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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六屆研究成果發表會」活動成果說明
為期分享我國當前物業管理領域之學術研
究成果與產業界之實務合作經驗，自 2006 年起，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特別以每年一度的研究成果發
表會之舉辦，架構產、官、學界相互交流與觀摩
的平台，以便共同分享物業管理相關的學術知識
及產業實務經驗，進而強化物業管理專業知能之
推廣，為相關產業開拓新的視野與格局，達成共
榮共存之終極目標。
研究成果發表會至今正式邁入第六屆，今年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主辦、中國科技大學合作協辦之
模式，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20 日於臺北科大設計館舉行。本次研究成果發表主題共分為「設施維護與管
理」
、
「生活服務與環境管理」
、
「制度教育與產業發展」
、
「物業經營與資產管理」
、
「都市更新與資產活化」
等五大主軸，發表論文共計三十一篇。出席研討會人士超過 160 位，涵蓋產、官、學界人士，可謂相當
踴躍。本次會中同時於上、下午場各安排一場專題演講，分別是 RICS 亞洲區設施管理專業理事會黃冠
球主席的「設施管理全球化策略及運作」
、以及台北市都發局丁育羣局長的「公營出租住宅及物業管理」，
其豐富的演講內容與問答互動，均獲得非常熱烈之迴響。本研討會之閉幕式同時頒發本屆優秀論文獎，
分為一、二、三名與佳作若干篇。在此亦恭喜林怡呈同學、杜功仁教授之論文「校園建築空調節能裝置
之效益評估-以台科大建築系 906 研究室為例」獲得第一名，並恭喜其他獲獎的同學與指導老師們得到
上述殊榮。
第六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於當日晚間五點三十分圓滿閉幕，在此感謝主辦單位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姚立德校長在經費、場地、人力資源的全力促成，以及段葉芳總務長、總務處同仁的協助；亦感
謝中國科技大學與理事長周世璋教授的協辦配合，讓舉辦研討會之經驗得以傳承；最後並感謝內政部建
築研究所、大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長碩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於論文印刷、邀請專家方面之經
費贊助。

周理事長世璋與丁局長育群；周理事長世璋與黃主席冠球；

場次發表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技術研討會」於 10 月 27 日圓滿落幕！
由中華環境人協會主辦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技術研討會」於 10 月 27 日(六)於台大公共會衛生
學院 101 講堂舉辦，當天邀請到指導單位行政院環保署沈世宏署長說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並從海內
外邀請三場專題演講，分別是美國 RGF PHI 高階氧化技術的運用、日本 UV 與光觸媒技術的運用、丹麥
室內空管維護清潔最新技術，最後由林克謨博士與三位主講人共同接受提問，進行綜合座談。
當日現場人氣踴躍，主辦單位準備 15 份光觸媒小禮物進行抽獎，與會嘉賓接受精彩的演講與最新
知識的洗禮，更有機會得到實用性佳的贊助禮物，於餐點時間與會嘉賓互相交換名片與交流，氣氛熱絡
活躍。與會嘉賓來自產官學界，也得到協辦單位大力支持，除了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之外，另有中華民國
購物中心協會、台北市病媒防治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公寓大廈管理清潔維護協會、台灣未來教育研究學
會、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以及環境與物業管理相關學術單位參與。
下列為活動相關照片分享：

綜合座談會，由林克謨博士主持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周理事長世璋致詞

「氣候變遷下生態都市防災規劃論壇」將於 12 月 21、22 日台中市政府集會堂舉行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將於 12 月 21、22 日假台中市政府集會堂舉行「氣候變遷下生態
都市防災規劃論壇」。
本次活動以「因應氣候變遷流域、防災、水資源與國土規劃整合」為議題，除針對此議題進
行專題演講外，並藉由高峰論壇進行對話，以了解各縣市回應策略與作法，因此活動設定配合縣
市成果展示，以及兩場中央與縣市進行之圓桌會議，一方面除了進行政策宣示外，更藉此進行彼
此對話、交流，有助於政策推動與凝聚共識。
本次預訂安排三場專題演講，分別為：
一、因應氣候變遷流域都市發展與防災、水資源整合規劃新挑戰－以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特定
區為例。
二、流域治理與集水區經營規劃工具與國際趨勢。
三、全球氣候變遷下台灣水利資源開發利用之危機與因應之道。
另有關高峰論壇部分，針對論題之安排，預計邀請全國 25 縣市城鄉局處、專家學者與 NGO
代表，進行流域治理與城鄉規劃相關議題引言及與對談，初步規劃於三場平行場次（同步舉辦），
初擬議題如下：
一、流域治理城鄉規劃整合－以地方與社區層級為例。
二、流域治理城鄉規劃整合－以流域整體地區與縣市為例。
三、流域治理創新規劃工具與技術之探討。
有關流域治理縣市成果展部分，規劃於會場周邊與長廊空間，配合本次流域治理主題，由主
辦單位進行徵稿與主題訂定，以 A0 展板型式展出有關各縣市流域治理、防災與集水區規劃成果。
預期藉由本次「氣候變遷下生態都市防災規劃論壇」之舉辦，可達成下列目標：
一、結合地方政府，共同揭示國土防災以及整合流域治理的共識，並推動建立地方與中央在國土
防災與地方治理之伙伴關係。
二、互相交流流域治理新規劃技術，包括災害風險分析、暴雨管理、低衝擊開發、逕流抑制等技
術等，並透過對話機制凝聚流域集水區最佳化水資源管理與規劃模式。
三、整合流域治理多面向專業，透過對話機制凝聚縣市與各部會流域集水區治理之整合與分工、
尺度與規模差異之執行機制，與最適化管理策略。
單位主管：洪嘉宏 分署長
聯絡電話：02-2772-1350
發稿單位：城鄉發展分署

擴大舉辦「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並提高獎金鼓勵得獎作品！
為了將綠建築永續的概念建立落實於台灣未來建築設計上，本府將對民眾持續宣導興建符合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綠建築之重要性，因此委託彰化縣建築師公會辦理，茲訂於 102 年 1 月 15 日至 31 日
舉辦全國大專生「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
，邀請專家學者評選，並提供高額總獎金為 23 餘萬元，鼓
勵優勝作品獎助學金。
本府歷年舉辦綠建築相關活動，廣獲迴響，藉由學生的創意設計，激發出符合台灣環境的綠建築
構想，以此規劃未來綠建築願景比賽，已經在全國各大專院校中引起一陣風潮，藉此達到教育及推廣效

益，宣導綠建築理念及作法，讓民眾體驗綠建築的新生命力，使建物能將綠建築觀念充分落實，創造未
來生態永續發展環境。
業務單位：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電 話：04-7222151 轉 0533

兩岸三地開展物業合作，廈門市民可選聘臺灣物業
從現在起，將有越來越多來自粵港澳臺的物業公司進入福建，為福建居民帶來更加多元化的物業
服務。《閩粵港澳臺物業管理行業交流合作框架協議》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廈門簽署，是兩岸五地首
次就物業管理行業交流簽訂合作協議。
福建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副廳長李堯稱，與粵港澳臺地區的先進理念及先進經驗相比，福建省在
物業管理方面還存在差距。此次簽署的框架協議，為提升整個福建省的物業管理水平創造很好的條件。
根據協議內容，福建、廣東、香港、澳門及臺灣五地將圍繞物業管理政策法規、物業管理現狀和
發展趨勢、物業管理行業面臨的現實問題、物業服務行業的發展策略及物業管理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
展開一系列交流與合作。
例如，共同推動各方物業管理行業協會互訪，促進各方物業服務企
業業務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行業重點領域合作交流，包括物業管理咨詢
服務、專業技術培訓課題研究等，促進各自優勢互補；每年在一個區域輪
值舉辦一次“兩岸五地物業管理論壇”。隨著協議的簽署，今後，兩岸五
地的物業管理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將更加便捷，業績互認及資質互認等利
好措施都將有望推行。
對於普通市民而言，該框架協議的簽署也將為市民生活帶來變化。
隨著未來具體項目的實施，身邊的物業服務水平將可以得到全面提升。
廈門市建設與管理局有關負責人稱，框架協議簽署後，兩岸五地之
間的物業管理行業交流將會更加頻繁，包括廈門在內的福建各城市都將更多地從粵港澳臺等地“取經”，
學習到不一樣的物業服務理念和模式。
另一方面，隨著交流的便捷，未來也將有更多粵港澳臺地區的物業管理企業直接進駐福建，為福
建居民提供更多的物業服務選擇。
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廈門就學習和借鑒香港及國外的先進經驗，在發展房地產的同時實行物業管
理。截至目前，廈門已有 1,400 多個項目實行物業管理，擁有 285 家物業管理企業。福建全省的物業管
理企業有 1,500 多家，從業人員近 10 萬人。

都市更新法令實務工作坊年終加場
新北市政府為利民眾了解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經驗分享，前於今年 4 月至 10 月辦理了六場次的講
習課程，因辦理期間場場反應熱烈，詢問電話絡繹不絕，本府都市更新處特別再向中央爭取經費額外加
開 3 場次的課程，時間分別為 11 月 27 日及 28 日(初階班)、11 月 29 日及 30 日(初階班)以及 12 月 12
日及 13 日(進階班)，並自 11/8 日中午 12 時開放網路報名參加。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張璠局長表示，隨著市民對生活
品質的要求提高，需要好的居住環境，而透過都市更新推動，
將可結合政府跟民間力量共同努力，以創造更優質的都市生
活環境。市府希望藉由都更工作坊課程，讓民眾瞭解都市更
新的正確概念之外，更希望能培養自主更新的基礎與能力。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謝登武代理處長指出，都市更新
的議題近年受到民眾關注，為了讓有需要且想要瞭解都更的
民眾可以有完整的觀念，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都市更新處從 100 年起即舉辦都市更新法令實務工作
坊，今年自 4 月份開辦的都市更新法令實務工作坊共有六場次課程，廣受民眾熱烈迴響，為回應民眾熱
切需求，市府希望讓更多民眾進一步瞭解，特別再向中央爭取經費，加開 3 場次的課程，每場次將提供
300 名名額。
即將加開的三場次於 11/8 日中午 12 時統一開放報名，歡迎對此課程有興趣的民眾可至新北市都
市更新處網站(www.uro.ntpc.gov.tw)報名。另外，主辦單位也將於網站公布課程資料，若有興趣的市
民朋友無法配合上課時間，也歡迎到都市更新處網站(路徑：都更處首頁->宣導專區->都市更新法令工
作坊)自行下載。
資料詳洽：都更處發展科廖偉軒 電話：（02）2950-6206 轉 613
新聞聯絡：都更處秘書室蔡家雯 電話：（02）2950-6206 轉 204

經濟部微電影 獲影展最佳教育短片獎
經濟部國貿局製作的微電影「種子」再創佳績，從 15 部來自 9 個國家的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第 19 屆
巴塞隆納環保影展最佳教育短片獎。
巴塞隆納環保影展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綠色影展，近年來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包括日舞影展
SundanceFilm Festival、勞勃瑞福基金會、與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導的 Tree Media 等，都是影展的合
辦單位。

本次的得獎影片「種子」，故事開啟於年輕時髦的
工程師阿貿（楊祐寧飾）
，與神祕女子小綠（隋棠飾）的
超時空相遇，兩人不可思議的默契、小綠對追求未來美
好環境的堅持，使阿貿產生不同的生活目標，並帶領團
隊，持續在台灣研發改變世界的綠色產品。

經濟部國貿局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表示，台灣綠建築密度全球第一、LED 產品產量全球第一、
環保布料獲 2010 世界盃足球賽採用、自行車產值全球第一、太陽能電池產值排名全球第二、台灣每項
綠色商品，都是創造世界美好生活的一粒種子。
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表示，「種子影片」將列入聯合國環境發展署年度的全球影片巡迴 Tour
FICMA-UNEP，台灣綠色能量可望推廣至全世界。同時，歡迎各大媒體、機關團體、公協會、學校單位等，
洽詢索取原始高畫質影片拷貝 DVD。

北市同仁院萬華醫院安檢不合格 罰六萬元
臺北市政府為維護本市醫院及老人福利機構建築物之公共安全，並加強經營者之防災管理意識，
除了針對全市 123 家老人福利機構分為 4 季進行動態公共安全稽查之外，本季特別把本市 47 家醫院也
列入稽查範圍。昨天（11 月 5 日）萬華區中華路的「同仁院萬華醫院」因安檢不符規定，被北市府開
罰六萬元。
建管處處長張剛維表示，建管處每季均針對本府社會局列管之老人福利機構進行公共安全稽查，
本季增加 47 家醫院進行安檢。因為醫院及老人福利機構多屬使用者密度高、行動能力較差之場所，需
維持其逃生避難之順暢以維民眾安全。建管處表示，「同仁院萬華醫院」因為拆除一樓防火門、二樓走
廊堆積雜物，以及安全梯在 2、3、6、7 樓的防火門無法閉合，嚴重影響逃生避難安全，依法處罰六萬
元而且要求立即改善；並將在一個月內不預警複查，若仍不合格，會加倍重罰。
張剛維說明，本次安檢執行期間自 101 年 10 月 25 日至 12 月 14 日止，將會完成第 4 季的老人福
利機構（31 家），以及全市的 47 家醫院的安檢，消防局亦同步進行消防檢查；至今天為止，已檢查了
17 家老人安養中心（全部合格）、11 家醫院（1 家不合格）。張剛維強調，稽查之目的是要提醒業者加
強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意識，特別是安全梯、防火門及逃生避難通路是否堆積雜物保持通暢無阻，
自動防火捲門下方及排煙室是否違規設攤或堆置雜物，緊急進口是否遭封閉或擅自改造致妨礙救災功能。
凡屬上述違規態樣均列為妨礙公共安全情事，若經檢查有不合格者，現場除責令業者立即改善外，並依
法處罰新臺幣 6 萬元。民眾如有發現不法，歡迎隨時向建管處舉報，建管處一定會嚴格督導改善，以維
公共安全，服務專線：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轉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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