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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7 學年度） 

107 學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第一學期(11、12月) ２９０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

訓室篩選安全條件較差或學生勾選需

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第二學期(4、5月) １２９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107學年第１學期

租屋安全研習暨

房東座談會 

１０７／１１／２２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７５位房東 

２６位學生 

 

107學年第2學期

租屋安全活動 
１０８／３／２５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５４位房東 

２４位學生 

 

 

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6 學年度） 

106 學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第一學期(11、12月) 111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

訓室篩選安全條件較差或學生勾選需

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第二學期(4、5月) 107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校外租屋安全及

相關法律權益宣

導(以租屋法律規

定為主要課程) 

107/3/29日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63位房東 

22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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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5 學年度） 

105 學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第一學期(11、12月) 94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

訓室篩選安全條件較差或學生勾選需

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第二學期(4、5月) 87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房東消防安全講

座暨座談會 
106/4/13日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89位房東 

 

學出租屋消防安

全講座暨相關租

屋權益宣導 

106/4/18日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97位同學 

 

  

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4 學年度） 

104 學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第一學期(11、12月) 138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

室篩選安全條件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

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第二學期(4、5月) 123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房東消防講座  105/3/10日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89位房東  

房東多方座談會  105/3/10日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89位房東  

賃居安全消防講座  105/3/17日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92位同學  

賃居安全法律暨安

全認證說明  
105/3/24日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68位同學 

 

租屋博覽會  105/3/29日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場 約47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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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3 學年度） 

103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11、12 360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4 19 

◎104 年 4 月底前完成訪視 379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103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地

址調查表，總計 2745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103/12/30 止完成訪視 360 
戶次，104/4 /30 止完成訪視 19 戶次），總計 379 戶，已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

校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賃居安全消防講座 104/3/19 日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102 位同學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04/3/12 日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53 位同學    

房東座談會  104/3/12 日 14:00~17:00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102 位房東    

租屋博覽會  104/3/26 日 17:00~21:00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場  約 57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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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2 學年度） 

102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戶數  備考  

11、12 112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4 19 

◎103 年 4 月底前完成訪視 131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101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

地址調查表，總計 3148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101/12/30 止完成訪視 112 
戶次，102 /4 /30 止完成訪視 1 9 戶次），總計 131 戶，已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

校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賃居安全消防講座 103/3/4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154 位同學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03/3/11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87 位同學    

房東座談會  103/3/11 日 14:00~17: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61 位房東    

租屋博覽會  103/3/25  17:00~21:00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

場  
約 5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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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1 學年度） 

101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人數 備考 

11、12 56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4 9 

◎ 102 年 4 月底前完成訪視 58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101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

地址調查表，總計 2,668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101/12/30 止完成訪視 56 
戶次，102 /4 /30 止完成訪視 9 戶次），總計 58 戶(7 戶為上學期狀況不佳下學期複訪)，
已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校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

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02/3/18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188 位同學   

房東座談會 102/3/20 14:00～17: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58 位房東   

租屋博覽會 102/3/28 15:00～21:00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

場 
約 4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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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100 學年度） 

100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人數 備考 

10 61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3 3 

◎ 100 年 6 月底前完成訪視 64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100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

地址調查表，總計 1731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100/10/22 止完成訪視 61 
戶， 101/3/30 止完成訪視 3 戶），總計 64 戶，已經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校外

住宿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01/3/20 19:00～21: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62   

房東座談會 101/3/20 14:30～16:3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53   

租屋博覽會 101/3/29 15:00～21:00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

場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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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99 學年度） 

99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人數 備考 

3 11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11 、 12 42 

◎ 100 年 6 月底前完成訪視 69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99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地

址調查表，總計 2393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100/6/30 止完成訪視 67 戶， 
100/8/12 止完成訪視 2 戶），總計 69 戶，已經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校外住宿

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加人數 備考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00/4/25 11:00-13:0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111   

房東座談會 100/4/25 13:30-17:10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64   

租屋博覽會 100/5/1 09:00-17:00 
光復校區活動中心前廣

場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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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98 學年度） 

◎ 98 年 4 月底前完成訪視 89 戶校外賃居學生；回收 98 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住宿地

址調查表，總計 2510 份，分兩梯次實施校外賃居學生訪視（ 98/12/07 止完成訪視 193 戶， 
99/3/1 止完成訪視 11 戶 ），總計 204 戶，已經彙整分析上陳，同時賡續更新校外住宿

服務網站網頁，提供房東認證張貼服務，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 舉辦相關活動如下： 

＊ 98/04/13 14:30~16:30 於管院地下一樓演講廳辦理房東座談會。 

＊ 98/04/27 10:00~12:00 於管院地下一樓演講廳辦理賃居安全法律講座。 12:15~18:15 於

雲平大樓前廣場辦理租屋博覽會。 

＊ 99/04/12 於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舉辦賃居安全法律講座，演講人：崔媽媽基金會法

務秘書陳怡君。參加人數 61 人，相關講座資料及錄影資料均上傳至校外住宿服務網，提

供向隅同學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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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97 年度） 

97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人數 備考 

9701 20 

由導師輔導學生填寫之自評表，經軍訓室篩選安全條件

較差或學生勾選需求訪視之案件，由系所輔導人員訪視。 

9704 14 

9705 18 

9706 2 

9711 6 

9712 8 

◎ 賃居安全法律講座：於 97/03/25 ( 週二 ) 10:00-12:00 假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舉辦，

演講人：崔媽媽基金會法務秘書馮麗芳。參加人數 76 人。 

◎ 97 年 1 月 1 日 至 97 年 12 月 31 日 ，本室校外賃居生訪問共計 68 人，針對有

安全顧慮之住屋，建請房東改善設施，如未改進請同學另擇安全居所，並寄發家長通知函，

同時賡續更新校内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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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居輔導 ( 訪視 ) 成效統計表（96 年度） 

96 年賃居訪視人數統計表 

訪視月份 訪視人數 備考 

9601 64 教官主動外出訪視 

9603 47 同上 

9604 63 同上 

9605 69 同上 

9606 59 同上 

9609-9612 23 導師輔導學生自評較差件所實施訪視 

◎ 宣導成果：賃居安全法律講座：於 4/30 (週一) 11:10-12:30 假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舉辦，演講人：崔媽媽基金會法務秘書陳怡君。參加人數 66 人。 

◎ 96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12 月 31 日，本室校外賃居生訪問共計 325 人，針對有

安全顧慮之住屋，建請房東改善設施，如未改進請同學另擇安全居所，並寄發家長通知函，

同時賡續更新校内外住宿服務網站網頁，以提高校外賃居學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