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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2024 中文科名中文科名 室內防火防災計畫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余杰茂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室內設計學位學程

學分數學分數 2 修課時數修課時數 2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 日間部四年制4年級 A班

修習別修習別 專業選修

類別類別 一般課程

本課程與系所培養學生核心能力關聯度本課程與系所培養學生核心能力關聯度
高度高度
關聯關聯

中高中高
關聯關聯

中度中度
關聯關聯

中低中低
關聯關聯

低度低度
關聯關聯

室內設計專業領域所需之知識技能及人文
素養。

✔

問題發掘分析及評估解決能力。 ✔

運用圖模、口頭及影音多媒體等表現方
式，有效表達溝通設計理念特色及成果能
力。

✔

具知識廣度以敏銳觀察設計流行資訊及社
會生活變化能力。

✔

建構專業倫理價值及認知終身學習再教育
之重要性。

✔

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

建構學生在設計學習與執行過程具備” 建築室內防火防災設計應用”正確的觀念，能夠在不同的室內空間環境發揮最
大的良能設計，有效規劃防火防災之建築室內空間，降低災害損失，維護生命財產的重要保障。 1、使學生具備正
確規劃防火防災設計應用。 2、積極建立學生防火防災知識與觀念。 3、培養在室內裝修設計規劃中，使用防火建
材的正確觀念及實務方法。 4、正確判斷依循室內防火防災法規規定之執行操作。 5、實務認識以期培養能獨立執
業安全設計人才。 

1.使學生具備正確規劃防火防災設計應用
2.積極建立學生防火防災知識與觀念
3.培養在室內裝修設計規劃中，使用防火建材的正確觀念及實務方法
4.正確判斷依循室內防火防災法規規定之執行操作
5.實務認識以期培養能獨立執業安全設計人才

Plan for indoor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Purpose of the course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 on “Application of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for Interior Design of Building” to enable them work out the
best design with good ability in the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indoor spac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cheme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plans for indoor spaces in buildings, maximize loss caused by disaster, and allow it become an
important safeguard for life and property. 1.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ability of correct planning and application for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2.Actively establish knowledge and concept of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for students.
3.Establish correct concept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using fireproof building materials whe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indoor decoration and design planning. 4.Correctly judge and comply with regulation on indoor fire and
disaster protection in implementation. 5. Be acquaint with practical affairs in order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safety design.

每週授課主題每週授課主題

第01週： 9月 8 日 室內火災發生認知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2週：9月15日 防火建材應用 \授課現場實習
第03週： 9月22日 防燄材料應用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4週： 9月29日 防火塗料認識應用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5週： 10月6日 室內法規認識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6週： 10月13日 相關室內法規設計應用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7週： 10月20日 室內防火計劃應用操作 一住宅篇 \ 授課現場實習
第08週： 10月27日 計劃內容討論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09週： 11月3 日 1103-1109期中考
第10週： 11月10日 室內裝修檢討.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1週： 11月17日 消防安全檢討.（防火區劃）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2週：11月24日 防火材料之使用與檢討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3週：12月 1 日 室內防火計劃應用操作 二商業篇 \ 授課現場實習
第14週：12月 8 日 計劃內容討論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5週：12月15日 室內裝修檢討.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6週：12月22日 消防安全檢討.（防火區劃） \ 授課現場實習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7週：12月29日 防火材料之使用與檢討 \ 授課現場實 \ 報告計劃內容
第18週： 1月 5 日0105-0111期末考



成績及評量方式成績及評量方式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口頭報告：10%
學習態度：20%
平時作業及出席：20%

證照、國家考試及競賽關係證照、國家考試及競賽關係

本課程無證照、國家考試及競賽資料。

主要教材主要教材

2.京悅設計公司案例教學講義。(教科書)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書名：1. 建築法規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2.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3.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4.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5.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97/05/15 修正)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6. 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 (97/06/04 修正 作者：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7. 室內裝修材料施工作業實務 作者：中華民國災害預防協會著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室內裝修防火材料運用策略與原則 作者： 陳逸聰 出版年(西元)：2004 出版社：
書名：室內設計安全研究—裝修防火材料的認知與運用 作者： 李榮男、陳逸聰 出版年(西元)：2009 出版社：

建議先修課程建議先修課程

本課程無建議先修課程

教師資料教師資料

教師網頁：http://www.cyut.edu.tw/~/kyid
E-Mail： kyid@cyut.edu.tw
Office Hour： 
分機:

[關閉] [列印]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不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