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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01月 06日(星期三） 

地點：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香格里拉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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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紀錄 

一、 日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06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二、 地    點：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香格里拉宴會廳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01號2樓) 

 

理事出席人數：應到 33名，實到 40名含候補 7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陳銘達、戴源昌、凌健星、洪晉鈺、鄭慶麟、謝坤學、凃明哲、林仁德、

王本楷、周天倫、陳國隆、黃珮瑄、鄭進生、吳戊榮、鄧明勳、方亮云、

黃裕逸、何麗華、宋瀚霖、李建輝、劉易鑫、廖文煌、吳昭昱、徐炳欽、

王訢瑋、莫詒中、韓雨生、駱和隆、曾傳傑、徐榮殿、英  真、黃雲昌、

張淑芬、李文章(候)、蕭志恒(候)、林子崴(候)、梁淑如(候)、任柏澄(候)、     

陳秀峰(候)、楊炎柳(候)。 

 

監事出席人數：應到 11名，實到 9名含候補 1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林烱輝、李仲立、劉東澍、顏閩寬、張國軒、褚有智、黃璟達、蔣光輝、

曾江三、王群瑋(候)。 

 

團體代表出席: 

     台北市公會 戴源昌 理事長、新北市公會 鄭進生 理事長、 

      新北市公會 吳戊榮 第十一屆理事長、 

      桃園市公會 劉  靜 理事長、台中市直轄市 徐健銘 理事長、 

      台中市公會 李仲立 理事長、台南市公會 李秉森 理事長、 

      高雄市公會 韓雨生 理事長、高雄新公會 黃雲昌 理事長 

。 

 

列席: 

      前理事長：陳俊明、張崑地。 

 

理事會主席：陳銘達    監事會主席：林烱輝     紀錄：劉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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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會務工作報告： 

1. 第 9 屆第 1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9 年 11 月 03 日在新豐高爾夫球場

國賓餐廳 3樓順利召開，會議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表。 

2. 第 10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與第 10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9年

12月 11日在淡水將捷鬱金香酒店順利召開，會議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

表。 

3. 第九屆金創獎頒獎典禮於 12月 10日在淡水將捷鬱金香酒店順利舉行與會

人員共計 330人。 

4. 第九屆暨第十屆理事長暨理監事交接於 1/6上午假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

飯店滿完成。 

5. 於 1/6 舉辦「世代傳承/共好共榮-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

師類科」連署大會。 

6. 工作日誌（109年 11月 04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如下： 

日期 內容 

109.11.09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舉辦「研訂「建築物室內裝修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暨其

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109.11.10 
參加內政部建研所舉辦「110 年度【創新循環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3/4)】

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09.11.12 參加經濟日報舉辦「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109.11.12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10 年度建築工程技術發展與整合應用

計畫(3 /4)」及「建築資訊整合應用躍升計畫(3/4)」研究課 題(草案)諮詢會

議」 

109.11.12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檢送本所 109 年度委託研究「醫院友善療癒

空間設計原則之研究」、「應用智慧化設施設備防範高齡者居家意外之研

究」及「社會住宅青銀共居公共空間設計原則之研究」等 3 案期末審查會

議，請查照。」 

109.11.13 
參加台灣室內設計裝飾協會舉辦「成立大會暨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理監

事選舉 」 

109.11.16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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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09.11.17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召開 109 年度委託研究「共同出版建築學報

計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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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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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案期末審查會議」 

109.11.18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09 年度委託研究「綠建材標章審查作

業精進計畫」、「綠建材循環機器產業連結推廣計畫」及「綠建築、綠建

材及智慧建築標章資訊揭露」等 3 案期末審查會議，請查照。」 

109.11.19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本所 109 年度委託研究「智慧化居住空間展

示推廣計畫」、「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創新整合應用計畫」及「智慧建築

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與優良作品評選計畫」等 3 案期中審查會議，請查照。」 

109.11.20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舉辦「第四屆第 2、3 次會員大會」 

109.11.23 
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舉辦「109 年度綠建材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第二次專

家會議」 

109.12.02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舉辦「「召開 109 年度營造職類群技能檢定

制度意見交流第 2 次會議」」 

109.12.04 參加彰化縣公會舉辦「第 15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109.12.04 參加台灣土木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舉辦「第 6屆第 3次大會餐敘暨喬遷餐會」 

109.12.08 參加中華民國櫥櫃廠商發展協會舉辦「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109.12.10-

13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舉辦【2020 第 32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技產

品展開幕】暨【第 49 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 

109.12.11 
參加財團法人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2020 台灣光環境獎頒獎典

禮」 

109.12.11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舉辦「2020 世代基電 BIM+IOT 共創城市數位

基盤 」 

109.12.11-

12 
參加台灣室內設計協會舉辦「2020 台灣室協 10-2 會員大會」 

109.12.17 參加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舉辦「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9.12.17 參加台中市公會舉辦「第 16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109.12.18 參加新北市公會舉辦「第 1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09.12.19 
參加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聯會舉辦「第 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季專題研獎暨聯歡晚會」 

109.12.24 參加高雄市空間藝術學會舉辦「第 1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 24 週年晚會」 

109.12.26 參加桃園市公會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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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本會財務 

  案由：有關 109 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表、基金收支

表及現金出納表，請討論？ 

  說明：有關 109 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表、基金收支

表及現金出納表，已編列完成，請討論。 

  辦法：通過後，提會員代表大會審查。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有關第 10屆副理事長人選案，請討論。 

說明：1.依章程規定副理事長由理事長就常務理事中推派 4名，北中南各 1名。 

2.北區常務理事:戴源昌、吳戊榮、鄭進生、宋瀚霖、凌健星 

中區常務理事: 劉易鑫、徐榮殿 

南區常務理事: 韓雨生、黃雲昌、王訢瑋 

  辦法:建議北中南各 1名，另 1名由理事長指派，通過後報內政部備查。 

  決議:通過，北區副理事長:鄭進生、中區副理事長:劉易鑫、南區副理事長:韓

雨生，指定副理事長為戴源昌。 

 

  第十屆副理事名單及主要任務如下： 

    南區副理事長:韓雨生 

      統籌南部地區會務（台南市、高雄市、高雄新），代表、指派、召集本

會會員代表參加與全聯會涉外會議（南部地方公會之公共會議）及事務。 

    中區副理事長:劉易鑫 

      統籌中部地區會務（台中市、台中直），代表、指派、召集本會會員代

表參加與全聯會涉外會議（中部地方公會之公共會議）及事務。 

    北區副理事長:鄭進生 

      統籌北部地區會務（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代表、指派、召集本

會會員代表參加與全聯會涉外會議（北部地方公會之公共會議）及事務。 

    副理事長:戴源昌 

      督導本會十個委員會會務運作，參與中央政府相関重要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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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有關工作組織委員會主委人選推舉案，請討論。 

說明：1.有關工作組織委員會主委人選推薦草案。 

      2.任期為一年，以傳承方式進行，每年改派一次。委員則由北、中、南

各推派人員參與。 

辦法：通過後，即由各委員會執行之。 

  決議：一、會務發展暨法規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鄭慶麟(北) 

        二、室內技師推動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江建平(北)、第二年主委:劉易鑫(中)、 

            第三年主委:韓雨生(南) 

        三、室內裝修回訓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江建平(北)、第二年主委:徐榮殿(中)、 

            第三年主委:駱漢隆(南) 

        四、自媒體暨宣傳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洪韡華(北)、第二年主委:吳昭昱(中)、 

            第三年主委:莫詒中(南) 

        五、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王本楷(北)、第二年主委:徐炳欽(中)、 

            第三年主委:鐘友待(南) 

        六、鑑定委員會 

            再議，下次理監事會提出。 

        七、金創獎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陳國輝(請台中市公會詢問其意願)、 

            第二年主委:卓子程(南)、第三年主委:何麗華(北) 

        八、兩岸交流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曾傳傑、第二年主委:藍弘彥、第三年主委:鄭進生 

        九、國際交流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凌健星、第二年主委:廖文煌 

        十、廠商聯盟暨網路行銷委員會 

            提下次理監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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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安排，請討論? 

  說明：1.會議建議時間為週二、三、四開會為佳，週一上午由於各公司大多有

行政會議安排，週五由於高鐵票不易購買，故不建議將會議安排於週

一上午及週五。 

        2.會員代表大會將與金創獎頒獎典禮共同辦理，預計於每年 10 月或 11

月舉辦，並輪流在中部、南部、北部辦理。 

        3.理、監事聯席會議每三個月舉辦一次(今年將於 1 月、4 月、7 月、10

月)，若當月遇六都八會舉辦大會時，可配合其大會時間辦理本會理監

事會。 

110年各地方公會大會時間如下:  

        110/04/09台中直公會、110/06月 高雄市公會、110/10月 台北市公會 

辦法：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議：通過，1.會議時間訂為週二、週三、週四擇一。 

            2.會員代表大會將與金創獎頒獎典禮，預計 10 月或 11 月舉辦。 

            3.理監事會議 4 月與台中直公會大會同時召開，10 月與台北市

公會大會同時召開，6月與高雄市會協商再提下次理監事會討

論。 

第五案             提案人: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有關政府單位及財團法人邀請出席會議補助出席費、交通費施行辦法

討論案？ 

說明：1.現行方式出席費及交通費補助如下： 

A.本會「外聘顧問」或「專家學者」參加本會會議或受委任出席政府

機構等會議，由本會付高鐵來回交通費及出席費 2,000元。 

B.「本會代表」及「所屬公會會員」，接受委派代表參加政府機構等

會議，由本會負擔來回高鐵交通費及出席費 1,000 元，但須提交重

要議事報告內容。 

辦法：1.建議鼓勵「本會代表」及「所屬公會會員」就近參加當地舉行之政府

機構會議。由北、中、南副理事長統籌辦理，不補給交通費用，但出

席費提高為 2,000元。 

2.由全聯會指派誇區之會議出席者，則補助高鐵費用。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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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人:高雄市公會 

案由：關於高爾夫球聯誼，是否續辦，提請討論。 

說明：1.每年台灣東陶股份有限公司(TOTO)贊助 15萬元。 

   2.台灣日立贊助 10 萬現金及冷氣機 1台/ 除濕機 4台。 

決議：通過，交會務委員會籌辦，預計 10月辦理，細節再提理監事會討論。 

 

 

 

第七案              提案人:台中市公會 

案由：啟動「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連署活動。 

說明：1.主辦單位:本會、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 

2.協辦單位:六都八會、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中

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

會、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台灣空間美學創作交流協會。 

3.執行單位:自行車環島連署台中市公會。 

4.學校:30所大專院校 

5.活動相關內容詳附件三第 17~19頁。 

辦法：通過後，由台中市公會為執行單位。 

 決議：通過，由台中市公會執行自行車環島連署部分。 

 

 

 

第八案             提案人: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本會遷址討論案。 

說明：1.與台北大廈房東協商完成，租約至 110年 2月 28日，違約金一個月(三萬五)

及出售四台冷氣機五萬元、空氣濾淨機二萬元、廚具一台五仟元，共計七萬

五仟元。 

2.預定於 110年 2月底前，遷至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號 8樓與台北市

公會合組聯合辦公室。 

辦法：通過後，辦理。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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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提案人: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室內設計類科需求研究案。 

說明：依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已通過本案，委託莊修田老師的更新版 108

年研究費用為 188,100元(如附件四第 20~30 頁)。 

決議：通過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鄭進生 副理事長 

    案由:因應法令及時事變遷，成立修訂本會章程小組，研擬相關條文，如各

公會會員代表人數計算公約數擬訂公平性及人數上限的提議等相關

討論議案 

    說明:依第 10屆第 1次會員大會，第六案決議辦理。  

    決議:交會務委員會研擬後提理監事會討論。 

 

 

 

  第二案                                      提案人:謝坤學 理事 

    案由:加強網路平台宣傳效能與資訊、促進與立委公部門等公共關係、跨部

會與商業界協商聯繫 

    決議:通過，請提案人擬定具體計畫再提案。 

 

 

 

監事會評議： 

對理事會所提討論案表達肯定與支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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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組織委員會 主委人選推薦草案 

一、會務發展暨法規委員會/建議北部委員要多（經常代表出席開會） 

第一年主委:鄭慶麟(北) 

第二年主委 

第三年主委 

委員： 

北區:鄭慶麟、凃明哲、邱顯營、任柏澄、梁淑如、詹士賢（北市）吳戊榮、 

林炯輝（新北）李建輝（桃園） 

中區:劉易鑫、許進城、吳昭昱(中市)、徐榮殿(中直轄) 

南區:駱漢隆(高市)、蔡金昌、鍾友待(高雄新) 

 

公部門及半官方等會議代表（北中南就近指派輪替出席） 

北區:劉東澍、羅基雄、田汎頴、凃明哲、林良穗 

中區:劉易鑫、許進城、吳昭昱(中市) 

南區: 

 

 

 

 

 

二、室內技師推動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江建平(北) 

第二年主委:劉易鑫(中) 

第三年主委:韓雨生(南) 

當然委員:六都八會理事長 

委員：  

北區:鄧明勳、黃裕逸(新北)、蘇芙萱(北市) 

中區:陳國華、陳國輝、劉易鑫、吳文君(中市) 

南區:陳裕佶(高市)、李文章(高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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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內裝修回訓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江建平(北) 

第二年主委:徐榮殿(中) 

第三年主委:駱漢隆(南) 

當然委員:六都八會副理事長 

委員： 

北區:黃璟達、周天倫、洪晉鈺、黃珮塇(北市)、鄭進生，方亮云（新北）、 

李建輝（桃園） 

中區: 陳國華、陳國輝、劉易鑫(中市) 

南區:林清貴(高市)、張淑芬(高雄新) 

 

 

四、自媒體暨宣傳委員會/和台北市公會合作，軟硬體設備及專業公司合作(版權屬全聯

會) 

第一年主委:洪韡華(北) 

第二年主委:吳昭昱(中) 

第三年主委:莫詒中(南) 

委員： 

北區:洪韡華、陳鶴元(北市) 

中區:林志明、黃翊峰、吳昭昱（中市）、徐榮殿(中直轄)、蕭莘嬡(中直轄)、 

     林傑村(中直轄)、謝世豪(中直轄)、林鉅淵(中直轄)、周柏諭(中直轄) 

南區:吳佳真（高市） 

 

 

五、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會/北、中、南輪任 

第一年主委:王本楷(北) 

第二年主委:徐炳欽(中) 

第三年主委:鐘友待(南) 

委員： 

北區:王本楷、洪韡華、陳鶴元、林仁德、洪晉鈺、周天倫、陳鵬旭、羅基雄、 

向士賢、凃明哲、任柏澄、潘怡瑄、黃裕逸（新北）陳秀峰（新北） 

中區:黃翊峰、蕭東均、陳冠文（中市） 

南區:張溫莉（高市）、蔡金昌、鍾友待（高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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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鑑定委員會/資深、經驗豐富、有時間，以中南部會員為主 

第一年主委: 

第二年主委: 

第三年主委: 

委員： 

北區:鄧明勳，游睿洋（新北）褚有智（桃園） 

中區:許進城、林吉茂、徐炳欽、廖文富（中市） 

南區:尤嘉明（高市）黃雲昌（高雄新） 

 

 

七、金創獎委員會/對辦設計競賽有經驗，認知國際性評委，對於頒獎佈置有想法。 

第一年主委:陳國輝(中) 

第二年主委:卓子程(南) 

第三年主委:何麗華(北) 

委員： 

北區:洪韡華、李沅澄（北市）何麗華，曾江三（新北） 

中區:陳國輝、葉明原、何蜀蘭（中市）、藍弘彥(中直轄)、廖佳玲(中直轄) 

南區:卓子程（高市） 

 

 

八、兩岸交流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曾傳傑(南) 

第二年主委:藍弘彥(中) 

第三年主委:鄭進生(北) 

委員： 

北區:顏德松、孫因、李沅澄、房元凱（北市）鄭進生，林炯輝（新北） 

中區:盧春銘、王群瑋、黃翊峰（中市）周柏諭、蕭莘嬡（中直轄）、藍弘彥(中直 

     轄) 

南區:曾傳傑、盧灝（高市）沈佳融、張淑芬（高雄新）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12 

 

 

九、國際交流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凌健星(北) 

第二年主委:廖文煌(中) 

第三年主委: 

委員： 

北區:凌健星（日文）蕭志恆（日文）劉東澍（英文）鄒靜雯（北市）何麗華、 

楊炎柳（新北） 

中區:廖文煌（日文）陳國輝（英文）李興雲（中直轄） 

南區:陳明芳（高市）沈佳融（高雄新） 

 

十、廠商聯盟暨網路行銷委員會 

第一年主委: 

廠商主委: 

第二年主委: 

廠商主委: 

第三年主委: 

廠商主委: 

委員： 

北區:康文昌、鄭人文、洪韡華、陳國隆、鄒靜雯（北市）方亮云，楊炎柳（新北） 

中區:陳瑞坤、徐炳欽、葉明原、洪崧敏（中市）盧明松（中直轄） 

南區:曾淑茵、劉修銘（高市） 

廠商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