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除程序
你的子女被開除後，提供家長的資料 *

這份資料必須在行為複審會議上給予該學生的相關人士。

這份資料向該學生及其相關人士提供以下的資訊：

n 如果你對你的子女被開除有任何問題，你該如何處理

n 開除生效後會怎樣

n 從哪裡尋找進一步的資訊和支持。 

有關開除程序的更多資訊，包括其作用和責任，以及開除前你會面對的情況，請查閱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arents/behaviour/Pages/faqs.aspx。

我的子女被開除是甚麼意思？

開除是一項把學生從他或她所註冊的學校永
久開除的程序。

把學生從他們就讀的學校永久開除是一項可
供校長考慮的最極端措施，只能在已經嘗試
其他行為管理的方法後才選擇實行。同時，
學生的不端行為已經嚴重到除了開除以外，
並沒有其他可行的措施。 

當學生對其他同學和教職員的持續安全帶來
顯著並實際上的威脅和／或延誤學校教育課
程的有效性，在這些情況下，開除可能是一
個適合的措施。

開除不應用於處罰首次發生事件，尤其是當
事件只屬輕微胡鬧，例如一次性惡作劇等，
且並未對其他學生或學校社區內的成員造成
傷害。

決定我的子女被開除前校長應考
慮甚麼？

學生被開除前，校長必須確保:

n 該學生已被給予機會陳述情況
n 任何由該學生或其相關人士（包括行為複

審會議）提供的資料或文件已在開除的決
定過程中予以考慮

n 已嘗試以其他形式的措施來處理該學生的行
為才作出開除的決定。

哪些是開除的理由？如果我認為我
的子女不應被開除，我該怎樣做？

開除是一項處理嚴重問題的保留措施。當你的
子女在課堂期間，或上學放學途中，或在校外
參與任何學校活動（包括活動途中），如果有
以下的情況出現，他們將會可能被開除 –
犯下任何下列的行為：

n 對任何人的健康、安全或福祉帶來危險的行
為，不論是實際的、認為的或被威脅的；

n 導致嚴重破壞或毀壞財產；

n 犯下或意圖犯下，或知情地涉及財物的盜
竊；

n 藏有、使用或出售，或故意協助他人藏有、
使用或出售違禁藥物或武器;

n 不遵守教職員的任何明確和合理的指示，而
對任何人的健康、安全或福祉造成危險，不
論是實際的、認為的或被威脅的;

n 根據他人的年齡、母乳喂養、性別、身份認
同、殘障、工業活動；合法的性行為、婚姻
狀況；父母狀況、身體特徵、政治信仰或活
動、懷孕、種族、宗教信仰或活動、性取

* 或相關人士。請查閱更多‘確定相關人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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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或對那些與擁有以上所提及特性的人
有任何關係的人（無論是親戚與否），不
斷地作出詆毀、誹謗、扁低或侮辱的行為; 

n 不斷地向其他同學作出不端的行為，而影
響著其福祉、安全或學習機會。

而且

你子女行為的嚴重程度，在衡量你子女接受
教育的需要與維護學校其他學生和教職員的
健康、安全和福祉，以及維持學校教育課程
有效性的需要後，開除是考慮後的唯一可行
措施。

每間學校都必須具備一份學生參與政策，作
用是列明學校社區對學生的共同期望，包括
學生的參與、尊重行為和出勤等範圍，並作
為學校怎樣處理個別學生情況的參考。

你可以向子女的學校要求一份學生參與政
策或登入學校的網站索取查閱。這份政策
列出學校對學生在行為上的期望，在決定是
否違反這些期望時，是一份有用的參考。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 
participation/Pages/engagepol.aspx

最重要的是你要記住，你可以在開除程序的
任何階段中向校長要求進行面談，即使開除
已執行。如果你感到你的問題沒有被妥善地
處理，你可以聯絡你附近的區域辦事處的社
區聯絡主任，或這份資料末段所列出的其他
支持服務機構。 

學校必須向我提供哪些文件？

校長必須在完成行為複審會議後，於48小時
內通知你和你的子女有關他們的決定。

當校長決定開除你的子女時，學校應給你提供
以下的文件： 

n 開除通知。 

n 開除上訴表格。

n 這份資料。

被開除後會有甚麼安排？我的子女
會去哪一間學校？

如果你的子女是屬於強制上學的年齡範圍，校
長與區域辦事處商議後，必須確保你的子女已
經登記入讀另一間註冊學校、登記入讀一所註
冊培訓機構、或盡快安排就業。這些行動計劃
應在行為複審會議上討論並獲通過。 

如果你的子女不屬強制上學的年齡範圍，校長
與區域辦事處商議後，可以給你和你的子女有
關其他學校，註冊培訓機構和尋工中介的資
料，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機會。

當你的子女被轉到新的學習或培訓環境期間，
如有任何遲誤，學校必須為他們提供有意義的
學習功課，直至順利過渡為止。 

我可否上訴開除的決定嗎？

根據Ministerial Order 625 的制定，學生有權上
訴被開除的決定。

你也可以代表你的子女申請上訴，只要你曾考
慮你子女的觀點，並確保你是以他們的最佳利
益著想才作出上訴。

基於以下的理由，你可以提出上訴:

n 學校沒有按照開除程序進行 

n 開除的理由被視為不公平

n 學生一直都有行為不端的情況，但沒有足夠
的干預和策略來處理這些問題。

n 其他情有可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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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收到有關你子女被開除的正式通知時，
你應同時收到一份上訴表格。如果你想提出
上訴，你需要於10個上學日內填妥這份表格
並交回學校。我們建議你在遞交表格後向學
校跟進，確保他們已經收到申請。

上訴期間會怎樣？

當學校收到這份開除上訴表格後，他們會轉
發給教育部的區域辦事處採取進一步行動。 

區域主任會考慮你的上訴申請，並決定是否
維持或推翻開除你子女的決定。 

在考慮你的上訴期間，區域主任可委任開除
審查小組（ERP）來覆核你子女的個別情況。 

ERP被委任的作用是： 

n 提供一個機會給你和你的子女陳述情況；
以及 

n 預備一份報告給區域主任，協助他或她來
決定是否維持或推翻開除你子女的決定。

如欲查閱這個程序的更多資訊，請瀏覽網站
上有關紀律措施的部分：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 
participation/Pages/studengage.aspx

當上訴申請提交後，在等候最終
決定期間，我的子女應該做甚
麼？

你子女的學校應該繼續實行由行為複審會議
所設定的過渡期計劃。有關行為審查會議的
資料，請查閱：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arents/ 
behaviour/Pages/faqs.aspx

如果學生是屬於強制性上學的年齡範圍，
學校就必須給你的子女提供持續且合適的功
課，直至實行了另外的教育、培訓或就業機
會等措施為止，或開除上訴已作出了決定為
止（以先發生的情況為準）。

如果你的子女不屬強制上學的年齡範圍，學校
會給你和你的子女有關其他學校、註冊培訓
機構和尋工中介的資料，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機
會。

如果你對實施這些行動的過程或給你子女的功
課有任何問題，你應該向你子女學校的校長或
區域辦事處提出商討。

作出決定後會怎樣？

當開除你子女的決定被接納後，你將會在決定
作出後的24小時內接到口頭的通知。

如果區域主任決定維持校長開除你子女的決定
時，校長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學生屬於強制性上學的年齡範圍

n 繼續實施行動計劃，幫助學生轉到另一所學
校、註冊的培訓機構或就業

n 繼續給學生提供合適的功課，直至轉到另一
所學校、註冊的培訓機構或就業為止 

學生不屬於強制性上學的年齡範圍

校長應確保該學生及其相關人士已經獲得其他
學校，註冊培訓機構和就業的資料，為學生提
供合適的機會。 

如果區域主任的決定是推翻校長開除你子女的
決定時，校長必須盡快作出以下行動：

n 學生必須重新登記入讀該學校 
n 校長必須與學生、相關人士和教師共同為學

生制定一份返回學校計劃。
n 開 除 的 記 錄 必 須 從 學 生 的 永 久 記 錄 及

CASES21上刪除
n 學生及其相關人士必須接獲有關開除記錄已

從學生記錄上刪除的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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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聯絡誰來查詢更多資訊或支援？

學生參與和包容指引(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clusion 
Guidance)上概述了當執行開除的措施時，校長必須遵循
的程序。你可以在這裡查閱指引：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rincipals/ 
participation/Pages/studengage.aspx

有關暫令停學和被開除的常見問題解答，可查閱:  
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parents/ behaviour/
Pages/faqs.aspx

首先你應該聯絡你附近的區域辦事處的社區聯絡主任 
(聯絡詳情如下）。

維多利亞東北區域

電郵:  nevr@edumail.vic.gov.au

Benalla 
郵寄: PO Box 403, Benalla, Victoria 3672 
地點: 150 Bridge Street East, Benalla,   
 Victoria 3672 
電話:  (03) 5761 2100 
傳真:   (03) 5762 5039 

Glen Waverley 
地點:     Level 3, 295 Springvale Road,   
 Glen Waverley 3150,  Victoria 
電話: (03) 9265 2400 
傳真:  (03) 9265 2444

維多利亞西北區域

電郵: nwvr@edumail.vic.gov.au

Bendigo
郵寄:  PO Box 442, Bendigo, Victoria 3552
地點: 7-15 McLaren Street, Bendigo, 
 Victoria 3550
電話:   (03) 5440 3111 
傳真: (03) 5442 5321

Coburg
郵寄:  Locked Bag 2001 Coburg,  VIC 3058
地點: Level 2, 189 Urquhart Street, 
 Coburg,  VIC 3058
電話:   (03) 9488 9488
傳真: (03) 9488 9400

維多利亞東南區域

電郵: sevr@edumail.vic.gov.au
Dandenong 
郵寄: PO Box 5, Dandenong 3175 
地點: 165-169 Thomas Street, Dandenong 3175
電話: (03) 8765 5600
傳真: (03) 8765 5666
 
Moe 
郵寄: PO Box 381,  
 Moe, Victoria 3825
地點: Corner Kirk and Haigh Streets,  
 Moe, Victoria 3825
電話: (03) 5127 0400
傳真:  (03) 5126 1933

維多利亞西南區域

電郵: swvr@edumail.vic.gov.au

Ballarat
地點: 109 Armstrong Street North, Ballarat, 3350
電話:   (03) 5337 8444
傳真:  (03) 5333 2135 

West  Footscray
地點: Level 3, Whitten Oval, 417 Barkly Street, 
 West Footscray, 3012  
 (由玻璃趟門進出)
電話:   (03) 9291 6500
傳真:  (03) 9291 6565

Geelong
郵寄:  PO Box 2086,  Geelong,  Victoria 3220
地點: 5A Little Ryrie Street, Geelong,  Victoria 3220
電話:  (03) 5225 1000
傳真: (03) 5225 1099

教育與兒童發展部區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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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持服務

Parentline Victoria
電話: 13 22 89 – 上午8時至午夜 每週7天
Parentline為那些年齡由初生至十八歲孩子的家長和照顧者提供全州的電話輔導服務

Parents Victoria
電話: (03) 9380 2158 or 1800 032 023 (限偏遠地區用戶) 
網站: www.parentsvictoria.asn.au

Victorian Aborigi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c.
電話: (03) 9416 3833
網站:  www.vaeai.org.au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電話: 1300 767 299
網站: www.health.vic.gov.au/mentalhealth/services/child/

Children’s Protection Society
電話: (03) 9450 0900
網站: www.cps.org.au

Australian  Childhood Foundation
電話: (03) 9874 3922
網站: www.childhood.org.au/website/default.asp

Association of School  Councils in Victoria
電話: (03) 9808 2499
網站: www.asciv.org.au/ASCIV/Welcome.html

Victorian Council of School  Organisations
電話: (03) 9429 5900
網站: www.viccso.org.au/

Victorian Multicultural  Commission
電話: (03) 9208 3184
網站: www.multicultural.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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