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班延期通知

上課日期延期至：110年 12 月 03 日(五)~12 月 05 日(日)

合併班(設計/施工) 12/03~12/05、設計單班 12/03~12/04、施工單班 12/04~12/05

開課區別：台中市室裝公會/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五權路 1-67 號 14 樓之 4)

 因應疫情警戒期間開課必備資料說明如下：

參與人員(行政人員、講師、學員)需完成施打疫苗第一劑，如未施打疫苗或疫苗第一劑未滿 14天者，

需自費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請學員自我使用經衛福部核准之廠牌檢測。

 我確認參加 12/03-05 回訓課程，於 10/31(日)前檢附疫苗接種紀錄卡回傳本會(如附件)。

我確認參加 12/03-05 回訓課程，於開課前 3日內檢附自我快篩證明回傳本會(如附件)。

勾選確認參加回訓課程之學員將會為您安排上課，請於 10/31(日)前回傳本確認函及相關附件，

經確認後缺席未上課者恕不退費。

 室裝全聯會傳真：02-2500-7170 E-mail：naid.roc@msa.hinet.net

 台中市室裝公會傳真：04-2375-2251 E-mail：taidd400@ms36.hinet.net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台中班學員名單

1 合併班 陳順麗 19 合併班 紀怡蘭 37 施工班 馮睿寓 55 施工班 洪美惠

2 合併班 劉燕潘 20 合併班 張育豪 38 施工班 朱孝淵 56 施工班 何明鴻

3 合併班 蔡美綺 21 合併班 吳昭昱 39 施工班 林克駿 57 施工班 林玉婷

4 合併班 陳冠文 22 合併班 楊云儀 40 施工班 丁龐彰 58 施工班 周家琪

5 合併班 林翠俐 23 合併班 翁譔典 41 施工班 楊君翔 59 施工班 林漢城

6 合併班 吳文君 24 合併班 陳崇志 42 施工班 鍾惠洲 60 施工班 吳志倫

7 合併班 廖文富 25 施工班 蔡佳倫 43 施工班 蔡慧君 61 施工班 靳殿甲

8 合併班 林美蘭 26 施工班 劉冠群 44 施工班 洪新發 62 施工班 陳哲昇

9 合併班 廖國任 27 施工班 陳志慶 45 施工班 翁肇邦 63 施工班 黃建誠

10 合併班 蔡沅暢 28 施工班 呂淑華 46 施工班 林志遠 64 施工班 林明華

11 合併班 陳彥君 29 施工班 林庚申 47 施工班 陳郁文 65 施工班 林清煌

12 合併班 詹世杰 30 施工班 曾睿筆 48 施工班 黃正軒 66 設計班 余莉珺

13 合併班 張思雲 31 施工班 陳靖緹 49 施工班 梁兆霖 67 設計班 蕭靜芳

14 合併班 潘芳君 32 施工班 楊心慧 50 施工班 何珊珊

15 合併班 吳文福 33 施工班 呂俊達 51 施工班 廖賜勳

16 合併班 王香雅 34 施工班 黃文科 52 施工班 王依鈴

17 合併班 沈勝大 35 施工班 塗志添 53 施工班 柯明璋

18 合併班 許盛鑫 36 施工班 李敏郎 54 施工班 牟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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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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訓快篩檢表說明
因應疫情警戒期間開課說明如下：

參與人員(行政人員、講師、學員)需完成施打疫苗第一劑，如未施打疫苗或疫苗第

一劑未滿14天者，需自費提供3日內抗原快篩或PCR檢測陰性證明，請學員自我使用

經衛福部核准之廠牌檢測。

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8月12日指出，若 經查獲民眾造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6 條

及第70條規定，開罰新台幣1萬5000 元。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黏貼範例

姓名： 林大明 篩檢日期： 110/09/21

自我快篩黏貼範例

姓名： 林大明 篩檢日期： 110/09/21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回訓快篩檢表

學員姓名： 學員學號： 篩檢日期：

快篩結果：陰性／陽性

學員編號： 號

防疫專案核准製造第 號

防疫專案核准輸入第 號

本人參加「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課程(上課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自費提供 3日內使用經衛福部核准同意

製造之「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或 PCR 核酸檢測，檢測結果為「陰

性」無誤並檢附照片，絕無任何偽造情事，特此證明。

此 致

內政部營建署

切結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回訓疫苗接種卡

學員姓名： 學員學號： 篩檢日期：

學員編號： 號

本人參加「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課程(上課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絕無任何偽造情事，特此證明。

此 致

內政部營建署

切結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