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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與 2015 年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2017 年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學金申請
歡迎報名
獎助目的：
為鼓勵國內大學相關系所學生及
博、碩士班研究生，重視物業管理服務
相關議題並藉以培養專業人才，特提出

「論文獎學金獎助」方案作為回饋社會
方案，自 2005 年迄今已辦理十二屆學

限科系，符合物業相關主題者皆可申請。
研究主題：
申請獎助的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須屬於物業管理（設施與環境維護、生
活與商業服務、資產營運與管理）範疇，且有關以下十項課題之理論發展、

實務探討、運作模式、發展策略與個案研究。
一、物業管理制度及法令之相關研究
二、物業管理產業結構及資料庫之相關研究

術論文獎助，共計 120 餘名學生獲得贊

三、物業管理維護及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

助，並藉此招募優秀人才進入本公司服

四、社區總體營造與防災相關課題之研究

務。

五、不動產資產管理與活化相關課題之研究

獎助對象：
國內公、私立大學博、碩士生，不

六、設施管理與商業支援服務相關課題之研究
七、社區生活服務需求與消費行為之關係研究
八、社區通路之開發與營運（如：網路購物、宅配等相關研究）
九、物業管理專業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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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法與相關文件 （可至台灣物業

◎指導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管理學會或東京都網頁下載申請辦法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及報名表）

◎策劃單位：東昇國際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如有疑慮請電洽(02)2393-3766
（分機 223）方小姐查詢。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贊助單位：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7 年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歡迎會員與會
各位敬愛的全體會員：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7 年屆滿
十一週年，回顧年來本屆的會務活
動，承蒙秘書長、秘書，以及各委員
會主任委員所帶領的委員們，無私奉
獻，主動投入，會務活動與出版刊物，
才能正常如期運作，理事長在此敬表
由衷的感謝。
今年會員大會，並非選舉年，除
了例行的理事會、監事會之會務報告
外，我們特意安排兩項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從「台味服務」談物業管
理服務業之新挑戰
講者：沈方正（老爺酒店集團 執行長
兼礁溪老爺酒店 總經理）
專題演講：海外投資不動產交易與物
業管理
講者：呂宗儒（川元昕建設 總經理）
演講者均是當前物業管理相關
實務界的佼佼者，可以從其嶄新的專
業背景，擬進行的專題演講主題與內
容，提供物業管理今後可發展的新方
向與新機會。期盼全體會員們，能撥
冗親臨大會，取新知、見熟友，團聚
慶祝。
本次年會特別考量深入服務團
體會員，所屬單位或公司人員也有參
與及分享機會，嘗試首創專題演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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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視訊會議方式，轉播報導一小

交誼互動機會，聽取全體會員的服務

時。學會特別出版《電子報》第五集，

需求與寶貴建議，以作為學會推動下

第 101 期~第 120 期彙集，贈送出席

一個十年會務的重要依據。

大會會員。

在此誠摯地邀請您報名，撥冗參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會員大會的

加本次會員大會活動！

與會會員將提供以下資料文件：
1.
2.

《會員大會手冊》一冊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招生簡章

3.

《電子報》彙集第五集 一冊

4.

贈送: 台味服務-沈方正帶路

簽名書乙本

更多相關消息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頁或粉絲頁

茲為瞭解會員對本會會務發展與執行的期待，以利規劃今後會務活動
方向及方式，乃舉辦《2017 年 會務發展暨活動問卷調查表》
，歡迎
學會全體會員填寫，網址：https://goo.gl/nmIi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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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孟理事長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7 年 03 月 15 日

老資產新科技 中市文化資產處首設虛擬實境體驗室
台中市文化資產處，首度於台中

一套虛擬實境眼鏡及電腦系統，初期

無距離且方便的管道，了解台中市文

文創園區設立虛擬實境體驗室，藉由

以歷史建築「台中刑務所演武場」園

化資產。

「老資產、新科技」的結合，讓民眾

區導覽為主，未來期待將內容擴充至

文化資產虛擬實境室目前限每

戴上 VR 眼鏡，在單一空間內即可遍

台中市每處文化資產建物，民眾戴上

週三及週五下午 2 點到 5 點開放預約

覽文化資產建物內外特色，提供參訪

眼鏡就可以在單一空間中走透透各

體驗，每人每次限時 3 分鐘。預約方

古蹟歷史建築的全新經驗。

文資景點，體驗文化之旅。

式：週一到週五，10：00-12：00；

市府文化局表示，引進時下最夯

台中市文化資產逐年增加，截至

的虛擬實境科技，即希望改變民眾一

目前古蹟計有 50 處，為推廣古蹟文

般對古蹟及歷史建築參觀的嚴肅印

化資產，也為便利國外人士參訪台中

象，歡迎民眾來進行虛擬實境體驗，

市古蹟之需，特地編印英文版、日文

更自由親近的接觸不同文化資產。

版和中文版的《台中市古蹟簡介》紙

文化局指出，因是首度設置，目

本摺頁，並在文化資產處網站上提供

前文化資產虛擬實境體驗室內先設置

電子檔供民眾下載，提供民眾即時、

14:00-17:00 ， 採 電 話 預 約 0422290280 分機 614。

2017 年 03 月 14 日
記者馬瑞君/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5nyqNb

美國新創公司在 24 小時內「印」出一間房子
用水泥來 3D 列印建物並不稀
奇，不過一間來自舊金山的新創團隊，
這次在 24 小時內透過他們的技術，
直接在俄羅斯蓋了一間 3D 列印的
房子，這就真的是滿厲害的了。Apis
Cor 利用一個類似工地吊臂透過一
般卡車就能運送的 3D 列印機，將一
間房子的大部分結構都給透過水泥給
層層疊疊地「印製」了出來 -- 說是大
部分，主要是因為像是窗框、結構填
充、屋頂等工程，都還是要靠人工的
方式進行，但透過 3D 列印建築物的
主體，還是為工程省下了不少時間，
並可提供相當高的設計彈性，且能降
低建置成本。
這間由 Apis Cor 所打造的完整

層樓高而且就之前工法示範影片看

內便可以製作出一間相當有設計感的

房子，佔地約 38 平方公尺，僅有一

來，應該也沒有地基。不過 24 小時

安身之所，配合美金一萬出頭的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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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這樣一單位的建物，價位基本上
可以說是比很多汽車還便宜了呢。

其 實 就 目 前 的 展 示 看 來 ， Apis
Cor 主要是展示了自己技術的潛能，

了吧。
影片：https://goo.gl/W0UhJe

除了低廉許多的蓋房成本外，

先讓人理解透過 3D 列印製造一間

Apis Cor 的 3D 列印機還能在相當

具備基本功能的房子已經並非空談，

極端的環境下工作 -- 可以在攝氏

而若是要進行更進階的工程應用，看

零下 35 度內進行列印，但就要搭配

起來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就看他

大帳篷，才能不受風雪影響。單一吊

們還有其他廠商是否能以此為基礎，

臂的工作範圍大致上在圓心半徑內

搭配傳統的工法來建造出更具規模的

4-8.5 公尺，高度則是支援到最高

建築了 -- 其實在 Apis Cor 的影片

2017 年 03 月 08 日

3.1 公尺，最大施工面積約為 132

中，也有看到搭配鋼筋的建造方式，所

ENGADGET

平方公尺內。

以更進階的應用應該早就在計劃當中

https://goo.gl/V5rhd3

丹麥打造全世界第一個無碳城
丹麥哥本哈根社區大學的校長，

城有間也名為卡爾斯伯格郡的啤酒

會當作蓄水池，儲存夏天時的驟雨，

Laust Joen Jakobsen 從他的辦公室

廠，酒廠歷史悠久，但於 2008 年搬

當作附近花園的用水。劇場的屋頂擺

望向外面，窗外是一個小型的空地，

遷了。此後，政府希望大刀闊斧改革

滿太陽能板以供電，甚至還蒐集地下

有籃球場、有草地，在夏天時將會開

這城市，計畫以該城作為無碳計畫的

水，供劇場的冷氣機的冷卻之用。

滿花。但幾個月前，他從同一張窗戶

試驗站。

望出去時，窗外只是停車場與住宅建

城市獨一無二的腳踏車道與各

為了達成全世界第一個無碳城，

個街道結合。為了方便騎腳踏車的居

丹麥政府規定居家必須做垃圾分類，

民，火車站特別移近了 750 呎的距

這個共 11000 學生與職員的大

分類的種類高達十種，以確保資源回

離，以鼓勵更多人可以騎腳踏車上下

學 ， 位 於 卡 爾 斯 伯 格 郡 (Carlsberg

收的效率能達到最高。只要不能再度

班。在這裡，當舊的建築被拆掉時，

Byen)。該郡是哥本哈根 20 億美元的

利用的垃圾，就會被焚化爐給焚燒，

超過 96%的原始材料將被再度利用，

都市發展計劃中的一部分，哥本哈根

焚燒的熱氣將提供住宅冬天時的暖

供新建築使用。省下了上千噸的二氧

希望在未來十年內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氣。主管機關也確保每個建築的資源

化碳排放量，也省下了建築費用，新

零二氧化碳排放的首都。

都能更被有效利用，他們也改善大眾

建築更保有了舊建築的繁華風貌。

築。對於景觀的改變他感到開心。

2006 年的卡爾斯伯格郡樣貌並

運輸工具，以及加裝再生能源系統，

卡爾斯伯格郡的都市計畫充滿

非如此。當時人口外移，到處是工廠，

例如風力及太陽能發電設備。此外，

野心又有創意，但又讓全世界充滿期

勞動階級的住宅，外加惡名昭彰的妓

居民被強力鼓勵要以腳踏車代步，即

待。當都市計畫完工之後，相信這城

院及毒販。都市改造者闢出了一塊

便開車，都市中有 2/3 的車是油電混

市將會成為全世界都市計畫效法之

600 百多萬平方呎的區域，政府也第

和車或電能車。

地。

一次要求全丹麥的住戶都要遵守各地

除了居民的努力，都市建築上他

區嚴格的節能省碳規定。從那時起，

們也更用心。城市設計者計畫將城市

改變了卡爾斯伯格的樣貌。當時，該

的圓形劇場擴建成兩倍大，一部分將
5

2017 年 03 月 08 日
記者琪拉/HiNet 新聞
https://goo.gl/tbI5yJ

申請綠建築 北市：4 月起需繳保證金
台北市建管處表示，通過「綠建

定「綠建築保證金及維護費用管理辦

造人完成規定事項後，都發局才會歸

築保證金及維護費用管理辦法」，預

法」
，經市政會議通過後，2017 年 4

還保證金，若起造人未依規定辦理，保

定 2017 年 4 月施行，依規定，起造

月施行。

證金可不予退還。

人須繳納保證金，若建築物造價新台

依綠建築自治條例規定，非公有

建管處說，至於「維護費」
，若建

幣 1 億元，需繳保證金 500 萬元，

新建物應取得綠建築標章，但綠建築

築物造價 1 億元，維護費須繳交 77 萬

違規可不退還。

標章評定，則是取得使用執照後才能

5000 元，起造人繳納費用後，由管理

進行，為讓起造人主動取得標章，特

委員會或負責人向都發局申請綠建築

別訂定保證金制度。

維護費，並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建築管理工程處今天說，綠建築
自治條例從 2014 年發布實施後，非
公有的新建物須取得綠建築標章，且

建管處說，起造人分別領取建造

「台北市綠建築保證金及維護費

要繳納一筆「保證金」，此外，新建

執照以及使用執照前，需繳納各一半

用管理辦法」公告實施後會刊登台北

物以及申請都市更新綠建築設計容

保證金，保證金是按工程造價 5％計

市政府公報，歡迎民眾上網閱覽。

積獎勵新建物的起造人，也要提列一

算，目前共有 14 案。

筆綠建築「維護費」。
為規範繳費詳細內容，台北市訂

2017 年 03 月 08 日

建管處舉例，假設建築物造價 1

中央社

億元，保證金須繳交 500 萬元，當起

https://goo.gl/hP7W98

與日本三菱地所物管合資成立公司 南山人壽跨足物業管理
座落於台北信義計畫區的台北

淨高辦公空間，引進全台最穩定的高

比例為日本三菱地所物管公司占

南山廣場即將落成，南山人壽於

速雙層電梯，打造為東亞頂級商業辦

70%，南山人壽占 30%，而日本三菱

2017 年 3 月 13 日宣布，與日本三

公大樓。

地所物業管理股份公司是日本物業管

菱地所物業管理公司合資成立「南山

此外，在軟體服務上，南山人壽

理的領導品牌，在租戶服務數、員工數

廣場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也力求媲美國際頂級商辦服務品質，

和受託管理的總樓地板面積均名列前

司」，這不僅是國內首家與國際級外

因此，首創國內壽險業先例，與外資

茅，其中在東京車站所處的丸之內地

資企業合資成立物業管理公司的壽

合資成立物業管理公司，透過與日本

區，有 60%以上的商辦大樓均委託其

險公司，也是日本三菱地所物管首度

物業管理領導品牌三菱地所物管公

管理，這次與南山人壽合資，也是日本

在海外設立合資公司。

司合資，將其於日本成功建立的營運

三菱地所物管首度在海外設立合資公

南山人壽 2012 年標下世貿二館

管理與物業服務技術，移轉至南山物

司。

地上權開發案，並以國際級建築標準

管公司，並量身定作專屬於台北南山

打造台北南山廣場，包括採用全亞洲

廣場的管理制度與服務規範，提供租

最安全且可抗 16 級以上風壓之外牆

戶與訪客國際級的物業管理服務。

帷 幕 、 並 提 供 最 穩 定 的 24 小 時

南山人壽表示，南山物管公司成

100%供電備援，友善舒適的 3.2 米

立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0 萬元，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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