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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受文者：本會秘書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公安全聯字第 1010914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一、二、三、四(公安吉祥物動漫) 

主旨：「閉門造車的官員管不了民苦」！「政府不當政令可知迫使民眾無謂損失

難以計數」？針對內政部營建署不食人間煙火，於民國 101 年 1 月 9 日

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20 號不當函釋，溯及既往要求無裝修合格證

明之申報人補辦室內裝修審查許可，嚴重影響人民權益（詳如說明），

惠請  尊敬的民意機關代表、監察單位、官員、各組織團體及先進賢

達，共同為民發聲請命，以廢除不合宜的政令惡法。 
說明： 

一、申報書要求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關於「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申報書」（其中 F1-1 申報書「檢附文件 12 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及 F1-5 申報結果通知書「查核結果表不合格項目□

12.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要求申報人（即業者）須檢附室內裝修合格

證明文件（樣張見附件一），按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1 年 1 月 9 日內

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20 號函釋「…申報人無法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文件者，專業檢查人應就該檢查簽證項目，提具改善計畫書…」

（附件二），經本會於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公安全聯鈺字第

101032201 號函建請內政部營建署修改刪除，惟內政部營建署以旨揭函

文已有明示在案，請依函釋規定辦理為由，即不理本會的建議。 
二、查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係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二(總統令中華

民國 84 年 8 月 2 日華總(一)義字第 5659 號增訂)規定授權，於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訂定發布，其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不同，內政部營建署又何以在

申報書表混戰互綁？相互逾越該業專業檢查人員的簽證權責？突顯中

央無能之卸責表現。 
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於民國 85 年發布後，一直到民國 92 年才由

臺北市政府核發全國第一張室內裝修合格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

法於民國 85 年發布實施，惟因相關配套措施未盡周延，所以全國各縣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100 
          號 3 樓之 9 
承 辦 人：戚霞 
聯絡電話：02-23651260 轉 18 
傳  真：02-23640421 
電子郵件：tabporg@yahoo.com.tw 
網    址：www.tabp.org 



2 
 

市政府皆未能立即配合該法辦理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臺北市政府也

是一直到民國 92 年以後才有針對營業場所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民國

92 年以前全國各縣市政府並無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的單位，簡言之，

前揭法令發布與各地方政府執行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存有時間上的落

差，所以對於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至各縣市政府開始執行核發室內裝

修合格證的期間，因為該期間全國各地方政府未辦理核發室內裝修合

格證，所以這些營業場所並無所謂的「室內裝修合格證」，今（101）
年內政部營建署函釋要求追溯至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嚴格執行，實是

無理。 
四、過去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函釋採雙軌並行，今（101）年否定過去函釋，

變更函釋採用單軌制並追溯至民國 85 年：關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內

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87 年（內政部 87.1.2 台內營字第 8609035 號函）及

民國 89 年（內政部營建署 89.10.05 營署建字第 37634 號函）解釋函令

採雙軌並行；即「建築物無法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者如經檢查認為

合格，得由專業檢查人員簽證負責」或是「建築物具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者必須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併同由專業檢查人員要再重複檢查之」

雙軌方式，今（101）年內政部營建署否定(87 年)、(89 年)解釋函令，

強制函釋採用單軌制－應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併同由專業檢查人員

要再重複檢查之」，並追溯至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要求無裝修合格

證明之申報人補辦室內裝修審查許可，內政部營建署如此輕率函釋不

但擾民且會使申報人面臨諸多問題，例如：「過去申報人有補辦室內

裝修且經專業檢查人簽證合格，惟其材料證明無法提供，是否逼迫偽

造文書；向黑市購買材料證明單據充數」、「逼迫業者無端拆除歷年

安檢合格原已完善之室內裝修，再額外花費數十萬至數億元費用重新

辦理室內裝修」、「現行室內裝修有推行綠建材，且不同年度比例亦

不相同，而早期並無綠建材使用比率規定」等問題。內政部營建署應

考察民間實際情形，而不是閉門造車，應多聽取人民的聲音，苦民所

苦，體恤民情。 
五、茲列舉一案例說明：有一個經營補習班的業者在民國 86 年針對其經營

場所辦理室內裝修，所使用的裝修材料係依當時的法令規定辦理，符

合當時防火安全的規定，惟因事隔多年當時的裝修材料證明單據都未

留存，過去幾年來，每次依法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皆委由

合法的專業檢查機構對其經營場所進行檢查，並經專業檢查人員檢查

認為合格並簽證負責，所以過去每次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都

合格，惟今（101）年因為內政部營建署規定要求民國 85 年 5 月 29 日

以後的建築物申報人要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因為無法提出室

內裝修合格證明，所以今（101）年進行申報遭市政府以此為由退件。

業者經營場所都沒有改變，過去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都合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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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因內政部營建署函釋，使這些業者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都變

不合格（附件三）？這樣合理嗎？ 
六、各縣市政府對營建署函釋的遵循作法不一：目前各縣市政府尚未嚴格

遵循執行內政部營建署的旨揭函釋，有些縣市政府知實務操作的困難

性及體恤民情，而仍維持過去實施雙軌並行的制度，但已有地方政府

遵循內政部營建署的旨揭函文，要求申報人（即業者）應檢附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文件，導致很多申報案件遭退件，已引起多數申報人的反

彈，抱怨「過去辦理建築物公安申報都合格，建築物都沒有變更，為

何今年申報就變不合格？」、「若要嚴格執行，公務部門的建築物亦

要以身作則，率先辦理室內裝修，才來要求百姓辦理室內裝修…」

等。 
七、若內政部營建署執意要求各縣市嚴格執行旨揭函文並追溯至民國 85

年，受影響的層面難以計數，將造成旅館業、餐飲業、補習班、工

廠、政府機關、辦公室等申報不合格，須重新辦理室內裝修，預期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不合格案件將會迅速竄升，民怨四起（附件

四）。近期本會不斷接獲各地公會團體、專業檢查人及企業主的抱怨

電話，請求本會基於公益及為民服務據理力爭，本會擬協助擴大召開

公聽會訴諸民意以昭公信，希望與各立法委員（關注中央政令）、縣

市議員（疏通地方行政便民權宜及解民怨）、工商團體（請所屬企業

主知悉因應且避為法）及專業人士，共同為民發聲請命，去除不合宜

的政令惡法，一起維護人民的基本權益。 
八、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相關諮詢服務及建議，請洽中華民

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地址：台北市中正

區羅斯福路三段 100 號 3 樓之 9，電話：（02）2365-1260 分機 18，
傳真：02-23640421，聯絡人：戚霞。 

 
 

正本：立法委員陳學聖國會研究室、丁守中委員、孔文吉委員、尤美女委員、王廷升委員、王育敏委

員、王金平委員、王進士委員、王惠美委員、田秋堇委員、江啟臣委員、江惠貞委員、何欣純

委員、吳宜臻委員、吳育仁委員、吳育昇委員、吳秉叡委員、呂玉玲委員、呂學樟委員、李昆

澤委員、李俊俋委員、李桐豪委員、李貴敏委員、李慶華委員、李應元委員、李鴻鈞委員、邱

文彥 委員、邱志偉委員、邱議瑩委員、林世嘉委員、林正二委員、林佳龍委員、林岱樺委

員、林明溱委員、林郁方委員、林國正委員、林淑芬委員、林滄敏委員、林德福委員、林鴻池

委員、姚文智委員、柯建銘委員、段宜康委員、洪秀柱委員、紀國棟委員、孫大千委員、徐少

萍委員、徐欣瑩委員、徐耀昌委員、翁重鈞委員、陳其邁委員、陳明文委員、陳亭妃委員、陳

唐山委員、陳根德委員、陳淑慧委員、陳雪生委員、陳超明委員、陳節如委員、陳碧涵委員、

陳歐珀委員、陳鎮湘委員、馬文君委員、高志鵬委員、高金素梅委員、張嘉郡委員、張慶忠委

員、張曉風委員、許忠信委員、許添財委員、許智傑委員、曾巨威委員、葉宜津委員、費鴻泰

委員、黃文玲委員、黃志雄委員、黃昭順委員、黃偉哲委員、楊玉欣委員、楊應雄委員、楊曜

委員、楊瓊瓔委員、楊麗環委員、詹凱臣委員、廖正井委員、廖國棟委員、管碧玲委員、蔡正

元委員、蔡其昌委員、蔡煌瑯委員、蔡錦隆委員、蔣乃辛委員、趙天麟委員、鄭天財委員、鄭

汝芬委員、鄭麗君委員、劉建國委員、劉櫂豪委員、潘孟安委員、潘維剛委員、盧秀燕委員、

盧嘉辰委員、蕭美琴委員、薛凌委員、賴士葆委員、謝國樑委員、魏明谷委員、簡東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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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清標委員、羅明才委員、羅淑蕾委員、蘇清泉委員、蘇震清委員、監察院王建煊院長、監察

院陳進利副院長、監察李復甸委員、周陽山委員、高鳳仙委員、黃煌雄委員、趙榮耀委員、杜

善良委員、洪昭男委員、陳永祥委員、葛永光委員、劉玉山委員、尹祚芊委員、吳豐山委員、

洪德旋委員、陳健民委員、楊美鈴委員、劉興善委員、沈美真委員、余騰芳委員、馬以工委

員、程仁宏委員、葉耀鵬委員、錢林慧君委員、李炳南委員、林鉅鋃委員、馬秀如委員、黃武

次委員、趙昌平委員、基隆市黃景泰議長、基隆市宋瑋莉副議長、基隆市藍敏煌議員、詹春陽

議員、謝守男議員、呂美玲議員、韓良圻議員、張漢土議員、陳東財議員、何淑萍議員、游祥

耀議員、張芳麗議員、莊榮欽議員、楊石城議員、張錦煌議員、施世明議員、蔡適應議員、沈

義傳議員、陳志成議員、莊錦田議員、洪森永議員、秦鉦議員、鄭林清良議員、陳江山議員、

鄭怡信議員、蘇仁和議員、張耿輝議員、蘇財發議員、蔡旺璉議員、高辜惠珍議員、朱瑞祥議

員、臺北市吳碧珠議長、臺北市周柏雅副議長、台北市莊瑞雄議員、賴素如議員、潘懷宗議

員、林瑞圖議員、陳政忠議員、吳思瑤議員、陳建銘議員、何志偉議員、黃平洋議員、林世宗

議員、汪志冰議員、李彥秀議員、黃珊珊議員、闕枚莎議員、高嘉瑜議員、吳世正議員、陳義

洲議員、江志銘議員、王孝維議員、李建昌議員、秦慧珠議員、洪健益議員、許淑華議員、張

茂楠議員、王鴻薇議員、陳永德議員、戴錫欽議員、陳孋輝議員、王正德議員、楊實秋議員、

陳玉梅議員、王世堅議員、簡余晏議員、梁文傑議員、葉林傳議員、王浩議員、林晉章議員、

林國成議員、吳志剛議員、劉耀仁議員、鍾小平議員、郭昭巖議員、應曉薇議員、顏聖冠議

員、童仲彥議員、周威佑議員、林奕華議員、李新議員、歐陽龍議員、徐佳青議員、李慶元議

員、秦儷舫議員、王欣儀議員、厲耿桂芳議員、陳錦祥議員、阮昭雄議員、李慶鋒議員、 陳
彥伯議員、李芳儒議員、李傅中武議員、新北市陳幸進議長、新北市陳鴻源副議長、新北市鄭

戴麗香議員、呂子昌議員、蔡錦賢議員、陳文治議員、何淑峯議員、蔣根煌議員、黃林玲玲議

員、張晉婷議員、蔡淑君議員、陳科名議員、陳明義議員、賴秋媚議員、宋明宗議員、李翁月

娥議員、李余典議員、鄭金隆議員、李倩萍議員、陳啟能議員、黃桂蘭議員、李坤城議員、胡

淑蓉議員、林國春議員、張宏陸議員、王淑慧議員、曾煥嘉議員、劉美芳議員、李婉鈺議員、

周勝考議員、黃俊哲議員、廖裕德議員、江永昌議員、林秀惠議員、張瑞山議員、金瑞龍議

員、陳錦錠議員、游輝廷議員、邱烽堯議員、金介壽議員、連斐璠議員、許昭興議員、洪佳君

議員、吳琪銘議員、陳世榮議員、林銘仁議員、彭成龍議員、黃永昌議員、高敏慧議員、王明

麗議員、歐金獅議員、陳永福議員、金中玉議員、劉哲彰議員、陳儀君議員、許正鴻議員、顏

世雄議員、白珮茹議員、沈發惠議員、廖正良議員、周雅玲議員、夷將‧拔路兒議員、忠仁．

達祿斯議員、楊春妹議員、王建章議員、桃園縣邱奕勝議長、桃園縣李曉鐘副議長、桃園縣邱

佳亮議員、吳宗憲議員、郭蔡美英議員、陳賴素美議員、周玉琴議員、張火爐議員、李家興議

員、徐其萬議員、王淳長議員、邱奕勝議員、傅淑香議員、劉曾玉春議員、徐景文議員、沐平

波議員、梁為超議員、梁新武議員、張運炳議員、葉明月議員、蔣中千議員、羅文欽議員、謝

彰文議員、舒翠玲議員、莊玉輝議員、劉邦鉉議員、李月琴議員、張肇良議員、徐玉樹議員、

許清順議員、李訓求議員、陳麗莉議員、呂宏仁議員、萬美玲議員、廖輝星議員、黃景熙議

員、邱素芬議員、黃婉如議員、陳宗義議員、林政賢議員、詹江村議員、黃智銘議員、黃哲鍾

議員、陳美梅議員、呂林小鳳議員、趙正宇議員、張文瑜議員、呂淑真議員、劉茂群議員、陳

治文議員、李柏坊議員、楊朝偉議員、林俐玲議員、許森能議員、李雲強議員、李麗珠議員、

陳治文議員、李柏坊議員、楊朝偉議員、陳泰宇議員、吳春芳議員、洪國治議員、陳瑛議員、

新竹市謝文進議長、新竹市孫鍚洲副議長、新竹市鄭宏輝議員、林智堅議員、張祖琰議員、余

邦彥議員、鄭正鈐議員、陳文正議員、鍾淑英議員、曾資程議員、段孝芳議員、羅文熾議員、

謝希誠議員、魏秀珍議員、許修睿議員、許文棟議員、田雅芳議員、鄭正宗議員、呂於台議

員、彭昆耀議員、吳青山議員、吳秋穀議員、蔡錕鈺議員、陳清全議員、李姸慧議員、蕭志潔

議員、林漢淇議員、吳國寶議員、林耕仁議員、陳啟源議員、鄭成光議員、賀玉燕議員、新竹

縣陳見賢議長、新竹縣林為洲副議長、新竹縣何淦銘議員、葉芬英議員、鄭美琴議員、高偉凱

議員、林保光議員、蘇明輝議員、林志華議員、陳栢維議員、吳淑君議員、吳菊花議員、黃永

傳議員、史金象議員、黃金樓議員、鄭清漢議員、吳寀璇議員、劉良彬議員、嚴永秋議員、陳

英樓議員、林保祿議員、張志弘議員、林政良議員、吳勝松議員、羅吉祥議員、林思銘議員、

郭遠彰議員、盧東文議員、上官秋燕議員、邱振瑋議員、陳正順議員、林光榮議員、曾安勝議

員、趙一先議員、宜蘭縣張建榮議長、宜蘭縣李清林副議長、宜蘭縣江碧華議員、江聰淵議

員、賴瑞鼎議員、林岳賢議員、吳福田議員、蔡文益議員、曹乾舜議員、吳宏謀議員、張漢東

議員、黃浴沂議員、林水金議員、陳福山議員、陳鴻禧議員、黃素琴議員、劉添梧議員、吳秋

齡議員、謝志得議員、黃適超議員、沈德茂議員、林朝旺議員、游祥德議員、楊政誠議員、張

秋明議員、邱素梅議員、李志鏞議員、簡德旺議員、陳金麟議員、林棋山議員、陳正男議員、



5 
 

簡海樹議員、陳孝仁議員、陳來賜議員、苗栗縣游忠鈿議長、苗栗縣陳明朝副議長、苗栗縣禹

耀東議員、涂春榮議員、鄭碧玉議員、胡忠勇議員、詹運喜議員、傅學煥議員、孫素娥議員、

賴源順議員、張家靜議員、黎旭欽議員、韓茂賢議員、劉寶鈴議員、邱紹俊議員、巫恒昭議

員、李聰祥議員、劉秋東議員、張太陽議員、謝芳紋議員、蔡平偉議員、謝端容議員、陳碧華

議員、李文斌議員、鄭秋風議員、林寶珠議員、羅雪珠議員、李貴富議員、鍾福貴議員、陳永

賢議員、溫志強議員、邱秋琴議員、楊慶汶議員、楊恭林議員、徐欽鴻議員、潘秋榮議員、黃

月娥議員、彰化縣謝典霖議長、彰化縣許原龍副議長、彰化縣賴岸璋議員、黃秀芳議員、林滄

喜議員、顧黃水花議員、曾世勇議員、黃育寬議員、黃千宴議員、林茂明議員、唐鎮林議員、

張東正議員、林維浩議員、葉寧鋒議員、梁禎祥議員、凃淑媚議員、林聖哲議員、陳秀寶議

員、楊竣程議員、阮厚爵議員、賴清美議員、尤瑞春議員、柯振杯議員、陳錦玉議員、黃寶隆

議員、陳素月議員、江瑞演議員、張雪如議員、曹明正議員、游振雄議員、賴炳輝議員、葉麗

娟議員、陳重嘉議員、楊福建議員、張永泉議員、陳玉姬議員、歐陽蓁珠議員、劉錦昌議員、

蕭淑芬議員、洪麗娜議員、蕭延青議員、劉淑芳議員、李俊諭議員、江熊一楓議員、李浩誠議

員、洪宗熠議員、吳淑娟議員、陳一惇議員、洪和炉議員、陳榮妹議員、雲林縣蘇金煌議長、

雲林縣林逢錦副議長、雲林縣李建昇議員、張和平議員、江文登議員、賴淑娞議員、黃耀煌議

員、林琨富議員、李建志議員、陳河山議員、周秀月議員、簡慈坊議員、沈銘恭議員、林朝寶

議員、鐘俊興議員、王秋足議員、蔡東富議員、蔡秋敏議員、黃凱議員、沈宗隆議員、王士壬

議員、黃進一議員、李健福議員、陳瑞雄議員、謝翠蓮議員、陳俊龍議員、廖清祥議員、廖秋

萍議員、李明哲議員、鄭玲惠議員、廖錦珠議員、李合同議員、王鐵道議員、蘇金煌議員、鄭

東來議員、林深議員、林建鴻議員、王清貴議員、張素蘭議員、林哲凌議員、黃文祥議員、蔡

岳儒議員、蔡孟真議員、翁水上議員、林逢錦議員、南投縣何勝豐議長、南投縣潘一全副議

長、南投縣賴燕雪議員、宋懷琳議員、于秀英議員、林憶如議員、蔡明源議員、莊文斌議員、

游宏達議員、陳翰立議員、李添興議員、曾芳春議員、許粧議員、林昆熠議員、簡景賢議員、

廖宜賢議員、廖梓佑議員、張經魁議員、簡沛霖議員、林永鴻議員、陳倩月議員、陳淑惠議

員、謝明謀議員、陳昭煜議員、吳瑞芳議員、許素霞議員、蔡宜助議員、康誌合議員、廖志城

議員、許阿甘議員、戴世詮議員、吳國昌議員、黃志學議員、王彩雲議員、史清水議員、陳國

雄議員、嘉義市林承勳議長、嘉義市邱芳欽副議長、嘉義市張榮藏議員、黃國村議員、蔡永泉

議員、黃秋澤議員、郭明賓議員、郭美玲議員、傅大偉議員、戴寧議員、黃露慧議員、張敏琪

議員、嘉義縣余政達議長、嘉義縣張明達副議長、嘉義縣官文樹議員、林寶瓶議員、黃傑議

員、楊秀玉議員、詹家甄議員、劉敬祥議員、賴瓊如議員、王幸悅議員、何旭昇議員、林于玲

議員、林秀琴議員、黃嘉寬議員、葉孟龍議員、賴朝崙議員、吳思蓉議員、郭芳宜議員、陳保

仁議員、葉和平議員、詹金繪議員、李國勝議員、郭西川議員、陳怡岳議員、黃嫈珺議員、蔡

奇璋議員、蔡鼎三議員、翁聰賢議員、陳鳳梅議員、顏蔡淑惠議員、侯清河議員、陳柏麟議

員、曾亮哲議員、詹黃素蓮議員、蔡文基議員、羅士洋議員、汪志敏議員、台南市賴美惠議

長、台南市郭信良副議長、台南市張世賢議員、賴惠員議員、陳進雄議員、李退之議員、蔡育

輝議員、侯澄財議員、謝財旺議員、郭秀珠議員、吳通龍議員、陳文賢議員、楊麗玉議員、蔡

蘇秋金議員、陳朝來議員、蔡秋蘭議員、梁順發議員、李文俊議員、林志聰議員、林全忠議

員、王峻潭議員、郭國文議員、李坤煌議員、林宜瑾議員、林燕祝議員、施重男議員、林慶鎮

議員、陳秋萍議員、郭清華議員、黃麗招議員、林炳利議員、王錦德議員、陳怡珍議員、謝龍

介議員、唐碧娥議員、李宗富議員、邱莉莉議員、洪玉鳳議員、李文正議員、盧崑福議員、王

定宇議員、曾順良議員、陳文科議員、蔡旺詮議員、陸美祈議員、曾培雅議員、莊玉珠議員、

林美燕議員、蔡淑惠議員、陳進益議員、張伯祿議員、陳特清議員、杜素吟議員、曾王雅雲議

員、蔡玉枝議員、曾秀娟議員、高雄市許崑源議長、高雄市蔡昌達副議長、高雄市林富寶議

員、鍾盛有議員、林義迪議員、李長生議員、張文瑞議員、陳明澤議員、蘇琦莉議員、陳政聞

議員、許福森議員、翁瑞珠議員、陸淑美議員、李蕙蕙議員、陳麗珍議員、林瑩蓉議員、張豐

藤議員、陳玫娟議員、黃石龍議員、李眉蓁議員、藍星木議員、周鍾議員、林芳如議員、錢聖

武議員、吳利成議員、張勝富議員、李喬如議員、連立堅議員、蔡金晏議員、陳美雅議員、黃

柏霖議員、黃淑美議員、康裕成議員、鄭新助議員、洪平朗議員、童燕珍議員、曾俊傑議員、

林武忠議員、郭建盟議員、周玲妏議員、莊啟旺議員、蕭永達議員、吳益政議員、顏曉菁議

員、陳慧文議員、張漢忠議員、劉德林議員、李雅靜議員、陳粹鑾議員、蘇炎城議員、徐榮延

議員、林國正議員、曾麗燕議員、李順進議員、鄭光峰議員、林宛蓉議員、陳麗娜議員、陳信

瑜議員、韓賜村議員、黃天煌議員、洪秀錦議員、俄鄧‧殷艾議員、柯路加議員、伊斯坦大‧

貝雅夫‧正福議員、唐惠美議員、屏東縣林清都議長、屏東縣劉水復副議長、屏東縣議員、李

世斌議員、蔣家煌議員、李清聖議員、蘇義峰議員、曾義雄議員、林亞蒓議員、黃國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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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名璋議員、張金文議員、施蘇貴美議員、唐玉琴議員、林明順議員、許國華議員、宋麗華議

員、江維屏議員、吳亮慶議員、葉明博議員、尤慶賀議員、何春美議員、王景山議員、潘淑真

議員、黃明榮議員、潘長成議員、徐榮耀議員、曾勳任議員、盧文信議員、許馨勻議員、王志

豐議員、劉淼松議員、林郁虹議員、盧同恊議員、鄭寶川議員、李香蘭議員、郭再添議員、黃

斯平議員、何輝能議員、周碧雲議員、王啟敏議員、楊嘉慶議員、林玉花議員、林亞相議員、

張榮志議員、曾瓊慧議員、王薇茗議員、潘裕隆議員、柯富國議員、林玉如議員、潘政治議

員、連正勝議員、林輝雄議員、李冀香議員、許天賜議員、杜春生議員、花蓮縣楊文值議長、

花蓮縣賴進坤副議長、花蓮縣蔡啟塔議員、魏嘉賢議員、莊枝財議員、施金樹議員、謝國榮議

員、李秋旺議員、劉曉玫議員、施慧萍議員、何禮臺議員、張峻議員、蕭文龍議員、張正治議

員、黃振富議員、邱永双議員、徐雪玉議員、葉鯤璟議員、林春生議員、游美雲議員、王燕美

議員、潘富民議員、龔文俊議員、笛布斯顗賚議員、余夏夫議員、林秋美議員、楊德金議員、

孫永昌議員、陳英妹議員、陳修福議員、黃輝寶議員、陳長明議員、呂必賢議員、台東縣饒慶

鈴議長、台東縣陳宏宗副議長、台東縣張國洲議員、陳志峰議員、林參天議員、李建智議員、

謝明珠議員、田石雄議員、吳景槐議員、黃秋議員、鄭安定議員、張卓然議員、張清忠議員、

許進榮議員、林東滿議員、李振源議員、李錦慧議員、林琮翰議員、陳‧藍姆洛議員、王清堅

議員、蔡義勇議員、江堅壽議員、張萬生議員、嚴惠美議員、劉純歌議員、胡秋金議員、余忠

義議員、基隆市政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宜蘭

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臺中市政府、雲林縣政府、嘉

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花

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內政部、基隆市議會、臺北市議會、新北市議會、桃園縣議會、新竹

市議會、新竹縣議會、宜蘭縣議會、苗栗縣議會、臺中市議會、彰化縣議會、雲林縣議會、南

投縣議會、嘉義市議會、嘉義縣議會、臺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屏東縣議會、花蓮縣議會、

臺東縣議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台中市商業總會、高雄市工業

總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建築學會、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士)協會、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電機技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消防協會、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消防設備師

公會、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台北縣消防設備士公會、台北縣消防設備師公會、基隆市商業

會、基隆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台北市商業

會、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新北市商業會、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

會、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商業

會、桃園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

公會、新竹市商業會、新竹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

木材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竹

縣商業會、新竹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室內設計裝

修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商業會、宜蘭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

業公會、宜蘭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裝潢材料商業

同業公會、苗栗縣商業會、苗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

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商業會、台中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室內設

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商業會、台中縣土木包工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消防器材

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商業會、彰化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土木包工業商業同

業公會、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商業會、

雲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商業會、南投縣土

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商業會、嘉義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土木包工商業同

業公會、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裝潢

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商業會、嘉義縣建築材

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商業會、台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

公會、台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商業

會、台南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台南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消防工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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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商業會、高雄縣建築材料

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室內設

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高

雄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商業會、屏東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

會、屏東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裝潢材料商業

同業公會、花蓮縣商業會、花蓮縣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

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裝潢材料商業同業公會、

台東縣商業會、台東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建

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冷凍空調學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台

灣省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社團

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台北市結構工程

工業技師公會、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中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高雄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公會、中華

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苗栗縣旅館公會、屏東

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館公會、中華民國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全聯會）、

台灣省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省聯會）、基隆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

公會、台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南

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桃園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彰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

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旅行商業同

業公會、嘉義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

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

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屏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

會、花蓮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大台中補習教育事業協會、嘉義市補習教育發展協會、雲林縣補習教育協

會、台中市補教協會、嘉義縣補教協會、嘉義市補習教育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短期補習教育事

業協會、高雄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台北市補習教育事業協會、中華民國社會教育事業全國聯

合會、基隆市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圖書教育用品同業公會、桃園縣圖書教育用

品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宜

蘭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苗栗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圖書教育用品商

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

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

業公會、嘉義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南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圖書

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

會、屏東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圖書教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圖書教育

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竹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新竹縣室內設計裝修

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

同業公會、嘉義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台

南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各大媒體、

（本會暫確認未擾民的地方議員縣市無郵寄） 
副本：本會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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