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年 Sick House 

培訓二級診斷士資格認證檢定報名簡章  
 

主旨： 
有鑒於最近協會常常接到室內設計師及業主打電話來要求完工後進行甲

醛(HCHO)及懸浮微粒(PM10)檢測，甚至業主完工後自行找人檢測發現濃度超

標比環保署規定的高出許多，尾款拒付層出不窮進而向法院提告，為了能夠

讓我們裝修業在設計階段及完工後自保，避免不必要的糾紛發生，特舉辦本

二級診斷士資格認證。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成立是以追求「永續發展與人本健康」

為目的，建立一套「評定診斷方法與機制」，來協助設計者、施工者及消費

者進行客觀的性能評定，並做為『預防設計與診斷改善』的依據。本會透過

與日本 NPO シックハウス診断士協会(Sick House Consultants Associatio

n, Japan)，取得授權、編譯出版「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應試教科書」(シ

ックハウス診断士-二級受験テキスト)，並由日方提供考題與日本 NPO シッ

クハウス診断士協会同步舉辦「二級診斷士」國際資格認證，協助相關人員

掌握專業優勢，增加自我的競爭力。 

考試及報名事項： 
      一、證照名稱：日本 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 

     二、報考資格：建築與室內設計裝修相關人士、大專院校學生及一般社會 

大眾對健康室內環境議題興趣者皆可報名。 

      三、考試地點：台北場、台中場、高雄場。(於考試前 30 日公佈於協會網站) 

※每場開班名額預定 30 人，以報名繳費順序為優先，如有異動另行通 

知學員，經本人同意後移至其他考場應試或退回費用。 

      四、上課日期：暫定 10 月份星期六、日、二天、考試 105 年 12 月 10 日。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 年 8 月 15 日截止。 

      六、培訓報名費：依身分別區分（含二天課程，二級應試教科書及考試費用）。 

         ※為本會會員檢附 105 年度會員證書，以 NT$8,800 元計費。 

         ※各地方室內設計裝修公會會員以 NT$9,800 元計費。 

         ※在校學生檢附學生證明，以 NT$7,800 元計費。 

※其他一般民眾以 NT$12,000 元計費。 

         ＊若為之前已參加過培訓或者重考者，費用為 1800 元，須檢附培訓結

              業證書影本或准考證或收據等相關證明＊ 

七、報名方式： 
          【郵寄報名】報名者請於 105 年 8 月 15 日前，填寫報名表並貼妥繳款 

 
憑證和附件後，郵寄至：420 台中市五權南路 175 號 7 樓之 6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收。 

               
      八、繳費方式：一律以匯款方式，繳交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銀行匯款帳號：701-10-082126，第一銀行高雄分行，總行代號：00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十、協會網址：http://www.twasbc.org/    E-MAIL： twa.sbc@msa.hinet.net 
     聯絡人：陳小姐 電話:04-22605159 傳真:04-22657887 
 
 



 

 2016 年培訓 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資格認證檢定   

□報 名 表  
 

 
 
 
 
 
 

姓名  性別 □男□女 
（正式報名時）

請黏貼光面 

彩色相片二張 

※不得使用 

  合成照片 

聯絡 
電話 

 
行 動 
電 話 

 
服務

單位
 

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  另一張請浮貼 

應考場地 □台北場     □台中場     □高雄場 

報名 
身份別 

□為本協會會員檢附 105 年度會員證書，NT$8,800 元 
□各地方室內裝修公會會員 NT$9,800 元 
□在校學生檢附學生證明 NT$7,800 元 

□為其他一般民眾 NT$12,000 元 

收據開立 
□ 個人 
□ 機構（抬頭：                                 ） 

身份證影本 
（正面） 

身份證影本 
（反面） 

繳款憑證

黏貼欄 惠請將銀行匯款收據或 ATM 轉帳交易明細表貼於此欄 



     2016 年 Sick House 

函授二級診斷士資格認證檢定報名簡章  
 

主旨： 

    為因應室內空氣品質管理辦法，目前國內建築類型中，辦公建築與住宅之

室內環境具高密度人員數、長時間室內工作以及較多制式材料裝修等特點，且

平均待在室內時間約佔百分之 90 以上；然而，「病態住宅」的產生大都發生在

「新建建築完工」或「既有建築改建裝修」等階段，與設計者、施工者及使用

者關係密不可分，長期影響居住的健康安全。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成立是以追求「永續發展與人本健康」為

目的，建立一套「評定診斷方法與機制」，來協助設計者、施工者及消費者進

行客觀的性能評定，並做為『預防設計與診斷改善』的依據。本會透過與日本

NPO シックハウス診断士協会(Sick House Consultants Association, Japa

n)，取得授權、編譯出版「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應試教科書」(シックハウ

ス診断士-二級受験テキスト)，並由日方提供考題與日本 NPO シックハウス診

断士協会同步舉辦「二級診斷士」國際資格認證，協助相關人員掌握專業優勢，

增加自我的競爭力。 

考試及報名事項： 

      一、證照名稱：日本 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 

     二、報考資格：建築與室內設計裝修相關從業人士、大專院校學生及一般社會 

大眾對健康室內環境議題興趣者皆可報名。 

      三、考試地點：台北場、台中場、高雄場。(於考試前 30 日公佈於協會網站) 

※每場開班名額預定 30 人，以報名繳費順序為優先，如有異動另行通

知學員，經本人同意後移至其他考場應試或退回費用。 

      四、考試日期：暫定 105 年 12 月 10 日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 年 8 月 15 日截止。 

      六、報名費用：依身分別區分（含二級應試教科書、考試費用）。 

         ※為本協會會員檢附 105 年度會員證書，以 NT$5,000 元計費。 

         ※各地方室內設計裝修公會會員以 NT$6,000 元計費。 

         ※在校學生檢附學生證明，以八折 NT$4,800 元計費。 

         ※其他一般民眾 NT$8,000 元計費。 

         ＊若為之前已參加過培訓或函授重考者，費用為 1800 元，須檢附培訓

結業證書影本或准考證或收據等相關證明＊ 
      七、報名方式： 
 

【郵寄報名】報名者請於 105 年 8 月 15 日前，填寫報名表並貼妥繳款憑證 
 
和附件後，郵寄至：420 台中市五權南路 175 號 7 樓之 6 社團法人台灣 
病態建築診斷協會收。 

               
      八、繳費方式：一律以匯款方式，繳交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銀行匯款帳號：701-10-082126，第一銀行高雄分行，總行代號：00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九、協會網址：http://www.twasbc.org/    E-MAIL： twa.sbc@msa.hinet.net 
     聯絡人：陳小姐 電話:04-22605159 傳真:04-22657887 



 

 2016 年函授 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資格認證檢定   

           □報 名 表  
 

 
 

       

姓名  性別 □男□女 
（正式報名時）

請黏貼光面 

彩色相片二張 

※不得使用 

  合成照片 

聯絡 
電話 

 
行 動 
電 話 

 
服務

單位
 

通訊地址 □□□ 
 

電子郵件  另一張請浮貼 

應考場地 □台北場     □台中場     □高雄場 

報名 
身份別 

□為本會會員檢附 105 年度會員證書，NT$5,000 元 
□各地方室內裝修公會會員 NT$6,000 元 
□為在校學生檢附學生證明 NT$4,800 元 

□其他一般民眾 NT$8,000 元 

收據開立 
□ 個人 
□ 機構（抬頭：                                 ） 

身份證影本 
（正面） 

身份證影本 
（反面） 

繳款憑證

黏貼欄 惠請將銀行匯款收據或 ATM 轉帳交易明細表貼於此欄 



    

 
          

會員編號：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名  生日 年   月  日 手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        
市

縣       區鄉

鎮村       路

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 

E-mail  學歷  

服務單位  職稱  

個人會員 

□室內裝修設計業、入會費 1500 加 105 年下半年費用 1500 合計 3000 元 

□相關室內空氣研究人員   室內裝修業       (簡述) 

□ Sick House 一級診斷士資格證資格          證號 

□ Sick House 二級診斷士資格證資格          證號 

□ 室內環境品質相關之公司團體 

榮譽會員 
□ 個人會員 ╴╴╴╴╴╴ 推薦 

□ 團體會員 ╴╴╴╴╴╴ 推薦 

檢附相關 

文件 

個人會員：身分證影本、診斷士資格證影本或相關之證明文件、2 吋彩色照片 2 張 

榮譽會員：身分證影本、2 吋彩色照片 2 張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審查結果 審核人 

會員類別：□個人會員  

          □榮譽會員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402 台中市南區五權路 175 號 7 樓之 6 

TEL:04-22605159       FAX:04-22657887 

繳款日期：                                          鍵檔日期： 

 



 

會員類別 入會資格 

個人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室內裝修設計相關行業，年滿二十歲，填寫入會申請書，

經理事會（理事會成立前由籌備委員會代之）資格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後，

得為個人會員。 

榮譽會員 

凡認同本會工作宗旨之團體或個人，由個人會員或廠商會員二人推薦，經理

事會通過邀請之，為榮譽會員。 

※榮譽會員即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入會申請及繳款方式辦法： 

1. 入會費用一覽表： 

會員類別 入會費／第一年 常年會費／年 檢附資料 

個人會員 NT$1,500 

下半年費連同入會費

3,000 元       

以後每年 NT$ 3,000

1. 身分證影本 

2. 相關裝修會員證明文件 

3. 診斷士資格證影本 

4. 2 吋彩色照片 2 張 

榮譽會員 NT$1,500 NT$ 3,000 
1. 身分證影本 

2. 2 吋彩色照片 2 張 

2. 繳費方式： 

    a.親自至協會聯絡處繳納－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路 175 號 7 樓之 6 

    b.銀行匯款－帳號：701-10-082126，第一銀行高雄分行，總行代號：007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c.開立支票，掛號郵寄  ※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傳真至協會聯絡處或連同入會申請書寄回協會聯絡處，請註明收據抬頭）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402 台中市南區五權路 175 號 7 樓之 6 

TEL:04-22605159   FAX:04-22657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