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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第 17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9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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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東均、張思雲、王意婷 

林忠佑、徐淨慧、沈勝大、許梅英、呂  函、陳威男、何昆芳 

請假理事：阮淑惠、溫永欽、張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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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坤、廖文煌 

列席名譽理事長：吳文君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員：理事應出席人數 21人，出席 18 人；監事應出席人數 7人，出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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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六．通過本次會議議程：增列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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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煌榮譽理事長、吳文君名譽理事長、常監、各位常務理事、理監事大家下午好： 

這次是我們第 17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在這期間公會有很多相關的活動，特別提到在這週一，日本宮

崎縣木業來訪公會，因為週日、週一也適逢北部設計人球隊來台中舉行外地賽，仲立也答應與他們聯誼，所以拜

託文煌榮譽理事長、常監、秘書長，他們 3位來協助接待。宮崎縣木業來訪也參觀公會會館及教育會館，去年我

們曾經協辦他們一個木結構的研討會，是租借我們公會教育館辦理，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請文煌榮譽理事長做補

充。    

再來就是我們上週六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本來是於上上週六舉辦，但因遇到颱風，所以我們不得不延期到

這週六 9/24 舉辦，那也要讓我們理監事了解一下，你們都是委員，記得要參加!希望大家盡量撥空參加, 這是我

們公會的大活動，因為以往我們都是舉辦尾牙，前年有一次我們也是舉辦烤肉活動，反應不錯，主要是因為我們

年底至年初活動太密集了，尾牙後又舉辦會員大會，緊接又是新春團拜，所以活動很多，我們才把它調整為中秋

來烤肉與我們的廠商會員做一些聯誼互動，所以我們的理監事委員們記得都要參加，這個活動不是自由選擇，有

報名不能去的，盡量再思考一下，也可以帶家人、小孩一起參加，12 歲以下的小孩，我們就沒有收費，理監事

也歡迎可以攜伴參加。 

上週二也召開了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及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相關建議內容等下的案由一也會討論，是關於 

會館基金管理委員的資格，等下我們再來充份討論。 

    9/29 是全聯會的會員大會，所以本會的全聯會代表需要參加，剛好也適逢高雄市室內設計公會舉辦建材大 

展，為各友會準備了遊覽車可以前往觀展，如果全聯會代表不克搭乘遊覽車，也可以自行前往搭高鐵，公會一 

樣有補助車馬費，若理監事欲一同前往觀展者，也可以一同搭乘遊覽車前往。 

另外是本會何錦榮創會長的夫人，在月初的時候有致電到公會來，告知秘書處要找仲立，仲立回電後了解因

為何創會長，現在已經失能了，沒有辦法講話，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何創會長是擔任全聯會第 3屆的理事長，全

聯會的網站歷屆理事長的介紹，在第 3 屆的相關內容是空白的，所以仲立就再隔一週的全聯會理監事會議上詢

問，怎麼沒有何創會長的資料這樣有點不尊重，就在當下國長馬上指示秘書處更正資料已經放在全聯會的網站上。 

之後何夫人又再來電謝謝仲立，仲立也報告事情已經處理完成，何夫人又提到，有點難以啟齒，就是目前生活有

一點困難，希望公會可以協助，當下仲立就先請示一些我們歷任理事長詢問了一下，建議公會可以用愛心推動委

員會的名義去關懷，所以仲立又去請教比較資深的張慧秋愛心顧問，然後拜託此屆的愛心王俊源主委處理，今天

愛心王俊源主委有來到會議上，等一下會再請他與大家詳細的說明。 

我們在上週二的常理監事會議，已先通過撥款一筆急難慰問金由愛心基金專案支出先去支援何創會長，所以

再等下的案由會有一個追認案，詳細內容等一下也會請愛心王主委幫我們做補充，也謝謝王主委，以上是仲立的

致詞，也謝謝大家今天下午撥空前來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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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裕常務理事： 

【會務文書】 ◆收文：共 148 件    ◆發文：共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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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家 16 家 13 家 161家  
 
      

【會務發文】 
  

項 日期 發文方式 受文對象 公文主旨 

1 111/7/18 郵局寄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非訟事件處理中心 覆 中院平非參 111司聲字第 730號函。 

2 111/7/26 郵局寄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覆 中院平中簡民河 109中簡 3408字第 1110049562

號。 

3 111/7/26 郵局寄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覆 中院麟民日 109建 52字第 11100055148號、中院

平民日 109建 52字第 11100071953號函。 

4 111/7/26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 

【廠商會員活動轉知】本會廠商-浩瀚雲端科技有限

公司於 8/10(三)14:00舉辦「設計裝修業雲端管理系

統說明會」 

5 111/7/27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舉辦 111年度「初階鑑定人

員培訓」課程，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6 111/7/27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全聯會活動轉知】2022最具參考價值的衛浴改修案

-衛浴改修大票選，完成投票者有機會獲得 TOTO

「𝐖𝐖𝐀𝐀𝐒𝐒𝐇𝐇𝐋𝐋𝐄𝐄𝐓𝐓 溫水洗淨便座 𝐅𝐅𝟏𝟏(𝐓𝐓𝐂𝐂𝐅𝐅𝟒𝟒𝟗𝟗𝟑𝟑𝟏𝟏𝐓𝐓𝐑𝐑)」抽

獎資格~ 

7 111/7/28 郵局寄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附中院平中簡民強 110中訴 16字第 1100077616號

給付工程款事件，委託本會鑑定鑑價鑑定報告書乙

份，請 鑑核。 

8 111/7/29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 

【名額已滿，目前候補報名中】舉辦 111年度「初階

鑑定人員培訓」課程，全程參與並測驗合格者頒發「初

階鑑定人員資格」證書，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9 111/8/1 郵局寄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檢還 110年度中訴字第 16號、110年度司促字第 4710

號卷 2宗。 

10 111/8/1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學術發展委員會舉辦 111年度 8月份「四知

講堂」活動，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11 111/8/1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公會交流群組改版升級】《TAIDD設計師廠商會員

交流社群》歡迎會員踴躍加入! 

12 111/8/3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數位資訊委員會舉辦 111年度 8月份「數位

資訊教室－Notion數位工作術」課程，歡迎會員踴躍

報名參加。 

13 111/8/3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 
函知本會學術發展委員會舉辦「111年度南部學術參

訪」活動，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14 111/8/5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公告】室內裝修許可證詐騙新手法，呼籲民眾及設

計公司切勿以身試法!! 

15 111/8/8 電子郵件 數位資訊委員會全體委員 
召開 111年度數位資訊委員會第 2次會議，敬請準時

參加。 

16 111/8/16 郵局寄送 本會廠商會員 
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邀請

函】。 

17 111/8/16 電子郵件 本會廠商會員 
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邀請

函】。 

18 111/8/16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 
函知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舉辦「簡易室內裝修實務」

課程，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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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11/8/17 電子郵件 證照委員會全體委員 召開 111年度證照委員會第 1次會議，敬請準時參加。 

20 111/8/19 公會親領 由非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鑑自第 1110501號委託本會審查鑑定意見報告書二

份。 

21 111/8/18 郵局寄送 臺中市政府 
呈報本會第 17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敬請

備查。 

22 111/8/22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臺中市商業會－9月份企業經營講習課程簡

章及報名表，歡迎踴躍報名~ 

23 111/8/23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公告

111年度第 3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建築物室內裝

修工程管理乙級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 

24 111/8/25 郵局寄送 研究發展委員會全體委員 
召開 111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1次會議，敬請準時

參加。 

25 111/8/26 郵局寄送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檢附苗院雅民和 109 建 15 字第 06320 號、第 27554 

號給付工程款事件，委託本會鑑定鑑價鑑定報告書乙

份，請 鑑核。 

26 111/8/30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數位資訊委員會舉辦 111年度 9月份「數位

資訊教室－設計賦能～從服務力到獲利的品牌價值

升級」課程，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27 111/8/30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舉辦「軟體工具應用系列－

Sketch Up轉 LayOut實戰課程」課程，歡迎會員踴躍

報名參加。 

     
【會務會議】 一、內部會議理：監事會、委員會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7/20 公會會館 第 17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 

李仲立、廖文煌、吳文君、王群瑋、施吳珍、歐昭宜

林嘉裕、何蜀蘭、王沁淩、蕭東均、張思雲、阮淑惠

林忠佑、沈勝大、張榮展、許梅英、温永欽、廖文富

徐淨慧、呂  函、陳威男、吳昭昱、徐炳欽、葉明原

洪崧敏、楊智惟 

2 111/8/9 公會會館 鑑定調解委員會小組討論 鑑定小組成員共 4位 

3 111/8/15 鑑定標的 鑑定調解委員會-現場鑑定 鑑定小組成員共 4位 

4 111/8/17 公會會館 111年度數位資訊委員會第 2次會議 

李仲立、吳文君、林志明、林嘉裕、尤建勳、吳昭昱

王群瑋、楊美珍、張思雲、温永欽 

葉明原 

5 111/8/17 鑑定標的 鑑定調解委員會-現場鑑定 鑑定小組成員共 2位 

6 111/8/24 公會會館 111年度證照委員會第 1次會議 
李仲立、歐昭宜、何蜀蘭、謝侑靜、沈勝大、張思雲

廖文富、王建亭、劉夢薇、張  杏、紀淑慎、郭永濬 

     
【會務會議】二、外部會議理：友會、上級單位、相關單位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8/2 Google視訊 
全聯會/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修法第 4次

會議 
劉易鑫、許進城、吳昭昱、林育德 

2 111/8/22 台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金質工程．誠信臺中-工程

倫理與企業誠信廉政論壇 
蕭東均 

3 111/8/25 台中市政府 
市商會/111年度台中購物節招募說明

會 
王群瑋 

4 111/8/25 Google視訊 全聯會/第10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李仲立 

5 111/8/25 
台中林酒店

樂林廳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第

1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16屆理

事長就職典禮 

李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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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活動】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7/20 馥珽國際 廠商參訪/馥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人數共 18人 

2 111/7/24 南投日月潭 
自行車聯誼會七月例會-優遊避暑日月

潭 
參加人數共 26人 

3 111/7/26 
大都會羽球

館 
羽球聯誼會會內賽 參加人數共 22人 

4 111/7/31 八仙山 玉山行前訓練/谷關七雄-八仙山 參加人數約 22人 

5 111/8/3 
南峰高爾夫

球場 
高爾夫聯誼會八月例會-南峰 參加人數共 48人 

6 111/8/6 嘉義阿里山 登山聯誼會八月例會-阿溪縱走 參加人數共 30人 

7 111/8/11 公會會館 
111年度「鑑定人員培訓年度計畫」課

程 1/4 
參加人數共 58人 

8 111/8/14 合歡東峰 玉山行前訓練/谷關七雄-八仙山 參加人數共 16人 

9 111/8/18 公會會館 
111年度「鑑定人員培訓年度計畫」課

程 2/4 
參加人數共 59人 

10 111/8/19 台中北屯區 廠商拜訪-第 1組/三羽、豐宇旺 
李仲立、吳昭昱、蕭東均、王群瑋、張思雲、阮淑惠

林嘉裕、王沁淩、呂  函、陳威男 

11 111/8/21 台中雙崎 自行車聯誼會八月例會-泰雅人文風貌 參加人數共 27人 

12 111/8/24 公會會館 讀書聯誼會八月例會-讀書分享 參加人數共 25人 

13 111/8/25 
同興協記接

待中心 
8月份四知講堂/講師-朱伯晟 參加人數共 33人 

14 111/8/26 公會會館 111年度 8月份「數位資訊教室」課程 參加人數共 28人 

15 111/8/31 嘉義 111年度南部學術參訪 參加人數共 66人 

 
 

2.本月份值月常務理事報告  

   何蜀蘭常務理事：  

【會務發文】 
  

項 日期 發文方式 受文對象 公文主旨 

1 111/9/1 電子郵件 本會廠商會員 

【延期通知】原訂 9/3(六)本會舉辦「111年度廠商

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因天候因素延期

至 9/24(六)，敬請踴躍重新報名參加~ 

2 111/9/2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函知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舉辦「軟體工具應用系列－

Sketch Up轉 LayOut實戰課程」課程，歡迎會員踴躍

報名參加。 

3 111/9/5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公會交流群組改版升級】《TAIDD設計師廠商會員

交流社群》歡迎會員踴躍加入! 

4 111/9/7 郵局寄送 本會廠商會員 
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邀請

函】(延期通知)。 

5 111/9/12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延期通知】原訂 9/16(五)本會舉辦「數位資訊教室

-設計賦能 / 講師:王郁彬博士」課程，因課程異動

因素延期至 10/19(三) 

6 111/9/13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宮崎縣環境森林部：9/19(一) 10:00-14:30

舉辦「日本木造軸組構法入門 」研討會，敬請會員

踴躍報名參加~ 

7 111/9/14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臺中市商業會－10月份企業經營講習課程簡

章及報名表，歡迎踴躍報名~ 

8 111/9/14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臺中市商業會－10/12(三)舉辦工商發展系

列講座之二「大台中區域的交通規劃與建設」，歡迎

踴躍報名~ 

9 111/9/14 電子郵件 新進廠商 
【會議列席通知】111/9/21(三)理監事聯席會邀請 

貴公司列席參加【敬請 9/19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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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1/9/15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會員活動通知】報名即將截止，尚未報名者請把握

機會!! 9/23、9/30、10/7、10/21 本會舉辦「SketchUp 

轉 LayOut 實戰課程 / 講師:陳威男 先生」 

11 111/9/19 電子郵件 本會會員、準會員、廠商會員 

【轉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公告修

正 111年度第 2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建築物室內

設計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 

     
【會務會議】 一、內部會議理：監事會、委員會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9/6 公會會館 第 17屆第 5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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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1/9/6 公會會館 
111年度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1次

會議 

李仲立、吳文君、王群瑋、陳國輝、陳瑞坤、劉易鑫

廖文煌、施吳珍、歐昭宜、林嘉裕、何蜀蘭、王沁淩

吳昭昱 

3 111/9/6 公會會館 111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 第 1次會議 

李仲立、吳文君、王群瑋、陳國輝、陳瑞坤、劉易鑫

廖文煌、施吳珍、歐昭宜、林嘉裕、何蜀蘭、王沁淩

吳昭昱、呂  函、張思雲 

4 111/9/8 公會會館 鑑定調解委員會小組討論 鑑定小組成員共 5位 

5 111/9/19 公會會館 宮崎縣木材協同組合連合會來訪 廖文煌、吳昭昱、王群瑋 

     
【會務會議】二、外部會議理：友會、上級單位、相關單位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9/2 御饌臻品 
台北市公會/TAID設計走讀探索暨中

秋夜 fun鬆趣中秋晚宴活動 
李仲立、吳昭昱 

     
【會務活動】 

  
項 日期 地點 名稱 參加人員 

1 111/9/1 公會會館 
111年度「鑑定人員培訓年度計畫」課

程 3/4 
參加人數共 57人 

2 111/9/2 公會會館 簡易室內裝修實務 參加人數共 46人 

3 111/9/6 公會教育館 玉山登峰之旅-行前說明會 參加人數共 21人 

4 111/9/7 
豐原高爾夫

球場 
高爾夫聯誼會九月例會-豐原 參加人數共 32人 

5 111/9/8 公會會館 
111年度「鑑定人員培訓年度計畫」課

程 4/4 
參加人數共 56人 

6 111/9/11 台中大坑 玉山行前訓練/台中大坑 參加人數共 15人 

7 111/9/15 台中北屯區 
廠商拜訪-第 2組/迪瑪仕國際、上景磁

磚 

李仲立、吳昭昱、歐昭宜、沈勝大、林忠佑、林季緯

何蜀蘭、廖文富、徐淨慧 
 

 

3.全聯會代表、市商會代表報告 

      李仲立理事長：(1)全聯會即將在 9/29 召開今年度會員大會，地點在高雄舉行，那剛好也是高雄建材大展，

所以我們也順道去參觀，也邀請我們理監事不是全聯會代表的，如果有空也可一起前往。 

(2)最近有轉知市商會一些商務課程、學習課程，那也歡迎我們的會員及理監事都可以踴躍的

來報名參加。 

     4.會務發展組報告 

       王群瑋常務理事：9/24的中秋聯誼晚會，然後最近也有一些例行的廠商拜訪活動，要拜託各位理監事踴躍出 

席，廠商拜訪如果真的沒辦法出席，一定務必要與其他組的理監事交換。 

5.企劃創新組報告 

施吳珍常務理事：最近正在籌備的新進會員講習部分，在我們案由二的部分待會兒會提到。另外，愛心推動 

委員會正在處理的兩件事情：一件是自閉症協會的協助裝修已發包。另一件是在籌劃供應 

商空協助、藝文作品愛心展售計畫也有一個著落，那我們有確切的一些想法後續也會再跟 

各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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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關傳媒組報告 

       歐昭宜常務理事：第一個廠商聯誼會中秋聯誼晚會部分，首先要拜託當天參加幹部，4 點半要到會場做一些 

準備，幹部我們會分為接待組、交通組，還有每一桌都會有服務的幹部，到時候我們會表 

列出來公告在理監事 Line群組上面。再來是休閒委員會的部分，登玉山活動目前已經抽中 

1 小隊了，後面的 3 小隊也會再陸續的抽籤。最後就是新春團拜的部分，我們現在陸續在 

做廠商拜訪，那也請各位幹部在參加廠商拜訪的時候。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場地，以及有沒 

有合適的廠商願意來配合。 

     7.數位資訊組報告 

       林嘉裕常務理事：年底之前我們的任務，就是等下提案裡面會討論就是有關公會的網站，網站是我們公會的

面子，那我們這個代為提案待會兒再做說明。另外一方面，我們明年 3月也將舉辦我們的

50 週年慶的活動，那麼前面就要開始鋪陳，在年底開始，有關我們的活動主軸一旦確定之

後，會一波一波的訊息推播，所以在活動之前，前三、四個月就要開始來做一訊息的傳播。

另外，我們數位資訊教室也按規劃進度在進行當中。 

     8.法規證照組報告 

何蜀蘭常務理事：在 9/2 舉辦了簡易室內裝修實務課程，也在 8/11~9/8 間舉辦了 4 場初階鑑定人員培訓系 

列課程都迴響非常的好，特別是鑑定培訓課程有高達 64 位會員參加，課程結束的測試， 

參加考試者也全數都通過，顯然大家都很注意這樣子的相關訊息，會員對這個課程的投入 

度也很高。另外，鑑定委員會目前不管是被告或提告的刑事、民事訴訟都順利的正在進行 

當中，那等一下有相關的案由會再做更詳盡的報告。 

9.學術教育組報告 

王沁淩常務理事：11/3 會舉辦能量教室-仿清水模特殊塗料課程，於今天的案由會做討論。在 12/3~12/4 會 

協辦病態建築的課程，也是等一下在案由會討論。四知講堂部份，原預計在 12 月份舉辦， 

預定是參訪李方艾美酒店，因目前還在與相關的幹部及人員討論，所以這個議題待規劃完 

成後再提案討論。 

10.各委員會報告 

(1)愛心推動委員會報告 

王俊源主委：(1)自閉症協教育協進會的日照據點專案，是在 7/25 的時候與他們商談，也是公衛這邊轉

過來的案子，主要是場域的整修，經過愛心委員會的幹部去現場現勘，看完之後提供一

些裝修建議，它本身也有些預算，所以在預算範圍之內，我們盡量把它完成。那也要感

謝會員及廠商的支持，大概有募集到 9種品項的材料，可以減輕他們這方面預算的負擔。

順利的話，到目前的狀況應該 9月底會順利完成，在 10 月會舉辦開幕儀式，再邀請我們

幹部參加。 

            (2)何前理事長目前已經 85歲，因為帕金森氏症的關係他現在的狀況是算重症，何夫人的

工作是兼差英語教學，因為照顧何前理事長，變成就沒有辦法出門，所以才會造成實際

生活上受到一點困難、也經過研究發展會議討論確定說，可以提撥緊急慰問金。另外有

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何創會長，他本身是詩人「白萩」，比較資深的幹部就會知道他在藝文

界是蠻有名氣的，他本身有做字畫一些創作，那何夫人有提到說，像字畫創作，是否或

許有機會來幫忙協助做義賣，籌募一些費用，目前可能需了解一下作品的內容，看是否

可以用何種方式可以在會員大會上做義賣的方式處理。 

            (3)另外一件事情就公益商店，那我們在 9/8的時候有去拜訪歐芬堡藥局，主要提出這件事

情其實就是在前幾屆的會員大會上愛心推動委員會有做公益畫作義賣，我們後來又發

現，我們設計師會員設計很多商業空間，我們可以利用業主的商業空間來洽談，利用公

會團隊來跟大家討論，是否可以成爲我們台中市室內設計公會的公益商店，展售的就是

公會在協助的社福團體小朋友的畫作，例如畫話協會的畫作，相關細節我們會協助雙方

媒合，在固定的時間做展售。如果可行的話，是不是在跟公會爭取，用公會名義來做一

個 logo提供給這些公益商店，那這樣彼此之間也可以互惠。 

(2)教育訓練委員會報告 

蕭東均主委：可以先了解我們的會員需求，規劃開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初訓及回訓課程，詳細內 

容會了解後再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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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修訂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林嘉裕常務理事） 

說明：經 111/9/6召開 111年度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建議擬修訂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組 

織章程第二條、第三條。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案由二：舉辦 111年度「新進會員迎新」活動討論案。 

（提案人：施吳珍常務理事，附署人：林忠佑理事） 

說明：1.時    間：1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  

2.地    點：金石發股份有限公司(MML瑪摩麗磁台中店) 

台中市西屯區環中路二段 1366 號 

3.內    容： A.都發局長演講，講題：用法令改變城市的未來 

B.(1)宣導會員權利與義務、公會會務型態與組織架構  

  (2)由本會常務理事之組別依序輪流報告，分別為：會務發展組、企劃創新 

組、公關傳媒組、數位資訊組、法規證照組、學術教育組 

                             (3)各委員會主委報告(含七大休閒聯誼會簡介) 

                             (4)小組討論：依總人數分組每組不超過 10 人，由理監事負責帶領 

4.對    象：自 109 年 11 月 13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新入會會員(目前約 153 家) 

5.費    用：免費 

6.經    費：由公會提撥新台幣 35,000 元整  

7.報名方式：採網路報名，限額 100 人，報名 30 人以下活動取消 

8.活動行程：如附件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舉辦 111年度 11月份「能量教室」活動討論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陳威男理事）               

說明：1.時間：暫訂 11/3(四) 

2.地點：公會教育館 

3.講師：劉安迪 

4.講題：不只仿清水模！從理論到實務，深入了解藝術塗料於室內設計的應用 

5.大綱：(1)義大利塗料與台灣的起源(您意想不到的義大利塗料) 

        (2)藝術塗料的設計與規劃(施工前中後的各種相關細節說明) 

        (3)不只是藝術塗料(包含現場操作示範，與現場塗料實作體驗課程) 

        (4)塗料介紹與 Q&A 

6.經費：20,000 元 

7.名額：40人，報名未達 20 人不開課 

8.費用：免費，每人需預繳保證金 500 元，全程參與者於課後退回 

9.相關事宜委由學術發展委員會統籌辦理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名額增加至 60 人。 

 

案由四：協辦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一級診斷士培訓課程設計師聯合專班暨一、二級診斷士回訓」 

課程討論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為提升室內設計裝修產業，針對室內空氣品質，通風換氣之專業知識，培訓規劃健康宅的接 

案能力，邀請本會為協辦單位，針對 111年 12 月 3日及 12 月 4日(二天)，在台中舉辦台灣 

Sick-building一級診斷士培訓課程暨一、二級回訓課程，屆請本會協助相關招生事宜，來函 

內容如附件。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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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舉辦 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延期辦理追認案。 

(提案人：歐昭宜常務理事，附署人：沈勝大理事) 

說明：原訂 9/3(六)舉辦之 111年度「廠商聯誼促進委員會暨中秋聯誼活動」，經 9/1 召開常務理監 

事線上會議討論決議，基於颱風及天候因素考量將延期至 9/24(六)舉辦，地點同為青青湖畔 

親水花園。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案由六：舉辦 111年度 9月份「數位資訊教室」課程延期辦理追認案。 

(提案人：林嘉裕常務理事，附署人：許梅英理事) 

說明：原訂 9/16(五)舉辦之 9月份「數位資訊教室」課程，因講師新冠肺炎確診因素需延期辦理， 

經 9/12 召開常務理監事線上會議討論決議，延期至 10/19(三)舉辦，地點同為公會教育館。 

辦法：依說明動議追認通過。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案由七：本會鑑定委員 8人因承辦法院囑託鑑定個案被告之新提告民事案件訴訟費支出追認案。 

(提案人：何蜀蘭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鑑定調解委員會因為承辦法院囑託鑑定案件個案關係，9/6接獲台中地方法院來函新提告「民 

事損害賠償」案件，需另委任律師費用 10萬元，經 9/9 召開常務理監事線上會議討論決議， 

律師費用依本會鑑定調解委員會章程第 14條辦理由法律運用基金專案支出。 

辦法：依說明動議追認通過。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案由八：關懷何錦榮創會理事長提撥愛心推動委員會專案支出追認案。 

(提案人：施吳珍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何創會理事長現年 85 歲，因巴金森斯症已開刀 4 次目前已為重度階段，無法行走、生活失能、 

記憶力退化，目前僅由夫人居家照顧已 10多年，子女經濟能力一般，不想多增加他們的負擔。 

何創會理事長症狀日趨嚴重，隨身照顧時間增加，致何夫人的工作時間縮短，影響收入來源。 

經詢問現階段急需協助的內容，夫人很客氣感激大家的心意不敢妄自要求實際金額多寡，經 

9/6召開 111 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1次會議建議提撥愛心推動委員會專案費用 50,000元予 

何創會理事長應急運用。 

註：愛心專案基金成立初衷及用途，主要針對公會有功人士的急難救助金，非為全體會員皆 

適用，特此說明。 

辦法：依說明動議追認通過。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案由九：公會 TAIDD網站改版討論案。  

(提案人：林嘉裕常務理事，附署人：王群瑋常務理事） 

        說明：目前公會網站歡迎蒞臨頁面已不支援 Flash動畫，且網站後台編輯作業只支援 IE瀏覽器使用， 

自民國 100年後皆未做網站更新。因應資訊進步及手機普遍使用，故建議公會網站以 RWD響應 

式網站設計方式重新規劃，預算編列 50,000元，報價及規劃內容如附件。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相關事宜委由數位資訊委員會統籌辦理。 

 

案由十：全聯會舉辦「2022全國室內設計高爾夫邀請賽」本會補助會員參加費用及贊助球賽聯誼費用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施吳珍常務理事） 

        說明：全聯會於 111 年 11月 11 日(星期五)假高雄信誼球場舉辦「2022全國室內設計高爾夫邀請賽」， 

此次由高雄市公會承辦，來函內容如附件。 

1.為鼓勵會員踴躍參加，擬由本會補助會員代表報名費 500元，並提撥預算 30,000元辦理活 

動相關費用支出(如車資、早餐、保險、雜支等)。 

2.依循往例，全聯會所屬各地方公會擬贊助 10,000元做為球賽聯誼費用。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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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十一：鑑定設備購置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蕭東均理事) 

說明：依鑑定調解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辦理擬購置鑑定器材。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依附件之國富五金報價單金額另加購防潮箱預算編列 80,000元，並由會務發展 

組負責採購。 

 

案由十二：111年度 8月份「四知講堂」活動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呂函理事）  

說明：111年度 8月份「四知講堂」，公會預算為＄20,000，未出席保證金轉收入＄1,500，支出＄ 

6,000，結餘＄15,500，公會實際支出＄4,50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111年度 8月份「數位資訊教室」課程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林嘉裕常務理事，附署人：許梅英理事）  

說明：111年度 8月份「數位資訊教室」課程，公會預算為＄9,000，未出席保證金轉收入＄500， 

支出＄6,360，結餘＄3,140，公會實際支出＄5,86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111 年度南部學術參訪」活動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王沁淩常務理事，附署人：林忠佑理事） 

說明：「111年度南部學術參訪」活動，公會預算為＄40,000，支出＄6,863，結餘＄33,137，公會 

實際支出＄6,863。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簡易室內裝修實務」課程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歐昭宜常務理事，附署人：蕭東均理事)  

說明：「簡易室內裝修實務」課程，公會預算為＄15,000，支出＄10,450，結餘＄4,550，公會實 

際支出＄10,45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六：111年度「初階鑑定人員培訓」課程財務結算案。 

(提案人：徐淨慧理事，附署人：蕭東均理事) 

說明：「初階鑑定人員培訓」課程，公會預算為＄70,000，支出＄29,530，結餘＄50,470，公會實 

際支出＄9,530。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七：111年度 7月份至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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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至 8月份財務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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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6,539，支出總計$4,361,617，結餘$4,144,922。 

 

案由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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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梅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子境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舞夏空間製作股份有限公司、吾廷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憬云室內設計有限公司、築本國際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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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芳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羿辰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萬兆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茗豐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淳境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好宅窩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宅間制作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新鎧室內裝修工程行 

澳創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久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山牧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益弘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秱富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廠商會員－香港商科勒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藝壹塗裝工程有限公司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耀麗工業社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參與公會相關會議停車費補助討論案。 

(提案人：王群瑋常務理事，附署人：林嘉裕常務理事) 

          說明：因目前配合由本會付費消磁之桃源戶外停車場車位有限，幹部參加公會相關會議，將有無 

位置可停車情況，故擬將補助停車費予未停車於本會配合停車場之與會幹部，補助方式如 

下： 

1.會議時間未超過 3小時，每人補助停車費 100元 

2.會議時間超過 3小時，每人補助停車費 200元 

辦法：依說明動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監事會講評 

吳昭昱常務監事： 

主席及各位理監事晚安！ 

首先，感謝廖文煌榮譽理事長對於會務的指導，特別是案由一的分析與觀察，讓理監事能全盤了解 

並自主做出最後決議！ 

其次，對於服務團隊近來的觀察 

1.進步中的 

在運用網路工具進行公會活動形象的行銷及 line 通訊軟體的會員互動更加緊密、活動的 EDM的進化 

2.需再傳承與精進的 

在會務上公文書及訊息的發佈上要保持既往的精準度、降低失誤的頻率。 

在實體活動舉辦前的籌備與計劃能關注到活動期間與會員互動的節奏。幹部積極主動自我介紹、 

問候服務、利用時機介紹公會各組功能等。 

在活動結束的收尾/未來活動預告宣傳、時間許可情況最好有「簡短的」活動心得分享！ 

以上都可促進會員對於服務團隊人性與溫度上的感受！ 

三、初階鑑定人員培訓課程圓滿結束，對於參與培訓的會員有志加入公會鑑定小組的，應該把握機 

會納入培養計劃以利經驗傳承！ 

四、明年度的重要工作計劃，有關需要預定場地或前置作業時間較長的如課程、大型活動、參訪等 

可以提前開始進行，以利「年度工作計劃」納編作業、預算評估！ 

十四．自由發言 

十五．散會 (請主席宣佈散會)                                           



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章 

‧111年 9月 21 日第 17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第一條：為長期維護本會會館之產權，資金借貸，將來之買賣擴充，館內設備添置及維修，會 

館長短期間之出租等，特設置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專責研議，執行及管理之。 

第二條：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由歷屆理事長，會務顧問及當屆之理事長，常務理監事 

組成之，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由當屆名譽理事長擔任之，當屆理事會推派一位常務理事 

擔任執行秘書，執行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第三條：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會計與理事會分立，設「運用基金」及「積立基金」兩專戶， 

由執行秘書掌管收支登帳，當屆監事會監督。 

第四條：會館增添設備、維修費用及抵押貸款之本息攤還應配合銀行還款計劃，由公會年度 

預算內編列專項支應，於年度預算開始，撥入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運用基金」專戶 

內運用，會館及設備長短期間之出借收入亦同，在年度結束時，剩餘經費轉入會館「積 

立基金」專戶內積存。以備它日還款及擴充會館之用。 

第五條：會館之長短期出租，另行訂定，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會館及會議室出借 

辦法，施行之。 

第六條：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研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七條：公會會館如有抵押貸款，抵押貸款保證人為當屆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委、當屆理事 

長、當屆常務監事等三人，或由委員會委員推舉之。 

第八條：會館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決議事項，須經當屆理事會之同意行之。 

第九條：本規章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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