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會之友廠商入會申請辦法 

1.目的 

透過本會會務活動推動，促進本業產學互動，建構專業知識分享平台，並強化服務會員。 

2.資格 

凡經營與室內裝修業有關產品廠商及相關服務業，均可申請加入學會。 

3.入會申請 

( 1 ) 填寫入會申請書 

( 2 ) 申請入會常年費計費方式: (詳入會申請書) 

入會時間 計費時間 

1~3月 1~12月 

4~6月 4~12月 

7~9月 7~12月至次年度 1~12月 

10~12月 10~12月至次年度 1~12月 

*續會會員須於每年 2月完成，當年度年費繳清事宜，才能享有續會當年度相關活動。

( 3 ) 繳費方式 

國泰世華銀行民權分行，代號 013活期存款 019-03-0008629 

戶名：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劉易鑫 

4.入會手續 

填寫入會申請書正本交至學會秘書處，轉呈學會之友聯誼委員會主委簽核後再通知

繳費，完成入會申請後，本會將寄發當年度學會之友會員證。 

5.學會之友廠商權利 

( 1 )享有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權利，但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2 ) CAID本會網站之學會之友專區、產品專業知識報導與互動。 

( 3 )可擁有 CAID學會學刊專欄報導權，須自行撰文提供專業研發創新等內容，內容

須經本會學刊委員會審核通過。 

廣告區 

大區  刊登 3個月 $3000 元 

小區  刊登 3個月 $1500 元 

( 入會前 5 個月免費刊登 ) 

需提供: 

1.廠商廣告圖 

規格(870*350 像素 AI檔)  

2.廠商 logo 

規格(AI 檔) 

3.廠商官網連結網址 



( 4 ) CAID本會各項活動展覽，有設攤優惠專案並有優先選位之權利，且可提供   

產品及 DM 文宣等。 

▼108.1.19(六)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學會之友廠商設攤展覽 



 

( 5 ) 廠商專業技術講座分享，結合理監事會議一同辦理。 

▼108.2.22 (五) 松下、TOTO - 專業講座分享 

松下 -門脇 康晉 執行長、TOTO -平澤正史亞洲 副社長 

 

 

 

 

 



 ( 6 ) 專業參訪 廠商/展示中心/門市，合理監事會議一同辦理。 

▼108.2.22 (五)松下 、TOTO  實體屋參訪交流 

 
( 7 )CAID工作計畫行事曆 (如下)    

108年「室在幸福，全齡無礙」系列活動內容 :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一 

108.01.19 (六)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聚知堂 

陳政雄 副教授 : 終身住宅規畫分享 

林嘉慧 建築師 : 老有所「家」 

老人建築與照護空間設計分享 

專業廠商設備展覽分享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二 

108.02.22(五) 

台北建材中心 

許華山 建築師 : 共享社區- 青銀共居 

專業廠商分享  : TOTO東陶 、Panasonic 松下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三 

108.05.16(四)-19(日) 

松菸文創園區 

「老有所家」- 高齡化成果發表及專題演講 

潘  冀 建築師 : 照護與安養機構之設計分享  

               (雙連安養中心案例分享) 

李孟杰 博 士  : 全齡智慧環境設計 

袁宗南 博 士  : 長照全齡化光的設計 

專業廠商分享 : 智慧設計×智慧化居住環境與空間設計 

職場銜接 - 學生工作營 

求職準備、面試溝通實務指南、公司企業聯合徵才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四 

108.08.16 (五) 

台南綠色魔法學院 

林憲德 教授 : 低碳室裝健康宅 

專業參訪、廠商專業技術講座分享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五 

108.10.09 (三)~13 (日) 老有所「家」- 日本長照參訪 

室在幸福，全齡無礙之六 

108.11.15 (五) 

台中 

陳上元 教授 : 智慧健康宅 

專業參訪、廠商專業技術講座分享 



7.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主辦

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瞭解相關的訊息，竭誠歡迎隨時與學會秘書處聯繫。 

 

聯絡人：賴怡君 

電  話：04-2208-0633 

傳  真：04-2208-6098 

E-mail：service@caid.org.tw 

地  址：台中市北區太原路 2段 32號 

學會網站：https://www.caid.org.tw/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AID.TAIWAN/ 
 



公司單位  

通訊地址  

聯絡人  LINE ID  

通訊電話  傳真  

E-mail信箱  

單位統編  

服務項目  服務地區  

學會之友  

之權利與義務 

一、 享有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權利，但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 CAID本會網站之學會之友專區、產品報導與互動。 

三、 可擁有 CAID學會學報專欄報導權，須自行撰文提供專業研發創新等內容，內容須經本

會學報委員會審核通過。 

四、 CAID本會各項活動展覽，有設攤優惠專案並有優先選位之權利，且可提供產品及 DM

及文宣等。 

五、 CAID本會年度會員大會廣告配合內容如下： 

（1）大會手冊內頁刊登廠商廣告一頁，請廠商提供 JPG圖檔。 

（2）大會主牆置入廠商之形象文字，請廠商提供 CI JPG圖檔。 

（3）大會現場輪播宣傳形象廣告，請廠商提供 30秒內視頻檔案。 

（4）大會不設攤，現場可發放廠商之宣傳廣告單或 DM，請廠商自行準備。 

（5）廠商享有一位名額免費參加大會晚宴聯誼餐敘。 

贊助方式 

一、 請電洽學會秘書處(04-2208-0633)索「CAID學會之友及第六屆大會廣告申請書」或 

聯絡學會電子信箱(service@caid.org.tw)索取。須由 CAID會員推薦。填寫完成申請 

書以郵寄或親洽方式送達本會，同時辦妥繳費，即完成申請手續。 

二、 收費方式請勾選(常年費用為叁萬元整)： 
□ <方案一>享刊登大會手冊廣告頁並加入 CAID學會之友廠商會員一年，費用為伍萬 
           伍仟元整。 
          (原陸萬元整，學會之友優惠為伍萬伍仟元整) 
□ <方案二>享刊登大會手冊廣告頁並加入 CAID學會之友廠商會員二年，費用為拾萬 
           捌仟元整。 
           (原拾貳萬元整，學會之友且一次繳清二年費用優惠為拾萬捌仟元整) 
□ <方案三>享刊登大會手冊廣告頁並加入 CAID學會之友廠商會員三年，費用為拾伍 
           萬元整。 

                (原拾捌萬元整，學會之友且一次繳清三年費用優惠為拾伍萬元整) 
三、 繳費方式： 

銀行匯款：國泰世華銀行民權分行，代號 013活期存款 019-03-0008629 

戶名：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劉易鑫 

如蒙繳交完成後，請將相關憑證、單據傳真至本會(傳真: 04-2208-6098)感謝您 

申請日期 108 /   /    至 109 /   /    推薦者姓名  

申請單位章: 

  

CAID學會確認章： 

 

 

 

CAID  

NO:               



 

公司單位  

通訊地址  

聯絡人  LINE ID  

通訊電話  傳真  

E-mail信箱  

單位統編  

服務項目  服務地區  

廠商會員   

之權利與義務 

一、 享有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權利，但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 CAID本會網站之學會之友專區、產品報導與互動。 

三、 可擁有 CAID學會學報專欄報導權，須自行撰文提供專業研發創新等內容，內

容須經本會學報委員會審核通過。 

四、 CAID本會各項活動展覽，有設攤優惠專案並有優先選位之權利，且可提供產

品及 DM文宣等。  

入會方式 

一、 請電洽學會秘書處(04-2208-0633)索取申請書或聯絡學會電子信箱

(service@caid.org.tw)索取。須由 CAID會員推薦。填寫完成申請書以郵寄

或親洽方式送達本會，同時辦妥繳費，即完成申請手續。 

二、 收費方式，請勾選(常年費用為叁萬元整)： 

□ <方案一>一年費用為叁萬元整。 

□ <方案二>一次繳清二年費用之廠商，費用優惠為伍萬肆仟元整。  

□ <方案三>一次繳清三年費用之廠商，費用優惠為柒萬貳仟元整。 

三、 繳費方式： 

銀行匯款：國泰世華銀行民權分行，代號 013活期存款 019-03-0008629 

戶名：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劉易鑫 

如蒙繳交完成後，請將相關憑證、單據傳真至本會(傳真:04-2208-6098)感謝您 

*提醒您，學會之友廠商期限計算方式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申請日期     108  /       /       
學會之友 

有效期限 
108 / 1 / 1  ~      / 12 / 31   

申請單位章: 

 
 

 

 

 

推薦者姓名 

會員編號 

(必須) 

 

 

 

 

CAID學會審查結果   

學會之友編號:                號 

CAID  

 



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學會 
     Chartered Association of Interior Designers, Taiwan 

學會網站-學會之友廠商入會後需提供 

一、廠商資訊 
1. 廠商 Logo  (圖 1 )  規格：AI 檔
2. 廠商廣告圖 (圖 2 )  尺寸：875x350px

3. 廠商官網連結網址

   (圖 1) (圖 2) 

二、建材/工法 知識文 （分享於學會官網、LINE群、粉絲專業） 

1. 封面圖  (圖 3 )  尺寸：1920x1280 px

2. 標題

3. 摘要段落：140 字內

4. 內    文：格式如附件 1~3 頁 (PDF檔) 

※非廣告頁面，請勿給廣告宣傳單 

三、廠商活動 Banner  ( 於學會官網主頁輪播 )

協助廠商活動宣傳 (如：學術演講、發表會…等)，內容須經本會資訊傳媒委員會審核通過。 

1. 廣告圖 （圖四）尺寸：1440x620 px

2. 活動詳細資訊   規格：JPG

3. 活動頁面連結網址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圖 4) 

(圖 3) 

廠商廣告區 
大區  刊登 3個月 $3000元 
小區  刊登 3個月 $1500元 
( 入會前 5 個月免費刊登 ) 

大區 小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