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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的管理政策和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现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法制社

会的构建非常重要，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法治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不仅对学校的正常教学有帮助，还对科学研

究和学校系统管理有益。我国现在的高校行政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管理理念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和管理方式单一化等等。对

于高校行政管理我们需要细致分析并理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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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行政管理是日常工作和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学校

的管理者想要更高效的完成质量教学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根据特定
的结构和制度，运用必要的途径和职能，充分发挥其最优的管理职
能，调动了最大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初的组织目标。管理者能力的
高低可以影响学校的名誉和整个教学水平，对学校的事务和科学研
究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断进行改
革深化，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之路越来越通畅，从工作计划，工作
职位到工作环境和工作质量全方位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高的标
准。应该怎么样努力才能调动整个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管理水平，
使学校在管理者的管理之下成为一个有质有量的高校，是我们现在
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高校行政管理概念及其现状
1.概念
依法治教是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所谓依法治教是

指所有也教育行为都应该适应法律法规，教育的行政部门的主体必
须是设定某些法律的正式行政机关和单位。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执
法行为一定要在职权内根据教育情况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禁
徇私舞弊和以权谋私。另外，如果出现了不合法行为，相关管理者
和管理部门就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高校行政管理也是国家行政管
理的一个内容，所以一定要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跟进教育时代的
潮流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让高校的行政管理手段越来
越完善。

2.现状
一直以来，国家对高校的行政管理都不是非常的重视，导致我

国高校的行政管理出现了效率低下，办事态度不够严谨，没有合理
的法律法规等缺陷。这些主要是：

⑴法律法规不完善
我国根据教育的大环境拟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但是这些法律条

文仍然不够完善，有些时候并不能被实际应用起来。1995年出台了
《教育法》，这部法律对教育的整体水平进行分析并做出了相关规
定，指出了中央和地方不同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但是这部法律
缺少细节化的条款，并不适用于小事中，高校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还
是需要参照《高等教育法》中的某些条款进行处理。原本应该法律
条款发挥作用的事情就这样被地方政策所代替，很多应该受到法律
制裁和处罚的人并没有被法律所规范。现如今很多高校行政管理法
治化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没有融合教育环境和民主理念，只是单
纯的想着能够处理好问题就可以，导致条款不全面有偏向性。就像
有些条款在内容上增加了一些不适当的手段，间接的剥夺了学生的
合法权益等。另外，很多规章制度还相互冲突，不够严谨，在解决
问题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都导致高校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和场
面混乱。

⑵管理办法不规范
高校行政管理在工作上没有把法律提升到一个高度，也没有把

法律当成日常管理的一种手段。整个高校的法律意识都很低，缺乏
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另外，学校的法律法规并不能随着时代的变

化和社会的发展进行更新，思想非常陈旧和落后，这就导致在处理
问题的时候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学校在进行行政管理的工作时，
还容易忽略正常的解决程序，直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是
不对的。不论纠纷大小都应该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形式上不能
简化。最后，法律规定要对当事人进行异议权的赋予，这个权利在
高校处理学生退学和处罚等事件中通常被省略，这也体现了高校行
政管理法治化中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⑶管理方式不前卫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的工作不能固

守成规，一定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的发展趋势。现如今很多地方
的高校管理的手段还是很落后和陈旧，导致了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
利益发生了冲突，进而产生了矛盾。学校的管理层内部也没有相关
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导致管理层有的时候上级庇护下级，相互从
容，违法犯罪，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最近几年高校教育行政管理
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呈上升趋势发展，这充分表明了我国的高校
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
流，制定一系列完善的系统的法律条文，让学生和高校的利益都得
到保护，也可以让高校依法处理事件。

二、高校行政管理的办法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法治化的本质就在于政管理队伍建设的优

化。在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的建设过程中，其途径和方法不是单一
的，而是多维的。本文重点从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组织设计、制度
创新、加强监督等方面进行探讨。

1.两个原则
⑴精简高效原则
管理手段的繁琐复杂也是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严格要

求，高校行政管理的工作是行政管理工作，但并不是党务工作。但
是通常在管理的时候分工就会没有这么明确。在实际情况中，高校
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不仅有着目标相同的任务目的，也有些相当
细碎的细分任务。尤其是有关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心理教育的工
作，不能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工作分工来做细分，这样有利于行政管
理工作效率的最大化。根据当代教育环境的要求，每一个部门以及
每一个部门中的每一个职位都应该充分发挥其最大的职能，服务于
工作。

⑵优化组合原则
优化组合的意思就是行政管理的过程中管理层内部各种资源和

信息的优化配置，主要是指组织内部成员的优化组合。根据相关的
资料和信息，以往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优化组合中的最优组合并
不是资源越多越好，而且所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资源的相互组合达
到最优状态才最好。现如今，高校行政管理的内部结构中的组织机
构的配置，不仅应该包括专业的行政管理者，还应该包括一些教师
和法律工作人员，多种职业的人员相互组合，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最
优组合配置。

2.法律依据和管理制度的完善
⑴法律依据的完善
国家赋予了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但并不代表学校可以随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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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主自决原则
案主自决原则是最能体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的原则。所谓

案主自决，即指在社会工作实务活动的过程中，案主有权利自由选
择自己的需要和权利。那么在社会工作者在给案主做实务的时候，
充分的尊重案主的权利与选择是每一位社会工作者的义务，而不能
将社会工作者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案主。社会工作者应该做到通过一
些鼓励的方式来促进案主，让其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并按照自己
心目中的标准去度过自己的生活。

(二)灵性照顾中案主自决的体现
1.案主自决原则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接纳和尊重。尊重

案主，要先接纳案主。社会工作者应该做到尊重案主自身，让案主
自己影响自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想法和事情。社会工作者只能通
过灵性照顾，做一个引导者，来协助案主，否则如果社工帮助案主
做出决定，也只能是这一时解决了问题。

2.案主自决原则体现了社工对案主自我实现的确信。其实，社
会工作者并不是解决案主现状的主要力量，社会工作者需要和案主
一起来合作完成解决问题。所以案主原则也意味着案主也是解决问
题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技巧，使案主能够最大限
度地来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案主自决即是社会工作者在尊重案主价值和尊严以及
确信案主具有能过改变能力的前提下提供给案主认知自身潜能的机
会，帮助案主对当下情景做出分析，鼓励案主自我做主和自我决定
的工作伦理原则。在灵性照顾中一定要遵守案主自决原则，这样才
能真正的达到案主灵性功能的发挥。

注释：
①当代灵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初探.
②宁养服务行动系统价值观二维结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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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滥用职权。我国现在关于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的这些法律法规并
不健全，很多地方不完善，也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提到，使学校在
处理问题的时候没有依据，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规章制度胡乱的
进行纠纷处理，导致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非常
不好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尽快的健全和完善高校行政
管理教育法，使学校和学生在面临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不至
于对于处理结果不清不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被法律所保
护，也被法律所规范，使高校更好的发展，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⑵管理制度的完善
高校行政管理制度和高校行政管理法律是一样重要的。追求

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民的思想
意识不断提高升级的必然要求。人类文明的进步要求制度的不断改
革创新，这样有利于形成更好的工作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机
制。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应遵循合理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等特
点，把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各个节点和环节处理好，使高校行政管
理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使其稳步前进，达到最高效的管理。

3.监督权的行使
监督权作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高校

行政管理的权利是在法律效益下开展并实施，那么学生和教师也应
该被赋予这一权利。拥有权力的人都有可能滥用权力，针对这一状
况，我们应该采取手段防御和监督。

⑴学生参与管理
高校并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我国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

赋予高校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利，对高校的一切事务进行管理。但是

这一管理权利并不可以胡乱使用，为了防止职权的滥用，我们应
该充分发挥学生的监督权。在进行事务管理的时候充分发挥学生的
作用，征求学生的民主意见，并把这些声音融入到学校的规章制度
中。

⑵校务公开制度
在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通常并不知晓，这是不应

该的。整个学校的管理都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让所有人知晓的。
实行校务公开政策是最好的办法，让学校的一切管理事务公开是最
强有力的监督，同时也是防止徇私舞弊和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最
好途径。让学生和老师把学校的管理事务都了解的一清二楚，也有
利于学校管理层和学生教师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人民群众对管理层
行使监督权的有效途径。凡是涉及到学生教师利益的或者学校的重
大事件，都应该采用校务公开的办法进行公示，让学生教师了解参
与。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现代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和手段都不完善，应

该符合教育的新标准和社会发展的新环境。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创新
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发展更优管理制度的新形式。在改革创新的过
程中一定要融入人民民主，科学发展观和法制化人性化这些内容，
使制度更加系统，更加立体，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树春.行政管理法治化.2013(8).
[2]李然.高校管理的手段.2011(7).
[3]董顶行.高校行政管理法.2001(1).

Rational Thinking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u Xiao-na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nyang Liaoning, 11016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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