生

权利实现并非由应然权利渊应有权利冤尧法定权利和

实然权利渊现实权利冤总构成遥 在高校行政行为中袁
管理主体无法赋予亦不排斥学生主体应享有或应

获得的权利袁高校很难成为应然权利保护的另一方

主体遥 但作为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袁其义务履行程

度则会成为学生享有或获得权利的重要判断袁因义

务履行标准存在现实隐匿性和模糊性袁学生实际享

有或获得的实然权利与法律保护程度存在差距遥 而

作为高校学生的法定权利则是由各法域立法加以

确认的应然权利袁反映在现实中则是由法律确认和

保护的学生全部利益袁 具体表现为学生享有的尧由
高校承担保障责任的各种形式的法定之权遥

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重心已移向教育相关

主体权利和义务问题袁但随着高校组织体系尧经费

和管理制度的体制变革袁 高校学生承载着受教育

者尧教育投资者尧教育消费者等多重主体袁其在高等

教育管理行为中的权利关系已涉入民事尧行政和刑

事等各法域袁由此法定权利下的应然权利已成为非

依法律规定并经法律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的重要

构建袁而权利主体对应的义务人及其义务履行同样

涉及利益受损时国家保护及权利救济保障问题遥 在

高校教育管理关系中袁学生权利保障缺位将产生直

接的权义纠纷袁纠纷解决程序和保障体系建立直接

反映出教育管理规则对权利主体和教育秩序的正

向引导遥 在高校管理体制下袁教育行政主体组织调

控与权利保障机制之运用对调适高校学生主体关

系尧权利价值取向具有必然的尧合理的重要程度遥 高

校主体权义纠纷与保障问题不应限于某一单一的

机制之中遥 因此袁对高校学生权利保障问题应从不

同解纷机制建构尧程序方式尧价值理念等方面考察袁
合理体现野行政性冶与野准司法性冶的社会表达袁并实

现纠纷调解尧 行政裁决与权利保障的真正契合袁这
对于推进高教管理体制变革袁 实现高教管理制度

化尧规范化和法制化具有现实的价值本质和功能遥
二尧高校学生多元化主体权利冲突及其困境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权利文化是我国高

教管理体制变革新形势下的根本任务和高等教育

优先发展的重要基础遥 高校学生是集野国家公民冶尧
野受教育者冶尧野消费者冶和野高校主体冶等四种基本身

份于一身[7]的社会成员袁其在国家公法关系上尧教育

法关系上尧民事法关系上都是具有主张权利或是权

利依附的当然主体遥 高校学生主体权利是以受教育

权解决多元化权利保障的法律逻辑袁当前学生权益

纠纷与冲突问题的实质袁是没有完全确立尊重学生

主体地位尧真正恢复并保障学生主体权利的高等教

育观袁这些主体权利冲突可归纳如下院
渊一冤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上主体权利冲突

我国叶高等教育法曳第九条规定院公民依法享有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遥 第三十一条规定院高等学校

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袁开展教学尧科学研究和社

会服务袁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最高位阶法律对教师开展教学活动

中教育关系的学生主体身份进行了法律确认袁但因

高等教育关系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管理权利性袁这种

双重性多以考量高校公共教育职能为共性袁对个性

的学生主体权利会因强调野义务本位冶而被忽视袁具
体表现为在入学尧退学尧处分过程中未经法律或法

定授权程序而使受教育权被剥夺这一问题袁如野被
虚假冶招生尧按地域范围限定招生数尧考试作弊被开

除尧患病被作退学处理等袁实质都为学生平等受教

育权的学籍权冲突遥
渊二冤高等教育教学关系上主体权利冲突

高校是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系统袁学生均按照

特定教学模式接受高等教育袁而高等教育保持教学

多样性则体现的是我国叶教师法曳尧叶高等教育法曳等
相关法律赋予教师的教学自主权问题袁教师行使教

学自主权与学生享有教学关系上的主体权利是互

为因果的袁这取决于教师教学自主权的法律规定和

实质履行袁如通过选择不同教学方法尧内容尧方式尧
评价等实现教育关系上的学生主体权利袁抑或学生

获得自我选择优势可允许选专业尧选课程尧选教师

等袁即是恢复和确立其主体地位的基本表现遥 现实

中因专业填报尧转学转专业尧课程设置尧教师资源缺

乏等限制瓶颈产生的无可更改尧无可选择以及对学

业非客观公正评价等问题袁都体现为学生求知需求

与教育资源短缺的非常态冲突袁而为满足学生教育

消费需求的义务必然是主体之权利遥
渊三冤各类法律关系上主体权利冲突

在提倡法治文明和依法治国背景下袁 高校与学

生形成的隶属型尧平权型法律关系正趋复杂袁如何

解决这些互为主体的法律关系则体现依法治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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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略遥 学生作为独立合法的权利主体袁一是与

高校形成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袁即公法确立学生为接

受高等教育的法权主体袁高校则为履行高等教育的

义务实施主体曰二是与高校形成具有特殊属性的教

育行政法律关系袁 立法确立高校可 野依法自主办

学冶尧野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冶袁实质是赋予高校合理性

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行政权遥 学生实为行政相对人袁
在行政教育关系下可享有对教育权益尧现实利益请

求教育行政主体保护之权利袁如申请奖渊助冤学金尧
申诉异议处分尧获得公正评价尧学历(学位)证书以及

就业推荐等方面的教育权益曰三是与高校形成多元

的民事法律关系袁这与普通的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

律关系不同袁凡法律作出的高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各

类侵权行为和规定袁均区别于普通的典型民事法律

行为袁如高校教育主体履行教育义务尧开展教育管

理时发生因健康尧名誉尧隐私等人格权的冲突袁因直

接或间接侵犯学生财产权的冲突等遥
高校学生享受教育权利袁是一种法律上可以主

张的财产利益袁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遥 [8]而从国

家法律对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以及对教育行政关系尧
教育合同关系的规范性考量袁 高校与学生因教育尧
管理问题产生的矛盾冲突并未缓解遥 当前学生各类

权益冲突的实质是未真正树立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袁
要恢复并保障学生主体权利的高等教育观袁唯有突

破野义务本位观冶束缚袁通过权利文化建构高校新型

权利秩序袁推进主体权利与高等教育公平价值理念

的均衡发展袁建立保障学生主体权利的高等教育制

度体系和救济机制遥
三尧高教管理体制变革下学生权利保障机制的

建构

实质上袁对高校学生权利保障所依重的立法规

范尧规则程序以及诉讼解决方式与现有高教管理体

制尧权利文化缺失尧野重实体尧轻程序冶等固有观念息

息相连袁这种多元化权利冲突是教育行政组织和多

元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现实存在袁须以

高等教育关系权利主体向高教领域主体权利研究

为转进袁建构高校学生的法治权利保障机制遥
渊一冤 重构高教管理体制下权利文化价值体

系要要要主体权利至上

高等教育对文化的培植构成了社会文明的重

要元素袁而权利文化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基础

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袁 作为建构社会法治文明的基

石袁其最终以实现权利本位的价值体系为圭臬遥 中

外各种权利学说无不体现野以人为本冶袁而强调人的

实然权利的保障与享有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

一个重要方面遥 [9]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新

形势下袁高校培育学术文化尧制度文化乃至权利文

化袁最根本尧最突出的前提是强调权利人应获得主

体地位遥 在高等教育法权关系中袁教师是参与其中

并提升社会道德水准尧维护教育法治秩序的重要主

体袁社会团体和组织须依赖教师野本位冶构建起健康

稳固的教育环境袁更要野以教师为本位冶来实现野以
学生为本位冶遥 新法治时代背景下权利文化所倡导

的野以人为本冶即是构建以学生为本的高等教育体

系袁高校学生是构成高等教育领域各类社会关系的

最大主体袁其他诸如高校法人尧行政管理者尧教辅人

员实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权利的服务性主体袁法
律赋予学生任何权利的实现和冲突须以维护权利

主体利益至上性为原则袁以协调和调适高等教育主

体社会关系和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遥
渊二冤实现教育教学过程中主体权利保护要要要

多重权利集合

除了上文所述的叶高等教育法曳第九条和第三

十一条的规定袁我国叶教师法曳第七条规定院教师享

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

权利遥 这些规范性法律条文是对教育关系中接受教

育的学生主体的法律确认遥 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

中袁 必须体现教育属性和民主平等的权利精神袁虽
然高教领域中学生的主体性是确定的袁但在教育过

程中其权利保障问题极易被忽视遥 学生主体权利与

受教育权主体是具有不同法律内涵的两个概念袁学
生主体权利包含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受高等教育者

的所有权利袁而受教育权主体分为受教育者渊权利

方冤与实施教育者渊义务方冤袁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

程中具有的主体权利袁是通过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

而获得的其他各项权利袁且与构成受教育权核心内

容的学习权尧教育请求权尧平等受教育权等权利位

阶和基点不同遥 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袁这种教育关

系具有社会公益性和个人权利性遥 为履行高等教育

公共服务职能袁由具有教育行政组织的高校实施社

会公共服务袁培育学生成为自我发展主体尧获得权

利保障主体的认知袁则为法律视角赋予的教育过程

中多层面尧多元化权利的集合体现遥 而在教学关系

上如何定义学生主体权利的边界袁实质是区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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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产生教学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问题遥 因高校

教育培养系统具有独立性袁 多年承袭特定的学科尧
专业教学模式袁学生不具有主体优势和地位袁由此

排除了教育合同关系中学生自主选择和权利申张

的法定需求袁如在选择高校尧选择专业尧选课渊选修

学分冤尧选教师尧课程设置尧转学等方面无法突破限

制瓶颈遥 从权利义务主体关系考察袁一方主体须履

行的义务则为另一方主体的权利袁高校教育教学关

系中袁 须切实恢复学生主体地位并满足其教育需

求袁才能真正保障学生教育消费与高校教育资源冲

突下的多元化权利遥
渊三冤 维护多元化法律关系上学生主体权

利要要要权义秩序平衡

高教领域法权关系主要体现为教育行政关系尧
教育民事关系两大类遥 虽在法律关系上主体双方各

自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袁但双方权义配置体现为管

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行政法律关系和平权型民事

法律关系遥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高校具有野依法自主办学冶尧

野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冶的行政权力袁学生作为行政相

对人对应获得的教育权益尧可得利益具有请求行政

主体保护的权利袁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上与高校形成

请求权关系遥 我国叶高等教育法曳第五十五条至五十

八条尧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曳第五条分别规

定学生有申请奖渊助冤学金和助学贷款尧获得公正评

价尧获得学历(学位)证书尧对异议处分申诉等多项权

利袁亦包括获得荣誉称号尧学业评价或就业推荐等

方面的现实利益遥 因此袁学生对高校合法制定的新

生录取尧退学尧授予学位和发放毕业证等管理规则

有义务服从袁 但对未按照法律法规制定的学籍管

理尧教学评价尧学业成绩尧学位渊证书冤授予文件以及

剥夺学生获得公正评价的违法行为具有依法排斥

权利遥 相对人请求权行使应以教育主体职责范围和

义务为限袁 如上述合法权益和利益受侵害或阻碍袁
学生可在法律授权范畴内寻求权利救济遥

高校是维护和追求全社会公众教育利益的享

有国家公权力的教育主体袁其行使高教管理职权具

有强制或支配力量袁故而易催生高校管理权扩张或

因规则缺失的管理权缩减袁使高校管理行为失却合

法性与正当性遥 公权是服务于私权并调整私权社会

关系和矛盾的袁因此具有公权执行属性的高校规章

不得对涉及学生私权领域的内容作出限制性管理

规定袁 管理处罚文件中不得随意作出对异性交往尧
恋爱尧通信尧婚育等私权问题干涉或侵害的规定曰禁
止剥夺学生合法尧有限度的网络言论自由权袁尤其

对高校公权力部门限制人身自由的问询尧调查可予

排拒并依法诉讼维权遥 总之袁高校管理规章应避免

调整国家法律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其他权利袁以消弭

高校公权力介入私权自由领域的现实冲突遥
高校与学生除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

外袁我国叶教育法曳规定高校享有其他民事主体的各

类民事权利袁 而学生缴费注册与学习教育权利尧缴
纳住宿费与住宿安全权利尧食堂刷卡消费与饮食安

全权利尧在校学习与人身安全权利等都是典型的民

事主体法律行为袁实质体现了高校与学生具有教育

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双重法律关系袁但并非普通的平

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袁其权利义务设定形成的

法律关系属于平权型民事法律关系袁因此高校在组

织教育教学尧开展教育管理过程中袁因主体违法行

为侵犯学生财产权或生命权尧健康权尧姓名权尧名誉

权尧隐私权等非财产性权利袁高校均应按民事归责

的过错原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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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t of Right and Duty and Order Into: Building of Safeguard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Rights

SHI Guang-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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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ight background the attention and protection of righ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of social develop鄄
ment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legal phenomenon
has reflected as a specific social phenomen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rights and duty have been involved in
public law, education law,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in the law field, and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come the main body for
the claim or attachment of right, the essence of the current to solve the student rights dispute and conflict, must establish the
subject status of students, respect and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real return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鄄
retical system of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of rights cultural value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order
and fair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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