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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研究成果發表會花絮
開課!!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今年的研究
成果發表會特別移師南部，與國立
高雄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聯合主辦「2017 年第十一屆物業管
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6 月 17 日
（六）
上午於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院舉辦成果發表會，與會來賓總計
約 70 名，發表論文分為四個場次共
有 23 篇；同日下午約 20 名貴賓參
訪高雄總圖書館與高雄展覽館建築
案例。
此次成果發表會頒發優良論文

獎 10 篇，包括「新型公寓大廈管理

契約為例」
（作者：郭進泰，高秉毅）
、

維護契約模式之因應策略：以顧問式

「國際大型運動場館營運情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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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體育場與高雄現代化綜合體
育館為例」
（作者：鄭凱航，張惠雲，
廖硃岑）、「從鄰里單元論探討台北
市整建住宅區位與便利性之研究」
（作者：讚岐亮，蕭閎偉，楊詩弘，
謝秉銓）、「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
制度探討」
（作者：李逸瑭，蔡宗潔）
、
「從物業管理觀點探討我國歷史街
區再利用發展課題-以剝皮寮歷史街
區為例」
（作者：余承翰，宋立垚）
、
「公共建築使用初期修繕項目與費
用探討- 以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
大樓為例」
（作者：王亭懿，李怡安，
廖硃岑，張惠雲，傅宥榛）、「淺談
“长期修缮計劃”对建筑物維護與
更新的意義——以台灣自建出租型
學生公寓為例」
（作者：何亭枚，胡
麗瓊，廖硃岑，傅宥榛）
、
「高雄市日
間照顧中心現況調查分析研究-以燕
巢日照中心與茄萣日照中心為例」
（作者：卓鈺庭，李宗羲，謝秉銓）
、
「高層建築物全棟緊急疏散策略擬
定之分析─以 C 棟建築為例」
（作者：
蘇崇輝，黃雨濤，蔡家宏）
、
「BIM 於
辦公大樓營運管理之需求探討」
（作
者：顏廷羽，杜功仁）
。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 開班花絮
本次「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

讓各位研習學員收穫豐富，獲得不動

+物管》則由陳清楠 建築師及台灣宗

研習班特邀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協

產營運與物業管理結合之完整知識。

陞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謝博全執行長

辦，並禮聘了不動產業、物業管理丶

結至 106 年 6 月底已完成三周

資產管理領域等各面向的專家。內容

的課程，包括：第一週主題《房產+

由良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世俊執

則從物業管理前期介入之建築設計方

物管》
，由世聯顧問有限公司 朱貴章

行長兼董事長以及國霖機電管理服

法丶 BIM、綠建築、 智慧建築的運用，

負責人及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黃世孟

務公司 徐春福總經理授課，以下為

一直到社區公共設施交屋等等，希望

理事長拉開序幕，第二週主題《房產

開班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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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授課，第三週主題《綠建+整維》

通過物管學會第三期「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職能檢定名單
恭喜以下 11 位學員通過台灣物
業管理學會第三期「物業管理經理人
精業培訓班」，職能檢定：
通過檢定名單
馬傑德

洪虹麗

張書慈

王添明

韓敦仰

仲志霖

李振南

陳奕丞

姚慧卿

陳品彣

陳志豪

香港房地產協會蒞台交流物業管理相關議題
香港房地產協會袁副會長(右
二),CIH 亞太分會吳前任主席(左三)及
香港路德會官塘書院馬校長(左二),6
月 15 日蒞台交流物業管理相關議
題 ,由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黃理事長

(右三),中華民國購物中心榮譽理事長
(右一),及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國際交流
委員會高主任委員(左一)與會接待,
會中,對港.中.台.等物業管理等相關議
題展開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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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夯 日本建材來台成立展示中心
「使用多樣風格，溫潤、柔和紋
理的板材結合細膩且清新色彩的美
感，讓長者的居住環境更為放鬆！」
許博翔說，採用抗菌效果的綠建材，
也能改善傳統病房或安養中心的異
近年來綠建築成為潮流，建材選

來打進台灣建材業市場和商業空間，

擇要求防火、抗菌、無毒機能，台灣

客層以建商、建築師與設計師居多。

位處地震國家，建築物外牆採用大理

「提供綠建築建材，發揮抗菌、

石或磁磚，藏有掉落的公安問題，在

防火效果，愈來愈多消費者接受！」

日本市占率極高的綠建材看好台灣發

許博翔說，愛克工業在日本的機場、

展綠建築市場，打入台灣的建築業及

購物商場、車站等地都有其建材作

商業空間，還在台灣成立第一間展示

品，台灣的「奇美博物館」取得綠建

中心，室內板材研發擬真的石紋及木

築標章，公共區域牆面即採用愛克工

紋紋路，外觀採環保塗料美化，建物

業板材，抗菌的防火壁板，提升維護

不必拉皮即可煥然一新。

博物館綠建築的資產價值。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12 年

業者提醒，目前已有多項綠建材

實施上路後，內政部營建署也同步推

在市面上販售，雖然提供低甲醛與低

行綠建材標章，確保國人選用建材時

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影響，但許多綠建

之參考，並要求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

材較缺乏防火與抗菌的機能，使得消

樓地板面材料及窗，綠建材使用率應

防安全與生物性室內空氣汙染源問

達總面積 45％以上，綠建材市場需求

題仍未改善。

量激增。

味與冰冷空間氛圍。

日本建築外牆的材質相當多元，
而且使用「塗料」比例相當高，這種
塗料並非油漆，而是塗布在建築室內
外牆面，達到建築抗汙的塗層材料，
能依塗刷工具和手法，變化出多樣細
膩的牆面質感，視覺美感不輸厚重的
大理石或其他石材。
顛覆一般豪宅採用石材凸顯氣
派豪華觀念，台灣愛克工業引進日本
綠建材的塗料，機能上滿足不易褪色
的「耐候性」
，不會隨著底層龜裂變形
的「可彎性」
，及不易附著汙垢的「低
汙染性」，還可達到不燃材料認證的
「不燃性」
，在強調健康安全住宅及餐
廳、飯店等商業空間環境，耐磨、抗

近幾年台灣老年人口逐年攀升，

台灣愛克工業董事長特助許博翔

連政府都關注投入老年照護與安養

表示，台灣地震頻仍，大理石與磁磚

議題，
「銀髮住宅」也應運而生，許博

等外牆，經過風吹雨打等天候條件考

翔表示，
「銀髮住宅」除在空間上需有

驗後，常面臨磁磚掉落或需拉皮的問

充足的採光及通風外，裝修也要減輕

題，日本綠建築的塗料和板材，近年

壓迫感。

菌、防霉、耐燃、設計變化多樣性的
無毒健康綠建材，為裝修建材增加新
選擇。
2017 年 06 月 29 日
記者盧金足/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cibJfQ

年省 10 萬電費 社區低碳不是夢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自一百年起首

綠色能源、循環資源、綠色交通、永

指標進行評比，授予「白金級」
、
「金

創「低碳社區標章認證」
，依綠建築、

續生活環境及創新作為面向，共廿項

熊級」或「銀鵝級」認證，至今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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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處社區獲得標章認證肯定，今

外，同時讓住戶體驗綠色能源。

生活、屋頂農場多年的民間團體與專

台北桂冠社區則設置再生能源

家，提供實務經驗及豐富的節電秘

—風光戶補系統，運作中產生之電力

訣，歡迎社區、物業管理公司、學校

天喆社區首創將社區公共用電資

併入大公用電，另搭配雨水回收及落

或對社區生活環境永續發展有興趣

訊揭露於公告欄，並針對公共用電作

葉廚餘堆肥，使屋頂農園達到總體資

民 眾 ， 上 網 填 報 名 表

檢討及分析，更將燈具全數更換為

源循環及環境教育概念。

https://goo.gl/8fkank 參加。

年天喆社區、捷運上郡及台北桂冠等
獲「白金級」標章。

LED 節能燈具，每年節約電費約十萬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七月五日將

元，成效卓著；捷運上郡社區於屋頂

在市府五○七會議室主辦「分享．傾

設置太陽光電板及節能教育解說牌，

聽社區永續發展軌跡論壇」
，邀請「白

除提供社區公共用電節省社區開銷

金級」低碳社區代表，以及推動低碳

2017 年 06 月 27 日
聯合新聞網
https://goo.gl/GY4VXG

包租代管助弱勢？其實肥到投資客
為了解決弱勢族群，租不到房子
的問題，政府擬推出「包租代管」方
案，讓無殼蝸牛用市價的八折租房，

但有物業管理機構業者認為，政府祭
出的誘因可能落入投資客的口袋，且
出現專業包租代管公司幫忙投資客的
現象。
根據內政部規劃，個人房東如果
把房子委託專業經營者代管或出租，
訂定三標準分別祭出租金申報綜所稅
減免優惠，租金收入 6000 元以下免
綜所稅、6,000 元〜2 萬元則有 53％
免稅額，而 2 萬以上則適用原本財政
部的 43％計算綜所稅，另外，房屋稅
和地價稅也可以減徵。 政府政策立意
良善，但景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郭
紀子對東森新聞雲記者表示，2 萬元
以下低房租的房東，尤其是小套房存
在大量投資客，但稅負誘因是公共財，
這樣的減免優惠，可能落入投資客口
袋，出現包租代管公司幫忙投資客的
現象。 網路論壇 mobile01 則有網友
認為，政府以市價八成承租，再用補
助方式轉租給房客的作法，在經費有

限之下，勢必會因為承租價太高造成

依 10％計算，一年只有 7,200 元，若

每戶補助金用的過多，不但讓受惠總

沒有非常大的規模或者綜合效益，業

戶數受限，投資客將流動空屋直接丟

者要賺錢幾乎不可能，將會影響業者

給政府處理，變成投資客的最佳出

參與意願。 反之，對於高租金價格住

口。 而在實務操作上，郭紀子認為還

宅，微薄的誘因對於高價住宅房東誘

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低租金的房

因不足，而且承租客許多為外國駐台

屋，房東願意租，但業者不願承辦；

人士，沒有抵稅的需求，地下租賃市

反之，高租金的優質房，業者有利潤，

場仍難以避免。

但房東不願租，地下租賃市場依舊存

在。 郭紀子以月租金 6,000 元房屋
為例，業者除了要找到房源、找到租
客，還要將房東與房客媒合成功，帶
看、溝通協調、房屋整理維修、簽約
以及契約期的管理等，但所得收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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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6 月 25 日
記者陳思瑜/好房網 News
https://goo.gl/GfkS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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