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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聘任制和人事代理制背景下，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既影响
了高校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高校办学质量。本文分析了高校教师职业权利弱化
的原因，并就当前如何保障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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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民族的基石，高校教师是高校办学的
主体。保障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是稳定高校教师
队伍和提高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内在要求，也
是保证高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工作。
我国高校自从引入聘用合同制、人事代理制
以来，促进了教师队伍的优化，提高了高校人力
资源管理绩效，但我们也应看到，这同时在某种
程度上也弱化了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
针对聘任制、人事代理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术界主要从 3 个视角进行了研究：1.从法律救
济角度，研究聘任制下高校教师的权益保障。例
如，李踢平（2003），朱应平、黄先雄（2004），劳凯
声（2007）。2.从工会维权角度，研究聘任制下高校
教师职业权益保障。例如，毕雁英（2005）。3.从聘
任制实施效果角度，研究高校教师的权益保障。
例如，李文江（2006），叶莲芬，郝淑华（2007）。显
然，上述研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高校教师的职业
权利问题提供了理论铺垫，同时也为如何保障教
师的职业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是，在整个高校教师行业就业压力不断增
加和现阶段聘任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应该如何
保障高校教师职业权利的研究空间在增大，如何
解决高校教师与学校矛盾的理论研究还需要加
强。因此，本文认为，
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

角度，深入开展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研究，对于
保障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和推动高校的良性运
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时期保障高校教师职业权利存在的问题
作为公民，宪法赋予了教师具有公民权；作
为教师，
《教师法》赋予了教师拥有不同于其他公
民身份的特定职业权利。依据现行《教师法》第 7
条规定，教师的职业权利包括 6 个方面：1.进行教
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2.从事科
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
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3.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4. 按时获取工资报
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
薪休假；5.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
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6.参加进
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
然而现实中，各高校在践行《教师法》赋予教
师的职业权利时情况不一，部分高校教师的职业
权利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1.
学术权益受到侵害。教师的学术权益包括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撰写学术论文、著书立说和参加有
关的学术交流活动。对于高校来说，教学是立校
之本，科研是强校之路。然而现实中，
部分高校忽
视高校教师对于科研愿望的诉求，在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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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
人才配置等方面投入不足。2.民主参与
通过竞争取得，确定的形式可以签定聘任合同，
学校管理权不足。民主管理权是指教师有对学校
也可以签订聘约，或颁发聘书，签订目标责任书。
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
聘任制实施以前，教育系统内实行教师任命制。
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
教师任命制是上级教育部门根据教育教学工作
式，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可是现实中，教师
的需要，有计划地向学校派遣教师的一种用人制
在参与民主管理时高校领导往往不能充分尊重
度。在任命制下，任命者与教师的关系是一种命
和相信教师，部分高校把教师的职能仅潜在地定
令与服从的关系。教师在何岗位任职，待遇如何
位在执行学校的决议和意见，完成学校交办的任
等均取决于任命者。在这种体制下，学校作为教
务，至于学校的发展、管理完全是领导们的事情， 育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与教师之间形成的是单一
干预了教师行使民主管理权。比如，部分高校把
的行政法律关系。在任命制实行期间，高校与教
学校财务管理单纯地认为是校方的事情，与个体
师法律关系单一而明晰。随着《关于深化高等学
教师无关。其危害性不仅践踏了教师参与学校民
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人发 【2000】59 号)
主管理的权利，同时也给腐败滋生了温床。3.进修
和 《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
培训权难以获得。进修培训权是指教师有参加进
的相继出台和实施，我国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
修或培训的权利，教师享有继续教育的权利。目
变得复杂起来。从法理上看，
《高等教育法》第 48
(1)
前，知识更新迅速，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已是人们
条规定 体现了聘任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但
是，高校聘任教师的聘任合同究竟是一种受行政
的共识。对于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来说，进修培
法所调整的行政合同，还是一种受《合同法》所调
训，及时地汲取新知识，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十
分重要。但是，
部分高校忽视教师的进修与培训， 整的民事合同，或是一种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
合同，
《高等教育法》并没有明确。此外，
《教师法》
甚至设置障碍。比如作出服务满多少年限之后才
某些规定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公益性与行政性特
允许进修、读博士或参加培训等不合理规定。4.晋
征。例如：教师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
级、评优知情权受到侵害。晋级、评优关系到高校
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
教师的切身利益。能否晋升为教授、副教授，能否
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这就会引发人们思考：要
被评为优秀，能否晋级增加工资，事关教师职业
在国外，教
权利的核心问题。在聘任制和人事代理制实施以 “行政性”还能“平等自愿”吗？事实上，
师与学校一般都是契约化关系，不存在行政法律
后，这个核心问题成了教师职业权利中的重中之
关系。因此，我国学者质疑学校与教师既具有民
重，事关教师能否受聘，能否续聘。然而，晋级、评
事法律关系，又具有行政法律关系是有道理的。
优时常出现暗箱操作、亲疏有别现象，严重地侵
这个法律问题需要立法界进一步地思考，并加以
害了教师的职业权利。
解决。
三、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弱化的原因
（二）不对等的地位：高校教师处于弱势地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法律赋予了教师
位。教师聘任制规定：教师与高校之间的聘用、聘
神圣地位与职责。然而，在实施聘任制后，因为法
任合同体现平等自愿原则，教师与高校的权利与
规不健全，教师地位与高校地位不对等，工会流
义务是对等的。我国《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都
于形式等原因，致使部分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受
将“平等自愿”作为立法精神。但是在聘用、聘任
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
过程中，教师地位与高校地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
（一）不健全的法规：高校与教师的聘任合同
等。高校地位处于强势，教师地位处于弱势。高校
关系难以界定。聘用制是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事业
既拥有法律、法规赋予其管理教师的权限，也拥
单位与职工基本人事关系的一种用人制度。该制
有制定聘任教师的条件、资格、待遇等权限，
“聘
度与传统的职工终身制有本质的区别。聘任制是
谁与不聘谁”高校领导具有绝对的权力，尤其在
事业单位内部具体工作岗位的管理制度，是相对
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
委任制而言的。受聘人拟任工作岗位或职务一般
督制约机制条件下。有研究表明，近九成教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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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晋升、评职、进修深造过程中领导意见起着
较大或决定性的作用。(2)相反，处于弱势地位的教
师由于不是合同的制定者，在聘任中出现权利伤
害现象，往往迫于当前就业的重压，选择妥协或
者忍气吞声。这就导致了我国目前高校教师聘任
制实施中的形式上的平等协商和实际上的单边
任命。 (3)其危害，不仅有损于高校教师的合法权
益，同时也不利于高校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三）流于形式的工会：维护教师的职业权利
成摆设。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高校教师工会是高校党委联系教师的桥梁和纽
带，同时也是高校教师向高校反馈意见，维护自
身权益的重要通道。我国《高等教育法》第 43 条
规定：
“ 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
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
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高等学校教
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指出，
“高等学校教职工
代表大会是教职工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管理
学校的重要形式”。我国《工会法》第 6 条明确规
定：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
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
工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法律赋予了高校工会
维护高校教师合法权益的权利。
然而，现实中，高校教师工会在维护教师权
益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甚至成为了摆设。主
要表现：第一，大多数高校工会职工代表的推选
本身就是一个流于形式过程。高校职代会主要以
高校管理干部和院系、科研单位的主要领导为主
体，基层教师的比例很少。第二，高校工会主要领
导成员通常是按照校方拟定方案产生的，选举过
程多为“走形式”。第三，高校教师的法律意识和
权利意识还有待提升。现实中的教职工代表大会
难以充分表达广大教职工的诉求，很多高校工会
成了事实上的福利机构，成了教职工娱乐休闲的
去处。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工会和教代会
更多的是作为学校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
，而不
是代表教师合法权益参与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4)
（四）没有落实相关法规：人事代理下的高校
辅导员很难享受到平等待遇。继聘任制实施后，
高校又引入了新的人事管理模式——
—人事代理
制度。人事代理是指政府人事部门批准或授权的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受委托为单位和个人提供社

会化的人事管理服务。高校实行人事代理制度
后，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了高校教师“干好干坏一
个样，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对教师
来讲，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摆脱了对单位的依附
关系，成为平等的主体，
可以自由流动。人事代理
制的负面影响是使很多干着高校活的高校教师，
难以与人事档案在学校管理的教师享受平起平
坐的待遇。以高校辅导员为例，尽管《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十五条规定：
“辅导员
的培养应纳入高等学校师资培训规划和人才培
养计划，享受专任教师培养同等待遇。”可是，在
实际操作中，很多高校并不执行上述规定，人事
代理制的高校辅导员只能享受基本工资待遇，其
他福利很难享受到。
四、新时期保障高校教师职业权利的建议
1.健全法规制度，与国际公约接轨。2001 年，
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标志着我国公民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与国际接轨了，同
时也为我国制定保护高校教师职业权利的相关
法规提供参照。高校教师职业权利实质上就是工
作权的内容，因此，我国的《劳动法》、
《教师法》有
必要与《公约》中关于工作权的规定相衔接，使保
障教师职业权利有法可依。
2.完善聘任制，
规范聘任程序。聘任制是高校
提高人事管理绩效的重要手段。各高校应该依据
现行教师聘任制的相关法规，制定出切合实际的
聘任制度，经不起实践检验，容易诱发教师与高
校矛盾的法规要及时的修正与完善。在聘任教师
过程中，要严格聘任程序，聘任合同的签订与解
除要规范，
不能把高校的意志强加在教师身上。
3.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加强聘任监督力度。在
聘任制过程中，高校教师的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
往往与监督不力，校方滥用职权有关。有些高校
的聘任制度和聘任程序不能说不完善，但是由于
缺失监督机制，致使聘任实施的公平性大打折
扣，程序的公正性流于形式。因此，需要加强聘任
监督力度，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这是保障高校教
师职业权利有法必依的重要手段。
4.建立公正的学术评议机制，确保晋级评优
公正。学术评议是高校评价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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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高校教师的晋级评优，以及能否被聘
任，能否被续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评议机
构评议的结果。因此，对学术评议机构的公正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建立公正的学术评议机
制。
5.教师的职业权利意识，发挥教师工会的作
用。高校教师地位在整个社会中不是弱者，但是
相对于高校强势地位来说，其职业权利也容易受
—维
到伤害。教师工会应该回归其本真的职能——
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替教师排忧解难，诉求教师
的合法权益。
此外，高校教师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职业权利
意识，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各高校也要切
实落实人事代理下高校辅导员的同等待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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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小说，才得到当时人的欣赏，并‘振撼文林，为
力甚大’，广为流传。”见刘明华《丛生的文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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