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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記錄 

 

時間：10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3 點整 

 

地點：欣桂竹園餐廳(苗栗縣頭份市中興路 499 號) 

 

主席：羅理事長 美蓮                                    司儀：總幹事  葉瑞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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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圖騰、劉慧閔、溫碧誼 

                  林柏佑、林鑫辰、林億霖、張淳喬 

        常務監事：曾豐富 

        監    事：賴彥儒、謝偉堂、劉彧銘、張千騏 

列席： 

一、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19 人   實到：13 人   遲到：2 人  

             缺席： 人     請假：4 人   列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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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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2 會員公司德泰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中信房屋頭份中央加盟店舉行開幕，本會致贈高腳花

籃乙對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陳榮譽理事長 騰玉、林理事 柏佑、曾常務監事 豐富、謝監

事 偉堂、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參與表達祝賀之意。 

107.08.02 苗栗縣商業會假「東北角餐廳」舉辦與基隆市商業會姐妹會聯誼餐敘，由羅理事長 美蓮

出席參與。 

107.08.03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欣誼泰不動產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

事宜。 

107.08.03 本會假公館「巧軒餐廳」舉行第八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已順利舉行完畢。 

107.08.16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德鴻不動產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

宜。 

107.08.16 羅理事長 美蓮稽查本縣非法打廣告，並前往頭份區域進行稽查。 

107.08.16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首璽不動產開發企業社協助輔導項地政處備查相

關事宜。 

107.08.19 820 房仲日捐血活動假竹南捐血站順利舉行完畢。 

107.08.20 820 房仲日捐血活動假苗栗捐血站順利舉行完畢。 

107.08.22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眾群不動產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宜。 

107.08.30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鏈家地產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

宜。 

107.08.29~31 本會假苗栗工藝園區舉辦第 24 期不動產營業員 20 小時複訓課程，課程已順利結束，

感謝各位理監事配合輪值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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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4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東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

事宜。 

107.09.18 本會假於頭份市公所中山堂舉辦 107 年度教育訓練專業講座「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課程已順利結束，感謝林秀銘講課及會員公司參與。 

107.09.20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臺南雅悅會館 5 樓召開「第八屆第二

次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羅理事長 美蓮出席

參與。 

107.09.20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假雅悅會館臺南館舉辦「第 19 屆傑出

金仲獎楷模頒獎典禮暨金仲獎之夜晚會」本會由張榮譽理事長 東海、蘇榮譽理事長 祥裕、

羅理事長 美蓮、詹秘書 明芸出席參與。 

107.09.28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祥舜地產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

宜。 

107.10.03 銅鑼地政事務所召開「三義鄉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蔡副理事長 瑞

鳳出席參與。 

107.10.04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長虹房屋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

宜。 

107.10.04 銅鑼地政事務所召開「銅鑼鄉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

出席參與。 

107.10.05 銅鑼地政事務所召開「西湖鄉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蔡副理事長 瑞

鳳出席參與。 



頁 4 / 13 

 

107.10.05 竹南地政事務所召開「竹南鎮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溫理事 碧誼、

劉理事 慧閔出席參與。 

107.10.08 竹南地政事務所召開「造橋鄉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羅理事長 美蓮

出席參與。 

107.10.09 苗栗地政事務所召開「頭屋鄉 108 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本會由劉監事 彧銘出席

參與。 

107.10.11 創會理事長夫人「謝端容」競選總部成立，本會致贈落地盆景乙盆並由羅理事長 美蓮出

席參與表達祝賀之意。 

107.10.12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日進不動產企業社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

宜。 

107.10.12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1 點至會員公司 東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

事宜。 

107.10.17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東協國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

相關事宜。 

107.10.18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10 點至會員公司 翊庭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協助輔導地政處備

查相關事宜。 

107.10.23 會員公司大興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會員代表曾貴蘭之女「陳怡樺」競選總部成立，本會致贈

落地盆景乙盆以表祝賀之意。 

107.10.30 會員代表莊金寶 水清淨公司喬遷新廠，本會致贈落地盆景乙盆並由葉總幹事 瑞煌出席參

與表達祝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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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31 葉總幹事 瑞煌於早上 9 點 30 分至會員公司 皇家不動產協助輔導地政處備查相關事宜。 

107.10.29~11.01 本會假苗栗縣工藝園區舉辦第 46 期不動產營業員 30 小時新訓課程已順利結束，

感謝各位理監事配合輪值督課。 

107.11.07 本會假苗栗縣工藝園區舉辦第 46 期不動產營業員 30 小時新訓測驗已順利結束，感謝教

育訓練委員配合監考。 

七、 各委員會報告： 

教育訓練委員會 溫碧誼 主任委員  報告：略 

 

公關服務委員會 鍾金水 主任委員  報告：略 

 

編輯資訊委員會 林鑫辰 主任委員  報告：107 年度形象廣告企劃書已送

出。 

 

紀律仲裁委員會 羅倫勇 主任委員  報告：略 

 

休閒聯誼委員會 林柏佑 主任委員  報告：部分會員公司開幕及競選總部成

立，依照章承辦理致贈花圈花籃。 

 

選 務 委 員 會 李泳興 主任委員  報告：略 

 

八、 討論提案： 

【提案一】 

  主旨：「辰昇開發有限公司」、「曜全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普羅旺斯貿易有限公司」、

「順盈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辦理註銷及「玉山不動產仲介開發有限公司」

辦理停業，「永春不動產經紀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入會。 

  說明：本會截至目前共有 125 家合法之會員公司。 

 

                                                    提案人：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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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9 人 同意：9 人 不同意：0 人 

蔡瑞鳳副理事長及林億霖理事因事提早離席。 

 

 

【提案二】 

  主旨：請通過 7 月到 10 月收之財務報表。 

  說明：請參照附件第 5 頁到 8 頁。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如附件通過。 

出席：9 人 同意：9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三】 

  主旨：安排理監事出席外縣市活動之輪值表及順序。 

  說明：1.郭添達、林柏佑 

        2.蔡瑞鳳、張千騏 

        3.鄭勝宏、張圖騰 

        4.賴彥儒、劉慧閔 

        5.謝偉堂、林億霖 

        6.曾豐富、張淳喬 

        7.劉彧銘、林鑫辰 

        8.李泳興、鍾金水 

        9.羅倫勇、溫碧誼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 

出席：9 人 同意：9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四】 

  主旨：討論 108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 

  說明：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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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保留提案於下次會議再審。 

出席：9 人 同意：9 人 不同意：0 人 

 

【提案五】 

  主旨：理事 林柏丞離職乙案。 

  說明：因於「欣達泰不動產有限公司」離職，故失去會員代表及理事資格。 

提案人：理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通過。(依照章程規定辦理)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劉慧閔理事因事提早離席。 

 

【提案六】 

  主旨：請討論本會教育訓練給予會員代表報名費優惠乙案。 

  說明：依據本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提出改進，健全會員代表之福利。 

提案人：監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不予通過。 

出席：8 人 同意：0 人 不同意：8 人 

 

【提案七】 

  主旨：請討論本會婚喪喜慶及差旅費修訂研擬辦法。 

  說明：依據本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提出改進，健全財務會計審核。 

提案人：監事會 

  決議：經理事會決議保留提案於下次會議再審。 

出席：8 人 同意：8 人 不同意：0 人 

 

九、 臨時動議： 

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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