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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2 月 05 日（星期三）

地

點：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00 號 (朝桂餐廳)

理事出席人數：應到 33 名，實到 19 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陳俊明、李建輝、褚有智、陳銘達、孫 因、劉東澍、戴源昌、凃明哲、
林仁德、羅基雄、黃璟達、任袓植、鄭慶麟、趙志元、鄭進生、林烱輝、
鄧明勳、黃裕逸、陳秀峰、王文清(候)、陳國隆(候)、黃珮瑄(候)、
王本楷(候)、詹江瑞(候)、何麗華(候)。
理事會未出席人員：
李秉森、王訢瑋、江建平、凌健星、洪清在、謝坤學、游秀林、
方亮云、曾江三、張清松(新-候)、張國軒、謝錦文、陳裕佶、
鍾明安、駱漢隆、曾傳傑(候)。
監事出席人數：應到 11 名，實到 7 名，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吳戊榮、蔣光輝、洪晉鈺、王萬亭、辜長江、簡丞佐、宋瀚霖、
張清松(桃-候)。
監事會未出席人員：
韓雨生、許本上、 趙東洲、林佳蓉、林清貴(候)、顏閩寬(候)。
團體代表出席:
台北市公會 孫 因 理事長、新北市公會 鄭進生 理事長、
桃園市公會 宋瀚霖 理事長、台中市公會 李仲立 理事長、
高雄新公會 黃雲昌 理事長
列席:
前理事長：康文昌、葉博文
理事會主席：陳俊明

學術主委：盧錦榮

監事會主席：蔣光輝(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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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委員會報告：
廠商聯盟委員會
1、 於 108 年 11 月 6 日參訪欣寶企業在資策會的 GIA 空氣品質智控系
統改善案例及台灣建築中心介紹室內裝修設計導入 BIM(建築資訊
模型)說明會，交通及晚餐由欣寶企業贊助。
2、 於 11 月 7 日舉辦廠商聯盟餐敘暨設計材料大展說明會。
3、 新入會廠商士林電機、亞歷山卓精品家具，預計於本年度安排廠商
參訪事宜。

室內設計/材料大展執行委員會
1、 於 108 年 10 月 17 日舉行「2020 台灣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一
次籌備會議-地點:台北公會
2、 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舉行「2020 設計。材料大展」第一次工作小
組會議
3、 於 108 年 11 月 07 日舉辦設計材料大展說明會暨廠商聯盟餐敘

室內裝修回訓委員會
第四期回訓開課報告：
108/11/22 第 3 梯於中國科大上課，由台北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96 人。
108/12/27 第 4 梯於中國科大上課，由新北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98 人。
109/12/27 第 5 梯於台中公會上課，由台中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64 人。
109/01/17 第 6 梯於國際商工上課，由高雄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70 人。
109/01/17 第 7 梯於中國科大上課，由台北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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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創獎委員會
1、 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假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辦頒獎晚宴，出席貴賓
共約 250 位，圓滿結束。
2、 2020 華人金創獎徵件資訊，預計於 2/17(一)發佈，並開始進行徵件
作業。

高爾夫球委員會
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由台中市公會承辦，在台中國際球場舉辦 2019 全
國室內設計高爾夫邀請賽，圓滿達成。
2020 全國室內設計高爾夫邀請賽委請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承辦。

鑑定委員會
於 109 年 1 月 7 日召開「頂極室內裝修公司．新北永和鑑定案」討論會
議，並於 1 月 17 日現場會勘完成。

室內裝修設計國考發展委員會
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於高鐵台中站會議室召開第一次室內設計技師國考
諮詢彙整會議，依三組委員階段研究項目進行彙整、討論。並於下次會
前，依各分項議題進行小組討論。

兩岸交流委員會
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率隊前往廣州佛山，參加中國室內裝
飾協會舉辦廣州中國設計週「中國裝飾協會大會暨亞洲室內設計領袖圓
桌會議」，交流行程如下：
11/30 設計週開幕式、中室協高峰論壇
12/01 亞洲圓桌會議、參觀羅浮宮及索菲特酒店、頒獎晚宴
12/02 拜訪鏞正堂、城市組設計、伶居設計
12/03 拜訪佛山設計協會、大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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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務工作報告：
1. 第 9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8 年 11 月 06 日在台北資策會農
會大樓順利召開，會議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表。
2. 工作日誌（108 年 11 月 01 日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如下：
日期

內容

108.11.01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舉辦「第 73 屆商人節大會暨金商獎頒獎典
禮」

108.11.01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召開 108 年度協同研究「社會住宅營運管
理與用後評估之研究」及「無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之研究」等 2 案期未
審查會議

108.11.01

參加毅太企業(股)公司高雄分公司舉辦「喬遷開幕典禮」

108.11.03

參加欣蘭企業舉辦「淺野木工武術職人大賽」

108.11.04

108.11.05
108.11.05-06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8 年度協同研究「超高齡社會長照環境
研究架構之前瞻研究」、「既有公寓增設電梯相關法令突破之研究」及
補助案「共同出版建築學報計畫」等 3 案期未審查會議」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第 33 屆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日本因應
超高齡社會居 住與設施課題之解決-日本 50 年間之對策」專家座談會
議」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第 33 屆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建築研究
組」

108.11.06

召開「第 9 屆第 10 次理監事會」

108.11.07

召開「2019 金創獎第 8 次籌備會議」以及「廠商聯盟餐敘暨設計展說
明會」

108.11.08

參加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舉辦「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108.11.08

參加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舉辦「「2019 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暨台灣
國際房地產博覽會」開幕典禮」

108.11.08

108.11.08

108.11.09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8 年度業務委託「綠建材標章審查作業
精進計畫」、「綠建材循環經濟產業鍵結推廣計畫」及協同研空「綠建
材產業發展現況及產值調查之研究」等 3 案期未審查會議」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召開 108 年度協同研究「建築物重量衝擊
源樓板衝擊音量測及評估方法之研究」、「塑化劑污染物檢測標準驗證
研究-以板材類為主」及業務委託「既有建築物含石綿建材基礎調查計
畫」等 3 案期未審查會議」
參加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舉辦「台灣室內設計週暨第十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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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1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9 年度創新循環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
研究課題(草案)研商會議」

108.11.12

參加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公司舉辦「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主辦之「綠色化學工作坊」會議」

108.11.13

參加台南市勞保局舉辦「台南市勞保局招標會議」

108.11.13

參加台灣經濟研究院舉辦「「臺灣文創產業發展年報」之「視覺傳達設
計、產品設計、建築設計、創意生活、設計品牌時尚類文創產業」專家
座談會」

108.11.13

參加 TOTO 台灣東陶舉辦「平田晃久建築講座」

108.11.14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舉辦「第 1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8.11.15

參加台南市北區扶輪社舉辦「台南北區扶輪社ＰＰ社務會議」

108.11.15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9 年度「智慧化居住空間整合應用人工
智慧科技發展推廣計畫」研究課題諮詢會議」

108.11.19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09 年度建築工程技術發展與整合應
用計畫(2/4)」及「建築資訊整合應用躍升計畫(2/4)」研究課題(草案)
諮詢會議」

108.11.20

參加台灣幸福健築協會籌備會舉辦「第一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議」

108.11.22-24

舉辦第四期第 3 梯次回訓講習，於中國科大上課，由台北公會協辦

108.11.22

參加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舉辦「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8.11.22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8 年度業務委託「智慧建築標章審查作
業精進計畫」、「智慧化居住空間整合應用計畫」及「智慧化居住空間
展示推廣計畫」等 3 案審查會議」

108.11.22

參加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台灣光環境獎頒獎典禮」。

108.11.25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舉辦「BIM 教室啓用儀式台灣建築中心」

108.11.26

參加臺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 18 屆第 10 次理監事會後聯
誼晚宴」

108.11.26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8 年度自行研究「樓板緩衝材動態剛性
實驗量測技術之研究」及「我國健康綠建材與美國 GREENGUARD 標準比
較研究」審查會議」

108.11.28

參加文化部舉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研修規劃」產業諮詢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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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9

舉辦「2019 全國室內設計盃高爾夫球邀請賽」

108.11.29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舉辦「108 年度智慧停車解決方案研討
會」

108.11.29

參加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舉辦「室內裝修工程拆除之含石綿廢棄物
清理作業指引(草案)專家諮詢會議」

108.11.29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9 年度「前瞻建築防火避難及結構防火
科技研 發整合應用計畫(2/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08.11.30

參加人文遠雄博物館舉辦「甜蜜的暴力─論當代藝術中災難的風景﹥座
談會」

108.11.30

參加台北設計建材中心舉辦「舉辦材料設計新趨勢系列課程：【不容忽
視的綠色需求】」

108.11.30-12.3

赴廣州佛山參加中國室內裝飾協會舉辦「中國裝飾協會大會暨亞洲室內
設計領袖圓桌會議」

108.12.02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08 年度自行研究「無障礙客房設置與使
用情形之調查研究」及「高齡者及低視能者生活場域之尋路與地圖認知
研究」等 2 案會議」

108.12.03

參加經濟部能源局舉辦「住商節能系統技術與示範應用計畫技術研討
會」

108.12.03

參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舉辦「研商新訂「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事宜會議」

108.12.05

參加「台南建築經營協會大會」

108.12.06

參加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

108.12.06

參加台灣廚具櫥櫃廠商發展協會舉辦「第四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8.12.06

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舉辦「【合宜且多樣化的住宅供應
體例】專題演講」

108.12.10

參加高雄市空間藝術學會舉辦「第 16、17 屆交接暨授證 23 週年慶」

108.12.12

舉辦「2019 華人金創獎頒獎典禮」

108.12.12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舉辦「第 31 屆建材暨產品展暨開幕典禮」

108.12.13

參加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108 年度返校尾牙聯誼」

108.12.14

參加台灣衛浴文化協會舉辦「20 週年慶大會暨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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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7

參加臺南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

108.12.17

參加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舉辦「第一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8.12.18

召開「第一次室內設計技師國考諮詢彙整會議」

108.12.19

參加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

108.12.20

參加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CSID)舉辦「第 23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
監事」

108.12.20

參加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舉辦「第十屆第二次代表
大會暨宜蘭縣室裝公會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8.12.20

參加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舉辦「第 2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8.12.20

參加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 15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108.12.25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舉辦「住宿式長照服務機構防火安全性能提
升示範機構表揚典禮」

108.12.26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舉辦「召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第 8 屆第
1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

108.12.26

參加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舉辦「會員大會」

108.12.27-29

舉辦第四期第 4 梯次回訓講習，於中國科大上課，由新北公會協辦
舉辦第四期第 5 梯次回訓講習，於台中公會上課，由台中公會協辦

108.12.28

參加台灣空間美學創作交流協會舉辦「2019 年度尾牙暨 12 月份例會」

108.12.28

參加 IDAA(台灣空間美學創作交流協會)舉辦「IDAA 2019 年 12 月例會+
尾牙」

108.12.12-14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舉辦「第 31 屆建材暨產品展開幕 & 第
48 屆建築師慶祝大會」

108.12.13-15

參加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舉辦「12/13 免震建築-設計與實務 12/15
免震設計-日本與台灣 座談會」

109.01.02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舉辦「歲未尾牙迎接新春餐會活動」

109.01.02

參加高雄市新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三十週年慶暨第十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

109.01.03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永續綠營建聯盟舉辦「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聯誼
晚宴餐敘」

109.01.03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永續綠營建聯盟舉辦「永續綠營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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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4

參加台灣公安學會舉辦「年終感恩餐宴」

109.01.04

參加雲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

109.01.07

鑑定委員會召開「頂極室裝公司鑑定案會議」

109.01.10

參加崑山科技大學舉辦「工業設計學系歲末尾牙聚餐」

109.01.10

參加「艾立思軟裝集團台中旗艦店開幕典禮」

109.01.14

參加安益國際集團舉辦「2020 安益國際集團年終尾牙」

109.01.15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09 年度「以公益性為基礎之社會住
宅基地評估系統建立及容積獎勵分級之研究」補助計畫期初審查會議」

109.01.16

參加台灣日立舉辦「2020 日立慈善盃高爾夫球配對賽」

109.01.16

參加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舉辦「歲末聯歡餐會」

109.01.17-19

舉辦第四期第 6 梯次回訓講習，於國際商工上課，由高雄公會協辦
舉辦第四期第 7 梯次回訓講習，於中國科大上課，由台北公會協辦

109.01.17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建築醫學學會舉辦「本學會於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共同
辦理「2020 健康醫院與環境思維論壇」，訂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7 日假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四樓大禮堂舉辦，敬邀 貴會會員參加與會並惠允廣
宣，請查找。」

109.01.17

鑑定委員會現場會勘「頂極室裝公司鑑定案」

109.01.17

參加東昇空調有限公司舉辦「歲末尾牙餐會」

109.01.18

參加富強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高爾夫球邀請賽」

109.01.19

參加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舉辦「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109
年旺年會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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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108 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表、
現金出納表，請討論。
說明：108 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表、
現金出納表已編列完成，詳附件一。
辦法：通過後，提會員代表大會審查。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辦理中國室內裝飾協會「室內設計師專業技能水平評價認證」，相關
事宜請討論。
說明：(1)本會為「室內設計師專業技能水平評價認證」台灣唯一合作單位。
(2)本認證為中室協配合中國大陸國家政策所辦理之認證考試。
(3)本認證分為初級、中級、高級，報考資格詳附件二。
(4)預訂積極爭取合作，原訂 2/12 至 2/14 赴北京中室協詳談合作計畫，
因武漢肺炎疫情，改電子通訊聯絡洽談。
辦法：通過後，授權理事長執行相關簽約手續及檢定事宜，併於下次理監事
會報告。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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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本會為廣結業界力量，擬增設「友好社團會員」及「友好贊助會員」
享有本會辦理開課、參訪等相關權益，但不具選舉權，成立策略聯盟
請討論。
說明：(1)為促使團體間互動、資源共享，增設「友好社團會員」及「友好贊
助會員」
(2)以友好會員之方式參與本會相關活動，如開課學員資料、大型活動
等之互惠方式有依據辦理。
(3)友好社團會員：入會費 6,000 元、常年會費 6,000 元
友好贊助會員：無入會費，常年會費 6,000 元(非公會設計師會員)
(4)策略聯盟友好會員為內部規範，僅作為行政作業之依據，不涉及選
舉事務。
(5)策略聯盟企畫草案詳附件三。
辦法：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決議：通過，取消好友贊助會員，僅訂定友好社團，細節交由法規委員會討
論。
第四案
案由：有關代表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請討論。
說明：(1)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於 108 年 12 月 3 日研商新訂「建築物室內裝
修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會議記錄明略以：
「一、請內政部修正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不足之部
分，一併將修正條款配合現行範本提升為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故辦理相關事宜。
(2)本會草擬議案小組由陳銘達首席副理事長、鄭慶麟主委代表出席
會議，六都八公會推派代表。
(3)本案預計於三月中提出草案提交營建署。
辦法：通過後照案辦理。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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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提案人：陳銘達 首席副理事長
案由：委員會組織中有兩個「室內設計/材料大展執行委員會」及「室內設計/
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是否相同。
決議：通過，取消「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

自由發言：

監事會評議：
對理事會所提討論案四案及一案臨時動議表達肯定與支持。

主席宣布散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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