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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社會住宅作業參考手冊之教育訓練（北中南三場）圓滿完成
開課!!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受內政部營建
署委託，辦理「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及
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劃委託專
業服務案」
，其中為協助營建署推展社
會住宅政策、協助指導地方政府之社
會住宅業務，及建立社會住宅興辦認
知共識，特辦理北、中、南三區之社會
住宅作業參考手冊之教育訓練。
北區教育訓練於 2018 年 7 月 9
日上午於新北市政府舉辦，本場教育
訓練開訓由內政部營建署陳副署長繼
鳴為學員們致詞勉勵。隨後由台灣物
北區教育訓練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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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學會黃世孟名譽理事長及杜

饋意見外，亦促進政府與產業間之交

訓練來了解研究案成果之一「社會住

功仁理事長，針對專業服務案成果之

流。

宅規劃設計、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參

一「社會住宅規劃設計、興建與營運

而南部教育訓練則於 2018 年 7

考手冊」是否符合地方縣市政府承辦

管理作業參考手冊」進行操作方式及

月 12 日下午於美麗島會廊舉辦，本場

之需求，亦希望透過辦理教育訓練協

內容之說明。

教育訓練開訓由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

助營建署推展政策，且透過這三場教

中區教育訓練則於 2018 年 7 月

宅組陳副組長淑娟為學員們致詞與勉

育訓練可讓對社會住宅有興趣之產

11 日下午於台中市政府公務訓練中

勵。其後針對參考作業手冊內容及操

業人員(建築師、建設公司、物業管理

心舉辦，雖然當天恰逢颱風過境，但

作方式進行講演說明。

公司)與各縣市政府承辦單位認識與

仍有許多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及物業

最後，社會住宅教育訓練(北中南

管理業界先進參與，除了了解未來作

三場)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下午正式

業手冊如何實際操作，並針對內容回

圓滿落幕，學會希望透過這三場教育

交流，讓未來推展社會住宅興辦事業
能更為順利。

中區教育訓練現場

南區教育訓練現場

景文科大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系開設「物業管理副學士學分專班」
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科技與物業

者至景文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行

業人士，或想投入之待業與社會新鮮

管理系將開設「物業管理副學士學分

政大樓 2 樓)現場報名 ，截止至 201

人，投入未來新興行業。輕鬆兼顧工

專班」
，即日起即可透過 QR-Code 或

8 年 9 月 7 日，歡迎物業管理產業從

作與學業，人人未來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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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物業養護清潔服務人員產訓班」 招生資訊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委託
景文科大辦理 2018 年「失業者職業
訓練-物業養護清潔服務人員產訓班
-產訓合作班」
，歡迎符合資格之失業
者報名。
產訓合作班之訓練時間為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
週一至週五 9:00~17:00，共計 350
小時，本場錄訓方式採甄試錄訓，筆
試佔 50%、口試佔 50%，訓練地點
於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
理系，該系與物業清潔產業廠商合作
眾多，已累計培訓 2000 多名學士及
100 多名碩士業界菁英。本次開班師
資陣容更多達 15 位與之領域相關之
專業教師與豐富實務經驗之業界專
家共同授課，機會難得~!即日起即可
透過 QR-Code 或者至景文科技大學
現 場 報 名 ， 報 名 電 話 ： (02)82122000 #6798 陳志豪
其他相關資訊與課程內容請至
景文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查詢：
https://goo.gl/Hgxzgv

AI 智動化技術應用與發展趨勢研討會

2018 年 8 月 1 日~8 月 4 日一年

工廠的運行，使得各式感測器、物聯

研究院、意法半導體及安川電機等企

一度台北國際自動化大展即將展開，

網閘道器、整合平台需求因應而生。

業，舉行「AI 智動化研討會」
，從製造、

除了參展找門道、看熱鬧，自動化及

台灣許多製造業者也緊跟這波科技

運送到零售等重要環節切入；帶您掌握

智慧工廠最新趨勢你都掌握了嗎？

浪潮布局！

智慧製造的應用、趨勢及商機。

AI 人工智慧的推波助瀾，讓製造

集邦科技謹訂於 2018 年國際

業從「自動化」走向「智動化」
，智慧

自動化工業大展期間，攜手拓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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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https://goo.gl/zxPfBb

2018 年度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座談會

隨著國內 ICT 產業、智慧生活科

遂安排辦理智慧化居住環境科技應用

>、<節能管理>、<智慧穿戴>主題

技產業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國人對生

座談會，配合動態展示區輪展，邀請目

分別於 2018 年 7 月 19 日；2018 年

活品質的要求日漸提高，依據「行政

前或未來有機會合作之智慧生活科技

7 月 26 日；2018 年 8 月 2 日舉行，

院 2005 與 2006 年產業科技策略會

產業廠商進行智慧產品智慧化居住環

歡迎相關智慧生活產業人員以及建

議」及「2008 年科技顧問會議」之結

境科技議題或技術應用座談交流。另

築師、專業技士及相關公協會與會，

論，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

為配合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內部空

除希望於意見交流中探討國內外產

之生活空間，以居住空間為載體結合

間情境調整與擴充創意發想，本次座

業於智慧健康照護系統、設備之發

資通訊產業，透過智慧化系統與產品

談會擬邀請建築師、專業技師及智慧

展，亦希望將國內新穎、具創意之概

讓生活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與

生活科技廠商針對智慧化居住空間規

念、產品帶入展示中心。

節能，相對地帶動智慧生活市場蓬勃

畫或技術應用議題進行座談交流，同

發展。

時宣傳為落實創意發想發展創造能力

為增加名眾對於智慧化居住空

為主旨之「智慧化生活提案競賽」
，並

間與智慧生活有更多互動與了解，本

討論對展示空間應用並激發創新思

團隊於日常導覽行程中，亦安排參觀

考。

民眾體驗展示中心動態展示區之各

<系統整合>與<便利創新>主題

項展示設備，並進行解說。故本計畫

場次已圓滿落幕，剩餘場次<安全監控

請至活動網站登入會員報名：
https://goo.gl/cE38wZ
其他相關資訊請至報名專頁詳
活動簡介說明。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房市不景氣，建案飯店式管理成負擔
飯店式管理行銷方式吃香向來讓

視林林總總的公共設施是不是自己

法就是問一下服務人員配置情形，除了

消費者買單，目前房市、經濟都不景

想要的。例如，有人從不游泳，泳池

總幹事之外若沒有配備 2 名以上社區

氣，管理費的負擔越來越有壓力，景

就沒有價值；如果您非常喜歡健身，

秘書，就不太可能有所謂的酒店式服

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郭紀子說，做

就要看社區有沒有合您用的健身房。

務。

到飯店式管理，硬體和軟體缺一不可，

另外，需要檢視公設合法性，不

郭紀子說，走過這 10 多年的房市

不僅硬體方面需要花費，更大的成本

要買違章公設，也需要檢視社區的財

多頭，以目前的形勢來看，當供需無法

是人力耗費，除非是寥寥無幾負擔得

務報告。特別注意一下水電費支出、

協調、市場價格走低時，物業產品設計

起的豪客住戶或者總建坪夠大具規模

公設維護費支出以及物管、保全、清

與物業管理便成為產品去化的重要影

效益的社區可能達成，絕大多數社區

潔等人事費支出佔總收入的比例。郭

響因素，考驗著開發者的智慧，出奇才

都可能只是黃梁一夢。

紀子說，也要檢視社區總建坪與服務

能制勝。

郭紀子說，目前國內房市不景氣，

人員配置。若社區總規模不夠大，要

房市成交價量走低，形勢不同了，消

負擔酒店式管理的費用顯然會比較

費者確實到了該清醒面對調漲管理費

吃重，要麼沒有酒店式管理，要麼就

的居住負擔問題的時候。他建議，檢

是管理費單位價格很高。最簡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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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7 月 13 日
記者郭鴻慧/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vbhVHV

2018 有機接著劑外牆張貼面磚工法之台日技術共同研習會+實作體驗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有感於國內建
築外牆飾面材的健康診斷、整修維護制
度、相關技術交流的迫切性，自 2006
年起舉辦多次外牆維護、診斷、更新等
機制與技術發表之研討會。本年度為提
供公私部門的物業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主管單位，以及社區與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各專業技師與建築師、各級政府
建築行政主管單位，擴大理解建築外牆
更新與維護之重要性，針對海內外之相
關機制與技術發展動向、當前市場上已
有的多樣化的材料、先進科技的工法等
議題，於 2018 年 7 月 31 日主辦「 2
018 有機接著劑外牆張貼面磚工法之
台日技術共同研習會+實作體驗會」
。
研習會當天將邀請日本在外牆磁
磚研究方面的專家，包括：本橋健司 副
會長(建築研究振興協會) 、中島亨、伯
馬、CEMEDINE ，以及台灣物業管理
學會 楊詩弘 秘書長 ，進行專業且結
合實務的專題演講，提供社會各界了
解，並且兼顧推展建築物長期修繕維護
專業之計畫。
其他相關訊息及專題演講內容請
參閱海報，報名截止至 07 月 28 日，
歡迎踴躍參與。
線上報名請至：https://goo.gl/J
z8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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