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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低于21岁的学生禁止购买、持有或饮用含酒精饮料。21岁以上的学生
禁止向低于二十一岁的同学提供酒精饮料。

• 学生不得持有、使用或销售毒品或违禁物品。

• 除非经得老师和会议组织者允许，学生不得擅自对课程或学校会议进行拍
摄或录音。

• 学生禁止破坏、滥用或偷窃学校或他人财产。

• 俄勒冈州立大学内禁止吸烟。

• 学生必须遵守城市管理条例、联邦立法和州立法。

行为准则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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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不得扰乱课堂环境 例:在课堂上制造噪音影响他人，经常迟到早退，
私下窃窃私语

• 学生不得在校园内持有或使用武器或危险物
• 学生不得侵犯他人应有隐私
• 学生不得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对他人进行骚扰；学生不得连续尾随

或跟踪他人
• 学生未经对方本人允许不得与其发生性接触；若对方有饮酒或吸食过药

物，视作未经他本人允许

访问以下网址查询完整版学生行为准则www.oregonstate.edu/studentconduct/code/index.php

行为准则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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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该在所有学术工作中展现诚信
学术欺诈的定义为：把他人的学术成果窃作自己的成果或帮助他人实施相关行为。
学生应该根据道德准则诚实地进行学术活动。

•学术欺诈包括: 作弊，剽窃，舞弊，篡改和伪造

•如被证实进行学术欺诈：
第一次： 须完成相关教育课程并进行书面检查

接受负责学生行为相关工作人员的质询
留下纪律处分记录

第二次： 须接受官方听证问询
学生可能被停课并且开除

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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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定义为：使用或企图使用未经允许使用的材料或教辅。作弊是一
种，学生企图通过作弊佯装已经掌握了要求的知识的欺诈行为。

作弊行为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行为:
• 未经授权的拷贝复制
• 在竞赛、考试或完成作业时违规协同完成
• 未经允许使用相关材料、文本或电子设备
• 通过贿赂完成考试或作业
• 通过贿赂更改分数或学业记录
• 使用欺骗手段获得学分

作弊－Ch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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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窃定义为：取用他人思想产品，将其作为自己的成果而拿出来或在
不同课程中重复提交同一份作业以获得成绩的错误行为。

剽窃行为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 引用他人成果（包括未出版的材料）而未加注释
• 引用他人观点、理论、数据而未根据MLA、APA格式正确注明出处；

包括从网络上复制黏贴的信息
• 同他人合作完成项目 但以个人名义提交成果

剽窃－Plagi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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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定义为：帮助他人进行学术欺诈。

舞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 顶替他人参加考试
• 利用他人的电子课堂答题机或其他任何电子设备替他人完成课上作业
• 代他人完成任何作业或向他人出售作业
• 允许他人抄袭你的试卷或作业

所有学生有责任采取措施确保自己试卷和作业不被他人抄袭

舞弊－As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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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的定义为：干扰任何学术评分或更改评分记录。

篡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 在评分后更改试卷或作业上的答案
• 在评分后在试卷或作业上添加答案
• 更改已由学分督导签字的评分记录 例如更改出勤记录等

篡改－Tamp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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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的定义为：歪曲伪造捏造任何信息。

伪造包含但不限于:
• 编造研究数据
• 捏造或夸大信息
• 标注错误或虚假的注释以及资料来源

伪造－Fab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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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中心－Academic Success Center (102 Waldo Hall)
• 给予学术指导
• 提供学习建议
• 提供课外辅导和学习小组

写作中心－Writing Center (123 Waldo Hall)
• 提供各写作阶段写作任务的指导和帮助
• 学生可将正在进行的文章提交到在线写作以获取帮助修改

就业服务中心－Career Services (B-008 Kerr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 提供简历和面试指导
• 帮助学生寻找实习与就业机会

学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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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咨询服务 - Counseling & Psychological Services (500 Snell Hall)

• 个人咨询
• 团体咨询
• 大脑放松区

学生医疗中心 -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201 Plageman Building)

• 保健与治疗
• SHS网站提供学生健康信息综合查询

（网站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日文、韩文和俄文版）

残障人士服务中心 - Disability Access Services  (A200 Kerr Administration)

• 确保登记在案的残障学生享有相应的服务与设施

学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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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SU 法律咨询办公室- Office of Legal Advising (135 Snell Hall)

免费提供以下校外法律事务的帮助：
• 房东/ 租户纠纷
• 人身伤害和保险事务
• 消费信用问题和消费者维权
• 交通违章或刑事指控
• 遗书和授权书

ASOSU声援室 – Office of Advocacy (133 Snell Hall)

免费提供以下校内问题的帮助：
• 学生对于校方处分的申诉／投诉，包括学术欺诈的申诉
• 对于在观察期内的违纪学生提供帮助

学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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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

学生行为准则和社区标准办公室－Student Conduct and Community Standards
(B-058 Kerr Administration)

提供以下情况的帮助：
•如果你受到其他同学的骚扰
•如果你遭到其他同学的性侵无论多久以前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俄勒冈州立大学相关规定及本地、州立和联邦立法

公共安全/ 俄勒冈州立警察 - Public Safety/Oregon State Police  
(200 Cascades Hall)

•紧急情况请拨打911，此部门将在第一时间进行援助
•须要时将帮助指定安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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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

国际学生咨询与服务办公室－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ing and Services 
(Heckart Lod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iving-Learning Center)

•对违规并受行政处罚的学生予以其留学生身份安全的咨询
•在特殊情况下为不能达到每学期全职学生规定学分的留学生予以帮助

INTO OSU－ (International Living-Learning Center) 

•有专职负责学生行为规范与学生辅佐的人员对INTO学生提供所须要的帮助与支持

公共事业资源中心－Human Services Resource Center   (230 Snell Hall)

•对遭受贫困和饥饿的学生提供直接帮助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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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Conduct and Community Standards
学生行为准则和社区标准办公室

B-058 Kerr Administration
(541) 737-3656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made available in an accessible format upon request.  
Please contact SCCS@oregonstate.edu or call (541) 737-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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