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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 要建立 和健 全监 督制度。 高校行 政人 员行 政价

最后, 要建立 和健 全学习 制度。高 校行 政人 员行 政价
值观的重 塑, 实 际上 是 一个 对 行政 价值 重 新认 识的 过 程,

值观是否科 学和 合 理, 最终 要 通过 其外 部 行为 表 现出 来。
因此, 应该 加强制 度的 建设, 开 辟多种 监督 渠道, 建 立严

这种重新认识只 有建 立在学 习的 基础 上才能 实现, 通 过建
立健全学习制度, 不断提 高广 大高 校行政 人员 的认识 能力

密的监督网络, 使 行政 人员不 符合 职业要 求的 行为 得到及
时的发现和纠正, 使行政人员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和判 断能力, 使其认 识和 思想不 断得 到改造 和升 华, 这是
实现 行政价值观重塑的前提和基础。

再次, 要建立 和健 全团 队制度。 每个行 政人 员都 是特
定行政组织 的成员, 特 定行政 组织 的全部 成员 也可 以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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