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園安全自主檢查表 

檢查單位：____________  檢查空間：___________ 檢查日期：___/___/___  

項次 檢查項目 符 合 不符合 說明(述明地點等) 

1.  

設於避難通道或出口之防火門，朝避難方向

需免用鑰匙即可開啟 □ □  

2.  
防火門推把手無損壞且未設門止及門檻

 

□ □  

3.  
防火門須可自動復歸，保持常時關閉狀態 □ □  

4.  
減火器上有效期限是否過期﹖ □ □  

5.  

出入口、通道、走廊及樓梯應保持暢通(無

擺置桌椅、櫃子、堆放物品) □ □  

6.  

避難層出入口及樓梯開口數量應維持可供

師生兩個不同方向避難逃生 □ □  

7.  

廚房天花板是否符合耐燃一級防火板，非
PVC板﹖ □ □  

8.  

室內隔間及裝潢，是否有使用耐燃材料及檢
附防火材料證明﹖ □ □  

9.  

電梯是否有定期保養且有張貼有效期限內

之使用許可證﹖ □ □  

10.  
緩降機操作是否正常及有無被遮蔽﹖

 
□ □  

11.  

供教室使用雙側居室之走廊寬度 240cm以
上，其他走廊寬度 180cm以上。 □ □  

12.  發電機是否有定期保養、測試運作正常﹖ □ □  

13.  

廚房瓦斯爐、鍋爐等燃氣設備通風良好，採

橡皮供氣管路者長度不得超過 1.8m ﹖ □ □  

14.  

供應游泳池部份之電源是否有裝設漏電斷

路器﹖ □ □  

其他備註事項： 

 

檢查結果：合格 □ 不合格 □  檢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簽名) 
註： 

1.若無該設施得免查並於該檢查欄位劃線以利辨識 

2.建議各負責人每學期至少自主檢查 1次。 

3.各單位負責查區域參考分區表(背面) 



 

建築物名稱 樓層 權責(管理使用)單位 負責人 代理人 

行政大樓 全 校安中心 黃東仁(1353) 辛燕華(1352) 

圖書館 4~7F  圖書館(典閱組) 彭家蕙(1831) 林彥均(1832) 

 3F 圖書館(採編組) 吳雅慧(1811) 王彥翔(1815) 

 B1F 美術系(地美館) 王培旭(3115) 涂維政(5109) 

音樂系館 全 音樂系 張謙惠(3012) 張琪翊(3014) 

音樂系二館  1-3F 傳音系 蘇芳玉(3052) 王玉玲(3053) 

 4~6F 音樂系 張謙惠(3012) 張琪翊(3014) 

戲劇系館 全 戲劇系 林祐聖(3214) 林楷豐(3216) 

舞蹈系館 全 舞蹈系 葉國隆(3312) 杜惠敏(3315) 

展演藝術中心 4F 展演中心 吳志傑(2336) 靳志明(2306) 

音樂廳 5F 展演中心 吳志傑(2336) 方美蒨(2373) 

 4F、B1F 藝術與科技中心 江昆哲(2109) 林雅芳(3102) 

學生餐廳 1F 員生餐廳(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1F OK 超商(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1F 魯旦川鍋餐廳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女子第一宿舍 A、B 棟 住宿區(生輔組) 林青田(1365) 陳碧霞(1363) 

 C 棟 藝大會館(保管組) 蔡孟婷(1553) 蔡君慧(1555) 

 
C 棟

1F、3F 
動畫系 余學賢(6532) 邱詩妮(6534) 

女子第二宿舍 全 住宿區 林青田(1365) 陳碧霞(1363) 

綜合宿舍 全 住宿區 林青田(1365) 陳碧霞(1363) 

學人宿舍 全 教師宿舍區(保管組) 蔡孟婷(1553) 蔡君慧(1555) 

學生活動中心 2F 師培中心 葉名祥(3643) 邱雅蕙(3644) 

 2F 藝大書店 陳先馳(2822) 鄭維仁(2823) 

 2F 諮商中心 林秀英(1347) 李如珺(1343) 

 2F 課指組辦公室 吳季蓉(1325) 楊蕙如(1323) 

 2F 達文士餐廳(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1F 藝大咖啡(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1F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戴  裕(2012) 張蘊之(2015) 

 1F 社團辦公室及教室(課指組) 楊惠如(1323) 羅婉綺(1322) 

 4F 藝術推廣教育中心 劉映均(2802) 許育銀(2803) 

 4F 北藝風 薛弘斌(2702) 梁玉珊(2703) 

 4F B401 舞蹈教室 葉國隆(3312) 杜惠敏(3315) 

 2F 衛保組 張伶妃(1332) 孫蓉蓉(1331) 

教學大樓 全 通識教育委員會(共同學科) 吳美玲(3612) 盧珊苓(3618) 

研究大樓 4~6F 文資學院 葉芳芸(3432) 黃秀梅(3412) 

 3F 電子計算機中心 楊俊彬(2242) 許瑋城(2232) 

 4F 國際書苑 林佑齡(2609) 陳依卿(2603) 

 1~4F 新媒體藝術系 林佑任(3143) 呂芃穎(3144) 

關渡美術館 全 美術館 林莉嬌(2442) 翟玉立(2443) 

 2F 爐鍋咖啡(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舊警衛室 全 阿福草(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美術系館 全 美術系 王培旭(3115) 涂維政(5109) 

美術系特殊教室 全 美術系 張乃文(5108) 涂維政(5109) 

體育游泳館 全 體育室 林志隆(3661) 莊政典(5665) 

藝文生態館 2~4F 電影創作學系 林鎮生(1908) 陳宇珊(3902) 

 5F 新媒體藝術學系 林佑任(3143) 呂芃穎(3144) 

 1F 寶萊納餐廳(保管組) 蔡君慧(1555) 蔡孟婷(1553) 

戲劇舞蹈大樓 分區 戲場設計系 林汶智(3718) 廖元瑄(3245) 

 分區 戲劇系 林祐聖(3214) 林楷豐(3216) 

 分區 舞蹈學系 葉國隆(3312) 杜惠敏(3315) 

 分區 電影創作學系 林鎮生(1908) 陳宇珊(3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