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111 年 10 月 12 日(三)10:10 

地 點：餐廳與宿舍 A、B 區間道路 

主辦單位：學務處軍訓組 

協辦單位：雲林縣警察局交通隊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資料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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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交通事故(42件 55人次)統計分析： 

(一)傷亡情形：死亡 0人、重傷 4人佔 7%、輕傷 48人佔 87%、未受傷 3人佔 6%。 

(二)依學院分析：工程學院 19人佔 34.55%、管理學院 12人佔 21.82%、設計學院 14

人佔 25.45%、人文學院 7人佔 12.73%、未來學院 3人佔 5.45%。 

(三)依年級區分：大一 18人佔 32.73%、大二 15人佔 27.27%、大三 8人佔 14.55%、大

四 7人佔 12.73%、碩一 4人佔 7.27%、碩二 2人佔 3.64%、博班 1人佔 1.82%。 

(四)依性別區分：男生 31人佔 56.36%、女生 24人佔 43.64%。 

(五)依交通工具區分：汽車 1人佔 1.82%、機車 48人佔 87.27%、腳踏車 5人佔

9.09%、步行 1人佔 1.82%。 

(六)依發生月份區分：111年 4月 2人佔 3.64%、111年 5月 4人佔 7.27%、111年 6月

2人佔 3.64%、111年 7月 4人佔 7.27%。 

(七)依星期統計區分：星期一 3人佔 5.45%、星期二 5人佔 9.09%、星期三 4人佔

7.27%、星期四 9人佔 16.36%、星期五 18人佔 32.73%、星期六 9人佔 16.36%、星

期日 7人佔 12.73%。 

(八)依發生時段區分：08:00~17:00時 24人佔 43.64%、17:01~24:00時 22人佔

40.00%、00:01~07:59時 9人佔 16.36%。 

(九)依發生路段分析：龍潭路段 15人佔 27.27%、中山路路段(大學路口南側)7人佔

12.73%、中山路路段(大學路口北側)4人佔 7.27%、大學路與中山路交叉口 1人佔

1.82%、大學路路段 2人佔 3.64%、雲林路路段 3人佔 5.45%、華山 1人佔 1.82%、

斗南鎮 1人佔 1.82%、校內馬路 2人佔 3.64%、台糖宿舍附近路段 1人佔 1.82%，

外縣市及其它路段 18人佔 32.73%。 

(十)以發生原因區分：未注意車前狀況發生車禍或自摔計 3人佔 5.45%、未保持安全距

離撞及前車或行人 4人佔 7.27%、未減速至操控失當摔車 3人佔 5.45%、未注意道

路週遭狀況(開車門、迴轉、停車起步)致發生碰撞 22人佔 40%、轉彎車未讓直行

車先行（支幹道車未讓主幹道車先行）14人佔 25.45%、違規左右轉 3人 5.45%。 
 
二、宣導資料如下： 

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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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第 2 學期安全地圖 
 
 

 

➢ 建立守護終生交通安全的好觀念：五大守則  

✓ 交通安全第一守則：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 交通安全第二守則：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才會安全。  

✓ 交通安全第三守則：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 

✓ 交通安全第四守則：利他用路觀 --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的交通行為 

✓ 交通安全第五守則 ：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 -- 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

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 當前社會迫切需要的五大交通安全運動 

(1) 車頭朝外停車：不撞行人、迅速逃生、方便充電 

(2) 乘客責任：協助駕駛人清醒與專心、全車生命保障 

(3) 下車時向公車及計程車司機說「謝謝」：感恩鼓勵 

(4) 對禮讓行人的車輛駕駛揮手點頭致謝：感謝與感動 

(5) 保護長者及婦孺安全地穿越路口：公平正義與人性 

交通部函有關校園周邊交通事故熱點圖表

(https://roadsafety.tw/SchoolHotSpots#)，可至「道安資訊查詢網」

(http://roadsafety.tw/AccLocCbi）查詢易肇事路段，提醒用路人行至上述路段

注意交通安全。 

https://roadsafety.tw/SchoolHotSpots#)%EF%BC%8C%E5%8F%AF%E8%87%B3%E3%80%8C%E9%81%93%E5%AE%89%E8%B3%87%E8%A8%8A%E6%9F%A5%E8%A9%A2%E7%B6%B2%E3%80%8D(http://roadsafety.tw/AccLocCbi
https://roadsafety.tw/SchoolHotSpots#)%EF%BC%8C%E5%8F%AF%E8%87%B3%E3%80%8C%E9%81%93%E5%AE%89%E8%B3%87%E8%A8%8A%E6%9F%A5%E8%A9%A2%E7%B6%B2%E3%80%8D(http://roadsafety.tw/AccLocC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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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事故發生後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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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軍訓組對交通安全改善作為、措施與宣導事項： 

(一) 配合各交通執法單位實施相關交通法規或宣導事宜，於全校電子郵件不定時公告相關資

訊，敬請同學能確實閱讀瞭解內容。 

(二) 有關龍潭路： 

1. 龍潭路紅綠燈已架設完成、燈號開始運作，請同學依燈號指示行車，並注意速限

30KM/H，紅綠燈每日 07:00~20:00 實施【紅綠燈交通管制】，其餘時段為閃光紅、黃

燈，行駛至路口請依閃紅應停止禮讓閃黃應減速路權依序行駛。 

2. 龍潭路道路二側紅線標線已完成劃設，請同學不要違規停車，避免造成交通意外事故或

被開單受罰。 

3. 龍潭路二處紅綠燈處任何一方向均禁止左右轉，請勿違規以免受罰。 

(三) 尖峰時段龍潭路段人車爭道情形嚴重，影響用路人安全，行人是所有用路人中最弱勢的族群，

為減少行人遭汽機車撞擊而傷亡的情形，近幾年在交通部極力宣導下，『行人路權優先』的觀

念已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卻仍有少數的汽、機車駕駛人因漠視或忽略行人路權的問題，導

致意外的發生。「路權」係指用路人使用道路相關設施誰先誰後之權利〈或利益〉，對於取得

路權者具有優先通行與道路設施的權利，而未取得路權者則無通行權，必須等待具有路權者

通過，取得路權後方可通行。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3 條： 

汽車行經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

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因此下次同學騎乘機車行經龍潭路時，應有注意路況放慢車速與禮讓其他用路人的責任與義

務，當所有的同學都能保持著『遵守交通規定』、『尊重路權』、『禮讓行人』的心態時，相信

不僅能讓您我都能行的平安，也可以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而美好，不是嗎？ 

(四) 請同學夜間騎自行車必加裝夜間燈具並開啟照明，降低意外事故發生機率。 

(五) 168 交通安全入口網站：「交通安全網」，內容包含 1.最新交通相關訊息、新聞；2.考照專區；

3.交通意外事故案例宣導；4.交通法規公告；5.各相關宣導資料、法規之檔案下載，歡迎同學

多加運用，網址如下： 

http://168.motc.gov.tw/TC/index.aspx 

  

http://168.motc.gov.tw/TC/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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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汽機車強制險，您不可不知的…… 

很多人只知道強制險[死殘給付 200 萬]、[傷害醫療給付 20 萬]保障，不知

下列保障也都可以申請理賠呢！ 

 
車禍若不幸發生對方肇事逃逸，或對方並無投保強制險的情形，被保險人亦

可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金，事故發生二年內皆

可申請理賠。 

強制險理賠不分道路責任或事故當事人造成的過失，皆可申請理賠，但事故

發生時請務必記得要向警察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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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複合式防災演練活動： 

(一) 每學期各學院均會舉辦至少一次自主性複合式防災演練活動，演練項目以地震避難疏散、滅

火器、消防栓、逃生緩降機操作等為主，建議同學於演練時能主動參與，培養充足之避難逃

生與相關機具操作知識，俾利於狀況發生時能臨機應變，避免災損發生。 

(二) 每學年第 1 學期初配合新生入學宿舍防災演練舉辦本校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活動，演練項目以地震避難掩護與疏散、滅火器、消防栓、逃生緩降機操作等為主，希望

能培養新生避難逃生與相關機具操作知識，並瞭解宿舍避難逃生環境與設施位置，降低或避

免住宿學生災損發生機率。 

二、 學生意外事件協處： 

(一) 本校新增校內幫助專線「請幫幫我─7885」，將本校 1.駐衛警；2.校安中心；3.諮商輔導中

心；4.學生宿舍；5.衛教組等學生常用聯絡、查詢單位整合，同學可多加利用。 

(二) 本校校安中心由軍訓組教官及校安人員實施 24 小時輪值，協助學生處置校安意外事件，減

少學生意外事件發生後之損害，保障及維護學生權益。 

(三) 本校校安中心電話： 

1. 分機：2098 

2. 值勤手機：0937-651-657 

3. 值勤電話為協處學生意外事件用，非緊急校安事故或通報意外事件(如詢問兵役事宜、宿

舍忘帶鑰匙…等)請勿使用，以免學生意外事件發生時延誤協處時效。 

(四) 本校 110-2 學年度協處學生意外事件統計表(111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區分 
車禍 

協處 

協助 

就醫 

失物

招領

通知 

失竊 

協處 

失聯 

協巡 

情緒 

疏導 

糾紛 

協處 

反詐

騙協

處 

友校 

學生 

車禍 

協處 

其他 合計 

件數 37 21 17 6 5 74 20 3 0 13 196 

傷亡 

死亡 0          0 

重傷 6          6 

輕傷 27          27 

未受傷 4          4 

三、 校園安全相關事項提醒： 

(一) 台灣地區汛期為每年五月初至十一月底，是台灣雨量最豐沛的梅雨及颱風季節，這兩者皆會

帶來連續性豪雨，也是最易發生水患的時刻，提醒同學在汛期至溪流邊活動前能隨時注意相

關氣象資訊，以維個人戶外活動安全。 

(二) 本校配合雲林縣政府新聞處每月運用本校液晶瑩幕電子公告系統進行校安與社會治安事項

相關標語宣教，提醒師生及社區民眾相關安全注意事項，維護校園周邊安全。 

校園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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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每年寒、暑假前配合教育部實施假期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除函請各院系協助宣導外，

並以全校電子郵件系統及網頁公告方式通告全校教職員生注意活動安全預防事項，維護師生

於放假期間活動安全。 

一、 大學生常遇詐騙手法： 

(一) 購買遊戲點數被騙匯款。 

(二) 遇街頭推銷保養品、保健食品，拆封試用要求購買。 

(三) 網路購物佯稱匯款錯誤，要求到 ATM 轉帳。 

(四) 打工遇詐騙集團，被騙當人頭帳戶。 

(五) 冒名警察單位通知金融卡、健保卡資料外洩。 

(六) 網路交友遭設局，被仙人跳或性侵。 

(七) 巫術或宗教詐欺，算命看風水改運真詐欺。 

二、 常見詐騙手法分析： 

電信詐騙犯罪自民國 89 年發展迄今，手法因警方查緝而逐漸轉型，犯罪手法相互結合且更加複

雜化，亦即同一詐騙過程中結合多項手法與話術，並配合偽冒多重身分及時事，以增加被害人受

騙機率。 

(一) 購物個資外洩詐財 

第
一
階
段 

冒用名稱 網購公司客服人員 

詐騙工具 篡改來電(來電顯示網路公司客服總機號碼) 

詐騙話術 

1. 先與被害人確認之前電視或網路購物交易紀錄。 

2. 佯稱被害人因作業疏失或誤勾選分期付款方式，由一次付清變為分期付款，

向被害人套取其金融卡、信用卡片背後的客服電話，據以後續篡改前述客服

電話，以取信被害人，另外假冒的歹徒會以關懷語氣表示會代為向銀行聯繫

處理。 

受騙關鍵情境 

1. 騙徒利用購買個資或駭客入侵掌握被害人購物、個人資料，造成被害人緊

張。 

2. 篡改客服電話供民眾查詢而誤以為確有其事。 

3. 假冒歹徒並表現出熱心、積極，要為被害人解決問題，取得民眾信任，使民

眾掉入詐騙陷阱。 

第
二
階
段 

冒用名稱 金融機構客服人員 

詐騙工具 篡改來電(來電顯示金融機構客服總機號碼) 

詐騙話術 
向被害人確認開戶資料、存款，藉取消分期付款之名義，指示操作提款機轉

帳。 

受騙關鍵情境 電話顯號確為金融機構，取得民眾信任。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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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用詞 

一、 購物平台總機電話可能遭竄改。 

二、 提款機只有「轉帳」與「提款」功能，並無取消分期付款功能。 

三、 要求「到提款機操作」就是詐騙。 

(二) 網路交易詐財 

第
一
階
段 

冒用名稱 網路拍賣賣家 

詐騙工具 網路購物平台 

詐騙話術 

1. 歹徒先以社交工程、駭客手法、蒐購方式取得網路拍賣帳號與密碼，再開

立賣場，吸引不知情買家下標購物。 

2. 於網拍平台，以低於行情價 PO 熱門商品，如高單價 3C 電子產品(液晶電

視、數位相機、攝影機)或一次大量購買用品（泡麵、飲料），誘使網友下

標購買。 

受騙關鍵情境 

1. 以低於行情價 PO熱門商品，誘使貪便宜網友下標。 

2. 至於虛設或蒐購的賣家帳戶會培養交易評價，以矇騙被害人，誤以為是良

好賣家而進行交易。 

第
二
階
段 

詐騙工具 網路(電子郵件、MSN、即時通等)或電話 

詐騙話術 

1. 買家下標後騙徒即聯繫買家，要求私下交易或先交付購物款項或訂金(金

額多為標購物品價格一半)。 

2. 表明不願意面交。 

3. 如買家付款後表示未收到貨品，即以種種藉口應付，拖延買家報案。 

受騙關鍵情境 

1. 如循網路拍賣正常下標程序，目前國內平台提供者均對使用賣家收取 1.5

％至 3％的使用手續費，歹徒即藉此謊稱願將手續費回饋買家，要求私下

交易。 

2. 拖延賣家報案，以延續網拍帳號使用期間，盡量可能騙更多網友。 

關鍵 

用詞 

偏離市價行情，堅持私下交易，不願貨到付款就是詐騙。 

 

(三) 求職詐財 

第
一
階
段 

冒用名稱 公司行號 

詐騙工具 報紙、網路 

詐騙話術 
騙徒在報章、雜誌或網路上刊登廣告以「高薪」、「工作輕鬆」，徵求「公主」、

「男公關」或「司機」為餌，在廣告上留電話，讓應徵者聯絡。 

受騙關鍵情境 以工作待遇好、錄取門檻低，吸引求職者注意。 

第
二

階
段 

冒用名稱 公司面試人員 

詐騙工具 電話(ㄧ般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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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話術 

1. 約被害人在公共場所或其虛設之公司面試。 

2. 以置裝費、訓練費、就業保證金，要求被害人先交付金錢。 

3. 以薪資轉帳需要為由，要求繳交身分證及帳戶、提款卡，或以工作需求名義

替被害人申辦行動電話。 

受騙關鍵情境 
因求職者多為社會新鮮人經驗不足，或長期失業者急欲尋找工作，故較容易

因求職受騙。 

關鍵

用詞 

一、 正派公司徵才，不會要求民眾預支額外費用，且會負擔員工培訓費用。 

二、 辦理薪資轉帳僅需提供帳號或存款簿影本，如要求提供存款簿、金融卡、身分證之正本，必

為詐騙。 

三、 應徵時，應於公司設址處應徵並會告知職務、薪資，如約在外面試均屬詐騙。 

三、 本校為宣導學生防範詐騙，已於軍訓組網頁製作反詐騙宣導專區，敬請同學能多加

運用，強化知識，避免受騙，網址如下： 

http://goo.gl/cRjG2F 

四、 近來「多層次傳銷」衍生交易糾紛時有所聞，目前多層次傳銷事業隸屬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管轄，如同學有因參與多層次傳銷而造成糾紛情事，可逕向公平交

易委員會查詢，相關管理法規可上網查詢，網址如下：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3 

五、 近來發生學生遭受詐騙情形，簡述案情與防制之道： 

(一)案情概要:詐騙者電話稱被害學生刷卡購物遭誤設定為分期付款，要被害人至便利商

店購買*遊戲點數卡*後將序號等資料告知後，由該公司代為解除錯誤設定，被害學

生連續購買數十萬元之點數卡後，遭超商店員勸止並報警後，被害人始知遭到詐騙。 

(二)案情分析與應對:任何消費錯誤或糾紛，要求之店家或金融卡公司會以書面資料通知

(掛號郵件)方式處理(任何重要公文書或公務機關之文書亦同)，不可能以: *遊戲點數

卡*或*電話通知*等簡易(輕率)之方式辦理解除(通知)。對於造成個人財產損耗者(含

帳戶交付\財物領出\點數卡購買)都應注意並尋求朋友或師長之意見，最有效方

式:110或 165 反詐騙專線等警察局之免費電話均可接受諮詢 

(三)防詐騙要訣(三不原則):不要貪、不要怕、不要做；特別是*不要做*(領財物或交付自

身帳戶或買點數卡等耗費財物之行為)，只要*不要做*詐騙者就無法得逞。 

(四)其他：開學了，出門前宿舍門、窗一定要上鎖，騎乘機車下車時機車鑰匙要即時取

下(有 50%機車竊盜案是車主未將鑰匙取下造成)，並鎖上龍頭鎖為上；最後應注意

行車安全。 

資料來源：斗六分局偵察隊 

 

 

 

http://goo.gl/cRjG2F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3


21 

 

165反詐騙專區新聞快訊、詐騙小叮嚀、闢謠專區摘要 
「臉書假廣告」特徵 刑事警察局提供以下幾點辨

別「臉書假廣告」特徵，呼籲
民眾只要看到低於市價且只
能使用貨到付款方式，應仔細
辨明真偽，提高警覺： 

特徵 1、廣告商品售價明顯低
於市價行情。特徵 2、網站永
遠倒數不完的結束時間，每
天都限時搶購。特徵 3、強調
免運費、7 天鑑賞期、可拆箱
驗貨，且只能使用貨到付款
方式。特徵 4、網站上沒有公
司地址及客服電話，或客服
為空號。特徵 5、網頁只販售
單項商品。 

偵破利用網路銀行 APP「假轉
帳，真詐騙」案 

於各大網路購物、拍賣平台上
尋找 3C 賣家，以私訊方式聯
絡賣方面交商品後，持網路銀
行 APP轉帳畫面、個人身分證
件等取信被害人，得手後即將
贓物轉賣變現。 

於網路拍賣物品或購物時，對
於非正常形式之交易及付款
方式，應特別提高警覺並慎選
有保障機制之網拍業者消費，
以維自身權益。 

號召全民抓車手、警祭萬元檢
舉獎金（刑事警察局網站建置
了「通緝令追追追-檢舉詐欺
車手專區」） 

無論詐騙集團如何隱藏行蹤，
最後總要派人現身提領贓款，
這些專門前往 ATM提款或跟被
害人面交方式取贓款的詐騙
集團成員，在司法實務上就通
稱為「車手」。 

只要民眾主動指認專區公告
的詐欺車手影像因而查獲者，
就會由破案機關核發獎金，歡
迎民眾踴躍利用專區提供檢
舉線索。 

「輸入『破解密碼』可解除扣
款設定」 名嘴遭詐 5 萬元 

由於購物網站的資料庫遭詐
騙集團入侵，詐騙集團取得交
易資料後，假冒購物業者及金
融機構的客服人員致電買家，
以誤設「分期付款」、「經銷
商身分」、「連續 12 期扣款」
為由，誘騙買家操作自動提款
機，甚至購買遊戲點數「回沖
帳戶」來進行詐騙 

接到陌生來電只要有以下情
形的任何一種，則一定是詐
騙： 
（一）來電顯示前面為「+」，
後面為市話號碼 
（二）電話中提到「誤設分
期」、「連續扣款」 
（三）要求依指示操作自動提
款機 
 

故意輸入錯誤密碼 3次可救回
自己的錢?-這是網路謠言，請
勿相信。 

 輸入錯誤密碼 3次可救回自己
的錢為假消息，勿再轉傳了！ 

歡慶六周年送免費貼圖？
LINE 澄清：該活動是假的！ 

最近有不少網友瘋傳「L INE 
歡慶 6 週年簽到」活動，加入
好友後可以抽免費貼圖，活動
期間從 2017 年 10 月 2 日至
2018 年 2 月 2 日，有許多民眾
反應，參與活動抽不到貼圖，
轉傳後也不能再次抽貼圖，懷
疑是詐騙訊息。 

LINE 公司表示，[L INE 歡慶
6 週年簽到] 為非官方成立的
LINE@帳號，亦非官方舉辦之
活動，因違反服務條款，遭用
戶檢舉，已將此帳號停權。提
醒用戶不要在此類不明帳號
中回覆自己的個資，像是 LINE 
ID、手機號碼等資訊，並善用
LINE 的檢舉功能。 

您知道如何辨識「假檢警」詐
騙電話嗎？ 

「假檢警」詐騙手法多半在白
天撥打市話給獨自在家的被
害人，歹徒最常假冒一般民眾
較無戒心的健保署、中華電信
語音電話系統，撥放「您的健
保卡使用異常將予以鎖卡，如

提醒您，健保署跟中華電信網
站都已公告表示不會透過電
話語音系統要求民眾按任何
鍵轉接客服人員，如果接獲此
類可疑電話，務必掛斷並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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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問請按 9轉接專人服務」、
「您的電信費用未繳納將予
以停話，如有疑問請按 9轉接
專人服務」的語音通知，等被
害人上鉤後，再以被害人遭冒
用身分請領健保補助或申辦
門號，要協助報警處理為由，
轉接給其他假冒檢警人員的
歹徒行騙得手。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以
免被騙。 

 

 

 

 
 

165 反詐騙宣導-高風險賣場排名 165 反詐騙宣導-詐騙來電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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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和這些 LINE ID 做朋友（更新至
9/30） ！ 
連結以下網址 LINE ID 是遭民眾檢舉的詐騙
ID。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
/39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39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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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系統登錄作業說明 

(一) 你知道本校「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系統登錄路徑嗎? 

本校首頁【單一入口網/學務資訊系統/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鍵入

帳號、密碼後登入。若租賃住所未變更，按下「居住資料未變更」鍵即可。 

(二) 為需要完成「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系統資料登錄？ 

理由一：同學離家求學租屋期間糾紛時有所聞、意外事件亦屢見不鮮，學校有責任

協助同學校外賃居生活安全、糾紛處理與急難救助等，然「自助才有人助」，為了

自己、為了所愛的親人和未來豐富的人生，同學更有義務花少許時間，可以在每學

期開學前後，上網詳實填寫個人居住資料，使學校得以建立同學居住及房東資料

庫，執行即時、及時聯絡與傳達同學各項訊息、調處糾紛或意外急難事件協助等，

使大家可安心就學。本系統建置至今，協助同學糾紛、危難不計其數，挽救同學性

命者更高達 4人次。 

理由二：本系統建置，具快速查詢功能，對需要幫忙的急難同學，可及時獲得學校

的關懷與協助；但也因為多筆資料的錯誤、亂填或未登錄而造成延誤、遺憾。故詳

實填註目前居住資料，爾後無論個人或同學好友需要幫助時，對於未來可否及時、

即時獲得協助，至關重要。 

理由三：「孝順」，為我國固有優良美德，同學於離鄉背井到我校追求自我理想，

個人的身體髮膚、心理，原就應特別注重、保持個人身心健康及安全，然在意外受

到內、外在各式身體、心理衝擊或壓力時，若可以完成居住情形填註，學校便得以

即時、及時提供協助，使你(妳)的傷害減至最低。如此，可讓父母安心、免除焦

慮，故為孝順之最直接表現。 

理由四：目前詐騙案例甚多，由於部份同學疏於和家長保持聯繫，讓歹徒有詐騙財

物可乘之機，學校可以透過系統資料及早確認、聯繫同學，可避免家長擔憂及財產

損失。 

理由五：以往每學期執行本項學生居住情形資料庫建置工作時，是以請班代用紙本

發同學填寫，再以大量工讀生建檔方式實施，造成建檔工作曠日費時、查詢困難及

無謂人力負荷與時間浪費，更增加了系統建置的無用性。是以本系統開放每位同學

自行維護個人居住情形資料權限，可大幅提昇本項工作之效率與降低班級幹部之負

擔。 

理由六：父母或各位同學賺錢不易，詳實之房東資訊，可協助本縣建管、警、消等

單位，在實施租屋建物安全評核時，確實正確聯繫房東，使同學在支付一定租金的

賃居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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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可以獲得相符金錢支出的居住環境安全品質；而獲教育部安全評核訪視標

章的房東，亦可刊登在本校雲端租屋網，提供同學賃居選擇參考的權益。 

理由七：各位同學選擇就讀本校時，相信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認同學校教學、軟硬

體環境及各項行政措施後所做出的選擇，故請各位同學相信學校，愛己所選，平心

完成自己居住情形登錄。 

(三) 系統何時開放？不登錄會怎樣？ 

1.系統開放時間：每學期開始(第 1學期：8月 1日、第 2學期：2月 1日)，至當學

期開學後兩週內完成登錄「學生居住情形(校內校外、住家)」後提醒視窗不會再顯

示。 

2. 未完成登錄將會無法進入「單一入口服務」。另個人或同學在校外賃居住處突發變

故或糾紛調處時，無論是協助同學或尋找房東協調，將均較有時效，有時短短時間

差距即悠關生死。 

一、本校雲端租屋生活網介紹： 

(一)網址：http://housing.nfu.edu.tw/YUNTECH 

 

(二)功能簡介：具公告、租屋資訊及文件(租屋契約範本)下載與房東管理介面。 

本校於「臉書」有「雲學務」及「Yuntech-house」粉絲專頁，也歡迎所有同學加入、支持按讚。 

http://housing.nfu.edu.tw/YU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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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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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公告：區分重要、一般、學生及房東等四種類型公告相關訊息，作為不同身份別瀏覽

或傳達訊息介面，統一由系統管理者發佈；另同學若有租屋糾紛申訴或疑問時，除親

至軍訓組說明尋求協助外(建議選項)，也可於一般區內之「賃居糾紛與申訴」或「交

流園地」內提出，本組將儘速為您協助。 

２. 租屋資訊：右欄為通過縣政府警、消單位安全評核的房東地址資訊，點選後該筆資料

可顯示在中間欄位的 Google地圖上，引領同學了解到達租屋地址位置，也同時有該筆

出租房屋之簡要資訊，而要更瞭解租屋資料者，則點選該對話框，詳細資料左欄會清

楚呈現租屋詳細資料。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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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欄： 

合格房東租屋

地址基本資料

( 含 GOOGLE 

Map 搜尋)、設

備內容、租金資

訊及安全設施

資訊 

右欄： 

房屋設施照片，

方便同學線上

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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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居家消防安全及防範一氧化碳中毒，請參考下圖內政部消防署自我診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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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各位同學可依據下列消防署所擬各項居家消防安全診斷標準，於租屋前實施檢視；

若租屋已完成簽約，則要求房東改善。     合格請在□打ˇ 

□1.若有神明桌燈具線路應定期檢查維護，附近勿堆積可燃物。 

□2.擬定居家逃生計畫，定期演練，並熟悉二方向逃生路徑及低姿爬行逃生或關門求生

方式。 

□3.應備有手電筒，定期檢查電池，並確知其擺放位置。 

□4.熟悉緩降機『掛、丟、套、束、推』之使用方式，確定其功能正常。 

□5.使用浴室前，應先開啟抽風機或窗戶，維持良好通風。 

□6.瓦斯熱水器應請合格燃氣熱水器承裝業技術士安裝維修，裝設於屋內應選用強制排

氣型熱水器。 

□7.熱水器周邊不可放置可燃物品。 

□8.瓦斯軟管無老化、龜裂、破損，其接頭處應以安全夾夾緊，並定期檢查。 

□9.瓦斯鋼瓶應放置於陰涼通風處，避免曝曬與潮濕，絕對不可橫放使用。 

□10.會辨識液化石油容器合格標示，並拒收、拒用逾期瓦斯鋼瓶。 

□11.瓦斯鋼瓶使用完畢或未使用時，應將開關保持關閉狀態。 

□12.瓦斯爐具、排油煙機應隨時保持清潔。 

□13.家中明顯處備有滅火器，並熟悉滅火器『拉、拉、壓』之操作流程。 

□14.樓梯間無放置雜物，阻礙逃生。 

□15.家中無囤積大量危險物品，如有少量存放，應置放通風良好處所。 

□16.屋內如裝有緊急照明燈、偵煙器、瓦斯警報器，每月應檢測一次。 

□17.如有鐵皮屋不可密閉，應留逃生出口，注意用電安全，如堆放雜物，不可妨礙逃

生。 

□18.臥室應裝置獨立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定期測試。（指引線指引至臥室） 

□19.電器插頭定期清潔擦拭；電線表皮無老化、破損、斷裂。 

□20.電鍋、烤箱、電熱水器、微波爐、電磁爐、烤麵包機等消耗電力大的電器應分別

插在迴路不同插座，並避免同時使用。 

□21.傢俱物品要固定，防止地震掉落。 

□22.裝設鐵窗必須預留逃生出口，並經常檢視是否可以開啟。 

□23.每 3年至少檢查家中裝設之用電設備 1次。 

□24.應選擇使用附有保護裝置之延長線，且無綑綁使用，以免產生高熱造成火災。 

□25.火柴、打火機應該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26.機車勿停放騎樓，並注意可疑人物，以防縱火。 

□27.大門附近請勿堆放雜物，以防縱火及阻礙逃生。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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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租賃契約書(內政部範本)詳細完整範本可至以下網頁下載     

https://pip.moi.gov.tw/Upload/ehouse/contract/I120200827--637341368756328507.pdf 

四、 賃居糾紛案例及處理 

(一)公共水電費支付： 
１.承租前： 

(1)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
租負責人者，均強烈不建議承租。若需承租該處，則需請其出示房東委
託書，且必須有房東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以做查詢驗證之用。 

(2) 前往學務處/軍訓組/校外租屋服務/找屋必備知識/研讀學校定型化契約
範例條文(或前述條文或租屋生活網下載)，條文中未明訂者，應白紙黑
字條列式詳細寫明支付方式，始簽約付租金。 

(3)不因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租。 
(4) 確認各房間有獨立電表並依台電帳單收費，計算方式、抄表時間並有公

佈於公告欄。另公共水電支付方式須於簽約前瞭解確認，並寫明於合約
中。 

２.承租後： 
(1)要求房東拿出契約(含自己的契約)重新寫明。 
(2)口頭約定民法上雖有效力，但口說無憑，需提出證明，屆時徒增困擾及

不快。 
(二)清潔費與修繕費支付： 

１.承租前： 
(1) 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

租負責人者，強烈不建議承租。若需承租該處，則需請其出示房東委託
書，且必須有房東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以做查詢驗證之用。 

(2) 前往學務處/軍訓組/校外租屋服務/找屋必備知識/研讀學校定型化契約
範例條文(或書局購得)，條文中未明訂者，應白紙黑字條列式詳細寫明
支付方式，始簽約付租金。 

(3) 簽約前仔細檢查房間清潔狀況，要求完成打掃，不符時(照相存證並即
通知房東)，不簽約不付租金。 

(4)不因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租。 
(5)事先瞭解房東有無特殊規定(如禁養寵物、禁止吸菸等)，並於合約載

明。 
２.承租後： 

(1) 只要是正常使用(在善良管理人之保管義務)，依法房東應負修繕之責，
平時遇任何裝備故障(漏水)，應有義務立即通知房東修繕不可拖延(並
保存通知時之聯絡證據)，並主動查詢房東該故障裝備目前修繕情形。 

(2) 承租同學應負清潔之責(有同學為生習慣太差，屋內惡臭陣陣，使鄰居
誤以為同學發生意外)。 

(3) 平時不任意於門框、牆壁釘、貼物件。 
３.退租時： 

承租同學應完成打掃搬離雜物，恢復原狀，照相存證，請房東來共同檢
查，始搬離。 

(三)(房東或同學ㄧ方)提前終止契約： 
１.承租前： 

(1) 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
租負責人者，強烈不建議承租。若需承租該處，則需請其出示房東委託
書，且必須有房東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以做查詢驗證之用。 

https://pip.moi.gov.tw/Upload/ehouse/contract/I120200827--6373413687563285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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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往學務處/軍訓組/校外租屋服務/找屋必備知識/研讀學校定型化契約
範例條文(或書局購得)，了解無故任意終止者須負賠償之責，始簽約付
租金。 

(3) 不因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租。 
２.承租後： 

(1) 無故任意終止者須負賠償之責(通常為押金沒收)。(遇特殊事故如死
亡、承租同學遇災禍、其他特殊事件，不在此限，可協調房東後搬離) 

(2) 基於我國針對契約訂定有締結自由原則，所以，房東有權利租給他人，
為若有一屋二租情形時，房東除須退還押訂金外，應負搬運賠償與另覓
臨時居住費用等金額賠償。 

(四)出租者為二房東或房仲業者： 
１.承租前： 

(1) 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
租負責人者，強烈不建議承租。 

(2)請二房東或房仲(代理人)出示與大房東所簽契約書或委託書。 
(3)不因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租。 
(4)取得大房東詳細聯繫方式。 

２.承租後： 
尤以繳交房租後、設備故障(漏水)或租金調漲、其他特殊事件等，均應即
與大房東聯繫說明求證。 

(五)合租糾紛： 
承租前： 
１.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租

負責人者，不建議承租。若需承租該處，則需請其出示房東委託書，且必
須有房東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以做查詢驗證之用。 

２.前往學務處/軍訓組/校外租屋服務/找屋必備知識/研讀學校定型化契約範
例條文(或書局購得)，白紙黑字寫明水費付費(清潔打掃、傾倒垃圾)或先
行退租處理方式，始每人各自分開與房東簽約付租金，絕不擔任代表簽
約。 

３.不因同學情誼壓力，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租。 
４.確認各房間獨立電表。 

(六)妨礙安寧、機車任意亂停： 
１.承租前： 

(1) 尋找學校雲端生活租屋網安全評核合格出租處所，凡二房東或仲介為出
租負責人者，不建議承租。若需承租該處，則需請其出示房東委託書，
且必須有房東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以做查詢驗證之用。 

(2) 分於日、夜間、假日前往該出租地點，檢視附件居住環境品質，吵雜程
度、有無停車位後決定。 

(3)不因同學情誼壓力，租金便宜，不顧房東優劣、出租住所安全狀況承
租。 

２.承租後： 

五、 各位同學均已成年，出門在外應謹言慎行，做ㄧ位有品的雲科人，注意安寧，不

大聲喧嘩，不任意停放機車，以免招致糾紛與警方開罰。 
(一)學校為增進同學校外賃居安全，特別製作了賃居安全宣導摺頁並購置反針孔

偷拍無線偵測器，提供各位同學索取或借用，以維安全。 
(二)租屋知識及法律諮商輔導? 

１.學務處/軍訓組/校外租屋服務/1.租屋注意事項 2.租屋安全 3.找屋必備知
識 4.線上找屋平台聯結(連結至本校雲端租屋生活網)，或親至軍訓組、科
法所、崔媽媽基金會等查詢相關租屋資訊或糾紛時處理方式。 

２.如何判定我的房東是否為二房東？如果房東為二房東，且未經屋主同意(或
委託)出租時，可能會有什麼後續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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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屋請先確定房東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請提供稅單或所有權狀，若為
二房東請出示與大房東簽的租賃契約及委託書，並應取得大房東個人聯
絡資料）。 

(2)有可能產生的問題： 
A.被二房東無條件提前解約，且無法獲得大房東的賠償。 
B.被二房東收取的租金及押金有可能無法於解約後要回。 
C.二房東如果中途捲款潛逃，則求償無門。 
D.如發生租屋糾紛，無法獲得圓滿解決。 

３.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注意熱水器安裝型式、位置，以電熱水器負家斷電裝置最佳，並時常保持
通風。餘相關防範注意事項，請參考本校首頁/行政單位/行政部門/學務處
/校外租屋服務/租屋注意事項或防範一氧化碳專頁，自行參考運用。 

４.如何選擇租屋處所：以下查察項目均建議早(7-8時)、晚(20-22時)，甚雨
天可前往查看驗證。 
(1) 地點：附近商店行業類型、公共照明建設及交通狀況、人員組成(可詢

問保全、鄰居或前住戶；強烈不建議承租男女混住之租屋處)。 
(2)屋況：不租鐵皮加蓋或牆面嚴重龜裂、發霉、漏水、陰暗及未經學校依

教育部 6加 1安全評核符合者。 
(3)房東：個性情緒起伏強烈，眼神飄忽詭異及二房東者不租 

 

一、 依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之權利，影印係重製方法之一，

影印他人著作，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 44條至第 65條規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70017)之合理使用

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 

二、 各位學生若影印國、內外之各種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或「化

整為零之影印」，這種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

為，如遭著作所有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請提醒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切勿非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三、 依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在 BBS 站或任何

社群網站上所發表的文章或其他影音、圖畫著作，一旦完成，即受著作權法保護，

所以該站站長、樓主或網友除非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則還是不要任

意將其內容予以轉貼、收錄成精華篇或作其他利用，比較保險，才不致構成著作權

侵害。 

四、 有關「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已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建置(網址：

https://www.tipo.gov.tw/tw/mp-1.html），請同學參考使用，取得路徑為：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著作權主題網/著作權知識+/校園著作權/大學文

宣。如下圖： 

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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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位於行政大樓一樓學務處生輔組辦有「二手書」捐贈活動，請需要二手書的

同學自由前往領取，也歡迎捐贈你已經不需要的書籍，給有需要的同學。以上若

有疑問請洽生輔組張先生，或電校內分機 2312查詢。 

 

  一、本校為保障同學正當之權益，加強師生溝通，建立校園倫理，以增進和諧氣氛，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評會)。 

  二、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申評會(申訴窗口為諮商輔導中心主任)提出申訴。

完整辦法請上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軍訓組/法令規章/學生申訴辦法網頁

查詢。 

 

學生申訴制度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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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制藥物濫用之意義： 

教育部為積極防制新興毒品進入校園以及強化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成效，於 106

年 12 月依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內拒毒策略之具體作為及相關會議重要裁

示，修正函發「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以藉由健康促進概念的宣導以

及綿密的環境預防措施和積極性的輔導資源投入，替造健康、無毒品校園環境。 

二、瞭解自我、通曉非法藥物（毒品）濫用之危險因子，避免毒害： 

    (一)研究指出，初次使用非法藥物（毒品）同學之動機大多出自於好奇，其次則是受

到同儕邀約誘惑時不知如何有效拒絕所致。 

    (二)使用非法藥物（毒品）之人格特質，普遍是當生活遭遇挫折或感到情緒低落時，

較容易藉由非法藥物的濫用達到減輕壓力、尋求刺激或舒緩情緒等目的。另若青

少年出現抽菸、喝酒或嚼食檳榔等一般認為不良於健康之行為時，亦較容易進一

步出現使用濫用藥物的行為。 

    (三)針對學生的調查結果，不論其性別差異，使用非法藥物之高危險群學生，在求學

生涯中，通常無法從課業上獲取成就感與滿足感，且曾出現翹課或經常無故不到

校之情形，並有可能藉由使用非法藥物（毒品）來逃避自身所面對之課業壓力或

學習成就低落的心理壓力。 

    (四)與父母親經常起爭執衝突或讓子女感受到被忽視等狀況時，青少年較易出現使用

非法藥物（毒品）之行為。另當父母、手足本身有抽菸、喝酒、嚼食檳榔或使用

非法藥物（毒品）的行為時，也將增加青少年取得非法藥物（毒品）的可近性，

導致青少年子女學習仿效，進而強化其首次使用非法藥物行為之可能。 

    (五)當同儕出現使用菸、酒、檳榔或非法藥物之行為時，會促使青少年為取得同儕認

同而開始出現使用非法藥物之行為增加。研究指出，近五成四的青少年主要經由

同儕管道取得非法藥物。 

    (六)研究指出，加入幫派、經常出入 KTV、網咖、舞廳、PUB、電動玩具店等場所之

生活型態，與同學非法使用藥物（毒品）有顯著相關；另有研究說明學生非法取

得藥物之管道除經由同儕提供（54.5%）外，其次則主要在前述場所購買（38.1%）。

所以，綜合以上所述，請各位同學出入特定休閒活動場所時，應特別提高警覺，

以去除誤用非法藥物之風險。 

    (七)瞭解前述危險因子後，請各位同學發展適當運動或休閒嗜好、培養正能量，放下

執著，活在當下，促進平和心態與自我覺察，並避免經常出入上述特定休閒活動

場所，始能創造美好人生，達成自我身心健康促進，遠離有害毒性物質之最佳方

式。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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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拒毒八招： 

    (一)堅持拒絕法：直接言明：「不行，我真的不想吸」。 

    (二)告知理由法：「吸毒是違法犯罪的事，你不要害我」。 

    (三)自我解嘲法：「不行，我真的很膽小，我不敢試」。 

    (四)遠離現場法：「太晚了，我要回家了，我先走囉」。 

    (五)友誼勸服法：「我們是好朋友，我不想你變成吸毒犯」。 

    (六)轉移話題法：「貓皇的影片超萌的，你看過了沒」。 

    (七)反說服法：「前幾天新聞報導吸毒者下場後慘….所以，你也不要吸毒啦」! 

    (八)反激將法：「你說我膽小，我就吃，那我也太遜、太沒主見了」。 

五、無論給予對方是男是女，是否為至交好友，絕不服用來路不明的袋裝粉狀飲品(即溶

咖啡、茶)、藥丸、已開封瓶水、飲料調酒或糖果、氣體等等，因為服用毒品將造成

失去親友、身體嚴重傷害甚至死亡，與該毒品是幾級毒性，是否會遭法律制裁，均無

關聯。 

六、每學期均預計召募防制藥物濫用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志工 15名，望有志深入

國中小學，效推動防治藥物濫用宣教活動的一年級同學踴躍參加。 

七、重要提醒：為強化教育單位及警察機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合作機制，同學疑似涉及毒

品犯罪案件時，學校均會接獲警察機關通報，並配合立即查證涉案者身分，進行輔導

協助。另並請各位師長、同學，若遇疑似濫用藥物同學，敬請通報軍訓組，以利及早

協助該同學脫離苦海。 

八、免費戒治成功專線：0800-770-885（0800 請請您 幫幫我）。 

九、配合教育部宣導海報(如下圖)，請幹部協助宣導，並關懷同學生活學習狀況，隨時通

報。 

十、有關「識毒、防制、遠離毒品危害」宣導資訊，教育部譯發 6種外國語版本，供外  

籍同學或教師參考，有需求人員請於國際事務處領取，或至網址：https://enc.mo- 

u.tw/New/Info/465 參考運用。 

    In order to help the staff and students in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ave compiled 「Th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Handbook」in foreign languages 

in order to reinforce the anti-drug awareness and to improve the safety on 

campus by provid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appropriate reference 

materials. Please to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YunTech for it, or go to 

the website：https://enc.moe.edu.tw/New/Info/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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