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驗屋檢查清單          大禾空間/住安科技驗屋     B.23

名稱: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空間 測試確認 檢查項目 ☐缺失勾選

客.餐廳 ☐正常☐異常 插座___________ 電燈_________弱電_________冷氣排水_________

☐正常☐異常 總電箱/漏電裝置

☐確認檢查 地板 ☐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玄關門框 .扇 .檻   ☐、刮傷美容   ☐├系利康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其他_______

其他

廚房 ☐正常☐異常 插座___________ 電燈_________冷氣排水_________

☐確認檢查 系統廚櫃   ☐門片高低  ☐檯面刮傷  ☐櫃內清潔 ☐風管破洞

☐確認檢查 地板 ☐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  ■  樑 _______ ■牆體______ ■瓦斯管__________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其他_______

其他

☐正常☐異常 低頻磁場   /  AC電場   /電磁波

☐正常☐異常 甲醛/TVOC/PM2.5/ PM10

☐正常☐異常 玻璃厚度

☐正常☐異常 牆面水平垂直

☐正常☐異常 插座相位

其他



驗屋檢查清單          大禾空間/住安科技驗屋     B.23

名稱: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空間 測試確認 檢查項目 ☐缺失勾選

前陽台 ☐正常☐異常 插座/電燈

☐正常☐異常 水龍頭__________洩水坡度___________地板排水_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落地窗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

       ☐✳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地磚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確認檢查 壁磚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確認檢查 護欄  ☐、刮傷美容  ☐/玻璃刮傷 ☐├系利康 ☐X蓋板固定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____■鋁隔柵____________

其他

工作
陽台

☐正常☐異常 插座/電燈

☐正常☐異常 水龍頭__________洩水坡度___________地板排水_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鋁門框扇檻  ☐、刮傷美容____☐V變形凹陷______ ☐├系利康________

            ☐X把手調整 ☐≠開關不順  ☐/玻璃刮傷 ☐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地磚  ☐、填縫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確認檢查 壁磚  ☐、填縫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確認檢查 護欄  ☐、刮傷美容  ☐/玻璃刮傷 ☐├系利康 ☐X蓋板固定

☐確認檢查 二次窗☐、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____■曬衣架___________

■鋁隔柵____________■排煙管___________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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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屋檢查清單          大禾空間/住安科技驗屋     B.23

名稱: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空間 測試確認 檢查項目 ☐缺失勾選

臥室 ☐正常☐異常 插座___________ 電燈_________弱電_________冷氣排水_________

☐確認檢查 地板 ☐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___

☐確認檢查 門框(扇)☐、刮傷美容 ☐≠開關不順 ☐⊥系利康 ☐其他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  樑 ___________ ■牆體_____________

其他

臥室 ☐正常☐異常 插座___________ 電燈_________弱電_________冷氣排水_________

☐確認檢查 地板 ☐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___

☐確認檢查 門框(扇)☐、刮傷美容 ☐≠開關不順 ☐⊥系利康 ☐其他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  樑 ___________ ■牆體_____________

其他

主臥室 ☐正常☐異常 插座___________ 電燈_________弱電_________冷氣排水_________

☐確認檢查 地板 ☐ 填縫美容 ☐×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_____

☐確認檢查 門框(扇)☐、刮傷美容  ☐≠開關不順 ☐⊥系利康 ☐其他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  樑 ___________ ■牆體_____________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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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屋檢查清單          大禾空間/住安科技驗屋     B.23

名稱: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空間 測試確認 檢查項目 ☐缺失勾選

廁所 ☐正常☐異常 插座/電燈

☐正常☐異常 洩水坡度___________地板排水_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____ ■排風機__________  ■管道間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門框(扇)檻 _____ ☐、刮傷美容 _____ ☐├系利康

          _____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面盆______☐面盆龍頭______☐P管漏水____☐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地磚  ☐ 填縫美容 ☐X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壁磚  ☐、填縫美容 ☐X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____

其他

主臥
廁所

☐正常☐異常 插座/電燈

☐正常☐異常 洩水坡度___________地板排水_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天花板____________ ■排風機__________  ■管道間__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門框(扇)檻   ☐、刮傷美容   ☐├系利康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其他___________

☐確認檢查 ☐面盆______☐面盆龍頭______☐P管漏水____☐其他_______

☐確認檢查 地磚  ☐ 填縫美容 ☐X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壁磚  ☐、填縫美容 ☐X空心   ☐V缺角破損   ☐‖高低不平 ☐⊥系利康

☐確認檢查 窗戶  ☐、刮傷美容 ☐X 防風套固定 ☐/玻璃刮傷 ☐├系利康☐✳缺孔塞

      ☐V變形凹陷  ☐≠開關不順   ☐窗外(↗填縫 ⤯破損)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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