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併會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

上課通知

上課日期：108 年 1月 25 日(五)~1 月 27 日(日)

註：合併班(施工/設計)1/25~1/27、施工單班 1/25~1/26、設計單班 1/26~1/27

上課時間：AM8:20-PM17:00 (報到時間AM8:00- 8:20)

上課地點：中國科技大學 / 格致大樓 101 演講廳 / 台北市興隆路三段 56號 (萬芳醫院捷運站)

上課須知：

1.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學員本人 身分證及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証 正本繳驗，驗畢隨即發還本人。

2. 每節課授課講師皆採隨機點名，同時要求當天簽到及簽退事宜。

3. 學員本人每節上課均需確實簽到(以正楷簽名)為主要審核條件。

下列情況則不予核發 結業證書：

◎遲到早退超過 15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參加回訓講習課程，未全程(24 小時/15 堂課)參訓者。

◎任一堂課未簽到者。

4. 學雜費含午餐(便當)。

註：上課三天均有準備午餐，需要幫您準備素食的學員，請回 E-AMIL 與我們聯繫，謝謝!

5. ※若當天遇颱風，請依台北市政府公告不上班不上課時比照辦理。

時間/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設計科目

1/25(星期五) 1/26(星期六) 1/27(星期日)

8:00-8:20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8:20-9:10 專案管理計畫 1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 1 室內設計作業流程 1

9:10-9:20 休息

9:20-10:10 專案管理計畫 2 室內防火安全與健康 1 室內設計作業流程 2

10:10-10:20 休息

10:20-11:10 工程施工管理 1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 1 室內環境規劃 1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工程施工管理 2 溝通技能與執業倫理 2 室內環境規劃 2

12:10-13:10 中午休息

13:10-14:00 契約與規範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 空間美學與陳設設計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施工管理價值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 永續與創新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材料與技術 1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1 室內規劃技能 1

16:00-16:10 休息

16:10-17:00 材料與技術 2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2 室內規劃技能 2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併會

1/25~1/27 第 3-16 梯次學員名單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班別 學號 姓名

合併 001 李建勳 合併 035 游進賢 合併 069 郭文照

合併 002 許丁吉 合併 036 吳以禮 合併 070 陳 潁

合併 003 陳國元 合併 037 陶石良 合併 071 劉家慶

合併 004 何淑宜 合併 038 邱建源 合併 072 李冠瑤

合併 005 張麗惠 合併 039 王玉麟 合併 073 陳慶宏

合併 006 郭慰君 合併 040 陳文麗 合併 074 湯正明

合併 007 陳茂迅 合併 041 洪崇國 合併 075 陳順財

合併 008 呂明遠 合併 042 紀家豪 合併 076 林正昌

合併 009 洪偉民 合併 043 黃馨慧 合併 077 郭承泰

合併 010 黃青雲 合併 044 朱台生 合併 078 王友銘

合併 011 周玉僑 合併 045 林節強 合併 079 王曉雯

合併 012 仇臺泉 合併 046 林節瑞 合併 080 陳淮勝

合併 013 楊諧 合併 047 王怡淳 合併 081 彭巧俐

合併 014 林淑敏 合併 048 黃瀞葳 合併 082 陳有力

合併 015 黎世惠 合併 049 廖正壹 合併 083 張淳雅

合併 016 洪玉樹 合併 050 黃國揚 合併 084 林裕國

合併 017 林義明 合併 051 譚懋仲 合併 085 彭秋蓉

合併 018 陳禧耕 合併 052 王照昇 合併 086 鄭金容

合併 019 張文邦 合併 053 黄定和 設計 087 鄭勝裕

合併 020 王政璽 合併 054 邱振榮 施工 088 李又馨

合併 021 王麗卿 合併 055 彭文正 施工 089 王振榮

合併 022 呂賢文 合併 056 林耀華 施工 090 許明全

合併 023 韓建泰 合併 057 江子恒 施工 091 陳欽賢

合併 024 謝慈軒 合併 058 王政平 施工 092 吳國華

合併 025 王鎮平 合併 059 皇甫明 施工 093 林銘琪

合併 026 蔡淑好 合併 060 吳沛頤 施工 094 黃于芬

合併 027 翁君雪 合併 061 宋錦發 施工 095 林山富

合併 028 成志竟 合併 062 巫華英 施工 096 鍾瑞琴

合併 029 呂昌儒 合併 063 楊雙豪 施工 097 陳文生

合併 030 孫豪侯 合併 064 陳泉昌 施工 098 郭家麟

合併 031 莊善欽 合併 065 劉麗華 合併 099 黃照治

合併 032 周達維 合併 066 施華生 合併 100 陳以唐

合併 033 林韻蓉 合併 067 陳國忠

合併 034 施學喬 合併 068 洪澤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