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技 消防學分班 課表 
課程進度表示法：(上到第幾節/總節數) 

111/1/13 更新

日期 上 午 09:00-12:15 下 午 13:30-17:35 教室 

111 年 07 月 09 日(六) 危險物品(04/54) 化學系統(05/54) 

111 年 07 月 10 日(日) 水系統(04/54) 火災學(05/54) 

111 年 07 月 16 日(六) 危險物品(08/54) 化學系統(10/54) 

111 年 07 月 17 日(日) 水系統(08/54) 火災學(10/54) 

111 年 07 月 23 日(六) 危險物品(12/54) 化學系統(15/54) 

111 年 07 月 24 日(日) 水系統(12/54) 火災學(15/54) 

111 年 07 月 30 日(六) 危險物品(16/54) 化學系統(20/54) 

111 年 07 月 31 日(日) 水系統(16/54) 火災學(20/54) 

111 年 08 月 06 日(六) 危險物品(20/54) 化學系統(25/54) 

111 年 08 月 07 日(日) 水系統(20/54) 火災學(25/54) 

111 年 08 月 13 日(六) 危險物品期中考(24/54) 化學系統期中考(30/54) 

111 年 08 月 14 日(日) 水系統期中考(24/54) 火災學期中考(30/54) 

111 年 08 月 20 日(六) 化學系統(34/54) 危險物品(29/54) 

111 年 08 月 21 日(日) 火災學(34/54) 水系統(29/54) 

111 年 08 月 27 日(六) 化學系統(38/54) 危險物品(34/54) 

111 年 08 月 28 日(日) 火災學(38/54) 水系統(34/54) 

111 年 09 月 03 日(六) 化學系統(42/54) 危險物品(39/54) 

111 年 09 月 04 日(日) 火災學(42/54) 水系統(39/54) 

111 年 09 月 10 日(六) 
中秋連假 

111 年 09 月 11 日(日) 

111 年 09 月 17 日(六) 化學系統(46/54) 危險物品(44/54) 

111 年 09 月 18 日(日) 火災學(46/54) 水系統(44/54) 

111 年 09 月 24 日(六) 化學系統(50/54) 危險物品(49/54) 

111 年 09 月 25 日(日) 火災學(50/54) 水系統(49/54) 

111 年 10 月 01 日(六) 化學系統期末考(54/54) 危險物品期末考(54/54) 

111 年 10 月 02 日(日) 火災學期末考(54/54) 水系統期末考(54/54) 

授課科目 講師 

水系統 林文興 

化學系統 邱文豐 

火災學 吳喨生 

危險物品 沈義哲 



備註： 

本班依開課情形，保有課表更動之權利。若遇颱風有關停課則視人事行政局發佈為準 

上午：第 1 節 09:00-09:45、第 2 節 09:50-10:35、第 3 節 10:40-11:25、第 4 節 11:30-12:15 

下午：第 1 節 13:30-14:15、第 2 節 14:20-15:05、第 3 節 15:10-15:55、第 4 節 16:00-16:45、第 5 節 16:50-17:35 

下午：第 1 節 13:00-13:45、第 2 節 13:50-14:35、第 3 節 14:40-15:25、第 4 節 15:30-16:15、第 5 節 16:20-17:05 

、第 6 節 17:10-17:55 

 

中華消防協會：電話：2255-9119，0912-709-119，fe@cafp.org.tw。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上課地點：中國科技大學-格致樓（捷運 萬芳醫院站，步行約 5 分鐘） 

 

 

 

 



課程大綱-火災學 

進度 大綱 內容 

1.  緒論 火災概念、火災統計與紀錄 

2.  燃燒概論 燃燒意義與型式、物質之發火條件 

3.  爆炸工學 
爆炸之意義與種類(高壓氣體、分解、粉 

塵、蒸氣)塵、蒸氣) 

4.  煙與熱氣(一) 煙的特性與危害 

5.  煙與熱氣(二) 火災熱流與煙控 

6.  期中考 

7.  建築物火災特性(一) 木造及耐火建築物火災特性 

8.  建築物火災特性(二) 高樓及地下建築物火災特性 

9.  電氣火災概論 放電火花、靜電、電氣火災之預防 

10.  化學火災概論 危險物品之種類、化學災害之搶救 

11.  滅火劑 各種滅火劑及滅火效果 

12.  期末考 

 



課程大綱-水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進度 大綱 內容 

1.  加壓送水裝置 

1. 考試準備介紹 

2. 加壓送水裝置相關構件 

3. 幫浦檢測 

4. 幫浦動作原理 

2.  室內消防栓 

1. 加壓送水裝置考古題 

2. 室內消防栓設計篇 

3. 室內消防栓相關構件 

4. 室內消防栓檢修 

5. 水源容量等計算 

3.  室內外消防栓 

1. 室內消防栓考古題 

2. 室外消防栓設計篇 

3. 室外消防栓相關構件 

4. 室外消防栓檢修 

5. 水源容量等計算 

4.  自動撒水系統 

1. 室內外消防栓考古題 

2. 自動撒水系統設計篇 

3. 自動撒水系統四種型式 

5.  自動撒水系統 

1. 自動撒水系統考古題 

2. 自動撒水系統檢修 

3. 自動撒水系統設計等計算 

6.  期中考 

7.  自動撒水系統&泡沫滅火系統 

1. 自動撒水系統考古題 

2. 泡沫滅火系統設計篇 

3. 比例混合器及低發泡放出口 

8.  泡沫滅火系統 

1. 泡沫滅火系統考古題 

2. 高發泡放出口 

3. 檢修及計算 

9.  

水霧滅火系統 

連結送水管 

1. 泡沫滅火系統考古題 

2. 水霧滅火系統介紹 

3. 連結送水管介紹 

4. 檢修及計算 

10.  蓄水池 1. 水霧滅火系統&連結送水管蓄水池考古題 

2. 蓄水池介紹 



危險物品消防安全設備 3. 危險物品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篇 

11.  危險物品消防安全設備 
1. 蓄水池&危險物品消防安全設備考古題 

2. 危險物品消防安全設備設備篇 

12.  期末考 

 



課程大綱-化學系統消防安全設備 

進度 大綱 內容 

1.  滅火器 種類、操作方法及檢查要領 

2.  滅火器 設置場所、特性及滅火效能值計算 

3.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種類、特性及滅火原理 

4.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組件、構造及系統組成 

5.  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藥劑量計算、動作方式及檢查要領 

6.  期中考 

7.  乾粉滅火設備 種類、特性及滅火原理 

8.  乾粉滅火設備 組件、構造及系統、藥劑量計算 

9.  海龍滅火設備 特性、滅火方式及組成 

10.  海龍替代滅火設備 種類、特性及滅火方式 

11.  海龍替代滅火設備 組件、構造及系統、藥劑量計算 

12.  
期末考 

 



課程大綱-危險物品管理 

進度 大綱 內容 

1.  危險物品管理概論 
消防法 

何謂危險物品管理及管理範圍 

2.  公共危險物品-1 

1.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公共危險物品(上) 

2. 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標示

板規格及設置要點 

3. 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 

4. 公共危險物品判定機構審查作業規定 

3.  公共危險物品-2 

1.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公共危險物品(中) 

2. 消防機關辦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場所位置構造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 

3. 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檢查專業機構評選規

定 

4. 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滿水水壓地盤基礎及

熔接檢查基準 

5. 防火牆及防火水幕設置基準 

4.  公共危險物品-3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

管理辦法-公共危險物品(下) 

5.  公共危險物品-4 

1. 保安監督制度與管理辦法第 79 條 

2. 保安監督人訓練專業機構認可及講習訓練要

點 

3. 公共危險物品各類事業場所消防防災計畫內

容 

4. 指 16 公共危險物品各類事業場所消防防災

計畫製作指導綱領 

5. 指 21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

檢查行政指導綱領 

6. 指 25 使用化學品工廠或倉儲應提供廠區化

學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行政指導綱領 

6.  期中考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48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48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452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441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2210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2210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4816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4816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1551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1882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1882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4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4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4960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4960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338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338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8525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8525


7.  液化石油氣-1 

1.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

安全管理辦法-液化石油氣 

2. 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基準 

3. 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 

4. 複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基準 

5. 複合材料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基準 

6.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防護牆設置基準 

7. 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防爆牆設置基準 

8. 液化石油氣儲存場所管理要點 

9. 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認可及管理要點 

10. 液化石油氣容器認可專業機構委託及管理要

點 

8.  液化石油氣-2 

1.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注意事項 

2. 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安全技術人員講習訓練專

業機構設立及管理須知 

3. 非都市土地申請容許使用為液化石油氣及其

他可燃性高壓氣體容器儲存設施用地或變更

編定為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燃性高壓氣體容

器儲存設施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4. 收費標準 

5. 指 23 使用液化石油氣容器營業場所安全管

理行政指導綱領 

6. 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 

7. 指 26 家用液化石油氣供氣定型化契約範本 

9.  

爆竹煙火-1 

(爆竹煙火場所與來源) 

1.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上) 

2. 爆竹煙火製造許可辦法 

3. 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

辦法 

4. 內政部辦理申請認可一般爆竹煙火專業機構

及委託認可作業要點 

5. 一般爆竹煙火型式認可及個別認可作業辦法 

6.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安全防護計畫書範例 

7. 爆竹煙火儲存場所安全防護計畫書範例 

10.  爆竹煙火-2 

1.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下) 

2.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 

3. 專業爆竹煙火之特殊煙火施放申請書範例 

4. 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違反爆竹煙火管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634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575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3752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271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5321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5320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51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50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4162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4162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67025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6702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6702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8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8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8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508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7999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7999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59326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013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9109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9109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441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4414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0177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353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2688


(施放爆竹、檢舉及銷毀) 

理條例取締作業規範 

5. 消防機關辦理爆竹煙火銷毀作業注意事項 

6. 取締重大爆竹煙火案件獎勵金核發原則 

7. 爆竹煙火專業機構認可辦法 

11.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12.  期末考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2688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5013
http://law.nfa.gov.tw/GNFA/FLAW/FLAWDAT01.aspx?LSID=FL033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