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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總幹事講習班 報名中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招生
中，歡迎踴躍報名。

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附件二—請依所須類別勾選）
，選填梯次別志願，繳交

上課日期：

最近二個月內 2 吋脫帽半身彩色照片（光面紙）一式四張，背面正楷

2017 年 7 月 22-23 日.7 月 29-30 日

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報名類別。

（每周六、日上課）

二、繳交學經歷證明文件。

上課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10 號 2 樓

三、繳交相關工程經驗之工作資歷證明文件，如報名技術服務人員應檢附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 號出口 中華大學台

勞保卡影本或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

北教育中心)

註冊方式：

報名截止日期：106 年 6 月 22 日（四）

(一)學員資格經初審核可者，本會工作人員將個別以電話通知上課。

簡章下載：

(二)學員於收到上課通知後，於指定日期時間至本會辦理註冊繳費及領取

http://tipm.org.tw/Certification_3.html

教材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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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表
附件二—招生報名表
報名表(1)：請勾選參訓類別，每張
只限一類
報名表(2)：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報名表(3)：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
文件影本黏貼處
報名表(4)：具結書
敬請及早完成報名，額滿即止
聯絡地址：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電話：02-2531-3162
傳真：02-2531-3102 陳婉玲小姐。
網址：http://tipm.org.tw/
信箱：service@tipm.org.tw
※ 完成報名手續贈:台灣物業管理學報
乙冊※
三人以上團體( 同時)報名者減免學費
1000 元

106 年度『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2. 104 年 5 月 1 日前領得建築物使

新北市自升格直轄市起已經歷

識，發揮守望相助精神，落實節能減碳

經將近 6 個年頭，隨著各項建案的

工作，使新北市成為最美麗、最適宜居

興建與完工，城市的面貌正在一點一

住的城市。

滴的改變，而人口與社區數目是快速

參選資格：

管理維護評選獲選第一名者，本

成長累積，由於觀念、生活習慣和法

(一) 公寓大廈社區應同時符合下列二

次不得參選。

令常識不同的緣故，容易產生許多糾

用執照者。
(二) 曾於 104 年度公寓大廈（國宅）

項資格者，始得參加評選活動。

紛。為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質、建立優

1.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理

質社區及塑造「友善、宜居」城市，

組織，並於 104 年度至 106 年

依據「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度經轄內各區公所依公寓大廈管

實施要點 「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

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准予成

選活動實施要點」，特辦理「優良公

立或改選報備有案者或依國民住

寓大廈評選活動」，鼓勵市民積極參

宅條例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宅社

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培養社區意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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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曾於 105 年度獲選爭鋒人氣獎
項者，本次不得參選。
計畫時程：
一、 報名時間： 106 年 5 月 1 日
起 至 5 月 31 日 止。
二、 報名方式：檢送「評選活動資料」
及「社區創意短片」至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詳如活動說明（授權本
府得不拘形式使用其內容，作
為公益及公務使用）。
三、 初選： 106 年 7 月 20 日前
評選出進入複選之社區。

四、 複選： 106 年 8 月 1 日 至
9 月 9 日。

獎社區。

五、 網路人氣投票：複評結束後為

(一) 至入圍複選之公寓大廈住
宅社區實地評選。

期兩週。
六、 頒獎：決選六十日內。

(二) 開會評定優良公寓大廈得

現代集居規範- 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之啟示
您會吃飯嗎？也許，您認為會吃

必須學習集居規範。但是，如何制定

此平凡一件事，卻彰顯真誠服務的溫

飯乃天經地義的事。但您能吃好一頓

規範？誰來指導？如何學習？這是

馨表現，身為市民的我心存感謝，有

好飯嗎？那就不是容易喔，必須要學

一個嚴肅課題。

所感言。今天就講這則發生在 5 月 3

習才能有的能力。現代城市集居住房，

本文介紹新北市政府出版一本

日，「住在公寓大廈您不可不知的幾

道理一樣，能懂的集居規矩且融合居

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指導市民如

件事」新書發表會及記者會之故事始

住公寓大廈，不是每位住戶本來就有

何集居公寓大廈，猶如指導市民能吃

末。

的能力。因此有緣集居彼此同棟住房，

好一頓好飯，住好一棟好房，雖然如

新聞報導一：公寓大廈住戶爭議多不可不知的十件事情
（2017/5/4 記者黃靜萍報導/卡

城市」，囊括新北市政府相關措施，

通報及幸福捕手，增進社區住戶之間

優新聞網）社區住戶常因為樓梯間堆

包含優良公寓大廈評選、高風險家庭

相互關懷，促進鄰里和諧。

放雜物或是停車位被占用，彼此鬧不
愉快，甚至對簿公堂。新北市工務局將
公寓大廈常遇到的爭議，以淺顯易懂
的漫畫圖文方式彙集成冊，透過實用、
活潑、通俗的範例，釐清民眾的觀念及
見解，也希望能減少住戶間的爭議。本
書共分為四個章節，首篇「公寓大廈管
多大？」
，先讓閱讀者對公寓大廈管理

範圍及對象有概念；第二篇「住戶不可
不知的十件事」
，集結了住戶常見的十
項疑義，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讓民眾知
道遇到該類問題時，相關的法令規定
及處理方式。第三篇「輕鬆管理社區之
天龍八步」，將社區管理列出八個步
驟，只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任何人
都能輕鬆管理社區；最後一篇「點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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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二：全台首創公寓大廈手冊輕鬆搞定樓頂尬樓咖大小

（ 2017/5/4

作 者 林 湘 慈

/MyGoNews）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舉

間爭執，厝邊頭尾樓上與樓下的住戶
都能和樂融融。

行「住在公寓大廈您不可不知的幾件

新書發表會上，還特別邀請到為

事知識+Ⅱ」新書發表會，由副市長侯

本書執筆序言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起

友宜主持。侯友宜表示，現行都市型

草人戴東雄大法官、李永然律師、中

態社區，住戶彼此連結緊密，很容易

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聯會榮譽理事長

動輒引起大小磨擦，因此社區住戶常

林根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黃

尋求公部門出面調解，新北市政府為

世孟及新北市公寓大廈維護商業同業

了讓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推廣至民

公會蕭德銘理事長等人到場，也請到

間，出版全台第一本以漫畫圖文系列

105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獲獎社

叢書「住在公寓大廈您不可不知的幾

區共同見證；同時請到在市府擔任公

件事知識+Ⅱ」
，期許透過淺顯易懂的

寓大廈志工的熱心民眾蒞臨，感謝志

圖文解說，讓市民朋友對社區管理觀

工擔任政府與市民間橋樑，協助解決

念更加清晰、有條理，進而減少住戶

社區大小事。

我為新書寫序言，參加新書發表會及記者會，有所感動，從前述新聞報導內
容，整理四項話題:(一)台灣公寓大廈集居生活糾紛百態，(二)必須制定公寓大廈集
居規範，(三)如何制定公寓大廈集居規範，(四)公寓大廈集居講情理法之現代啟示。

一、台灣公寓大廈集居生活糾紛百態

問題全出現在不法使用與管理辦法。

界裡，必定存在另外幾層次的作用力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舉辦過 2014、

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內容，主

道，其中一項就是人為制定的空間用

2015 兩年度，物業管理年度十大新

要列出不可不知的十件事情，包括陽

途使用規範。人為制定空間的使用規

聞票選活動，當前公寓大廈之生活糾

台設置鐵窗、停車位、門廳鞋櫃、漏

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空間可以更安

紛與訴訟課題，譬如【公安事故責任

水、調處委員會、店面或室內大面積

全、更舒適、更健康的持續使用。

歸屬】外牆剝落傷人算誰的？管委會、

裝修、結構安全等十項，每樣均切題

一部汽車，一部電腦，出廠銷售

住戶都有責任，
【購屋糾紛問題多】北

針對解決公寓大廈集居生活糾紛之棘

均需附加使用維護說明手冊。為何一

市購屋糾紛房屋漏水最多、、等，呈

手項目。

棟房屋，價格那麼的昂貴，生活那麼

現百態的生活糾紛。其次，依據永然

二、 必須制定公寓大廈集居規範

多人，建成銷售不須解說任何一絲絲

聯合法律事務所徐鈴茱主任律師糾紛

建築學領域裡有一句名言，
「人造

設施設備之使用維護方式，不是很奇

疑義解說，經常出現糾紛事項包括

建築、建築造人」
。意指建成環境影響

怪嗎?因此，必須制定公寓大廈集居規

（一）社區與建商之糾紛，
（二）繳交

使用者行為，使用者行為也影響建成

範，無論新屋或成屋，目的針對促進

管理費，（三）占用屋頂平台，（四）

環境，存在互動關係。但是建築空間

住戶居住和諧，與解決住戶糾紛而制

管理委員會難運作，
（五）違規使用停

的殼，公寓大廈是固定靜態的，空間

定。

車位，（六）社區環境難維護，（七）

中的使用方式，集居所衍生動態的生

三、 如何制定公寓大廈集居規範

其他共用部分使用管理。由此可知，

活，那才是問題關鍵。因此真實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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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1995 年制定頒布「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指導住戶制定規章公

啟示

News(2017/5/14 18:09)新聞報導，

約。建設公司開發販售新屋時，協助

這本有特色的『公寓大廈管理指

制訂第一版的住戶規約。政府鼓勵各

引手冊』
，內容圖文並茂，呈現印刷精

縣市既有成屋，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

美的紙質版本，在新北市各級圖書

員會，制定集居住戶規約。然而，眼

館、區公所，作為區域服務據點諮詢

砍人嫌犯和被害人都是在這住

見既有成屋成立管委會並不積極，新

參考手冊。為方便民眾取閱，手冊也

了超過 30 年的老鄰居，這回衝突傷

屋所制定住戶規約內容，未必量身訂

發行電子版本，網址：

人的是 57 歲的黃姓嫌犯，就住在隔

制，導致條例執行二十餘年，未盡理

http://www.publicwork.ntpc.gov.t

壁棟的 7 樓，2 年前，住在另一棟六

想。如何協助住戶落實學習安康集居，

w/content/?parent_id=11338，或

樓的 67 歲陳姓被害人天花板開始漏

究竟由誰來協助指導，成為台灣各縣

以網路關鍵詞搜尋「公寓大廈指引」
，

水，懷疑是嫌犯住家造成的，他上門

市政府主管公寓大廈管理科局，新挑

歡迎民眾開放下載。主要內容介紹社

理論，但對方認為彼此住得有一段距

戰的課題。新北市政府的實際作為，

區管理範圍，協助住戶常見十項疑義

離，不願出錢處理，被害人自己還找

舉辦每年度評選優良公寓大廈案場，

事項，整理八項管理委員會成立組織

技師檢驗，不排除雙方因此種下心

公開表揚彰顯優質事蹟，創造楷模學

相關事項。每項子題除了介紹法令依

結。附近鄰居說，被害人曾經當過管

習的榜樣，以此作為促進善性循環之

據與基本觀念外，還蒐羅範例說明、

理員，對於鄰里間的事都相當熱心，

優質集居環境。其次，招募擔任公寓

常見疑義、貼心小叮嚀等豐富的內

這回被鄰居刺傷送醫都難以置信。

大廈志工的熱心民眾，建立政府與市

容，方便尋找必要的協助聯絡管道訊

因建築漏水問題，樓下跟樓上 30

民間溝通橋樑，協助解決社區大小事。

息。尤其是可取的協助聯絡管道，非

年「老鄰居」發生扭打!飼養寵物的不

集居規範包羅萬象，包括(1)管理

常貼心的作為，對於住戶的日常生

潔!生活習慣產生噪音!喝酒打打鬧鬧!

費收支辦法，(2)環境整潔管理辦法，

活，提供充分的資訊與便利性。手冊

夫妻之間吵架!樓下店家油煙味!都很

(3)門禁安全管理辦法，(4)建築外觀管

單元皆以漫畫表達，對於一般住戶而

惱人吧!大家看懂這則新聞啟示吧!

理辦法，(5)停車場管理辦法，(6)租售

言，提供可以享受閱讀的樂趣。對於

因此，對於出版發行區區一本

管理辦法，(7)電子布告欄管理辦法，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而言，如何督導

『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
，教導覺醒

(8)遷入及遷出管理辦法，(10)機車、

公寓大廈維護管理公司與總幹事，也

民眾之現代集居知識，不愧是一本現

自行車管理辦法，(11)電梯使用管理

是公寓大廈集居品質良窳的關鍵。主

代生活的啟示錄。我心存感謝，撰文

辦法，(12)寵物管理辦法，(13)裝修工

任委員如何擔任會議召集人，或住戶

祝福。

程申請規定，(14)店面管理辦法，(15)

如何擔任管委會委員，以上所述如何

屋頂空間及農場管理辦法，(16)建築

做好的專業要領，這一部分的內容今

物長期修繕計畫及經費繳交管理辦

後應該加強。

大廈滲水釀事端！多年鄰居不睦，
討釁兩敗俱傷，住戶互毆血光事
件，真的何其不幸!

全文下載：

法，(17)物業管理公司定情評鑑及新

這本『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

聘評選辦法，(18)大公空間及設備使

的有效功能，促進全體住戶看圖了解

用管理辦法、、等，如何針對公寓大

集居常識，培養住戶間能相互『講情』

廈的物件，集居住戶的居民，規範適

的共識。提供管委會與全體住戶間，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配的管理規約，即所謂量身訂制公寓

互相溝通『講理』的依據。如此才能

黃世孟 理事長

大廈的住戶規範，是政府下一階段施

避免日常住戶違規或生活糾紛，不幸

2017/5/15

政著力重點。

須走上『講法』漫長訴訟之窘境。

四、 公寓大廈集居講情理法之現代

本 文 撰 寫 至 此 ， 電 視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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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指引手冊-住在公寓大
廈您不可不知的幾件事(知識+Ⅱ)

社會住宅共好計畫 伊旬基金會進駐
台中市首棟社會住宅豐原區安康

的名稱，大家一起來協助這個社區。

段今年底即將完工，市政府都發局今

今年 3 月 14 日市府與中國醫藥大

（4）日與伊旬社會福利基金會簽署

學附設醫院簽署了豐原區安康段社會

合作意向書，將在安康段社會住宅設

住宅健康關懷服務站合作意向書，跨出

置服務站，都發局長王俊傑表示，全

台中市社會住宅「共好」的第一步。今

市規劃中 11 座社會住宅，期望未來

天則是與伊旬社會福利基金合作，設立

都能提供多功能服務，別再讓社會住

社會服務站，包括個人的就學、就業及

宅像部分國宅被標籤化。
王俊傑表示，社會住宅的出現是
因為「居住正義」
，因為房價過高而由
政府出資興建再出售，在過去就是國
宅，不過國宅也只有居住的功能，部
分國宅因管理問題被標籤化；台中市
社會住宅與其他縣市最大不同點，是
對於公共空間的運用，希望達到社會
功能，以安康段來說希望用「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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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養，家庭功能的提供、社區圖書室、
共餐、共學等服務。
〈詳全文……〉
2017 年 05 月 04 日
記者唐復年/新頭殼 newtalk
https://goo.gl/2YzEm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