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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學年度「房東座談會」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3 月 30日下午 14：30（星期四）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 

主席：學務長李金鴦博士 

記錄：李德彥教官 

出席人員：見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好鄰居房東們及消防及警察局的長官在百忙中抽空來出席本次座談

會。首先介紹出席的警消長官及本校的師長們：有高雄市苓雅消防中隊 黃俊綾副中

隊長、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 林榮均小姐、高雄市警局三多派出所 許文耀副所長、

高雄市警局凱旋派出所 吳維仁警員及本校的生輔組長吳建銘教官、生輔組的李專

員，感謝大家的出席。請各位好鄰居房東們秉持過去對本校學生的愛護與關懷、對

學生如同家人般的照顧，持續給予生活上的協助，如果學生在生活上有優良事蹟或

不好的行為，亦請房東先生們能及時反映給學校，便於適時介入幫忙。 

貳、 表揚優良房東 

頒發感謝狀： 

一、頒發本年度獲選優良房東謝敏男先生對本校賃居學生的關懷與照顧。 

學務長：請謝先生分享優良房東經驗 

謝敏男先生：謝謝高師大頒的感謝狀，我只是把賃居的學生當自己小孩在照顧，他    

            有甚麼困難，盡量協助她而已，另外女孩子如果超過晚上 12點尚未回 

            來，我會電話關心她是否安全，只要關心同學，同學畢業後也會變成 

            朋友。 

二、頒發高雄市苓雅消防分隊、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 、高雄市警局三多派出所、 

    高雄市警局凱旋派出所感謝狀。 

 

參、業務報告 

一、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完成賃居生基本資料調查與建立，本學期校外賃居生計 543 

    人，已請各系班級導師及軍訓同仁依據本學期校外賃居學生名冊實施「105 學年

度第二學期校外賃居生訪視」工作。 

 

二、各系系主任、導師及系輔導教官將不定期前往學生賃居處訪視，105 學年度第一

學期計訪視 108 人次，本學期亦將確實執行訪視工作，置重點於居住環境安全，

凡有缺失者即要求房東改善或勸導學生搬離，以維學生安全。(見附件一) 

      

三、為能兼顧賃居生權益，充份與房東意見交流，每學年度均召開房東座談會，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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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房東、學生與學校間之良好互動關係。 

 

四、校外安全維護： 

(一)本校於學期間均會配合苓雅、前鎮、鳳山、燕巢等分局及轄區各分駐所、派

出所共同關心學生校外生活安全，並辦理交通安全、防火防災及防身術等相

關安全研習課程，視需要偕同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共同檢查住宿消防安全設

備、檢視環境缺失，以維護學生賃居安全。 

(二)本校購置反偵測掃描器，提供師生使用，凡對賃居處有不安或懷疑有針孔攝

影機者，均可申請借用以偵測安全。 

    

五、推動「學生外宿安全認證」 

    為維護賃居學生租屋處所安全，針對【大型學舍及 10床以上之出租學生建物】，

請房東主動向警政、消防及營建等相關單位申請「落實學生外宿安全認證」工作，

將合格證書影本送本校存查。 

(一)強化門戶安全： 

    通過門戶安全認證之房東，本校才公布在租屋網頁，供學生及家長參考， 房

東主動向當地警政單位提出申請住屋安全認證、學生賃居治安風險認證或住

宅防竊諮詢服務，警政單位將派員至租屋處驗證，評鑑合格後頒發證書。 

(二)加強消防安全：（分為一般房東及大型房東） 

    【一般房東】：房東填報「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瓦斯熱水

器必需設置於室外，每一樓層至少放置一具滅火器，每一隔間都必須設置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即煙霧偵測器）。 

      【大型學舍及10床以上之出租學生建物】：房東得委請民間消防公司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與申報，消防機關再就民間消防公司之申請進行複查。 

(三)加強建物安全：房東主動委請專業檢查機構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六、辦理愛心優良房東評選：詳如附件二 

     (一)每年 1月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公告受理優良房東推薦期程及相關資訊。 

     (二)每年 3月由評審委員實地訪視學生賃居處。 

     (三)每年 3月底公告評選結果並通知於房東座談會中頒獎。 

 

    七、其它： 

        提供「４項功課，幫忙找到好房客」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居家安全診斷表」等

資訊供房東參考。（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生活輔導組→校外租屋系統下載） 

    八、宣導內政部自 105年 6月修訂租任契約必須有至少 3 天的審閱期，並且也有規定  

        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1、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2、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3、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4、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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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 

           擔。 

        6、出租人故意不告知承租人房屋有瑕疵者，不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7、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不得約定違反法律上強制或禁止規定。 

肆、賃居及消防安全講習   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消防局苓雅分隊主講  

    高雄市苓雅消防中隊 黃俊綾副中隊長做消防安全宣導，詳如附件--宣導簡報 

     學務長：謝謝黃副中隊長給我們講解這麼精采的消防預防知識，我想大家一定受益良多。是 

             否也請在場的警官們也給我們在安全防範上一些指導好嗎？ 

    苓雅分局 林榮均小姐：目前毒品比較氾濫，尤其是 K他命在青少年間最流行，它會有嚴重的 

             塑膠味，如有發現請通知學校或警方。 

    三多派出所 許文耀副所長：各位房東如有發現有危害安全事件請撥打 110專線或三多所電話 

             7615655報警。另目前高雄市警局有培養治安風水師，針對 23項治安重點項目，可 

             協助民眾體檢自己住家安全，可向各派出所申請。 

    凱旋派出所 吳維仁警員：優質的學生就會有優質的派出所，本轄區目前是以車禍及失竊案件 

             較多，因此建議要多利用科技設備—監視器，這樣不但可以保護學生，對房東自己 

             也比較有保障。 

    學務長：毒品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現在有發現以咖啡包、茶包及糖果的型態侵入校園，為了大 

            家的安全及下一代的健康，我們應對毒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才能有所的防範，今天 

            感謝苓雅分局林小姐的說明，我想對大家幫助很多。剛剛副所長也提到了，各警局均 

            有治安風水師可免費幫忙診斷住家的安全，建議好鄰居房東們可多加利用，另外市政 

            府也有很多很好的活動均可免費參加，建議房東們也可多加利用，充分利用政府的資 

            源，讓人生更加精采充實。 

 

伍、提案討論 

     無 

 

陸、自由發言 

   羅太平先生提問：第一次參加房東座談會，因年紀較大不會操作電腦，是否有其他辦法 

                   申請登錄網站？ 

柒、問題解答 

 

李紹華專員回答：只要羅先生備妥下列書面資料到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本人會協助羅先生 

                上網登錄。 

  1、土地、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2、屋主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房東填表用（請至高師大租屋網首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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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消防安全設備照片【下列（1）、（2）、（3）項照片為必要資訊，否則無法通過審 

       核】。 

     （1）宿舍熱水器的位置照片（務必拍攝能證明熱水器處於通風良好位置之照片，如使 

          用瓦斯熱水器必需設置於室外）。 

     （2）滅火器照片（每一樓層至少放置一具滅火器）。 

     （3）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即煙霧偵測器）照片（每一隔間都必須設置）。  

     （4）其他照片：緩降梯、安全門、逃生梯、緊急照明燈、逃生避難圖等照片。 

捌、主席結論 

    再次感謝所有房東及警消同仁來參加今天的座談會，也謝謝大家對本校賃居在外的學

生的關懷與照顧。去年房東的評選，有人建議訂定一個公正客觀的評選辦法，今年也已訂

定了，可能時間比較趕一點，今年參加優良房東評選的房東較少，是否程序太過繁複，請

房東們可提供寶貴意見，我們可以修辦法，讓辦法更順暢，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優良房東可

以獲得表揚，再次感謝大家來參與會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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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導師及輔導教官校外賃居生訪問狀況及改進措施一覽表 

優 

 

 

點 

一、訪視同學多住學校附近，上學方便，交通及飲食均無問題；租賃房屋以公寓為

主，月租金價格約介於 3000 元至 4000 元間，大多會與同學同住，方便互相照

顧。 

二、大多以公寓分隔租屋，室內設施家庭化，房間寬敞、環境清潔，燈光照明良好，

且有充分活動空間。 

三、房間大多以水泥隔間，熱水器置放室外，或多改用電熱式熱水器，安全性較高。 

四、有些賃居生是跟親戚同住，有親人照顧。 

五、教官前往學生賃居處做反針孔偵測，以提高學生租屋之安全，獲得賃居學生之

感謝，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裝置針孔情形。。 

六、大多數的房東非常親切，同學與房東相處良好。 

七、一般大樓安全設施及消防設備均有且生活機能完善、有完善的管理並設有管理

員。                                                                                           

缺 

 

 

點 

一、少部分同學選擇套房式住宅賃居，與同學互動較差。 

二、校外居住較為自由，因此自制力較不強的學生，生活作息或許會較不正常。 

三、賃居處所部分未放置滅火器，未裝設煙霧偵測器，裝設鐵窗者佔多數，雖能防

宵小卻不利火災逃生，消防設施待加強。 

四、同學與房東在居住認知有差距，喧嘩及使用空間有爭議。 

五、套房房租偏高，月租金價格 4500元以上，部分同學表示租屋之外，還要負擔大

樓管理費，相當昂貴。 

六、房屋隔間設備不良、鄰舍相互干擾。 

七、公寓房間牆壁有壁癌影響生活品質、環境衛生不佳待改進。 

八、光線不佳、巷道狹小、消防設施不佳、線路安裝待改進 

改    

進    

措    

施 

一、雖大多任居處所已改用電熱水器，但仍應持續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確保住

宿安全。 

二、持續落實導師、教官訪問校外賃居生工作，以了解、關懷同學校外生活。 

三、協請房東改善防火、防災相關設施，若無改善者，學校將禁止該房東上網登錄

租屋資訊。 

四、輔導同學搬離有安全顧慮之賃居處。 

五、賃居生大多數以機車代步來學校上課，本學期購置賃居安全宣導布條將掛置於

醒目處，提醒同學注意交通及賃居安全。 

六、少數較僻靜之賃居處所，將協請轄屬警察局加強巡查學生賃居處治安。 

七、同學應自動加強公共區域的整理與環境清潔。 

八、於班週會時提醒同學注意瓦斯熱水器安全。 

九、請房東將壁癌情況改善、並能加強隔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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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師大租屋網房東登錄服務(請耐心按步驟點選即可完成登錄) 

一、房東登錄流程說明 

    進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http://www.nknu.edu.tw/nknu.html)→首頁左側校內服務平 

    台→高師大租屋網→新房東註冊(新房東個人資料新增)→房東登錄→新增租屋資訊→ 

    查詢/修改租屋資訊→將所有證明文件繳交至生輔組→評鑑審核通過者公布租屋資訊 

    (不合格者不公布) 

二、新房東註冊(新房東個人資料新增)：上網建立房東個人資料 

 （一）在房東登錄資料頁上填入所有資料項。 

 （二）密碼請自訂(最長 15 位元，可為英文、數字)。 

 （三）資料的完整及正確性是審核的重要參考，資料不全者不予審核。 

 （四）若無異議，請在房東登錄服務網頁上點選「同意」，進入新房東資料登錄網頁。 

 （五）本校嚴禁二房東(即不可委託他人代租房屋)，因此需房東本人進行系統註冊與 

       租屋資料登錄。 

三、房東及租屋資料審核  

 （一）審核資料：以下所有項目均須以書面資料方式送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核。 

  1、土地、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2、屋主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房東填表用（請至高師大租屋網首頁下載）。 

    4、消防安全設備照片【下列（1）、（2）、（3）項照片為必要資訊，否則無法通過

審核】。 

     （1）宿舍熱水器的位置照片（務必拍攝能證明熱水器處於通風良好位置之照片，如 

          使用瓦斯熱水器必需設置於室外）。 

     （2）滅火器照片（每一樓層至少放置一具滅火器）。 

     （3）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即煙霧偵測器）照片（每一隔間都必須設置）。  

     （4）其他照片：緩降梯、安全門、逃生梯、緊急照明燈、逃生避難圖等照片。  

 （二）送審方式 

  1、請將審核資料函寄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號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收。 

   2、房東攜帶審核資料，至和平校區生活輔導組 2樓辦理。 

 （三）審核通過 

    1、房東繳交完整書面審核資料與網站登錄完成後，經本校審核通過即予以公開上網， 

       方便學生查詢。 

    2、在房東登錄網頁上之身份證字號及密碼（房東自訂）即可使用，如需修改資料可直 

       接進入網站更改。 

    3、房東登錄成功後，本校將視狀況前往實施房屋安全及設備檢查。 

    4、每學年 4月初前本校均會舉辦房東座談會（時間公告於租屋網首頁），房東如未參 

       加房東座談會議，本網站將無法繼續刊登網路租屋訊息。 

    5、若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內來電詢問（07-7172930-1234李教官）。 

四、本校對任何張貼資料具有刪除修改及核准與否權利。 



 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校外賃居愛心優良房東評選要點 

                                                 106 年 2 月 24 日奉校長核定實施 

一、 目的：為提升本校學生校外賃居品質，表揚愛心優良房東，特訂定本要點。 

二、評選資格：凡目前租屋給本校學生，屋況設備安全良好，且積極從事設施改善，

熱心關懷學生之房東，均符合評選資格。 

三、辦理期程： 

    (一)本活動每年舉辦一次。 

    (二)每年 1月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公告受理期間及相關訊息。 

    (三)每年 3月由評審委員實地訪視學生賃居處。 

    (四)每年 3月底公告評選結果，並通知當選房東。 

四、評審委員：本校生活輔導組組長、賃居業務承辦人、學生代表 1人。 

五、評選方式： 

(一)由賃居學生、班級導師、系教官(軍訓專員)或賃居房東本人推薦， 於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網頁下載推薦申請表(如附表 1)，於規定期間內送達生活輔導

組(若房東未在本校租屋網站登錄，需補繳房屋權狀影本或房屋稅單影本並

補登錄)。 

(二)評審委員進行實地訪視，填寫評選表(如附表 2)，評選項目、重點及配分如

下： 

1.居住環境（20%）：交通便捷性、生活機能充分、自備停車場、環境清幽、

治安良好等。 

    2.生活設備（20%）：冷氣、冰箱、廚房配備、電視、洗衣機、飲水機、 

      網路線、私人陽台、專線電話等。 

    3.安全措施（25%）：滅火器、緊急照明燈、煙霧偵測器、無頂樓增建、 

      監視系統、門禁刷卡系統、水泥隔間等。 

  4.關懷與照顧（30%）：節慶假日邀請學生共同用餐、關心學生生活起居，與

學生互動良好、設施損壞能迅速修復、熱心參與本校舉辦之相關研習或活

動等。 

   5.加分項目（5%）：通過賃居治安風險認證(任一級)或其他優良事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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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評選資格： 

   1.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者。 

   2.五樓以上無緩降機者。 

   3.與賃居學生發生糾紛情節嚴重登錄有案者。 

   4.賃居處裝有封閉式鐵窗，逃生為單一出口者。 

六、錄取名額： 10名，得視推薦人數調整之。 

七、表揚方式： 

當選愛心優良房東者，於房東座談會公開表揚，頒贈獎狀一幅，並納入本校租

屋資訊網，提供學生賃居參考。 

八、當選之愛心優良房東，由評選委員不定期訪視，若有足以影響學生賃居品質及

安全事項，即取消愛心優良房東資格。 

九、本要點經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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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5學年度愛心優良房東評選推薦申請表 

房東姓名  
房東聯絡 

電話 

手機:           市話： 

E-mail： 

通訊地址 
      縣市             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租賃地址 
         縣市             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上學、放學 

交通方式 

□機車     分鐘     □公車      分鐘 

□步行     分鐘     □捷運      分鐘 

□腳踏車   分鐘     □汽車      分鐘 

是否與房東同住 □是    □否 

是否簽有租賃契約 □是    □否 

本校同學 

資料 

系級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優良事蹟 

學生賃居處房東符合以下評選項目 (請勾選)： 

1.居住環境：□交通便捷  □生活機能充分  □自備停車場  □環境清幽 

  □治安良好 □其他：      

2.生活設備：□冷氣  □冰箱 □廚房配備 □電視 □洗衣機 □飲水機 □網 

  路線 □私人陽台 □專線電話 □其他： 

3.安全措施：□滅火器  □緊急照明燈  □煙霧偵測器  □無頂樓增建 □監視 

 系統 □門禁刷卡系統 □水泥隔間 □其他： 

4.關懷與照顧：□節慶假日邀請學生共同用餐 □關心學生生活起居 □與賃居 

 學生互動良好 □ 設施損壞能迅速修復 □熱心參與本校所舉辦之相關研習或 

 活動 □其他： 

5.加分項目：□通過賃居治安風險認證(任一級)       

            □其他優良事蹟： 

 

 

 

推薦人 
 □賃居學生  □班級導師  □房東  □系教官(軍訓專員) 

 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附表 2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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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年度愛心優良房東評選表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訪視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房東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租房屋地址： 

評選項目 

1.居住環境（20%）: 得分________ 

評量重點：□交通便捷 □生活機能充分 □自備停車場 □環境清幽 □治安良好 

          □其他：  

2.生活設備（20%）: 得分_______ 

評量重點：□冷氣 □冰箱 □廚房配備 □電視 □洗衣機 □飲水機 □網路線  

          □私人 陽台 □專線電話  

          □其他： 

3.安全措施（25%）: 得分_______ 

評量重點：□滅火器  □緊急照明燈  □煙霧偵測器  □無頂樓增建  □監視系統  

 □門禁刷卡系統  □水泥隔間  

 □其他： 

4.關懷與照顧（30%）: 得分______ 

     評量重點：□節慶假日能邀請學生共同用餐  □關心學生生活起居  □與賃居學生互 

               動良好  □設施損壞能迅速修復  □熱心參與本校舉辦之相關研習或活動   

               □其他：               

5.其他加分項目（5%）: 得分_______ 

 評量重點：□通過賃居治安風險認證(任一級) 

 □其他： 

註：如有以下情形取消評選資格： 

□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 

□五樓以上無緩降機     

    □與賃居學生發生糾紛情節嚴重登錄有案者 

    □賃居處裝有封閉式鐵窗，逃生為單一出口者。 

訪視意見： 

 總得分合計：___________分   評選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