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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第七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議程 

時  間：105年 10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3:00~5:00 

地  點：棗莊古藝庭園膳坊   〈苗栗縣公館鄉福星村館義路 43-6號 

電話:037-239088〉 

主  席：連理事長 育德                      司儀：總幹事    陳盈君 

紀錄：祕  書    曾妍菲 

 

應出席：理 事 長：連育德 

副理事長：蔡瑞鳳、羅美蓮 

常務理事：張千騏、曾銘章 

理    事：彭倩玉、湯子遷、莊金燕、林俊諺、陳建源、 

何正新、李泳興、謝偉堂 

常務監事：陳志玄 

監    事：郭添達、陳莉文、鄭勝宏、劉銘楓 

會員代表： 

列  席：  
 

一、報告出席人數『應到：18人  實到：  人   遲到：  人  

缺席：00人  請假：  人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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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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7.13 本會假竹南「竹香園餐廳」舉行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已順

利舉行完畢。 

105.07.16會員公司大邦不動產會員代表劉凱銘令千金假苗栗市海上鮮宴會館舉辦 

婚宴，本會致贈禮金並由連理事長、總幹事出席參加以表恭賀之意。 

105.07.19 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新竹市家欣樓餐廳舉行第八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07.20 總幹事至苗栗工藝園區，與工藝園區場地負責工作人員會同原配合監視

器廠商架設設備並討論教育訓練課程相關事宜。 

105.07.22 苗栗縣商業會舉辦中小商業講習會，本會由連理事長及總幹事出席參

與。 

105.07.22 本會假竹南天廚海鮮樓(竹南鎮公園五街 19號)協助推廣舉辦之「愛心處處

飄～邀您添磚加瓦愛心公益餐會」, 活動已順利進行完畢。 

105.07.23-24台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墾丁亞曼達會館召開「南區理

事長暨總幹事聯誼會」，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07.30雲林縣仲介公會張榮譽理事長 有希夫人仙逝，連理事長提前出席弔唁參

與，全聯會林理事長 正雄召開治喪委員會，本會由全聯會統一致贈奠儀，

公祭當日由連理事長出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5.07.31 會員公司大眾企業社會員代表張竣淋令千金假苗栗市苗栗農工大禮堂舉

辦婚宴，本會致贈禮金並由連理事長、總幹事出席參加以表恭賀之意。 

105.07.31 連理事長及總幹事至苗栗工藝園區，與工藝園區場地負責工作人員進行

網路遠端連線測試並討論教育訓練課程相關事宜。 

105.08.02 總幹事至苗栗工藝園區，與工藝園區場地負責工作人員進行座位表編定

排列方式並討論教育訓練課程相關事宜。 

105.08.09 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假南投寶旺萊 6號花園酒店

召開「第八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08.10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南投埔里友山尊爵酒店舉行「產

業體驗交流知性之旅」，邀請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加。 

105.08.15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台北市舉行「晉見

立法院 蘇院長 嘉全」，本會由連理事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

理事長 謄玉，出席參與。 

105.08.15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台北市天成大飯店

1 樓天采廳召開「第 7 屆第 10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連理事長、

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出席參與。 

105.08.16 總幹事分別至苗栗捐血站與竹南捐血室會勘場地並與現場工作人員討

論，確認及定位 820捐血活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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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7 總幹事再次至竹南捐血室確認活動禮贈品及送置全聯會配額禮贈品，並

與捐血室現場工作人員進行討論捐血活動流程及定位相關事宜。 

105.08.18~20 本會配合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竹

南光復路捐血室及苗栗市為公路捐血站，聯合舉辦「820房仲日-全國房

仲傳愛捐血活動」，本會捐血袋數量為 305袋，並由連理事長暨全體理監

事共同出席參與，活動圓滿順利結束，感謝各位理監事配合。 

105.08.25 總幹事至苗栗工藝園區及場地負責工作人員與內政部承辦人張小姐進行

遠端連線測試並討論教育訓練課程相關事宜。 

105.08.26 總幹事再次至苗栗工藝園區及場地負責工作人員與內政部承辦人張小姐

進行遠端連線測試並討論教育訓練課程相關事宜，已順利檢測完畢。 

105.08.26 總幹事至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呈報會員公司向本會檢舉非法業者稽查資

料，並由祕書處持續追蹤。 

105.08.29 地政處謝處長 福勝父仙逝公祭儀式，本會由連理事長、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蔡副理事長 瑞鳳、陳監事 莉文、張常務理事 千騏及總幹事出

席以表哀悼追思之意。 

105.08.31 苗栗縣商業會假頭份東北角國際宴會廳召開「第二十五屆第三次會員代

表大會」，本會由連理事長、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

羅副理事長 美蓮、郭監事 添達出席參與。 

105.09.05~07 連理事長暨理監事共同分區前往會員公司親送中秋佳節禮盒以表中

秋佳節愉快祝福之意，已順利發送完畢，感謝各位理監事配合。 

105.09.08 總幹事彙整會員公司檢舉非法業者稽查資料並轉呈苗栗縣政府地政處，

由祕書處持續追蹤。 

105.09.11 本會秘書曾妍菲假竹南鎮新龍餐廳舉辦婚宴，本會致贈禮金並由連理事

長、總幹事出席參加以表恭賀之意。 

105.09.21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南方莊園渡假飯

店亞維農宴會廳召開「第 7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連理事長、

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出席參

與。 

105.09.21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由桃園市仲介

公會承辦第 17屆『傑出金仲獎楷模』頒獎典禮假桃園市南方莊園渡假飯

店里昂國際會議廳舉行，典禮已圓滿舉行完畢，本會由連理事長、張榮

譽理事 東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曾常務理事 銘

章、總幹事，出席參加。 

105.09.22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全聯會會員代表

聯誼自強活動「桃園一日遊」，本會由連理事長、張榮譽理事 東海、蘇

榮譽理事長 祥裕出席參加。 

105.09.25 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嘉義翁聚德餐廳舉辦「嘉義、台

中聯誼活動」，邀請本會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09.29~10.03本會假苗栗工藝園區舉辦第 19期營業員再訓課程，課程已順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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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感謝各位理監事配合輪值督課。 

105.10.05 彰化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假宜蘭縣八甲休閒餐廳舉辦「聯誼

活動」，邀請本會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10.13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假屏東櫻花蝦金品大飯店召

開「第八屆第 1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與。 
105.10.16會員公司「山水不動產仲介」舉行開幕茶會，本會致贈盆景乙盆，以表 

恭賀之意。 
105.10.17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台北市天成大飯店

1樓天采廳召開「第 7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會由連理事長、蘇

榮譽理事長 祥裕、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出席參與。 

105.10.20~22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三屆澳門世

界華商高峰會,本會由連理事長出席參加。 
 

七、各委員會報告：  

教育訓練委員會   彭倩玉 主任委員    報告：  

公關服務委員會   何正新 主任委員    報告： 

編輯資訊委員會   張千騏 主任委員    報告： 

紀律仲裁委員會   陳建源 主任委員    報告： 

休閒聯誼委員會   莊金燕 主任委員    報告： 

選 務 委 員 會   曾銘章 主任委員    報告：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 

主旨：請追認新會員公司「山水不動產仲介、閏捷建設有限公司」2 家入會

案。 

說明：1、入會資料齊全並已依照手續辦理加入公會請准予追認。 

2、本會截至目前共有 133家合法之會員公司。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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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____人  同意：____人  不同意：____人 

【提案二】 

主旨：請通過 07-09月份收支財務報表，及追認中秋佳節禮盒、820捐血活動、

第 19期營業員 20小時再訓練收支報表。 

說明：請參照附件第 8頁-第 13頁。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三】 

主旨：今年度全聯會、營保基贊助形象廣告案，請討論 105年度宣導合法業者

廣告企劃草案，或以何種方式進行。 

說明：1、每年贊助款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100,000)。 

2、請參照附件第 14頁-第 16頁。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四】 

主旨：820捐血活動已順利結束，目前活動剩餘 7箱白米請討論後續處理方式。 

說明：需要的人採認購方式或捐贈弱勢團體做愛心公益。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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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五】 

主旨：建請推派「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表。 

說明： 1、省公會第八屆會員代表任期至 106年 03月，現任之會員代表為： 

      連育德、陳騰玉、蘇祥裕、陳志玄、彭倩玉、張竣淋、張千騏。 

2、本會第七屆理事會任期至 107年 05月份，請理監事推派省公會第九

屆會員代表人選 7名(任期 3年)；為使會務順利延續，以仍有意願留

任第八屆之理監事為優先順位。 

3、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四章第卅八條規定本會外派之各代表： 

(一)、公會舉派縣政府之獎懲委員、都市計劃委員、消保會委員、

縣商業會代表、省公會代表、全國聯合會代表，因故未能

親自出席達二次者，其代表資格自動喪失，依規定依次遞

補。 

(二)、公會外派之各代表，依規定應於每次理監事會議報告，其

會議內容。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六】 

主旨：請討論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活動籌備事宜。 

說明：1、日期、時間、地點。 

2、預算(紀念品、餐費)。 

3、成立籌備小組、遴選主委，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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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提案七】 

主旨：請討論中區理事長暨總幹事聯誼活動相關事宜。 

說明：1、日期、時間、地點。 

2、預算(紀念品、餐費)。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  

 

 

 

 

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九、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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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人  同意：    人  不同意：   人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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