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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營運與物業管理』研習班之結業感言
開課!!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主辦、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協辦之『不動產
營運與物業管理』研習班，授課時間
從 2017 年 6 月 15 日迄 7 月 20 日
為期六週，每週星期四下午 13:3017:00，合計 52 位學員報名，合計
選課 294 堂課。研習班開課式，由

增加。就不動產開發建設業之永續經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林長勳理事

營觀點而言，(一)為確保提升新屋的

長致詞，啟開序幕。

建築總體品質，認同規劃設計階段導

回顧主辦動機與推展班務

入前期物業顧問服務，不但重要且彰

台灣不動產每年新屋興建數量逐年

顯價值。(二)建案交屋後建築物漫長

減少，既有積累成屋數量快速

生命週期，仍存在永續經營服務商機，
為提升不動產資產營運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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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結合優質物業管理服務。因

綠建築跨平台管理系統之效益

此，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邀協辦
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合作，開授
「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
班。研習領域含「物業管理與設計」
與「行銷與資產營運」
，邀請理論結
合實務講師，課程規劃六個領域與
十二講題。
回顧啟動主辦與協辦研習班
務，規劃有品牌的講師群與十二講

二、BIM+PM 物管

徐春福（國霖機電管理服務公司總經

題，頗容易。開始公告招募學員，推

理）從智慧化設施與設備保固維護觀

展研習班報名課務，真困難，沒想像

點談建築長期修繕計畫

中那麼容易招募學員。班務工作人

四、經營與行銷

員曾經向我建議，期望協進會與學
會兩團體的全體理事與監事，每位
協助推薦一位學員報名，即可大功
告成。回想這個建議，太天真了。所
以，我寫研習感言第一句話，感謝 52
位報名學員。

陳清楠（建築師）探討 BIM 整合智
慧建築標章與設施管理指標之應用

感謝授課講師與講題
邀請講師、規劃講題是我的工
作，需要費時備課與準備講義，如此

張麗莉（龍寶建設公司董事長）幸福生

微薄的講授鐘點費，再次感謝參與

活的園丁－因為用心所以幸福

講師的爽諾，以下簡介講師及講題：
一、房產前期物管

謝博全（台灣宗陞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CEO）
BIM+FM+IoT－BIM 住宅智慧
化設施物聯網
三、綠建築與整維修繕

朱貴章（世聯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王俊傑（海悅國際開發總經理）建設公

從建築全生命週期談前期物業顧問

司如何設計規劃來結合物管服務提高

介入不動產開發之理論與實務

房屋去化成效
五、減碳與物管

黃世孟（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從物業管理觀點探討公寓大廈住戶
減繳管理費之建築設計方法

林世俊（良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從建築碳足跡談服務創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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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園（律師）從住戶生活糾紛訴訟
案之回饋、啟發公寓大廈管理規約之
研擬
開辦視訊專題講座
研習班結業式在講師與學員把
酒言歡聚餐中畫下句點，雖是本次研

林憲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建

習班結束，卻又是啟動視訊專題講座

築物碳足跡評估認證與不動產發展商

新業務。

機

我有三個夢想，(一)舉辦報名繳
費的研習班、培訓課程，今後必須採
用時代進步的網路視訊通訊科技，不
必再麻煩學員來研習會場，而是學會
會務主動進場到學員的家。會務趕緊
製作視訊專題講座的講師與講題名
單，期盼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趕快端
出名廚與名菜。(二)舉辦報名繳費的
研習班、培訓課程，製作授課講義的

張建榮（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公司總經理）不動產開發商如何評選
與督導物業管理服務公司之關鍵要領
六、公設與規約

內容或品質，水準需能令每位學員愛

不釋手，動念珍惜且保存。期盼台灣
物業管理學會主辦單位，懂得盡責要
求。(三)旅遊結合學習已形成一種新
行業，研習培訓結合參訪案例，必定
也是一項有魅力的創新服務。期盼台
灣物業管理學會，慎選亮點特色的典
範案例，安排學員與講師有互動機
會，也許是下階段發展的新挑戰的新
方向。
2017/07/28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黃世孟理事長

徐源德（真禾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以公設點交為軸心回顧與展望任
務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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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板老建築藏石綿危害 致癌每年恐破百件
第一類致癌物石綿現雖已禁用，但

鄭雅文說，石綿暴露道疾病發生

仍有許多民眾生活在石綿建築或有拆

潛伏期長達數 10 年，因此近年相關

除工人面臨石綿危害，只要有波浪板、

疾病快速增加，10 多年前每年間皮

她也強調，石綿若是沒有破碎，

石綿瓦的老舊建築可能都隱藏危機。台

瘤發生個案約 50 多件，推估 2020 至

就不會釋出致癌粉塵，建議拆除時要

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與石綿傷害指標

2030 年每年新發個案恐超過百件；

有完整的防護，包含 N95 口罩等，或

疾病「間皮瘤」近年發生率快速增加，

另國人癌症十大死因之首的肺癌，也

噴水採濕式作業，降低粉塵危害。

估計 2020 至 2030 年每年新發個案恐

恐與石綿粉塵危害有關。

破百件，甚至與肺癌相關，呼籲政府全
面統計並標示國內石綿建築。

強石綿產品的標示，讓民眾與勞工充
分了解。

鄭雅文表示，政府應儘速建立石
綿相關產業或建材的通報機制，並加

台大公衛學院 2017 年 7 月 19 日
舉辦《致命粉塵》新書發表會，台大健
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鄭雅文指出，
因石綿具有隔熱防火效果，石綿普遍用
在建材上，在 1970 到 1980 年代使用

到高峰，甚至被用於香菸濾嘴。
鄭雅文指，國內於 1990 年禁用，
但政府至今未全面統計國內到底有多
少石綿建築，即便認定為石綿建築，在
拆除作業時防護不足仍造成石綿粉塵
吸入；只要在 1990 年之前建造、有波
浪板或石棉瓦的建築，可能隱藏石綿危
機。

前瞻智慧建築與生活提升台灣競爭力 廖俊智、鄭文燦都支持
桃園市政府與前瞻社共同舉辦
「前瞻智慧建築與生活提升台灣競
爭力」論壇，2017 年 7 月 29 日上

午在中壢區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登
場，中研院院長廖俊智、桃園市長鄭
文燦都出席，他們一致認為，智慧建
築與生活是未來趨勢，也是因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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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7 月 19 日
記者江慧珺/蘋果日報
https://goo.gl/VbUf2g

境變遷的重要思考方向。

建築與生活的重要角色，所以在桃園

智慧生活」
、
「桃園智慧建築產業現況

廖俊智說，
「前瞻」就是要預見未

市新建的社會住宅，雖然經費考量，

與未來」舉辦專題演講，還有「智慧

來世界的樣子，也要思考今日應如何因

只能有基本設計，但也一定會是綠建

生活的科技應用與趨勢」
、
「智慧建築

應、如何準備，其中智慧建築可以從綠

築。而桃園市政府大量發行的桃園市

產業與綠色永續發展」等議題討論，

建築的構想持續前進，若未來每棟大廈

民卡「一卡多用」
，會兼具行動支付等

希望為桃園邁向智慧城市開創新契

同時也是植物工廠，除了能自給自足、

功能並結合各種證件，市民將會因為

機。

減緩能源短缺問題，也能減碳，維護環

好用而習慣成為「數位公民」
，加入智

境的永續發展。

慧生活的行列。

鄭文燦也認為，政府應扮演推動智慧

2017 年 07 月 29 日
記者周敏鴻/自由時報

論壇另針對「突破台灣現狀：邁向

https://goo.gl/43snBq

實價登錄推 2.0 版 門牌全都露
實價登錄制度 2017 年 8 月 1
日屆滿五周年，內政部端出「2.0」
版本，規劃門牌去區段化、建置不動
產履歷，預售屋也要即時登錄，拚下
會期送進立法院。
內政部地政司司長王靚琇表
示，實價登錄制度修法將朝五大方
向，務求此制度「更即時、更透明、
更正確」
，希望這次修法讓不動產市
場價格制度更健全；尤其國人已慢
慢可接受房價透明的做法，除了改

為「門牌全都露」
，接下來也會推動
不動產履歷，建置完整房屋歷次交
易紀錄，這在國外已行之有年，能讓
市場更透明。
五大修法方向，首先是門牌去
區段化，直接揭露門牌號碼。
現行門牌以 30 號為一個區間，

第三，實價登錄買賣案件申報

第四，預售屋應於簽訂買賣契約

義務人回歸買賣雙方。內政部官員

書後 30 日內申報登錄；第五，將建

說明，現行法令是由地政士優先申

商自售預售屋納入規範，建商自行銷

報登錄，但過去未申報或申報不實

售預售屋也應於買賣契約簽訂後 30

遭裁罰的件數，有九成以上是地政

日內申報登錄。

士受罰；不過細看受罰原因，多是因

另外，現行制度是預售屋代銷契

其次，建立歷次交易價格的「不

業務繁忙或助理不熟悉實務操作造

約屆滿或終止後申報登錄，內政部官

動產履歷」
，民眾可查詢到想買的房

成的人為疏失，並非刻意申報不實。

員坦言，實價登錄制度上路後，確實

子是否在過去幾年多次轉手、價格

也因此，本次修法擬將申報義務回

發現建商和代銷傾向將簽約時間拉

被炒高。

歸買賣雙方。

長，從原本半年、一年，普遍延長到

但往往同一區間房價落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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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上，導致預售屋登錄時間普遍

與交易時間有一年半至二年的時間落
差，參考價值降低。
為強化「即時」
、
「透明」的原則，
已規劃預售屋不論是委託代銷還是建
商自售，都應在簽訂買賣契約書後 30
日內申報登錄。
2017 年 08 月 01 日
記者潘姿羽/聯合新聞網
https://goo.gl/UKiM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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