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 

松德院區錄影監視系統設置區位 

(一) 第一院區1樓公共區域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01 一樓批價等候區  由批價櫃檯左方攝向等候區後方 

02 一樓領藥等候區  由藥局諮詢攝向領藥櫃檯等候區後方 

03 一樓 21 診  由護理辦公室攝向 20 診 

04 一樓 1 診右方  由 1 診右方攝向候診區 

05 一樓 17 診  由 17 診攝向候診區 

06 一樓 9 診  由 9 診攝向候診區 

07 一樓護理站  由護理站攝向 3 診 

08 一樓注射室旁  由注射室攝向門診辦公室 

(二) 第一院區3樓營養科監視系統設置地點表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01 廚房配膳區 於配膳區攝向餐車配送區 

02 廚房前處理區  於洗菜機攝向冷凍冷藏庫 

03 廚房烹調區小廚

區 

於煮飯區攝向小廚區 

04 廚房餐車配送區  於餐車配送區攝向洗碗區 



05 廚房庫房前走道  於庫房外走道攝向庫房出入口 

06 營養科廚房烹調

區大廚區 

於烹調區走道攝向爐灶區 

07 廚區驗收區門口  拍攝角度為廚區驗收區門口。 

(三) 第一院區行政辦公室監視系統設置地點表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01 月租專用停車場

前方電線桿  

於戶外停車格 47 號上方攝向員工停

車場入口 

02 月租專用停車場 

1 樓入口  

於車道入口攝向內 

03 月租專用停車場 

2 樓 A10 停 車

格上方  

於 A10停車格攝向車道入口 

04 月租專用停車場2

樓A10、A11 停車

格之間柱子  

於 A10、A11 停車格之間柱子攝向 

A34、A35 車道 

05 月租專用停車場 

2 樓 A11 停 車

格上方  

於 A11 停車格攝向 A28 車道 



06 月租專用停車場 

2 樓 A13 停 車

格上方  

於 A13 停車格上方攝向 A22 車道 

07 第一院區 B1 汙

水處理區往木 工

室通道  

於汙水處理區攝向木工室通道 

08 第一院區 2 樓清

潔班辦公室  

於主任辦公室入口上方攝向廁所 

09 第一院區 1 樓工

務庫房  

於工務庫房攝向中控室 

10 第一院區 1 樓機

電辦公室  

於機電辦公室前方攝向後方 

11 第一院區 1 樓往

汙水處理區 通道  

於通道出口攝向汙水處理區 

12 第一院區 2 樓清

潔班班公室 外通

道  

於通道出口攝向安全梯 

13 吸菸亭右上  於吸菸亭右上攝向左方 

14 吸菸亭左上 於吸菸亭左上攝向右方 



15 客梯  1 號客梯左上攝向內 

16 客梯  2 號客梯左上攝向內 

(四) 第五院區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01 五院區大門口 由左攝向右 

02 五院區大門口 由右攝向左 

03  療癒森林門口 由上攝向下 

04 五院區後門 由後門階梯上方攝向後門 

05 護理之家門口 由右上方攝向下方 

(五) 第二院區8F病房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01 
大門口 

由大門攝向門外 

02 
走道客廳口 

由走到客廳口攝向大門 

03  
配膳間 

由右上攝向左前方 

04 
配膳間 

由左上攝向右前方 

05 
廚房 

由右上方攝向下方 

06 
廚房 

由左上攝向右前方 

07 
洗衣間 

由門口攝向前方 

08 
洗衣間 

由前方攝向門口 



09 
走道中攝向緊急出口 走道中攝向緊急出口 

10 
會議室 

會議室裡面攝向門口 

11 
會議室 

會議室門口攝向裡面 

12 
緊急出口 

攝向緊急出口 

13 
走道中攝向入口 走道中攝向入口 

14 
治療室 

治療室內攝向門口 

15 
治療室 

由門口攝向治療室內 

 

(六) 福中職能工作坊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1 櫃台 櫃台上方攝向電梯 

2 產業工作室 產業工作室內側攝向前門 

3 花坊 花坊內側攝向門口 

4 無障礙廁所前走

道 

無障礙廁所前走道上方攝向走道門口 

5 展覽室 展覽室內側攝向門口 

6 咖啡屋 咖啡屋內側攝向門口 

7 職能工作室 職能工作室內側攝向後門及白板 

8 烹飪室 烹飪室靠走道攝向瓦斯爐 



9 逃生梯 逃生梯上方攝向逃生門口及陽台 

10 團體治療室前走

道 

團體治療室前走道上方攝向走道門口 

11 團體治療室前走

道 

團體治療室前走道上方攝向逃生門口 

12 辦公室 辦公室內側攝向前後門 

13 諮詢室 諮詢室內側攝向門口 

14 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內側攝向門口 

15 
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內側攝向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