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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第 17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3月 30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    點：公會教育館  

主    席：李仲立理事長 

出席理事：李仲立、王群瑋、施吳珍、歐昭宜、林嘉裕、何蜀蘭、王沁淩、廖文富、張思雲、阮淑惠、溫永欽 

王意婷、林忠佑、徐淨慧、沈勝大、許梅英、呂  函、張榮展 

請假理事：蕭東均、陳威男、何昆芳 

出席監事：吳昭昱、徐炳欽、林季緯、葉明原、楊智惟 

請假監事：洪崧敏、許允又 

列席榮譽理事長：陳國華、陳瑞坤、廖文煌 

列席名譽理事長：吳文君 

其他列席人員：無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員理事應出席人數二十一人，出席    十八    人； 

                    監事應出席人數  七  人，出席     五     人，達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佈開會  

三．通過本次會議紀錄人員：吳郁涵 

四．主席介紹長官：陳國華榮譽理事長、陳瑞坤榮譽理事長、廖文煌榮譽理事長、吳文君名譽理事長 

五．主席介紹來賓：金石發股份有限公司李小姐、海麥斯科技有限公司曾小姐、豐宇旺股份有限公司(冠軍磁磚) 

劉先生、馥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邱小姐 

六．通過本次會議議程：通過修改討論事項案由六為「第十七屆各委員會主委及顧問聘任討論案」。 

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八．主席致開會詞 

李理事長仲立： 

陳國華榮譽理事長、陳瑞坤榮譽理事長、廖文煌榮譽理事長、吳文君名譽理事長、常監、各位常務理監事及理 

監事們午安： 

        很高興今天已經邁入第 17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今天比較主要的會議議程是通過一些人事案，以利於 

整個第 17屆的會務運行。非常感謝各位，也歡迎我們新任理監事，今天參與第一次的開會。期待我們第 17屆大 

家都能夠互相合作，團隊力量發揮到最大。 

在第 16 屆的時候我們曾經說過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很遠，我們沒有要求很快，但是我們要求 

可以走的好、走的遠。從第 16 屆接續到第 17 屆，主要比較重要的事情，應該就是我們屆別會碰到 50 週年慶。 

50 週年慶是我們公會蠻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明年就是我們的 50 週年，那應該如何來辦理?是否需舉辦一個座談 

會，針對 50 週年慶如何來辦理?可以有紀念性及也有一個歷史意義存在，這個是 50 週年慶的概念，也想是否把 

它結合臺中設計週同時來舉行，這個大家可以再集思廣益一下。 

第 2 項就是延續第 16 屆比較重要的鑑定人員培訓。目前已經通過了初階教材的審查，不再是只要參與委員 

就是能鑑定，而是需要通過訓練的，通過訓練比較重要的，就是法院囑託我們的案件，我們可以比較專業性的去 

服務。通過初階人員的訓練，然後再進階到中階才有可能撰寫鑑定報告。那在以往我們公會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學 

習的系統，我們在第 16 屆已經把它建立起來，有這樣的一個學習系統，很高興台中地方法院也看到我們這樣的 

努力，也給予我們 10 位名額聘任幹部擔任鑑定調解委員。那也希望日漸增加的設計裝修糾紛，能夠經過調解之 

後可以簡化、減少紛爭及快速的結案。這是台中地方法院希望可以透過我們專業系統，就是以第三方的一個公正 

單位也就是我們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目前全臺灣只有我們與桃園市公會有，那這個方式還不錯，

我們公會目前去服務已經有調解成功的案例，到時候有關內容，再來跟各位分享，這個是我們比較想要做的。 

這樣子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服務我們的會員，本會的會員其實都是按部就班的，我們現在接觸到的法院囑 

託鑑定都是很多的裝修蟑螂，都是不加入公會，然後低價搶標，品質不吻合就產生紛爭。這些其實我們都不會想 

要這樣做，但是現在糾紛的都是這種案件，那我們怎麼樣來保證這個社會風氣，來告知我們的消費者你要慎選室 

內設計裝修的廠商，而不是一昧的低價，應該價格及品質是吻合。我們希望透過更多的教育，還有包括我們可以 

跟管理顧問公司來合作，來慎選就是必須有公會會員證書，才可以進到大樓施工，我們的會員權益才能得以保障。 

希望藉由這樣子比較重要的工作任務，除了常態性的一些活動，以上剛剛說這幾項是我們第 17 屆想要繼續 

推動的內容，那也希望大家能夠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責任，充分的把它大家通力合作來把它做好，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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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導長官致詞：略 

十．報告事項： 

1.上月份值月常務理事報告          

王群瑋常務理事：   

會務文書： ◆收文：共 41 件    ◆發文：共 25 件 

會員人數 
      

項目 會員人數 名譽會員 聯誼會準會員 廠商聯誼會會員  

家數 631家 15 家 12 家 160家  
 
      

會務行政 

項次 日期 發文方式 公文內容 

1 111.01.24 寄出 111年新春團拜活動邀請卡、賀年卡。 

2 111.01.26 寄出 
寄給-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本會預訂於 2/18～2/21舉辦「110年度學術參
訪－設計漫步 4 日遊」活動，活動行程擬安排參觀「底渣篩分資源再生廠」，
惠請 貴單位予以協助參訪事宜，請 查照。 

3 111.01.26 寄出 
寄給-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本會預訂於 2/18～2/21 舉辦「110 年度學術
參訪－設計漫步 4日遊」活動，活動行程擬安排參觀「底渣篩分資源再生廠」，
惠請 貴單位予以協助參訪事宜，請 查照。 

4 111.01.26 寄出 
寄給-王銘顯建築師事務所-本會預訂於 2/18～2/21舉辦「110年度學術參訪
－設計漫步 4日遊」活動，活動行程擬安排參訪「嘉義市立美術館」，惠請 貴
事務所予以協助參訪事宜，請 查照。 

5 111.01.26 寄出 
寄給-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本會預訂於 2/18～2/21舉辦「110年度學術參訪
－設計漫步 4日遊」活動，活動行程擬安排參訪「嘉義市立美術館」，惠請 貴
事務所予以協助參訪事宜，請 查照。 

6 111.02.09 電郵 函知召開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第四次籌備會議公文。 

7 111.02.09 寄出 
寄給-本會全體會員-為召開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及選舉第 17屆理監
事、召開第 17屆第 1次理事會、監事會由。 

8 111.02.09 寄出 
寄給-本會名譽會員、準會員-為召開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及選舉第 17
屆理監事、召開第 17屆第 1 次理事會、監事會由。 

9 111.02.09 寄出 
寄給-本會廠商會員-為召開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及選舉第 17屆理監
事、召開第 17屆第 1次理事會、監事會由。 

10 111.02.09 寄出 
寄給-臺中市政府-為召開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及選舉第 17 屆理監事、
召開第 17屆第 1次理事會、監事會由。 

11 111.02.09 寄出 呈報本會第 16屆第 1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12 111.02.14 電郵 本會第 16屆第 1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13 111.02.14 電郵 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廠商展覽-參展簡章、回函表(含參展附件) 

14 111.02.17 寄出 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邀請卡、回函表。 

15 111.02.25 電郵 本會第 17屆理監事候選人選舉公告。 

16 111.02.25 電郵 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廠商展覽-參展說明及會場相關平面圖。 
 

 

會務會議 

一、內部會議：理監事會、委員會 

項次 日期 地點 會議內容 

1 111.01.19 

公會會館 第 17 屆第 1 次大會第 3次籌備會 

參加人員： 
李仲立、吳文君、王群瑋、許進城、葉明原、黃翊峰、林志明、歐昭宜 
王沁淩、何蜀蘭、施吳珍、阮淑惠、吳昭昱、廖文富、蕭東均、李俊修 
林嘉裕、徐淨慧、呂  函、塗志添、楊美珍、戴劭耕 

2 111.01.19 公會會館 召開第 16屆第 1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 111.01.25 
豐樂公園 台中市公益廁所【豐樂公園】完工內部初驗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葉明原、吳昭昱、林育德、蕭東均、都發局-史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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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地點 會議內容 

4 111.02.09 
公會會館 豐樂公益廁所討論(初驗檢討會) 

參加人員： 葉明原、蕭東均、吳昭昱、林季緯、林育德、張思雲 

5 111.02.15 
公會會館 鑑定教材審編小組第 8 次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許進城、王群瑋、吳昭昱、廖文富、蕭東均、徐淨慧、張  杏 

6 111.02.16 

公會會館 第 17 屆第 1 次大會第 4次籌備會 

參加人員： 

李仲立、吳文君、許進城、林志明、王群瑋、歐昭宜、陳冠文、林季緯 
王意婷、阮淑惠、黃文科、王沁淩、沈勝大、吳昭昱、廖文富、張思雲 
楊智惟、林忠佑、林嘉裕、李俊修、戴劭耕、陳威男、張  杏、呂  函 
莊宏珍、許梅英、尤建勳 

7 111.02.22 

豐樂公園 台中市公益廁所【豐樂公園】完工內部複驗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葉明原、張思雲、林季緯、許允又、蕭東均、林育德 
都發局-史景宏、養工處-林綵靖 

 

二、外部會議、活動：友會、上級單位、相關單位 

項次 日期 單位 會議內容 

1 111.02.20 

台灣病態建
築診斷協會 

假台中福容大飯店 2F海棠廳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參加人員： 廖文煌 

2 111.02.22 
台中市政府 

假台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F 市政廳召開「111年第 1次治安會報及公安會
報聯合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 

3 111.02.24 
全聯會 會務暨法規委員會(視訊會議) 

參加人員： 劉易鑫、許進城、吳昭昱、謝侑靜、林育德 
 

 

會務活動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1.01.19 
本會於萊特薇庭 3F 釜宮舉辦「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議暨聯誼餐敘」，參加人數約
250人 

2 111.01.25 本會讀書會假公會教育館舉辦 1月份例會活動-開運創意插花，參加人數共 30人 

3 111.02.09 本會高爾夫球隊假松柏嶺球場舉辦 2 月份月例賽，參加人數共 36人 

4 111.02.11 本會於廠商會員－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舉辦「2022新春團拜」活動，參加人數約 262人 

5 111.02.17 本會羽球隊假大都會羽球館-福華館與必 IN 羽球隊友誼賽，參加人數共 20 人 

6 111.02.18 本會舉辦 110年度學術參訪－設計漫步 4日遊，參加人數共 21人 

7 111.02.23 
本會讀書會假彰化芬園舉辦 2 月份例會活動-參訪「139 one house 私人住宅」，參加人數
共 39 人 

8 111.02.25 本會薩克斯風樂團假大坑紅瑛餐廳舉辦 111 年新春聯誼，參加人數共 20人 

9 111.02.27 本會自行車隊舉辦 2月份例會活動-台中 U-bike半日遊，參加人數共 20人 
 

    

2.本月份值月常務理事報告  

   施吳珍常務理事：  

會務行政 

項次 日期 發文方式 內容 

1 111.03.11 寄出 
本會於 111年 3 月 4日舉行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蒙  貴會致贈花籃、
盆花，倍增大會光彩，隆情盛誼，不勝感激，特函申謝公文。 

2 111.03.11 寄出 
本會於 111年 3 月 4日舉行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仲立承蒙
同業先進厚愛，連任第十七屆理事長，敬祈各界繼續時賜方針，以匡不逮公文。 

3 111.03.18 電郵 函知召開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結案會議公文。 

4 111.03.18 寄出 呈報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第 1次理事會、第 1 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5 111.03.21 寄出 召開第 17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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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發文方式 內容 

6 111.03.29 電郵 
本會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第 17屆第 1 次理事會、第 17 屆第 1 次監事會會
議記錄 

 

 

會務會議 

一、 內部會議：理監事會、委員會 

項次 日期 地點 內容 

1 111.03.01 
  鑑定調解委員會勘察糾紛鑑定案現場 

參加人員： 許進城、李俊修、林吉茂、徐淨慧、何蜀蘭、王群瑋 

2 111.03.04 
林酒店 3F 
全球廳 

召開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第 17屆理監事選舉 

3 111.03.04 

林酒店 3F 
世紀廳 

第 17 屆第 1 次理事會議 

參加人員： 
何蜀蘭、廖文富、李仲立、蕭東均、施吳珍、張思雲、阮淑惠、歐昭宜 
王意婷、王群瑋、王沁淩、林忠佑、徐淨慧、沈勝大、林嘉裕、許梅英 
呂  函、陳威男、何昆芳、張榮展 

4 111.03.04 

林酒店 3F 
世紀廳 

第 17 屆第 1 次監事會議 

參加人員： 徐炳欽、吳昭昱、林季緯、葉明原、洪崧敏、楊智惟、許允又 

5 111.03.09 公會會館 召開鑑定調解委員會小組討論 

6 111.03.10 公會會館 召開鑑定調解委員會小組討論 

7 111.03.10 
豐樂公園 台中市公益廁所【豐樂公園】完工及點交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葉明原、蕭東均、林育德、都發局-史景宏、養工處-陳彧泓 

8 111.03.11 
豐樂公園 台中市公益廁所【豐樂公園】與建設局正式點交 

參加人員： 林育德、養工處-陳彧泓 

9 111.03.15 
  鑑定調解委員會勘察糾紛鑑定案現場 

參加人員： 徐炳欽、蕭東均、廖文富、張杏、徐淨慧、許進城、李俊修、王群瑋 

10 111.03.22 
公會會館 第 17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吳文君、王群瑋、施吳珍、歐昭宜、林嘉裕、何蜀蘭、王沁淩 
吳昭昱 

11 111.03.22 
公會會館 第 17 屆選務組結案會議 

參加人員： 吳文君、李仲立、吳昭昱、王群瑋 

12 111.03.24 

豐聚 
設計公司 

第 17 屆學術委員會年度工作討論小組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黃翊峰、王沁淩、林忠佑、陳威男、徐淨慧、阮淑惠、許盛鑫 
葉佳隴、戴劭耕、呂  函、陳冠文 

13 111.03.25 
公會會館 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結案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王群瑋、張思雲、何蜀蘭、吳昭昱、阮淑惠、蕭東均、廖文富 
廖興生 

14 111.03.29 公會會館 召開鑑定調解委員會小組討論 

 

二、外部會議、活動：友會、上級單位、相關單位 

項次 日期 單位 會議內容 

1 111.03.02 
全聯會 假高雄福華大飯店 7F金龍聽召開第 10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參加人員： 李仲立、劉易鑫、廖文煌、吳昭昱、徐炳欽、王群瑋 

2 111.03.11 

台中市 
直轄市公會 

假葳格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 1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參加人員： 李仲立、吳昭昱、王群瑋、施吳珍、許允又、林忠佑、廖文富 

3 111.03.18 
基隆市公會 假長榮桂冠酒店-彭園基隆會館召開第 4屆第 3次會員大會 

參加人員： 李仲立、王群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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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活動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1.03.02 本會高爾夫球隊假台豐球場舉辦 3月份月例賽，參加人數共 47人 

2 111.03.04 本會假林酒店 3F全球聽舉辦第 17屆第 1次會員大會晚宴餐敘 

3 111.03.06 
本會登山隊舉辦 3月份例會活動－台中霧峰青桐林生態產業園區 O型大縱走，參加人數 
共 84 人 

4 111.03.13 本會健跑隊舉辦 3月份例會活動－羅布森伴城路跑，參加人數共 8人 

5 111.03.22 本會讀書會假公會教育館舉辦 3月份例會活動-「線條的美學-速寫」，參加人數共 26 人 
 

 

3.全聯會代表、市商會代表報告 

 李仲立理事長：(1)全聯會在推動室內設計技師的部分還是不遺餘力，繼續再召開。 

(2)全聯會於 6/26舉辦台灣室內設計師節活動，全聯會希望找廠商來贊助及支持我們當天可 

以動員到臺北去參觀。6/30為全聯會舉辦「2022台灣國際室內設計．材料設備展」，此 

次參展約有 1000多格，結合廚具及相關產業，是有可看性的，相關參觀活動行程屆時由 

會務組及學術組安排。 

                     (3) TOTO配合全聯會台灣室內設計師節活動舉辦「TOTO最具參考價值的衛浴改修案」徵件 

比賽，名額為 50件，本會依會員人數比例可以推薦 9件參加，有興趣者可以報名參加。 

                (4)市商會於 5月份的第 4週在大坑舉辦登山活動，開放所屬公會會員有興趣都可以參加報 

名，另外，市商會也舉辦很多的演講，例如：行銷課程、職業訓練…等，皆是免費上課， 

請會務組及秘書處可以廣爲宣傳給會員知悉。 

      廖文煌榮譽理事長：全聯會 2022 金創獎評選活動，報名至 6/30 止，早鳥價至 4/30止，會員透過本會推薦向 

全聯會報名，於活動結案時將回饋每件 10%報名費給會員，鼓勵會員踴躍報名。 

     4.會務發展組報告 

       王群瑋常務理事：將在 4/28舉行新任理監事共識營，等一下會有案由進行討論。 

     5.公關傳媒組報告 

       歐昭宜常務理事：5/8 的自強活動等一下會在案由 13 跟大家說明。 

     6.法規證照組報告 

何蜀蘭常務理事：今天已經開始第 17屆的第 1 次的鑑定委員會的工作了，上午已有召開鑑定小組會議，希

望大家對於鑑定的會務工作可以有興趣的一起來努力，我們非常需要生力軍的加入。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理監事會自律公約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阮淑惠理事） 

說明：理監事宣誓會員託付，出席理監事會議為服務會員之職責，期能共同遵守以完成應盡之任務， 

擬簽訂自律公約共同遵行。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理監事參加各友會大會輪派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歐昭宜常務理事）                                                                                

     說明：第十七屆理監事參加各友會大會輪派擬以抽籤的方式決定。 

           （1）直轄市公會由理事長及二位理監事共三人參加。 

           （2）除宜、花、東公會由理事長一人參加，其他公會由理事長及一位理監事共二人參加。 

           （3）台中市直轄市公會、彰化縣公會：全體常務理監事參加，鼓勵理監事踴躍參加。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以抽籤方式輪派。 

     決議：照案通過，直轄市公會改由理事長及一位理監事共二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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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理監事職務分配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何蜀蘭常務理事） 

     說明：一、會務發展組：王群瑋常務理事、蕭東均理事、阮淑惠理事 

張思雲理事、楊美珍候補理事、洪崧敏監事 

企劃創新組：施吳珍常務理事、林忠佑理事、王意婷理事 

戴劭耕候補理事、楊智惟監事 

公關傳媒組：歐昭宜常務理事、張榮展理事、何昆芳理事 

沈勝大理事、邱佩純候補理事、許允又監事 

數位資訊組：林嘉裕常務理事、許梅英理事、溫永欽理事 

尤建勳候補理事、葉明原監事 

法規證照組：何蜀蘭常務理事、廖文富理事、徐淨慧理事 

莊宏珍候補理事、徐炳欽監事 

學術教育組：王沁淩常務理事、呂  函理事、陳威男理事 

林季緯監事、陳冠文候補監事 

二、另聘常務理事王群瑋兼任秘書長、理事阮淑惠兼任財務長。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第十七屆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聘任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何蜀蘭常務理事） 

     說明：一、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辦理，聘任第十五屆吳文君理事長為名譽理事長。 

二、聘任歷屆理事長為榮譽理事長，名單如下： 

何錦榮、王嘉助、陳星華、陳國華、蔡承學、徐明乾、陳國輝、陳瑞坤、劉易鑫、莊燈泰、 

雷嘉峰、盧春銘、廖文煌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第十七屆顧問聘任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歐昭宜常務理事） 

     說明：擬聘任第十七屆顧問名單如下： 

法律顧問：李明海律師、黃致傑律師(大陸律師-台灣人) 

學術顧問：蕭家孟副校長、李元榮院長、黎淑婷院長 

媒體顧問：廖紫岑董事長 

財稅顧問：唐明良會計師 

公關顧問：蔡其昌立法委員、黃國書立法委員、張耀中市議員、張廖萬堅立法委員 

林靜儀立法委員、黃馨慧市議員、施志昌市議員、黃守達市議員 

梁政炎董事長、謝平上董事長 

          美學顧問：林榮宗老師、柯適中老師 

創意行銷顧問：周鴻仁執行長 

數位資訊顧問：張賜賢總經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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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第十七屆各委員會主委及顧問聘任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施吳珍常務理事) 

說明：第十七屆常設性委員會、工作小組，主委或召集人擬聘任名單如下： 

◎第十七屆常設性委員會共有 10 個，主委名單如下：：

1.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委：李仲立

2.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委：吳文君

3.學術發展委員會主委：黃翊峰

4.證照委員會主委：謝侑靜

5.鑑定調解委員會主委：李俊修

6.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主委：李仲立

7.休閒活動委員會主委：廖興生

8.愛心推動委員會主委：王俊源

9.數位資訊委員會主委：林志明

10.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蕭東均

◎工作小組：

1.建築物室內裝修第三方認證特別委員會主委：吳文君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並聘任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顧問：何錦榮、王嘉助、陳星華、蔡承學、徐明乾、 

雷嘉峰及教育訓練委員會顧問：廖文煌。 

案由七：推派市商會代表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歐昭宜常務理事） 

 說明：臺中市商業會代表為 7 席。 

依本會章程規定辦理，擬推派第十七屆市商會代表，名單如下： 

李仲立、陳瑞坤、盧春銘、廖文煌、何蜀蘭、王群瑋、吳昭昱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推派全聯會代表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歐昭宜常務理事） 

 說明：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代表為 21席。 

 依本會章程規定辦理，擬推派第十七屆全聯會代表，名單如下： 

 李仲立、陳國華、陳國輝、陳瑞坤、劉易鑫、盧春銘、廖文煌、吳文君、徐炳欽、葉明原、 

王群瑋、林嘉裕、歐昭宜、王沁淩、吳昭昱、施吳珍、何蜀蘭、蕭東均、廖文富、洪崧敏， 

以上共 20席。 

※尚有 1 席請討論推派人選：阮淑惠、張思雲、溫永欽、沈勝大、楊智惟、許允又。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尚有 1席推派溫永欽擔任代表，以上共計 21席。 

案由九：會務人員續聘、職務及薪資調整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阮淑惠理事） 

說明：一、會務人員吳郁涵、雍婉婷、王姿穎為屆別聘任，第十七屆擬續聘之。 

二、總幹事謝淑梅已於 111/2/17退休離職(年資 29 年)，擬聘任會務人員吳郁涵接任總幹事 

職務。 

三、因會員人數日益增加，秘書處工作量及職務內容相對需做調整，參考徵才平台相應職務 

薪資及考量工作內容及個人專業能力，擬調整會務人員薪資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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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增聘會務人員一名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何蜀蘭常務理事) 

說明：一、擬增聘會務人員一名，工作內容主要協助本會鑑定調解委員會處理鑑定案件及平日會務 

行政工作，未來尚需協助建築物室內裝修第三方認證工作等。 

二、薪資：每月＄28,000～＄30,000(試用期 3 個月，試用期薪資每月＄26,000) 

三、委由會務發展組王群瑋常務理事、法規證照組何蜀蘭常務理事及總幹事負責面試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理監事會定期時間開會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林嘉裕常務理事) 

說明：擬排定第十七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以利理監事預先排入年度行程表。 

111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如下：3/30、5/18、7/20、9/21、11/16 

112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如下：1/18、3/22、5/17、7/19、9/20、11/15 

113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如下：1/17、3/20、5/15、7/17、9/18、11/2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舉辦「第 17屆理監事幹部共識營」討論案。 

(提案人：林嘉裕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一、時  間：111年 4月 28日至 4月 29 日 

二、地  點：悠森境渡假村 

   三、經  費：擬提撥預算 20 萬元 

   四、對  象：全體理監事、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各委員會主委 

 五、交通方式：自行前往 

六、執 行 長：林嘉裕常務理事 

 七、相關活動細節委由執行長統籌處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活動名稱修改為「第 17屆理監事幹部研習營」。 

案由十三：舉辦「111年度自強活動一日遊」討論案。 

(提案人：歐昭宜常務理事，附署人：沈勝大理事) 

 說明：一、時  間：111年 5月 8日(母親節) 

   二、地  點：預計嘉義或杉林溪 

   三、經  費：111年度自強活動經費預算 60萬 

 四、執 行 長：歐昭宜常務理事 

五、報 名 費：每家公司 2人免費（限會員代表本人及配偶或直系親屬），第 3位起每人 

$1,500，免費者每位需預繳保證金$1,000。 

六、相關活動細節委由執行長統籌處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活動地點為嘉義。 

案由十四：印製第十七屆名片討論案。 

（提案人：施吳珍常務理事，附署人：阮淑惠理事） 

說明：印製第十七屆名片，經費預算擬編列$60,000，設計及印刷事宜委由施吳珍常務理事執行處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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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五：「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聯誼餐敘」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歐昭宜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聯誼餐敘預算為＄300,000，收入＄305,000，支出＄292,488，結餘

＄7,512，實際支出＄292,488。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六：「2022新春團拜活動」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施吳珍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新春團拜預算＄150,000，支付贊助廠商大雅廚具公司＄80,000，實際支出＄80,00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七：「110 年度學術參訪－設計漫步 4 日遊活動」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廖文富理事)   

說明：110年度學術參訪－設計漫步 4日遊活動預算＄300,000，收入＄328,000，支出＄111,390， 

結餘＄216,610，實際支出＄83,39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八：與都發局合作「台中市豐樂公益廁所裝修」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施吳珍常務理事，附署人：張思雲理事)   

說明：與都發局合作「台中市豐樂公益廁所裝修」公會預算＄300,000，收入＄1,850,000，支出 

＄1,837,611，結餘＄12,389，實際支出＄287,611。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財務收支結算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阮淑惠理事) 

 說明：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收入＄2,097,000，支出＄1,861,010，結餘＄235,990，結餘款轉 

入其他收入。 

 辦法：依第十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財務收支結算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111年度 1月份至 2月份財務收支討論案。 

(提案人：阮淑惠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111年度 1月份至 2月份財務收支，如附件。 

 辦法：通過附件所附之財務收支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財務結算，收入總計$2,996,138元，支出總計$1,016,554元，結餘$1,979,5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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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十一：新會員入會審議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蕭東均理事)   

 說明：新 會 員－萊德創意實業有限公司、昕芸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高亞室內裝修工程行、富樺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川硯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夏霖設計有限公司 

三分境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沐光寓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余林室內裝修設計、宏居空間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實驗家工程有限公司、廣晟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依珦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金宏億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築邑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樂人空間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鈺永堂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若山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十藝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濮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建奕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準 會 員－吳泓蔚 

 廠商會員－鞏門國際有限公司、海麥斯科技有限公司 

通用福祉股份有限公司、金石發股份有限公司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 

案由一：舉辦 111年度 5月份「四知講堂」活動討論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呂函理事) 

說明：一、時  間：111年 5月 25日 

二、地  點：丰二三 (台中市西區梅川西路一段 23號) 

   三、講  師：黃志東總監 

   四、經  費：2 萬元 

   五、相關活動細節委由學術發展委員會統籌處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監事會召集人講評及各組說明 

吳昭昱常務監事： 

理事長以及文君名譽理事長、文煌榮譽理事長及各位理監事大家晚安！ 

首先，我要恭喜各位當選第 17 屆理監事，今天是第 17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這是一份榮譽更是責

任的開始！ 

第 16 屆在仲立理事長「服務會員壯大公會」「健康快樂向前行」的擴大佈局下會員已突破 600家！在這

基礎之下，我們可以先思考並討論一下 17屆未來的這三年我們要做什麼？理事長今天也把大方向做了說明，

本席在此補充可以思考的問題！ 

一、大家可以先看看 16屆有什麼沒做完還要繼續深化的？ 

有什麼是不要再繼續或要改變做法的？ 

思考這些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聚焦、深化找出我們共同的方向 

謀定而後再提出可行的方案，不要把自己累壞了！ 

我們在 4/28 的幹部研習營時在各組討論腦力激盪出可行的方案！ 

二、未來三年除了例行性的會務以外會有什麼大型的活動要策劃及開支？譬如公會 50 週年、設計週等，

能在財務規劃上做有紀律有效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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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很開心本席在上屆推動會務圖形、量化分析的工作，在今天第 17屆的第 1次會議資料中初步呈現， 

在此感謝秘書處的進化，讓各位理監事更快速更容易了解公會會務、財務狀況！ 

四、公會人才培訓 

1.新會員入會講習：半年一次（3次的理監事會議入會審核家數）講習內容權利義務，目標爭取會員

向心力 

2.會員簡易室裝作業流程教育訓練

3.鑑定人員培訓

以上，今天有 20幾個議案，感謝大家堅持到最後！ 

十四．自由發言 

十五．散會 (請主席宣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