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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行为规范概述及适用范围



学生行为的管辖适用范围

学生行为规范也适用于访客，

社区成员应当为其访客的不当

行为负责。对于访客的相关处

罚包括但不限于警告、全校性

的或住宿的限制或者移交安保

部门或警察。

要点概述

温州肯恩大学学生行为

规范适用于发生在校园

内的行为、学校主办的

活动中的行为，以及发

生在校外但该行为已经

给学校利益带来重大影

响的行为等。

当学生的健康、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

时，温州肯恩大学保留通知其家长或

监护人的权利。通知家长或监护人的

决定基于相关职员的专业判断而作出。

若学生违反了酒精和药物规定。学校

也可以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如果温

州肯恩大学学生在国外留学，基于对

其健康和安全的因素考虑，学校保有

联系家长的权利。

当学生纪律处分达到留校察看（含）以上时，

学校将通知家长。



学生违规行为概述及部分案例分析



网络违规行为：

我们提醒学生网上的行为诸如邮件骚扰可

能会触发相关的行为规范流程。学生必须

意识到博客、QQ、微博等类似的在线发

布平台都是属于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的。如

果发现有确切的违规行为，学校将保留采

取措施的权利。

违规行为概述

温州肯恩大学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诚

信，公平，公共意识，尊重，责任等几

个方面的问题。学生必须在其行为上反

映诚实，正直和对真相的尊重；尊重公

平公正的原则；拥有强烈的集体和公共

意识；互相尊重，且尊重学校财产和集

体利益；视高度的责任感为行为榜样。

部分案例分析

向学校的任何教职工或部门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个

人信息的行为会被视为违反了诚信原则。限制他人自由，

不当执行，干预干涉或违反温州肯恩大学学生行为规范

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原则；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公共设

施，进入校内建筑、办公室等场所违反了公共意识原则；

威胁，欺凌，恐吓，歧视，跟踪等侵害他人的不正当行

为违反了尊重原则；有意或者无意造成校园火灾，违反

消防安全措施的规定等行为违反了责任原则。

学生违规行为概述及部分案例分析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任何人发现学生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行为规范，

第一时间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学生事务部举报。举

报内容需要具体详细，并描述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及

违反的行为规范的相关部分。

书面举报需要包括举报人的姓名、住址及电话信

息和所知道的被指控人的所有信息。如果有目击者，

需提供目击者的信息。在特殊情况下，可按要求对举

报人或目击者的身份进行保护。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初步调查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收到违规举报或相关报告后，学生事务部
行为规范专员将展开对事件相关情况的调
查以确定是否有充足证据证明对行为规范
的违反。调查过程中，学生事务副校长将
会基于报复或骚扰考虑对被指控学生下达
一项限制或全校性的禁止接触令。禁止接
触令将同时做出具体规定，罗列可预测的
行为包括面对面接触、谈话、邮件、即时
信息或通话。该被指控学生的朋友或亲属
也可能会被禁止接触。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通知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如果学生行为规范专员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有
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发生，被指控的学生将会
在收到举报通知的十个工作日内通过肯恩大学
邮箱收到通知。若有调查需要通知时间可能会
被延长。通知的内容将包括违反的行为规范条
例，所举报的违规行为处罚程序的行为规范网
站链接，要求被指控人对违规行为提供书面解
释（如果之前无其他书面材料），违规行为会
议的时间和地点。如果被指控学生在被合理的
通知后未与行为规范专员面谈，该违规事件的
处理将基于行为规范专员所收集的信息基础上
做出决定。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违规行为会议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学生行为规范专员将会召集违反行为规范或相
关制度的学生召开违规行为会议。在违规行为
会议上，被指控的学生将会被给予以下权利：
被告知到目前为止举报人和其他人员所提供的
信息；被给予提问及讨论相关信息的机会；被
给予承认指控和承担违规责任的机会；被给予
否认相关指控的机会；被告知违规处理流程和
可能受到的处罚和补救措施。行为规范专员将
做出以下决定:撤销对违规行为的指控；将该项
违规转接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不
适用于性侵或其他暴力行为)；将该项违规移交
其他学校行政部门进行处理；非正式的解决该
举报或对被指控人进行处罚(强制休学或开除除
外)；如果被指控学生对违规会议的结果有异议，
其有权在收到决定书的五个工作日内进行申诉。
申诉流程将会在决定书中告知。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学生行为规范听证会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学生事务部将会以邮件方式发送至学校邮箱告
知举报人及被控学生行为规范听证会的相关信
息。因为所有学生均应当定期查阅自己的学校
邮箱，因此无论学生是否查阅该邮件，相应的
通知均视为已经被知晓。至少在听证会召开三
天前，被控学生、举报人及其顾问可以查阅学
生事务部所收集的举报人、被控学生、证人陈
述以及其他书面性材料。在查阅相关文件前需
要预约。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相应副本。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听证官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学生违规行为听证会由经过培训的学校教职工
或学生事务部指派的顾问主持。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听证流程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行为规范听证会将对所有校内和学区外的
成员不公开，除直接与违规事件相关的人
员。举报人和被控学生各自都有权在顾问
（非证人）的协助下进行选择。顾问或法
律顾问仅出席给予建议，但不能参与听证
会。干扰听证流程的顾问将会被听证官要
求离开。学生事务部将会对听证会进行录
音并保存。仅听证流程所涉及的人员才被
允许在听证会附近出现。所有参与人员及
顾问将会遵守中国法律，尊重温州肯恩大
学所有学区成员的尊严和隐私，并对所有
听证内容进行保密。当学校代表举报人、
被控学生或学校的名义召唤学生证人时，
则其应该参与听证流程。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补救和惩罚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补救措施：
1、对违规者要求中止其行为的书面警告，并且
继续的违规行为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
2、记过；
3、留校察看---进一步违规将可能会受到开除
的处罚。该处罚可能会对学生组织的成员资格
或参与活动增加额外限制，亦可能会建立特殊
的赔偿和服务性要求；
4、休学
（1）限定期---在特定期间内撤销就读大学和
使用学校设施的权利，但不超过两个学年。
（2）无限期---撤销就读大学和使用学校设施
的权利直到满足特定条件。学生事务副校长将
决定条件是否已经被满足。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补救和惩罚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惩罚措施：
5、暂停住宿资格---对大学公寓的使用、进出
或住宿的权利的撤销或限制；
6、设备使用限制-撤销或限制部分大学设施的
使用权限
7、开除---永久终止学生相关资格、使用学校
财产和出席学校赞助的活动的权利。
8、转介民事或刑事机关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补救和惩罚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补救措施：
9、赔偿要求个人在规定时间内恢复或替
换已被损坏、污损、遗失或盗窃的资产。
10、服务性任务要求个人为社区或大学提
供服务。
11、转介到适当的心理或精神科服务进行
评估，授权评估，或提供其他特殊的帮助。
12、全校性禁止侵入通知将伴随强制休学
或开除的处罚。
13、公寓不得侵入通知将伴随对公寓居住
或访客的限制。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补救和惩罚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补救措施：
14、全校性禁止接触命令: 学生事务副校长会
基于对报复或骚扰行为可能存在的担心,下达全
校性禁止接触命令。该命令将附有具体说明, 
介绍包括面对面接触，信件，电子邮件，即时
消息或电话等预期行为。朋友和亲属也不允许
代表任何一方和有任何接触。此外，温州肯恩
大学保留将学生违规行为的最终结果公开通知
的权力。这些通知可能包括学生罪犯的姓名和
违反的类型，但未在他们的允许之下不会透露
任何其他学生受害者或证人的姓名。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申诉流程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当事人违反学生行为规范所受到的处罚轻于强
制休学或开除,其可在听证官做出决定后的五个
工作日内给审查委员会写信的方式进行申诉。
当有下列情况时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进行审查：
当处罚超出了对该违规行为一般的处罚决定；
当需要的材料不符合正常书写程序并且危及到
公平性时；当处罚中明显体现出听证官的偏见
时；出现在听证会时无法提供但会影响决定和
处理结果的新信息。被判强制休学或开除的学
生可以在收到听证官决定的三个工作日内通过
给学生事务副校长写信的方式进行申诉。被判
强制休学或开除的学生在申诉结果做出前不允
许在校内出现或上课，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学生
事务副校长延迟做出处罚的决定。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向审查委员会进行申诉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审查委员会是一个由受过训练的员工和学生组
成的审查学生行为规范会议申诉机构。学生事
务部会在收到申诉的十个工作日内将申诉提交
至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收到的申诉将只限
于在会议期间向行为规范专员提出的信息和被
申请人和行为规范专员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如
果出现在做出原决定时无法提供的新信息时，
审查委员会可能会将该申诉返回给行为规范专
员做进一步评估。审查委员会由一名学生和两
名听证官组成。委员会将审查书面证据，基于
优势证据原则，确定学生的申诉是否获准。如
果委员会决定申诉不被批准，行为规范专员的
决定将会生效，学生将没有再次申诉的机会。
审查委员会不准予申诉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如
果委员会决定受理申诉，该事件将会被转接至
下一级管理人员进行审查。审查委员会的所有
程序都不进行公开。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强制休学或开除向学生事务副校长申诉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针对申诉的请求，学生事务副校长会考量其是
否具有可申诉的理由。申诉需满足以下条件：
1、当处罚超出了对该违规行为一般的处罚范围；
2、当需要的材料不符合正常书写程序并且危及
到公平性时；
3、当处罚中明显体现出听证官的偏见时；
4、出现在听证会时无法提供但会影响决定和处
理结果的新信息。



学生违规行为处理流程 向学生事务副校长进行申诉的请求

一般程序

初步调查

通知

违规行为会议 听证会

听证官

听证流程

补救和惩罚 申诉流程

向审查委员
会进行申诉

强制休学或
开除的申诉

向学生事务
副校长申诉

1、学生事务副校长或其指派者将对书面申诉请
求进行审查去决定该申诉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获
准。如果申诉获准，其将对申诉进行听证，或
将该举报发回原听证组对申诉进行重新审查和
听证。
2、如果学生事务副校长判定未有充分证据改变
听证官的决定，事件双方会以书面形式通知。
3、若申诉尊重原听证决定，并且不要求重新进
行听证。如果学生事务副校长听取该申诉，仅
在存在明显错误或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时，其
可能判定这属于有充分证据去改变听证官的决
定。在该情况下，其可以保留、支持、更改决
定或改变处罚。通常情况下，申诉包括对听证
记录的重新审查和申诉请求。
4、学生事务副校长的决定将会作为学校学生
行为框架内的最终决定。



学生纪律处分影响：

1.奖助学金评定

2.评选学生会主席、社

团领袖或其他学生代表

职位

3.美肯交换资格

4.参加RA项目等

5.可能被记入学生档案

......



For More Information

Student Affairs Office --- Code of Conduct

学生事务部学生行为规范办公室

Liu Chang(留畅) 

Email: liuchang@wku.edu.cn

Office:GEH A215 教学楼A215

5587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