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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第八屆第五次理事會 會議議程 

 

時間：109 年 09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3 點整 

 

地點：公會辦公室（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二段 41 號） 
 

主席：羅理事長 美蓮                                      司儀：總幹事  張圖騰 

紀錄：秘  書  詹明芸 

 

 

應出席：理 事 長：羅美蓮 

        副理事長：蔡瑞鳳、郭添達 

        常務理事：李泳興、鄭勝宏 

        理    事：鍾金水、羅倫勇、劉慧閔、溫碧誼 

                  林柏佑、林億霖、張淳喬 

        

 

         

列席：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賴監事 彥儒 

一、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12 人   實到：8 人   遲到：0 人  

             缺席：0 人     請假：4 人   列席：3 人』 

二、 主席宣佈開會： 

三、 審查本次會議議程： 

四、 介紹長官及貴賓： 

五、 主席致詞： 

六、 會務報告： 

壹、 總幹事報告： 

貳、 秘書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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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21 本會假竹南好房東舉行「第八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已順利舉行完畢。 

109.05.22 張總幹事 圖騰於上午 10 點至會員公司 立家地產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宜。 

109.05.24 會員公司欣隆泰不動產有限公司 苗栗富旺加盟店舉行開幕，本會致贈盆景乙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表達祝賀之意。 

109.05.26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臻愛花園飯店舉辦『第八屆第十三次理

監事聯席會』，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及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出席參與。 

109.06.01 會員公司九鼎不動產有限公司 會員代表陳中吉因病住院，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慰問並

致水果禮盒乙份以表慰問。 

109.06.12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假苗栗地政事務所舉辦『109 年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座談會』，本會由羅理事

長 美蓮、鄭常務理事 勝宏、林理事 億霖、賴監事 彥儒、張監事 千騏、劉監事 彧銘、張

總幹事 圖騰及詹秘書 明芸出席參與。 

109.06.16~19 本會假苗栗工藝園區舉辦第 50 期不動產營業員 30 小時新訓課程，課程已順利結束，感

謝李常務理事 泳興、鄭常務理事 勝宏、溫理事 碧誼、羅理事 倫勇、劉監事 彧銘、林理

事 億霖、林理事 柏佑及張總幹事 圖騰配合輪值督課。 

109.06.18 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假南投縣經典大飯店舉辦『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暨第十屆理監事選舉』，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郭副理事長 添

達、張理事 淳喬、賴監事 彥儒及張總幹事 圖騰出席參與。 

109.06.23 本會假苗栗縣工藝園區舉辦第 50 期不動產營業員 30 小時新訓測驗已順利結束，感謝羅理事

長 美蓮、郭副理事長 添達、蔡副理事長 瑞鳳、張理事 淳喬及張總幹事 圖騰配合監考。 

109.07.27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和樂宴會館舉辦『第八屆第十四次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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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聯席會議』，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出席參與。 

109.07.27 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假和樂餐廳宴會館舉辦『第九屆、第十屆理事長

交接暨第十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蘇榮譽理事

長 祥裕及張總幹事 圖騰出席參與以表祝賀之意。 

109.07.28 台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晶英酒店舉辦『第二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本會由羅理

事長 美蓮、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及張總幹事 圖騰出席參與以表祝賀之意。 

109.07.29 本會名譽理事長 陳永胤仙逝，由羅理事長 美蓮、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及張總幹事 圖騰出席

捻香哀悼以表追思之意。 

109.07.29 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假鄉野餐廳舉辦『第十、十一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

本會致贈高架花籃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蔡副理事長 瑞鳳及李常務理事 泳興出席參與以表

祝賀之意。 

109.08.04 本會名譽理事長 陳永胤仙逝，致高架花籃乙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陳創會理事長 銘安、蘇

榮譽理事長 祥裕、蔡副理事長 瑞鳳、郭副理事長 添達、羅理事 倫勇、林理事 柏佑、張

監事 千騏及張總幹事 圖騰出席哀悼以表追思之意。 

109.08.06 苗栗縣政府假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2 樓 A201 會議室舉辦『苗栗縣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

推動費頒贈典禮』，本會由蔡副理事長 瑞鳳出席參與。 

109.08.06 本會假蘭庭農莊花園舉辦「第八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已順利舉行完畢。 

109.08.14 本會假蘭庭農莊花園舉辦「第八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已順利舉行完畢。 

109.08.18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820 房仲公益日誓師大會暨不動產

交易安全宣導活動」，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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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0 本會假苗栗捐血站及竹南捐血站舉辦「820 捐血活動」，活動已順利舉行完畢。 

109.09.04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天成大飯店舉辦「第八屆第 15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參與。  

109.09.07 新竹縣林為洲立委令慈仙逝，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以表哀悼之意。 

七、 各委員會報告： 

教育訓練委員會 溫碧誼 主任委員  報告： 

 

公關服務委員會 鍾金水 主任委員  報告： 

 

編輯資訊委員會 劉慧閔 主任委員  報告： 

 

紀律仲裁委員會 羅倫勇 主任委員  報告： 

 

休閒聯誼委員會 林柏佑 主任委員  報告： 

 

選 務 委 員 會 李泳興 主任委員  報告： 

八、 討論提案： 

【提案一】 

  主旨：請追認新會員公司「永成不動產」、「詠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仕承國際不

動產有限公司」、「有芳鄰物業有限公司」入會及「永均不動產有限公司」、「永

勁不動產企業社」、「大樸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退會。 

  說明：1、入會資料齊全並依照手續辦理加入公會請准予追認。 

        2、本會截至目前共有 130 家合法會員公司(不含停業)。 

 

                                                    提案人：秘書處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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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請通過 4 月至 6 月收支財務報表及第 50 期營業員新訓收支表。 

  說明：請看附件第 5 頁至第 8 頁。 

 

提案人：秘書處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三】 

  主旨：請通過會員代表大會收支表。 

  說明：請看附件第 9 頁。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四】 

  主旨：請討論中秋禮金事宜。  

  說明：1、本年度因疫情影響將不致贈禮盒改為禮金 2000 元。 

        2、匯款方式將扣除 30 元手續費。 

        3、匯款帳戶一律為公司名稱之帳戶不可使用負責人之帳戶。 

        4、至公會請取請攜帶公司大小章簽收。 

        5、領取時間為 9/21-9/30。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五】 

  主旨：請討論本屆理監事參訪行程暨自強活動。  

  說明：1、公會補助 10,000 元/1 人，眷屬自付。 

        2、環島四天三夜。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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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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