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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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梯 上課通知 
上課日期：108 年 10 月 26 日(六)~10 月 28 日(一) 

註：合併班(設計/施工) 10/26~10/28、設計單班 10/26~10/27、施工單班 10/27~10/28 
上課時間：AM8:00-P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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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技大學校內「不提供停車位」，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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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設計科目 共同科目 專業施工科目 

10/26 (星期六) 10/27(星期日) 10/28(星期一) 

8:00-8:20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學員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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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9: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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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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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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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13:10 中午休息 

13:10-14:00 空間美學與陳設設計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 1 契約與規範 

14:00-14:10 休息 

14:10-15:00 永續與創新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 2 施工管理價值 

15:00-15:10 休息 

15:10-16:00 室內環境規劃 1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1 材料與技術 1 

16:00-16:10 休息 

16:10-17:00 室內環境規劃 2 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辦作業 2 材料與技術 2 

如需變更場次者，請於 10/18(五)前洽全聯會辦理(Tel: 02-27007150) 

 

完成回訓後 2 個月 

，經營建署核准後 

核發回訓證明書。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併會 

 

10/26~10/28 第 4-2 梯次 學員名單 

 

1 合併班 陳紹平 35 合併班 郝台蘭 69 合併班 蔡和璋 

2 合併班 林軒凱 36 合併班 劉松勲 70 合併班 洪一益 

3 合併班 楊寶華 37 合併班 關中杰 71 合併班 陳錦樹 

4 合併班 簡世杰 38 合併班 王玉書 72 合併班 吳若妤 

5 合併班 謝宜衡 39 合併班 林進興 73 合併班 黃銀振 

6 合併班 蘇家怡 40 合併班 劉文君 74 施工班 洪德村 

7 合併班 江永宗 41 合併班 周厚君 75 施工班 李宗𥡪 

8 合併班 吳春美 42 合併班 陳首諭 76 施工班 周文凱 

9 合併班 徐松光 43 合併班 羅賜榮 77 施工班 徐怡嫆 

10 合併班 呂舜華 44 合併班 王麗雯 78 施工班 王元立 

11 合併班 林俊華 45 合併班 王煥文 79 施工班 胡志程 

12 合併班 張梨倫 46 合併班 賴慕璇 80 施工班 王佩琦 

13 合併班 洪承濬 47 合併班 蘇奇茂 81 施工班 程定峯 

14 合併班 許詠翔 48 合併班 趙玉珍 82 施工班 許顥鐙 

15 合併班 吳燕君 49 合併班 蔡季芳 83 施工班 李志潡 

16 合併班 陳建孚 50 合併班 方國良 84 合併班 黃沛元 

17 合併班 陳築嫻 51 合併班 蔣光騰 85 施工班 謝富貴 

18 合併班 陳素芬 52 合併班 蔡圻錕 86 施工班 王振富 

19 合併班 李鳳珍 53 合併班 林洲田 87 施工班 曾盛宇 

20 合併班 謝政男 54 合併班 劉秀彰 88 施工班 楊承庭 

21 合併班 張文浩 55 合併班 廖文治 89 施工班 林湘如 

22 合併班 王瓊敏 56 合併班 詹善寗 90 施工班 蘇佳玲 

23 合併班 鄭國陽 57 合併班 游上慶 91 施工班 陳經倫 

24 合併班 鍾淑杏 58 合併班 陳皇達 92 施工班 柯振成 

25 合併班 李延裕 59 合併班 胡有福 93 施工班 蕭沈翊 

26 合併班 王月美 60 合併班 林萬集 94 設計班 鄭樺 

27 合併班 陳玲慧 61 合併班 周美瑩 95 設計班 莊澤均 

28 合併班 林孟蘭 62 合併班 程柏源 96 設計班 白謹綸 

29 合併班 李婉宗 63 合併班 林雅菁 97 設計班 陳錦堂 

30 合併班 杜台安 64 合併班 孫龍育 98 設計班 林錦宏 

31 合併班 彭德文 65 合併班 王哲文 99 設計班 嚴允顥 

32 合併班 謝慶隆 66 合併班 馮慧敏 

 33 合併班 陳冠宇 67 合併班 李同央 

34 合併班 許玉 68 合併班 田汎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