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室內設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六都八會、省聯合會、友會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一Ｏ年三月三日 

發文字號：全設聯達(110)字第 11000017 號 

附件： 

主旨：本會辦理「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自行

車環島連署串接活動，請各會協助配合辦理 1.會員連署、2.會員公司員

工連署、3.廠商會員連署，並出席「自行車環島連署」活動如說明及辦

法，請查照。 

說明： 

影響室內設計產業的幾件事正在發生，你知道嗎？ 

1、「申辦室內裝修」將會變成會員必須執行的法律要件： 

  建築物室內裝修定型化契約，刻正在修訂，將納入「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修正通過會相當是一個法律的文件，未來室內裝

修業必需代業主申辦並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推估，

全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將無法因人力不足而延辦此項業務，室裝

業者會全面面臨申辦室裝許可的法律要求。 

影響所及：（1）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室裝審查，已經成熟，中南部的

會員應該超前部署以因應未來執業。（2）由於室裝至少有 70%以上

的案件會變動「分間牆」，室裝業將額外支出相關技師簽署的費用，

公會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 號 8 樓 

電話：（02）2501-7150   傳真：（02）2500-7170 

連絡人：張祐庭 專案秘書 

E-mail：naid.roc@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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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室裝業有「室內設計技師」將會降低大家執業成本。 

2、越來越多人替代了我們工作權： 

  越來越多室內裝修公共工程均要求「技師」簽署切結承擔責任，

甚至於要求技師「駐地」管理，但室內設計的技師尚未成立，所以

我們的案件必須要由其他的技師(只要是技師都可以)簽署，試問：

室內裝修的工作如果由水利工程技師駐地管理內裝，是否符合專業

分工，是否合理。我們並不反對國家希望技師承擔更多的責任，但

我們需要是本業的室內設計技師，為我們自己所執行的工作簽署負

責。 

我們為什麼要「室內設計技師」 

1、提升室內設計業的國際競爭力：菲律賓及馬來西亞都有室內設

計師，全球室內設計產業已趨自由化與國際化，提升我國室內設計

師的法定專業位階，提高到國家考試層級「師」的專業證照，可使

我國室內設計技師未來能與其他國家的設計師站在公平的地位上

競爭。 

2、社會發展及責任承擔的需求：專業細緻分工的趨勢會帶動新的

職業分化，社會快速的發展必須建立公平專業的市場秩序，全球室

內設計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興產業，國家政策必須與時俱進，

以符合政府及國際間愈來愈多的責任要求。 

現有專業技術人員的職業範圍與執業權保障： 

  無論早期或者最近取得乙級技術士的設計或是施工的專業技術

人員，其執業權將不受影響，在「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的執業

權利完全不變，也就是現行已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專業技術人員登

記證從業人員，不會因為室內設計技師成立而被排擠，其工作權完全

保障。 

  至於現行已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業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從業人

員，是不是能夠有類似建築師檢覈考試取得室內設計技師的資格，全

聯會和考選部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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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室內設計技師的歷程 

  早在民國 85 年「室內裝修管理辦法」頒佈前，當時營建署就人

民生命安全已經向立法院提出修改建築法（大概有二十幾條），但一

直在立法院沒有被討論，直到台中威爾康大火，當時的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召集人是盧修一，他問了營建署一個問題說：「修改這一些法令

對於防止火災有幫助嗎？」，營建署的回答是有幫助。盧修一即要求

營建署先就室內設計管理的條文精簡提案，並即送立法院修法通過，

此為增修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的來源，也是「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的母法。 

1、政府未依計畫在民國 95年成立「室內設計師」 

  當時營建署的想法是想直接成立「室內設計師」，而不是乙級

技術士，只是要成立室內設計師必須要立法，立法需要時間，是來

不及納入室內裝修業並立刻管理，因此協調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技能檢定中心（簡稱技能檢定中心）先行辦理乙級技術士證照，讓

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能夠先行上路，納入室內裝修業管理。營建

署在民國 88 年 9 月 30 號函覆考試院考選部，提出預計在「建築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佈實行 10 年後（即 95 年 5 月）能完成過渡

階段，進入由「室內設計師」執行室內裝修業務。但遲至 102 年仍

未完成立法，室內設計師遲未成立。 

2、為什麼轉變為「室內設計技師」 

  室內裝修「乙級技術士」初始是爲了過渡到「室內設計師」而

設，原本計畫十年完成，但由於立法遙遙無期，已違十年成立室內

設計師的承諾，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乃於

102 年 11月 7 日正式行文營建署，建請依「技師法」新增「室內設

計技師」並請營建署擔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營建署 102 年 12 月

30 日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敍明「內政部營建署同意擔任室內

設計技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同意修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是以，本會由爭取「室內設計師」轉變為「室內設計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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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內設計技師」推動緩慢，激發產學界發起連署 

  103 年 3 月 4 月初始推動積極，但加入其他相關團體意見後，

整個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的進行即遲緩，主管機構一再提的

問題待解，遙遙無期。 

  「室內設計技師」推動緩慢，產學界乃有「走向街頭」之聲音，

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避免業界學界「走向街

頭」，耗費社會資源，乃於 110 年元月 6 日，發起「籲請加速完成

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連署活動，期政府能實現對室

內設計產業的承諾，同時讓室內設計業正常發展。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已實施近25年，政府未履行承諾已逾近15年，

室內設計技師関係於全國室內裝修公會會員及相關科系學子未來在

社會的「師」等級的社會地位，及公平競爭條件爭取，乃籲請全國室

內裝修公會的會員，一起響應本次「連署」及「環島串接」活動。 

辦法： 

一、 本會預定於 110 年 3 月 19 日(五)至 3 月 27 日(六)舉辦「籲請加速完成

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自行車環島連署串接活動，敬

請各會協助配合通知各會員、公司從業人員、相關室內設計產業(例如

廠商會員等)踴躍參加連署，連署書詳如附件(一)。 

二、各站連署儀式日期以及配合之公會、學校如下。 

3/19 台中市公會、省聯合會彰化縣公會、省聯合會雲林縣公會、省聯

合會嘉義市公會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逢甲大學、大葉大學、建國

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南華大學 

3/20 台南市公會、高雄市公會、高雄市新公會 

崑山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

學、東方設計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3/23 省聯合會台東縣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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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台灣省聯合會、省聯合會花蓮縣公會、省聯合會宜蘭縣公會 

蘭陽技術學院 

3/25 省聯合會基隆市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公會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台北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 

3/26 新北市公會、桃園市公會、省聯合會新竹縣公會、省聯合會新竹

市公會 

輔仁大學、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

中原大學、南亞技術學院、健行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中國

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3/27 省聯合會苗栗縣公會、台中市直轄市公會 

亞洲大學 

三、各地方連署儀式及相關事宜，請詳閱附件(二)、報名表詳附件(三)。 

四、各公會需協助準備之物品資料詳附件(四)行前準備表，敬請配合。 

五、以上各單位詳細集合時間、地點請詳閱附件(五)，敬請踴躍到場支持。

如集合時間地點有異動，敬請依最後公告為主。 

正本：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室

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直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室

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室內設計

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新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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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中華民

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高雄市空間藝術學會、台灣空間美學創作交流協

會、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台灣室內設計裝飾協會



編號：第 號 

主文：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

訴求： 

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社會的進步與大眾對於生活環境品質的愈趨重視，室內設計領域近年的發展突飛猛進，對於我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創

意產業的貢獻也與日俱增。室內設計專業教育正式走入國內的高等教育殿堂至今已有 35載，每年大學以上畢業生（含碩、博士）約在 2000人以

上，但在現行的「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制度下，他們最多只能參加等同高職畢業學力之「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完全否定了室內設

計高等專業教育的價值，也大大限縮了室內設計業的長遠發展。 

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88 年函復考選部之公文中即指出：「預計於『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發布十年後（即民國 95 年）能過渡到由『室

內設計師』執行裝修設計業務」；立法院於 102 年三讀通過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中，也列舉室內設計師等可辦理有關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之實質認定標準、認定程序等事項；行政院長江宜樺於民國 103年也正式拍板推動「室內設計技師」制度，但此項政策至今仍未兌現。 

為符應社會發展及職業分化的需求，維護及促進公眾對室內生活環境品質的要求，及導引室內設計產學界朝向健全與卓越發展，懇切呼籲政

府加速完成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中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 

    本人同意為上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案連署。 

連 署 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份證

統 一 編 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查對結果： 
說明： 一、 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攔填寫，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別，每50張加封面裝訂成冊。 

二、「編號」欄以鄉（鎮、市、區）為單位，自1號依序編號。 
三、連署人「姓名」、「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戶籍地址」各爛需詳鈿填寫，並於「簽名或蓋章」欄親自簽名或蓋章。 

四、連署人不合規定資格；連署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鏵誤或不明；連署人未簽名或蓋章；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者，應予刪除。 
五、「查對結果」擱供查對機關紀錄查對用。 

裝

訂

線

裝

訂

線

附件一

請各室裝公司員工、相關
產業廠商踴躍參與連署！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籲請行政院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自行車環島連署活動 

各會行前通知及配合事項 

(一) 抵達各地方連署儀式及相關事宜

1、 抵達各地方連署儀式由執行單位「台中市公會」負責辦理，記者招待會

由「各地方公會」負責辦理。

2、 請各公會動員會員、公司從業人員、室內設計相關產業(如廠商)簽署連

署書，連署書於各站連署儀式中遞交給執行單位。

3、 請各公會動員會員報名參加各地方連署儀式，報名請填寫附件(三)報名

表，並請各公會於 3/12 前回傳，以利統計。 
4、 各地舉辦連署簽署儀式、記者招待會，請各公會邀請地方首長、立法委

員、議員、各校校長、系主任等貴賓出席一同支持。

5、 六都舉辦連署儀式暨記者招待會，敬請各公會提出邀請媒體、地方首長、

民代出席之相關預算。

6、 請各公會提供會徽 LOGO 檔案，以利文宣製作。 
7、 各地連署簽署儀式流程(台中公會辦理)： 

(1) 活動開場：車隊整隊-貴賓站兩側-成講話隊形(攝影、拍照取角度及

背景、架舞台、活動背板、麥克風音響設備等、準備布條)。
(2) 致詞：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地方公會代表-校方代表-地方長官-民意代

表。

(3) 連署簽署儀式：四本連署證書由公會及校方代表簽署；地方長官及

民意代表蓋章。

(4) 遞交連署書：由各地方公會代表及學校代表遞交連署書給執行單位

代表。

(5) 合影留念並呼口號。

(二) 起回程儀式與記者會

起程儀式(第一站)
1、 起程儀式及記者招待會由「台中市公會」負責辦理。

附件二 



2、 於 3/19(五)上午 7:30 在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舉辦，由台中市公會動員

會員及學校師生參加儀式活動。

3、 起程儀式、記者招待會將邀請地方首長、立法委員、議員、各校校長、

系主任等貴賓出席一同支持。

4、 起程儀式流程： 
(1) 活動開場：車隊整隊-貴賓站兩側-成講話隊形(攝影、拍照取角度及

背景、架舞台、活動背板、麥克風音響設備等、準備布條)。
(2) 致詞：主辦單位-地方長官-民意代表-校方代表-執行單位。

(3) 連署簽署儀式 : 四本連署證書由公會及校方代表簽署；地方長官

及民意代表蓋章。

(4) 遞交連署書：由地方公會代表及學校代表遞交連署書給執行單位代

表。

(5) 合影留念並呼口號。

回程儀式(最後一站)
1、 回程儀式及記者招待會由「台中市公會」負責辦理。

2、 於 3/27(六)下午 16:30 在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舉辦，由各地方公會動員

及全國各學校代表及學生參加儀式活動。

3、 回程儀式、記者招待會將邀請地方首長、立法委員、議員、各校校長、

系主任等貴賓一同支持。

4、 回程簽署儀式流程： 
(1) 活動開場：車隊整隊-貴賓站兩側-成講話隊形(攝影、拍照取角度及

背景、架舞台、活動背板、麥克風音響設備等、準備布條)。
(2) 連署簽署儀式(於台下執行)：四本連署證書由公會及校方代表簽署

及蓋章。

(3) 遞交連署書(於台下執行)：由各地方公會代表及學校代表遞交連署

書給執行單位。

(4) 致詞：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地方公會代表-校方代表-地方長官-民意

代表。

(5) 執行單位遞交全國連署書給全聯會代表。

(6) 合影留念並呼口號。



5、 慶功晚宴於 3/27(六)晚上 18:00 舉辦，地點：台中展華花園會館，預定

10 桌。 
(1) 慶功宴參加對象：隊員(約 4-5 桌)、台中市公會幹部(約 2-3 桌)、各

友會代表及貴賓(約 2 桌)。
(2) 慶功宴參加人員需事先報名，以利活動中介紹及作業安排。



「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 
自行車環島連署串接活動－各站連署活動回函 

單位：

單位聯絡人：  連絡電話：  手機：

參加日期：      集合地點：

行前預備檢核清單
□公會會旗 □公會 LOGO檔 □連署書 □參加名單
□號召所屬會員及所屬公司同仁簽署連署書
□號召所屬會員到場出席各站連署儀式
□邀請地方首長、民代、媒體、學校單位出席各站連署儀式
貴賓媒體名單：

□提供邀請地方首長、民代、媒體之預算規劃
參加各站連署儀式名單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參加 3/27 慶功晚會名單(各會代表 1至 2 位)

各地連署活動請踴躍支持參與，若欄位不足請自行影印填寫或另表提
供 請於 3/12(三)前回傳，以利統計，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聯絡人：張祐庭秘書 
電話：02-2501-7150 傳真：02-2500-7170 
手機：0911-850-829  EMAIL：naid.roc@msa.hinet.net 

附件三 



籲請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自行車環島行前準備表 

單位 全國聯合會 執行單位 
台中市公會、捷安特 

六都八會、省聯合會、 
其他友會 

學校系所 

準備 
物品 

1、 各地方拍照手舉牌。 
2、 全聯會、六都八會、省聯

會、兩大學會關東旗共
12 面。 

3、 空白連署書。 

1、 活動行程表。 
2、 自行車、褓姆車等環島

設備。 

1、公會會旗。 
2、公會會徽 LOGO檔。 
3、連署書。 
4、各站連署儀式參加人員

名單、聯絡人資訊。 

1、學校校旗、系所系旗。 
2、學校、系所 LOGO檔。 
3、連署書。 
4、各站連署儀式參加人員

名單、聯絡人資訊。 

協助 
事項 

1、 發文、統計出席。 
2、 各站聯繫。 
3、 全程跟車拍攝、記錄。 

1、 環島行程規劃。 
2、 各地區串聯集合時間、

地點安排。 
3、 各站連署儀式安排。 

1、 號召所屬會員出席各站
連署活動。 

2、 號召所屬會員簽署連署
書，並鼓勵會員公司同
仁簽署連署。 

3、 邀請地方首長、民代、
媒體、學校單位出席各
站連署。 

4、 邀請媒體、民代之預算。 
5、 配合執行各站連署儀

式。 

1、 號召師生參加各站連署
儀式，不限在校生，畢

業生亦可參加。 
2、 號召師生簽署連署書。 

附件四 

聯絡人：張祐庭秘書 
電話：02-2501-7150 傳真：02-2500-7170 
手機：0911-850-829 
EMAIL：naid.roc@msa.hinet.net 



活動執行單位：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李仲立 

編號 單位 學校單位 日期 會合地點 會合時間 公會聯絡人 備註

環島啟程儀式 110/3/19 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升旗台) 0730-0800(8:00出發)

1 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逢甲大學 110/3/19 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升旗台) 0730-0800(8:00出發) 李仲立理事長

2 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大葉大學/建國科技大學 110/3/19
溪湖糖廠

(南下方向右側停車場)
1030-1100 劉清輝理事長

3 雲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0/3/19
西螺大橋(雲林端)

過橋後右後轉彎後的草地廣場
1200-1230 劉俊良理事長

4 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南華大學 110/3/19
嘉義市立美術館

(嘉義市西區廣寧街101號)
1600-1630 黃博生理事長 

5 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崑山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0/3/20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1330-1400 李秉森理事長 

6 高雄市新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樹德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110/3/20 駁二週邊，地點待定 1700-1730 李兆亨理事長 須預借大停車位

7 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東方設計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110/3/20 駁二週邊，地點待定 1700-1730 韓雨生理事長 

8 台東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10/3/23
池上大坡池(午餐)

(雨備：池上火車站)
1130-1200 蔡東澄理事長 

9 花蓮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10/3/24 新天堂樂園 1030-1130 曾昭廷理事長 

10 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10/3/24 新天堂樂園 1030-1130 黃安宏理事長 

11 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蘭陽技術學院 110/3/24 宜蘭火車站 4187次14:55到宜蘭 游軍鳴理事長

12 基隆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10/3/25 七堵火車站 1400-1430 李晨宏理事長 市區車流多，要注意安全

13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110/3/25 台北市政府東門廣場 1600-1615 陳銘達理事長 須預借大停車位

14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台北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 110/3/25 台北市政府東門廣場 1600-1615 戴源昌理事長 須預借大停車位

15 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室內設計組/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
110/3/26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
0830-0900 吳戊榮理事長 

4位幹部參加：

吳戊榮理事長、林炯輝前理事長

胡勝杰理事(女)、陳英才名譽理事

16 桃園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中原大學/南亞技術學院/健行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 110/3/26 中原大學 1330-1400 劉    靜理事長 

3/26三峽祖師廟-大溪陪騎(★行程可能異動)

吳芷薰理事+梁延瑞總務長(夫妻)

(聯絡人:蔡秘書)

更改午餐地點

17 新竹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110/3/26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1600-1630 龍清祥理事長 

18 新竹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10/3/26 新竹火車站 1700-1730 曾瑞生理事長 

19 苗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10/3/27 通霄精鹽廠 1030-1100 胡國勇理事長 

20 台中市直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亞洲大學 110/3/27 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 1630-1700 徐健銘理事長

環島回程儀式 110/3/27 台中市政府府前廣場 1630-1700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籲請行政院加速完成(專技國考新增室內設計技師類科)自行車環島連署活動

全國各縣市室內設計裝修公會結合各大專院校內室內設計系   連署簽名會合地點資訊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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