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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岸低佣金搶市 衝擊大

業者說，目前台灣代銷業佣金約是百
分之五至七，倘若大陸企業以百分之一搶
市，將造成很大的威脅；且台灣仲介佣金
只規定上限、未規定下限，對岸大財團若
有心搶市，很有可能殺價競爭，對市場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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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代銷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炯
輝昨天表示，服貿和學運議題對房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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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紀業。

影響，房市主要還是看供需基本面，只要
有需求，買氣仍在。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擊很大，業者強力反對服貿協議開放不動

近日反服貿議題引發學運風潮，有產
業界人士說會影響股市和房市。黃炯輝指

但業界人士私下說，大家還是擔心服

出，學運對房市影響不大，且股市這幾天

貿通過後，大陸代銷業者來台會低價承攬

也上揚、並沒有重挫，房市理應不會受到

代銷、仲介案；台灣目前代銷佣金約百分

影響。反而是選舉議題的確影響建商推

之五至七，若大陸業者以百分之一搶市，

案，不少建商都為了避開下半年選舉，趕

市場肯定會受到衝擊。

在上半年推案，因為選舉時，政府會推出
什麼新的房市政策仍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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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代銷公會全聯會昨天舉行新
春聯誼，會中代銷業者表示，雖然房仲、
代銷經紀業不在這次服貿開放名單中，且
大陸小型經紀業者應沒有赴台投資意
願，但若大型或是具國企背景的廠商帶著
龐大資金來台承攬代銷、仲介案，對台灣
業者就可能造成威脅。

【聯合報╱記者江碩涵／台北報導】

大安區蘇素珍區長表示，根據 101

演練」、「里鄰應變小組即時成立」、

年台北市 612 及 616 水災之經驗，午後

「沙包堆疊演練」、「抽水機操作演

強降雨所帶來的淹水災情，往往非大範

練」、「住宅火警警報器運作」、「滅

圍的淹水，而是因家戶排水不及，造成

火器實際操作演練」、「CPR 及 AED

地下室淹水案件，一般抽水機大都需搭

操作演練」等，26 日演練腳本之一，

里鄰是防災第一線，提升里鄰社區

配車輛運送，往往緩不濟急，因此大安

里民家中因電器電線走火，引發住宅火

災害應變能力是北市府推動防救災工

區公所今年特別添購了 8 台沉水式電

警警報器聲響大作，鄰居通報里災害應

作首要目標。大安區公所在台電核能火

動抽水機，於各次分區均預置 1 台，部

變小組指揮官(里長)，指揮官剛好不在

力發電工程處（和平東路 1 段 39 號）

分里辦公處亦有自行購置備用。由於電

台北，指揮官隨即迅速指定應變小組成

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里鄰防災示範演

動抽水機體積輕巧，即使女性志工也可

員之一巡守隊隊長廖慕陶代理指揮官

練，由錦華里鄰社區防災志工編組擔綱

輕易移動，機車即可載運，機動性高，

啟動救災編組，進行疏散、滅火救災，

演出。並首度亮相今年里鄰防災新利

在災害來臨時，可以快速抵達災害現場

過程流暢逼真，主要是里民平時已有養

器，2 吋及 3 吋輕型抽水機 8 台，里辦

協助救災，達到區域型防災『抽水宅急

成訓練，具備居安思危及防災意識與能

公處只要接到里內某巷弄淹水，快遞員

便、救災真方便』之效益。

力，當災害來臨時才能守護家園。

輕型抽水機宅急便
里鄰防災添利器

戴上安全帽，騎上造型機車，立即到達
現場啟動抽水，降低災害產生。

錦華里里長溫美珠說，本次演練是

大安區公所表示，台北市目前在各

屬於複合式災害演練，演練項目包括

里成立「里災害應變小組」，大安區目

「行動防災 APP 運用」、「災害通報

前有 53 隊共有 1,039 人，平日除了基
本的訓練外，並於防汛期前各里進行實
際操演示範，為了讓小組成員充分熟悉
救災技能整個演練過程，今年創新思
維，透過四機現場轉播連線方式，將演
練過程，透過攝影機鏡頭，讓各里觀摩
人員更清楚各演練項目的細節，達到示
範演練的效果。希望藉此強化災害發生
初期里鄰自助自救能力，掌握 3 至 5
分鐘黃金救援期，勢必能有效降低災害
【記者王郁淳／台北報導】

漂白嘛，這是第一站嘛，台灣是所有

年購屋上限 400 戶
防服貿湧陸資炒房

權，比如忠孝東路這邊，你買一戶店
面真的他三代五代十代，你只要不賣
單那租金就不得了了。」其實香港目
前平均住宅房價一坪介於 120-160 萬

香港平均住宅房價一坪約

之間，台北市的平均房價是一坪約 66.2

120-160 萬，服貿有沒有可能讓台灣房

萬，如果以購屋總價除以家庭年所得

市香港化呢？淡大產經系教授莊孟翰

的倍數，算出房價所得比香港人要 28

觀察，從 2008 年開放陸客來台，兩岸

年不吃不喝才能買房，台灣人要花

越來越經濟活絡，帶動東區店面租金

16.47 年才能購屋，服貿一旦上路，會

一坪飆破千萬，以及店面租金越來越

不會造成陸資湧入加速台灣人購屋痛

高，店面越來越小等現象認為，台灣

苦指數。住商不動產企研室主任徐佳

可能會步上香港高房價的後塵。但是

馨：「(陸資)購屋之前其實要透過陸委

內政部拿出數據顯示，10 年來只有 136

會，其他部會來做審核，所以現階段

件陸人來台買不動產的個案，並且政

而言的話，真的靠陸資這樣的一個管

府還祭出大陸人就算來台買房，一年

道進來去做購買不動產的一個案例，

不能居留超過四個月，三年內不能移

其實是相對比較少的。」

轉等政策，希望有效遏止陸資炒房，
也降低民眾疑慮。

路寸土寸金。2010 年中資，亨得利鐘

限也不能超過四個月，還有貸款不能

錶以 9 億多天價，等於每坪是 556 萬

超過五成，而從內政部統計從近 10 年

買下這間不動產，而現在忠孝東路行

來(91-102 年)大陸人民購買台灣的房

交價 6 億，等於每坪是 1300 多萬
(1303.2 萬)，附近租金也創下每坪 2.5
萬的天價紀錄，店面越來越小間，房
價越來越香港化了嗎？更令人擔心的
是，服貿生效後台灣會不會像香港簽
訂 CEPA 一樣，十年來房價越飆越高。
淡大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他們很
多錢，想要到台灣來，然後經過一段

制，內政部規定大陸人民每年買台灣
土地上限是 13 公頃，相當於半個大安
森林公園，買建物不能超過 400 戶，
儘管如此還是引發疑慮。淡大產經系
副教授莊孟翰：「(陸資)賣的話，它可
以從海外匯進匯出啊，包括很多人從
開曼群島進來的，陸配她可以取得身
分證啊，或者先生買給她都 OK 嘛，地
下經濟你看不到。」陸資要是暗著來，
政府真有辦法抵擋嗎，CEPA2003 年上
路，雖然帶動香港經濟活絡，但房市
也跟著飆漲，這樣的前車之鑑，台灣
政府不得不謹慎看待。

謂的 345 方案，購屋三年內不得移轉，
大陸人民就算在台購屋，每年居留期

級戰區，三月初這裡一二樓，57 坪成

產投資案，遠遠低於台灣的總量管

限制中資入侵炒房，政府訂定所

車潮、人潮、錢潮，帶動忠孝東

情已經是每坪上看千萬。SOGO 旁的一

產有 136 件，大陸企業則有 8 件不動

【東森新聞】

還不信氣候變遷？
WMO：2013 年全球極
端氣候一籮筐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MO)24 日
指出，2013 年全球氣溫與 2007 年並列
史上第六高。統計顯示，史上最高溫的
14 個年份有 13 個是出現在 21 世紀；
2001-2010 年是史上最熱的 10 年。2013
年全球陸地、海洋表面平均溫度為(攝
氏，下同)14.5 度、較 1961-1990 年的

2013 年主要極端氣候事件如下：


平均溫度高 0.5 度，同時也較 2001-2010
年的均溫高 0.03 度。南半球許多地方
特別炎熱：澳洲平均溫度甫創歷史新

WMO 秘書長 Michel Jarraud 指







溫度以及更多因海平面上升所引發的





暴雨和洪水影響蘇丹和索馬利亞

以色列、約旦和敘利亞遭遇史無
前例的降雪。



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濃度達到歷
史新高水準。



全球海平面達到歷史新高。



南極海冰面積創歷史新高。

根據英國風險顧問公司 Maplecroft 在
去年 10 月公佈的「氣候變遷與環境風
險圖解」
，預估到 2025 年全球將有 31%
的經濟產出是來自氣候變遷高風險/極
端風險國家、比例較 2008 年增加一倍

(Somalia)。

發的溫室氣體排放，澳洲幾乎不可能在
2013 年面臨史上最高溫。

暴雨和洪水衝擊中國東北地區和
俄羅斯聯邦東部。

風暴、沿海洪水。
研究顯示，如果沒有人類活動所引

季風大雨導致印度、尼泊爾邊界
嚴重洪災。

的結果是一致的：更大的豪雨、更高的



安哥拉、波札那(Botswana)以及納
米比亞(Namibia)面臨嚴重乾旱。

災、洪水的主因，但 2013 的極端氣候
事件都與專家預期人類引起氣候變化

波蘭、瑞士遭逢嚴重洪災。

寒冷的極地空氣侵襲歐洲和美國
東南部部分地區。

超大降雨量導致歐洲阿爾卑斯山
地區以及奧地利、捷克、德國、

澳洲、阿根廷以及紐西蘭這三個

次高以及第三高溫。

出，火山爆發或聖嬰、反聖嬰等自然現
象向來都是影響氣候、溫度或引發旱



南半球國家分別遭逢史上最高、

高；阿根廷溫度也創史上第二高。

史上威力最強大的龍捲風襲擊美
國奧克拉荷馬州 El Reno。

侵襲菲律賓中部的海燕颱風是史
上最強烈的登陸颱風之一。







重大旱災衝擊中國南方省份。



巴西東北部遭遇 50 年來最嚴重

多。相關新聞詳見《氣候變遷非天意，
綠色投資可獲利》。

的乾旱。

【記者賴宏昌／精實新聞】

定是否需要內外翻修。房屋質保年限通

過，物業可以幫助業主檢查確認外牆漏

常為：管線保修 2 年，防水保修 5 年。

水程度，並給出建議，以及聯係開發商

怎麼辦？

外牆滲水，在房屋質保期內可找開發商

承擔此責。

大陸物業的處理方法

幫助修復，費用由開發商承擔。但此房

陰雨天牆壁滲水發霉，

已交付 10 年，已逾質保期，出現問題
應“誰使用，誰負責”。針對此種情

核心提示

況，正規的處理辦法是：業主必須先自
行將內牆積水清理乾淨，否則物業多次

在陰雨天裡，不少市民家裡會出現
內牆潮濕發霉、脫皮，或是屋內滲水的
情況。這些常見的室內潮濕滲水問題，
該怎麼解決呢？記者就相關問題採訪
了廣西建凱物業服務有限公司、上海銀
灣物業管理連鎖集團廣西公司等物業
公司。

修補外牆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而後通
過物業檢查來判定，是否可以動用公共

業主疑問
我買了一樓盤 1 樓的住房，驗屋時
發現內牆嚴重潮濕，查看後發現可能是
由管道滲水導致。這樣的情況不知道是
否可以索賠？

維修基金對外牆進行修復。如需動用公
共維修基金，則要按房產局的相關手續
走流程，得將情況公示，整棟業主集體
簽字表示同意後，才能將公共維修基金
用於外牆修復。

物業解答
“首先必須辨別清楚是誰的管
道、哪裡的管道出現滲水。”廣西建凱
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梁曉彬認為。如果是
排污排水的公用管道，則在房屋保修期

有物業的業主
外牆滲水誰來修?

管道滲水可賠嗎?

裝修損失可賠償嗎？

內可找房屋開發商進行修復，但公共管

業主疑問

道造成的此種影響並不好索賠，還需業

我的房子 2013 年 10 月入住，今

業主疑問

主與開發商另行協商；如果出現問題的

年 6 月就出現漏水情況，除了維修外牆

是樓上鄰里私人安裝的管道，或是自來

區外牆滲水，導致內牆大面積發霉，物

和窗戶，物業應該賠償我的裝修損失

水管道（自來水管道在過戶水表後的部

業已經幾次找人對外牆進行修補但效

嗎？

分屬私人管道），則此私人管道誰安裝

由於連續陰雨天氣，我們居住的小

誰就負責善後。

果不佳。房子已經交付 10 年了，我能
否要求物業幫助修復內牆或承擔相應

物業解答
建凱物業、銀灣物業的工作人員認

建凱物業建議，業主在驗房時發現

為，在實際生活中牆面或是窗戶漏水，

房屋有問題，應及早進行書面登記，開

多是開發商的責任。由於房子出現問題

發商將限期整修。如若開發商對此類問

的時間還在質保年限內，因此維修外牆

題不作為，此類問題又嚴重到影響住房

公司的工作人員認為，房屋滲漏首先要

和窗戶的費用由開發商承擔，業主的裝

安全的程度，業主可根據合同提出退房

判斷滲漏部位是否為公共部位，才能鑒

修損失也可和開發商協商請求賠付。不

或起訴。

的修理費用？

物業解答
上海銀灣物業管理連鎖集團廣西

沒有物業的居民
常見現象：衛生間漏水。

常見現象：牆面發霉發黃脫皮。

常見現象：樓板開裂

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

這種現象一般都由回南天、潮濕天

“目前針對樓房開裂的現象，除了

責任公司的工程師候淋中說，如果滲水

氣引起，因為防水性能較差的膩子遇水

上述那種全部開挖衛生間做防水、砂漿

量不大，一般情況下可以採取堵漏的形

之後，久而久之就會霉變，出現發黃發

面的方法之外，還有一種比較便捷的方

式防止。如果 6 樓的衛生間漏水，需要

霉的現象，也隨之脫離牆體造成“脫皮

式。”候淋中介紹道。工程師目前可以

在 5 樓對應的位置找到管口位的漏

現象”。這種情況，範圍較小的，可以

採取一種壓力灌漿的方式，通過空心釘

點，在這個位置進行防水處理，用類似

在這個部位重新打磨，再上一層防水性

用壓力將特殊的藥水注入有縫隙的部

“堵漏靈”這樣的材質將漏點堵好；但

能較好的膩子；範圍較大的，建議全幅

位，這種藥水遇水後會迅速凝結，起到

是如果漏水情況較為嚴重，還是要治標

牆面重新打磨刮膩子。“而且一般情況

防水的作用，不過這種方式的價格也相

治本，將整個衛生間全部開挖，做好整

下我們都建議再上一層內牆塗料，因為

對較貴。

個防水層、鋪設砂漿面，再重新鋪設

內牆塗料是油性的，相對而言不易發

好。

霉。”候淋中介紹道。

廣西建工集團第五建築工程有限

【記者梁如雪／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