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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1848 中文科名中文科名 室內工程實務與管理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余杰茂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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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級 B班

修習別修習別 專業必修

類別類別 一般課程

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

本課程是針對已要進入室內設計裝修工程工作之學員，培養具備裝修工程管理之專業知識與執行能力，並逐一深入
探討各階段作業內容、需求與準則。以實驗操作及專案互動學習方式，熟悉設計過程及操作技巧為基本素養，以期
培養獨立之室內設計裝修工程管理全人能力，作為未來設計執業準備。 1.培養熟悉裝修工程管理作業內容與相對應
用。 2.了解裝修工程管理實務與執業應用。 3.建立裝修專業執業管理與溝通能力。 4.意識到在室內設計的職業生涯
的趨勢和環境。 

1.培養熟悉裝修工程管理作業內容與相對應用。
2.了解裝修工程管理實務與執業應用。
3.建立裝修專業執業管理與溝通能力。
4.意識到在室內設計的職業生涯的趨勢和環境。

This class aims to let students who enter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ior desig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xecution ability, and explore the contents, needs, and principles of each work stage
step by step. In an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project interactive learning manner, this class lets learners b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and technique of interior design decor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order to train independent
man of talent, and prepare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in the industry. 1. Be familiar with the decor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ork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2.Know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decor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 3. Buil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for decor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 4. Be aware of the trend and environment in the career of interior design.

每週授課主題每週授課主題

第01週：1. 第01週 3月 2日 課程導論說明
第02週：2. 第02週 3月 9日 室內裝修設計相關法規
第03週：3.第03週 3月 16日 室內裝修設計相關法規
第04週：4. 第04週 3月 23日 測量與放樣
第05週：5. 第05週 3月 30日 室內裝修假設工程與施工安全防護措施
第06週：6. 第06週 4月 6日 4/6彈性放假● (3/31補班補課星期六)
第07週：7. 第07週 4月 13日 設計施工圖性質解說
第08週：8. 第08週 4月 20日 設計施工圖性質解說
第09週：9. 第09週 4月 27日 4/23-4/28 期中考Midterm exam
第10週：10. 第10週 5月 4日 工程估算
第11週：11. 第11週 5月 11日 合約計劃
第12週：12. 第12週 5月 18日 估算分析解說(分組簡報探討)
第13週：13. 第13週 5月 25日 工程實務與計畫管理(一)
第14週：14. 第14週 6月 1日 工程實務與計畫管理(二)
第15週：15. 第15週 6月 8日 工程實務與計畫管理(三)
第16週：16. 第16週 6月 15日 工程施工執行性質解說
第17週：17. 第17週 6月 22日 計劃總評探討(分組簡報探討)
第18週：18. 第18週 6月 29日 6/25-6/30期末考Final Exam

成績及評量方式成績及評量方式

期中考25% （完整想法 +專業建構+ 執行力） ：25%
期末考25% （完整性+ 想法 + 執行力）：25%
平時學習態度20% (態度 + 協助 + 執行力) ：20%
作業繳交20% （完整性+ 想法 + 執行力）：20%
口頭報告10% (態度 + 完整性+ 執行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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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京悅設計公司案例教學講義。(教科書)京悅設計公司京悅設計(教科書)
2.余杰茂老師契約規範整理教材。余杰茂余杰茂(教科書)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書名：1、 室內設計估價與施工實務 作者：董勝忠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2、 最新室內設計實務大全 作者：杜台安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昇陽,1995
書名：3、 室內設計資料集 作者：張绮曼、鄭署陽主編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建築與文化出版公司
書名：4、 看懂集合住宅規劃設計法令 作者：陳建亨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5、 室內裝修材料施工作業實務(增修五版) 作者：中華民國災害預防協會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 詹氏書局
書名：6、 最新建築技術規則 作者：內政部營建署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書名：7、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作者：內政部營建署 出版年(西元)： 出版社：詹氏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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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yut.edu.tw
Office Hour： 
分機:

[關閉關閉] [列印列印]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不法影印。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不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