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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登文方式：郵寄 
''：叫司 

皿 

保存年限： 

財園法人台湾建築中心函 

_，、、 11C)I 	1)' 
106. %t.,_' 420 	一－ 

台中市豊原匠成功路620競4F 

受文者：壷中市大壷中讐師公曾 
登文日期：中華民園106年11月9日 

登文字統：中建安字第 1062062109統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篠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説明 

地蛙： 23141 新北市新店医民椎路95統3棲
承掛人：黄誌 
電話： (( )2)8667-611 1#126 
停真：（【 )2)8667-6397 
電子信箱 :jp210421@tabc. org . tw 

蕊篇麟覇爺V 

霧戸三ァI翻 
桝理．崎形； 

装主旨：為本中心輿社圏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謹訂於106年11月27 

日（星期一）共同耕理之「建築物防火材料登展趨勢研討曾： 

及「中日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風険研討曾：，敬請韓知所属 

人員、曾員等踊躍報名参加，請査照。 

説明： 

訂一、本協曾為推動建築防火材料如防火門、遮煙用門及防火間門

之標準，並為推動中日防火避難安全技術之精進，故掛理旨 

掲研討曾0 

ニ、本研討曾将於106年11月27日（星期一）仮大坪林聯合開登大

棲15棲園際曾議廃（新北市新店匡北新路三段200統15棲）奉

舛，随函検送簡介乙倫，敬請韓知所属人員或曾員湧躍報名 

線参加。 

三、本研討曾免費報名参加，於11月17日（星期五）前報名，額満

即不受理0 

四、活動訊息及報名請至網姑 http://Iraining. tabe. org . tw/ 
fi les/90-100 0-6.php 0 

正本：壷中市大壷中讐師公曾

副本：本中心安全防災部 

董報楊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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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 
自開 外蒜市 北ニ高自安坑交流道下，往新店方向（中央路），至

中正路左韓，再右韓民椎路。 
ム」L二片 「J ノU、1、 自羅斯福路往新店方向，過景美橋接。。新路三段。j 

車訊 
公資 252、 290、 290。副。面瓦轟示扇二頭扇頭コ 

型些竺竺讐些二一一一一一一二1 

山国 

建築物防火材料警展趨勢研討曾聾 106 年度曾員大曾【簡介】 
指導軍位：内政部建築研究所（遂請中） 

共同指導軍位：内政部管建署、内政部消防署（遂請中） 

主掛単位：社園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財園法人台湾建築中心 

一、背景典目的： 

建築物防火建材之設計係依掠建築技術規則第三章及第四章有関係文進行規劃設計，

建築材料並慮依該規貝り穂貝」編第四係規定始得運用於建築物：r建築物慮用之各種材料及

設備規格，除中華民園園家標準有規定者従其規定外，慮依本規則規定・但因営地情形，

難以慮用符合本規則輿中華民園園家標準材料及設備，経査轄市、懸（市）主管建築機

開同意修改設計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材料、設備輿工程之査験及試験結果，慮達本

規則要求；如引用新穎之建築技術、新工法或建築設備，適用本規則確有困難者，或尚

無本規則及中華民園園家標準適用之特殊或園外進口材料及設備者，慮…評定書，向中

央主管建築機関申請認可。： 

本曾為推動建築防火材料之公平公正制度，並建立和譜健康之産業，積極参典内政

部有閲使用査験及評定認可制度之研究，並参輿経済部標準検験局有開試験方法之研訂，

例如防火門、遮煙用門、防火間門以及惟幕特・為将内政部及経済部標準検験局最近之

動向推贋，特掛理本場次研討曾。 

ニ、日期：106年11月27日（星期一）上午09時20分－12時 

報名裁止日期：11月17 日（星期五） 

三、地貼：大坪林聯合開登大棲15 棲園際曾議魔（新北市新店医北新路三段 200 競15 棲） 

四、参加封象：共80 人（本曾曾員優先）

五、報名費用：免費（含講義及餐鮎） 

■透過台湾建築中心研討曾報名糸統統一報名。 

■若悠為首次参加本中心活動，敬請先登録曾員資料，再回到報名糸統進行報名。

■完成報名登録後，若因故需取消報名者，敬請来電告知。 

■亦可至台湾建築中心網姑（ www. tabc. org . tw)上方【研討曾報名」線上報名・ 

六、研討燈明：( 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以貴際釜到為準） 

■登予参訓讃明書乙紙。 

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曾技師執業換讃積分或誉建署建築師執照換讃積分。

■公務員終身撃習時数認讃。 

七、交通資訊：( 曾場不提供停車位，敬請多加利用大取交通工具） 

. 

. 

■ 

畔・ 

聯絡人：社園法人台湾防火材料協曾O2一 866761 11 分機169鍾小姐、李小姐分機126黄小姐 



八”課程規劃： 

建築物防火材料警展趨勢研討曾登106年度曾，大曾 ― 
堂次 場次 時問 課題 講者 主持人― 

9:20-9:30 10 報到 
-- 

9:30一9:40 10 貴賓致詞／第ニ届丁育群奨撃金頒登 ― 

9:40-10:10 30 我園建築防火建材及防火避
難最新法規趨勢 

内政部管建署 
高文好組長 

林慶元教授 

台湾防火材料 
協曾理事長 

10:10-10:40 釦 CNS1 5816-3 空調糸統防火聞 
門耐火試験法 

内政部建築研究 
防火試験中心主任 

茶銘儒博士 

10:40-10:50 10 休，息 

10:50-11:10 加 CNS 11227 耐火性能試験法 
一門及捲門組件 

明道防火貴験中心主任 
徐聴茶博士 

11:10-11:30 20 
CNS1 5038 建築用遮煙門試験
方法及現場検測性能 

台湾科技大撃建築糸 
荘英吉教授 

11:30 一 12:00 30 
社園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
第ニ届丁育群奨撃金得主研
究成果分享 

林冠好、侯頻悦、凋章期 

! 

12:00-13:30 社圏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 
106年度曾員大曾 

曾員参カ。 

聯絡人：社園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 02-86676111 分機 169 鍾小姐、 李ノJ、姐 分機126黄，J、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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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 
外懸市 に嘉二姦霞系昇で函房系石下癌ぶて 

左蒋，再右韓民権路。 

台北市 自羅斯福路往新店方向，過景美橋接北新路三段。 ― 
公車 
資訊 

252、290、290（副）、642、643、644、647、648、650、株2、緑13 
（捷運大坪林姑下車） 

捷運

資訊 
ジ炎水－新‘，往新“方“，大坪林姑下‘(3銃「・。 ― 

中日建築物防火避難安全風険研討曾【簡介】 
指導軍位：内政部建築研究所（遂請中） 

共同指導軍位：内政部誉建署、内政部消防署（遂請中） 

主掛早位：社園法人台湾防火材料協曾、財園法人台湾建築中心 

協掛軍位：中華民園全園建築師公曾、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曾、新北市消防設備師公曾 

一、背景典目的：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於台湾己施行13 餓年、其験讃方法多参考日本之避難検証

技術，日本之検証法之建構以調査及貴際人群避難為基礎建立其経験公式，其中以人類

行為撃中難以定量之避難時間特別需在。 

日本大宮喜文教授任職於東京理科大撃，長年投入建築物防火安全技術，包含消防

加歴防排煙、火災延焼、及避難行為撃，今将率其研究園隊中至台湾就其研究課題分享

及座談，敬遂各届共裏盛奉。 

ニ、日期： 106年11月27日（星期一） 13: 00-17: 20 報名裁止日期：11月17日（星期五） 

三、地貼：大坪林聯合開登大棲15 棲園際曾議魔（新北市新店匠北新路三段 200 競15 棲） 

四、参加封象：共100人 

中央及地方建管、消防、衛生等公務機5』人員，建築師、土木、機電等専業技師、消

防設備師（士）、室内装修専技人員、公共安全検査人及其他相開技術人員及相開科糸

所教師、撃生等。 

五、報名費用：免費（含講義及餐鮎）

六、報名方式： 

■透過台湾建築中心研討曾報名糸統統一報名・ 

■若悠為首次参加本中心活動，敬請先登録曾員資料，再回到報名糸統進行報名。

■完成報名登録後，若因故需取消報名者，敬請来電告知。 

■亦可至台湾建築中心網姑（ www. tabc. org . tw)上方「研討曾報名」線上報名。 

七、研討詮明：（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以貴際益到為準） 

■登予参訓詮明書乙紙。 

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曾技師執業換讃積分或管建署建築師執照換詮積分。

■公務員終身撃習時数認讃。 

八、交通責訊：（曾場不提供停車位，敬請多加利用大累交通工具） 

同歩或逐歩 

聯絡人：社園法人台湾防火材料協曾 02-86676111 分機126黄小姐分機169鍾小姐、李小姐 



  一B16:50一17:203017:20- 活動結束 

十、課程規劃：（主耕軍位保有不可 抗 

力 時課程 
調整 之権 利） 

，。，築 
物 防火避難安全風険研討， 1一 場次 1 
時間課題講者主持 ‘1l 13 :00-13:3030報到 113:20-13:3010、＊致言：。 

、政音 。、築研、、、、政音。 、、 
、、ジ、 防；、‘、）-A-i1 

003 
講日本防 

火避難安全風険研  

     究警展   
 大宮喜文（東京理科大 

査 

場的避難 
訓練調査．避難模 

        擬  佐野 

友紀（早稲田大学教授） A- 214 

: 

一 
1 

4:303014:30 

-1 

4:40 10休．息3 	一A1 

4:40-15:0060 
避難特性相 

景・ 
目的奥人     	群避難責 

験          
（株式会社FDM代表 

避難特性 
相閲之研究 	(2)貴験結果 

典考    池畠由華（大成建 

設技術研究所研究員）A  一 A15:00-1 
特性相開 

之研究 	(3)簡易預測計 
算法    山ロ純一（大林組 

技術研究所研究員）にU 一A八 

1 2 

0 
一 15:4015:40 -1 5:50 10休．息1 	一B1 

50-16:20 
30中文演講台湾 

築物防火避 

難安 	全課題典研究警 

研究所  
茶緯芳組長避難分 

討避難弱者安 
全改善策略内政部建築研 究所 

  雷明遠研究員り山 	一 

B16:20-16:5 

0建築資訊模型（BI 
M）運用在建築物防火避難 

政部建研所陳 

建忠 
、 

園 

立台湾科技大季建築  

  糸荘英吉 教授りU 

聯絡人：社園法人台潜防火材料協曾 02-86676111 分機126黄小姐分機 169 鍾小姐・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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