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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業上的輔導是老師的職責，也是學生的權利，至於課外輔導，必須在法令

許可範圍內行之，違背教育目的之惡性補習及活動，教師不應該介入；有益

學生身心的課外活動和社團活動，學校應予鼓勵，並且有協助輔導的責任。	

2、學生的成績單、在學證明、分科能力證明（尤其技能科）以及品行成績，學

生及家長有時用以證明其學生身份，有時申領生活補助獎勵學生，有時就業

或他用，學校有發給的義務，有時需要教師綜合評鑑，教師亦有評鑑的義務。	

3、學生有接受教育，完成教育的義務，因此有依照法令，接受課程教學的義務。

尤其自國小至高中階段，是國民義務或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無罷課權可言，

至於大專階段雖然不是義務教育，罷課的宗旨與學生的身份不合，亦不得為

之。	

4、公佈學生成績，是否侵犯隱私權？此在美國有肯定說、否定說。肯定說認為：

學生考卷包含與學生直接相關的資訊，且考試成績登記到教師成績簿上，這

些資訊應被教育機構或代表這些機構的人所保護（美國上訴巡迴法院見

解）。在我國通說則認為：如在校園內，基於教育之目的公佈學生成績，應

無侵犯隱私權之問題。	

5、教育活動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影響作用，具備有三個基本條件：（一）

有施教者與受教者。（二）雙方面有交互作用的存在。（三）達成行為的良好

改變，獲得既定的教學成果。故師長的教導，本身即為教育的內涵，學生有

服從教導，篤實踐履的義務；另外學生在學校內活動，必須尊敬師長，遵守

校規，亦是應遵守的義務。	

6、學生的功課是學習的重要部分，做好功課，才是學習的基礎。學習心理上有

反覆練習原則，學生必須經過這種歷程，獲得知識與技能，故有認真學習的

義務。	

7、刺激與考試係學習的一部份，亦是教師考核學生學習成效的依據之一，故學

生自有虛心接受測驗與考試的義務。測驗或考試時，應遵守規則，否則應受



校規懲戒。	

8、學生如於學校或高中或大學聯招考試中有作弊行為，目前並無刑事責任。但

手段有涉有竊盜或妨害自由、偽造文書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則另為

論斷。	

9.「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中「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作弊，使其發生不正

確之結果者，例如國家舉辦之高普考試，可構成違反刑法第 137 條之妨害考

試罪的責任。	

10、同學之間應該互相友愛，不能傷害對方，否則應負民事與刑事責任。同學

之間毆鬥、竊盜、殺傷或其他犯罪行為，學生如未滿 18 歲，應移送少年法

庭辦理，並負刑事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學生家長也負連帶賠償損害的責任。	

11、學生破壞公物時，應負民刑事責任，民事上未滿 20 歲的學生破壞學校公物，

學校可找家長賠償。因為學生本身並無經濟能力，其家長必須依據民法第

187 條第 1 項負連帶賠償之責。但超過 20 歲，已經成年的學生家長，及無

連帶賠償的義務。刑事上學生如有犯罪故意，一經告訴須負刑法毀損罪則。	

12、我國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其意義如下：

我國民法賦予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親權；而為使行親權者得以貫徹保護教養

之目的，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對不遵庭訓之子女行使懲戒權。惟應按子女家

庭環境、子女性別、年齡、健康及性格、過失之輕重等定之，不得逾越必要

之程度。	

13、父母對子女的權利義務關係，通稱為「親權」，也有稱為「監護權」。親權

的行使在消極方面而言，指對子女的管教、監護，須在合理正當的範圍，並

不得逾越必要的程度；就積極方面，須排除他人危害，解除子女的困苦與危

險，以達成照顧、保護、管教、養育、監督等功能。如果父母對未成年子女

疏忽管教，視情形依法應負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	

14、學生進入學校就讀，與學校發生在學關係，具體內容包括上課、住宿、利

用圖書館、社團活動、考試評分、升級及學分之承認以及訓導事項。這些日



常的學校行為皆受特定法規範之約束，這也就是學生在學法律關係之內容。	

15、為了完成教育上之目的，學校對於在學學生之行為自然不得不制定若干規

範和準則，以供學生遵循，並且對於違反規範之學生施予教育上之懲戒權，

因此校規和懲戒是學校教育過程中不能欠缺之手段。	

16、特別權力關係又稱做特別服從關係法，為行政法學上之專有名詞。此係指

基於特別之法律上原因(法律之規定或本人之同意)，為達成公法上之特定目

的，於必要之範圍內，一方取得支配他方之權力，他方對之負有服從之關係，

以此為之關係。	

17、學校教育目的並非單純知識之傳遞，並負有健全學生人格發展之任務，培

養學生自制、守紀律、負責任、肯服務之美德。學校教育任務可涵蓋知識經

驗傳遞、獨立判斷是非能力、服從民主規範、群己倫理關係等等。換言之，

教師對學生除了「授課」外，還有「教育」的任務。	

18、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3項第 6款規定：「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

的之內部程序，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當學校教育受到干擾，致

影響學校傳授知識及教育目的時，學校在符合「目的正當」、「手段合理」、「限

制必要」三大原則下，可採取有效之教育性措施及維持秩序性措施。	

19、我國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有出版之自由，但是學校設置告示牌供張貼海

報，凡非屬學校所製作之通告，應先徵得學校同意。學生未經允許擅自張貼

與學校教育事務無關之政治刊物及海報，學校得禁止並取下。	

20、校園竊案如果涉案學生未滿 18 歲，基本上係由少年事件處理法作為規範基

礎，學校訓輔人員得向少年法院報告（少年事件處理法）：如果超過 18 歲，

則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240 條、第 241 條可向司法檢警單位告發。	

21、學校對學生之輔導、管教，在本質上具有「教育」和「管理」之雙重作用。

教育作用是指為達成教育目的，要求學生達到某種程度之教育上價值，所實

施之輔導、管教處分。管理作用則是學校為維持內部秩序所為之懲戒處分，

如作弊之懲戒，汙辱師長或損害校譽之管教等即是。	



22、「強暴」：乃對他人加以強制暴力之行為，或直接加害於他人身體，或間接

加之於物，足以影響及於人之身體；或作加害之姿態，如脅迫、恫嚇等不法

方法，使他人身體或健康有受傷害之危險，或精神上發生難以忍受之痛苦而

言。	

23、「傷害」：乃對他人之身體或健康加以損害，使生苦痛，或發生異於尋常狀

態之不良變化。	

24、「妨害自由」：刑法第 302 條規定：「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0 元以下罰金。因而至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25、「恐嚇」：刑法第 305 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

其中所謂「加害」只以不法之手段施以危害，其加害之客體，則為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	

26、「校園暴力」一詞定義為：校園（一）學生對學生；（二）學生對老師；（三）

學校對學校；（四）校外侵入者與學校師生之間，所發生之侵害生命、身體

及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手段，壓抑被害人之抵抗能力與抵抗意願，以遂行特定

不法意圖之犯罪行為者而言。	

27、任何暴力行為對被害人而言，均可能造成身體或健康上之傷害，民法第 193

條第 1 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8、刑法第 309 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00 元以下罰金。」所謂公

然，乃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狀況。但實際上不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果已共

見共聞為必要，足以在事實上有此共見共聞之狀況，即足認為達公然之程度。	

29、以語言或動作侮辱他人，例如：「神經病」、「不要臉」、「無恥」、「孔子罪人」、

「王八蛋」、「狗」、「黑道頭」等，均構成公然侮辱罪，便可能構成公然侮辱



他人的犯罪行為。	

30、刑法第 310 條規定：「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者，為毀謗罪，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0 元以下罰金。散佈文字、

圖書犯前項之罪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00 元以下罰金。」	

31、依刑法第 306 條規定：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

者，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 300 以下罰金。所謂「建築物」，指有牆壁門窗屋頂定著於土地可蔽風

雨者而言。機關辦公室、學校、工廠、倉庫等均是。	

32、學生間事故，係指發生於學生之間，因受其他學生之侵害致發生損害的事

故，通常以學生之間的傷害事故居多，原則上應由實施加害行為的學生，負

民法第 184 條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如加害學生為未成年人，則其父母

可能須負民法第 187 條的法定代理人連帶賠償責任。	

33、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度者：（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

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34、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93 年 6 月 23 日公佈實施，第 1條規定：「為促進性別地

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特製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35、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 條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騷擾

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

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

份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36、學生在校內遭受不滿之事，課後夥同同儕或校外人士，到校破壞公物，其

行為係觸刑法第 354 條「毀棄、損壞前 2條以外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2年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0 元以下罰金。」

之毀損一般物品罪。	

37、學生破壞公物時，學校並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由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負侵權

行為賠償責任。	

38、各級學校的畢業證書依我國現行刑法之規定，屬於「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項類之證書」，行為人如果有偽造或變造畢業證書的行為，及可能

觸刑法第 212 條之偽造、變造證書介紹書罪及偽造、盜用公私印章印文罪嫌。	

39、學校考生成績登冊，係屬學校公務上製作之公文書，如有變造、偽造之行

為，可構成刑法第 211 條變造公文書罪。學生擅自塗改成績可構成此罪。另

學生偽造父母在成績單上之簽名，可構成刑法第 217 條「偽造印章、印文或

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偽造署押罪。

學生擅自偽造父母所書之請假申請書，向學校請假可構成刑法 210 條「偽

造、變造私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偽

造私文書罪。	

40、著作權法所稱的「著作」，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創作，

共分為十一類：（1）語文著作（2）音樂著作（3）戲劇、舞蹈著作（4）美

術著作（5）攝影著作（6）圖形著作（7）視聽著作（8）錄音著作（9）建

築著作（10）電腦程式著作（11）表演，指對既有著作之表演。	

41、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死亡後 50 年，但別名著作或

不具名著作、法人為著作人的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

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	

42、當著作權受到侵害時，著作權人可以依著作權法第六章「權力侵害之救濟」

的規定要求侵害人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也可依照著作權法第七章「罰則」

的規定，訴請法院對侵害人論罪科刑。	

43.根據著作權法規定，未經授權在網路上大量下載或傳輸MP3，是侵害著作權



的行為，如果是意圖營利而做這些行為，需負擔民、刑事責任，縱使沒有營

利意圖，也需負擔民事責任。而營利意圖的侵害如果超過 5份，或是超過市

價 3萬元的侵害，仍會有刑事責任。	

44、92 年 7 月 9 號修正公布新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3 項規定，意圖營利以重製光

碟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權，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50 萬到 500 罰

金，常業犯可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罰金則提高為 50 萬到 500 萬，所得利

益超過 800 萬元者還可以在其獲利範圍在加重，同時也將製造及販售盜版光

碟之犯罪行為改為公訴罪。	

45、依著作權法第 46 條規定，學校老師都可以在合理的範圍內，影印書籍作為

上課的教材。所謂合理範圍當然要跟講課的內容有關，就國際實務上客觀的

標準來說，通常指影印一本書的一部份，如果影印整本書，很難被認可為合

理的範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46、依著作權法第 48 條規定，學生可以要求學校圖書館影印教科書裡面的一部

份，另外也可以印期刊裡的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47、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行為，要負民事責任，如果權利人進行

告訴，也有刑事責任。對於學生非法影印的行為，提供影印機的圖書館或自

助影印店如果知情，有可能成為侵害重製的共犯或幫助犯，在這種情形下，

當然也免不掉要負民、刑事責任。	

48、網友未經授權，使用網路服務業者提供的交換軟體，任意在網路上大量交

換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文章、圖片、音樂、影片等資料，是侵害著作財產權人

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	

49、在網路上以 E-mail	轉寄他人所創作的文章、圖畫、音樂、影片等著作時，

均會造成「重製」他人作品之情形，如果僅僅轉寄給家人或特定的一、二位

朋友，可以認為是著作權法上之合理使用。但是，把這些作品轉寄給多數朋

友時，即無法被認為是著權法上之合理使用，除非所轉寄的屬於著作權法不

保護的法律、命令、公文、標語、表格等作品外，否則即可能侵害他人的「重

製權」。	



50、公開展示尚未發行的攝影集或美術集等複印書，除了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

外，應該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否則就是侵害公開展示權的行為。

而公開展示權的侵害，是告訴乃論之罪，如果著作權人不追究，也不告，就

不會發生犯罪被處罰的問題。 

51、依槍礟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蝴蝶刀、鋼筆刀、蛇刀、藍波刀、十字
弓、彈簧刀、掃刀具為公共查禁管制之刀械。	

52、槍礟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5條規定，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許可，不

得製造、販賣、運輸、持有、寄藏或陳列。	

53、刑法第 349 條規定，收受贓物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500 元以下罰

金（贓物罪）。	

54、刑法第 173 條規定，放火燒毀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

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

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公共危險罪）。	

55、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 條規定，具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6000 元以下之罰鍰：

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漫罵喧鬧，不聽制止者；無正當理由擅吹警笛或擅發

其他警號者；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 

資料來源： 
1. 簡明六法  五南圖書公司印行（85.11） 
2. 教師法律手冊  教育部發行（93.5） 
3. 智慧財產權宣教手冊  本校學務處編印（9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