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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 紀錄 

一、 日    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07 日（星期三）下午 3:00 

二、 地    點：艾立思國際家飾股份有限公司及線上視訊會議併行 

三、 理事出席人數：應到 33 名，實到 31 名、候補 7 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實體：陳銘達、凌健星、鄭慶麟、謝坤學、凃明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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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易鑫、廖文煌、吳昭昱、張淑芬、林子崴(候)、梁淑如(候)、陳

秀峰(候)、楊炎柳(候)、。 

      線上：戴源昌、洪晉鈺、王本楷、蕭志恒、宋瀚霖、李建輝、王訢瑋、

莫詒中、徐炳欽、徐榮殿、韓雨生、駱和隆、黃雲昌、蘇芙萱(候)、

任柏澄(候)、何蜀蘭(候)。 

監事出席人數：應到 11 名，實到 11 名、候補 1 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實體：林烱輝、劉東澍、孫  因、蔣光輝、曾江三。 

      線上：李仲立、黃璟達、禇有智、陳瑞坤、顏閩寬、張國軒、王群瑋(候)。 

 

團體代表出席: 

     實體：新北市公會 吳戊榮 理事長、高雄市新公會 張淑芬 前理事長(代)。 

     線上：台北市公會 戴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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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訢瑋 常務監事(代)、高雄市公會 駱漢隆 理事長 

 

理事會主席：陳銘達    監事會主席：林烱輝     紀錄：劉美鳳 

列席：榮譽理事長：陳俊明  前理事長：康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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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委員會報告 

   A.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 

111 年 09 月 05 日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二次籌備會

議決議，於建材展籌備前期先將活動點子擬定，以利後續工作計畫；例

如：台北公會將舉行 2022「好家百百款 室內設計講」，鼓勵年輕設計新

秀參選，並邀請優秀設計師於 2023 年 6 月成果分享、新北公會可以施工

面進行活動企劃，於展場直接展示施工做法…等。 

111 年 09 月 19 日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三次籌備會

議決議，室內設計師節及建材展系列活動內容，626 室內設計師節宴會場

地，交由凌健星執行長負責。 

111 年 10 月 04 日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四次籌備會

議決議，請經濟日報游志龍主任規劃本次建材展的工作事項，再做詳細

分工。 

111 年 10 月 17 日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五次籌備會

議決議，室內設計師節視覺計劃委託設計，由陳銘達理事長先與陳鵬旭

設計師進行溝通有關 MI、BI、VI…等，待大方向出來後再應用於其他文

宣上。 

111 年 10 月 19 日已寄出 47 封廠商參展邀請公函，含全聯會廠商聯盟會

員及招商追蹤廠商。 

111 年 10 月 31 日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六次籌備會

議決議，廠商參加活動的項目及贊助，建議以分類的方向採形象區或大

型專區或特別貢獻之廠商、一般廠商及非參展廠商做區分，再慢慢將項

目納入。如背心、布條、關東旗、椅套、認桌…等。 

111 年 11 月 14 日召開 2023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第七次籌備會

議決議，綠建材專區如何成立，先與建築中心聯繫是否有意願協助完成

綠建材專區，若不可行，則由全聯會設立綠建材委員會執行辦理。 

111 年 11 月 15 日發函給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邀請

成為臺灣「室內設計師節」各項活動及「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

設備展」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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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金創獎委員會 

111 年 09 月 29 日第十一屆全球華人傑出室內設計作品集專刊發刊。 

111 年 09 月 30 日發函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聲明，同意本件商標不就圖樣上

之「TAIWAN GOOD DESIGN AWARD」文字主張商標權；111 年 10 月

17 日收到金創獎商標核准審定。 

111年 11月 02日第十一屆全球華人傑出室內設計作品集專刊已全數寄出

給委刊設計師，共計 52 本。 

   C. 室內裝修回訓委員會 

      1.於 111 年 08 月 29 日發函回覆桃園公會，有關於 10-8 理監事會上所提

及回訓作業臨時工資等事宜說明。 

      2.於 111 年 09 月 14 日發函中國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有關辦

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再增購 2 台筆電等相

關事宜。 

      3.開課報告： 

        111/10/14 第 3 梯於台中公會教育訓練中心上課，由台中市公會協辦，

上課人數 74 人。 

        111/10/21 第 1 梯於板橋農會第二大樓上課，由新北市公會協辦，上課

人數 51 人。 

        111/10/22 第 4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施工單

班上課人數 64 人。 

        111/10/28 第 2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上課人

數 64 人。 

        111/10/28 第 5 梯於台南文創園區上課，由台南市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77 人。 

        111/11/04 第 6 梯於高雄獅甲會館上課，由高雄市公會協辦，上課人數

46 人。 

        111/11/18 第 7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上課人

數 64 人。 

        111/12/02 第 11 梯於嘉義大學新民校區上課，由嘉義市公會協辦，上課

人數 62 人。 

        111/12/03 第 8 梯於板橋農會第二大樓上課，由新北市公會協辦，施工

單班上課人數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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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廠商聯盟暨網路行銷委員會 

 1.111 年 10 月 20 日舉辦松下「Panasonic 概念體驗館 PoME」參訪活動。 

 2.高爾夫球聯誼賽已於 111 年 11 月 11 日在高雄信誼球場活動順利舉

行。(請韓副理事長補充報告) 

 3.111 年 11 月 14 日召開廠商聯盟暨網路行銷委員會議決議，請秘書處

創立群組，並請陳國隆主委、林政遠會長、黃展男副會長及鍾兆雄副會

長可隨時提出想法與建議。 

E. 鑑定委員會 

      1.於 111年 09月 08日收到臺灣高等法院來函光風形和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與陳冠宇之鑑定案，兩造於 111 年 10 月 07 日完成繳款，於 111 年 11

月 02 日完成現場會勘。 

      2.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完成萬華劉公館鑑定報告書，並發函檢送鑑定報告

書乙份、歸還卷宗乙份、電子卷證光碟乙份、民事陳報(五)狀乙份、民

事答辯(十)狀乙份給台北地方法院，並於 111 年 10 月 28 日提供鑑定報

告書電子檔光碟給台北地方法院。 

      3.於 111 年 10 月 19 日完成渥風、星禾豐之鑑定案現場會勘，並於 111 年

10 月 20 日發函給桃園地方法院索取鑑定所需補充資料。 

F. 室內設計技師推動委員會 

111 年 08 月 31 日劉時泳教授提供國考報告書最終定稿。 

111 年 09 月 13 日發函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湯蕙禎立法委員，並副本

給六都八公會，提請研議技師分科新增「室內設計科技師」內政部要求

提供之補充內容，含附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新增室內設計類科需求研

究~111 年更新版研究報告書，附件:室內設計技師執業範圍(建築師、土

木技師、結構技師、營造業對照表)、室內技師分科新增「室內設計科技

師」擬拜會相關公會及函文回覆紀錄、室內設計系與建築系之大學課程

比對分析表、針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3 年 3 月 24 日召開之會議，

相關部會及各公會所提意見回應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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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務工作報告： 

(一)、 第 10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11 年 08 月 25 日(星期四)在線上視

訊會議順利召開，會議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表。 

(二)、 第 1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1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在高雄福華

大飯店順利召開，會議紀錄已寄發全體會員代表。 

(三)、 人事異動： 

1. 會務財務相關業務於 09月 26日起由新進會務人員林昱鈴小姐接任。 

2. 回訓專案業務於 09 月 26 日起由新進專案人員吳婉楨小姐接任。 

3. 回訓專案業務於 10 月 06 日起增聘工讀生李至潔小姐。 

(四)、 工作日誌（111 年 08 月 25 日至 111 年 12 月 06 日），如下： 

日期 內容 

111.09.05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111.09.07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111 年度(後疫情時代建築及都市環境防疫研

究及推廣計畫)補助計畫期初審查會議」。 

111.09.14 參加台灣綠建材產業發展協會舉辦「2022 年度會員大會」。 

111.09.15 
參加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七屆第二、三次理監

事會議」。 

111.09.19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三次籌備會議」。 

111.09.20 參加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舉辦「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11.09.22 
參加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第二十一屆

傑出金仲獎楷模頒獎典禮」。 

111.09.29 參加高雄市公會舉辦「高雄國際建材大展」。 

111.09.29 召開第 1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11.09.29 參加台北市廚具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 16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11.10.04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四次籌備會議」。 

111.10.14 舉辦第五期第 3 梯於台中公會教育訓練中心上課，由台中市公會協辦。 

111.10.17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五次籌備會議」。 

111.10.20 舉辦松下「Panasonic 概念體驗館 PoME」參訪活動。 

111.10.21 舉辦第五期第 1 梯於板橋農會第二大樓上課，由新北市公會協辦。 

111.10.21 參加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舉辦「裝潢修繕廢棄物管理-專家座談會」。 

111.10.22 舉辦第五期第 4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 

111.10.24 
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本校承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辦理「111 年度綠

建材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第三次專家會議』。 

111.10.25 參加台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第 19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111.10.26 
參加艾立思軟裝集團舉辦「艾立思軟裝集團於台北新開幕的 ELIZ 2.0 旗艦

店的 2.0 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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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111.10.27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1 年度委託研究「結合大數據分析綠建築

標章建築房產價值之研究」、及協同研究「建築物通風系統規劃設計導入

防疫措施策略之研究」等 2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0.28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1 年度委託研究「高齡者與輕度認知障礙

者友善生活場域之尋路設計要點」、「各類使用場所騎樓地坪防滑性能之

研究」及「智慧全人居家預警災防系統之研究」等 3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0.28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1 年度委託研究「建築物規劃設計導入建

築智慧化需求與情境式設計之研究」、及「智慧建築分級評估基準合理性

研究」等 2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0.28 舉辦第五期第 2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 

111.10.28 舉辦第五期第 5 梯於台南文創園區上課，由台南市公會協辦。 

111.10.31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六次籌備會議」。 

111.11.01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召開『111 年度協同研究「高齡者居家環境防

疫及安全防護改善指引之研究」、及「我國高齡弱勢者居住環境之現況、

趨勢及策略分析」等 2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1.04 舉辦第五期第 6 梯於高雄獅甲會館上課，由高雄市公會協辦。 

111.11.03 
參加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新芳春茶行舉辦「森入生活-國產材好設計開幕茶

會」。 

111.11.03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1 年度協同研究「社會住宅與共生社區照

顧空間環境整合之研究」及補助案「111 年度共同出版建築學報計畫」等 2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1.08 參加永旭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召開「建築物拆除施工指引(草案)研商會議」。 

111.11.09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2 年度「建築防火科技與智慧應用研發前

瞻精進計畫(1/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11.11.10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 112 年度「建築工程技術精進創新與應用效

能提升計畫（1/4）」及「建築資訊跨領域整合創新應用計畫（1/4）」研究

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11.11.10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 112 年度「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人工智慧物

聯網科技計畫(1/4)」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11.11.11 舉辦 2022 全國室內設計盃高爾夫球邀請聯誼賽。 

111.11.12 參加社團法人台灣公安學會舉辦「年終感恩餐宴」。 

111.11.14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七次籌備會議」。 

111.11.14 召開廠商聯盟暨網路行銷委員「廠商聯盟年度計畫會議」。 

111.11.17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2 年度「永續健康綠建築環境科技計畫(1/4)」

研究課題(草案)諮詢會議。』 

111.11.18 舉辦第五期第 7 梯於 TAID 人文講堂上課，由台北市公會協辦。 

111.11.24 

參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召開『111 年度業務委託「綠建築標章審查作業精

進計畫」、「綠建材標章審查作業精進計畫」及「再生綠建材推廣應用計

畫」等 3 案期末審查會議。』 

111.11.25 參加財團法人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2022 台灣光環境頒獎典禮」。 

111.11.28 召開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籌備委員會「第八次籌備會議」。 

111.12.02 舉辦第五期第 11 梯於嘉義大學新民校區上課，由嘉義市公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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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111.12.03 舉辦第五期第 8 梯於板橋農會第二大樓上課，由新北市公會協辦。 

111.12.05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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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次會議』。 

111.12.05 
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台灣分會舉辦「第十六屆第三次會員

大會」。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韓雨生執行長 

  案由：有關第十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收支決算表討論案。 

  說明：會員代表大會已於 9/29 圓滿完成，決算表已編製完成(如附件二第 11

頁)請討論。 

  辦法：如表列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 廖文煌財務長 

  案由：通過 111 年 7-10 月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討論案。 

  說明：有關 111 年 7-10 月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已編列完成(如附件三第

12 頁~19 頁)，請討論。 

  辦法：如表列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通過，併入年度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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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 廖文煌財務長    

案由：通過「辦公室電腦資料庫硬體更新案」經費追認討論案，請討論。 

      說明：1.由於要符合營建署回訓後台資料庫，10 年來電腦系統有二台，

分別為秘書長的電腦及回訓專用電腦是 WIN7 系統，但現有很多軟

體已不支援 WIN7，且硬體設備過於老舊。 

   2.原辦公室 5 台電腦是採用網路方式共用，而網路硬體設備也用了 10

年以上，所以開啟∕儲存∕列印∕轉發檔案作業耗時約 1.5~2 分

鐘，需以主機資料 NAS 共用來操作及防護。 

   3.原報價金額 157,500 元，議價後實際金額為 147,000 元，已於 11 月

11 日請廠商架設，提請追認通過(如附件四第 20 頁)。 

    辦法：如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 陳銘達理事長 

    案由：金創獎委員會主委改任案。 

    說明：2023 華人金創獎頒獎典禮結合臺灣「室內設計師節」擴大辦理，原

主委何麗華建議由有豐富經驗者擔任主委，經邀請陳俊明榮譽理事

長擔任主委，經其同意，委由陳俊明榮譽理事長擔任主委，陳國輝

擔任策展人。 

          同時在培養新主委的情形下，何麗華協同卓子程同任副主委，協助

相關事宜。 

    辦法：依決議執行辦理。 

決議：通過，並請編列 2023 年金創獎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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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人: 室內設計師節推動專責會 凌健星執行長 

    案由：通過室內設計師節組織表提案。 

    說明：有關室內設計師節組織表及活動流程草案，已編列完成(如附件五第

21~22 頁)，請討論。 

    辦法：如表列說明提請通過。 

    決議：通過，請編列活動經費收支預算。 

 

 

 

 

 

第六案                       提案人: 室內設計師節推動專責會 

    案由：北中南各地方公會參與室內設計師節活動，請地方公會理事長安排

活動內容提案。 

    說明：有關室內設計師節暨 2023 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大展，訂於 11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於南港展覽館一館盛大舉行，請戴源昌(北部)、

劉易鑫(中部)、韓雨生(南部)三位副理事長協調辦理。 

          目前六都八公會安排活動如下： 

● 台北公會∕戴源昌理事長 

最會講的年輕設計師～［好家百百款 室內設計講］ 

● 新北公會∕吳戊榮理事長 

看老師父的施工門道～施工現場演示［貼磁磚、立門斗、釘企口、

刷塗料、貼壁紙、玩收頭，大家一起來班門弄斧］ 

● 桃園公會∕劉靜理事長：待定 

● 台中公會、臺中直公會∕李仲立理事長、徐健銘理事長：待定 

● 台南公會∕李秉森理事長：待定 

● 高雄公會、高雄新公會∕駱漢隆理事長、李兆亨理事長：待定 

    辦法：依決議執行辦理。 

    決議：通過，及提出給予各公會的回饋，如：巴士接駁或論壇場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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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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紀錄自由發言內容 

                                   修正日期 111/12/21 

 

自由發言： 

 

劉易鑫 副理事長 

關於回訓講習課程開課相關辦理事宜，可由全聯會召開會議，邀請各公會會務

人員來參與，特別針對回訓線上簽到系統的改變及其他報表作業等等事項，來

進行溝通說明與彼此配合。 

 

 

吳戊榮  理事長 

各公會因回訓添購電腦設備，若公會帶了電腦卻沒使用，也希望全聯補助。 

 

 

陳銘達  理事長 

建議各地方公會電腦準備如果使用全聯會之電腦，地方公會亦準備符合營建署

作業為標準之可使用電腦，則為備用，建議補助 500 元/台，提案到中華民國室

裝修裝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召開兩會會議討論後，再決議。 

 

 

陳國隆  主委 
廠商聯盟會員都是國內知名公司，未來召開會議能否在廠盟會員公司舉辦協助

推廣業務，彼此互助。 

 

監事會評議： 

本次採實體及視訊會議併行，成效很好，今後召開會議也可比照辦理。 

有關鑑定案並非都由我方決定收不收，大方向為收高院鑑定案。 

室內設計師節與華人金創獎及設計師之夜活動缺乏整合，建議三個活動的資源

整合，且收支預算要先編列。 

 

主席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