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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8 年會員大會
開課!!
2018 年 3 月 24 日（六）下午

講

者：杜功仁 秘書長（台灣物業

13：30 至 17：00 於國立台灣科技

管理學會）

大學 國際大樓二樓會議廳 IB-201

學會提供出席會員以下資料文件：

舉辦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8 年會

 《會員大會手冊》

員大會，歡迎學會全體會員參於。

 《日本高松穴吹物業管理研修心得

2018 年會員大會 精彩活動
專題演講：台北市公共住宅之興辦與
物業管理
講

者：羅世譽 總工程司（台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題演講：林口社會住宅與物業管理

報告書》

2、貼心提醒您 繳交 2018 年常年會
費，以利維護您會員投票權益及
大會順利圓滿﹗
3、敬請填寫以下出席狀況調查表等，
並回傳給陳婉玲秘書、以利統計
出席人數。

 《電子報》彙集第六集
相關議程 回覆函 提案單等 請連結
備註：

官網下載：

1、本會期適逢第七屆理、監事會選舉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有意擔任理、監事者，請填寫「理
監事候選人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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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最大智慧城市展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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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評估「靠屋主自己講」 辦公大樓未強制
行政院 2018 年 2 月 26 日公布

上的建築物，並預計在 3 年內完成 6

建物安全快篩政策，台北市建築管理

樓以上共計約 2.7 萬棟的建築物快

處副總工程長洪德豪表示，雖然部分

篩。

建築物要求強制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所謂快篩，是依照建造執照的圖

但評估結果目前沒有公布，只能仰賴

說，由建築師判斷是否有結構式的軟

所有權人在交易時主動告知買方或

弱層，例如 1 樓挑高、懸挑式騎樓，

承租方，除非未來中央政策要求公

或結構型態不規則等等。若快篩發現

布。另外，所謂的「私有供公眾使用

有安全的疑慮，將主動通知並輔導所

建築物」，並不包括每天都有一定人

有權人申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進一

數上班和進出的辦公大樓。

步確認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至於行政院長賴清德提到將由

另外也要求，如旅館、醫院、百

工務和消防機關同步進行公安檢查，

貨公司（商場、量販店）
、運動休閒場

洪德豪表示，尚未收到書面執行計

所、電影院、學校、社福機構等 1999

畫，
「也是從記者會聽說」後續會配合

年 12 月 31 日以前領得建照的私有供

中央政策。

公眾使用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在 1000

為能主動篩選出高危險疑慮的

平方公尺以上者，強制辦理耐震能力

建築物，內政部 2017 年起針對 1999

評估檢查。如未依規定辦理耐震評估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工的 12 層樓高鋼

申報，將依《建築法》笫 91 條規定處

筋混凝土建築物約 9300 棟，進行建

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造執照圖說的快篩審查，內政部長葉

並得連續處罰。

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強制辦理耐震能
力評估檢查，否則將連續處罰，但不包括辦公大
樓，評估結果也不公布。資料照片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指出，由
於快篩是看結構圖或設計圖，若事後
才改變，例如違章拆除梁柱或牆壁等，
圖說上完全看不出來。行政院長在「全

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記者會中表示，會同步要求工務和消
防機關進行公安檢查。

2018 年 02 月 26 日
記者崔雅慧／蘋果日報

俊榮表示，2018 年將擴大至 9 樓以

https://goo.gl/fbyF6h

桃市公寓大廈修繕補助經費 5/15 起受理社區申請
桃園升格後，市府團隊積極推動
公共建設，吸引投資帶動就業機會，

月 1 日截止，盼社區踴躍申請，以免

管委會變成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均

向隅。

可，擴大補助範圍；另在結合市民卡應

輔以完善福利措施，促使出生率與人

2018 年的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

用項目部分，則由原來的社區門禁系

口淨移入大幅成長，總人口數已直逼

護修繕補助辦法執行計畫，有 5 大補

統放寬至社區大門、電梯升降設備、車

台北市，並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城市。

助項目：(1)一般修繕、(2)重大修繕、

道柵欄及社區信箱等系統結合市民卡

桃園市政府為提昇市民居住品質，今

(3)舊有公寓大廈增設電梯補助、(4)節

者均得申請補助。

年仍持續編列及提高補助預算至 8 千

能智慧社區裝置補助以及(5)其他裝

桃園市符合申請補助資格的公寓

萬元補助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設施修

置補助(設置防水閘門、自動體外心臟

大廈約有 5,500 個，建管處處長王振

繕、汰舊。並自 2018 年 5 月 15 日

電擊去顫器 AED)。同時放寬舊有公寓

鴻呼籲未符申請補助的社區應儘速完

起開始受理社區管理組織申請，至 11

大廈增設電梯補助之申請人資格，由

成成立管理組織，即可依規定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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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與享受市府多項福利措施，提昇社

區生活品質與安全。民眾如有成立管
理組織、報備或輔導事宜等相關疑
義，可致電建管處公寓大廈科詢問，
建管處將免費輔導成立。
王振鴻進一步表示，建管處預定
於 4 月份辦理 2 場公寓大廈修繕補助
說明會，歡迎市民朋友前來聆聽，以
瞭解各項申請辦法及規定。相關資

訊、申請書表及填寫範例請至桃園市
政府建築管理處網站瀏覽下載(上網
路徑-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 業務
資訊 / 建築物管理 / 公寓大廈管理
業務 /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
補助)，如有相關問題可洽詢建築管理
處 公 寓 大 廈 科 ， 連 絡 電 話 :03-

2018 年 02 月 16 日

3322101 分機 6709~6711。

記者黃駿騏／HiNet 新聞
https://goo.gl/BAQqMi

台灣照老服務多元應用高峰會 產官學研聚焦智能照護
「2018 因應台灣照老服務多元

醫療與長照系統的既定期待方向，期

在政策的新釋法規上，針對六項

應用趨勢高峰會」
，即將於 2018 年 4

間或有盲點，但產業整體發展方向是

特殊狀況放寬遠距醫療，含慢性病患、

月聚合國內產官學研暨兩岸實務專

可確立，亦需政府政策大力扶持推動。

緊急住院後出院、住宿型長照機構住

家在中部舉行，該場將是整合國內在

台灣的長照政策近年來最大的變

民、國際病患、適用健保居家醫療照護

照老產業及智能多元發展應用服務

動要屬衛福部對醫師法第 11 條的重

整合計畫與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

上，有實際成果的論壇亮點。

新解釋，為避免訊息疏漏，過去此條

劃、政府試辦的遠距照護計劃上，該法

台灣現已擁有傲視全球的醫療

法令規定「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

規均已大幅放寬遠距技術在醫療與照

與科技技術，產業智能發展應用與人

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
，山

護的服務，產業投入如何因應現況需

力服務也已開始整合多元技術並投

地、離島、偏鄉或有特殊急迫情形的

求與選擇適用功能，帶動出多元應用

入。已發展軌跡而言，政府在 2016 年

醫療需求，也必須由主管機關指定的

與龐大的產業投入商機。

底開始推動長照 2.0，並逐步放寬法

醫師，才能診療。然而在法規限制下，

期盼藉此次論壇創新思維，邀集

令，未來的智能應用服務如何導入照

網路視訊並非屬於允許範圍，且醫療

國內相關之產官學研實務專家與學者

老市場供需功能在需求端，是指日可

照護是人力密集及高度專業的服務產

各界，共襄盛舉一起探討及獻策。

待。

業，其對長照發展橫生出高度成本，
由於智能系統服務導入產業需

由以居家照護為主的長照機制而言，

2018 年 02 月 25 日

要相對成本，還需改變原有的作業方

人力親為的逐一訪視與服務，將是成

記者嚴強國／中時電子報

式，但智能服務的技術導入仍是智慧

本高、效益低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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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ysn3eX

低價劣質磁磚充斥 「問看聽」挑選有訣竅
來路不明的劣質進口磁磚，近年
在國內市場流竄，不肖商人透過低價
購買半成品、第三地加工，再掛上歐
美品牌賣到台灣。一來衝擊國內業者
生存，二來品質較差的磁磚，也會造
成安全隱憂。因此磁磚業者群起串聯
呼籲政府，希望進口的低價磁磚也要
比照 MIT 磁磚，做好各項認證和檢
驗。(影片)
裝潢師傅小心翼翼，把水泥砂漿
鋪得平整，室內裝潢貼上漂亮的磁磚

影片：https://youtu.be/0fnLLHb1SVg

點綴，讓空間更加分。
將黏著劑混合均勻，把磁磚一片
一片對好角度貼合地面，再用鐵鎚敲
出多餘空氣，室內裝潢越耐用越好！

不過近幾年來，從大陸或東南亞進口
的劣質磁磚變多，資深師傅一眼就看
出差別。
裝潢師傅指出，磁磚它本身是長
方形、正方形，它會翹來翹去，還是
中間會凸會凹，摸起來就會有那個感
覺，整片尺寸也會有差。
天氣變化多端，磁磚因為熱漲冷
縮爆裂，從外牆剝落砸傷人時有所
聞，除了與施工品質有關，跟劣質磁
磚大量入侵台灣也不無關聯。
據工業總會 2017 進口威脅報告
顯示，國內共有 144 項產品，受到大
陸、越南和印度影響，其中受創最重
的是磁磚為主的陶瓷產品，其中不少
劣質貨是在大陸低價購買的半成品，
轉到東南亞加工後，再掛上歐美品牌

進口台灣，有些磁磚背面沒註明產地
和品牌的就要小心。
在業界資歷 20 年的磁磚達人，
還能用敲的聽出品質優劣。外牆用的
磁磚，消費者除了在意花紋，更該留

心的，其實是「背溝倒勾狀」設計，
凹槽緊抓牆面才能更安全。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負責
人李明賢解釋，磁磚都會有「背勾」
跟「倒角」的要求，到後面施工的時
候，就可以跟水泥砂漿有很好的連
結，及平整度的部分，因為在尺寸外
觀其實都有要求，所以說這在施工
上面的話，就可以有很好的保障。
而磁磚若是邊邊角角太銳利，
說不定一踩就會受傷！達人建議，
民眾選磁磚前除了檢查背面標示，
也要觀察表面是「平整光滑」還是有
「水波紋」
。另外，有 CNS 國家標

個市場也很惡劣，包括東南亞或是偽
劣的大陸仿冒進口品，國產的部分政
府要求比較嚴格，但對於這些東南亞
進來的部分，似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負責人
李明賢說，磁磚放射線還有針對於重
金屬石綿的部分，他們另外有要求，大
自然的部分其實也有微量的放射線
值，所以說磁磚放射線的安全限度也
是有要求。
低價 劣 質 磁磚 不 只威 脅 產 業生
存，不好的產品也影響民眾居家安全，
小細節不能不謹慎。

準、MIT 認證、環保標章或綠建材標
章的，雖然與進口劣質品價差約 1 到
3 成，但耐用度卻多了 10 幾年。
國產磁磚公司經理姚茂青感
嘆，磁磚市場真的競爭很大，而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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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1 月 12 日
記者戴元利／TVBS 新聞
https://goo.gl/5nXcje

「超勇敢建築」，90% 都是木材的大廈 2041 年計畫坐落東京
該大樓為管狀建築，在設計中，最
外層設有陽台，可種植花草樹木，讓人
們的居住空間充滿綠色植物，彷彿居
於森林之中，也為城市提供多樣性景
觀，並能減少 100,000 噸的排碳量。
假如這棟建築如願完工，日本建築奇

景將再新添一筆紀錄，但這棟高塔的
費用也相當可觀，總成本預計 6,000
億日圓（約台幣 1,647 億元）
，希望未
來木材建設與研究技術的進步可降低
成本。
這項計畫盼能取代混凝土並降低
「住在木屋裡」應該是小時候人

世界最高的木造建築位於加拿大溫哥

人都有過的夢想之一，但長大後會發

華的學生宿舍，建築物高度僅 53 公

現打造木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須

尺，但 W350 大樓的高度比前者還

要解決蟲害、防火與屋內潮濕的問

要高出許多，遇到的挑戰將會更嚴峻。

題，房屋結構也必須要能抵擋大風大

W350 大樓 90% 是由木頭建

雨，建設與之後的維護都是難關，但

造，將會使用超過 18.5 萬立方公尺

日本的建商決定突破這項挑戰，計劃

的木材，以 9：1 的比例混合木材和

蓋一棟 350 公尺高的木製大廈。

鋼材，保證建築的抗震性與可抵禦強

日本的住友林業打算在公司

風與豪雨，住友林業表示，為了增強

350 歲 生 日 那 年 ─ ─ 也 就 是 2041

其結構穩定性，牆面採木頭與鋼筋混

年，在東京市中心蓋一座 350 公尺

合建成的對角配筋牆。

二氧化碳含量，根據研究，40 層樓高
的木造建築能減少 75% 以上的碳排
放，此願景希望讓城市建築設計能更
環保。住友林業擁有 46,444 公頃森
林，同時也是日本最大的木造住宅建
設廠商，在建築工事與研究防火、防水
塗料上具優勢，未來可能真的可在東
京建一座木製高塔。

2018 年 02 月 20 日
記者 Daisy Chuang／科技新報

https://goo.gl/bmEuSg

高、共 70 樓的木製大樓，這項雄心
勃勃的計畫名為「W350 計畫」
，為結
合商店、飯店、住宅與辦公室的高樓
大廈，共 8,000 個房間，樓面面積預
估可達 45.5 萬平方公尺，將是世界
最高層樓的木造建築，也是世界上最
勇敢的建築設計之一。
木製房屋在日本並不罕見，根據

日本 2010 年的法案，3 層樓以下的
公共建築都必須以木材建造，日本
2020 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也打
算以最新的木製工法來建設，而目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