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发展研究 2018．21

黄 硕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律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 兼职研究员 （广州 510635）
郝盼盼 /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 （北京 100120）

论我国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
司法审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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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性质是行政处分。随着依法行政原则扩展适用于内部行政领域，行政处分部

分地纳入司法救济的范围；同时，基于对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尊重，法院对行政处分的审查强度不应过强，法院审查强

度的选择，是学生受教育权与高校自主管理权之间的利益衡量。根据高校的行为是基于学术权力的学术管理行为还

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政管理行为，对其审查应当形成多层次的审查强度。开除学籍处分是高校基于行政权力而作出

的具有纪律处分意义的行政管理行为，法院对此的审查强度不应限于程序正当性的最小审查强度，须视处分是针对

学生违反学术纪律还是校园秩序，可以采取中等审查强度或严格审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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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经修订并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新《规定》表明，加强学生

权利保障、完善对不服纪律处分的学生的权利救济

途径，显然已成为高等教育立法的发展趋势。而在

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开除学籍处分的司

法审查也逐渐突破单纯的程序合法性审查，在部分

案件中针对处分决定的内容合法性进行审查。通过

梳理和总结近年来我国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本文旨

在探讨：法院在审查开除学籍处分的合法性时，对程

序正当性存在争议的处分决定应如何审查？进而，

对高校作出处分决定过程中行使的裁量和判断，包

括高校对相关上位法规范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

释是否合法，包括高校处分决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法院应当在多大程度（审查强度）上进行审查？

一、我国高校近年来对学生实施开除学籍处分

的基本情况

近 5 年来，学生因开除学籍处分而与高校产生

的纠纷进入行政诉讼领域的情况比以往增多。我们

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开除学

籍”为全文检索的关键词，检索该网站公开的 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各级法院作出的行政诉讼裁判文

书，再经过人工筛选、排除无关数据和重复数据（例

如中学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案件，高校作出退学决

定的案件，同一案件经一审、二审、再审形成的多份

判决书），统计得出：近 5 年来学生因开除学籍处分

起诉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 56 件（见表 1）。
我国高校对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依据

主要是现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 条

（2017 年《规定》修订前为第 54 条，对这一条文，下

文简称“开除规定”）。我们根据“开除规定”有限列举

的 8 种法定理由对这 56 个案件作出分类统计发现，

高校对学生开除学籍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学生有“严

重作弊”这一情形，占 56 个案件中的 66.07%，而且

每年存在；其次是学生的行为“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

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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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斗殴），占 12.5%；再次是学生“屡次违反学校规

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情形，占 8.93%。根

据新、旧“开除规定”第（四）项的内容，我们将“严重

作弊”细分为表 1 中的 4 种情形，发现高校因学生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而给予开

除学籍处分的案件，占 56 个案件的 37.5%；因学生

“使用通讯设备作弊”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案件，

占 56 个案件的 17.86%。
表 1

注：1.非法理由，是指高校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2 条开除学籍的 8 种法定理由之外，擅自另设的理由；裁判文书未

写明理由，是指因为法院同意原告提出的撤销请求等原因，在裁定书

中不再写明原开除学籍处分的作出理由。2.高校因先前决定程序违

法，重新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在统计上视为一个新的案件（共

计有 6 个）。3.案件所属年份，以目前找到的最终判决所发生年份而定。

我们以这 56 个案件的判决书（裁定书）为进一

步研究的对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69 条至第 77
条的判决类型作分类统计，从中分析高校作出开除

学籍处分决定的合法性、存在违法性的开除学籍处

分决定中违法情形集中在哪些方面，并由此了解我

国法院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采取的司法审查强度的

情况（见表 2）。
从表 2 可见，高校被法院判决违法的这 26 个处

分决定中，具有违反法定程序情形的占其中的

65.38%，具有适用法律错误情形的占其中的 50%。
而从判决书可以看出，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是指高校

制定的、据以作出纪律处分的校内规范性文件 （校

规）规定了比上位规范“开除规定”更严格的要求，将

“开除规定”本具有裁量空间的“可以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限缩为校内规范性文件中的“应当给予开除学

籍处分”，因此，多个案件中的法官认为，根据这种违

法的校内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处分决定，是对“开除

规定”的错误适用。[1][2]

另一方面，对表 2 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法

院仍将程序合法性作为审查处分决定的重点，但对

学生违规事实和情节的审查也逐步纳入了法院的审

查范围。在有的案件中，学生的学习态度、在校以往

纪律表现、是否初犯、过错严重程度、违规事件发生

后的悔过态度等主观因素，会被法官认为是高校是

否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应予综合考虑的因素，若高校

对这些因素未予考虑的，该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可能

会被法官认为是“明显不当”而予以撤销。[3][4][5]可见，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审

查强度已在增强。

表 2

注：1.驳回诉讼请求，在《行政诉讼法》2014 年修正以前，表述

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2.开除学籍处分决定因违法而被撤销的，

有的案件中违法情形不止一个，因此“主要证据不足”等 4 项违法情

形的案件数总和不等于“撤销开除学籍处分决定”案件数。

二、司法审查强度的意义：学生受教育权与高校

自主管理权之间的利益衡量

在外部行政与内部行政二分的理论与制度框架

下，行政主体制裁行为呈现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

分”（纪律处分）二分的形态。由于我国公立高校与学

生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的特别行政法律关系，我们认

为，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性质既不是行政处罚，

也不是所谓“准行政处罚”，而是一种行政处分。[6]

开除学籍处分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在学

籍管理方面授予大学自主管理权的体现。法院对开

除学籍处分决定的审查强度，关系到法院如何在保

障学生受教育权和尊重高校自主管理权上实现利益

平衡。审查强度的选择和探讨，意味着无论是司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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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权限还是高校自主管理的权限，哪一种权力都

不能过分强大。司法权的谦抑性与高校的自主管理，

某种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意义的“大学自治”，
是大学在法治原则之下进行的教育行政管理，并非

意味着大学可以凭自治的名义成为无视学生权利的

“独立王国”。大学自治权的性质是“透过立法的规

定，由大学自治权取代立法权限，用以保障并规制大

学成员的权利及义务。”[7]学生的受教育权是宪法确

认的基本权利，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具有客观价值

秩序；在面对学生的受教育权时，大学自治权的行使

具有为学生的受教育权提供积极主动的制度性保障

和程序保障的义务，①亦即大学有义务根据法律的授

权、为保障学生权利而在内部建章立制，尤其是应当

积极建立和完善学生权利的校内救济制度。学生权

利的保障，应当是高校内部救济和司法机关的外部

救济相结合的体系。法院审查强度的选择，建立在对

高校事务性质分类的基础上，对某些事务采取较低

强度的审查，是对高校管理专业性的尊重，另一种意

义上也是对高校内部救济机制的信任。

三、对高校事务的审查强度应具有多层次性

（一）高校事务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法院审查强度

的多层次性

从学理上讲，随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的瓦解，

高校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作出的纪律处分行为不

再存在“法外空间”。即使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性质

并非行政处罚，不可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但仍应

受到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公开原则、平等原则

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例如，对学生开除学籍

的，应当经过书面说明理由、告知权利、听取陈述和

申辩、实际送达、提供申诉救济等程序。[8][9][10]新修订

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54 条规定，学校

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

确、程序正当、处分适当。这一规定构成法院审查开

除学籍处分合法性的标准。
从审查强度来讲，审查强度可分为最小司法审

查、中等司法审查和严格司法审查。[11]对开除学籍的

程序正当性进行审查是最低限度的审查。然而，法院

的审查强度是否应止步于此？在实体问题的审查上，

过去认为高校的学生管理事务具有高度专业性和自

治性，法院应尊重高校的首次判断权，不宜作出实质

审查。这种观点固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化，已欠

周详，尤其不能适应高校事务性质多样化、高校内部

组成人员（教师、学生、教育行政人员）利益多样化的

状况。
我国学者已在探讨根据高校事务的不同性质，

法院应当分别运用不同的审查强度予以审查。例如，

沈岿教授认为，法院应考虑不同的因素而定审查的

强度，最为关键的因素乃法律规范或学校规则是否

包含专业的学术判断基准在内。沈岿教授进而区分

了三种审查强度，若法律规范或学校规则与学术判

断基准无关，进行严格审查；若为学术惩戒，法院在

实体上一般应给予比较高度的尊重；对某些虽然不

涉及学术判断但通常需要学校根据其管理惯例而作

判断的事实认定，进行合理性审查。[12]申素平教授提

出，高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制度应区分学术行为与

非学术行为，区分学生的校外行为与校内行为。[13]倪

洪涛教授认为，司法对大学事务的审查强度，根据案

件性质的差异，在审查标准的选择上呈现多样性，对

学习相关权案件的审查强度是“严格审查标准”，对

学术性事项的审查强度是“合理性审查标准”，对行

政性事项的审查强度则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

度审查标准”。[14]

（二）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区别，决定了退学

处理与开除学籍处分的审查强度应有所不同

我们认为，我国法院对公立高校事务的审查强

度，应区分高校的行为是基于学术权力的学术管理

行为还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行政管理行为。前者属于

高度自治和高度专业性的事务，应严格限制司法审

查的强度，采取最小司法审查，原则上高度尊重高校

对学术事务作出的认定，除非高校的行为明显违反

正当程序和平等原则。而高校的行政管理行为，根据

重要性理论，其中对学生基本权利产生重大影响而

纳入受案范围的行为，还应进一步细分为违反学术

纪律的惩戒行为和违反校园秩序的惩戒行为。对违

反学术纪律的惩戒行为的审查，如毕业论文中存在

剽窃、伪造数据等行为，因事实认定中包含了学术判

断的因素和教育管理的特点，宜采用中等司法审查

的强度；而对违反校园秩序的惩戒行为的审查，如打

架斗殴，在处罚情节的事实认定上跟高校“部分性社

会秩序”以外的一般行政处罚差异不大，因此可采用

严格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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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该观点用于分析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关于消灭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

关系的措施的司法审查强度。《规定》区分了高校对

学生的学业处分权与纪律处分权，这两种权力的区

分承继了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立法传统。②无论是学

业处分中的退学处理还是纪律处分中的开除学籍，

其法律后果都是高校通过单方面的行为消灭了其与

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学生因终止在校学习，其受教

育权受到严重限制。不过，由于高校这两种权力的性

质不同，对退学处理和开除学籍的立法规制程度和

司法审查强度也各不相同。
我们认为，法院对退学处理应当仅采用最小司

法审查强度，对开除学籍处分则可以采取中等及以

上的司法审查强度。
学业处分在性质上是教育措施，是高校基于学

术权力对学生作出的处理，这种处理所针对的是学

生的学业事项。学生受到这种处理，在主观方面未必

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例如由于学业成绩、身体健

康、自主创业等原因而受到留级、休学、退学等处理。
高校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应修学分、学习年限等，

有权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发展规划、教学条件等制

定教学上的标准，并以此标准考核学生。高校对学业

上严重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予以退学处理，应当既考

虑到学生本人在不宜接受本校提供的高等教育的情

况下以一种淘汰机制建议其另谋出路，又要考虑到

本校相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如何在学生之间优化

配置，在实施合理淘汰后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应当享

受该资源的学生身上。基于此，高校对学生作出退学

处理决定是一个专业性、自主性很强的裁量过程。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30 条在规定学校

可予退学处理的情形时，赋予高校很大的裁量空间，

高校主要负有的是建立规定、设定标准的义务，至于

规定、标准的内容（如学业成绩要求、学习年限、休学

期限等等） 国家立法不予限制，交由各高校自主决

定；而且，本条还设了兜底条款，高校可自行规定应

予退学的其他情形。而在司法审查层面，法院对高

校退学处理的审查强度也较宽松，应当采用最小司

法审查，审查高校是否就退学处理事项事先制定了

明确的内部规则、适用该规则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

是否正当、处理决定有无明显违反平等原则和不当

联结原则等。

而纪律处分在性质上是教育行政措施，是高校

基于行政管理权力，为了维护内部的“部分性社会秩

序”，对较为严重违反纪律并破坏了教学秩序、校园

生活秩序的行为作出的惩戒。因此，有学者根据违纪

行为侵害的客体不同，将纪律惩戒分为“学业性惩

戒”和“纪律性惩戒”。[15]跟学业处分的情形不同，学

生受到纪律处分的要件之一是学生的行为具有过

错，而非学业技能上技不如人。因此，高校在作出纪

律处分决定过程中，裁量的专业性低于学业处分。同
样是关乎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措施，“开除

规定”对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制严格于对退学处理的

规制。在“开除规定”列举的 8 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的情形中又可分为两类：第（四）、（五）项全部内

容及第（六）、（八）项部分内容属于违反学术纪律的

惩戒，纪律处分涉及事项混有学术判断，例如学术不

端行为及其影响后果的认定，因此，对这些情形引起

的开除学籍处分的司法审查，应采用中等司法审查

强度，尊重高校学术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对学术问题

的价值判断；而“开除规定”其他内容属于纯粹的纪

律性惩戒，或者说是“违反校园秩序的惩戒”，旨在维

护校园生活秩序和公共管理秩序，法官的判断同样

可以来自常人的生活经验，应采用严格司法审查强

度。
上述关于对高校事务审强度的多层次性观点可

概括为表 3：

表 3

四、我国法院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三层次审

查强度

（一）最小审查强度：对处分的程序正当性审查

法院对高校作出处分的程序正当性审查，构成

了司法审查最低限度的、最基本的审查内容。本文表

2 的统计也反映出这一点。
我们注意到，虽然有的法院将开除学籍处分定

性为行政处罚，但判决书中无一引用《行政处罚法》
作为审查依据，这也可能反映出法院存疑的态度。由
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审查对象仅限于

行政行为，没有将“其他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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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审查对象中，从而存在目前“行政行为”概念无

法涵盖类似高校纪律处分等公权力行为的逻辑缺

陷。[16]而一些法院将开除学籍处分定性为行政处罚

的做法，仅是为了论证将其合法纳入受案范围的权

宜之计。这表明，即使开除学籍的定性在实务界认识

中徘徊于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之间，但它仍然受到

正当程序这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拘束———哪怕法无

明文规定。
我们认为，程序正当性审查的重点，应当是关注

学生的陈述申辩权有无得到保障、处分决定作出的

主体和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组成是否合法、处分决定

有无不当联结因素、学生权利救济途径是否畅通等。
法院作出程序正当性审查，并非让高校“走过场”式
地重新作出决定。其意义在于，不仅让高校遵循国家

法律所规定的基本程序规则，而且督促高校制定和

完善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的内部程序性规范。
我国司法实践中，开除学籍处分的程序正当与

否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 法院对处分程序中是否保障了学生陈述、申
辩权的审查

关于陈述、申辩权的价值，诚如台湾学者吴庚所

言，除了具有维持行政行为正确性、保障人民权益等

实体法意义外，还具有提供人民参与决策机会、代替

行政争讼程序等程序法本身的价值。[17]而在高校教

育行政中，由于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是高校与学生关

系跟其他“部分性社会秩序”相比尤为突出的特征，

在此意义上处分本身也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手段。因

此，我们认为，通过保障学生陈述、申辩权，从而推动

和保障学生参与到处分作出程序当中去，辨明是非，

消除对抗，意义十分重大。
程序违法有重要程序违法和轻微程序瑕疵之

分，有学说认为对轻微程序瑕疵可以确定行政行为

违法但不予撤销。[18]然而，开除学籍处分中不听取学

生陈述、申辩的，那么高校在违纪事实认定和违纪者

情节轻重的考量上，就存在裁量所涉及的事实因素

缺失的可能，这无疑构成重要程序违法，我国司法判

决中的主流观点是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该处分。③

例如，在王圣钦诉南京师范大学案中，法院认

为，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被告应当在处分决定

正式公布前给予被处分人提出申辩意见的权利，从

而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保证处分决定作

出的正确性。被告并无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据证明其

给予了原告此项权利，应属不当，故判决撤销该处分

决定，责令高校限期重新作出决定。[19]

又如，在李钊等诉新疆大学案中，法院同样认

为，被告未遵循行政程序公开、正当原则，未听取原

告陈述和申辩，迳自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明显

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本案中，被告曾辩称，在认

定原告考试作弊事实的过程中，已给予原告陈述申

辩的机会，但法院认为，被告的正式处分决定变更

（加重） 了初步处分决定中对原告拟采取的处分措

施，而在这一正式决定作出前没有再听取原告的陈

述申辩，仍构成程序违法。[20]

因此，我们认为，高校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未听取

或未充分听取学生陈述申辩的，法院应认定为程序

违法而撤销处分决定，该程序的瑕疵并非轻微、不应

通过“治愈”而消除。在程序合法性的审查中，高校应

就其处分决定过程中已听取了陈述申辩而承担举证

责任。若高校最终决定开除违纪学生的学籍，对学生

的陈述申辩权的保障必须是充分全面的，既包括在

调查取证、事实认定阶段，询问相对人，以便查清事

实；又包括在处分决定正式作出前、在处分措施裁量

的阶段，向相对人告知处分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拟

采取的处分措施是开除学籍，再次听取相对人的陈

述申辩后（必要时举行听证后），看是否存在从轻、减
轻等情节，才最终作出处分决定。

2.法院对高校是否履行送达和救济途径告知的

义务的审查

送达是处分决定生效的要件，这是公开原则的

要求。此外，处分决定书的送达还具有告知相对人权

利救济途径的意义。救济途径的告知，又称“教示”，
在性质上是行政主体作出不利决定时的一种附随于

送达行为的义务。在学理上，教示义务更注重相对人

的申请救济权利有无被实质侵犯，因此，没有教示或

错误教示并不是导致行政决定必然违法的理由。[21]

目前我国法院对未告知救济途径的情形，其判决接

近于学理。④

而对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所设置并

逐渐健全的学生申诉制度，我国法院对高校处理学

生申诉的程序合法性亦作审查，但由于申诉制度的

法律地位是学校的内部救济途径，独立于处分决定，

因此，申诉即使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也不必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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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决定的程序违法。⑤

（二）中等审查强度：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判

断的主要尺度

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法律使用的概念含义不明

确或有多种可能解释，因此行政机关将不确定法律

概念适用于具体事实关系时，得以具有自由的判断

余地。[22]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应作何种强度的司法审

查，尚存争议。在德国，趋势是主张法院应当对不确

定法律概念（包括其中的专业判断）进行全面审查。[23]

而传统的德国学说主张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经

验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主张对这两种性质不同

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分别采取不同强度的司法审

查，特别是对规范性概念应作有限审查，这种学说对

我国台湾地区产生较大影响，亦为我国大陆地区部

分学者所赞同。⑥结合审查强度三层次理论来看，法

院尊重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合理解释，通

常仅否定那些明显不合理的解释，属于中度司法审

查强度；而法院经审查后，以自己的判断代替了行政

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的，属于严格司法审

查强度。⑦

高等教育立法中具有大量含有道德、学业、政策

规划因素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对这些不确定法律概

念的解释通常要跟立法目的、跟高校“部分性社会秩

序”的自身特征相结合，因此，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

念属于规范性概念。对于这种规范性概念，我国法院

通常基于尊重高校自主权的考虑，只要高校已事先

制定了某种具体的规则和标准，且这种规则和标准

并非显然不合理的，法院原则上不推翻校内规范性

文件中对上位法所含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
以开除学籍处分为例，“开除规定”中就包含了

“情节严重”、“严重作弊”、“严重影响……秩序”、“严

重后果”、“屡次违反”等不确定法律概念。高校为落

实本条规定而制定校内规范性文件或作出具体处分

时，必然涉及对上述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才能完

成法规范的涵摄和适用过程。
在龙辉诉井冈山大学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

之一是，携带通讯设备（但未使用）是否属于旧“开除

规定”第（四）项及据此制定的《井冈山大学学生违纪

处分办法》第 27 条第（三）项中“严重作弊”的情形。
二审法院认为，相对人是否属于考试作弊情节严重，

应否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井冈山大学具有充分的自

治权，法院不宜过多干涉。[24]法院在尊重井冈山大学

对“严重作弊”概念的解释和适用的基础上，确认了

开除学籍处分的合法性。
在许某某诉中国海洋大学案中，原被告争议的

焦点之一是，原告两次考试作弊时是否可以给予开

除学籍处分，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开除规定”中“屡

次”的含义，即“屡次”是指三次以上还是两次以上违

反校规。法院在本案判决中认为，既然“屡次”的含义

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因此高校基于该规定授予

的自主权，强化考试对学生行为准则与思想品德的

判定准则，进而规定了“对考试违纪或作弊受过纪律

处分者，再次作弊时，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并未违反

“开除规定”。[25]高校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结合

了高等教育领域学风品德的价值判断。对此，尽管我

们认为，从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来看，将“屡

次”解释为两次以上的观点值得商榷，不过法院对解

释的尊重态度表明，法院在此采取了中等审查强度。
然而，在部分案件中，法院根据自身对法律条文

中不确定法律概念含义的理解，对高校解释适用不

确定法律概念的决定作出实质审查，采用严格审查

强度。最典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甘露不服暨南大

学开除学籍决定案”中认为，暨南大学的校内规范性

文件是依据旧“开除规定”第（五）项制定，因此不能

违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条文的立法

本意。最高人民法院进而对旧“开除规定”第（五）项

中“情节严重”的概念作出解释，“系指剽窃、抄袭行

为具有非法使用他人研究成果数量多、在全部成果

中所占的地位重要、比例大，手段恶劣，或者社会影

响大、对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等情形。”根据这种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告甘露的行为不属于开

除学籍处分的情形，暨南大学的处分决定因适用法

律错误而被确认违法。[26]

我们认为，如前述，高校基于行政权力而作出的

处分，可分为违反学术纪律的惩戒行为和违反校园

秩序的惩戒行为。而违反学术纪律的惩戒行为，通常

就涉及对规范性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作出审查。
在此意义上，学生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和

作出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两个不确定法律概

念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属于经验性概念，法官固然

可以根据自己一般生活经验作出判断，并采取严格

审查强度。而后者属于规范性概念，其含义的发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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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寻学术共同体面对学术不端行为时所共有的价

值观，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不放弃对犯

错者的教育”还是“排除学术不端行为人占用稀缺的

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利益衡量。法官作为学术共同

体的“外人”，在实体问题上能在多大程度上以自己

的判断代替高校的判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对违

反学术纪律的惩戒行为采取中等强度进行司法审

查，源于法院面对规范性不确定法律概念中蕴含的

学术道德观念和专业性时，自身判断能力受到限制，

因而，要采取严格审查强度推翻高校原判断是要十

分谨慎的。
（三）严格审查强度：以比例原则对处分的合理

性审查

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过度

禁止原则，该原则源于德国警察法，在我国台湾地区

行政法实务中被广泛应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第 54 条规定了学校给予学生处分，应当

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与学生违法、违纪行为的性

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这一规定是对比例原

则尤其是对必要性原则的体现，要求学校在可以对

学生作出的几种纪律处分措施中选择合理的、必要

的、同样能达到教育与惩戒目的的诸手段中侵害最

小的措施。这一规定不仅构成学校依法行政、自我规

制的要求，并且结合《行政诉讼法》第 70 条法院有权

撤销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它也构成了法院

审查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合理性的

一个审查标准。法院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学校处分决

定合理性的，在三层次的审查强度中属于严格司法

审查。
我国法院在审查开除学籍处分的案件中，明确

适用比例原则的有李钊等诉新疆大学案。本案中，

法院认为，原告主观上追求从轻处罚的目的，客观上

未有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而被告未考虑开除学籍

的处分结果与原告替考作弊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

会危害性程度相当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享有多种纪

律处分可选择的情况下，择其最重者予以处分，没有

体现被告新疆大学应当在作出决定时所必须具有的

合理的、善意的和有正当理由的基础，与行政法的比

例原则相悖离”。[27]

而在“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虽未明文适用比例原则，但在判决书

中认为，“特别是在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等直接

影响受教育权的处分时，应当坚持处分与教育相结

合原则，做到育人为本、罚当其责，并使违纪学生得

到公平对待”。[28]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从保护学生

受教育权的角度，主张处分措施应具有教育的目的

性，而且学校应当对开除学籍处分的作出持较为谨

慎的态度，本案因课程论文两次抄袭即给予开除学

籍处分是过重的处分。这实际上也运用了比例原则

的思维审查高校处分决定的合理性。
此外，在聂恒布诉河海大学案中，对原告持续一

学期的旷课行为是否应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法院也

作出了合理性审查。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考虑到相

对人行为情节严重性、高校是否已尽及时告知义务、
高校是否已尽教育义务、相对人的主观态度、高校教

学秩序的维护等因素，都驳回了原告主张的“一学期

内只能对连续旷课行为处分一次”，确认了开除学籍

处分具有合法性和适当性。[29]

总结我国法院在上述案件中的观点，我们认为，

在教育行政法领域，由于教育与处分相结合原则构

成了学校对学生处分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学校在

作出处分决定时，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处分措施的

选择上，应当比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中同类情形更加

宽容。亦即，鉴于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在制裁效果上

的近似性，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可以比照行政处罚的

相关规定，但原则上不应严格于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对

高校的裁量权干预较强。尤其是经过审查后，法院以

处分决定明显不当推翻高校原决定的，必然存在是

否侵犯了高校自主权的争论。因此，我国法院采取这

一严格审查强度的案件并不多。在上述例举的三件

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的案件中，李钊案、甘露案中

法院审查的是关于违反学术纪律的惩戒决定，而聂

恒布案中法院审查的是关于违反校园秩序的惩戒决

定。我们认为，后一种情况由于接近日常生活经验、
较少涉及学术价值的判断，法院可以采取严格司法

审查强度。而前一种情况若采取严格司法审查强度，

是否有悖司法谦抑性，不无斟酌余地。诚然，上述李

钊案、甘露案中，法院也并未单一进行合理性审查，

同时还审查认定了高校在作出决定时存在的程序不

当、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从而以综合的判断否定了

高校决定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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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一）法院应当运用多层次审查强度对开除学籍

处分作出审查

探讨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司法审查强度，应

当运用利益衡量和大学事务类型化研究的方法。利

益衡量的天平，一端是法院在保障学生权利、监督高

校处理处分行为不违反上位法，另一端是保障和推

动高校自主管理、不违背司法的谦抑性。而大学事务

类型化的研究方法，通过精细区分高校管理行为的

不同性质，界定法院对每种行为通常应采取何种审

查强度。
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性质是一种行政处

分，是高校基于行政权力而作出的具有纪律处分意

义的行政管理行为，因其对学生受教育权产生重大

限制而应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法院的受理

不意味着一律对处分决定进行严格审查。我们认为，

法院应当运用和完善多层次的审查强度。开除学籍

处分不是基于学术权力的学业处分，法院对此的审

查应不限于程序正当性的最小审查强度，具体又可

细分两种情况：第一，因学生违反学术纪律而作出的

开除学籍处分，法院可以采取中等审查强度，进行要

件审查，包括审查高校对法规范中的规范性不确定

法律概念的解释是否合法；因被审查事项混有学术

判断，中等审查强度意味着法院一定程度尊重高校

关于学术问题的专业判断或价值判断。第二，因学生

违反校园秩序而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法院可采取

严格审查强度，包括审查高校对经验性不确定法律

概念的解释是否合法，以及审查处分决定是否符合

比例原则等。
（二）多层次审查强度对高校管理的启示

我国法院对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审查强度增

强，是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更高要求。高

校要合法合理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首先，要做

好校规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及时清理和修改与上

位法相抵触的校内规范性文件，准确适用上位法，结

合本校实际准确落实上位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其次，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律和校内规范性文件自身

所规定的程序作出决定，充分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和

陈述申辩权，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再

次，要在作出开除学籍处分时运用好比例原则，综合

考虑学生的学习态度、悔过态度、以往纪律表现、过
错严重程度等主观因素，避免处分决定的明显不当。

（责任编辑 翁伟斌）

注释

①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和程序保障同属基本权利的组织保障的范畴。基本权利的组织保障是德国宪法法院 1973 年“大学判决”根据基本权利

效力所确立的内容，构成立法机关和大学的一项义务。参见：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 1 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32-135.

②民国时期，高校规程对于学业处分、纪律处分的区分并不明显，都属于校长惩戒权的内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高等教育的立法开

始区分这两种权力，例如《高等学校课程考试和考查规程》（1955 年 12 月 15 日）规定了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在法定情形下可以命令学业

不良的学生退学。参见黄硕，申素平.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特别权力关系的变迁史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4，（4）:38-55.

③在有的案件中，法院持“程序瑕疵论”，认为高校没有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处分行为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处分决定

实体内容的成立。我们认为，如果相对人在不利决定中的陈述申辩权被剥夺，尚只能认定为程序瑕疵的程度而不是程序违法，那么还有什么

情形能构成程序违法呢？这一观点是对正当程序价值的轻视，也有违《行政诉讼法》第 70 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而在我们所查询到的教育

行政诉讼案件中，主张这一观点的判决毕竟是少数。

④例如“唐露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处分纠纷上诉案”中，法院即认为，虽然在被诉的处分决定中没有依法载明救济途径，但上诉人实际已按

照相关规定向学校进行了申诉及向辽宁省教育厅提出了复核申请，上诉人相关的程序权利行使并未受到影响，且被上诉人在程序上存在的

瑕疵尚不能动摇其对处分结果的认定，故该处分决定不足以被撤销。参见：唐露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处分纠纷上诉案[DB/OL].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08）沈行终字第 1 号，http://www.pkulaw.cn/case，引证码 CLI.C.103831.

⑤例如，在“井冈山大学与龙辉诉其开除学籍决定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审被告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委员组成不符合其校

内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存在瑕疵，但对原审原告的申诉权利未造成实际影响，且该申诉程序是一个独立程序，与处理程序不是同一程序。参

见：井冈山大学与龙辉诉其开除学籍决定上诉案[DB/OL]，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吉中行终字第 35 号，http://www.pkulaw.cn/case，

引证码 CLI.C.3779145.

⑥经验性概念是指该概念可经由一般人之知觉或生活经验而加以推论；规范性概念（有的称为“价值性概念”）是指该概念的本质虽非现实，

但须由专门知识进行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来自于一般价值观的衡量与特定法律立法目的的认知。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6；李惠宗.教育行政法要义[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150；林明锵.行政法讲义[M].台北：新学林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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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两种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司法审查强度上的区别，我国大陆地区学者有概括为：经验性概念客观性较强，包含的专业性内容较

少（多是生活常识），对此法院全面审查；规范性概念与主观价值因素结合，行政管理的专业性较强，采用有限审查理念。参见：周佑勇，熊樟

林.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J].南京社会科学，2012，（5）:90-91.

在台湾地区，借鉴德国这种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分类研究的思维，早期单一的“全部审查说”被多数学者和司法实务所否定。多数学者主

张，行政机关对规范性概念的解释与适用存在一定判断余地，行政法院作出审查时应有其界限，不宜作完全审查。至于行政机关的这种判断

余地的范围，台湾地区的学说及司法实务通过逐渐建立类型，阐释何种情形下行政机关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享有判断余地，例如关于考

试成绩的评定、具有“高度属人性”的决定、由社会多元利益代表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所作的决定、由独立行使职权的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具

有预测性或评估性的决定、具有高度政策性的决定等。参见：李惠宗.教育行政法要义[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155-158；李建良.行

政法基本十讲[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281-284.

⑦王贵松副教授亦认为，法院对于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通常是全面审查的，对于掺杂着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法院常常运用裁量

权审查的一般方法加以审查，并非一律严格审查，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6: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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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inese Courts'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on the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Action "Expelling from School"
Huang Shuo & Hao Panpan

（Research Center of Law and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Schoo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sych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120）

Abstract: The legal nature of expelling from school, taken by the universities, is an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As the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 by law gradually apply to the area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som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s
have been included into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Meanwhile, on account of respect for the universities' right of self-management,
the intensity of the review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s should not be too strong. How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intensity
of the review by the judges, is a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students' right to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right of self -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action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academic management actions
(based on the academic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ctions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judges should take
multi-level intensity of the review when they examine the legality of the universities' different actions. Expelling from school is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ction with the nature of disciplinary sanction, which taken by the university based on its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refore, the judges should not be only limited to take the minimum intensity of the review, that is the review on the due
process. They could take the medium intensity or even the strict intensity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reviewed is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or maintaining the campus order.

Keywords: expelling from school,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intensity of the review, due process, indefinite concept of law,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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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nd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Zhang Ran & Ouyang Tianyi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Drawing upon university sexual harassment policies, this paper analyzes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systems and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and illuminates their underlying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While most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dopt a minimum change approach by applying its general grievance procedures to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some
universities choose to issue policies specific on harassment and establish a diversity officer to handle the complaints, with the latter
approach representing a growing trend. In general,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have two sets of procedures forhandling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s: the informal channel and the formal channel. The purposes of the informal channel are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through
voluntary action or conciliation and to provide continuous support to both parties. In comparison, the formal channel is used to make
factual investigation and render sanctions, therefore necessitating a series of due process protection. The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a few
recommend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exual harassment handling systems and procedur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words: sexual harassment, higher education, conciliation, arbitration, due process,grievance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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