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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函 

機關地址：110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 
連 絡 人：周怡萱 
連絡電話：02-23775108 ext.15 
傳真電話：02-27391930 
電子信箱：chou@naa.org.tw 

受文者：各會員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6 日 

發文字號：全建師會（112）字第 001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 旨：本會訂於今(112)年 2、3、4月間舉辦「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訓

練課程」講習會(報名簡章如附件)北、中、南、東區四場次，

敬邀貴會列名協辦並請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 明： 

 一、旨揭講習會日期及地點： 

    【南區】時間：112年 2月 11日(星期六) 

            地點：高雄大學-圖資大樓 1F多媒體教室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號) 

    【中區】時間：112年 3月 11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技大樓 2F多媒體會議室 H201  

   (臺中市北區錦平街 40號)  

    【北區】時間：112年 3月 25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3F演講廳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號) 

    【東區】時間：112年 4月 15日(星期六)  

            地點：花蓮澄品飯店-B1演講廳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六街 11號) 

 二、參加費用及報名方式： 

    1、參加費用每位新台幣2,000元整。 

    2、報名方式及說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線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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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報名。 

 報名網址為：https://reurl.cc/4X7K23。 

 完成報名登錄後，若因故需取消報名者，敬請來電告知。 

    3、報名費以支票、郵政匯票、匯款單、線上刷卡方式支付。 

       抬頭「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帳號：1405-717-321701   合作金庫銀行三興分行 

 請務必將繳費證明黏貼至匯款單回傳表(如附件)，並註明單

位及參加人員姓名，傳真至02-27391930，以便確認。 

 請務必於報名後一週內完成繳費作業，若人數額滿，恕不另

行保留。 

 除線上刷卡外，以上其他付款方式，請務必回傳繳費收據。 

 4、取消報名者辦理退費之規定： 

完成報名後至開課程前三日(不含上課當日)提出退費申請者，

退還總額 80%，開課日後提出退費申請或未全程親自參與課程

者不予退費。 

 三、全程參與之學員可取得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

認可，並得納入本會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力資料庫。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臺南

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建築師公會、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苗栗縣建築師公會、彰化

縣建築師公會、南投縣建築師公會、雲林縣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建築師公會、嘉義市建

築師公會、屏東縣建築師公會、花蓮縣建築師公會、臺東縣建築師公會 

 

 

 

   理 事 長 

https://reurl.cc/4X7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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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協辦單位：本會會員公會 

一、 緣由： 

有鑑於歷年來諸多大地震皆造成國人生命及財產的重大損失，對於如何提升建

築物結構耐震能力已成為國人關切的課題，而耐震標章特別監督就是為了提升結構

安全品質所推展的認證制度，由第三方公正專業單位針對建築物的設計及施工中各

階段進行察證與核實，透過特別監督中連續性及週期性的結構施工監督，即時發現

隱藏性及不可逆性的施工缺失，並適時改正以強化工程品質，徹底提升民眾住屋安

全及品質。 

 本會秉持專業職能及社會責任，並考量服務開業建築師的需求，特舉辦耐震標

章特別監督人訓練課程，除推廣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制度之外，也期許能對國內耐

震結構品質之提升有所貢獻。 

二、講習會內容： 

    1、講習對象：開業建築師、建築相關從業人員 

    2、講習場次： 

【南區】時間：112年 2月 11日(星期六) 

               地點：高雄大學-圖資大樓 1F多媒體教室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號) 

【中區】時間：112年 3月 11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技大樓 2F多媒體會議室 H201  

      (臺中市北區錦平街 40號)  

【北區】時間：112年 3月 25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3F演講廳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號) 

       【東區】時間：112年 4月 15日(星期六)  

               地點：花蓮澄品飯店-B1演講廳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六街 11號) 

  3、名額：南區 200人、中區 200人、北區 400人、東區 50人。 

    4、洽詢電話：02-23775108 ext 15 周怡萱 

       E-mail：chou@naa.org.tw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訓練課程」講習會 

【報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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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費用及報名方式： 

    1、參加費用每位新台幣2,000元整。 

    2、報名方式及說明：  

 透過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網路報名系統，統一報名。 

 報名網址為：https://reurl.cc/4X7K23。 

 完成報名登錄後，若因故需取消報名者，敬請來電告知。 

    3、報名費以支票、郵政匯票、匯款單、線上刷卡方式支付。 

       抬頭「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帳號：1405-717-321701   合作金庫銀行三興分行 

 請務必將繳費證明黏貼至匯款單回傳表(如附件)，並註明單位及參加人員姓

名，傳真至02-27391930，以便確認。 

 請務必於報名後一週內完成繳費作業，若人數額滿，恕不另行保留。 

 除線上刷卡外，以上其他付款方式，請務必回傳繳費收據。 

4、取消報名者辦理退費之規定： 

完成報名後至開課程前三日(不含上課當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總額 80%，開

課日後提出退費申請或未全程親自參與課程者不予退費。 

 5、研習證明： 

全程參與之學員可取得參訓證明及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

可，並得納入本會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力資料庫。 

四、課程表： 

    【南區】2/11: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主持人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理事長致詞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國隆理事長 

09:30-10:20 耐震標章體制與申請流程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陳澤修 顧問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張勝南 主任委員 

 

10:20-11:1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廠驗) 

11:10-12:0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非破壞銲道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暫定) 

12:00-13:00 午     餐 

13:00-14:4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工地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https://reurl.cc/4X7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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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休    息 

14:50-16:3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RC)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法規研究委員會 

張紘聞 顧問 

16:30-17:00 綜合座談 

 
    【中區】3/11: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主持人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理事長致詞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國隆理事長 

09:30-10:20 耐震標章體制與申請流程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陳澤修 顧問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張勝南 主任委員 

 

 

10:20-11:1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廠驗) 

11:10-12:0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非破壞銲道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暫定) 

12:00-13:00 午     餐 

13:00-14:4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工地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14:40-14:50 休    息 

14:50-16:3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RC)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法規研究委員會 

張紘聞 顧問 

16:30-17:00 綜合座談 

 
    【北區】3/25: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主持人 

09:00-09:25 報      到 

09:25-09:30 理事長致詞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國隆理事長 

09:30-10:20 耐震標章體制與申請流程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陳澤修 顧問 

 

 

 

 
10:20-11:1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廠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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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0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非破壞銲道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暫定)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張勝南 主任委員 

 

 

12:00-13:30 午餐自理(發放代金) 

13:30-15:1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工地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15:10-15:20 休    息 

15:20-17:0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RC)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法規研究委員會 

張紘聞 顧問 

17:00-17:20 綜合座談 

 
 
 
    【東區】4/15: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主持人 

09:30-09:45 報      到 

09:45-09:50 理事長致詞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劉國隆理事長 

09:50-10:40 耐震標章體制與申請流程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陳澤修 顧問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認證委員會 

張勝南 主任委員 

 

10:40-11:3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廠驗) 

11:30-12:30 午     餐 

12:30-14:1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工地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14:10-15:0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鋼構非破壞銲道檢驗) 

永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宏 總工程師 (暫定) 

15:00-15:10 休    息 

15:10-16:50 
特別監督人現場執行作業

要點(RC)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法規研究委員會 

張紘聞 顧問 

16:50-17: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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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耐震標章特別監督人訓練課程」講習會  

匯款單回傳表 

單位： 姓名： 

報名場次：□2/11南區(高雄) □3/11中區(臺中) □3/25北區(新北) □4/15東區(花蓮) 

ATM 匯款帳號末 5碼： 

 
 
 
 
 
 
 
 
 
 
 

 

匯款單黏貼處 

 
    請傳真至本會 02-27391930，以利確認。TEL:02-23775108 #15 周怡萱小姐收 

tel:02-237751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