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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委員會主委的感恩餐會籌辦感言
開課!!
致我最敬愛的黃名譽理事長
第七屆甫接任，杜理事長就希望
為黃名譽理事長籌辦一場溫馨而誠摯
的「感恩餐宴」
。
又因擔心黃理事長會客氣婉拒，
所以決議瞞著進行，希望當天給黃理
事長一個驚喜與感動。
於是身為菜鳥新兵的我就以<會
員委員會>名義硬著頭皮接下了這個
任務，最尷尬的是~~當天我自己還在
國外~~
感恩餐宴，溫馨的，誠摯的，感恩
的，要讓黃理事長記得我們曾經一起

2017.11.13-17 黃理事長帶領我們到日本高松穴吹 2016.10.23-莒光樓 黃理事長很開心的打電
集團學習的合影
話跟師母報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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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的美好時光，新奇的，有創意
的…….，理事長、秘書長交代的元素
都一一記下了，可……怎麼開始呢???
不能在各群嚷嚷，因為黃理事長
都看得到！思考過後我認為「感恩餐
宴」應該要從黃理事長的好友、門生、
故舊们開始逐一邀請，於是在婉玲的
協助及我們會員委員會全體家族成
員的努力下，大夥兒一起一一的致電
嘉賓們說明及邀約，而令人感動的歷
程也從這兒開始~~
從會務會議上決定感恩宴時間，
選好餐廳，到邀約嘉賓，實際上可以

2017.08.22-東京飯田僑學園變更住宅參訪

邀約的時間僅有二週左右，更令我感

2017.08.23-東京 黃理事長與日本名建築師青木
茂黃理事長合影

動的是，忙碌的現代人，他們在已安
排的行程，已訂妥的會議，已決議了
的聚會以及我們「感恩餐宴」的邀約
上，大夥兒毫不猶豫的選擇了赴宴。
只因為黃理事長您是嘉賓们的
摯友、恩師、故舊與尊敬的前輩及晚
輩們學習的榜樣，是「台灣物業管理
學會」永遠的大家長﹗沒有您 12 年
前睿智的決定，就沒有我們今日可以
相聚學習成長的平台。
妙能誠摯的祝福您和師母身體
健康，平安喜樂。懇請您繼續引領我
們往專業的領域上前進，我們會努力
的跟著您的腳步成長茁壯！

2017.08.24 黃理事長帶領大家參訪日本東京「丸之內」大樓
會員委員會 蔡妙能 撰稿
2018.06.29

黃世孟名譽理事長感恩晚宴活動花絮
開課!!
此次感恩晚宴經由會員委員會工

間，已讓大家感受到浪漫的氛圍。接

築師首先感性致辭並鼓勵學會及全

作人員們的縝密籌劃，以及來自各方

著，在杜理事長的陪同下，黃理事長

體會員勇往直前，為國家社會作更多

貴賓的共襄盛舉，使整個活動充滿了

由紅地毯後方緩緩進入主桌，兩側會

的貢獻。接著現任杜理事長代表學會

溫馨與感性。

員熱情地和黃理事長握手或擁抱，就

致感謝辭，並贈送紀念禮物(ipad p

在黃理事長無以言表的驚喜與感動

ro+高董藏頭詩+公仔)，這些禮物集

中，拉開了此次活動的序幕。

結了理事長、師母、會員及學生們的

在黃理事長未進場前，投影機配
合著輕快音樂背景，撥放黃理事長與
學會過去活動相片，彩色泡泡飛揚場

創始黃南淵理事長及沈英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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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表達出對黃理事長最深的敬意

與感謝，黃理事長也以感性的謝辭回應
大家的心意。而辛苦籌劃此次活動的會
員委員會妙能主委，則從遙遠的倫敦稍
來祝福，成為活動中最令人感動的壓
軸。
晚宴開始，美酒與佳餚，不僅拉近
歡迎黃理事長進場

致贈紀念禮物-ipad

了彼此的距離，也活絡了場中的氣氛，
只見黃理事長與貴賓們穿梭於各桌之
間寒暄、敍舊，歡笑聲此起彼落，持續
整個晚宴。最後在杜理事長一一送走貴
賓後，此次活動也同時劃下圓滿的句
點。

創始黃南淵理事長致辭

致贈紀念禮物-藏頭詩

總之，此次活動的圓滿與成功，要
歸功於所有參與的人員，因為只有真誠
的心，才能引發所有的熱力與感動，再
次謝謝大家！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委員會
洪嘉聲 副主委

沈英標建築師致辭

致贈紀念禮物-公仔

杜理事長致感謝辭

會員委員會工作人員

黃理事長與貴賓寒暄、敍舊

黃理事長感性致謝

美酒與佳餚

會場氣氛熱絡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8 第十二屆物業管理成果發表 圓滿完成

開課!!


聯合打造物業管理產業人才培
訓搖籃、卓有成效



「包租代管」住宅租賃服務黃金
潛力產業，帶動不動產 4.0 藍海

新事業發展趨勢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與新北市景
文科技大學「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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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聯合主辦
「第十二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
會」及「第十四屆物業管理與實務暨

第三屆環境教育與科技研討會」。由內
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經費補助指
導，並邀請產、官、學將理論與實務經
驗進行分享。本次研討會活動開幕式
中，景文科技大學洪久賢校長替大會致
詞勉勵。隨後，由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杜
功仁理事長進行專題演講「台灣長期修
繕計畫之方法論與應用」，演講立論精
闢並開啟物業管理產業新視野。本次研
討會投稿踴躍，經評選後口頭發表共計
24 篇、海報發表 9 篇，投稿主題含括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 12 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校長、理事長、理監事與貴賓合影

「物業與資產管理」、「環境與物業管
理」
、
「設備維護與設備管理」
、
「部門組
織與管理」
、
「物業法規與實務」
、
「生活
服務與管理」六大主題。當日研討會亦
舉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物業環境
設施專業人才就業學程」企業實習優秀
學員頒獎典禮及物業管理實務教育示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物業環境設施專業人才
就業學程企業實習優秀學員頒獎合影

物業管理實務教育示範參訪-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合影

範參訪「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
育館」。當日參訪貴賓與參加人數共計

室、排放汙水檢測實驗室、殘留滅菌

理產業為當代新興產業並極具發展

約 350 位物業管理產業領域專業人才、

確效檢驗室。

潛力，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與景文科技

當日大會亦同時宣達本校環境

大學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碩專班)

新北市景文科技大學「環境科技與

科技與物業管理系未來發展方向，將

以及全國各相關科系大專院校，未來

物業管理系」為全國第一個成立物業管

開設
「物業管理副學士 80 學分專班」
、

將持續投入並致力於與物業管理產

理專業的系及碩士研究所，擁有全國唯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五

業研究發展及實務就業人才培訓能

一「物業管理產業專業教室」。專業設

期」
、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物業

力。

施包括：室內外實作場地、多媒體影音

養護清潔服務人員產訓班」招生資

教室設備、進口機具設備及綠色保養 S

訊，產訓專班規劃 350 小時專業課程

OP、專業藥劑材料及管理室、IOT 雲

與企業實習，參與廠商多達 20 間，

端倉儲管理庫房、揮發空氣檢驗實驗

並保障學員訓後就業率，由於物業管

學者及大專校院碩博士生。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得獎人
蔡彰純、杜功仁
宋怡青、楊詩弘、中島_
亨、岡野秀俊
邢志航、陳志豪
林志憲、蔡仁惠、彭光
輝

得獎論文名稱
台灣住宅長期修繕計畫之研擬以大龍峒社會住宅為例

名次

得獎人

佳作

周芷玫、張育傑

建築外牆磁磚用有機接著劑與無
機接著劑強度比較與分析之研究

佳作

-以添加防水材方式
列管閒置公共設施委外經營可行

佳作

性評估因素之研究
建築雙層外牆之耐候性設計探討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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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屆物業管理成果發表
得獎名單：
花絮影片可至網站觀賞：
完整：https://goo.gl/X42U1n
精華：https://goo.gl/2Ew6kg
得獎論文名稱
醫療院所室內空氣品質調查及與
利害關係人概念認知探討之研究

鄭羽涵、謝秉銓、彭舒

社會住宅的無障礙環境修繕之研

凡、張盟宜、賴怡君

究

黃幹忠、夏晧清、陳明

農村導入物業管理思考所面臨的

賢、周栩嫥

課題

張元宇、賴慶祥、邱國

應用 IPA 矩陣檢視醫院醫療服務

欽

品質以 A 醫院為例

社會住宅教育訓練（北中南三場） 歡迎報名參加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台灣物業管理

➢ 南部場(2018/07/12,星期四, 1

學會，承辦「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及興建

3:30~17:00)：美麗島會廊二聖廳

與，內容包含硏擬「社會住宅規劃設計、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 號地下 1 樓)

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參考手冊」，目前

➢ 中部場(2018/07/11,星期三, 1

已完成執行成果，將舉辦北中南地區三

3:00~17:00)：美麗島會廊二聖廳

場次的「社會住宅教育訓練班」 。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115 號地下 1 樓)

⚫ 網路報名
➢

in (報名截止：2018/07/06)
➢

➢

教育訓練主題
參考手冊第一篇：政策與規劃、第二篇：設計與營建

識，協助掌握關鍵課題。

講題一：政策內涵、

號)

主講者：黃世孟（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丶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興辦事業計畫

名譽理事長）

講題二：補助作業、
招標作業、營建管理

9:00~12:00)：新北市政府 511
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南部場：https://goo.gl/hrXv
gk (報名截止：2018/07/27)

地方社宅業務，建立社宅興建認知與共

➢ 北部場(2018/07/09,星期一, 0

中部場：https://goo.gl/vhA
CM8 (報名截止：2018/07/20)

望推展社會住宅政策，協助營建署指導

⚫ 活動日期與地點

北部場：https://goo.gl/rZzY

主講者：張智元（逢甲大學土木系副教授丶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

參考手冊第二篇：設計與營建丶第三篇：營運與物管
講題三：設計管理

主講者：黃世孟

講題四：營運計畫

主講者：杜功仁（台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講題五：物業管理

主講者：黃世孟
※活動議程請參閱北中南三場場次

2018 年度既有建築智慧化改善案例成果觀摩會<北中南場次>
內政部自 2008 年起辦理既有建

理」等四項主題，面對高齡少子化造

築物智慧化改善補助工作，係以我國

成的社會變遷，本年度特別安排「健

➢ 南部場(2018/07/24,星期二)：

現行智慧建築評估基準為基礎，針對

康照護管理」領域之專題演講，藉此

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 1F 階梯

安全防災監控、健康照護管理、便利

推廣居家環境智慧設備整合服務系

教室(台南市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舒適服務、智慧節能管理及系統整合

統。

➢

應用等專業領域，提供既有建築物智

本次活動於北、中、南區辦理 3

慧化改善之補助經費。至 2017 年止，

場次之「既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案例

已完成 275 案公有暨民間建築物智慧

成果觀摩會」，活動邀集不同屬性之

化改善，透過補助的方式，帶動智慧

受補助單位進行實例分享，說明其歷

化產業技術研發與整合，促進經濟發

年執行成果，提供智慧化改善經驗分

展並提升既有建築物之生活環境品

享與交流平台，並透過實地參訪解說

質，營造更智慧化的生活環境。

讓與會者可直接體驗既有建築物智

為能擴大推廣既有建築物智慧化
改善工作，並分享已完成之優良改善
案例經驗，乃規劃本次改善案例觀摩
會活動，整合「安全防災監控、健康照
護管理、便利舒適服務、智慧節能管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慧化改善操作及其效益。
⚫ 活動日期與地點
➢ 中部場(2018/07/17,星期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 K107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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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場(2018/07/31,星期二)：
國立台灣圖書館-4045 教室(新北市
永和區中安街 85 號)

⚫ 網路報名
➢

中部場：https://goo.gl/k441
ji (報名截止：2018/07/13)

➢

南部場：https://goo.gl/kKE
w5s (報名截止：2018/07/20)

➢

北部場：https://goo.gl/UYH
UqW (報名截止：2018/07/27)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台鐵高雄段地下化 沿線危老建築更新有獎勵
台鐵高雄段即將下地行駛，過去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順勢鼓

高雄市老屋活化整修及經營補助計

被鐵路阻隔的街廓會被縫合，一些已

勵沿線建築或民宅，採取最有利的條

畫，以不具有文化資產身分，於 197

無不必要的橋隧也要拆除，高市府鼓

例申請更新或建築改造。

1 年以前興建完成具有歷史、文化價

勵沿線民眾引用有利的獎勵、補助方

都發局副局長蘇俊傑今天告訴

值的私有建築物為鼓勵對象，高市府

中央社記者，粗估沿線有數萬戶符合

有提供高額整修補助款並鼓勵營運

市府都發局指出，老屋改造除透

危老、都市更新或老屋活化等老舊建

活化。

過都市更新的整建維護及重建，美化

築，盼民眾不要錯失百年一遇的時

另外，還有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

老屋外觀或重新建築，有結構安全疑

機，不僅可以加速申請時程，也能得

條例可以引用，不過都更條件門檻較

慮或經過專業鑑定屬於危險房屋者，

到容積獎勵或是專款補助。

高，申請者須符合完整街廓的要件，

案，翻新老舊建築。

可循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市府鼓勵民

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還有同一街廓臨接計畫道路要有一

眾引用有利的條例申請重建或整建，

速重建條例」含屋齡 30 年以上，經

定面積以上才能辦理。郭進宗表示，

不僅強化建築安全，也能提升環境品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建築物耐震

依照流程要辦公聽會、聽證會等，在

質。

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

時程及作業流程上相對繁複。

高雄鐵路地下化長度 15.37 公
里，北起新左營車站，南到鳳山區大

或未設置升降設備等，可以申請適
用。

都發局鼓勵原處於鐵軌兩旁都
市背面的建築物，配合鐵路地下化時

智陸橋。市府計劃鐵路地下化後要將

都發局總工程司郭進宗指出，只

代的來臨，是整建老舊建築的契機，

沿線改造為生態、休憩的廊道；也就

要老舊建築取得危老建築評估證明，

沿線建築屋主可洽詢相關有利的整

是過去在都市發展的滯留區將因為鐵

老屋改建引用這項條例將更快速有

建計畫。

路地下化有翻新的機會，景觀和生活

時效。

品質都會加值。

至於老屋活化，依據 2018 年度

2018 年 06 月 17 日
中央社
https://goo.gl/HuSr7x

進入高齡化社會 養老機器人 GrowMu 可監測銀髮族生活起居
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來臨，老

接到虛擬護理網絡，並為個人和護理

年人要想更體面更有質量地生活，機

任務提供支持，以確保他們的健康和

器人將成為一種必需品。為此，歐盟

安全。

的研究人員開發出了一款獨特的原型

最 終 成 果 就 是 機 器 人

機器人。據歐盟統計局 Eurostat 的

GrowMu 。項目協調員 Jorge Dias

數據顯示， 2016 年歐洲有將近五分

教授評論道，「雖然有其他的自主機

之一的人口已經 65 歲及以上。為了

器人和系統，但 GrowMeUp 的研

應對持續不斷的大規模人口變化，

究成果遠遠超出了此前的其他項

SuffMeUp 項目開發出了 經濟實惠

目。」

（圖／翻攝自 OFweek 機器人網）

《未完，詳全文……》
2018 年 06 月 21 日
作者：張有鳳，智慧機器人網編輯整理

的機器人技術，其目的是將老年人連

https://goo.gl/PS2dwb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