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108年 12月 30日                                    

蘭潭、新民校區聯絡人：王瑱鴻 

聯絡電話：2717052 

民雄校區聯絡人：劉曉華 

聯絡電話：2263411*1212 

 

主旨:敬請各學系協助宣導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校務會議

審理通過，因攸關同學權益，請務必詳參。 

二、新增及修訂內容略述如下，詳細請參閱所附條文對照表。 

(一)「申誡」之懲處： 

1.於校內吸菸(含電子菸)、嚼食檳榔、拋棄髒物等，妨害公共 

衛生者。 

2.未經相關單位核准隨意張貼傳單或海報，經勸導而未改善

者。 

(二)「小過」之懲處： 

1.行為有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致影響校譽，情節輕微者。 

2.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工或同學執行公務，情節輕微者。 

(三)「大過」之懲處： 

1.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工或同學執行公務，情節嚴重者。 

2.行為有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致影響校譽，情節嚴重者。 

三、敬請各學系公告周知，並請各班導師於班週會時間宣導。 

 

此致 

    全校各系所、班級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敬啟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分獎勵、懲處兩類： 

一、獎勵：分嘉獎、小功、大功、

特別獎勵(獎品、獎金、獎

狀、獎牌、榮譽證書、留影、

公開表揚等)。 

二、懲處：分申誡、小過、大過、 

定期察看、退學、開除學籍

等。 

學生獎懲案件，應由事實相關之 

教職員工或該生導師查明提出。 

本辦法業管單位亦得依相關事 

證提送。 

第二條 本辦法分獎勵、懲處兩類： 

一、獎勵：分嘉獎、小功、大功、

特別獎勵(獎品、獎金、獎

狀、獎牌、榮譽證書、留影、

公開表揚等)。 

二、懲處：分申誡、小過、大過、

定期察看、退學、開除學籍

等。 

現行規定對於有權

提出獎懲建議者未

予詳細明訂，故增訂

第 2、3項。 

第六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記「申誡」之懲處： 

一、不熱心為公服務，影響團體

利益者。 

二、擔任各級學生幹部或值日、

值勤等，工作不力，怠忽職

責者。 

三、貪圖不當財物，影響他人權

益，情節輕微者。 

四、對特殊(偶發)事件，在旁助

威或觀望不報，情節輕微者。 

五、不正當使用公物或設施，影

響團體利益，情節輕微者。 

六、涉足不當場所或從事不正當

活動，情節輕微者。 

七、於校內吸菸(含電子菸)、嚼

食檳榔、拋棄髒物等，妨害

公共衛生者。 

八、不遵守交通規則、妨害交通

秩序及安全，情節輕微者。 

九、個人言行態度輕浮，服儀不

整，有失學生本份，情節輕

微者。 

十、無故不參加學校舉辦之校內

外集會，影響校園學習與教

第六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記「申誡」之懲處： 

一、不熱心為公服務，影響團體

利益者。 

二、擔任各級學生幹部或值日、

值勤等，工作不力，怠忽職

責者。 

三、貪圖不當財物，影響他人權

益，情節輕微者。 

四、對特殊(偶發)事件，在旁助

威或觀望不報，情節輕微者。 

五、不正當使用公物或設施，影

響團體利益，情節輕微者。 

六、涉足不當場所或從事不正當

活動，情節輕微者。 

七、吸煙、嚼食檳榔、拋棄髒物

等，妨害公共衛生者。 

八、不遵守交通規則、妨害交通

秩序及安全，情節輕微者。 

九、個人言行態度輕浮，服儀不

整，有失學生本份，情節輕

微者。 

十、無故不參加學校舉辦之校內

外集會，影響校園學習與教

學目的者。 

1.目前本辦法無針

對學生未經許可

張貼傳單、海報之

懲處，故新增於修

正條文第 12款。 

2.現行條文第 12 款

遞移為修正條文

第 13款。 

3.依教育部 108年 8

月 7 日臺教綜

( 五 ) 字 第

1080112516 號來

函，各大專校院應

禁止教職員工生

吸食電子菸，並納

入相關規範管理。 



學目的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者。 

十二、未經相關單位核准隨意張

貼傳單或海報，經勸導而

未改善者。 

十三、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情 

形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者。 

十二、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情

形者。 

第七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記「小過」之懲處： 

一、懲處累計達申誡三次再犯

者。 

二、言行粗暴欺侮他人，情節輕

微者。 

三、冒用、偽造、毀損他人有效

證明物件，情節輕微者。 

四、欺騙師長，意圖諉過者。 

五、未經許可擅入他人處所或踰

牆者。 

六、未經許可擅用學校設備者。 

七、試場犯規，情節輕微者。 

八、蓄意破壞公物或設施，情節

輕微者。 

九、攜帶政府法令所規定違禁品

進入校園，情節輕微者。 

十、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情節嚴重

者。 

十一、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十二、意圖干擾他人，公然為猥 

褻之行為。 

十三、非住宿生未經宿舍管理人

員之同意而進入宿舍。 

十四、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

研究室或寢室。 

十五、行為有違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致影響校譽，情節輕

微者。 

十六、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

員工或同學執行公務，情

節輕微者。 

十七、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情

第七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記「小過」之懲處： 

一、懲處累計達申誡三次再犯

者。 

二、言行粗暴欺侮他人，情節輕

微者。 

三、冒用、偽造、毀損他人有效

證明物件，情節輕微者。 

四、欺騙師長，意圖諉過者。 

五、未經許可擅入他人處所或踰

牆者。 

六、未經許可擅用學校設備者。 

七、試場犯規，情節輕微者。 

八、蓄意破壞公物或設施，情節

輕微者。 

九、攜帶政府法令所規定違禁品

進入校園，情節輕微者。 

十、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情節嚴重

者。 

十一、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十二、意圖干擾他人，公然為猥

褻之行為。 

十三、非住宿生未經宿舍管理人 

員之同意而進入宿舍。 

十四、不法侵入學校廳舍、他人 

研究室或寢室。 

十五、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情

形者。 

1.目前本辦法無針

對學生行為有違

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致影響校譽

之懲處，故參考民

法第 72 條內容，

新增於修正條文

第 15款。 

2.目前僅有大過之

懲處有規定擾亂

學校行政、妨害教

職員或同學執行

公務，新增情節輕

微 者 以 小 過 懲

處，以使懲處運用

上更具彈性。 

3.現行條文第 15 款

遞移為修正條文

第 17款。 



形者。 

第八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記「大過」之懲處： 

一、懲處累計達小過三次再犯

者。 

二、以語言或文字(含使用網路)

惡意批評或侮辱、威脅他人

者。 

三、有鬥毆行為者。 

四、有偷竊行為者。 

五、有賭博行為者。 

六、酗酒滋事或吸食毒品者。 

七、試場舞弊者。 

八、辦理團體事務，挪用公款或

有貪污行為者。 

九、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

工或同學執行公務，情節嚴

重者。 

十、以言語、文字、圖像(含使

用網路)或其他方式，散佈謾

罵誹謗或侮辱等訊息，以破

壞校譽或他人名譽，情節重

大者。 

十一、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

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 

設備，致生重大損害者。 

十三、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 

利用網路事不法行為者。 

十四、行為有違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致影響校譽，情節嚴

重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

情形者。 

第八條 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記「大過」之懲處： 

一、懲處累計達小過三次再犯

者。 

二、以語言或文字(含使用網路)

惡意批評或侮辱、威脅他人

者。 

三、有鬥毆行為者。 

四、有偷竊行為者。 

五、有賭博行為者。 

六、酗酒滋事或吸食毒品者。 

七、試場舞弊者。 

八、辦理團體事務，挪用公款或

有貪污行為者。 

九、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

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十、以言語、文字、圖像(含使

用網路)或其他方式，散佈謾

罵誹謗或侮辱等訊息，以破

壞校譽或他人名譽，情節重

大者。 

十一、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 

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

設備，致生重大損害者。 

十三、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 

利用網路事不法行為者。 

十四、有其他相當於以上各款之 

情形者。 

1.為使懲處運用更

有彈性，故新增修

正規定第 7 條第

16 款之情節輕微

及修正現行規定

第8條第9款為情

節嚴重者。 

2.目前本辦法無針

對學生行為有違

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致影響校譽

之懲處，故參考民

法第 72 條內容，

新增於修正條文

第 14款。 

3.現行條文第 14 款

遞移為修正條文

第 15款。 

 

第十三條 嘉獎、小功、申誡、小過 

之獎懲由學生事務長核 

定之。 

第十三條 嘉獎、小功、申誡、小過

之獎懲，本校教職員均可

提供建議，並循行政程序

由學生事務長核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 2

條第2項及第3項規

定酌做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