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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慈濟科技大學目前是全國唯一一所能接受學

生 100％住宿的學府，但也不能忽視部份因個人因素而在

校外租屋的同學所面臨租屋方面的困擾，不論是住校或

是賃居在外，都是一種成長和學習，我們希望在當前複

雜的社會中提供學生一個良好的生活學習環境，我們更

不希望學生在黑暗中探索學習，在太多的不確定、不安

全和跌倒中影響了正常的求學成長，因此我們提供租屋

小幫手，希望可以幫助您租的安心，住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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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更有效率的尋找房子： 

U＊收集收訊： 

1.街頭紅單 

2.房屋仲介公司 

3.學長姐介紹 

4.生輔組租屋資訊 

5.蝸牛居社團網頁 HTUhttp://student.tcust.edu.tw/snail/UTH 

 

二、如何選擇較好的房子： 

U＊週遭環境： 

外在環境的好壞，會嚴重影響到我們的居住品質。如果住在太過於髒

亂、吵雜、或是不安全的環境下，我們可是會過的很不爽快的！所以為了

瞭解附近環境日夜的狀況，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選擇在不同時段看

房子，看的越多次、越仔細、越不會遇到問題。 

◎ 注意事項： 

【交通方面】 

1.考慮交通工具的便利性，上學是否便捷。 

2.住屋附近停車是否方便。 

3.不妨選擇與一般大眾上下班習性相反方向的房子。 

【便利性】 

考量附近是否有小吃店、市場、便利商店、洗衣店等民生需求。 

【環境安寧】 

1.住家儘可能不要直接面向大馬路，避免噪音干擾。 

2.注意住家巷道是否為市場、或夜市所占用（可從馬路地面是否留下汙黑

的油跡作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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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在學校周圍者，注意學校的廣播是否會對生活形成干擾。 

4.注意四周是否有太吵雜的商店存在，特別是電玩、遊戲場、非法行業不

但會帶來噪音，更因出入份子複雜而影響居住品質。 

【鄰里關係】 

1.避免單獨租屋，最好有室友可相互照應。 

2.若巷道安寧、清潔，附近住戶遍植花木或多加經營，表示當地居民十分

重視居住的環境品質，值得優先考慮。 

3.公寓的樓梯間乾淨清爽、照明燈光明亮、無太多雜物、大門經常上鎖、

公用設施維護良好，這表示這棟公寓的鄰居對公共事務較關心，也值得

多加考慮。 

4.若適巧碰到附近鄰居，也可以主動詢問鄰居問題，藉由其回答的態度來

了解鄰里關係。 

【安全性】 

1.若為頂樓加蓋的房子，應特別注意門戶安全。 

2.確認一樓大門是否能關緊，安全門、鐵窗是否暢通。 

3.決定租屋後，可請房東或自行更換新鎖，並要求房東加裝鐵窗、門及由

內而外透視的眼孔等安全設備，這些設備上的要求應事先表明，並在契

約中明定清楚。 

 

U*房屋本體結構U： 

由於房屋結構的安全、完善與否會影響到居住的安全與便利性，因此

請同學要記得觀察仔細，千萬不可疏忽！ 

【結構安全】 

1.注意樑柱有無裂痕或是否彎曲，衣櫥的門、窗戶是否會卡住無法打開…

若有上述現象，表示此屋的建築結構有問題，請慎重考慮是否承租。 

2.若該屋樓下有營業場所，不妨注意樓下的營業場所是否最了內部裝潢而

擅自打掉樑柱結構。一旦樑柱遭到變動，則對整棟樓房的結構安全影響

甚大，請慎重考慮是否要承租。 

3.裝潢是否為防火材質或是易燃物，有無滅火設備，瓦斯的使用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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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水/管線/淹水】 

1.注意屋頂、牆壁是否會漏水：特別是新粉刷、剛裝修處是否有過去遺留

的漏水、發霉的跡象；尤其屋頂與牆面交接的牆角最易漏水，要特別注

意該處是否有水痕出現。 

2.與浴室、廚房相間的牆縫是最易發生漏水的地方。不妨觀察這兩種房間

的公用牆之牆縫上得油漆、粉刷、地磚是否變色或異樣。 

3.有時屋內經粉刷修飾，一時看不出漏水的毛病。客房不妨從屋外觀看，

從外牆、公共空間（樓梯間、天井…）、與隔壁鄰居鄉銜接的牆面做判斷。 

4.注意馬桶是否通暢（沖水時順不順、有無異聲）；水龍頭可否關緊；排水

管是否流暢。 

5.住一樓要注意是否會淹水（馬路是否比房屋的水平高、路邊的水溝是否

通暢、鄰居的圍牆是否有水痕）。化糞池的位置是否會外溢。若從外觀看

不出會淹水，不妨打開電錶箱、水錶箱、插座開關，觀察內部是否有曾

因淹水而留下的污泥痕跡。 

6.二樓的住戶要留意管道排水（若排水不良，樓上的水最易溢漏在二樓）。 

7.頂樓的房子要注意屋頂是否出現油漆剝落、水痕，以判斷是否會漏水（若

機會剛好，不妨在下雨天看屋，可檢驗該屋是否漏水）。 

8.陽台打出去的違建頂部，亦是常漏水的地方，可多加留意。 

【坪數的計算方式】 

兩個榻榻米大小（3.24 平方公尺）為一坪。若手邊沒有尺可量，可以

雙人床大小為目測之依據，就不會差距太多。 

【傢俱設備】 

1.確定房東到底提供多少可用的傢俱。 

2.檢查房東所提供的傢俱是否都能用。如果在看房子即有損壞，可以馬上

請房東處理。 

3.操作看看電器類的物品是否都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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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其他： 

【租金/簽約】 

在找到中意的房子之後，接下來就是與房東討論租金的給付以及簽約

的事宜了。在此，我們為你介紹幾個該注意的事項 

1.租期。 

2.租金。 

3.契約。 

4.傢俱損壞由誰負責（錢誰出）。 

5.公共設備損壞由誰負責（錢誰出）。 

6.水電瓦斯費。 

7.房間的使用。 

 

U三、看屋要訣： 

1.室友： a.了解室友的人數、性別、年齡、職業等資訊 

         b.如果可以，見見室友或詢問室友的作息情形 

         c.留意屋內公共空間使用的狀況 

2.留意樓梯間的使用狀況(藉以判斷該樓住戶是否有公德心…) 

3 留意附近是否有噪音的干擾(如學校、樂園) 

4.檢查水龍頭、熱水器、瓦斯爐的功能是否正常 

5.留意排水管、抽水馬桶是否阻塞 

6.留意自來水的量是否正常，及需不需要加裝馬達 

7.確認鐵門窗可從屋內打開 

8.注意樑柱是否有裂縫，是否會影響到結構安全 

9.瞭解附近的交通狀況，及大眾運輸系統的距離 

10.房子附近是否有乾洗店、小吃店、雜貨店、便利商店 

11.是否可以養寵物 

12.廚房是否可以使用 

13.是否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如牆壁不能釘釘子…) 

14.個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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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簽約前： 

    在租賃期間內，許多人都會遇到有關租屋方面的問題，有些人是遇到

二房東、有些人是在租金或水電瓦斯費方面與房東起爭執、還有的人則是

傢俱壞了不知該如何是好…在外租屋，遇到這些情況辦法解決，真的會讓

人很鬱卒！ 

    首先當你在決定租下房子之前，要先考慮到底它是不是你的最愛。如

果你已經決定要住下來了，那就得和房東談談，不只是要告訴他你決定要

租，然後他拿出契約書，大家簽簽名就 ok 嚕！這樣你就不會碰到那些討人

厭的問題了！ 

    除了在和房東商談的時候呢，告訴他你確定要租之外，還必須詳盡的

與房東討論各種細節，等彼此都達成共識之後，再簽下契約書。這樣才不

會事後再來抱怨、後悔唷！ 

 

U二、簽約時： 

1.訂金方面：應請房東開收取訂金之收據。(收據的內容應包含：出租地址、

房東姓名、訂金金額、房東姓名、身分證字號、預定起租日期及付訂金

日期，以免房東反悔又不退訂金。) 

2.租金方面：租金的數目、付款的日期、付款的方式、從何時起算及付房

租時，也應請房東開收據或簽收證明。 

3.押金方面：即為押租保證金。為避免契約終止時，押金遭沒收的情況最

好能在租屋前，將押金的數目全記錄(記得唷，押金的上限是 2個月的租

金呢！) 

4.簽約時，可要求房東出示房屋權狀及身分證，以確定是屋主本人。 

5.若出租對象為二房東，除了查看他與屋主之租約到期日、及屋主是否允

許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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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設備使用與維修：可否加裝設備、牆壁能否釘東西、與房東約定好對於

家電、傢俱是否提供、及損壞維修由誰負責。 

7.問清楚房東的特殊要求，如可否養寵物、可否裝潢等問題。 

8.在契約中約定提前解約的條款，以免房客想提前解約、搬走卻面臨押金

全數沒收的慘劇。 

9.違約金：違約時如何支付違約金、違約金的數目…。 

10.水電瓦斯費：和房東清楚的劃分由誰來負責支付水電瓦斯費。 

11.保證人：簽訂契約時承租方連帶保證人最好由家長擔任，尤其未滿二十

歲的同學應由家長擔任連帶保證人。 

12.租屋期限：最好以月或學期來計算及簽約，以免日後後悔退租而嚴重損

害到自身之權益及金錢。 

13.別忘了所有約定都應以文字簽訂，以免口說無憑。 

14.建議可至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索取「租賃契約書」 



9 

房屋租賃契約書 
 

附註： 

      本契約範本係由中華民國住宅暨社區服務協進會(通稱崔媽媽服務中

心)本於保障出租人(房東)及承租人(房客)雙方之合理權益及促進雙方關係

和諧之理念下，基於公平及適度保護經濟上弱者之原則所擬訂，敬請社會大

眾多加利用。如有印刷事業或機構有意翻印採用本範本，本協進會謹此表示

拋棄著作權以供自由翻印。本範本如有未盡事宜，謹請 賜教。 

 

------------------------------------------------------------------------------------------------ 

 

立契約書人： 

        出租人                          (以下簡稱為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為乙方) 

茲因房屋租賃事件，雙方合意訂立契約，約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標的所在地、使用範圍及使用目的 

1.房屋座落：     縣(市)      鎮(鄉、市、區)      里      鄰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2.使用範圍：上述房屋  □整層(  間)  □套房(  間) 

                      □雅房(  間) 

3.使用目的：□住家    □營業    □其他 

第二條：租賃時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 起至民國  年  月  日止，計  年  月。 

第三條：租金及押租金 

     1.租金每月新台幣(以同下)            元整。 

       乙方應於每月    日前付給甲方。 

     2.押租金             元整 

       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給付甲方。 

       甲方應於以方返還房屋時無息退還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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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稅費 

1.就本租賃物應納之一切稅費，如房屋稅、地價稅等，皆由甲方自行

負擔。 

2.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電費/自來水費 除另有約定外，

應由乙方負擔。 

第五條：轉租 

未經甲方之同意，乙方不得將租賃權轉讓與第三人，亦不得將房屋轉

租與第三人。 

第六條：修繕及改裝 

1.房屋因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甲方負責修

繕，不得拖延。 

2.乙方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應取得甲方之同意，但不得損害原有建

築結構之安全。 

第七條：房屋之使用 

乙方不得將房屋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若造成甲方

之損害，負一切責任。如租賃物所在地之公寓大廈住戶間就房屋及相關

設施之使用有規約或其他決議者，乙方亦應遵守之。 

第八條：違約之效果 

1.乙方積欠租金達兩個月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能不支付時，甲

方得終止本租約。 

2.乙方於終止租約經甲方定七日內以上催告搬遷或租期屆滿已經甲方

表示不再續約，而仍不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

乙方應給付甲方按房租貳倍計算之違約金。 

第九條：租賃物之返還 

租賃關係消失時，乙方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回復原狀遷空返還甲方，不

得拖延。如果租賃房屋之改裝經甲方之同意者，乙方得以現狀遷空返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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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管轄法院 

如因本約所生紛爭，雙方同意以台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誠信原則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誠實信用原則，依民法等相關法令辦理。 

第十二條：特別約定事項(雙方得自行議定之特別條款) 

1.乙方得提前終止本約，但應於壹個月前通知甲方，並應另行給付甲方

相當於壹個月前租金金額。 

  2.空口無憑，特立本契約書一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立契約書人： 

 

 

甲方：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乙方： 

戶籍地址： 

身分證號碼： 

出生年月日：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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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本注意事項僅促進請訂約雙方注意，並非本約之一部分，無約束雙方之

效力。 

2.訂約時務必詳審契約條文，由雙方簽名、蓋章或按手印，並寫明戶籍地

址及身分證號碼，以免日後求償無門，請特別注意。 

3.訂約時應先確定訂約者之身分，如身分證或駕照等身分證明文件之提

示。如立契約書人有一方為未成年，應得法定代理人同意。 

4.應注意房東是否為屋主或二房東，可要求房東提式產權證明如所有權

狀、登記謄本或原租賃契約(應注意租賃期間有無禁止轉租約定)。 

5.本約第十二條第一款之數額，應以相當於ㄧ個月的租金之金額為適宜。 

6.依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金，不超過土地

及建築物申報總價額年息百分之十為限。另依土地法第九十九條規定，

押租金不得超過兩個月租金總額為宜，超過部分，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

分抵付房租。 

7.交屋時可以拍照存證租屋狀況，以供返還租屋回復原狀之參考。如租屋

附有傢俱，以列清單註明為宜。 

8.在交付押租金或租金時，房客應要求房東開付收據交予房客或於房客所

持有之租賃契約書上註明收訖為宜。同時房東返還押租金於房客時，亦應

要求房客簽寫收據或於房東持有之租賃契約書上記明收訖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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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食的衛生安全： 

  住在校外的同學通常為外食人口，一日三餐都在外面餐館吃飯，提醒

您務必找一家看起窗明几淨、衛生可靠的店用餐，以免吃壞肚子，賠了銀

子又折健康！常會有同學為了省錢，幾手天天吃泡麵，嚴重影響健康，長

期如此對身體的損傷有相當的影響，或者有些同學租住處附近餐飲店不

多，用餐相當不便，提醒您應儘量於學校餐廳用完餐後再回家，或準備些

麵包、糕餅等乾糧，以備不時之需。 

 

二、衣著的自我要求 

  外宿同學備常於租賃處應注意自己穿著，特別是男、女同學同層居住

時，更應留意衣著不可太暴露，更避免穿著睡衣於公共區域閒逛。另外，

晾衣服的地方千萬留意，貼身衣物儘可能晾於房間內，如需晾於外面陽台，

亦要有適當遮掩，不可太「彰顯」，以保護自身安全。 

 

三、住的安全與自我防範： 

  看屋時應結伴同行、謹慎留意四周環境，以免被侵犯或陷害；如果不

想麻煩同學、朋友，想單獨前往時，可事先告知同學、朋友並約定時間，

彼此電話聯繫確認安全。進屋參觀時大門保持開放，以方便應變。同時觀

察環境，留意左鄰右舍人員出入情形、購物方便否、會不會太吵雜等。 

決定租屋時： 

1.可請房東或自行更換新鎖，並請其同意加裝鐵窗、門及由內而外透視的

眼孔等。 

2.如同層均居住女生時，門外鞋架可故意放置一、兩雙男用鞋，以避免有

心人士覬覦，不時更換擺設位置，另電話答錄亦可央求男性同學或朋友

代為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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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讓人知道自己單獨在家，如正巧有陌生人來訪，應先詢問身份後，

再決定處理方式，不可先開門，以免引狼入室。 

4.若有室友同住，應保持良好關係，並互相熟悉彼此生活習慣，互相照應，

對於室友的朋友、同學應有基本認識及瞭解。 

5.養成隨手關門、窗的好習慣，並時時保持警覺，使歹徒無機可趁。 

6.睡覺前時檢查瓦斯、電器及門、窗是否關好，再行入睡。 

 

四、居家安全： 

常用家用電器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U吹風機: 

避免在潮濕、彌漫水氣的浴室中使用，這樣會容易引起漏電而導致觸

電事故。 

U電暖爐: 

  不要於非常接近電暖爐的地方長時間烘培衣物，也不要將電暖爐貼近

睡床、家具、報紙雜誌堆放處，以免烘烤周圍易燃物品，導致火災。 

U電鍋： 

  使用時鍋底要清洗乾淨，不要沾滿水便放入底座使用，底座不能用水

沖洗，以防止底座內電路元件損壞，造成漏電或短路事故。 

U微波爐:U 

  不要在未放任何食物而空轉，引起元件損壞，不要用金屬容器盛放食

物加熱，這樣也會損壞元件，最好使用微波爐特製容器。 

U電烤箱:U 

  使用時應注意不要在烤箱周圍堆放衣物，書籍雜誌及其他易燃物品，

以免溫度升高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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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常見的租屋糾紛，真正需要用到法的部分，以及真正需要律師來

協助決的部份，其實不多，也就正說，真正的問題絕大多數是出在雙方的

人際溝通方面，如果在雙方的溝通整理上，有一個比較客觀中立的第三者

介入，很多事情最後都能順利的解決。 

 

U一、校園常見的糾紛類型： 

1.提前解約        6.水電管理費爭議 

2.修繕爭議        7.損害賠償 

3.押金返還        8.二房東轉租或租問題 

4.安全隱私問題    9.訂金爭議 

5.人際相處        10.租所被封或拍賣 

 

U二、解決方式： 

1.直接與房東溝通 

    當房東與房客發生租屋糾紛時，通常最直接也最快速的方法就是雙

方溝通協調，直到雙方均能接受為止。 

2.請校方協助處理糾紛 

   可能有些學生遇到一些租屋糾紛卻不知如何處理，也可向校方尋求

協助。 

3.尋求法律途徑 

   當彼此無法達成共識時，就必須用強制力來解決，依我國民事訴訟

法第二編第二章及第三章的規定，符合一定要件者，得選擇調解或進行簡

易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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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省時省事居住清潔法： 

U牆璧頑垢去除法 

不管是蠟筆或鉛筆，都可以棉花沾牙膏拭除。手垢的話可用麵楺成團

擦拭、或以舊毛襪、橡皮擦、砂紙等擦拭。 

U清除門把或衣櫥手把上的銹痕 

  用 100%的蕃茄汁用軟布沾取擦式。 

U簡單消除玻璃霧氣的秘訣 

1.用乾肥皂塗一塗，受以乾布擦拭。 

2.用濃度 90%的酒精沾濕布後擦拭。 

3.在海綿或棉布上滴幾滴洗髮精後擦拭。 

U防止CD音響沾上灰塵的方法 

最好使用靜電劑或家中的衣服柔軟精代替，以十倍的水稀釋，再用紙

巾或軟布沾取輕拭表面，就可使灰塵難以沾附而輕鬆除去。 

U防止蚊子入內 

紗窗外若有蚊子停留，表示家已被蚊子盯住了，此時別用殺蟲劑，一

來可能順風吹入屋內，對人體有害，二來殺蟲劑會附著在紗網上，異味久

聚不散，如有香水噴幾下，蚊子會隨即墜地，味道也比殺蟲劑好聞多了。 

U浴室霉斑怎麼辦 

稀釋一般洗衣用的漂白劑(與水比例約 1:4~1:3)，將之塗拭在磁磚間

縫，即可輕易的消除掉惱人的霉斑! 

U解決水管阻塞的妙方 U 

洗衣機經常用皂或洗衣粉清洗衣物，排水管之折變處久了會有堵塞情形，

原因是皂質與水垢結合成不易溶水的硬塊，改用新型液態洗衣精就不再有

堵塞之虞。 

U衣櫥除濕秘方U 

家裡衣櫥常常覺得很濕嗎？可以用報紙把木炭包起來，放在衣櫥裡就可以

除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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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衣物永保如新的秘訣： 

U收存衣物的便利法 

  不常穿的衣服若不妥善收存好，很容易遭蟲咬破，所以在收存前，可

先再櫥子底下舖一張當日的報紙。因為報紙的油墨味有驅蟲的效果，再加

上防蟲劑，形成雙重保護，且舖有當天的報紙，日後就可看出是何時收起

的。 

U長久保存皮質、絲質衣物的方法 

  皮質和絲質等高級衣物，愈是纖細就愈不能放在塑袋裡，因為東西在

密封的情況下，無法接觸空氣，濕氣就會積在裡面當然發霉就無可避免了，

所以從洗衣店取回的衣物，最好除去塑膠袋，在上面蓋上薄紙，才收存起

來。 

U輕鬆去除衣物塞在衣箱裡產生的皺折 

  出外旅行時，打開衣箱，衣服變的皺巴巴的，可在泡過熱水澡後保留

浴缸的水，將衣物用衣架吊掛在浴室裡，翌晨，衣服上的皺折就可被蒸氣

消除了。 

 

三、衣服洗滌法 

U防止白色絲襯衫變黃的方法 

在洗之前，先塗上牛奶，如此就能不可思議地防止變黃，在洗完後，

最後一次沖水時加點牛奶，也有同樣效果。 

U防止牛仔褲掉色的方法 

新買的牛仔褲，可先浸在濃鹽水中，過了一整天，再以一般方法洗滌

即可，備時在洗滌時，若能將裏側翻出來再洗曬乾，也能使褪色的程度減

到最低。 

U縮小的毛衣恢復原狀的方法 

在臉盆裡注入溫水，滴少量的家庭用阿摩尼亞水，然後將毛衣浸入，

在毛線上的皂成份會溶化，以兩手時輕輕拉長縮小的部分，然後沖水晾乾。

在半乾之時先用手拉開整出原形，用熨斗燙一燙，就可恢復原來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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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如何防止毛衣縮水 

洗毛衣的原則是一次儘快洗好，一般而言，洗衣精用的愈省，愈容易使衣

服縮小，所以不如洗衣精多加一點，以避免毛衣變小。 

U除衣物上的口香糖 

把冰塊敷在附著於衣物上之口香糖上，等其硬化後，即可輕易清除。 

U衣服沾了醬油 

如能立刻換下清洗，只需用冷水加清潔劑洗就可以了，如果了一段時

間，那麼用氨水或硼砂液來拍打或洗滌就可以了 

U毛巾去味法 

  毛巾用久會有異味，如用清潔精清洗，反而會越洗越黏，只要放一些

鹽在毛巾上加以挫挫洗，就可去除異味了。 

U免費的馬鈴薯皮做洗衣粉 

馬鈴薯打成漿後，就變成天然又無污染的洗潔劑。 

 

四、創意 DIY 

U不用芳香劑使屋內芳香的方法 

可利用自己的香水以棉花沾濕香水後，擦拭室內的電燈泡，燈泡一亮，

香水就會溫熱發揮，整個房間就會充滿香氣了。 

U防止洗澡水變涼的方法U 

  冬天泡澡時，水很容易變涼，可以再浴缸上一點鹽，鹽有暫時堵塞汗

湶的作用，體熱就不會散發出去了。 

U餅乾的防潮法 

將餅乾裝罐時，同時放進一塊方糖，由其方糖會吸收罐中的濕氣，所以就

能保持餅乾的香脆可口的狀態了。 

U吹風機輕鬆去標籤 

買禮盒送人時，價錢標籤很難撕掉，用手摳會黑黑髒髒的反而更難看，如

果用吹風機吹熱一下再撕，會很輕鬆的撕下來，不留一點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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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於校外賃居時，如遇緊急事件時，可利用支援管道有： 

警察單位：110 

火警、緊急救助、救護車：119 

 

學校相關行政單位： 

學校總機：03-8572158 

警衛室專線：03-8577959，或 03-8572158 #2336 

宿舍分機：03-8572158  #2 再依語音與宿舍別轉分機 

致善樓(一舍)，致真樓(二舍)，致美樓(三舍) 

校安專線：03-8571463 

生輔組分機：038572158 #2317 或 #2341 

太昌派出所：03-8569425 

自強派出所：03-8569374 

花蓮分局：03-8354008 

慈濟醫院：03-8561825 

門諾醫院：03-8241150 

署立花蓮醫院：03-8358141 

國軍花蓮醫院：03-826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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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