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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書  

 111學年度 第 1 學期 申請日期：111年    月    日  
 申請人資訊 (學生填寫)  

 學生姓名  學校全稱 國立嘉義大學  

 
身分證字號  

系所及年

級 
                     系/所        年級 

 

 學號  部別 日間部(1)   進修部(2)  

 連絡電話  學制 學士(5)  碩士(7)  博士(8)  

 電子郵件   

 
申請經歷 

□曾經申請租金補貼 

□初次申請租金補貼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AD) 

中低收入戶學生(AF) 

符合大專校院弱勢計畫助學
金補助資格之學生(FF)*弱勢

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60

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除外)，由學

校逕行查核成績。 

 

 

狀態(非屬
右列者免
勾選) 

□新生□當學期畢業生 

□其他(轉學生或曾經  

  休、退學) 



 
請填答  您是否原本住學校宿舍，因有本補助而選擇校外租屋?   □是 □否 

 

 大專校院弱勢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關係人資料〔家庭年所得計列範圍〕 

(低收及中低收學生免填) 

 

 
關係人

姓名 
 

身分

證字

號 

 

身

分

別 

□學生父親(1)□學生母親(2) 

□學生配偶(3)□法定監護人(5) 

 

 
關係人

姓名 
 

身分

證字

號 

 

身

分

別 

□學生父親(1)□學生母親(2) 

□學生配偶(3)□法定監護人(5) 

 

 
學生

婚姻

狀況 

□未婚□已婚 

□離婚或配偶死亡 

雙親 

狀況 

□雙方皆負扶養義務 □單方扶養 

□雙方離婚，一方未負扶養義務 

□雙方離婚，雙方皆負扶養義務 

□雙亡 □一方死亡 

 

  *大專校院弱勢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家庭年所得計列範圍說明: 

1.學生未婚者: (1)未成年:與其雙親或法定監護人合計。(2)已成年:與其雙親或未成年時之 

法定監護人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4.學生因雙親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雙親或法定監護人合計 
顯失公平者，得檢附「不列計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年所得財產切結書」 

(需家長切結)，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於10月12日前送件， 
以利開會審議。 

*欲了解大專校院弱勢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請連結右邊 QR Code 參閱相關法規。 

 

 

附件一 

 



 

 2 / 4 

 

  租賃資訊  

  

租賃起期 

租賃迄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出租人 
姓名或公
司全稱 

  

房屋所有權人姓名或公司全稱： 

   

  

每月平均租

金、坪數 
          元      坪 

出租人 
身分證字
號或公司
統一編號 

  

  房屋所有權人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

編號： 
 

  
完整租賃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出租人是否為 

房屋所有權人 
□是(T) 
□否(F) 

 

  
租賃地 

所在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市區) 新北市(郊區) 桃園市 臺中市(市區) 

臺中市(郊區)  臺南市(市區) 臺南市(郊區)  高雄市(市區) 

高雄市(郊區)  嘉義市嘉義縣其他縣市 (_______) 

 

  

入款帳戶 
金融機構：中華郵政(郵局) ***請勿提供非學生本人之郵局帳戶*** 

局、帳號： __ __ __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__ __ __ (共14碼) 

 

  *注意事項: 
1.申請人請完整填寫及勾選本表。 
2.出租人為代理人或包租代管公司，請多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並於申請書勾
選出租人非房屋所有權人。 
3.申請人請詳閱第2、3頁切結書，打勾及簽名，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 
 

 

  申請人詳閱「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須知」切結書，請打勾並簽名  

  
本人已瞭解申請期限及發放時間： 

1. 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願依學校規定作業期程(最遲於上學期10月20日前/下

學期3月20日前)，每學期自行提出。 

2. 學校受理學生校外租金補貼申請截止後，配合大專校院弱勢計畫助學金申復作業

結束，上學期於1月15日前/下學期於7月15日前，統一發放補助經費。 

本人已瞭解申請資格： 

1.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之學

生。 

2. 已於校內住宿或入住學校所承租之住宿地點者，不得提出申請。 

3. 延長修業、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同時修讀二個以

上同級學位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外，不得重複申請補貼。 

4. 學生本人已請領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領校外住宿租

金補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5. 未向直系親屬承租住宅，該住宅所有權人亦非本人之直系親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

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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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確認租賃所在縣市區域之劃分： 

 
1.各區域詳細補貼金額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為準。 

2.當學期若無租賃契約或學籍異動情形，則依計畫規定補貼6個月為原則，若有異動，則依租

賃契約實際起訖日計算。 
本人已瞭解「學校將不定期追蹤關懷、輔導及訪視學生校外租屋狀況」。 
本人已瞭解「政府各類住宅補貼將進行勾稽比對」。 
本人已瞭解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學校將自事實發生之當月份起停止發放租金補貼；已補貼
者，學生應主動繳回溢領之租金補貼。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1.申請資格與本計畫規定不符。 
2.承租住宅為違法出租(法規明定不得出租之房屋)。 
3.違反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如室內裝修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及
主要構造等)。 
4.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5.重複申領政府其他住宅補貼。 
6.將承租住宅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人居住。 
7.查無實際居住於租賃地點之事實。 
8.冒名頂替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具領。 

本人未完成當學期學業，若其後重讀、復學、再行入學就讀而欲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將
扣除溢領金額。 

本人已請領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而未再租賃其他住宅者，應主動繳回溢領
金額；若未主動繳回，經查獲將予以追繳，或於其後有租賃其他住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
宿租金補貼時，扣除溢領金額。 

本人已請領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其他住宅，將簽約後10日內主動檢附
新租賃契約予學校；未主動提供新租賃契約，致溢領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欲再次申請校外
住宿租金補貼時，由學校扣除溢領金額。 

本人已瞭解本切結書所有注意事項，以上切結如有不實，願接受學校駁回申請案或停止補 
貼，並負法律責任。 

        學生本人簽名或蓋章，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  分  證  字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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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租屋安全須知  
  1. 建築物具有共同門禁管制出入口且具鎖具。 

2. 建築物內或週邊停車場所設有照明 

3. 滅火器功能正常 

4. 熱水器裝設符合安全要求(瓦斯型安裝於室外，安裝於室內有強制排氣裝置) 

5. 設有火警警報器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6. 保持逃生通道暢通，且出口標示清楚 

7. 具備逃生通道及逃生要領的認識 

*送出申請前，請先自行檢查應附文件是否齊全?資料是否有誤? 

應附文件 常發生之缺失 
□申請書 1.共3頁，請依表格要求悉數填寫，勿空白。 

2.易遺漏填寫「日期」、「坪數」、「學生未滿20歲者，第2、3
頁下方需家長簽名」。 

□租賃契約影本 1.不得提供與他人合簽之租屋契約。 
2.租屋契約格式不限，惟內容一定要有「出租人與承租人之
姓名與身分證字號」、「租賃地址」、「租賃起訖期間」、「租賃
月租金」。 
3.出租人未簽名或蓋章。 

□3個月內之建物登記第二類
謄本 

1.不得提供影本。 
2.建物門牌與租賃地址不相符。 
3.建築主要用途若非「住」、「住宅」、「農舍」、「套房」、「公
寓」、「宿舍」字樣，應依教育部 Q&A 第7至12頁提供其他文
件。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3個月
內戶籍謄本正本(以上皆須詳
細記事) 

1.不得提供舊式戶口名簿(其樣式為「橫式」或「無條碼」)。 
2.戶籍謄本列印日期超過3個月(以送件日往回推算)。 
3.沒有詳細記事。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須檢附由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其他身分別之學生(包含具備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格學生)不
需提供。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1.未滿20歲之學生須檢附。 
□不列計父或母或法定監護 
  人年所得財產切結書 

1.請於10月12日前送件，以利開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