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學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14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9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修正名稱、全文 4 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4 日國苑中學字第 1050001671 號函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部頒生活教育須知。
（二）本校各項生活教育規章及校況實際需要。
（三）105 年 8 月 18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95442 號「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
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加強實施生活教育，維護校區安寧及安全，養成學生自動自發之精神。
（三）培養守法重紀之習慣，啟發愛團體、重榮譽之德行，以奠定敦品勵學之良好教育基礎。
三、生活輔導要項：
（一）日常生活須知：
1、服裝：
（1）本校學生平時上、放學，不可穿著便服，均須依規定穿著校服到校。
（2）制服上衣、西裝外套均須繡製姓名及學號，運動服及運動服外套須繡製姓名，俾利識別。
（3）每學期註冊、開學日嚴格實施服儀檢查檢查，另於學期間升旗、上課及日常生活中，由導
師及教官確實要求。
（4）學生服裝如自行訂做，式樣、顏色須符合學校規定。
（5）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及運動鞋。
（6）換季穿著原則於每年 4 月及 11 月實施，並視當時氣候因素公告訂之。
（7）制服衣褲（裙）、運動服穿著規定：
A、形式、顏色依學校制式服裝穿著。
B、長褲為直簡平口樣式，褲長至腳面，寬窄合宜，褲身可打摺應繫腰帶，不得高腰或低腰，
褲口袋不可滾邊，袋口不得有裝飾鈕釦。
C、裙長長度及膝。
D、冬季制服上衣須紥入褲內、繫領帶及腰帶。
E、釦子隨時扣好。
F、平日學生在校禁著便服；便服外套應著於本校西裝外套或運動服外套之內。
H、無辦理學校活動，不得穿著班服、社服或便服於校園內活動；辦理活動時，經申請核准
後，得穿著社服或班服參與活動，活動結束後，即換回校服。
（8）鞋、襪：
A、黑色短統皮鞋，隨時擦拭乾淨。褲裝搭配黑色、深藍色及其他深色單一色系襪子；裙裝
搭配白色單一色系及膝長襪。
B、著運動鞋時，必須穿著襪子並保持乾淨清潔，以維個人衛生。

（9）書包：
學生上、放學應攜帶學校統一購買之制式書包，並保持清潔，禁止任意黏貼，書寫文字
或圖案，並改變形狀。
(10)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考、重補修、補救教
學以外之活動者，可穿者便服，一律佩掛本人學生證於胸前進入校門，以供查驗，於校園
內辦理各項活動不得將本人學生證取下；若穿著校服者，則無需佩帶學生證，進入校園後
而換穿便服者，亦一律配掛本人學生證於胸前，以利識別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11）其他：
A、指甲經常修剪，不可塗指甲油，保持清潔。
B、每月定期檢查服裝儀容 1 次，每週朝會得抽檢。
C、校內不得配戴耳飾及其它飾品。
D、室內拖鞋僅限於教室內穿著。
E、制服、運動服要保持乾淨整潔，避免污損。
2、儀容標準：
（1）男生鬍鬚一律修刮乾淨。
（2）衣服宜平整，保持清潔、衣扣要扣好，破損須縫補，鈕扣脫落須補充，皮鞋須擦亮，以維
青年學生容光煥發之精神。
（3）儀容於每學期註冊、開學日時併服裝項目檢查，學期中每月定期檢查 1 次。
（二）生活考勤：
1、早自習作息每日 07:30 分前到校，僅星期四、五，2 日上學遲到時間延到 08:00 時過後，才
列計為遲到。
2、累計遲到 3 次者，依次數多寡，「依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未按規定作息，經勸導仍不
改正者」，記警告 1 次以上之處分。
3、每節上課號音響完畢時，教室就位，逾時以遲到登記；號音響後 15 分鐘尚未進入教室者，
以曠課登記。
4、每日到校後至放學前，非經准假一律不得外出。
5、無故不參加升旗（朝會）典禮，除登記缺席外，並依不參加重要集會處分。
6、為維持校區寧靜，充沛學生下午上課之精神，自 12:35 分至 13:05 分，學生一律在教室午
休，自習者不得發聲妨礙他人午休。
7、學生須於靜息前用餐完畢，並辦妥一切事宜，不得藉故走動。
8、學生違反校規應本坦然之心，向師長表明悔過之意，並誠心檢討。學務處可酌情減輕處分。
若欺瞞，不知悔改，將加倍處分。
（三）門禁管制：
1、凡校外人士進入本校一律依規定辦理登記，如與學生會客時，先透過學務處轉知學生安排會
面，不得逕至教室尋訪學生，否則，班級幹部應立即向學務處或教師報告。
2、不得翻越圍牆進出校園，否則，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分。
（四）請假（詳如學生請假規則）：
1、辦理程序：
（1）事假：於請假前 1 日完成請假手續，並附相關之證明（家長書面證明亦可）。
（2）病假：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上課，由家長在當日上午 10 時前，致電向導師、教官室或
學務處請假，經登記後，於來校日補辦請假手續。（依請假天數，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3）喪假：可先向導師或生輔組或教官室報備，事後准予補假。
（4）公假：由派遣人員（指導老師）或承辦之行政單位證明，並於事前核准方為有效。
（5）生理假：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為尊重個人隱私，該
假別無須出示證明。
（6）臨時外出（中途請假離校）：
A、在學校生病無法上課時經導師核准，請父母接回或自行搭車返家。
B、因事必須外出，至教官室填申請單交導師簽章，送到學務處核准後始可外出。
C、中途離校回校後，須補辦請假手續。
2、准假權責：
（1）1 日內由導師核定。
（2）2 日內由生輔組長核定。
（3）3 至 6 日由學務主任核定。
（4）7 日以上由校長核定。
（5）請假須附家長證明或相關文件。
3、午、晚休活動申請：
（1）申請條件：班級、社團活動或老師訪談。
（2）申請程序：依學務處活動申請流程辦理。
（3）活動不遵守秩序之班級或社團，1 個月內不准再提出申請。
（五）上、放學秩序：
1、搭乘學生專車遵守秩序，排隊上、下車，服從各路線車隊長管理。
2、校內不可騎車或搭乘他人自行車。
3、家長接送車輛注意事項：
（1）上、放學家長車輛一律停放於學校律定之家長接送區。
（2）機車搭載接送者一律戴安全帽，以汽車為接送者，車輛切忌併排停車，妨礙交通。
（六）校外生活輔導：
1、依規定配合苗栗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聯合巡查工作，配合查察各公共場所有無各校學生違
規及涉足不正當場所，以維學生校外安全。
2、生輔組長、輔導教官配合班導師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輔導。
（七）寒、暑假生活注意事項：
1、外出前，應先稟告家長，並遵守公共秩序，注意交通安全。
2、生活起居保持正常規律，注意飲食衛生。
3、多讀有益書籍，從事正當娛樂，切勿涉足妨害身心健康之場所。
4、游泳登山特別注意安全，郊遊或野營時，避免選擇河流下游場所及危險地區，並應結伴而行，
互相照應。
5、勵行儉樸生活，養成勤勞、節儉、禮讓良好習慣。
6、協助家務，為父母分勞。
7、凡參加各項寒暑假自強活動應遵守規定，爭取榮譽。
8、返校日之集合時間、地點及服裝，同平日升旗之規定，天雨改在各班教室。返校日無故未到
者，依不參加重要集會處分。
（八）女生安全防護須知：

任何社會均會有心理不正常之性變態者，這些患者不是犯罪後送警方即能消聲匿跡，也非短
時間的心理治療就能根除。因此，隨時擔心性變態者的侵犯，不如隨時做好防護措施，熟記
安全知識。
1、犯罪者的特徵：
（1）偽裝校友、師長或親友，儀表言行文雅，使我們不容易產生戒心。
（2）常在女生聚居附近徘徊觀察某些特定對象的動態，伺機侵犯。
2、防範措施：
（1）專家學者及師長的解說評論。
（2）時存戒心，隨時攜帶口哨，遇狀況使用。
（3）不獨自到僻靜處。
（4）寄宿處門窗要關好，不應陌生人之門。
（5）如果發現被跟蹤，快速跑開或跑進民房及人眾之處。
（6）不單獨與陌生男性共乘電梯。
（7）遇狀況時首應保持鎮靜。
（8）熟記學校印發之安全防護守則，隨時反映狀況。
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第 2 次學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學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30 日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上課時間因事、病在 1 小時以內之臨時假，須經擔任該節課教師之許可，並持教師之簽證至學務
處登記後方可外出。
二、病假：
（一）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上課，由家長在當日上午 10 時前，致電向導師、教官室或學務處請假，
經登記後，於來校日補辦請假手續。（依請假天數，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事後補（銷）假申請，於來校上課當日起算，3 日內完成手續。
（三）1 至 3 日內需持家長書面證明或醫院看診證明，4 日以上需檢附醫院證明。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 天，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分娩後，得請分娩假，
扣除國定假日為 30 天。
三、事假：
（一）於請假前 1 日完成請假手續，並附相關之證明（家長書面證明亦可）。
（二）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上課，由家長致電向導師、教官室或學務處報備，來校上課當日准予補
辦請假手續。
四、喪假：
（一）對象限為直系親屬（含外祖父母）。
（二）規則比照事假方式處理之。
五、考試：
（一）期中（末）正式考試不得請事假，病假須附醫院證明（一般感冒不予准假）。
（二）因涉及補考事宜，須遵照考試規則，陳請教務主任及校長核准。
六、公假：
（一）因代表學校參加公共服務者。
（二）因參加課外活動不能到校者。
（三）公假須指導老師或承辦之行政單位證明，並於事前核准方為有效。
（四）役齡同學，處理兵役之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抽籤等個人事務。
七、生理假：
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為尊重個人隱私，該假別無須出示證
明。
八、臨時外出（中途請假離校）：
（1）在學校生病無法上課時經導師核准，請父母接回或自行搭車返家。
（2）因事必須外出，至教官室填寫請假單交導師簽章後始可外出。
（3）中途離校者返校後，須補辦請假手續。
九、准假權限：
（一）1 日內導師核定；2 日者導師、輔導教官＋生輔組長核定；3 日以上 6 日（含）以內者，導師、
輔導教官＋生輔組長、學務主任核定；7 日以上者由導師、輔導教官＋生輔組長、學務主任及
校長核定。

（二）1 日以內之請假，經該班導師之許可簽准。
（三）2 日以內之請假，須附證明，除經該班導師、輔導教官之許可外，並須經生輔組長之核准。
（四）3 日以上 6 天（含）以內之請假，除應辦妥前項手續外，須送經學務主任批准。
（五）7 日（含）以上之請假，須辦妥前項之手續，經學務主任轉陳請校長核准。
（六）事假須附交家長證明書，並須於事先申請，事後不得補請。
（七）喪假須附交證明文件，並於返校 3 日內辦妥。
（八）考試時間請假，除依前項手續辦理外，並送教務處簽章、登記，陳請校長核准之。
（九）病假若無法事先請，得於返校後 3 日內完成請假手續，逾時以曠課論。
（十）公假須事先申請，4 小時由導師核准，1 天由導師、生活輔導組核准，6 日以內由導師、生活
輔導組及學務主任核准，7 日（含）以上經學務主任轉陳請校長核准。
十、學生請假，每學期不得超過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
十一、學生逾時請假，不遵守請假規則者，視情節適處。
十二、本規則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