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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利嘉國民小學 105 學年度校園安全管理要點
97 年 9 月 1 日訂定
104 年 8 月 31 日修訂

一、 依據：
臺東縣國民中小學公共安全管理手冊。
二、實施目標：
(一)、營造安全的校園環境，使學生無憂無慮的學習。
(二)、檢查維修各項設備，增加其使用安全性與使用年限。
(三)、增進學生與教師危機處理之能力。
(四)、加強學生與教師之安全教育與門禁，保護師生之安全。
三、實施要項及實行細則：
(一)、飲用水安全：
1.制訂飲用水管理維護實施要點。
（1）訂定飲用水充實發展計劃。
（2）訂定飲用水管理維護要點。
2.定期檢修與水質檢測。
（1）製作水塔、蓄水池定期清洗記錄。
（2）定期水質檢測：委託校護取樣送檢，並製作紀錄。
(二)、消防設備安全：
1.制訂消防防護計劃書。
（1）訂定消防防護計劃定期送交消防局。
（2）設定防火管理人：總務主任
（3）每年一次消防簽證：檢修、測試消防設備，並提出改善計劃
2.定期檢查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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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消防設備管理計劃。
（2）製作消防設備定期檢視記錄。
（3）與訓輔處配合定期舉行消防避難演習行動。
(三)、校舍設備安全檢查
1.訂定設備維修實施要點。
（1）依本校校舍、設備修繕程序辦理。
（2）所有修繕單應保存彙整。
2.定期檢查與維修。
（1）製作校舍建築定期檢視記錄。
（2）製作校舍水電設備定期檢視記錄。
(四)、體育與遊戲器材安全檢查
1.定期檢查與維修。
（1）製作體育與遊戲器材定期檢視記錄。
2.汰舊換新，充實安全設備。
（1）體育與遊戲器材訂定充實發展計劃。
（2）與訓輔處配合宣導正確使用方法。
（3）於遊戲器材前公布注意要項，提醒注意安全。
(五)、校園門禁管理
1.與社區民眾宣導維護校園觀念。
（1）公布校園開放要點，並要求社區民眾遵守。
（2）配合訓輔處向學生宣導注意安全事項
2.重要教室裝設防盜保全系統，維護校園安寧。
（1）訂定校園保全設備充實計劃，適時爭取經費。
（2）定期檢視校園防盜設備，並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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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然災害緊急處理
1.制訂天然災害緊急處理要點及工作分配。
（1）訂定校園天然災害及偶突發事件緊急處理辦法。
（2）訂定校園天然災害及偶突發事件緊急處理各項工作分配。
（3）定期召開安全會報。
（4）定期檢視考核推行成效。
2.與訓輔處配合推行防治災害、注意安全宣導。
（1）利用晨會時間宣導注意安全事項。
（2）每學期舉辦一次以「防制災害、注意安全」為主題之活動。例如：演說、畫畫、
測驗等。
3.與訓輔處配合推行防制災害、注意安全宣導。
（1）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防災演習。
4.定期與訓輔處配合實施防災逃生演練。
四、注意事項及檢核表
1.遊戲器材使用注意事項（附件一）
2.遊戲器材檢核表（附件二）
3.環境設施安全檢查檢核表（附件三）
五、本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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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遊戲器材使用注意事項

器材名稱
溜滑梯

梯子爬桿

隧道
(幼稚園
器材區)

籃球場部
份
操場部分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1. 嚴禁站著溜滑梯。
2. 嚴禁從溜滑梯逆爬上去。
3. 嚴禁倒著（頭向下）溜滑梯。
4. 玩溜滑梯時，請勿多人集體溜下，以免危險。
5. 等前一個人溜下來，下一個人再接替往下溜。
6. 有人玩溜滑梯時，不宜在溜滑梯出口等待，以免發生危
險。
7. 有人等待時，玩溜滑梯的人請快速溜下。
8. 兒童玩溜滑梯時，需屁股坐穩後，才能開始溜，並用雙
腳抵住滑梯兩邊調節速度。
9. 玩溜滑梯時請依序排隊，不能推擠。
10. 溜滑梯滑道之縫隙，為避免學生掉落，已加裝安全鐵片，
嚴禁從鐵片上滑下。
1. 兒童玩梯子吊桿時，需以其中一隻手抓穩後，才能往前
擺盪以另一手抓住下一個吊桿。
2. 玩梯子吊桿時請依序排隊，不能推擠。
3. 等前一個人全程完成後，下一個人才能接替往前。
4. 玩梯子吊桿時，請勿多人集體在梯子吊桿上攀吊，以免
危險。
5. 請按照指示方向前進，不可從另一邊逆向攀吊回來。
6. 有人玩吊桿時，不宜在吊桿附近、或終點區。
7. 有人等待時，玩梯子吊桿的人請儘速小心往前。
8. 嚴禁爬到梯子爬桿上。
9. 不在梯子爬桿上玩夾肚子遊戲。
1. 兒童於隧道爬行時，需四肢伏地，慢慢指示方向前進爬
行。
2. 玩隧道時請依序排隊，不能推擠。
3. 等前一個人爬出，下一個人再接替往前。
4. 玩隧道時，請勿多人集體進入，以免危險。
5. 嚴禁未按照指示方向從相反處逆爬。
6. 有人等待時，玩隧道的人請儘速進入。
1. 不攀爬籃球架。
2. 不吊掛在籃框下。
3. 不搖晃籃球架。
1. 嚴禁在跑道上、草皮上騎車、直排溜冰、滑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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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檢查符
合安全
應注意事項
規定
是 否

遊戲器材之使用方法應指導。
遊戲器材有地樁支撐者，應注意其埋設深 
度即不突出地表。
遊戲器材設置之地面附近，應平坦鬆軟。 

球架應完整固定於地面

應無鏽蝕及斷裂情形

著地處地面能做安全維護設施。

梯面及兩側扶手是否平滑。

落地點是否平坦安全。

四周地面是否平坦。

斜度勿過高。

鋼管焊接牢固未腐蝕。

地面平坦鬆軟。

牢固未鬆脫。

隧道內徑不宜太小。

與其他遊樂設施接合完整。

（附件二）遊戲器材檢核表

項目

一般性
要點
籃球架

溜滑梯

梯子爬
桿
隧道
(幼稚
園器材
區)
攀爬架

1.
2.
3.
1.
2.
1.
2.
3.
4.
5.
1.
2.
1.
2.
3.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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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待改進或檢
修事項

波浪型溜滑
梯破洞待維
修-已申請
經費汰換




1. 鋼管焊接牢固未腐蝕。
2. 地面平坦鬆軟。

檢查人員：

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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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應無斷裂鏽蝕。

年
檢查符
合安全
規定
是 否


2. 連接處需穩固。



1. 玻璃應完整。



（附件三）環境設施安全檢核表

項目

扶手
欄杆

應注意事項

窗戶公
佈欄 2. 基座與牆壁應穩固。
3. 框架應穩固完整。



1. 飲水機應保持清潔。



2. 管線應完整不漏水。





飲用水
設施 3. 水壓足夠。
4. 應按時清潔，汰換濾心。




各式水龍頭基座應能固定不搖動、不漏水 

1. 變電箱外觀需完整無破損。

2. 各類電線需完整無破損。
5

插座開
3. 插座需與牆壁密合無縫隙。
關電力
設備 4. 各類開關外部需完整無破損。
5. 各類電源應能正常供電。

電燈
建築物

走廊
樓梯

防颱板





6. 定期檢查。



1. 燈管需正常穩定提供亮度。



2. 變壓器反應不應超過 5 秒。



1. 外牆不應有尖銳物。



2. 外觀應無大面積裂縫。



3. 整體不應傾斜。



1. 路面應平整無凹洞或凸出物。



2. 路面排水良好



1. 面板應完整。



2. 基座與牆面固定處應牢固。



3. 閉合時能完全閉合。



4. 定期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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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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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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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無龜裂掉落情形。

檢查符
合安全
規定


2. 應無漏水。



1. 應能正常開啟。



2. 外表應無鏽蝕斷裂。



3. 如無電力供應應能以手動開啟



項目

天花板

電捲門

應注意事項

承辦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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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進或檢
修事項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