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龍田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6 日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二條。 

（二）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二、目的： 

（一）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權益及個別差異，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二） 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及尊重關懷之待人處事態度。 

（三）運用民主法治作為，培養學生重法治守紀律之精神。 

三、審議範圍： 

（一） 審議本校學生特殊優良表現之獎勵案件。 

（二）  審議本校學生違犯校規情節重大者之懲處案件。 

四、組織：置委員 9 人，由下列人員兼任之：（附件一） 

（一）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兼召集人 1人，由校長兼任。 

（二）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兼副召集人 1人，由教導主任兼任。 

（三）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兼秘書 1 人，由學務組長兼任。 

（四）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 9人，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學校教師代表、家長會

代表代表共同組成。 

五、會議召開及決議： 

（一）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召開，應由召集人召集舉行會議。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 

（三）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決議，應由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六、運作流程 

（一）各業務單位視學生實際行為提請召開獎懲委員會。 

（二）主任委員召集舉行會議。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對獎懲案件提出討論及評議，並將決議之獎懲內容，作成決議

書（附件二），並載明事由、理由及獎懲依據。 

（四）學生獎懲委員會應秉持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為瞭解事實經過，可通知該生導師

及任課老師列席說明，必要時亦得通知受處分學生或家長、監護人或其他關係

人列席說明。 

（五）將委員會議決之決議書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家長或監護人。 

（六）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

學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服機構

或醫療機構處理。 

（七）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決議、表決及會議中其他委員之個別意見，對外應嚴守秘密，

涉及學生隱私或個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保密。 

七、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決議後經陳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一 

臺東縣龍田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稱  職掌 

委員兼召集人 校長 
召集並主持學生獎懲委員會。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兼副召集人 教導主任 
策劃學生獎懲委員會計劃及配套措施。 

協調學生獎懲委員會行政支援聯繫。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兼秘書 學務組長 

學生獎懲事件審查與相關資料彙整。 

策劃協調學生獎懲委員會開會事宜。 

協調執行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事項。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總務主任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教師代表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教師代表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家長代表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委員 家長代表 審議及處理學生獎懲事件。 

 

 

 

 

 

 

 

 

 

 
 



附件二 

 

臺東縣龍田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案件決議書 
    

學生姓名 
 

年級班級  

事     由 

 

 

 

決議結果 

 

 

 

 

獎懲依據 

與 

決議理由 

 

 

 

 

 

備    註 
當事人若不服，請在收到決議書後 10日內提出

申訴，否則視為接受決議。 
  

 

 



附件三： 

臺東縣龍田國小『龍田有品好學獎勵制度』實施辦法 

106.2.13 訂定 

一、 實施宗旨：                                                 

(一)發揮輔導功能，引導學生向善行為，端正生活習性，教導學生品德教育。 

(二)建立兒童自信心和成就感，增進兒童榮譽感和責任心，樹立優良校風。 

(三) 培養樂群、互助團隊精神。 

(四)養成兒童自愛助人的行為習慣，激發「服務」之美德，培育「愛校」、「愛鄉」、「愛國」之

情操。 

(五)激勵學生「勤奮」、「進取」、「負責」、「守法」之積極態度。 

二、原則： 

      學生之獎勵與輔導，應著重行為的動機與努力的程度，並考慮年齡、個性、環境等因素。 

三、實施對象： 

        本校一~六年級學生合於受獎條件者，均有獲頒獎勵機會。 

四、 實施辦法： 

(一)由教導處統一製發『有品好學榮譽積點存摺』、『有品好學榮譽積點點數』(以點數為單位有貼

紙、印章兩種形式)、『有品好學榮譽積點銀獎章』及『有品好學榮譽積點金獎章』。 

(二)『有品好學榮譽積點存摺』分發全校學生每人一本，存摺上應撰寫學生姓名，並由學生自行保

管使用，避免轉讓情形。 

(三)『有品好學榮譽積點點數』分為 1點、2點、3點、5點。 

(四)由全校老師或各處室評定學生優良行為，適時核發優秀學生『有品好學榮譽積點點數』貼(蓋)

於存摺，存摺集滿可向教導處領取新冊。 

(五)『有品好學榮譽積點存摺』遺失由學生自行負責，積點以作廢計。 

(六)如拿取他人榮譽積點存摺塗改，或收取他人致贈之榮譽積點點數，經查證屬實者，除有問題之

榮譽積點存摺無效外，並收回致贈之點數及扣點 50點。 

(七)集滿『有品好學榮譽積點存摺』達一百點之學生，即可獲『龍田有品好學銀獎章』一枚。 

(八)集滿 3 枚龍田有品好學銀獎章即獲『龍田有品好學金獎章』一枚，可任抽一張教職員奉獻之願

望卡並贈送與該名教職員合照一張。 

(九)特殊獎勵：代表學校參加縣級各項比賽得獎者（含佳作不含入選）、運動類別前八名，或參加

全國性比賽得獎者（含佳作或入選），可另獲頒榮譽積點點數 10-20點(由各處室依比賽性質斟

酌)。其他特殊優良，有具體事實，經各處室主任審核後足資表揚者，亦得獲榮譽積點點數。 

(十)本獎勵制度可累計集點，在校期間皆屬有效。六年級畢業生於在校期間獲得十二枚以上【龍田



有品好學金獎章】榮譽者，由學校列名單於畢業典禮時另頒獎項特別表揚。 

(十一)各班級或導師若有屬教師個人獎勵學生之班級獎勵制度符合本獎勵辦法之精神，在班上自行

發放之獎卡亦可建立兌換學校「榮譽積點點數」之獎勵制度，未持學校發放之「榮譽積點存摺」

者，兌換學校獎勵時不予採計。 

五、各處室獲獎條件： 

（一） 行政處室獎勵辦法 

1.拾金不昧類： 

拾獲金額 

1000元以上 

拾獲金額 

500-999元元者 

拾獲金額 

100~499元者 

拾獲金額 

10~99元者 

核發獎勵 

榮譽積點點數 10點 

核發獎勵 

榮譽積點點數 5點 

核發獎勵 

榮譽積點點數 3點 

核發獎勵 

榮譽積點點數 1點 

2.優良行為類：熱心公益、見義勇為、自動幫助他人、愛護公物、維護校園環境等優良行為者，有

具體事證者核蓋榮譽積點點數 1~2點；糾舉同學違規，如他人亂丟垃圾、勒索、偷竊等，經查有

實證者核發榮譽積點點數 1~2點。 

3.努力向學類：於校內階段定期評量個人表現優異、個人與小組學習成績進步、寒暑假作業習寫認

真者，頒發獎狀乙紙及核發榮譽積點點數 5點。 

4.好學閱讀類：喜閱讀、愛閱讀，完成閱讀紀錄依相關閱讀獎勵辦法頒發榮譽積點點數。(閱讀獎勵

辦法另訂)。 

5.參加競賽類：參加教導處辦理校內各項體育或藝文競賽活動榮獲個人優勝者，頒發獎狀乙紙及榮

譽積點點數 5點；學校其他處室辦理之相關活動或競賽表現優良(如對內或對外參賽得獎)有具體

事實，經承辦組長或主任審核通過者,核發榮譽積點點數 3-5點。運動會優勝者因已另頒獎品故不

列入本辦法；自行參加校外各項比賽，凡獲獎項，由學校代轉獎勵，並核發獎榮譽積點點數 5 點。 

6.擔任志工類：擔任校內服務團隊（交通糾察隊、旗手、司儀、環保小天使、體育器材借還登記管

理等）、圖書館服務小志工及不定時到各處室擔任小志工者，認真負責，表現優良，依龍田國民

小學服務學習計畫累計時數核發點數。 

7.熱心參與學校活動類：對於學校辦理活動主動參加，並在參加期間表現良好常規與學習態度，經

處室承辦人認可，核發榮譽積點點數 1-3點。 

(二）班級獎勵辦法（班級可依實際需要自訂或調整之，但以能夠達到激勵效果且不浮濫為原則） 

1. 獎勵標準：合於下列規定事實之一者，宜紀錄學生優良表現。 

(1) 服裝儀容經常整潔，足為同學模範者。 

(2) 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3) 與同學互助合作者。 



(4) 擔任班級自治幹部盡職者。 

(5) 運動比賽，體育道德表現優異者。 

(6) 領導為同學團體服務，表現優異者。 

(7) 愛護公物有具體表現者。 

(8) 能經常幫助弱小同學者。 

(9) 在校外生活，行為端正，足以表現優良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10)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11)熱心愛國敬軍或愛心活動，確有成績表現者。 

(12)見義勇為，能保全團體或他人之利益。 

(13)敬老扶助，有顯著事實表現者。 

(14)檢舉弊害，避免學校或學生造成損失者。 

(15)教師認為足以為同學之表率之學生優良行為表現。 

(16)檢舉弊害，避免班級或同學造成損失者。 

(17)課堂學習行為、態度、成果表現優良之行為。 

(18)協助導師及各處室擔任校園服務工作，表現優良者。 

(19)其他級任老師認定應予鼓勵之事實。 

2.獎勵項目：以不重覆學校行政處室獎勵為原則，班級依實際需要自訂或調整，每學期每人各項目

可核發榮譽積點點數 1~2點，以資鼓勵。 

(1) 擔任班級自治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異者。 

(2) 檢舉重大弊害，避免學校或國家造成損失者。 

(3) 長期表現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姐妹同學有特殊事實者。 

(4) 經常幫助別人、為善不欲人知，對學校或他人有重大貢獻者。 

(5) 校園日常生活表現長期表現優良，足以嘉勉獎勵者。 

(6) 作業習寫認真，準時繳交。 

(7) 打掃工作確實負責。 

(8) 熱愛閱讀持續有恆。 

(9) 班級分組學習活動熱情融入表現優良。 

五、 實施原則： 

(一)各級獎勵力求公平、公正，重時效與具體事實。 

(二)班級核予獎勵宜適當，避免浮濫或苛刻，以能達鼓勵積極向上為原則。 

(三)使用前應強調榮譽的重要性，並具體說明得獎標準及其行為優點。 

七、本獎勵制度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預算經費支出補助。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有品好學榮譽積點存摺內容說明(4張 A4直立對摺，對摺線裝訂)：     
一、封面:學校校徽、校名、辦法名稱、學生姓名 

二、有品好學獎勵制度實施辦法 

三、積點篇(每頁 50格，共 6頁) 

四、獎章篇(3格銀獎章、1格金獎章，共 1頁) 

五、心情塗鴉：我有話對自己說 

六、封底：學校校徽 
 



附件四：學生有不良的行為者，學校與教師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方法 

區分 不良行為區分 處理方式 處理人員 

學校 

部分 

一 破壞學校公物 

通知家長修復或照價賠償 

適當的正向管教 

勸導改過、口頭告誡 

愛校服務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二 

打掃不認真 

亂丟垃圾 

製造髒亂 

適當的正向管教 

愛校服務 

級任或現場教師 

導護老師執行 

訓導組長 

三 
校內外不守法 

紀 

適當的正向管教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愛校服務 

撰寫悔過書，並請家長簽名 

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處理 

施以個案輔導 

有觸法行為得移請司法單位處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教室 

部分 
一 破壞教室秩序 

適當的正向管教 

勸導改過、口頭告誡 

調整座位 

適當增加額外作業 

罰站，每次不超過一堂課，每日累 

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禁止下課，靜坐反省(可以去廁所) 

級任或現場教師 

個人 

部分 

一 
打架行為 

肢體衝突 

適當的正向管教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處理 

撰寫悔過書，並請家長簽名 

愛校服務 

屢犯者施以個案輔導 

有觸法行為得移請司法單位處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二 
說謊 

出言不遜 

適當的正向管教 

勸導改過、口頭糾正 

撰寫悔過書，並請家長簽名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三 

欺侮他人 

恐嚇他人 

恐嚇取財 

適當的正向管教 

撰寫悔過書，並請家長簽名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處理 

有觸法行為得請司法單位處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四 偷竊 

適當的正向管教 

撰寫悔過書，並請家長簽名 

扣學期日常生活總成績一至五分 

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處理 

施以個案輔導 

有觸法行為得請司法單位處理 

級任或現場教師 

訓導組長 

教導主任 

其他 一 其他不良行為 罰則另定 獎懲委員會 

【註】愛校服務以不影響正常上課為原則：撿滿一袋樹葉、清水溝或至低年段班級

服務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

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

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

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

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非暫時

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

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附表二、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

巧了解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

後，再給予指正、建議。 

一、 「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難拒絕；但是，

如果繼續用太多時間玩電玩，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

題發生。怎麼辦？讓老師和同學一起來幫助你。」 

二、 「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你忍不住罵出

三字經；但是，罵完三字經，對你自己、對別人有

沒有好處？還是帶來更多麻煩？」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

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

當他沒有或不再做出該行為時，要

儘速且明確地對他沒有或不再做該

行為加以稱讚。 

一、 「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時，請你不要

講話。」 

「因為如果你講話，老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

也會分心，課就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

懂。」 

「想想看，如果你很想聽課，却有同學不斷講話，

你會受到什麼影響？」 

「以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天你沒有隨便講

話，你很有禮貌（或很會替別人著想）。」 

二、 「學校不再規定你的髮型，但請同學不要只注重做

髮型、跟流行，而沒有考慮到花錢、功課、健康、

團體形象，要考慮不要給自己或別人添加麻煩。」 

「想想看，你要如何安排時間與金錢？要花多少金

錢、多少時間在髮型上？」 

「我們來討論金錢的價值、生命的價值，要把金錢、

時間用在什麼事情上比較有意義呢？」 

「你以前的頭髮很亂，看起來沒有精神，今天的髮

型很清爽，看起來很有活力。」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

好行為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

學生去做出某種良好行為，並且具

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孩子去討論要做

這種好行為的原因，並且，當他表

現該行為時，明確地對他表現這種

行為加以稱讚。 

一、 「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合與發言程序。」 

「如果在老師講課時，每個同學都可以任意講話，

你認為這樣好嗎？有什麼壞處？相反地，如果大家

都能不隨便講話，則有什麼好處、壞處呢？」 

「○○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師，很有禮貌；

○○同學，在老師一開始上課，就不再講話，會很

認真地看著老師，讓老師很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

們最好的！」 

二、 「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國家很重視禮節與服裝儀

容，並且要求整齊，請同學剪好頭髮。」 

「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要求短髮、整齊，如果我

們不按照對方的要求，後果是什麼，我們要怎麼做

比較好？是入境隨俗？或不再去交流？各有何優缺

點？什麼樣的決定比較好？」 

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

角色演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去

了解不同行為的後果（對自己或他

人的正負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能

請同學在生活中觀察紀錄打人的事件與被打的人的反應及

感受，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討論；也請同學分享被打的經驗，

並討論打人的短期及長期的好處和壞處；師生一起看控制

生氣的示範影片，學習如何控制生氣的步驟。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做或不能做及其理由，以協助孩子

學會自我管理。 

用詢問句啟發學生去思考行為的後

果（對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

好處與壞處），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

自我控制能力；並給予學生抉擇

權，用詢問句與稱讚來鼓勵學生做

出理性的抉擇，以鼓勵學生的自主

管理。 

「你可以繼續每天打電玩打到半夜；但對你的身體、功課

以及你和爸媽的關係有什麼壞處？如果你能節制與安排玩

電玩的時間，對你有什麼好處？」 

「玩電玩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是不是用其他的活動或做

其他事情可以取代？」 

「想想看，玩電玩一時的好處、壞處；更長遠的好處、壞

處，你如何決定？老師可以協助你一起思考與規劃，作出

對自己、對別人都較好的決定。但最重要的，你自己要想

清楚，做好決定，並負責任；老師相信你，也期待你做出

最有智慧的決定。」 

注意孩子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

對負向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

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進師生正向

關係，可增加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

變動機。 

一、 「關於你大聲叫罵同學、罵學校這件事，老師可以

了解到你對同學、學校很關心，這是很好的，以後

你還要繼續關心同學！但是，你的方法是不當的，

可能會傷害別人，可能會使別人討厭你，也會違反

校規，是不是可以改換別的方法來表達你的關心或

你的生氣？」 

二、 「關於你亂貼海報這件事，老師了解你想表達你的

意見，這是很好的，你也很有創意；但是，你不依

規定貼海報，可能會使校園凌亂，而且也違規了；

是否可用別的方法來表達意見與創意而不違規？」 

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

糾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

行為不好或不對」，不是「孩子整個

人不好」。 

「你生氣時容易出手打同學，對自己、對同學都不好；但

老師並不認為你整個人都不好，老師了解你有時也會幫一

些人的忙；希望你發揮會替別人著想、幫忙別人的優點，

以後不再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