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与教育法

 法的定义和特征

 定义

 由（特定物质⽣活条件）决定

 体现（统治阶级）意志

 国家制定或认可

 由（国家强制⼒）保障实施

 特征        普国强稳范程程

 法的渊源

 正式渊源

 宪法

 教育法律
 教育基本法（《中华⼈⺠共和国教育法》）

 教育单⾏法

 教育⾏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

 地⽅性政府法规

 ⺠族⾃治条例和单⾏条例

 经济特区法规

 特别⾏政区法规

 教育⾏政规章，由（中央和地⽅有关国家⾏政机关）制定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正式渊源          （习惯、判例、政策、学说、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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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律关系

 概述
 定义       教育法律关系是指教育（法律规范）在调整⼈们有关教育活动的⾏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特征       以教育（法律规范）为前提，以教育权利义务为内容，调整教育活动

 教育法律关系主体

 ⺠事⾏为能⼒

 （不满8）周岁和（不能辨认⾃⼰⾏为的成年⼈）为⽆⺠事⾏为能⼒⼈

 （8到18）周岁和（不能完全辨认⾃⼰⾏为的成年⼈）为限制⺠事⾏为能⼒⼈

 （18）周岁以上、（精神正常的成年⼈）为完全⺠事⾏为能⼒⼈

 16～18周岁，以（⾃⼰的劳动收⼊）为主要⽣活来源的，视为完⼈

 监护⼈背锅

 刑事责任能⼒

 （不满12）周岁，完全⽆刑事责任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犯故意杀⼈、故意伤害罪、致⼈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段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检察
 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4～16周岁，犯（故意杀⼈、故意伤害致⼈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满16周岁，完全刑事责任能⼒⼈

 ⾃⼰担

 学校、教育局、其他社会组织

 教育法律关系客体  （教育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为、智⼒成果和⼈身利益）

 教育法律关系内容

 1.权利义务总是成对出现

 2.总量上⼤体相等，主体数量上不⼀定对等

 3.权利具有（可选择性），义务不具有可选择性

 4.我国属于权利本位国家

 教育法律事实

 事件
 （⾃然）事件------⾃然灾害、（⼈的⾃然出⽣和死亡）

 社会事件-----战争、罢⼯等

 ⾏为       订⽴合同等

 教育法律关系分类

 主体地位是否平等
 （⾪属型）

 （平权型）

 主体社会⻆⾊不同
 （内部）

 （外部）

 主体是否完全特定化
 （相对性）

 （绝对性）

 执⾏的职能不同
 （调整性）

 （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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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律规范

 教育法律规范的分类

 按法律规范的基本职能不同
 调整型规范

 保障（保护）性规范（有制裁）

 按是否包含权利义务

 ⾮规范性条⽂
 概念性规范

 技术性规范

 规则性条⽂

 法律（原则）

 法律规则

 内容规定不同
 （授权性）

 （义务性）

 内容确定性程度不同

 （确定性）

 （委任性）

 （准⽤性）

 对⼈们⾏为⾃由的限制不同
 强⾏性规则

 任意性规则

 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

 （假定：法定条件）：法律规则的适⽤条件

 处理（⾏为模式）

 （可为模式：可以）

 应为模式（ 应当）

 勿为模式（不得）

 制裁（法律后果）

 法的解释

 正式解释（有权解释）

 ⽴法解释      （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司法解释      （最⾼⼈⺠法院和最⾼⼈⺠检察院）

 ⾏政解释       （国务院及其主管部⻔）

 地⽅解释        省⼈⼤及常委会

 ⾮正式解释（⽆权解释）
 （学理解释）

 任意解释

 教育法规与教育道德

 共性    以共同的现实物质⽣活条件为基础，教育法规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教育道德具有共同的作⽤⽅向，反映利益关系⼀致，具有共同作⽤

 区别          内容的确定性和产⽣过程不同，调整范围不同，调整⽅式和承担责任不同，性质及实现机制不同

 联系          相互转化，道德对法规有引导和补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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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制过程

 ⽴法
 ⽴法体制       （⼀元两级多层次）

 ⽴法程序        提出法律案----审议草案---通过法律----（公布）法律

 教育⾏政执法

 特征

 具有国家意志性

 具有（法律性）的活动

 具有国家强制性

 （单⽅）权威性

 主动性

 执法主体（多元性）

 基本原则

 合法性原则

 越权⽆效原则

 应急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

 公开、公正原则

 责权统⼀原则

 执法的内容和⽅式

 ⾏政许可     例如：（注册或批准的⾏为如：办学许可证）

 ⾏政处分     包括：警告、（记过、降职、撤职、开除）

 ⾏政处罚      ⾏政处罚：警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法财物；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制开展 
                       ⽣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政拘留；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政处罚

 ⾏政确认：（学位证书，学历证书）

 ⾏政奖励：（表彰、奖励、荣誉称号）

 ⾏政给付：（抚恤⾦、救助⾦）

 ⾏政强制措施：教育矫治

 声誉罚：（⼜称申戒罚、精神罚：警告、通报批
 评）               
 财产罚：（应⽤最⼴泛：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法财物）                   
 ⾏为罚：（⼜称能⼒罚：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
 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限制开展⽣产经营活
 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
 业）                   ⼈身⾃由罚：（最严厉：⾏政拘
 留）

 司法

 主体：（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特点：1.被动性；2.国家强制性；3.程序法定性；4.态度中⽴性；5.裁决权威性

 三种责任的识别

 ⺠事责任：赔偿损失、停⽌侵害、消除影响等

 刑事责任：主刑、（附加刑）

 ⾏政责任：（⾏政处分）、⾏政处罚

 守法

 主体      全体公⺠和组织

 ⽅式

 禁令的遵守

 （义务的履⾏）

 权利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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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学⽣的权利

 ⽣存发展权       委托监护制度，不得担任受托⼈的是（罪恶不宜：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
 暴⼒伤害等违法犯罪⾏为；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曾拒不履⾏或者⻓期怠于履⾏监护职责；其他
 不宜担任被委托⼈的情形，如严重传染疾病）

 ⼈格权

 1.身体权     禁⽌（⾮法拘禁和⾮法搜查）

 2.健康权    强制报告义务  

 3.姓名权

 4.肖像权

 5.名誉权

 6.荣誉权

 7.隐私权      学⽣的通信秘密权保障

 8.个⼈信息受保护权

 9.休息、娱乐、体育锻炼权       学校不得占⽤（国家法定节假⽇、休息⽇及寒暑假期），组织义
 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集体）补课，加重学习负担

 财产权     学校和教师⽆权（没收、罚款）

 《教育法》关于学⽣受教育权的规定

 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

 2.按照国家规定获得奖学⾦、贷学⾦、助学⾦

 3.在（学业成绩）和品⾏上获得公正评价权

 4.申诉权、诉讼权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学⽣的义务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核⼼权利：（教育教学权）

 2.科学研究权

 3.管理学⽣权

 4.获取报酬权

 5.⺠主管理权

 6.进修培训权

 义务

 教师责任

 ⺠事责任
 职务⾏为：（学校）负责

 个⼈⾏为：⾃⼰赔偿

 ⾏政责任

 ⾏政处分      《教师法》第三⼗七条    教师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政部⻔给予⾏政处分或者解聘。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作造成损失的；                                                                                         
                       （⼆）体罚学⽣，经教育不改的；                                                                                                                                                      
                       （三）品⾏不良、（侮辱）学⽣，影响恶劣的；                                                                                                                  
                         教师有前款第（⼆）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处罚 

 《教师资格条例》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县级以上⼈⺠政府教育⾏政部⻔撤销教师资格：   
   （⼀）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                                                                                                          
   （⼆）品⾏不良、侮辱学⽣、影响恶劣的。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撤销之⽇起（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
 ⼈⺠政府教育⾏政部⻔收缴。                                                                                                                     第
 ⼆⼗条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为的，其考试成绩作废，（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中华⼈⺠共和国教师法》第⼗四条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
 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刑事责任       ⾃⼰承担

 第五章    学⽣、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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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律责任

 教育法律责任分类

 ⺠事责任

 （⾏政）责任

 （刑事）责任

 违宪责任

 归责

 归责要件

 危害结果

 危害⾏为
 作为

 （不作为）

 因果关系

 主观过错

 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

 《⺠法典》第1200条    限制⺠事⾏为能⼒⼈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活期间受到⼈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典》第1201条    ⽆⺠事⾏为能⼒⼈或者限制⺠事⾏为能⼒⼈在幼⼉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活期间，受到幼⼉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身损害的，由第三⼈承担侵权责任；

 举证责任：（原告举证）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法典》第1199条    ⽆⺠事⾏为能⼒⼈在幼⼉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活期间受到⼈身损害的，幼⼉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被告举证）

 ⽆过错责任原则
 监护责任

 学校为教师的（职务）⾏为背锅

 公平责任原则

 学⽣伤害事故处理

 学⽣伤害事故含义

 学⽣伤害事故责任承担----技巧：找茬游戏----茬：学校的⼈、物、管理⽅式有问题

 学校的免责事由

 1.学校已履⾏了相应职责，⾏为并⽆不当的，⽆法律责任： 
  （1）地震、雷击等不可抗的⾃然因素造成的                          
  （2）来⾃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            
  （3）学⽣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4）学⽣（⾃杀、⾃伤）的                                                      
  （5）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意外的

 2.下列情形下学校⾏为并⽆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1）在学⽣⾃⾏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的         
  （2）在学⽣（⾃⾏外出）或者擅⾃离校期间发⽣的                        
  （3）在放学后、（节假⽇）或者假期等学校⼯作时间以外，学⽣⾃⾏滞留学校或者⾃⾏到校发⽣的

 3.教职⼯（与职务⽆关的个⼈）⾏为

 学⽣伤害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时间：（采取⼀切合理有效措施救助伤害学⽣）

 第六章    教育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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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律救济

 ⾏政渠道

 ⾏政申诉

 教师申诉

 书⾯提出

 对学校不满    向（教育⾏政部⻔提出）申诉，教育局（30）⽇内处理

 对教育局不满    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教育⾏政主管部⻔申诉

 学⽣申诉
 ⼝头\书⾯

 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政复议

 ⼝头\书⾯

 学⽣
 不服学校不发毕业证、学位证         向（主管教育⾏政机关）申请⾏政复议

 不服教育局的⾏政⾏为     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教育⾏政主管部⻔申请复议

 教师         对教育局⾏政处罚不满      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教育⾏政主管部⻔申请复议

 ⾏政复议决定有强制执⾏⼒

 司法渠道

 ⾏政诉讼         受案范围

 受理案件：⾏政处罚、⾏政给付、⾏政许可、⾏政奖励等

 法院不予受理的⾏政案件：                           
  （1）国家⾏为，⽐如国防、外交等国家⾏为；                                   
  （2）抽象⾏政⾏为，⽐如⾏政法规、规章或者⾏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的决定、命令； 
  （3）（内部）⾏政⾏为，⽐如⾏政机关对⾏政机关⼯作⼈员的奖惩、任免等；                    
  （4）最终裁决，⽐如法律规定由⾏政机关最终裁决的⾏政⾏为

 ⺠事诉讼

 刑事诉讼

 仲裁渠道（⺠事财产纠纷）
 劳动仲裁（私企⽤⼯纠纷）

 商事合同仲裁       仲裁原则：⾃愿原则、公正原则、仲裁组织依法独⽴⾏使仲裁权原则、⼀裁终裁原则

 调节渠道（⺠事争议）
 ⾏政调解

 ⺠间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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