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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校長核定                  

 

一、依據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訂定本計畫。 

二、目的 

為強化本校賃居服務品質，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以降低學生賃居意外事件發

生，達成家長放心、學生安心之目標。 

三、實施方式 

(一) 建構校外賃居服務平台 

提供各類賃居服務資訊，並加強宣傳鼓勵租屋學生使用。例如：合格房東及優良

愛心房東、租屋資訊、租屋定型化契約範本、常見賃居糾紛案例及相關法規等事

項。 

(二) 辦理優良愛心房東遴選 

為照顧校外賃居生安全生活及提升租屋品質，建立房東基本資料並辦理優良愛心

房東遴選，樹立良好的租賃關係。 

(三) 辦理學生校外宿舍熱水器診斷調查 

每學期第 2 週內，由班級導師輔導校外賃居學生於校務行政系統填報個人校外賃

居基本資料，另填寫校外賃居生自評暨導師訪視紀錄表(附表一) 以及交回房東填

寫之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附表二)，並對學生宣導校外居住安全

常識。 

(四) 辦理賃居生訪視服務 

班級導師於每學期第 6 週，依賃居學生填寫之自評表，完成班級學生校外賃居訪

視，並將訪視記錄表(附表一)送軍訓組彙整。導師可依下列方式進行訪視： 

1.電話訪視:適用於舊生且在校外賃居達一年以上者。 

2.面談訪視:可配合導師面談執行，適用於曾經親訪一次或未曾變更租屋地點學生。 

3.實地訪視:第一次在校外賃居學生或更換租屋地點之舊生。 

(五) 建立校外賃居生居住處所名冊 

軍訓組於每學期第 4 週完成全校校外賃居學生名冊資料，另該年度教育部規定賃

居建物安全評核床數學舍另函知嘉義縣、市政府所轄之消防局及警察局協助安全

維護。 

(六) 辦理追蹤訪視 

軍訓組學院教官複查班級導師訪視所見缺失問題之改善情形，每月彙整訪視資

料。將賃居環境安全有顧慮之處，提供學生、家長參考，如有立即或顯著危險者，

立即通知導師及家長，並函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每學期末依安全狀況加以歸類、

分析、統計並陳核。 

(七) 辦理賃居安全講座 

使賃居生了解學校附近之租屋環境、如何與房東簽約及租屋應該注意的事項，並

提供賃居生租屋法律常識與強化門戶、消防、建物等租屋安全知識。 

(八) 辦理房東暨賃居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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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房東暨賃居生座談會」，建立常態化溝通管道，共同解決問題，增進互信，

創造雙贏。 

(九)辦理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協調服務 

軍訓組設置專案承辦人，提供學生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調解，並視實際需要轉介

法律服務社或相關專業團體，並連繫家長與導師協助輔導改善，提供更完善的服

務。 (附表三 學生賃居服務事件處理紀錄表)  

(十)辦理租屋安全認證服務 

配合警察分局辦理租屋安全認證服務，鼓勵房東申請，並將認證結果列入優良愛

心房東遴選參考指標。 

(十一) 其他賃居服務相關事務 

四、實施時間 

項次 活動名稱 實施時間 

1 建構校外賃居服務平台 不定期網路更新 

2 辦理優良愛心房東遴選 每年 10 月至 12 月 

3 辦理學生校外宿舍熱水器診斷調查 每學期開學第 2 週完成 

4 辦理賃居生訪視服務 每學期開學第 6 週完成訪視作業 

5 建立校外賃居生居住處所名冊 每學期開學第 4 週完成 

6 辦理追蹤訪視 依實際需要執行 

7 辦理賃居安全講座 每年 12 月及 4 月 

8 辦理房東暨賃居生座談會 每年 12 月及 5 月 

9 辦理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協調服務 隨時接受租屋諮詢及租屋糾紛調解處理 

10 辦理租屋安全認證服務 隨時接受房東申請 

11 其他賃居服務相關事務 依實際需要執行 

 

五、督導：學生事務長、軍訓組組長、各學院院長與系主任，依校外賃居學生實際住宿狀

況，安排對校外租屋居住學生較多之密集社區實施安全評核訪視。 

 

六、本要點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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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系系系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校外校外校外校外賃居生賃居生賃居生賃居生自評暨自評暨自評暨自評暨導師訪視紀錄表導師訪視紀錄表導師訪視紀錄表導師訪視紀錄表    

訪視日期訪視日期訪視日期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導師姓名：：：：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學號 姓名 性別 電話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電話 

                            

                            

                            

                            

                            

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房東姓名：                             電話：    

租屋地址     

每月租金/人     租屋類型 �透天     � 大廈      �公寓 

學生自評學生自評學生自評學生自評    導師複評導師複評導師複評導師複評    項項項項

次次次次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1 租屋處是否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是否有鎖具？     

2 租屋處內或週邊停車場是否有照明設施？     

3 是否設有滅火器？     

4 是否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5 逃生路線是否暢通並標示清楚？     

6 是否知道逃生路線？     

檢檢檢檢 

視視視視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7 請房東填寫「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        

學院教官複評：  �備查   �追蹤需改進事項 學院教官簽名： 

註註註註    

記記記記    

1.同一租屋處，多位同學居住，填寫一張表格即可。 

2.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填寫及自評後，將此表交予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訪視及複評。 

3.本表正本導師導師導師導師留存，另複印二份交系辦系辦系辦系辦彙整後送學院教官學院教官學院教官學院教官複評及備查。 

4.以上請於每學期開學後 6 周內完成。 

受訪人(同學)簽名 導師簽章導師簽章導師簽章導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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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評核紀錄表 

賃居訪視現場照片（請務必攜帶相機拍攝） 

＊  ＊  

建築物具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有鎖具？ 

是□   否□ 

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者？ 

是□   否□ 

＊  ＊  

是否設有滅火器？是□   否□ 熱水器裝設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是□  否□ 

＊  ＊  

有火警警報器或獨立型偵煙偵測器？ 

是□   否□ 

逃生路線是否暢通並標示清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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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房東填寫房東填寫房東填寫房東填寫))))    

系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房東簽名：            房東電話：             填寫日期：           

 

賃居處地址：                                                                  

 

 

1. 宿舍的熱水器使用能源為宿舍的熱水器使用能源為宿舍的熱水器使用能源為宿舍的熱水器使用能源為：：：： 

□使用電源(電熱水器)→無一氧化碳中毒疑慮，不需繼續作答(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 

□使用液化石油氣體(桶裝瓦斯)或天然氣(都市瓦斯)→請續答第 2、3 題。 

 

2. 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 

□室外→無一氧化碳中毒疑慮 (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 

□陽台(未設窗戶等阻隔，與外氣流通)→無一氧化碳中毒疑慮 (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 

□陽台(有設置窗戶，關閉時外氣無法流通)→陽台窗戶若常開保持空氣流通，

便可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疑慮 (窗戶需保持常開始符合認證需求)。 

□室內→請繼續作答第 3 題。 

 

3. 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室內者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室內者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室內者宿舍的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室內者，，，，熱水器有無設置排氣管熱水器有無設置排氣管熱水器有無設置排氣管熱水器有無設置排氣管，，，，將不將不將不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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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燃燒之一氧化碳排至屋外完全燃燒之一氧化碳排至屋外完全燃燒之一氧化碳排至屋外完全燃燒之一氧化碳排至屋外：：：： 

□已設置排氣管→無一氧化碳中毒疑慮，不需繼續作答(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符合認證需求)。 

□未設置排氣管→經評估您的居家已具有一氧化碳中毒發生潛勢，為確保學生

安全，建議您採取以下措施： 

1. 商請合格熱水器安裝技術士，將熱水器遷移熱水器至室外。 

2. 商請合格熱水器安裝技術士，安裝具有強制排氣之熱水器，將不完全燃

燒之ㄧ氧化碳排至室外。 

3. 將熱水器更換為電熱水器。 

 

*註記註記註記註記*：：：：1.1.1.1.本表請學生交房東填寫後回收本表請學生交房東填寫後回收本表請學生交房東填寫後回收本表請學生交房東填寫後回收。。。。    

          2.          2.          2.          2.同一租屋處同一租屋處同一租屋處同一租屋處，，，，多位同學居住多位同學居住多位同學居住多位同學居住，，，，一位同學代表簽名即可一位同學代表簽名即可一位同學代表簽名即可一位同學代表簽名即可。。。。    

          3.          3.          3.          3.請各班收齊本表請各班收齊本表請各班收齊本表請各班收齊本表，，，，交系辦彙整後交系辦彙整後交系辦彙整後交系辦彙整後，，，，送各學院教官複評及備查送各學院教官複評及備查送各學院教官複評及備查送各學院教官複評及備查。。。。    

          4.          4.          4.          4.以上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以上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以上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以上請於每學期開學後 2222 周內完成周內完成周內完成周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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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賃居服務事件處理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賃居服務事件處理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賃居服務事件處理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賃居服務事件處理紀錄表紀錄表紀錄表紀錄表    
 

系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相相相相 

關關關關 

學學學學 

生生生生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租屋地址： 

房東姓名：                電話： 

案案案案 

由由由由 
 

處處處處 

理理理理 

經經經經 

過過過過 

 

承辦人 軍訓組長 會辦單位 學生事務長決行 

導師 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