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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2013 年 11 月 9 日(六) 中華科技大學 

09:00-09:30 報到(復華樓 12 樓) 

09:30-10:00 開幕式(復華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專題演講 1(復華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10:00-10:40 
主題:中小型物件管理 

主講人:張建榮（信義之星物業 總經理） 

10:40-11:00 休息、茶敘 

研究成果發表會 上午場 

  復華樓 9 樓會議室 建華樓 9 樓設計廣場 建華樓 2 樓設計教室 

發表:10 分鐘 

問與答:5 分鐘 

主題：物業經營與資產管理 

主持人: 顏世禮副秘書長 

主題：制度教育與生活服務 

主持人: 張智元副教授 

主題：建築維護技術與管

理 

主持人: 杜功仁秘書長 

11:00-11:15 

企業總部辦公大樓設施管理

體制之建置程序 

發表者:鄭富瀚 

雲端行動學習輔助物業綠色保

潔操作教學之初探 

發表者:邢志航 

大學學生宿舍大樓之消防

安全管理 

發表者:薛舟淵 

11:15-11:30 

各國住宅性能評估制度比較

之初探 

發表者:塗佳雯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的知識管

理─執行程度與經營績效關係

之探討 

發表者:陳維東 

智慧型辦公大樓空調及照

明節能實務 

發表者:溫琇玲 

11:30-11:45 

住宅長期修繕計畫標準作業

之研究 

發表者:陳建謀 

從集合住宅管理與維護觀點探

討共用建築設備自主管理機制

建立之研究 

發表者:張坤海 

消防中繼機房設置原則之

研究 

發表者:趙清德 

11:45-12:00 

前期物業管理導入 BIM 之

研究 

發表者:林敏菁 

市民運動中心設施管理指標建

構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 

發表者:楊乙軒 

電磁波屏蔽材料對於公寓

住宅廚房電器之研究-以新

北市為例 

發表者:許謝錦寶 

12:00-13:20 休息、午餐(復華樓 9 樓會議室及設計廣場) 



 

專題座談 2(復華樓 9 樓會議室) 

13:20-14:00 
主題:物業管理產業的形態與願景 

主講人:史經文（里洋物業公司 總經理） 

研究成果發表會 下午場 

  復華樓 9 樓會議室 建華樓 9 樓設計廣場 建華樓 2 樓設計教室 

發表:10 分鐘 

問與答:5 分鐘 

主題：高齡環境與物業管理 

主持人: 陳維東教授 

主題：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 

主持人: 吳韻吾副教授 

主題：都市更新與資產活化 

主持人: 楊詩弘助理教授 

14:00-14:15 

以房養老跨業模型研究－物

業管理與社會福利機構為例 

發表者:程建輝 

協力造屋後期使用維護管理

現況探討之研究-以大專師生

協助部落「義築」為例 

發表者:沈聖雯 

都市更新自力更新組織參與

意願之探討─以自我調整學

習理論觀點 

發表者:吳韻吾 

14:15-14:30 

台北市日間照顧中心空間規

劃及服務內容之比較研究 

發表者:蔡倩汝 

叫修維護軟體應用於購物中

心的效益探討-以 A 購物中心

為例 

發表者:林世俊 

博物館空間服務藍圖建構之

調查研究—以國立臺灣博物

館土地銀行展示館為例— 

發表者:李瑞娟 

14:30-14:45 

台灣騎樓與無遮簷人行道地

坪鋪面面磚之防滑係數訂定

基準之研究—以台北市公共

工程為例 

發表者:張瑋皓 

健康工作環境管理系統在高

科技廠辦之應用 

發表者:卓秀蓉 

台北市出租國宅居住空間使

用維護管理之研究 

發表者:高芳萱 

14:45-15:00 

寒冷季節住宅建築溫熱環境

管理策略之探討 

發表者:林錦鴻 

機關建築物於防災避難管理

之研究 

發表者:林政達 

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管理維護計畫撰寫現況之研

究 

發表者:蔡旻潔 

15:00-15:20 休息、茶敘 

15:20-16:00 閉幕式、優秀論文獎頒發(復華樓 9 樓會議室)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研討會審查通過論文題目  

 

 

 

【物業管理趨勢論壇】-高齡化社會物業管理服務之發展策略 圓滿落幕！ 

台灣在 2018年將有超過 14%的 65歲以上高齡人口，社區結構及生活型態也將隨之改變，「在宅老

化」及「高齡者社區化」已日趨普遍，物業管理服務如何因應，已經到了不得不關心的議題；東京都物

業管理機構於 16日舉辦今年度的趨勢論壇，由內政部建研所何明錦所長主持，邀請台、日專家學者從

物業管理觀點，針對台、日高齡化社會與物業管理服務間的各項可能問題及解決方向、建築物之設計與

規劃及物業管理專業人員職能之調適等議題作深入探討。 

日本第一大獨立性物業管理公司的 NIHON HOUSING取締役副社長竹中秀夫先生，分享日本物業管理

公司對於高齡化的現象，所採取的措施與經驗分享。物管公司應充份掌握每個社區中個別高齡居住者的

實際狀況，並採行適當的追蹤調查，隨時掌握最新資訊，評估其需要協助事務，持續提供其「關注」、

「確認安危」及「緊急狀態因應」的生活支援服務。 

1. 寒冷季節住宅建築溫熱環境管理策略之探討 
13. 台北市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書管理維護計畫撰寫現況

之研究 

2. 機關建築物於防災避難管理之研究 14. 企業總部辦公大樓設施管理體制之建置程序 

3. 從集合住宅管理與維護觀點探討共用建築設備自主

管理機制建立之研究 
15. 智慧型辦公大樓空調及照明節能實務 

4. 電磁波屏蔽材料對於公寓住宅廚房電器之研究 

‐以新北市為例 

16.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的知識管理 

─執行程度與經營績效關係之探討 

5. 住宅長期修繕計畫標準作業程序之研究 17. 健康工作環境管理系統在高科技廠辦之應用 

6. 大學學生宿舍大樓之消防安全管理 18. 各國住宅性能評估制度比較之初探 

7. 李瑞娟‐博物館空間服務藍圖建構之調查研究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土地銀行展示館為例 

19. 都市更新自力更新組織參與意願之探討 

─以自我調整學習理論觀點 

8. 以房養老跨業模型研究 

－物業管理與社會福利機構為例 

20. 台北市日間照顧中心空間規劃及服務內容之比較研

究 

9. 消防中繼機房設置原則之研究 
21. 協力造屋後期使用維護管理現況探討之研究 

—以大專師生協助部落「義築」為例 

10. 市民運動中心設施管理指標建構之研究 

‐以台北市為例 

22. 台灣騎樓與無遮簷人行道地坪鋪面面磚之防滑係數

訂定基準之研究 —以台北市公共工程為例 

11. 前期物業管理導入 BIM 之研究 
23. 叫修維護軟體應用於購物中心的效益探討 

—以 A 購物中心為例 

12. 台北市出租國宅居住空間使用維護管理之研究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黃世孟董事長，以新屋-老屋與低齡-高齡構成的四個象限，分析「兩大

老化」交集關係的居住空間與物管服務需求的對應策略；從高齡者住與行的設施環境、食與衣的生活服

務及育與樂的學習樂活等構面，剖析物業管理服務的商機。 

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理事長暨十方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沈英標建築師，主張分別從高齡化與全齡化、全

齡化設計與通用設計的規劃，以達到簡明訊息、容許差異、尺度合宜、省力操作、簡單易用及靈活運用

等通用原則；並以居家住宅改造範例來解說符合高齡者需求的生活空間。 

環球經濟社林建山社長認為，高齡化社會物業管理職能的延伸與擴張，未來將會發展為總合營運、

現場情境營管、環境工程、聯網機制、機動運籌及後台營管等職務類型，並結合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的「遠距居家照護(Tele-homecare)」機制與策略聯盟，有效提供住戶健康管理與保健服務的重要機

制。 

 

 

何明錦所長指出，高齡化社會物業管理服務應該

是在社會市場需求變化，以及高度市場化機制的自

由開放與自主抉擇前提下，自然地發展，物業管理

服務業者則更須要貼近社會脈動與市場發展的趨

勢，致力於職能創新，強調企業倫理，與承擔社會

責任，期能給予這個社會作出更大的貢獻。 

活動當日除舉辦物業管理趨勢論壇並頒發論文獎助，生活服務專區也同時規劃有「i-Search+愛社

區點數平台」及「銀髮生活服務群聚」展示區，讓與會來賓能更加了解社區點數平台之使用，並透過互

動對銀髮生活有所體驗。本次活動共吸引 200 餘人參與，藉由每年物業管理趨勢論壇暨論文獎助活動的

舉辦，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號召更多人才投入物業管理產業，並透過各項重點議題之探討與關

左起 
主持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長  何明錦 
與談人:NIHON HOUSING株式會社取締役副社長執行役員  竹中秀夫 
與談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董事長  黃世孟 
與談人:十方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創始人、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理事長  沈英標 
與談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林建山 



注，期能對社會發展有所助益。 

 

 

 

 

 

 

 

 

 

 

 

 

 

 

 

 

 

 

 

 

 

 

 

【活動實況】 

 

 

大陸物業管理業收入逾 3000 億 

10月 28日發布的《物業管理行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 2012年底，中國物業管理行業已擁有

71000餘家企業，612.3萬從業人員，管理各類房屋面積 145.3億平方米，年營業收入超過 3000億元。 

據中國物業管理協會會長謝家瑾介紹，目前中國物業管理業態由以住宅為主向寫字樓、商業物業、

工業廠房、醫院、學校、寺廟、步行街、街道以及各類城市綜合體等管理擴展。 

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對許多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例如，從業隊伍人才匱乏，導致服務質

量有待提高。此外，業主大會制度實施難，運行不規範，也導致物業服務市場主體長期缺位，專項維修

資金支取難。 

  

http://buy.sina.com.tw/soso/%E7%89%A9%E6%A5%AD
http://buy.sina.com.tw/soso/%E7%89%A9%E6%A5%AD
http://buy.sina.com.tw/soso/%E6%88%BF%E5%B1%8B
http://buy.sina.com.tw/soso/%E4%BD%8F%E5%AE%85
http://buy.sina.com.tw/soso/%E5%BB%A0%E6%88%BF
http://buy.sina.com.tw/soso/%E4%BA%BA%E6%89%8D
http://buy.sina.com.tw/soso/%E6%9C%8D%E5%8B%99
http://buy.sina.com.tw/soso/%E7%B6%AD%E4%BF%AE
http://buy.sina.com.tw/soso/%E7%B6%AD%E4%BF%AE
http://buy.sina.com.tw/soso/%E8%B3%87%E9%87%91


 

防災都更 內政部 4 年檢實公設 

內政部長李鴻源 10月 28日說，4年內核實檢討總人口需求，全面檢討公設用地需求，作為推動防

災型都更、改造都市景觀風貌籌碼。  

根據中央社 10月 28日報導指出，空拍攝影師齊柏林拍攝的紀錄片「看見台灣」，揭露國土風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長沈世宏、內政部長李鴻源、經濟部水利署和農委會今天到立法院社會福利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針對「俯瞰台灣的美麗與哀愁～從環境保育、國土資源資訊整合、森林資源復育及保育、統合

水域資源規劃與河川治理檢視台灣國土規劃」備詢。 

李鴻源報告說明，台灣地震頻仍，年平均雨量旱澇加劇，國土過度開發、水庫淤積，部分地區地層

下陷，加上人口結構老齡化及都市集中化，又有氣候變遷等衝擊。內政部著手針對國土容受力進行分析

與調適，並已完成整合建立易淹水風險地圖、土石流風險地圖等完整資料庫。 

面對上述衝擊，李鴻源認為，可透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生活圈模式設計，作為都市防災

系統。 

李鴻源指出，長期來都市計畫區人口有高估現象，卻沒因應人口變遷趨勢合體調整，人口達成率 6

成以下的一般都市計畫區，占全台總都市計畫區比例約 1/3。  

李鴻源說，內政部計畫於 4年內，針對人口成長不如預期的都市計畫區，考量發展趨勢核實調降計

畫人口，撤銷不必要公共設施，結合都市規劃與排水，推動防災型都更，改造都市景觀風貌，未來也將

要求建商建置滯水花園、綠街道、礫間下水道等友善環境都市設計。  

 

祝融無情 防災科技結合人文思維  

歷史古蹟因年代久遠，建材老舊，往往一遭遇祝融襲擊，多年文化樣貌就付之一炬。然而現代人們

對文化資產保存及防火安全意識都稍缺乏，造成保存或搶救過程未臻完善。也因此，社會急需建立防災

科技結合人文思維觀念，才能欣賞歷史古蹟過去所蘊藏的意境，並同時做好防災工作。 

歷史文化古蹟富有當代底蘊，也具有教育宣導作用，但中華文化的歷史古蹟如宗祠、寺廟等，都是

木造建築，容易因線路老舊產生火苗，或經地震引發火災破壞，因此現有的文化古蹟都有配置消防裝

置。 

  ◎過於遵守法規 消防設備不適用 

國科會過去 3年執行了防災科技整合型計畫，探討台灣古蹟或歷史建築的資產保存與防災關係，結

果發現，許多古蹟的消防設備並不符合古蹟保存及使用需求；有的裝置因放置地點突兀，甚至破壞古蹟

空間意象，顯示多處缺乏防災文化的正確認知。 



根據調查古蹟及歷史建築致災因子統計，345處古蹟中 24%屬於管理維護體制不佳，36%則是輔助的

消防設備不足或不當引起，已佔主要致災超過 6成，顯見民眾觀念不足。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教授簡

賢文說：『(原音)現在目前的古蹟他的管理組織，還有人都有問題；消防設備也有問題，例如不足、位

置不當，或是沒有保全防範別人來縱火的，這兩個比較重要，可是人力最貴，所以最簡單的就是申請國

家預算，申請消防設備，可是出現一個問題，申請的消防設備不好用，是一般建築物的消防設備。』 

◎救災缺乏認同 古蹟二度破壞 

簡賢文說，民眾有認為消防設備是給消防人員用的錯誤迷思，因此錯過搶救第一時間，再加上消防

隊對古蹟不熟悉，強力水柱也直接破壞古蹟。例如國家二級古蹟彰化元清觀深夜發生大火，1/3的古蹟

被大火吞噬、1/3被消防隊員救火毀損，剩下 1/3則在鑑識起火原因中又遭破壞。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副局長粘振裕說，目前文化資產保存法可針對不同個案制訂因應計畫，可以排除

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及消防法規範，並在防災整合型計畫團隊協助下，建立古蹟價值評估及風險評估機

制。他說：『(原音)古蹟的建材、使用的材料沒有辦法符合現代消防法規規定，但是古蹟又不可能改成

防火材料，怎麼做呢?就要有因應計畫，雖然沒有一定要用消防設備，但至少要有管理組織、或是簡易

的消防設施，透過人員操作使用，預防火災的發生；萬一發生火災，搶救是可以的，不會造成很大的損

害。』 

◎古蹟防災 管理與設備同等重要 

由於古蹟不能以現代法規等同視之，不足之處應由管理體系彌補，因此團隊協助文資局設立審查表

格，作為審查評估之用。閻亞寧說，當重大天災發生時，公部門當以人命救援為優先，而非古蹟，但與

古蹟有強烈連結，或是管理者就應建立反應機制，例如製作簡易型消防裝置，以軟水壓噴灑，一面保護

古蹟以待救援，增加保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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