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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彙集 

序言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於 2012 年 01 月 01 日，採用雙週刊電子通訊方式發行，

迄今已經出版至第 63 期。回顧創刊當年學會電子報恭賀文是我寫的，電子報出版至第 50

期時，腦海曾閃過彙集全部電子報念頭。有兩項深層意義，第一項是感謝本屆出版委員會

主任委員羅紫萍（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助理教授），單獨一人負責出版，持續

耕耘肯定貢獻。第二項是考量學會與會員之間有機會良性互動，藉由製作一冊電子報彙集，

致贈全體學會會員，區區勞務，並非難為！ 

今天，正式出版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彙集，將每三十期彙集成冊，首先出版第一

集（第一期至第三十期），隨後陸續出版第二集（第三十一期至第六十期），電子報彙集即

將成為學會的代表出版品，協助創造品牌，助益推廣行銷。簡言之，彙集序言既是感言，

也是期許，讓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回顧過去 

感恩：一個單位，真的想做的事能如意實現，於慶幸完成的成就外，更應虛心感恩大

環境時局的造化。學會創刊雙週刊電子報，感恩全體理監事的認同，感恩秘書長、秘書及

各委員會的鼎力協助，期許積累成果持續邁進。 

持續：彙集三十期內容電子報，時間跨時長達十五個月，在一年有餘的時間裡，國內

外曾經發生的物業管理大事記，此種彙集將成嶄新專業寶典，也是一面自省優劣明鏡。時

間，永遠站在物業管理這一邊，當專業寶典成為學會的行銷品牌，當自省明鏡點明學會的

展望方向，學會持續的出版終會獲社會肯定且奠基價值，當掌聲響起時，繼續獻給出版委



員會主任委員羅紫萍。 

展望未來 

發布年度物業管理十大新聞：電子報內容的本質之一就是新聞，新聞內容可依據時間

的分期，空間的分區，事件的分類等方式，如能彙整每年度各類型的新聞大事，就能釐清

年度的物業管理重要新聞。理事長展望能夠比照其他行業，2014 年底能由本學會發布年

度（國內外）物業管理十大新聞，召開記者會同時置入行銷本學會核心主張。您說，可以

嗎？ 

建立互動來往的出版新事業：檢視學會會員背景的組成特質之一，腦袋多、錢袋少，

考量學會的永續經營之道，必須善用會員腦海的知識力量，轉化成積累財務的創收來源。

因此，必須戰略性高瞻規劃如同電子報彙集的出版計畫，重視會員們擁有的專業知識，猶

如 Open Data 豐碩資源，懂得跨領域尋商機。緊抓會員求知求新需求，徵募解決迷津有

用資料，開創出版的創收事業。綜言之，讓學會的出版新事業計畫，成為學會與會員之勾

搭橋梁。您說，可行嗎？ 

以上 

簡此互勉，敬祝會員，順利如意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理事長黃世孟 2014/8/15 



 

一、創會背景與宗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成立（台

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目的在於達成落實物業管理

學術研究、建立法制與專業服務的社會任務，以兼顧建

築硬體設施及軟體內涵的品質，提升實質環境品質與增

進生活水準。我國政府相繼於 1991 年 12 月頒佈《保全

業法》、1995 年 6 月頒佈《公寓大樓管理條例》，並於

2004 年 9 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通過《物業

管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加速推展建立物業

管理法制，促使民間團體更蓬勃地成立物業管理相關專

業團體、國外知名物業管理公司選擇進入台灣各行各業

的物業管理市場、及公私立大專院校陸續設立物業管理

專業相關科系所。此時代背景促成了本學會之創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的創會宗旨有四：一、落實物業

管理的教學、研究與發展。二、健全物業管理的法制與

產業環境。三、協助物業管理業界的良好經營環境。四、

進行國際交流、促進產業國際化。物業管理之服務範疇

有三類：一、建築物與環境之使用維護服務（清潔、保

全、消防檢修、公共安全檢查、附屬設施設備等），二、

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物業代辦及諮詢、事務管理）、

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照顧服務、褓姆、宅配物流）、

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三、資產管理服務（不動

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投資管理等）。 

二、學會組織 

學會會務由理監事會負責推展，其下設置理事長、

秘書長與四個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國際

交流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創會第一屆理事長為黃南淵

先生；第二、三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四屆理事長

為周世璋先生；第五屆（現任）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 

三、年度活動與出版 

本學會每年舉辦、參與、與召開以下各類活動：  

1. 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每年舉行物業管理研

討會，提供會員一個發表其研究成果與交流的平台。 

2. 研討會：學會不定期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建

築物外牆整建與景觀風貌更新研習會」）；或與其他學會

機構共同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與中華民國購物中

心協會主辦「商用地產物業管理實務」、與華夏技術學

院舉辦「2009 年物業管理暨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 

3. 座談會：不定期邀請物業管理產、官、學界代表，

舉行各類議題之座談會與意見交換。如「課程規劃座談

會」、探討物業管理系所之課程架構與核心課程等議

題；「法令與證照制度座談會」、探討物業管理相關法令

內容、從業人員應具之專業職能、物業管理之證照制

度；與台北市政府座談、從物業管理談「台北好好看」

系列課題與會務發展等。 

4.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培訓講習班：本學會已成為

營建署認可之培訓講習機構，每年不定期舉辦公寓大廈

「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設備安全

管理人員」之培訓講習班。 

5. 國際交流：學會派代表出席國內外之國際研討會、

與各國代表進行國際交流。如參與日本設施管理促進協

會於東京主辦之「JFMA Forum 2010 設施管理研討

會」、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在台舉辦「2009 年國際房

屋會議」、中國四川成都現代物業雜誌社主辦論壇「就

業危機下的物業管理教育」研討會等。 

6. 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學會與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每

年舉辦學術論文評選活動，獎助優良博碩士論文。 

本學會每年出版以下各類之出版品： 

1. 物業管理學報：於 2010 年春季創刊，每年出刊二

期（三、九月），刊登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等二類論文。 

2. 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每年收錄「物業

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之投稿論文、彙編為「論文集」。 

3. 專書：不定期邀集專家學者進行各類專書之編著；

如「物業管理名詞彙編」、「物業管理概論」課程講義等。 

四、學會通訊 

學會會址： 

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懷恩樓 302 室 

電話：02-2931-3416 #2418；傳真：02-2930-9076  

網站：http://tipm.org.tw；E-mail：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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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ckground and Missions 

TIPM was founded in January, 2006, with the intent 

to achieve the social missions of conduc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researche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PM lega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life is advanced. The 

Government has proclaimed the ‘Security Industry Act’ in 

1991, ‘Apartment and Mansion Management Ordinance’ 

in 1995, and has held the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Conference’ in 2004, and approved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Creed’. Man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chose 

to enter the industry;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initiated 

PM departments or programs. The above background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of TIPM.  

The goals of TIPM are: (1) to advance th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PM; (2) to establish proper 

legal system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for PM; (3) to 

assist the PM industry in fostering a health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4) to achie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M industry by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scopes of the PM are defin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1)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cleaning, security, fire safety 

inspe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ystems); (2) facility service management (service 

administration, shared facility services, housekeeping 

agents, community empowering); and (3) real estate 

management (real estate strategies and consultancy, lease 

management, purchase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operation).    

2. TIPM’s Organization 

TIPM tasks are govern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der which are the President, Secretariat, and four 

committees: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ship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Affair Committee,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Mr. Huang, Nan-Yua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Mr. Huang, Shyh-Meng was the second and third 

President; Mr. Chou, Shih-Tsang was the fourth President; 

and Mr. Huang, Shyh-Meng is the current President.  

3. TIPM’s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The TIPM hold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nnually: 

1.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oquium: TIPM hold the 

Colloquium annually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publish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academic exchange.  

2. Conferences: TIPM will host conferences on various 

theme (such as ‘Building Envelope Refurbishment and 

Landscape Renew Conference’); or hold conferences 

jointl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s’ with 

Taiwan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 

3. Symposiums: TIPM hosts symposiums on various 

topics and invi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to exchange viewpoints. For 

examples, TIPM held ‘PM Course Planning Symposium’ 

to address issues of PM course structure and core courses; 

held ‘PM Regulations and Certificates Symposium’ to 

discuss PM clauses and the competence areas of PM 

profession; held symposiums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elaborate on PM issues in the public sector.  

4.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Session: Recogn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 Planning Agency as a qualified 

training institution, TIPM offers three types of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sessions: administrative manager, fire 

safety facility manager, and equipment safety manager.  

5. International affairs: TIPM assigns delegates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ld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retain contact and exchange with foreign experts. 

For examples, TIPM has attended the ‘JFMA Forum 2010’ 

in Tokyo, the ‘2009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ference’ by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Conference of Issues 

in Property Management Education’ by the Modern 

Property Management in Si-Chuan, China. 

6. Tokyo Property Management Thesis Award: TIPM 

hosts the Thesis Award annually, organizes a committee to 

select distinctive PhD and Master theses, and offers prizes 

(sponsored by the Tokyo Property Management Co.). 

The TIPM has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annually: 

1.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t’s launched in 

spring 2010, two issues annually. It publish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papers. 

2. Proceedings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oquium: 

Research papers of the ann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oquium’ are collected and assembled as Proceedings.  

3. Books: TIPM invites experts to write books on 

various themes, such as ‘Property Management Glossary’ 

and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Management’ course book.  

4. TIPM’s Contact Information 

Address: Rm302, Huai-En Bldg, Shing-Long Rd., Sect. 3, 

Taipei, Taiwan, 116 

Tel: +886-2-2931-3416 #2418  Fax: +886-2-2930-9076 

Website: http://tipm.org.tw  E-mail: 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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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當局擬設獨立監管局監察物業管理業 
 

【on.cc 東方互動 專訊】立法會正辯論改善物業管理及業主立案法團

運作的議案。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稱，政府建議成立獨立物業管理業監

管局作發牌機構，為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員，建立一套強制性的發牌制度，

現正草擬法例，今年內提交立法會。他相信透過引入發牌機制，可有效監

察，保障業主權益。 

曾德成指成立「樓宇事務審裁處」的建議涉及不少問題，如在司法系

統內設審裁處，或與現有架構工作重疊，令制度變得複雜；倘在司法系統

外設立，如未經法官審判而作裁定，或帶來其他法律後果。  

 

市府持續推動整建維護，並已建議中央增修相關法規 

有關報載「微型都更」議題，鼓勵許多老舊房舍若短期內無法整合進行重建，可採整建維護方式，

對此市府除有相關補助之外，也多次請內政部修法，在都市更新條例中訂定「整建維護專章」，以簡化整

建維護的辦理流程。  

更新處表示，都市更新的處理方式包括重建、整建、 維護。若短期內重建不易，老舊公寓可透過整

建維護方式 ，例如外掛電梯、增設雙皮層屋頂格柵或改善建物立面與外觀等方式改善。臺北市自 95年

起便已執行整建維護補助，在 101年度更針對七樓以下無電梯之中低樓層建築物給予整建維護經費之補

助。希望藉由老舊公寓增設電梯，塑造無障礙空間政策，提高居民居住空間之便利性，使臺北市民生活

更加舒適幸福。今(102)年也正在擬定補助公告，將持續推動整建維護。  

更新處進一步表示，整建維護之進行，依照現行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仍需取得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取得法定門檻（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情形下，由實施者的身分擬具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向都市更新處申請審議，通過後即可向建管處申請後續相關建築執照。但是中央法規對於相關配套

與流程之規範仍有不足，宜予簡化。因此，市府於去(101)年 4月間就組成都市更新顧問小組，具體建議

內政部應於都市更新條例中增訂「整建維護專章」以有別於重建程序與規範。市府後續仍將持續提出相

關建言或依據授權訂定相關自治規範，以期使整建維護之推動更為健全簡便，以兼顧市民權益保障與更

新推動。  

為推行老屋整建維護政策，更新處已委託崔媽媽基金會協助輔導申請，若市民想更了解整建維護相

關內容，可逕洽崔媽媽基金會聯絡方式（02）2365-8140；（02）2321-5696＃2954，或可上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網站 http://www.uro.taipei.gov.tw/參閱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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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案進行第 3次招標 

【MyGoNews林湘慈/綜合報導】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案已經流標 2次，2013 年 2 月 27日公告進入第

3次招標，3月 26日已舉行公開說明會，希望能吸引投資者參加，第 3次決標截止收件日期訂為 7月 26

日。 

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案為全國都市更新四大招商旗艦計畫(「四大金磚」)之一，未來將重新改造基

隆舊市中心，結合港埠、鐵路及客運等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商務、購物、旅館等複合式機能，為基隆舊

都市中心帶來結構性的調整，並有機會打造成為屬於台灣本土的新「海港城」，其中更新單元一招商面積

約 6.626公頃，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基隆市政府表示，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案行政院列為指標性都市更新案，將優先推動更新單元一之

更新事業，其位於基隆市港水岸及交 通場站精華地區，整體規劃為商旅新都心，結合公共設施與商業機

能，其中公共設施包含鐵路火車站、城際客運轉運站、市公車站與廣場等，另規劃商旅設施，引進民間

投資開發，帶動周邊商圈再發展，振興地區觀光與產業經濟。 

本案經各主管機關間多次檢討前次招商條件後，已於 2013年 2月 27日辦理第 3次公告招商及受理

投領標作業，公告招商底價(開發權利金)為新台幣 11億 4200萬元，預估整體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128億

元，2013年 7 月 26日下午 5時截止收件，招商文件自即日起開始販售。 

為利各界了解本案內容，基隆市政府訂於 2013 年 3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在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務分公司「基港大樓第一會議室」(基隆市中正路 1號 2F)召開公開說明會，說明配合措施，提升

投資者投資意願。 

 

3月 26日已舉行公開說明會，希望能吸引投資者參加，第 3次決標截止收件日期訂為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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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達綠建築節能玻璃量產基地 

正達董事會通過綠建築節能玻璃量產基地投資計畫，預計將在 2013年開始執行。對正達而言，此投

資計畫可算是重回老本行。 

 

正達董事長鍾志明家族過去是由建築玻璃起家，1996年公司成立初期，曾供應傳統建築玻璃相關的製造

及加工服務，後來隨著台灣面板及光電玻璃應用快速起飛，才轉型投入光電玻璃加工服務，如今已是這

個領域的重要大廠，營運主力則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主。  

看好現代化簡約設計概念的潮流，從電子產品逐漸延伸到家居環境中，玻璃相較金屬、石材、木材、

磁磚等傳統建材，在明霧透亮的選擇方面更為出色且多元化，同時可以回收利用，無需砍伐林木耗用地

球自然資源，市場需求持續成長。 

正達宣布與旭硝子合作，2013年起全面引進建築節能玻璃以及室內裝潢玻璃，在台進行銷售及加工

生產服務。目前建築玻璃已取得多項台灣年度重要建案訂單；在室內裝潢玻璃方面，也將與多家下游協

力廠商配合搶攻台灣新成屋及裝潢設計市場。 

所謂建築節能玻璃是應用在建築外牆、門窗等外部結構及建築設計，除具備安全性、透明感之外，

相較於傳統玻璃，節能玻璃透過鍍膜、複層等加工方式，可達到不同程度的光線反射以及延遲導熱效果，

尤其是近年廣受注目的 Low-E(Low Emissivity；低輻射)玻璃，可大幅減少太陽光熱直接照射進入室內，

以達到節能省碳的效果 

 

此外，旭硝子新開發的抗菌玻璃(AntiBacterial Glass™)，其製造方式是在玻璃生產時加入銀離子，

使玻璃本身不需要另外塗層，即可具備防止黴菌擴散以及可破壞細菌結構的功能，進而達到抗菌的效果，

加上玻璃為均勻表面材質，防水、易清潔、無吸收性、無毒性，可使用清潔劑，並可抗 UV，抗菌效能可

達 10年以上。 

在實驗測試方面，AGC抗菌玻璃已通過歐洲及日本標準認定，該產品可消除 99.9%的細菌，並消滅

90%黴菌以及抑制黴菌生長。適合使用在餐廳、廚房，以及學校、托兒所、醫院、捷運、機場等公共空間。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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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加「老舊公寓啟動都市更新宣導講習」活動  

協助老舊公寓自力更新，都更中心推

出宣導講習服務！  

都更中心於 101年正式成立後，主要

任務係為協助欲辦理更新而不知如何啟動

之社區進行更新事業之推動，又都更中心協

助社區推動更新時，以輔導所有權人辦理自

力更新為主要方向，而有鑑於民間更新市場

資訊混亂，更新案中各角色信任基礎薄弱，

故自力更新方式亦成為近年市府所積極推

動之方向，然因自力更新於實務執行時，涉

及都市更新專業技術，多數民眾對於自力更

新之推動方式仍未了解。  

為協助民眾辦理都市更新，都更中心

已建立一套協助推動自力更新之模式，並將

針對中心協助對象積極推動，其中老舊公寓

部分適用對象範圍廣大，惟多數民眾來訪時，

仍表示不了解老舊公寓專案執行方式，故都

更中心藉由宣導的方式，使民眾認識都更中

心之服務，並推廣以自力更新方式推動老舊

公寓更新之模式。  

講師邀請方面，考量老舊四五樓公寓專案屬於臺北市政府目前積極推動之政策，法令說明亦以

主管機關之解釋最具公信力，故邀請都更處江正工程司講解「老舊公寓專案介紹」，由都更中心說

明「協助自力更新之推動模式」，並規劃民眾問答時間，促進意見交流。 

 宣講課程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次 30人，額滿為止。 

 

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實務講習  

由於對文化的自覺與對文化資產的重視，各先進國家紛紛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來保存文化資

產，而在文化資產中，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是形式最大、最生活化且最能凸顯國家文化的實體紀

錄，也是傳承歷史文化的重要科技。由於文化遺產屬於不可再生的資產，隨著時間的過去，歷史文

物只會不斷地流逝與毀壞，保存的動作實在是刻不容緩。處在全球國際化的現在，唯有努力保存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才能保有文化的獨特性，為文化永續保存盡一份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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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國內當前在文化資產保存工作

方面的努力，除了陸續指定登錄多處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外，亦同時進行

許多實質的修復與再利用工作，不僅因

此獲得寶貴的經驗，對於整體的保存環

境亦有顯著的成長，然而執行過程中也

暴露出修復後日常維護管理之問題。國

內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進行日常維護

管理與活化再利用方面時，相關人員大

部分欠缺專業管理或維護能力，甚至根

本缺乏足夠人力與技術來進行適當規劃

與永續經營，當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

遇到緊急狀況，例如火災、地震、水災

或是其他人為災害時，便無法以足夠的

人力與應變能力加以即時處理。  

為有效瞭解各縣市文化局（處）業

務相關人員參與情形，及有效宣傳古蹟

歷史建築防災演練及管理維護觀念，本

案規劃二年內分別完成古蹟歷史建築防

災演練、管理維護實務講習，第三分區

專業服務中心第一年辦理防災演練：第

二年管理維護實務講習。因此本年度將

以辦理管理維護實務講習。  

近年來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積極推行

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的觀念，透過各分區專業服務中心辦理「古蹟歷史建築防災演練及管理維護

實務講習」，期待藉此研習課程及實地參訪，有助於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之教育宣導，提昇管

理維護能力，使參與者及民眾均達到一定程度的教育效果。  

因此，今年度除結合一處古蹟歷史建築落實管理維護實務操作之外，更進一步進行簡易管理維

護課程草擬，以提供更多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執行作業參考，課程一系列規畫有文化資產政策

與文化資產保存法、日常管理維護計畫撰寫格式與注意事項、古蹟歷史建築生物與微生物劣化防治、

古蹟經營再利用實務分享、古蹟與歷史建築日常防盜方法、古蹟歷史建築防災緊急應變組織與方法、

古蹟歷史建築保險實務、管理維護實務分享等議題，並且安排現場參訪與綜合討論徹底瞭解管理維

護之執行方式。  

 

北市全新 3D 數值地形圖  開放民眾線上瀏覽  

臺北市都發局進行「3D航測數值地形圖重製工作」，這套 3D地形圖運用高解析度相機拍攝，

示範區包括萬華華昌國宅、內科、中研院區、博愛特區、西門町等為實景拍攝，其他區域則是仿真

地形圖；不僅作為市府都市計畫、都市更新使用，還可提供消防救災、水利、交通等用途；現在更

開放給民眾付費下載，民眾可以利用「地形圖數值圖檔供應系統」線上申請，繳款後就可以自行線

上下載圖檔，也可以利用都發局的「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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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光電補助將開辦  最高補助六十萬－工務局與中央合力推動光電智慧社區  

【高雄訊】核四公投議題引發綠色能源的討論，太陽光電似乎更具有未來性，擁有長時日照的

南部地區將會在綠能議題上更有發揮空間。高雄市在去(101)年研擬創新法令推動建築物設置太陽光

電，並完成全國第一座 4.5公尺屋頂光電社區。依能源局統計去(101)年高雄光電申請同意數 280件，

是全國申請案件數第一高縣市。為持續推動綠能城市，市府工務局今(102)年度將與能源局陽光屋頂

百萬座計畫南部推動辦公室加強推動高雄陽光社區，並於 4月開辦光電設施補助及成立太陽光電設

施安全輔導團，幫市民檢視光電設施運作安全。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市長陳菊要把高雄重工業城市積極轉型發展為低碳綠能城市，而且勢

必要比其他縣市更努力，才能破除重汙染城市的形象，她全力支持有效率來推動各項減碳與降低污

染行動，而推廣太陽光電是達成節能減碳很有效的工具。該局為推廣與引入光電完整的服務鏈，於

去(101)年底與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中華民國太陽熱

能商業同業公會等三大光電產業組織簽訂投資合作協議，預計也將在今年舉辦亞太城市高峰會議中，

將高雄推動光電綠色城市經驗分享給與會各國城市代表。 

楊明州說，根據能源局統計去(101)年全國 22縣市太陽光電同意核准案件數統計，高雄市申請

同意數計有 280件，是全國申請案件數第一高縣市，佔全國申請數 19.8%，設置量 15335峰瓩（KWp），

佔全國總裝置容量 14.5%，相當 15座世運主展館設置量。而去(101)年度該局編列預算補助住宅社區

設置太陽光電，共有 88戶申請補助，佔有全年度申請案數量 31.4%，補助金額約 720萬元。今(102)

年度將於 4月開辦光電補助，每峰瓩（KWp）補助 8000~13000元，每一申請案及申請人最高補助金

額以新臺幣六十萬元為限。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已於 101年 10月份修訂建物各別所有的住

宅，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專案核准者可以獲得免競標的優惠，如果建商興建的陽光社區符合該項規

定，則可以適用免合併計算，包含免競標規定與適用的躉購費率都可以獨立檢討。另外，該局已公

告實施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設置戶數達 10戶以上，總設置容量 50瓩以上的案件，提案至該局

審查通過後，每 50瓩案件提供縣市政府新臺幣 20萬元的推廣費用，並依容量增加而遞增，太陽光

電系統設置者可獲得線路與併聯等經費補助：如系統併聯衝擊分析、系統併聯審查、引接線工程、

加強電網、線路補助及系統併聯升壓等費用，每案每項新臺幣 10萬元為上限。 

工業技術研究院經理嚴坤龍說，目前各縣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案件很多，國內正規劃推動

運維型的太陽光電能源技術服務，由專業的廠商提供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維護服務，以確保所設置的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都可以正常運作，讓民眾獲得最高的發電效益。他再表示，經濟部能源局為就近

協助南部縣市推動陽光屋頂設置，特規劃成立「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南部推動辦公室」，委由工業

技術研究院執行，並且已於本(3)月 23日掛牌運作，會積極協助高雄市等南部縣市共同推動太陽光電

計畫。 

工務局建管處處長黃志明表示，該局為積極輔導協助有意裝設太陽光電民眾，已開辦今(102)年

度專案輔導計畫，今年第一批列入專案輔導個案，包括高雄捷運公司、高永建設公司及合心建設公

司等建案。高雄捷運公司目前在大寮機廠與北機廠都已經出租屋頂設置近 500kWp的太陽光電設施，

發揮資產效益來增加業外收入，今(102)年預計再增設 2000kWp的太陽光電設施，讓捷運公司也為環

境保護進一份心力。高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該公司於 101年底在鳳山區推出高雄市第一處屋

頂 4.5公尺光電智慧社區，每月售電住戶有 4000元額外收入，未來有意再繼續推出光電智慧社區個

案，希望市府可以持續輔導建商，加速光電屋頂申設。 

黃志明說，為確保太陽光電設施維護及安全，該局目前正在規劃成立光電設施免費檢查諮詢小

組，來服務全市有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申請用戶，以減少民眾對太陽光電設施的安全虞慮，該項服務

預計四月開辦。此外，為結合經濟部能源局及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南部推動辦公室資源力量，該局7



也將於四維行政中心五樓該局建管處留設辦公區位，以利專案辦公室人員隨時進駐輔導本市光電申

請案。 

工務局表示，為就近服務市民，該局於四維行政中心一樓建管處有設置太陽光電申設窗口，如

對建築物申裝太陽光電設施請照、補助、設置困難或相關法規疑義解決，或有意接受專案輔導的社

區或建商新開發案要裝設太陽光電，歡迎向該局提出申請，可電洽該窗口林昆德先生（第三課，電

話：3368333轉 2421），相關光電訊息詳情請上工務局建管處光電智慧建築計畫網頁

（http://build.kcg.gov.tw/solarkcg/index.aspx?au_id=1&sub_id=38），歡迎需要市民多加利用。 

 

成大孫運璿大樓  獲選世界最綠建築  

世界綠建築權威的英國羅德里其出版社，今年評選出全球

45棟最綠的綠建築中，國立成功大學「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

─綠色魔法學校」，是台灣唯一入選的綠建築，也是全球入選綠

建築平均耗電量最低的一棟，堪稱「綠建築中的第一名」。  

  英國羅德里其出版社委託國際知名建築評論家尤戴爾

松撰寫的「世界最綠的建築」，分別在美國、歐洲、亞太等地區

各選出15棟，合計45棟最綠的綠建築，作為全球綠建築的標竿。 

 

 

「老屋改造大作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出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為推展「老屋新生計畫」，特與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合作，彙整過去

2年「老屋改造大作戰」16案改造成果，推出「同居台北-60後中低層公寓改 造新城市」專書，書

中提出嶄新的設計對策，以回應中低層公寓常見的住居問題挑戰，並期望透過本書的推廣，提供不

同於重建市都市更新的新選擇。 

更新處表示：老屋新生計畫(原名老屋改造大作戰)目的在建立優良整建維護示範案例，為提供

給市民不同於重建式都市更新之新可能，本計畫特別針對老舊中低層公寓所面對的課題，委託專業

建築設計團隊對各獲選基地進行診斷，依通風、採光、衛生、防火、安全、便利等層面進行”減量”

設計，除藉此解決如漏水、水電汰換、加裝電梯等徵狀，更可以減少資源浪費、延續建築物壽命、

維繫現有住民情感、保留都市紋理。 

本書由三大主題切入：居家生活的空間、與鄰居分享的空間以及與街道聯繫的空間，透過不同

的住居問題、關鍵議題之分析，導入老屋新生計畫之設計對策，融合國內外建築專業者之角度，提

供市民朋友改善自家居住環境之可能解決新方式。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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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滿意度問卷，懇請填寫！ 

會員朋友您好：  

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發行，每月發行兩次，至今年餘，共計已發行 33 期。為

強化對會員朋友的服務與了解大家對電子報的想法，特設計此問卷，期能達到學會與會員的雙向溝通與

回饋，進而充實電子報內容，提供更多實用與有趣的電子報服務。 

請您撥冗三分鐘協助填寫七題問卷內容，感謝！（如您已於 2013/04/13 的會員大會或線上填寫過

此問卷，即不需要重複填寫，感謝！） 

問卷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VwYm_w-9EMhQmGLx_JOhymwHBxiDjy_ayelTR4Fmf8/viewform 

 

沈世宏：台灣土地建築管理到處失控 衝擊環境保護！ 

環保署長沈世宏今(29)日在立院答詢社環立委提問時表示，台灣的土地建築管理「到處失控」，違

建濫蓋等管不住會衝擊環境保護！環保署在業務相關方面將會加強監管。 

立委楊麗環今天質詢指出，石門水庫供應大桃園用水，但近年兼具休閒功能與拓展觀光，附近民

宿成為假日休閒去處，但並無汙水下水道處理更影響水庫水源，是否針對此項要求地方政府優先作為？ 

沈世宏回應，將督導地方政府，但山坡地帶屬於個別設施要求，析土難度導致監管成本較高。 

數名立委又追問說，若桃園人口隨航空城開發持續增加，但沒雨擔憂，有雨更擔憂，如一旦暴雨

水混濁難以汲取飲用水，且近年玉山等風景勝地民宿持續爭取增建，是否有與相關單位討論民宿在山區

擴建有「殺雞取卵」疑慮？環保署如何在經濟與觀光旅遊、環境資源保護之間維持平衡？如何及早讓民

眾體悟到勿短線取利忽略環境永續。 

沈世宏分別回說，台灣土地建築管理是「到處失控」，包括農地工廠化、鐵皮屋等違建濫蓋，這

在山區到處看到，宜蘭最近也是看來越來越多，感覺起來「土地的管控就是管不住」！ 

他又補充說，近年透過環境教育法、國民水準已較早先有所提升，但因應許多觀光客來台，除觀

光相關管理單位負擔責任以外，環保署的看法就是在業務相關方面將會加強監管。山區原委會也特別要

求廢棄物清理工作，策略上採取全面化改善，也透過登山團體熱心宣導工作。 

 

台灣綠建築認證 全球首創亞熱帶專屬系統 

近年來，環境破壞引發氣候高溫化、酸雨、森林枯絕、臭氧層破壞、異常氣候等各種問題，彰顯

人類高度文明發展，招致無法逆轉的結果。生存遭受威脅，「環保」議題也就隨之引起各國政府高度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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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中「綠建築」更是近十年以來最受矚目的環保項目。 

台灣是全球第四個正式執行綠建築評估認證的國家，同時也是全世界獨創、第一個在建築法規訂

定綠建築專章、也是全球第一個針對亞熱帶、熱帶氣候建立的綠建築評估體系，尤其非常注重在地環境

條件、強調通風採光與外遮陽設計，對於防止超大玻璃大樓設計與空調過量設計有莫大的功效，是建築

節能減碳的極佳政策。1999 年，包含生態(Ecology)、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

康(Health)四大範疇的「EEWH 系統」與「綠建築標章」問世，正式實施綠建築認證。 

你可能不知道，在政府帶領下，台灣推行綠建築的成果斐然。截至 100 年四月為止，全國綠建築

共有 2,818 棟；就密度來說，可是全球第一；從數據上來看，也頗有成果：共節電 8.9 億度，節水 36963

萬噸，回收 5.99 億噸的二氧化碳，並節省了 25 億的經費，對地球有很大的貢獻。 

鑽石級綠建築 世界「蓋」出名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是全台灣第一個得到鑽石級認證的綠建築，96 年 7 月符合綠建築要求

的「生物多樣性」、「綠化量」、「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室

內健康與環境」、「廢棄物減量」、「汙水與垃圾改善」九項指標，獲得綠建築鑽石級標章證書，此後

得獎不斷，2012 年更獲得美國網站 Flavorwire.com評選為「全球最美 25 座公立圖書館」之一，堪稱台

灣之光。 

由於舊有的建築為海砂屋不得不重建，正好趕上政府推動綠建築計畫，因此以「舒適性」、「自

然調和健康」、「環保」等三大設計理念，在建物方面，使用皆可回收再利用的木材及鋼材，減少廢棄

物對環境的破壞；木材除了白蟻防治，使用生態塗料、免除不必要的裝修工程，減少污染及有毒物質的

釋放，避免影響人體健康。屋頂為輕質生態屋頂，設有太陽能光電板發電，可發電 16 千瓦電力，並採

大量陽台深遮陽及垂直木格柵，降低熱輻射進入室內，降低耗能達到節能效果。綠化屋頂及斜坡草坡設

計可涵養水分自然排水至雨水回收槽，再利用回收水澆灌植栽及沖水馬桶，達到綠化與減少水資源浪

費。 

另一個「蓋」出世界知名度的台灣之光，則是座

落在南台灣的「孫運璿綠建築研究大樓-綠色魔法學

校」。 

這座由台達電子鄭崇華董事長捐贈新臺幣一億

元、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出資六千萬元，同時募集台

灣二十多所企業捐贈最尖端綠色科技。以拯救地球的

「諾亞方舟」為旗幟，由成功大學林憲徳教授與石昭

永建築師設計的「綠色魔法學校」，史無前例動員了

成功大學三位教授，帶領 12 位博碩士生為其多項建

築設計效益進行科學實驗研究。它並不使用昂貴的高科技，而以「適當技術」、「本土科技」、「四倍

數效益」為號召，當初預計要達到節能 40％、節水 50％、耐久 100 年的高難度目標。經過兩年的努力，

成大團隊已經確定可以達成節能 65%的世界頂級水準，如今更以 4.7 公頃造林的碳中和措施，成為台灣

第一座「零碳綠建築」。 

2009年底，DISCOVERY頻道在此追蹤本工程三個月拍攝紀錄片，並於 2010年在全球各頻道播出，

已引起國際媒體大量的關注。2013 年被世界綠建築最具權威的英國知名出版社羅德里其（Routledge）

出版的「世界最綠的建築」評選為全球最綠的綠建築。在美國、歐洲、亞太地區等地區各選出 15 棟（共

45 棟）最綠的綠建築，成大是亞太區入選的綠建築當中，唯一代表台灣入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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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魔法學校」每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經過 2011 年一整年的實際耗電密度僅有 40.3 度電，和

美國、歐洲、亞太地區的綠建築的樓地板面積實測平均耗電量相較（各為 156、135、158 度電），相差

三至四倍。顯示成大「綠色魔法學校」在全球 45 座最綠的綠建築中，不但是最節能的綠建築，甚至可

稱之為「世界最綠的建築」中的「第一綠建築」。 

主導「綠色魔法學校」的靈魂人物成大建築系林憲德教授，他撰寫的「綠色魔法學校的故事」一

書，現已被翻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版，並作為日本建築相關科系學生學習的勵志書籍。 

兼顧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強調人與自然共存，以居住的舒適性、自然調和健康、環保設計

理念，摒棄一味的開發，減少砂石亂採、土石流，進而降低地球溫室效應，綠建築的推動與發展，不但

在台灣方興未艾，更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先進趨勢。 

 

都市更新法令與流程、自力更新如何推動？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一、 都市更新法令與程序 

Q1： 什麼是都市更新？有那些處理方式？ 

答： 

1.都市更新是在都市計畫範圍內，以公共利益為前提，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 

2.辦理都市更新的法源是「都市更新條例」，處理方式包含重建、整建及維護等三種，社區可視實際的需求評估

 是否須更新，或以何種處理方式辦理更新。

Q2：辦理都市更新的流程? 

答：  劃定、概要、事業、權變

各階段計畫之主要功能如下： 

1. 劃定更新地區或單元：確認實施更新事業之範圍。 

2.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為都市更新事業的簡要計畫。 

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確認建築規劃、獎勵容積及財務計畫，為更新事業實施之依據。 

4. 權利變換計畫：為更新後權利分配之依據，應由實施者進行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土地相關權利的協調處 

 理，並委託三家估價公司進行估價、通知相關權利人參與選配，依照選配的結果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Q3：權利變換和協議合建有甚麼不同? 

答：權利變換為公開、透明之多數決方式 

權利變換： 

更新單元內之所有權人，依實施者委託之三家鑑價公司估定之更新前後價值，以各所有權人之更新前權利價值比

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其計算方式皆為公開透明之機制。 

協議合建： 

依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協議，由地主提供土地、建商提供資金合建，並分回改建完成後之建築物及其土地，需取

得全部所有權人之同意才可實施，其房屋的分配屬於私權約定。 

二、 自力更新 

Q1：什麼是實施者?什麼是都市更新會? 

答： 

1.推動與執行更新事業的主體 

推動與執行更新事業的主體稱為「實施者」，負責籌措實施所需資金、協調所有權人、申辦都市更新、申請建照、11



興建房屋，並在更新完成之後，將建物移交給參與更新分配的所有權人。 

 

2.由所有權人共同成立實施更新事業之團體 

實施者可概分為更新事業機構及更新會兩種，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依法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通常為建商；更新

 會則由更新單元內的所有權人共同成立，全體所有權人即為都市更新會的會員。

Q2：自力更新與尋求建商協助改建有何不同？ 

答：計畫由住戶主導、成本亦由住戶負擔 

1.建商進行個案開發 通常會先代付相關成本，（包含開發、營建、人事管銷、稅賦等），並控管案件方向及進度，

更新後則將所支付的成本加計應得之利潤後，轉換為樓地板坪數，並分回銷售。 

2.自力更新時，全體住戶皆為更新會的會員，重大事項皆須經多數會員同意後才能執行，較能確保住戶之自主性，

但住戶亦須負擔都更的所有成本費用，而更新後坪數則可全數由所有權人依更新前權利變換價值比例進行分配。 

Q3：如何自組更新會? 

答： 

取得概要核准或事業計畫同意門檻後可申請籌組須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7 人以上發起籌組，在取得「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核准，或已取得「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比例門檻 1 後，申請籌組、立案。 

Q4：自力更新有哪些應注意的事項? 

答：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重要決議須達法定同意門檻自組更新會推動都市更新時，應定期召開會員大會，且更新會的

重要事項決議，須要經過符合法定同意比例門檻才能行使。會務運作則是依據該都市更新會之組織章程規定，因

此一定要詳細了解章程內容，並應務必出席會員大會，如無法出席會員大會，可以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Q5：推動自力更新時，都更中心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答：整合、規劃、接洽融資 

辦理自力更新，並委託本中心服務時，我們將輔導住戶進行意見整合、籌組更新會，以及輔導更新會進行相關行

政事務等，並包含其他專業技術之服務(詳見 Q4-2)。此外，實施更新事業的資金需求方面，我們亦可協助住戶向

。 金融機構接洽融資事宜

 

三、 獎勵容積 

Q1：辦理都市更新時可取得多少容積獎勵? 

答：須依個案基地詳細估算 

依照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9 條的規定，共有 6 項容積獎勵項目，但因個案基地條件不同，實際可申請

的額度仍需詳細估算，並且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

原建築容積。 

 

Q2：都市更新有哪些容積獎勵項目? 

答：可概分為 6 項 

依照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9 條的規定，共有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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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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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容積獎勵是給實施者還是給住戶？ 

答：由全體所有權人所共享 

都市更新條例所給予的獎勵容積是由全體所有權人所共享的，而建商所分回的部份，則是以其代墊的實施費用，

 來折算取得相等價值的房地，與容積獎勵無直接關係。

 

四、 更新成本 

Q1：都市更新之成本是否有計算依據？ 

答：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已訂有提列標準更新獎勵之容積所產生的「價值」是由全體所有權人共享，但更新所產生之相

關成本費用（也就是共同負擔）亦由所有權人負擔，針對各項費用，例如：更新規劃費用、建築設計、不動產估

價估價、稅捐、各項管理費用、營造商拆除與興建、地政士（代書）辦理房地登記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已訂有

相關提列標準做為參考，並透過審議的過程，檢核成本提列是否合理，確保所有權人權益。 

Q2：實施者提列的建材設備及工程造價，是否有參考標準？ 

答：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實施者所提列之工程造價及建材設備等級，係有「臺北市都

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為提列之標準，更新處並已將相關資料公告至更新處網站下載專

區（http://www.uro.taipei.gov.tw/便民服務/  下載專區），如有需要可自行下載參考。

Q3：更新重建期間，租屋之租金是住戶自付嗎？ 

答： 

實施者編列拆遷安置經費，納入共同負擔更新案於更新期間所需的拆遷安置經費，是由實施者編列 

所需之相關費用，於拆遷安置計畫內容表明安置方式及所需經費，並將相關費用納入更新事業的實施成本，也就

 是所謂的「共同負擔」。

 

五、 權利變換 

Q1：為何我參加都市更新，實施者卻只給我現金，不讓我分屋？ 

答： 

權利變換後持分太小或不願參與分配者為現金補償依照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權利變換後因為持分太小，或不願參

 與分配的地主，是由實施者以現金補償權利變換前的權利價值。

Q2：我又沒申請分配，實施者為什麼可以替我選屋？ 

答： 

權變辦法#11 規定實施者可代為公開抽籤在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有規定，如果不申請分配，實施者可以用

公開抽籤的方式，代替土地所有權人抽籤決定分配位置，故建議地主一定要在期限內提出分配的申請，並且出席

 公開抽籤的會議，來維護個人的權益。

Q3：我的房屋重新裝潢過，估價時價值會增加嗎？或是有另外的補償嗎? 

答： 

裝潢與權利價值並無關連更新後分配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是以權利變換前權利價值計算分配比例，房屋有

沒有重新裝潢，與權利價值並無關連，因此房屋有無重新裝潢的情況下，並不會增加權利變換前的價值。 

Q4：頂樓及一樓部違建，是否也可以計算到更新前的土地及建物權利價值中? 

答： 

不行，但可編列拆遷補償費用依規定頂樓加蓋及一樓加建的違章建築，不可計入更新前價值，但可另於計畫內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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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拆遷補償費用。

Q5：更新前未辦理產權登記的陽台、地下室，是否也可計算到權利價值當中? 

答： 

建議辦理產權登記建議仍請建築物所有權人辦理產權登記，但如無法辦理登記，那麼不動產估價師會參考當地交

 易習慣，並考量使用效益，進行價格的調整。

Q6：如果我的土地及建築物有辦理抵押貸款，參與都市更新時應如何處理? 

答：轉載至更新後房地，更新期間仍按月支付本息 

以權利變換實施： 

貸款會轉載至更新後分配之房地，更新期間借款人仍需依原貸款契約按月支付本息。 

以協議合建實施： 

無抵押設定轉載機制，申請拆除執照時需有貸款銀行之同意書，故需先行還款或轉貸至實施者申請建築融資之銀

行，再由建築融資銀行出具同意書，申請拆照。更新期間仍由借款人負責支付舊貸款之本息。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夜四技開始招生囉!!!歡迎各界踴躍報名。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為全國唯

一結合環境與物業管理之系所，設置於電資學院，

整合環境永續與前瞻資通訊技術於環境規劃及智

慧綠建築趨勢研究。 

四年大學期間邀請業界名師授課，學習與實

務並進，並提供實習機會，讓有志者畢業前即就

業，搶得人生先機。 

招生資訊： 

名 額:獨立招生 2 0 名 

招生資訊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2年 7月 31日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 99號 電資大樓一樓  

(E101 室) 

電話:(02)8212-2000#2550 洪麗敏助教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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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2013年物業管理實務研討會』徵稿中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2013年物業管理實務研討會』訂於 2013年 6月 7日全天於景文

科技大學設計館 4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會議將邀請 ICOIS創新研發中心 Prof. Tariq Malik教授，Prof. 

Malik為英國倫敦大學管理學博士，專長為創新研究，其為多個國際管理研討會之召集人與專業 SSCI

期刊之審查人，本次將以開放式創新在物業管理及國家型研究計畫之應用為主題進行專題演說，其講題

為” Open innovation to build the reput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on of foreign institute - an example of the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based research project.”，內容精彩可以預期。 

本次研討會特別備有博碩士論文發表場次，歡迎您所指導的博碩士學生投稿並做口頭發表。研討

會期間同時舉辦相關的專題海報競賽、客服禮儀競賽、創意節能競賽、業界專家實務研究、以及本系專

任教師的國科會國家型能源計畫成果發表等，隨函附上研討會邀稿函，歡迎將您的研究成果與本次研討

會的佳賓共同分享，也歡迎您能到場與會，共創物業管理的美好明天世界！ 

徵稿主題：   

  

 國內外物業管理推展現況 

 永續建築與資產管理 

 建築物節能減碳 

 智慧綠建築應用 

 健康促進與物業環境衛生 

 遠距照護與物業資訊科技 

 社區營造與生活服務 

 建築資訊科技與應用 

 休閒物業專案管理 

 住宅安全維護管理 

 室內環境品質管理 

 物業公共管理實務之探討 

 物業管理相關的議題 

六頁全文截稿日期:2013年 5月 20日 

報名日期:2013年 5月 30日 

會議日期:2013年 6月 7日 

研討會網址:http://fs3.just.edu.tw/~envir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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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計畫推動房屋安全定期檢查申報制度 

為了使市民瞭解房屋的安全資訊，臺北市政府計畫研擬老舊房屋定期安全檢查制度，藉以健全房

地產市場及確保市民財產安全。 

張金鶚副市長今天（2日）下午參加「國土地質大調查」系列報導記者會時表示，汽車每隔一段時

間就會做安全檢查，人也有身體的健康檢查，所以思考推動「房屋健康檢查制度」，讓房屋每隔一段年

限就接受檢查，就像身體健康檢查一樣，檢查可依屋齡區分頻率、深度與層次的不同，越老舊的房屋檢

查就要越仔細。 

張金鶚表示，臺北市 60％以上棟數的房屋屋齡都在 30年以上，由於房屋不易由外觀察覺其內在的

性能品質，必須經由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客觀評估，因此，市政府計畫研擬一定屋齡以上的老舊房屋，依

屋齡區分頻率、深度與層次的不同，責成建築物所有權人定期委託專業技術人員，針對屋況耐震能力、

構造材質、地質、機電設備、管路配線、防火安全……等項目進行檢查簽證，並將檢查簽證結果區分等

級，市民若清楚瞭解自己的房屋狀況，就可免於恐慌；相對的，若瞭解房屋於地震威脅時並不安全，或

補強沒有經濟效益時，也會更有意願進行都市更新。 

他表示，像新加坡這些國家的老舊房屋粉刷都可扣抵租稅，所以更可以應用在安全檢查上，以扣

抵租稅作為誘因，民眾會更願意做。張金鶚說，他已和建管處與郝龍斌市長談過這個想法，臺北市身為

首善之都，郝市長也很支持推廣這個作法，初期將以鼓勵及試辦方式進行，未來則希望能法制化，也希

望中央支持，以租稅抵扣方式建立誘因。至於執行細節的部分，建管處近期將邀請建築師、土木及結構

技師、不動產、地政、都市更新、建築開發、消費者保護、物業管理……等相關專業團體開會研議，如

經確立可行性，將進行後續相關配套制度建立事宜。  

 

遠雄攜手思科 打造智慧建築 

遠雄企業團趙藤雄表示，遠雄將積極推動兩岸的智慧低碳節能建築，可望和美國全球最大網路通

訊系統設備廠商思科（Cisco）合作；至於已動工的新北市汐止廠辦園區「U-TOWN」，已規畫為全球

第一座混合雲端共構建築，將角逐全球第一座「全球智慧生活聯盟 Living Labs Global」（簡稱 LLG）

的智慧生活城市國際認證。 

趙藤雄昨天率領遠雄企業團和資策會、交通大學，組團赴美國進行生態智慧城市參訪行程，並前

往舊金山、奧克拉荷馬市、達拉斯 3座城市觀摩考察和訪問。 

其中，遠雄企業團赴舊金山將洽商和思科集團，針對兩岸進行中和規畫中的房地產開發案，進行

智慧低碳生態建築的軟硬體規畫合作。 

趙藤雄表示，不論推動智慧低碳生態建築必須投入多少研發成本，他始終相信，傳統的建築藉由

整合現代高科技的軟硬體技術，足以提升建築品質，甚至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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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訂定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 5月 13日起實施 

身為政經首善之區的臺北市，常因新舊招牌雜沓而遭詬病。臺北市政府率全國之先訂定違規廣告物

的優先查處原則，著手整頓臺北市的廣告市容。 

建管處處長張剛維表示，有七種類型的違規廣告物屬於重大違規，列入優先查處範圍： 

(一)市地重劃、區段徵收且需辦理都審或已辦理美化更置廣告物等區域。 

(二)應申請雜項執照之廣告物。 

(三)結構、面板損毀或妨礙公共安全、消防救災。 

(四)妨害市容景觀、公共交通之廢棄廣告物或規格不符之廣告物。 

(五)廣告文字圖案有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習慣。 

(六)屋頂樹立廣告物。 

(七)所有權人或管委會檢舉之違規廣告物。 

張剛維強調這七種違規廣告物大多是屬於影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市容觀瞻的範疇，凡是這七

種類型的廣告物，一經確認違規屬實，即通知限期 20天內補辦手續或自行拆除改善，否則即依建築法

處 4萬元罰鍰並強制拆除。因此商家在設置招牌前，可先了解相關規範，若有廣告物疑義，可多利用市

府 1999專線洽詢或提供相關建議，一起為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努力。 

新北市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開放報名 

【新北市訊】你想瞭解都市更新嗎？你知道辦理都市更新遇到問題應如何解決嗎？新北市政府都

市更新處連 2年推出的「都市更新工作坊」，受到極大迴響，102年度從 5月 7日上午起，開放報名，

歡迎舊雨新知逕上網報名，名額有限，無論您是初級或進階，都有適合您報名的工作坊課程，請意者把

握機會！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王玉芬表示，自 100年起開辦的「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課程，是為了讓

民眾瞭解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經驗分享，2年來參與人數已超過上千人次，民眾參與情形踴躍，廣受各

界好評。市府今年持續開班，期望透過長期、持續和穩健的課程內容，與面對面的解說，傳遞都市更新

知識，並藉由正確的都市更新認知，有效建立民眾對都市更新的瞭解與信任。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發展科科長洪宜萍指出，102年度工作坊課程規劃預計辦理 3個梯次，每個

梯次都有「初階班」及「進階班」2個場次，每場次皆有 2天課程。為一般民眾所規劃的「初階班」課

程將分別於 5月、7月和 9月舉辦，課程內容以都市更新入門、政策法令與流程與案例分享等「觀念宣

導」為主。而為專業人士所設計的「進階班」課程則於 6月、8月與 10月舉辦，課程內容重點在於「實

務案例分享」，歡迎具有更新實務經驗 2年以上的專業者或已完成初階班課程的學員報名，進階班希望

透過經驗交流，深入解析當前更新執行所面臨的相關問題及對策。希望藉由循序漸進的授課、討論與交

流，深化民眾及相關更新工作者的法令觀念，同時宣導新北市都更政策，期望能加速新北市都市更新的

推動，在民間培植更多「都更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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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工作坊」報名方式採用網路報名，第 1梯次

將於 5、6月登場，為了公平起見，從 5月 7日上午 9時

起開放網路報名，因去年民眾參與情形踴躍，今年每場次

開放名額增至 300人，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全程參與本活動可登錄技師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訓練積分

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時數，報名方式及活動相關資訊

請逕至新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網址為

http://www.uro.ntpc.gov.tw，首頁下方的「宣導專區」中點

選「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小欄，就能連結報名，也可以

撥電話洽詢 02-2960-6206分機 604。 

資料詳洽：都更處發展科李孟達 電話：（02）2950-6206轉 604 

新聞聯絡：都更處秘書室劉英純 電話：（02）2950-6206轉 204  

 

確保室內環境健康工務局推動建築醫生－引入日本病態建築診斷技術為舊建築把脈 

【高雄訊】因應中央在前(100)年底公布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要加強室內環境健康，以及近日大陸

H7N9流感病毒引發擴散傳染疑慮，高市府工務局爭取內政部預算補助推動建築醫生計畫，針對公有建

築物室內空氣品質進行診斷外，並將對參與綠建築大獎及高雄厝計畫的民間建築物進行檢測，未來將研

擬擴大為既有建物進行綠建築診斷改善，以確保市民健康。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因應大陸 H7N9流感疫情，市長陳菊已要求市府團隊啟動相關防疫機制，

成立疫情指揮中心，並籲請市民提高警覺。根據資料顯示，因環境變異與國際經貿等互動頻繁，類似禽

流感等會威脅生命安全的流感病毒等，因為空間密閉或與人畜接觸或空氣傳染可能性增大，容易造成國

際或區域性的疫情問題，並帶來社會一連串的負面影響，2003年 SARS對台灣與世界各國的衝擊更是

歷歷在目。 

楊明州說，根據研究顯示人一生中約有 90%的時間在廣義的室內空間，因此室內空間與人體健康

息息相關，舒適度與產值的相關性也是很密切。該局為推動對環境永續與健康節能的綠建築，制定全國

首創的綠建築自治條例，要求四千萬以上的公有建築物、高層建築物、工廠、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等新建

建築物，都必須達到更高的綠建築規範，並且要使用綠建材達 45%面積以上，確保新的建築物能讓市民

住的更健康。 

楊明州表示，而針對為數眾多的 97%既有老舊建築物，該局則以建築醫生計畫來進行診斷改善，

透過專業團隊技術與設備儀器檢測，找出病態建築物的致病或耗費能資源的病因，避免長期身處病態空

間而影響使用者健康。近年來該局已經爭取內政部補助及自籌經費進行：四維行政中心、客家文化園區、

市立文化中心、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市立空中大學行政大樓圖書館、勞工生活教育中心等既有廳舍進

行綠建築診斷改造，去(101)年也完成文學館等公有建築物室內環境品質檢測診斷，未來將研擬擴大為既

有建物進行綠建築診斷改善。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所長周伯丞表示，為具體落實市府推動健康建築，確保市民

健康，今(102)年建築醫生計畫預計將邀集成功大學、正修科大、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及醫療專業等專

家參與，針對大高雄高溫高濕的熱帶氣候環境特性，以臨床診斷學的精神，從建築背景資料病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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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問題反應、專家顧問團理學初勘檢查、特殊專業儀器檢查測試、醫生檢測報告分析診斷到改善計畫治

療等，針對病態建築提出改善計畫。 

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副理事長阮漢城說，一般的儀器檢測透過數據比較是可以察覺一個空間是

否有哪一項環境因子不良，但是要評估到底是室內空間中的哪一項材料或是設備出了問題，如果不是深

具經驗的專業者就很容易誤判。他強調，工務局所推動的建築醫生診斷技術方面，除了使用國內的儀器

系統外，在致癌物甲醛與總揮發性有機物(TVOC)有機物的檢測上，特別引入日本病態建築的檢測技術

與感知貼片，如此就可以對症下藥做局部改善，運用最經濟的方式來改善老舊建築的室內環境問題。 

依文獻資料顯示，總揮發性有機物（TVOC）是空氣中有機污染物影響較為嚴重的一種，具有毒性，

會使身體免疫系統失衡，影響中樞神經功能，居住者會有頭暈、嗜睡、胸悶等症狀，長期身處超出標準

的室內空間，還可能影響消化系統或損傷肝臟和造血系統。通風不良或未使用環保綠建材裝修的空間，

會比較容易有總揮發性有機物或甲醛超標的可能。 

工務局建管處處長黃志明表示，因為早期相關法令規定較為不周延，老舊既有建築物室內環境的

確存有因建材、使用維護等因素，可能會造成居住者健康或安全風險疑慮。而室內空氣品質危害健康的

元兇，首推室內裝潢或家具所使用的油漆或粘著劑等，所揮發出的甲醛及 TVOC，其次就是影印機等事

務機器操作時排放的碳粒及臭氧等，都容易造成身體不適。此外，許多辦公室大樓多採用中央空調方式，

惟為了節省電費而減少外氣換氣量或採用無外氣的 FCU系統，常造成室內空氣品質惡化，影響工作效

率，甚或成為疾病擴大傳染的危險。 

工務局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約 30％新建或重新改建的建築物有病態建築症候群的

問題，這類病態建築大樓中，約有 10~30％的員工有病態建築症候群症狀，長期影響使用者健康及工作

效率，並造成生產力低落及經濟損失。該局表示今(102)年度將會持續針對市民較常出入公有建築物優先

進行檢測，並對參與目前舉辦中第二屆綠建築大獎及高雄厝計畫的民間建築物進行檢測，未來將研擬擴

大為既有建物進行綠建築診斷改善，以確保市民健康。該局也呼籲，市民選擇裝修材料應優先考量健康

環保的綠建材，切莫只重視美觀好看，相關資訊可上該局網頁（http://web.trying.com.tw/khiaq/）瀏覽。 

胡志強認為，市府可能自己覺得目前推行成果已足夠，但民眾可能仍覺得不足，在他看來還是「不

及格」。市府各局處首長也不很瞭解綠色消費的內容，應該由市府各機關單位「身體力行」，自我要求

並落實推動。至於推行綠建築，應鼓勵重於強制，例如提供容積獎勵等方式，讓民眾樂於遵守。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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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綠建築有補助 教部︰各校環境不同需評估 

〔記者黃以敬、洪美秀、孟慶慈、黃旭磊／綜合報

導〕教育部資科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人員指出，教育部

永續校園方案中，對於透水性道路或綠地等校園綠建築

環境一直有補助，但仍須評估使用目的、土壤性質及含

水環境等各種條件而定。  

教育部表示，人車使用較少、不會常被重壓、道路

下有吸水性較強土壤、以及地下水流有去處或儲水點的

環境，較適合採用吸水性強的道路工法，或是在現有柏

油馬路兩旁的排水溝加強吸水性，把雨水引到適合的儲

水處。  

吸水性道路  全國學校未必都適用  

例如台北市公館國小，將校內通道、綠地改為透水性工法，就必須興建地下蓄水池，否則

處於高處的學校若水流無處可去，反而可能造成低窪處淹水。因此必須考量的條件很多，未必

可以要求全國學校都採用吸水性道路。  

中山大學表示，校區為西子灣觀光景點，遊覽車、柴山居民車輛進出複雜，對路面平整要

求高，目前是柏油路面，路不平就補。  

清華大學總務長李敏說，校園內的人行道就是採用透水磚，而停車場也鋪設植草透水磚等，

因清大校園內的坡度較多，有少數區域過去很容易淹水，使用透水磚後，淹水情形減少。  

交大副總務長王旭斌表示，交大只有浩然圖書館前的廣場是使用透水磚材質，校內道路及

人行道還未使用，但學校已在規劃未來進行人行道改良時就會使用透水磚，因為這已是趨勢。  

成大總務長黃正亮表示，自強校區正中央保留了廣大的草坪，四周道路也搭配不少透水磚，

光復校區雲平大樓的停車區或雲平大道旁的人行道也採用透水磚。未來新建的大樓會去改善昔

日舊建物的硬舖面，以提高綠覆率以及穿透性；至於現存的硬鋪面或柏油路，若損壞需修補，

會考慮採用透水工法，增加綠覆率。  

  

清大校園內不少人行道都使用透水性

的材質及工法。�（記者洪美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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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寓大廈評選開跑 六月底參選截止- 工務局推社區改造 提升房地產價值 

【高雄訊】為提升社區大樓管理品質，市府舉辦今 (102)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開跑，預計

六月底截止報名，得獎社區將獲市府頒發獎牌與獎勵金。工務局為加強社區管理與維護，今 (102)

年將研訂修繕補助辦法、爭取中央補助改善無障礙環境。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縣市合併後，市長陳菊力推亞洲新灣區等各項重大開發建設，不

僅帶動城市發展與產業投資進駐，周邊新建或既有建築房地產價值也同步提升。因目前全市高

達有 4213 處公寓大廈社區，為確保社區居住品質，該局近年來辦理優良公寓大廈評選頒獎、社

區認證、社區交流座談會、爭議調處會設立、律師駐點或免費諮詢，協助社區自治管理。  

楊明州說，為加強協助社區管理與提升生活品質，除往年例行計畫業務執行外，該局在建

築管理與公寓大廈業務創新部分，今 (102)年度會啟動研擬社區共用部分補助辦法。因應高齡化

社會，提案爭取 103 年內政部補助，改善社區無障礙環境。並規劃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合作，

推動智慧社區環境改造等。  

根據文獻研究與媒體報導，加強社區管理維護的主要目的是為減緩社區建築本體與設施部

分的老舊損壞，維持正常的機能運作，並增加建物設施的使用年限。也因都市土地寸土寸金，

朝向高密集與高樓發展，公寓大廈的社區居住型態，是必然趨勢。而集中社區居住型態，社區

管理品質與設施維護將是重點，優良的社區管理不僅讓生活品質維持，也可增加社區居民凝聚

力。更有不少房仲業者表示，依據買賣經驗，管理品質好的社區可讓房地產保值，房價甚至可

以比同地段社區高出 1 成以上。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表示，該局為落實社區自治管理，維繫社區品質與價值，延

續以往社區評鑑方式，將選拔年度優良的公寓大廈社區。今 (102)年度評選依照啟用年限分為二

組評選：雄勇組： 94 年 12 月 31 日 (含 )以前領有使用執照的社區。雄青組：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

領有使用執照的社區。二類組取前三名，包含得獎社區管委會、管理公司、景觀公司等，將獲

頒獎牌，市府也將頒發獎勵金給得獎社區管委會。而且獲得市府評審通過的社區，不僅在硬體

設施維護及公共安全保障上多一層把關，在社區房價的保值上也有品牌效益，該局歡迎社區能

踴躍提案參選。  

黃志明說，本次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標準在硬體項目評鑑：大樓公共設施管理維護情形、共

用空間環境管理清潔、景觀及開放空間管理維護、無障礙設施維護、大樓系統自動化設置、友

善住宅無障礙空間、智慧綠建築設置情形等。在軟體項目評鑑：管理委員會業務執行情形、大

樓自動化系統管理情形、各項住戶聯誼活動或參與座談會、所聘用管理維護公司服務事蹟等。  

工務局表示，本次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提已開放報名，6 月 30 日將截止收件，請有意參選社

區將參賽資料郵寄高雄市物業管理協會 (802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6 號 5 樓 )收件，以郵戳為

憑。另外，該局今 (102)年度 6 場社區座談會已經陸續開辦，將在三民區、苓雅區、左營區、鳳

山區、楠梓區及前鎮區等 6 處行政區分別舉行，詳細舉辦時間、地點及報名方式，請有興趣社

區注意該局建築管理處網站 -活動快報查詢 (http://build.kcg.gov.tw/)、或聯絡該局建管處承辦人員：

楊俊偉（聯絡電話 :07-3368333#2428）。  

工務局說，今 (102)年度該局仍提供社區爭議調處、公寓大廈爭議專業律師駐點諮詢，請有

需要的市民前來四維行政中心 (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5 樓該局建築管理處現場諮詢，服務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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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四上午 10 點到 12 點，或者透過免付費電話 0800-555-108 也有專業律師提供諮詢服務，歡

迎有需要的社區或市民可多加利用。  

 

台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之申請，即日起至 102 年 11 月 30 日受理 

本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之申請，即日起至 102 年 11 月 30 日受理  

發稿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本市為鼓勵民間積極推動都市更新事業，102 年度補助民間辦理推動都市更新相關之行政

費用及規劃設計費用，於即日起正式受理申請並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截止，歡迎踴躍提出申請 ! 

為協助民間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事業，本府訂定「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

助辦法」，給予辦理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相關申請補助項目包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費用」、「設立都市更新團體費用」、「都市更新團體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規劃設計費」及「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更新單元建築設計朝綠建築標章規劃設計費」等。  

市民如有相關申請補助之適用範圍、申請資格、申請補助項目、補助額度、申請書應備文

件及審查程序等疑問，可參閱「102 年度受理本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申請暨審

查原則」公告內容，或至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頁（網址 http://www.uro.taipei.gov.tw）「下載專

區」瀏覽或電洽 02-23215696 分機 3006 查詢。  

 

102 年度「臺北市儲備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即日起開始招生~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與~ 

連  絡  人：張總工程司溫德  

連絡電話：02-23215696 ext 3064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02 年度儲備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即日起至 102 年 6 月 22 日晚上 12

時止，正式招生！  

臺北市政府為落實市民參與公共事務與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於 85 年起陸續建置並推動相關

社區營造制度與行動。89 年首度開辦「青年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培訓「社區環境的種籽」，

讓青年社區規劃師在社區各個角落散播社區營造的力量。自 101年度轉型為「儲備社區規劃師」，

以 3 年延續計畫進行課程規劃，促使儲備社區規劃師得以長期協助地區經營工作，作為未來社

區規劃師之種子人才。並期待藉由長期培訓的過程，綜整相關資源、深化熱情參與社區事務者

之專業，朝建立社區多元自主經營模式邁進，實踐臺北市都市之再生與轉型。  

本年度為儲備社區規劃師培訓計畫第二年，並突破以往三階段課程，規劃於核心課程中讓

學員提早進入社區參與實習課程，並延續去年度實習主題昇華，促使學員提早陪伴社區，以達

長期協助地區經營工作。預計招生 60 名學員，以「The Happiness Project 我與我的城市 /社區生

活提案」為主軸，邀請各領域專家與達人，與學員一起共同思考臺北城市 /社區未來的生活樣貌，

並將帶領學員體驗首都臺北的生活多樣與活力。另外培訓課程並將串聯 NPO、NGO、社區、學

校以及相關企業組織，讓學員了解如何透過資源的連結創造適居的好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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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訓課程全程免費，歡迎對臺北城市生活有想像的市民朋友、社區夥伴、公務人員與

各專業領域的朋友們，把握報名機會！課程詳情與招生簡章可至：

http://nextcitytaipei.blogspot.tw/ 專案網頁下載或洽太玥工作室 0920797610 黃慧欣小姐、

0955498550 黃若庭小姐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經營科 02-23215696 轉 3064 林小姐查詢。 

 

丹麥都更綠建築典範 雲林縣府參訪「8 house」住宅區取經 

雲林縣政府丹麥參訪團隊，日前參觀位於丹麥哥本哈根郊

區的「8 house」，該住宅區是世界最著名的綠建築，由國際知

名建築師事務所「BIG」所設計，僅外觀就給人強烈的衝擊，

內部 8 字型雙環住宅空間設計，是最大的特色，讓自行車可以

以 8 字型的繞法，直上頂樓。雲林縣長蘇治芬表示，反觀台灣

推廣綠建築所設定的「五 R」準則多流於形式，未來虎尾高鐵

特定區布袋戲傳習中心及表演藝術廣場等都值得向「8 house」

取經。  

「8 house」的居民涵蓋各階層人員，屬於複合型住宅區，

有年輕人、老年人、單身、小家庭、折衷家庭等，而且結合建

築物設計不同功能，包括居住和商業活動的區塊，讓居住在此

的居民，很容易購買到日常用品，生活機能相當便利。社區佔

地面積為六萬平方公尺，屬於複合型住宅區，整體設計考量動線、陽光照度及風力等形成具備

節能減碳的綠建築，由空中俯瞰，呈現 8 字，採用斜坡通廊連結 1~11 層樓，可讓輪椅、自行車

無障礙通行，  

雲林縣長蘇治芬表示，8 字型雙環住宅空間設計，讓每戶人家都擁有日照權，並可留設出

兩處中庭，營造公共空間 (活動綠地、兒童遊戲場 )，並讓空氣流通，採用斜坡通廊連結 1~11 層

樓，各層走廊相通的特色，拉緊居民之間彼此關係，斜坡道設計可讓輪椅、自行車無障礙通行；

綠屋頂的設計除了可供遮陰，同時具備綠美化功能。整體建築構造除了符合節能減碳，更融入

人文的特色。  

反觀台灣為了推廣綠建築，設定了「五 R」準則，包括拒絕（ refuse）、減量（ reduce）、

再利用（ reuse）、回收（ recycle）與再生（ regenerate），但均流於形式。蘇治芬認為，「 8 house」

讓我們省思國內目前正推廣的綠建築，「8 house」設計案平實扎穩卻不失現代感，充分發揮

綠建築功能可做為未來本縣新市鎮開發之標竿，如虎尾高鐵特定區布袋戲傳習中心及表演藝

術廣場等。  

 

戰後新建築保留 33棟建物 將申請文資保存 

台灣戰後第一代包浩斯現代建築大師王大閎在全台各地設計數十棟建物，位於北市濟南路

的民宅虹盧日前驚傳即將被都更拆除，事後證實為虛驚一場，卻也引發學者、都市改革組織發

起戰後新建築保留運動，目前已整理出卅三棟建物資料，打算向文化部申請文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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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閎今年已九十五歲，早年就讀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為台灣

第一代學習西方現代建築者，他的老師是德國現代建築大師沃爾特．格羅佩斯，他的同班同學

則是建築師貝聿銘與菲力普．強生。  

研究王大閎的銘傳建築系助理教授徐明松說，王大閎的父親王寵惠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

部長，與國父孫文同輩，王歸國後重新詮釋中國現代建物，參加故宮博物院競圖案，設計倒傘

狀混凝土屋頂，但當時故總統蔣介石時代下的建築風格幾乎都是中國傳統式，王的競圖也遭到

老蔣打槍。  

不過，王大閎陸續又設計國父紀念館、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校門、馬公中油辦公大樓、台北

監獄辦公室及禮堂、林語堂故居、外交部、東門基督教長老教會、虹盧等，王設計的亞洲水泥

大樓也是全台第一棟帷幕牆大樓，良士大廈則是全台首間樓中樓大廈。  

位於北市濟南路三段的虹盧日前驚傳遭到都更，記者查證後發現，虹盧的地號沒被台北市

政府劃入都更單元，而周邊的確有都更案在進行。但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表示，只要區域內有一

位地主提出申請也可自劃都更單元。  

徐明松表示，王大閎一生幾乎都住在自己蓋的房子，第一間房屋位於帝寶後方已遭拆除，

之後不少自宅也易手轉賣，許多建築學者希望能找地，將王的第一間房屋蓋回去，日前他為此

還與誠品書店董事長吳清友共同討論替代方案，可能未來至少需設基金會營運。  

文化局長︰古蹟保存與開發 應思考共生 

王大閎設計的七、八間房屋已成為私產，若指定為古蹟，有可能發生保存與開發衝突，對

此台北市都市更新處長林崇傑說，王大閎是台灣建築界關鍵人物，地位無庸置疑，其建物是否

達歷史建物或古蹟，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都很寬廣。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說，古蹟、歷建

都會有容積移轉機制，政府也會補助房屋修繕，對於未來可能的開發衝突，他說建築界朋友也

要同時思考共生可能，不希望古蹟保存成為雙方零和競爭。  

文資局長︰建物認定 仍須交由地方 

文化部文資局長王壽來表示，建物是否具歷史價值須經地方文資審議，文化部中央只能行

政指導，不能主導，仍須交由地方認定。   

王壽來說，建築師王大閎是知名台灣建築大師，文資局會作了解，也可以主動積極提出王

大閎所建造的房屋清單轉交地方政府作處理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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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滿意度調查出爐，感謝會員朋友支持！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為會員朋友服務，目前已出刊至第 36 期，為瞭解會員朋友的想法，以達

到更好的服務內容與品質，特於第四屆會員大會中進行紙本問卷發放與會後電子問卷寄發，經過統計之

後，會員朋友的滿意度約為七成，會員朋友們關心的議題前五項（選擇率高於 50%者）依序為：1.學會

活動；2.國內外研討會；3.專文刊載（專家或讀者投稿）；4.物業相關訓練課程；5.時事新聞。 

感謝會員朋友的支持，也顯示仍有改進空間，編輯單位將繼續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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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第四卷第二期秋季號徵稿中，歡迎踴躍投稿！ 

  敬愛的會員您好： 

「物業管理」是一個著眼於建築物使用階段之設施運轉維修、生活服務、與資產經營管理的專業，

也是近年於國內所出現的新興服務產業。為了健全我國物業管理產業之長期發展、累積相關研究成果、

促進產官學界的充分交流，「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成立，並於民國九十九

年春季創刊發行學術期刊《物業管理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物業管理學報》之出版目標在於刊載物業管理相關之科學理論、技術、與實務；所鎖定之讀者群

為物業管理之學術界及實務界。透過學術與實務研究成果之發表，促進物業管理領域中創新管理理論、

研究成果、理念、經驗、與知識等之傳播，並促使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 

《物業管理學報》第四卷第二期秋季號預定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份出刊。在此誠摯地邀請您將踴

躍投稿《物業管理學報》，豐富學報的內容並提升學報之品質與應用價值。相關的投稿方式以及論文研

究領域詳見徵文公告（附件）。稿件或如有任何問題，請 email 至 jpm@tipm.org.tw（請洽郭家駿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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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寓臺北 幸福 102】評選活動開跑囉 

臺北市一年一度的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又要開始了，報名期間自 102年 6月 15日起至 102年 7

月 15日止，評選類組分別有小型、中型、大型住宅、商務型大樓及風華再現等 5類組，本次活動總獎

金高達新臺幣 50萬元，歡迎各公寓大廈踴躍報名參加。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處長張剛維表示，為使居民能更加積極的投入社區管理維護工作、保持自家

良好的居住環境，特舉辦本評選活動，以喚起全體市民的共鳴，並讓用心維護管理的得獎社區得以接受

頒獎表揚，成為其他社區學習的對象，前三名並頒發銅製獎牌一面可掛於社區大門外，除讓社區居民更

有榮譽感與向心力外，更增加大樓的附加價值。 

為提高社區參與本活動的意願，除了提供獎金及獎牌外，只要完成報名並繳交報告書之社區，將由

建管處委託之中華物業管理協會將全程免費協助社區申請「臺北市優良公寓大廈公共安全管理標章」(社

區須提供相關文件資料)，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核可後即頒發標章，加強對於社區大樓的公共安全

認證。 

本市凡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向本府報備後運作 3年以上者，均可報名參加本活動，評選活動相關訊息，請

上「艷寓臺北 幸福 102」形象主題網站。 

網址 http://www.powerring.com.tw/tpgc/index.php?option=com_chronocontact&Itemid=21，評選活動相

關問題諮詢與輔導專線，（02）2768-3955轉 314傅小姐，報名社區將安排社區輔導團給予最大之協助 

 

 

廉租房實行物業管理 自建經適房五年內禁止轉讓 

天津頻道 天津市政府近日下發關於進一步明確住房保障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了天津市廉租

住房等管理的有關問題。通知規定，廉租房小區實行物業管理，物業管理費按每月每建築平方米 0.35

元收取。 

根據該通知，廉租房小區實行物業管理，成立廉租房承租人代表等參加的小區管理委員會。小區管

理委員會監督物業管理單位按照合同約定提供相應的服務，聽取和反映承租人的意見，協調與物業管理

單位的關係。房屋和設施設備由經營管理單位代為進行日常養護、維修，費用由市財政根據有關規定撥

付。廉租房小區經營性公建原則上只租不售，租金收入可用於補貼物業管理和房屋維修等費用的不足。

享受廉租房實物配租補貼的家庭，所承租住房的租金標準按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積 1元收取。物業管理

費參照普通住宅小區物業管理四級中準收費標準計收，現按每月每建築平方米 0.35元收取。 

 該通知對承租戶如何騰退住房做了明確規定。已在廉租房小區配租的家庭，不再符合廉租房實物

配租補貼收入準入條件的，給予最長不超過 5年騰退住房的過渡期，過渡期內原租金標準不變。期滿後，

對家庭人口、住房、收入、財產狀況等仍符合屆時廉租房實物配租補貼條件的，可以繼續承租廉租房，

按屆時標準繳納租金；對家庭人口、住房、收入、財產狀況等不再符合屆時廉租房實物配租補貼條件的，

應當按市場租金標準繳納租金；對有能力自行解決住房問題的家庭，應騰退住房。 

享受廉租房租房補貼的家庭在領取租房補貼期間，家庭人口、住房、收入、財產等情況發生變化的，

應在發生變化後的 30日內向申請領取租房補貼的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申報變化情況。經審核，仍

符合廉租房租房補貼條件但需調整月租房補貼額的，自審核同意次月起調整；經審核不再符合條件的，

自不再符合條件之日起第 4個月停止向該家庭發放租房補貼。 

企業自建經適房五年內禁止轉讓 

滿 5年並繳納土地收益價款後可獲完全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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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市政府近日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明確住房保障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企業自建經濟適用住房 5年

內禁止轉讓，滿 5年並繳納土地收益價款後可獲完全產權。 

根據該通知，購買定向安置經適房的，取得房地產權證後可以轉讓，首次轉讓時免繳土地收益綜合

價款。此後，該住房每次轉讓均應當按照房屋實際交易價格的 1%繳納土地出讓金。 

通知規定，購買企業自建經適房繳納契稅不滿 5年的，不得轉讓。購房人因特殊原因確需轉讓的，

由企業按照原購房價格回購。購買企業自建經適房滿 5年的，購房人可以轉讓，但應當向政府繳納土地

收益綜合價款。該住房再次轉讓時，不再繳納 1%的土地出讓金。購買企業自建經適房滿 5年的，購房

人也可以按規定繳納土地收益綜合價款後取得完全產權。 

對于其他經濟適用住房，依據《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保護條例》實施歷史風貌建築保護騰遷的家庭，

或者因特殊原因需要安置由區縣人民政府確認並經市國土房管局復核的家庭，可以參照本通知有關規定

申請定向安置經適房。駐津部隊建設的經適房，按照國家和天津市有關規定執行，申領銷售許可證時，

建設主體依據建設投資計劃確定。 

 

 

保護兒童安全 大樓住戶可裝設防墜設施 

                          ---- 年度公寓大廈活動開跑 先辦社區座談講習 

【高雄訊】根據內政部統計去（101）年台灣地區至少發生 12起兒童墜樓事件，住戶為防範兒童墜

樓，如果想要裝設防墜設施，管委會常會以影響外觀為由，拒絕住戶裝設，甚至報請建築主管機關處罰

住戶，目前中央已經修法，管委會不得再拒絕住戶設置防墬設施。市府工務局為提供公寓大廈社區管理

服務，將於今(102)年 6月啟動社區巡迴座談，該局也提供免費法律諮詢、管委會協助輔導成立等服務，

也要辦理優良公寓大廈選拔與認證。 

工務局長楊明州表示，縣市合併後，大高雄地區總計有 4213 處公寓大廈社區，社區管理與社區生

活品質是市長陳菊十分關心的議題，為落實市府宜居高雄政策及今(102)年度施政四大面向：加強防災、

公共安全、經濟、人口成長，該局在公寓大廈管理業務部份，將針對加強社區公共安全檢查、光電智慧

建築、選拔優良社區管理與加強基礎建設維護，也因應高齡化社會與老舊社區整建維護趨勢，研訂公寓

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並提案向中央爭取明(103)年補助，針對無障礙、社區安全與環境

設施維護提供協助。 

楊明州說，內政部已於今(102)年5月8日完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法公告，住戶於外牆開口或陽台，

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的非鐵鋁窗防墜措施，並可以不受限於大樓規約的限制而裝設。因此，

為避免發生孩童墜樓，若家中有 12 歲以下兒童而設置類似防墜措施，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不得禁止

和拒絕，該局也會透過各種方式加強宣導，避免因管委會不知情而與住戶因設置防墜措施而產生爭端。 

楊明州強調，近年來該局委託的專業廠商輔導大樓社區成立管理組織已達 160件，但目前還是有近

3成公寓大廈還沒成立管理組織，無法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大樓進行管理及維護。由於社區管理組

織的運作，不但關係到公寓大廈生活品質，更是與住戶的權益息息相關，因此為鼓勵社區依法設立管理

組織並向區公所完成報備，今年將委由專業廠商進行輔導，提供社區自治與管理組織報備協助。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表示，今(102)年度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暨住戶座談會活動，將邀請專

家學者、律師、專業團隊，除了教授大樓社區如何改善居家品質、環境設施、提供相關法規依循及爭議

調解事件外，今年另有社區改善工程補助說明及智慧建築營造工程的知識簡介，特別邀請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人員，專程南下講授智慧社區或智慧綠建築相關新知，另外要委請律師及專家講解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老舊社區耐震診斷、社區資源及管委會運作經驗交流、社區財務管理及機電消防設備功能及突發狀

況的處理，歡迎各社區大樓管理委員會及市民踴躍報名參加，現場除致贈精美禮品外，會中還有有獎徵

答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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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明說，今(102)年 6場社區座談會預計從 6~9月分別舉辦，目前選定社區大樓較為密集區域：三

民區、苓雅區、左營區、鳳山區、楠梓區及前鎮區等 6處行政區舉行，第一場為 6月 8日星期六下午在

捷運美麗島站-二聖廳（高雄捷運美麗島站 11號出口地下一樓）、第二場在 6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在三

民第一分局 10樓（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一路 367號）、第三場在 7月 20日星期六下午在楠梓區公所 7樓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64號）、第四場在 8月 3日星期六下午在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第五場在 9月 8日星期日下午大東藝術文化中心二樓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號）、第

六場在 10月 5日星期六在前鎮勞工教育生活中心-203室(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大門入口）舉辦，因場次

及座位有限，請管委會管理委員與市民朋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有關座談會議程講座詳情可上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網站-活動快報查詢(http://build.kcg.gov.tw/)、或聯絡建管處承辦人員：楊俊偉（聯絡電

話:07-3368333#2428）。 

工務局表示，該局今(102)年度仍提供公寓大廈爭議專業律師駐點諮詢，請有需要的市民前來四維行

政中心(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5樓該局建築管理處現場諮詢，服務時間為每週四上午 10 點到 12點，或

者透過免付費電話 0800-555-108也有專業律師提供諮詢服務，歡迎有需要的社區或市民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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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第九屆物業管理實務研討會促進物業學術與產業的發展 

【秘書室報導】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暨研究所

為促進物業管理學術與產業的發展，提供國內物業管理相關系所

與產業界一個互動的平台；並結合國內各大專校院與政府部門共

同合作，於 102年 6月 7日(星期五)上午 9：00至下午 17：00

在景文科技大學設計館 L401演講廳隆重展開。 

特邀新竹縣環保局長黃士漢博士專題演講 

研討會當天上午九時由景文劉世勳主任秘書代表校長主

持開幕式致歡迎詞，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周世璋教授也以

貴賓身分代表致詞，接著邀請新竹縣環保局長黃士漢博士，以

「我的認知環保與體驗」為題發表專題演講，闡述資源回收業

形象改造的歷程與成功案例，強調未來資源回收與物業管理仍

是快速成長的產業。而新北市土地利用學會總幹事洪士揚，也

簡短的介紹推廣「地盡其用」的理念。 

負責承辦研討會的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系主任鄭文彬表

示，此次研討會分別舉行業界專家實務論文發表、博碩士研究生論文發表、國科會低碳人才培育計畫研

究成果發表，另外會議中同時安排 3個時段舉辦物業管理專題海報競賽、物業客服禮儀競賽及物業節能

減碳創意競賽等活動。 

景文科技大學與仲量聯行簽約合作辦理契合式教學 

本次會議也同時完成景文與仲量聯行合作辦理契合式教學簽約儀

式，由校長鄭永福與該機構協理黃惠民、經理范詩豔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書，開創產學無縫接軌的新頁，此外，研討會也充分發揮國內產官學研

論文交流的最大功能，大會將全部論文及內容放置於景文科技大學圖書

館的雲端電子書書櫃內，與會者只要透過網路媒體即可立即閱讀全部論

文，減少紙張使用。是節能減碳又環保的創意作法，值得大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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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照技術抽查新制 7月 1日上路 

台北市建管處針對建築執照技術抽查案件，為能提昇建築設計品質，增進行政效率，在兼顧審查

品質及速度原則下，對於台北市目前執行之各項執照抽查作業，全面進行檢討，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以為本市全民把關。 

都市發展局長邊泰明表示，健全的技術抽查制度，有助都市整體環境品質提升，更能保障市民居

住財產，亦即建築執照抽查品質良窳，攸關市民公共安全，設計建築師之簽證責任不容有任何形式扭曲，

市政府絕對站在市民公共安全立場進行技術抽查。 

建管處長張剛維表示，我國現行審照制度為行政審查與技術簽證分離，實務上仍具有許多缺失，本

次改善措施包括： 

(一)縮減抽查時間，改善後採行分流作業，縮短辦理天數，加速抽查效率。 

(二)製作建築執照技術抽查審查表，使抽查作業時有一致性標準，達到正確檢核執照內容之目的。 

(三)山坡地案件全部列入技術抽查，避免該類案件設計建築師誤解法令，致使基地地面，樓層高度等簽證

錯誤，故為加強控管，且降低簽證錯誤比率，未來山坡地涉及整地原則案件，將全面納入技術抽查範

圍，以確保簽證品質。 

(四)分工抽查：現行抽查建造執照主辦單位為建管處，變更設計及變更使用執照則由臺北市建築師公會主

辦，新制則考量抽查作業連貫性，將高層建築物、涉及山坡地地形整地原則及保變住案件從建造執照

至變更設計均由建管處辦理，其餘案件則由公會辦理。 

(五)建立懲處機制與增列獎勵制度，明確界定未符合規定事項及屬重大缺失項目，經抽查會審會議決議後，

移送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辦理。建照抽查及審照制度在 7月 1日修正後，仍會持續辦理檢討，務求

進步。 

張處長更進一步表示，建照技術抽查之預期效益與目的，在於檢核設計建築師是否確實依都市計

畫、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法令來設計建築物，讓每位設計建築師於抽查完成並確認後，皆能知悉自身應

負的簽證責任，如此將能提昇本市建築設計品質及行政效率，亦保障消費者購屋之權益。 

 

台南市建物有智慧？沒取得證明不給驗收 

台南市政府配合科技的進步、因應溫室效應帶來的氣候影響，自 7月 1日起，公有建築物總工程

建造經費達 2億元以上者，申請建造執照須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標章，始可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成為「智慧建築物」。另外，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 5千萬元者，自 103 年 1月 1日起，

也需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 2項指標，才可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32



 

工務局表示，根據專家學者的解釋，「智慧建築物」是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配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從人體工學、物理環境、作業型態及

管理型態角度整合，將建築物內之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防災、防盜及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

用之運轉、維護管理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之安全、健康、節能、便利與

舒適等目的。 

工務局指出，未來台南市公有建築物將愈來愈有智慧，更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市府配合內政部推

動公有新建建築全面實施綠建築，自 102年 7 月 1日起，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2億元以

上，且建築使用類組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者，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

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及以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於工程驗收合格並取得合格及以上智慧建築標章

後，始可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另外，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 5千萬元者，自 103年 1

月 1日起，亦需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 2項指標。 

 

中央指導！打造高貴不貴的庶民化智慧建築 

【MyGoNews 衷柏宣/綜合報導】推動

新興智慧型產業為國家當前重要政策之一，

行政院為加強綠建築發展與善用我國資訊

與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智慧

型高科技產業優勢，發揮更大整合效益，於

2010年 12月核定通過「智慧綠建築推動方

案」，以期達到節能減碳促進 地球永續發

展、全面提升居住環境品質、並帶動傳統建

築與 ICT產業發展的三贏目標。  

所謂「智慧綠建築」，是指在建築物內，

應用綠建築技 術及智慧型高科技技術、材

料產品，使建築物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其中綠建築部分已推動多

年，成效斐然，內政部為加強推動智慧建築政策， 延用推動綠建築之作法，由公有建築物率先帶頭做

起，以逐步引領民間業界共同推動，所以特別訂定了管制公有建築物進行智慧建築設計之規定，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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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 日起，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台幣 2億元以上之公有新建建築物包括辦公廳舍、大專院校等，

須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及候選證書。 

除了前述推動公 有建築率先施行外，為讓社會大眾對「高貴不貴」的智慧建築有較深入之認識，

內政部特別協調板橋浮洲、林口 A7 等合宜住宅得標業者響應政府政策，將智慧化技 術導入合宜住宅，

期望透過智慧化之系統及產品設備之導入，以建構省能、安全、便利的居住環境，提高住宅之品質，同

時藉由合宜住宅的引用，讓業界及民眾了解 並有機會親身體驗庶民化智慧建築，進而引導民間業界跟

進，擴大落實方案推動效益。 

由於智慧綠建築為行政院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重要政策之一，藉由公有建築作為領頭羊，及合宜

住宅落實高貴不貴的庶民化智慧建築概念，可帶動國內建築水準全面升級，同時有利於資通訊等產業發

展，達到民眾、產業界與政府三贏的目標。  

庶民化智慧建築，主要係針對民眾生活需求較為相關之設備、系統，花費有限經費，使住戶可直

接受益，相關效益包括：提供防盜監控、防災及有害氣體偵測與阻斷裝 置等，有效提升住宅之安全性，

呼應多數民眾將安全列於首要之生活需求，並且提高建築物操控管理的效率與服務能力，記錄建築物管

理需求各類資料記錄、分析與 統計報表，提供建築設備最適與最佳化之運轉控制，降低建築物營運維

修成本，住戶亦可減少管理費支出。 

同時，提供建築物優質有效的資訊與 通信服務及預留服務擴充性，提供未來管線變更增設的彈性，

避免破壞結構體及影響美觀，並且透過智慧化的節能管理，有效降低建築物設施設備耗電，以達到節省 

電費的具體效益，而且經由完整的資通信服務網路，各類服務得以直接導入住家環境，提升居住生活品

質，房價更可保值。  

以新北市板橋浮洲合 宜住宅案為例(圖 1至 3)，該案經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動提供協助已達到智

慧建築之要求，且該案原已申請獲得黃金級綠建築及鑽石級生態社區候選證書，成為 國內第一個符合

智慧綠建築政策目標之合宜住宅案。該案在智慧建築之規劃內容主要包括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

合、設施管理及安全防災等，這些設備系統及 先進技術對未來住戶無論在使用或管理維護等都有很大

的好處。  

舉例來說，在綜合佈線系統方面，該案已考慮未來電信、網路、視訊、建築物自 動控制服務等需

求，保障智慧服務與智慧生活的可提供性，並在資訊及通信系統機能上，增加其可靠性、安全性、使用

的方便性及未來的擴充性，以提高建築物及其 使用者的競爭力。又如安全防災方面，在建築物防災中

心整合防火、防水、防盜、防有害氣體及緊急求救等系統控管，以保障社區安全，並且透管完善的設施

管理， 藉由系統軟體的應用，來達成各項作業活動及設備維運的智慧化功能。另外，該案運用智慧建

築理念，整合建物內電氣電信、給排水、防災、防盜等設備系統，維護 管理自動化，以節省物業管理

上花費最大的人力與水電成本，達到最佳經濟效率之管理。 

除了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案外，林口 A7合宜住宅案各得 標業者，包括遠雄建設、皇翔建設、麗寶

建設及名軒開發等四家業者，及台北市安康公營住宅的潤弘精密工程等，均正積極將智慧建築理念納入

該公司負責的住宅規 劃設計案中，以使這些住宅均可達到智慧建築之要求，對於我國推動智慧建築普

及化具有指標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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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員對推發牌制的期望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理事 區大明  

對於推行物業管理發牌制度，不少物業管理從業員都表示支持。大家均期望透過發牌制度，反映

從業員的能力並提升物業管理專業的水平。  

助提升行業素質  

推行發牌制度，可一併提高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人員的管理質素：公司及從業員在統一及清晰的

工作守則下，能加強合作關係，合力提升行業的素質。同時，更能清楚釐定各個角色的責任，避免互相

推卸責任的問題。而個人從業員多級發牌方案的安排亦符合現時業內的狀況及需要，並能讓公眾有更多

選擇。一套清晰的多級發牌制度能讓公眾對不同級別的個人從業員的能力有更清楚的認識，從而可選擇

適合其需要的物業管理從業員。  

 香港資歷架構已說明物業管理行業的主要職能範疇共有七項： 

(一) 環境管理                            (五）應用法律 

(二) 建築物維修保養                      (六）財務及資產管理 

(三) 業戶管理及社區服務                  (七）人力資源管理 

(四) 設施管理 

為免在職能及責任上的混淆，發牌制度應限於負責協調及監督所有提供七項職能的公司及個人從

業員。只提供某項或多項樓宇服務的公司及個人從業員，其職能事實上未能完整涵括物業管理的所有職

能，因此不應在發牌制度範圍內，而且這些個別服務（如保安、升降機保養）均已受其他法例規管。個

人層面方面，如向別人提供服務，為一幢或多幢大廈的物業管理服務作全面統籌或質素保證承擔責任，

便應受規管。二級發牌方案下，個人從業員可分為「專業物業經理」及「物業管理從業員」。  

應提供晉升梯階  

「專業物業經理」應為已經由「房屋經理註冊管理局」評審及接受註冊的專業人士或擁有其他同

等認可專業資歷的人士。在評審及接受申請人註冊時已就學術資格、年資等資歷進行審核，並要求註冊

人謹守行業守則和持續專業發展。借助這些專業註冊的評審機制，將減輕新成立的專業註冊管理局的工

作量及運作成本，並更易得到公眾的信任與尊重。另一方面，「物業管理從業員」則應達到香港資歷架

構中的第四級。為鼓勵「物業管理從業員」持續發展，應向他們提供上升至「專業物業經理」的梯階。

至於未達水平的從業人員，未必會獲得管理當局向他們發牌，而他們必須在「專業物業經理」或「物業

管理從業員」督導下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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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提升品質耐久，工程會推動公共建設應訂設計使用年限  

工程會為明確訂定公共建設應有的使用年限，讓機關、設計者、施工廠商均有共同的品質目標，

為後代子孫留下長久耐用的公共建設，重要工程更能設定以百年建設為目標，於 7月 10日上午召開

跨部會會議，促請各部會於 3個月內完成清查，4~6個月內提出設計規範編修計畫，並據以啟動編修。 

工程會主委陳振川表示，國內公共設施招標均未明確規範設計使用年限，一般認為 50年甚至更

短，造成整個工程設計目標與品質需求的不確定，也不符合國際做法，另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現象，

後代子孫的負擔亦將沉重，歐盟、日本、中國大陸等都早已將重要設施之使用年限提升到 100年或

更久，如英國橋梁規範自 1988年起就是 120年與歐洲地區重要橋梁隧道是 100年等，因此界定公共

建設設計使用年限對國家建設的執行效率與品質是相當重要的，而且符合社會的要求與期待。因此

也要求各工程採購時應界定設計使用年限，以啟動生命週期工程興建管理，挑選優良廠商，落實達

成品質目標。 

會議過程中，首先由工程會主委陳振川闡述政府機關的責任、訂定設計使用年限的重要性、世

界各國的做法，及政府主辦機關應向後代子孫負責的期許。次由與會的台灣混凝土學會學者專家提

供建議，包括詹穎雯教授所提，使用年限之設計檢核可參採外國規範標準，並制訂適合台灣環境條

件之對應分級；張大鵬教授提出，目前國內已有訂定設計使用年限量化指標的能力，而且提升設計

使用年限僅會增加有限的工程材料費用；楊仲家教授提出，訂定設計使用年限可以提升設計與施工

品質，建議由主辦機關要求設計單位對環境因素進行詳細調查與因應；鄭瑞濱秘書長建議，可以先

參考國外規範，於國內規範中增訂設計使用年限與耐久性檢核專章。 

工程會先前於 6月 28日召開的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中，已確認本案推動之必要性，並請各設計規

範主管部會著手了解規範編修之準備。經過今天的跨部會會議後，獲致結論：請各規範主管部會立

即啟動規範編修工作，包括交通部主管的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內政部主管的下水道工程設計規範、

經濟部主管的水利設施、及農委會主管的水土保持工程構造物等規範，進行增訂使用年限的規定，

工程會將持續追蹤並定期邀請各部會於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中提出專案報告，以落實推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開發審議暨建築執照審查  BIM 資訊應  

用發展計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為辦理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特定地區開發許可審議、都

市更新審議、建照執照審查、公營住宅興建與管理等業務，將分年推動「都市開發審議暨建築執照

審查 BIM資訊應用發展計畫」，主要事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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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審議圖文管理服務平台」：  

(1). 建置「圖文管理服務平台」，包括審議作業整合、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圖文整合及上傳、資料

庫整合、整合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2). 建置「審查流程控管系統」，並檢討及規範相關局處之審議作業流程，以及建立資料電子化作

業流程。  

(3). 建置法規與審議圖文資訊庫，目包括圖文標準化、審查與建立相關輔助圖資及文件、導入 BIM

模型、結合都市發展局地形圖 2D及 3D分析功能。  

二、建置「建築執照 BIM審查服務平台」，包括 BIM法規邏輯分析、開發 BIM檢核模組、開發審

查服務平台(含建置審查作業流程、相關申請文件及書圖表單電子化登錄功能、架設訊息溝通服

務平台、架設專案管理平台)、導入訓練、購置軟硬體平台。  

三、建置「BIM生命週期營運管理平台」，包括 BIM應用於施工勘驗分析(含研擬作業規範書及監審

作業準則、制定 BIM準則、BIM工程編碼分析、研擬 IFC交換標準、公營住宅之 BIM標準規

範、研擬物件資料庫(DOL)標準、建立物件資料庫分享平台)、建構施工管理平台、變更使用執

照竣工勘驗平台、BIM應用及擴展。 

 

經濟部能源局積極推動親和綠能風電  

臺灣能源 98 % 以上依賴進口，積極推動再生能源，以建立自主能源、打造低碳綠能環境為國

家既定政策。臺灣地狹人稠，而我國風力發電主要集中於風能資源最佳的西部沿海地區，也正是人

口密度較集中的地方，隨著風力發電累計裝置量逐年增加，陸域風場開發與民宅及自然環境產生空

間競合之現象逐漸增多，民眾對風場鄰近居住生活圈太近致引發噪音干擾生活品質等產生疑慮。經

濟部能源局深感民眾對綠色能源發展之支持，同時兼顧民眾生活品質之訴求，即研擬強化風力機設

置規範措施，同時也籲請民眾支持國家發展再生能源政策，使風力發電發展與在地生活互融共存。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風機安全」可分為「風機設備安全」及「風機基座安全」。針對「風機

設備安全」部分，國內現行風機運轉前均需檢附經國際認證機構(如 TUV)認證符合國際規範(IEC 

61400)之證明書(涵蓋性能與安全性測試)，風機核准運轉後，就風機之機械與電氣設備等項目，經濟

部組成專家小組每年進行電業安全查驗工作，確保設備安全。至於「風機基座安全」部分，風機基

座均需取得專業技師簽證文件或雜照後，方可運轉。另參照國際發展風電累積之豐富經驗與案例分

析，可了解先階段風力發電相關標準、法規及技術發展已臻成熟，在嚴謹的安全控管與風險管理下，

風力機之安全性已提高。 

至於民眾所關心生活品質之「舒適距離」議題，目前設置風機基座中心若與最近建築物邊界之

直線距離在 250公尺以內時，應向環保署申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另有關噪音管制議題，環保署則

訂有「噪音管制法」，在規劃、施工及營運等階段，進行噪音管制。另基於民眾對於生活品質要求

提高，環保署已研擬增列開放性設施(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將

參考紐西蘭、澳洲、英國等國家現行風力機噪音管制方式，採環境噪音增量管制方式，進行嚴格管

制，並已與相關團體、專家學者及業者研商獲共識，環保署業已預告噪音管制標準修正草案，將依

行政程序發布施行，以顧及民眾生活品質之訴求。 

能源局說明，為確保我國風力發電政策推動、並滿足民眾需求，近期已多次邀集相關學者專家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探討陸域風機設置舒適距離之國際經驗及相關管理措施，俾藉由國際經驗來確

認國內最佳作法，未來則將分區辦理座談會，邀請各區民間團體、專家及學者參與討論，俾確保相

關政策研析能確實貼近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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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最後表示，在發展綠色能源過程中，民眾參與將是達成目標之關鍵，未來將以更穩健務

實的態度逐步推動國內綠能發展，打造綠能風電、建構親和風場，強化風能專業人才培育，貼近民

眾之心坎。 

 

年度空地綠美化開辦  8月 1日截止快申請 - 37公頃私人空地綠化  提升  

城市景觀質感  

【高雄訊】因應高雄市 9月即將舉辦亞太城市高峰會等國際活動，市府啟動城市景觀風貌營造

改造工作，工務局也配合推動公私有空地綠美化－城市花田計畫，希望能留給國外政經人士有好的

城市印象。102年度空地綠美化申請已經開始，將於 8月 1日截止收件，市府工務局呼籲有意願地主

儘速申請。另外為加強綠美化維護管理，該局每兩週巡查維護情況，草長過 50公分及維護不佳遲不

改善，將會被取消補助地價稅資格。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高雄要成為國際都會，市長陳菊大力推動各項重大公共建設，並且預

計在 9月要舉辦亞太城市高峰會，將有上千位來自世界各國政經領袖及專家來到高雄。為展現高雄

市轉型為國際宜居城市的成果，市府啟動系列環境改造綠化等工作。該局除推動公園綠地、濕地建

設與人行環境改造外，也持續啟動城市花田計畫，進行公有及私有空地綠美化、建築物綠屋頂立體

綠化等專案計畫。在閒置空地綠美化成效上，經統計去(101)年度公有空地綠化面積 48公頃、私有空

地綠化面積 32.9公頃、公私有建築物綠屋頂立體綠化面積 3.2公頃，共創造額外綠化面積達 84.1公

頃。 

楊明州說，目前全市有申請空地綠美化共計 194件，合計 37.33公頃。今(102)年度該局將持續

推動未開發私有空地綠美化補助，編列地價稅補助款約 7仟萬元，補助私有可建築土地尚未開發前

的綠化與開放供公眾使用。為鼓勵私人擁有尚未建築開發空地可以參與綠美化，並均衡各行政區建

設資源，今(102)年度 2月該局已完成私有空地綠美化地價稅補助修法，除原市 11處行政區與鳳山區

維持補助地價稅為課稅總地價的千分之二十，其餘以外的 26個行政區提高為課稅總地價的千分之二

十五，以弭平因各行政區公告地價差異所造成地主補貼公平問題，並擴展空地綠美化補助範圍。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表示，為加強空地綠美化維護管理，該局每 2週都會巡查空地綠

美化維護情形，如果綠美化空地雜草高於 50公分時，違反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時，將會應依規定

進行記點，並移送環保局處理。而且如果於綠美化證明書有效期間內，發現申請人綠美化成果維護

管理不良，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將會記缺失一次。而且當年度累計缺失達三次者，當

年度不予補助地價稅。 

黃志明說，空地綠美化申請狀況，3月至 4月份抽查共 196件，其中 6件不合格，目前經派員

復查均已改善完竣。5月至 6月份抽查共 25件，其中 6件不合格，將再複查。該局對於不合格案件，

都會發文通知管理維護公司及土地所有權人立即改善，若逾期仍未改善，會依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

例規定，將其違反事實通知相關業務主管機關處理。如有擅自開發建築或已荒廢廢弛等違反情節重

大者，該局將會撤銷綠美化證明書，並且取消地價稅補助。 

農 16地區參加工務局空地綠美化計畫的地主表示，把暫時還沒有要開發的空地整理乾淨，加上

綠美化後開放出來，週休二日假期看到很多家庭，爸爸媽媽帶著小孩與寵物，在平坦的草地遊玩活

動，暨健康又能促進親子關係，身為地主看到這種和樂的景象，也會感覺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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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表示，依私有空地綠美化地價稅補助辦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檢附綠美化圖說

申請經該局審查許可，並且依許可的圖說內容施作，竣工後報經該局查核通過，即可核發綠美化證

明書，該綠美化證明書的有效期限為三年。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應於每年八月一日前，檢附申請

書、計畫書、植栽及施工規範說明書、維護管理及撫育計畫書等文件一式十份向該局申請綠美化圖

說審查；逾期未申請者，該局將不予受理。前項設計圖說應委由建築師、景觀或園藝等相關專業人

員規劃設計。 

工務局強調，為避免滋生登革熱病媒蚊、改善閒置髒亂空地，並彌補公園綠地面積有限，該局

針對已申請綠美化空地除由管理維護公司每月提報維護成果經該局備查外，每兩週該局均會派員抽

查，以加強維護管理，若民眾發現有維護不佳的情形，可向該局舉報，將會派員現勘後，要求業者

與地主改善。 

工務局說，市民或地主要了解空地綠美化成效與補助獎勵等相關規定，可上該局建築管理處網

站(http://build.kcg.gov.tw/)瀏覽或下載申請書表。因空地綠美化補助預算總額有限，請有意願新申請

空地綠美化地主須於 8月 1日前提出申請，如果有相關疑問或要申辦事項，可以逕洽該局建築管理

處（第二課 3368333轉 2287）辦理。 

 

7 月 22日太陽圖書館「能源綠建築之英語好好玩」歡迎大家來 TALK 

臺北市立圖書館太陽圖書館將於 7月 22日(週一)14-16時在青年公園太陽圖書館 2樓節能展示

館，由社團法人台灣汗得文化協會協助辦理「深度導覽：能源綠建築之英語好好玩」主題宣導活動。

活動內容全程英語導覽介紹太陽圖書館及能源綠建築節能理念，以輕鬆簡單課程和遊戲帶領民眾認

識能源基礎知識與相關英語詞彙。 

歡迎對英語能源議題有興趣的民眾一起來 TALK！詳細活動內容可逕電洽臺北市立圖書館太陽

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電話：(02) 2337-9862]，歡迎電話預約或上網報名：http://goo.gl/TwKtb 

一、如申請參訪者為單位，應於 7月 18日前提出申請，單位人數以 20人為限，場地限制總人數為

30人。 

二、申請報名者(單位、個人)如因故取消參訪活動時，需於 7月 17日前提出申請，否則恕不受理該

報名者本年度再次申請。 

 

廢料變裝置藝術  建商辦展  

寶旺建設致力綠建築，在「天美」接待會館成立「ADEO綠活聚場」展演空間，邀藝術家和建

材廠商利用廢料發想出漂亮的裝置藝術品，7月 13日起展出到 12月 31日。  

寶旺建設則早在多年前就啟動智慧綠建築計畫，尋找「綠色合作夥伴」，包括華仕德（臭氧產

生技術生活科技心田燈）、金正益（環保省水及設計美學衛浴）、勝群（安全機能鋁門窗）等，為

地球環境盡心力。  

「我們相信任何的小細節，都能誘發很大的變化」。寶旺建設致力綠建築，寶旺建設運用簡樸

的組合屋概念，營造一座優美巧緻的天美會館，而內設的建材都能再利用，減少浪費。  

會館一樓新成立「ADEO綠活聚場」展覽館，以「綠光築跡」為主題陸續邀請油畫、雕塑藝術

工作者展出，最大的驚喜卻是由寶旺內部團隊共同創作戶外網狀的大型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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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美會館將結合綠色生活市集、綠色文創市集、一元咖啡、手創好物義賣等活動，「ADEO綠

活聚場」展覽空間長期免費開放，民眾可前往享受藝文與知性結合的好時光。  

寶旺「天美」基地位在台中市 11期崇德十一路、昌平東三路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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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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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英國綠建築協會 Task Group 的最新報告出爐 

英國綠建築協會最新公佈的報告發現，加碼住宅能源效率改造的獎

勵，可能增加每年 150萬的改造案件，並且為英國經濟每年貢獻數億元

英鎊。 

引進獎勵政策如降低節能效率房屋的 Council Tax和印花稅，有可

能大幅提升改造的需求，並提升經濟成長，同時減少建築物的碳排放量。 

這份報告由 Task Group 完成，其中來自英國綠建築協會成員的代表包括：ACE、Berwin 、Leighton 

Paisner、Carillion、Cundall、Deloitte Real Estate、E.ON Sustainable Energy、HTA Design、Keepmoat 

Group、Kingspan、Knauf Insulation、Marks & Spencer 、Mitie 、Paul Appleby Consultants 、

Saint-Gobain 、Sweett Group 、Travis Perkins 、Willmott Dixon 、Verco 、WSP Group 、WWF-UK 

報告〈UK-GBC Task Group Report: Retrofit Incentives〉全文下載： 

http://www.ukgbc.org/resources/publication/uk-gbc-task-group-report-retrofit-incentives 

 

重慶理工大學開設首家物業管理 MBA課程 

“賣房子是一次性的，物業維護卻是一個持續行為。大陸領先的幾大

地產公司通過優質的物業管理服務，在提升品牌價值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

重慶理工大學物業管理 MBA 教學中心主任董蘭說，“隨著現代物業服務領

域的不斷延伸，度假、酒店、養老物業持續發展，對基層人員的能力提出

了新要求，更加考驗企業中高層的戰略眼光。” 

大陸物業管理已發展了近 30年，積累了一批實戰經驗豐富的從業人

員，但行業內仍然稀缺能提升整體價值、引領未來發展的高端人才。比如，

面對日益增長的物業管理成本，傳統的管理模式就是簡單地增收物管費。

然而如何通過轉變經營方式，拓寬資金管道，多方位地嘗試自主創收，來

實現與廣大業主互惠互利、資源分享和長遠發展才是物業管理行業的未來方向。 

  針對有知識儲備提升需求的從業人員，重慶理工大學與博眾房地產管理研究院合作開設了國

內首家物業管理 MBA課程。通過理論課、專業課和到世界知名物業企業實地考察等學習方式，解決行業

內管理者在系統性和戰略性知識儲備方面的不足，並秉承學以致用的育人原則，用優秀的物業管理為物

業公司和地產公司搭建一個合作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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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與智慧綠建築報導 

面對全球氣候持續暖化、極端氣候所帶來的天然災害（例如颱風、洪水、熱浪侵襲、森林火災等

事件），台灣已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具備節能減碳、舒適便利與安全健康的智慧綠建築，再度成為因應

生態環境惡化的熱門話題。 

 

▲未來建築─聯合國位於肯亞首都奈洛比的非洲總部 

 （資料來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網頁） 

 

彈丸之地 能源消費驚人 

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從 2004年累計到 2013年 5月底為止，台灣總人口數為 2,334萬人，是

世界第 50大人口最多的國家。此外，台灣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達到 645人，在全球超過 1千萬人口

國家中，人口密度排名第 2。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的 11.29%，人口老化指數為 77.80%，這兩項數

據都較上年同月（2012年 5 月）增加 0.31%、4.09%，但平均每戶人口 2.84人較上年同月的 2.87人，

減少 0.03%。 

 

▲遠雄建設「遠雄中央公園」打造綠能、智能及性能住宅。 

  建案專屬網站 http://tp.housetube.tw/1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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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數據顯示，台灣除了要面對氣候暖化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外，還要正視台灣已步入高齡少子化

時代，民眾在家安養的需求將與日俱增的潮流趨勢，而這也是將建築物導入節能概念與資通訊科技的主

要原因。因為透過智慧綠建築不僅能使住宅建築達到節能永續，還能使民眾在實踐環保節能時，也能感

受到安全便利，可說是提供了解決生態環境惡化與改善生活品質的一帖良藥。 

 

▲利舟建設「利舟官耀」備有雨水回收及排水通氣防疫系統。 

  建案專屬網站 http://tp.housetube.tw/17935 

不過，光靠民眾在家裡節能減碳就能改變全球生態環境嗎？根據內政部資料，在世界主要國家中，

台灣住宅自有率高達 83.9%，超越日本的 52.6%，美國的 57.3%，英國的 67.2%以及澳洲的 64.9%，搶進

世界前五大住宅自有率國家之列。可見，民眾在家中只要養成隨手關燈關水、少開空調，不僅可為自己

省下一筆可觀的水電費，還能履行世界公民應善盡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 

 

▲富也泰建設「府中參御苑」強調配備智慧冷暖空調。    

  建案專屬網站 http://tp.housetube.tw/1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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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暖化速度對全球氣候會造成什麼影響

呢？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資料（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EIA）顯示，

台灣整體能源消費量（包括石化相關產品、天然

氣、煤、電力等能源）為全球第 20名，其中用電

量高居全球第 16位（註：該數據係 1980~2010年

間累計消費電力），由此可見，台灣在世界版圖上

雖僅彈丸之地，但對於能源的消耗，絲毫不遜於

擁有廣大領土的國家，這是國人在享受便利的電

力設施之前，應深思是否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的

地方。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在民間五大電力消費產業中，服務業（如連鎖便利商店或賣場）占 21%，

住宅占 19%，因這兩項並非製造業，倘若能減少電力消費也不致於影響國內生產總值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尤其在住宅部分，如能獲得社會大眾認同與配合，反而比在產業界宣導節能觀念，更能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節約能源 捨我其誰 

房地王表示，民眾在準備購屋或進行房屋修繕以前，最好先了解哪些設備的耗電量最大，之後再

針對這些設備選用擁有自動化耗能管制的產品（如變頻式空調，自動點滅的照明設備，感應式節水控制

器，節能家電器具等），藉此提升建築能源效率與智慧化生活品質。 

 

房地王提到，在居家安全及健康照護方面，透過遠距安全監控、門禁管制、煙霧及火災偵測等系

統，即可防止災害發生或將災害降至最小。同時可利用情境控制、電視、多功能遙控器或手機等設備作

為控制器，達到舒適便利的生活需求。此外，針對家中有病患、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可設計居家健康照

護系統，以避免延誤就醫時機。 

房地王指出，目前較受人矚目的智慧綠建築，包括遠雄建設在中和所推出的系列作品如「遠雄左

岸」，以及在新莊所推的「遠雄中央公園」或在汐止上市的「遠雄 U-TOWN」等，都是強調結合國際首席

建築團隊，聯手打造兼具綠能、智能與性能的建案，因話題性十足，經常攻站各大媒體財經版面頭條標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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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富也泰建設位於板橋忠孝國中學

區的「府中參御苑」建案，除了擁有地理位置

優勢外，每戶均為大面採光設計，讓住戶不用

從早到晚點燈以節省電費開銷。同時使用七合

一多功能冷暖轉換機設計，讓人們在享受舒適

生活之餘，又可節能減碳，善盡地球公民責任，

可說一舉兩得。 

為避免潮溼氣候影響人體健康，利舟建

設於蘆州所推的「利舟官耀」建案，特別採用

英國 STUDOR 排水通氣防疫系統，藉此保障住

戶的生活品質，並設有雨水回收機制，以達到

節水節能的環保目的。 

另一個兼具環保與養生概念的建案是玄

泰建設在林口所推出的「玄泰美」，採用隔熱

節能環保玻璃、長庚生技活化水處理器、日本

防疫清淨機及日本智慧空調等系統，宣稱是一

座集科技、養生、時尚為一體的精緻豪宅。 

新北市熱門地區智慧綠建築行情 

 

 

▲玄泰建設「玄泰美」重視節能健康的住宅環境。 

  建案專屬網站 http://tp.housetube.tw/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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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王表示，台灣此時正處於全球能源短缺、面臨人口老化的關鍵時刻，而且民眾對節能減碳意

識高漲，對所居住的環境品質也要求越來越高，加上國內房地產產業發展成熟，以及各縣市地方政府積

極推動都市更新計畫，這些機會點終於使智慧綠建築的未來發展，出現了一線曙光。 

 

基隆路整宅都更審議核定 預計 104年動工 

台北市一共有二十二處老舊整宅，其中位於信義世貿對面的基隆路整宅更新案，經過多年協商整

合，今天(十五號)終於完成都市更新審議核定，北市都發局表示，後續基隆路 B基地更新案，還需要進

行權利變換核定，預計一百零四年九月動工，一百零七年底完工，都發局長邊泰明說，基隆路 B基地整

宅都市更新後，依照目前信義區的房價行情，更新後為三十一層樓的商辦混合大樓，房價將翻漲。(林

麗玉報導) 

台北市的都市更新推動，目前一共有二十二處老舊整宅，建築大多為三十、四十年屋齡的老舊建

築，除了有安全顧慮，整宅也因為產權複雜、居民整合不易、還有更新財務問題，整宅要辦理都市更新

的難度更高。而目前台北市都更中心專業協助的整宅更新案中，位於基隆路、世貿對面的基隆路基地 B，

十五號已經通過「都市更新審議會議」，都更處總工程司張溫德說，基隆路基地 B更新案，更新前為五

層樓老舊建築，一百零四戶，更新之後，將興建為三十一層樓商辦混合大樓，更新後為一百七十三戶，

更新後最小坪數為 25-30坪；最大坪數為 85-90戶，未來更新的建築，也將退縮人行步道，週邊的環境

品質，將有大幅提昇。都發局長邊泰明說，目前基隆路 B基地的房價行情，目前應該是在信義區的交易

水準之下，不過更新之後，房價看好。 

而目前信義區新成屋房價，預估基隆路 B基地都市更新之後，每坪價格將翻漲，而除了 B基地，

基隆路 A基地面積高達六千六百多平方公尺，戶數多達五百三十五戶，都市更新的困難度及產權複雜度

更高，原本有三組實施者整合，都過不了半，先前核准的概要也都失效，不過 B基地通過都市更新審議，

對 A基地來說，是一劑強心針。另外水源四五期整宅的都市更新進度，預計今年下半年，也可以通過都

市計畫審議。 

 

高雄綠建築條例滿周年 減碳量 1.2萬噸－增加綠能產值近百億 

全國首創的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行滿一年，市府工務局統計執行該項條例後，共計創造綠色產

業產值約百億以上，減碳量有 1.2萬公噸以上等。近期台灣部分地區月平均氣溫創 117年新紀錄，高雄

也有部分地區白天高溫飆上 37度以上，台電電費又蠢蠢欲動，綠建築節能減碳的全面推廣確實有其必

要性。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是地方政府首創超越全國法令標準的綠建築規定，

市長陳菊曾表示，高雄是重工業的城市，每年的城市二氧化碳排碳量占全國的三分之一，我們更應該努

力去進行各項節能減碳的作為。該條例在去(101)年 7月 1日發布實施，到今(102)年 6月 30日滿一年，

在受到條例管制約 300件新開發案綠建築效益上，確實很明顯，而且這些成效將會隨著每年新建物的增

加而持續累積，將高雄逐步打造真正的生態永續城市。 

楊明州說，針對綠建築自治條例實施一年，這些高標準的綠建築案約占全年度申請案近 1800案的

2成，初步統計綠建築設施的主要項目成效：屋頂綠化 18164平方公尺、太陽光電設施 4425峰瓩（KWp）、

自行車停車位數 704輛、附屬淋浴設施 336平方公尺、雨水貯集設施 4344立方公尺、節能燈具總瓦數

765770 瓦(W)、節能燈具省電量 382885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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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教授張桂鳳表示，綠建築自治條例執行後，對綠建築相關產

業的經濟效益與就業機會推估，根據 101年 7月至 102年 6月執行結果的專家推估，綠建築總面積有

313414 坪，在平均預估綠建築造價約 7.8~9.7萬/坪，其產生綠建築產值將有 56~118億。該系黃名義

教授說，其同時將帶動的總體經濟效益有 84~177億，創造 1998~4196 人數的就業機會。 

專家也評估，在綠建築自治條例規定設置太陽光電的經濟效益上，去(101)年共計約有 15335峰瓩

（KWp），如果每 1峰瓩（KWp）以平均 10萬元計，約創造 15億光電產值，帶動總體經濟效益將有 20多

億，創造約 127人以上就業機會。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表示，綠建築自治條例於 102年 1 月 7日修正發布後預定目標值：

太陽光電設施發電量 4359峰瓩（KWp），減碳量約 3408噸，相當每年種 340800棵喬木，光電量約達 5.5

座世運主場館設置量，發電量約可支持 3800戶住家全年用電。屋頂綠化目標 15萬平方公尺，約可減碳

300公噸，相當於每年種 3萬棵喬木，綠化面積約達 23座標準足球場面積，可發揮滯留雨水效能，減

輕強降雨時公共排水系統負擔。 

黃志明說，還有屋頂隔熱設施設置約可節省空調用電 108000度，減碳約 66096公斤，相當於種 6609

棵喬木，可降低屋頂層室內溫度約 1~2度。雨水貯集設施 13200噸，約 6座國際標準游泳池蓄水量，分

散設置可協助地區微滯洪。雨水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約可年省水 210000 噸，相當於 90座國際標準游泳

池蓄水量。 

工務局表示，綠建築自治條例預估年度節能減碳的總合效益目標值：總省電量每年 578萬度、年

總省水量 38.5萬噸、年總減碳量 3887噸、年總屋頂綠化面積 15萬平方公尺、年總雨水收集量 1.32萬

噸。而第一年執行成效檢討結果，因為要降低對房地產業衝擊，自治條例內訂有適應緩衝機制，因個案

基地條件等問題，可先以折繳代金方式辦理，該局再將所收代金運用於相關綠建築推廣研究與實作上。 

工務局說，自治條例訂有調適條款，譬如針對太陽光電、綠建築設備及設施無法設置時，可以將

設置經費依年度折減比例繳交給市府，而且起造人繳交代金後於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三年內，如果依

該自治條例再設置太陽光電、綠建築設備及設施後，市府會無息退還起造人繳交的代金。該局強調，三

年度過渡期結束後，於 105 年起預估綠建築的效益將全面達成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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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論文徵文啟示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會議時間：2013年 11月 9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中華科技大學 

【徵文辦法與投稿須知】 

本研究成果發表會歡迎物業管理產、官、學各界之專家學者針對以下物業管理相關之各類主題與

課題，提出研究成果、進行發表： 

A. 物業經營與資產管理 D. 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 

B. 高齡環境與物業管理 E. 建築維護技術與管理 

C. 制度教育與生活服務 F. 都市更新與資產活化 

重要時程提示 

全文提出截止    ：2013年 10 月 12日（星期六） 

審查結果通知    ：2013年 10 月 22日（星期二） 

出席報名截止日期 :2013 年 10 月 22日（星期二） 

發表會日期      ：2013年 11 月 09日（星期六） 

詳細報名辦法與徵稿方式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 http://tipm.org.tw/，下載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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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門禁管理是否涉及隱私？ 

深圳推行「出租屋門禁系統」是否侵犯居民的私隱，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基於物業管理及保安原因，香港一些大型屋苑都有類似的做法，單位小業

主或住客都要憑身份證在物業管理公司辦理住客證磁卡，以用作出入屋苑及大廈用途，住客出入大堂及

乘搭電梯同時都會被錄影監控。 

不過他說，香港保護私隱法例有很嚴格規定，屋苑管理公司搜集得來的資料只能用作保安用途，

而且每隔一段合理時間便需要銷毀有關資料。 

沒規定資料保留時限 

至於內地法例，政府在監控這方面的權力比香港來得大，亦沒有明文規定監控得來有關資料保留

的時間及用途，居民能夠做到的，或許應該相信村政府會比私人管理公司更有力保護監控所得資料，不

會被移作別用。又或者你搬至沒有實行「出租屋門禁計劃」的地方，以避開監察。 

我們需要這麼多“第一高樓”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高層建築是被逼出來的，因為服務業規模太大，而土地資源有限，不得不

向空中要空間。但在我國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樓”與寬馬路、大廣場一樣，往往成為政績攀比的工具，

一些地方官的虛榮心決定了城市的天際線。今後十年，我國平均每 5天建成一棟摩天大樓，一些地方將

設計高度紛紛瞄準區域第一、中國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我們需要這麼多“第一高樓”嗎？ 

近日，在蘇州的“寒山聞鐘”論壇上，一則題為《國際服裝城的瀑布大廈可以爆破掉了》的網帖，

引來不少人關注。網帖稱，位于蘇州相城區中心地段的瀑布大樓， 2004 年 12月封頂後，空置近 10年。

昨調查發現，棟瀑布大樓其實是“中國國際服裝城”的標志性建築。中國國際服裝城佔地 62公頃、總

建築面積近 100萬平方米，2008 年建成後，一直無人問津。 

蘇州瀑布樓爛尾近 10年，服裝城成鬼城 

2013/08/11上午，在蘇州相城區中心華元路和澄和路交界處，一棟通體水藍色、

形似帆狀，側面呈階梯形的 20 層高樓映入眼簾，在烈日照耀下十分顯眼，一

旁還連著一棟橢圓頂的輔樓。這就是網友提及的瀑布大廈。 

 

有必要造這麼多“第一高樓”嗎？ 

目前，數量為美國 88%的中國摩天大樓，支撐僅為美國 29%的第三產業產值

盡管超高層建築面臨的挑戰眾多，但我國不少地方建設摩天大樓的熱情不減，

甚至像義烏、華西村等縣級市、村鎮，也豎起了超過 300 米的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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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不少“第一高樓”的背後，卻是地方國有資本在支撐：天津 117大廈有天津國企海泰控

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廈的股東之一是南京國資集團，大連、武漢的綠地中心則是上海國有控股企業綠

地集團的項目。 

“第一高樓”市長說了算。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高層建築是被逼出來的，因為服務業規模太大，而土地資源有限，不得不

向空中要空間。但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樓”與寬馬路、大廣場一樣，往往成為政績攀比的工具，

一些地方官的虛榮心決定了城市的天際線。這些“第一高樓”不是市場說了算，而是市長說了算。市長的

虛榮心決定了城市的天際線。 

“身條高”並不意味著收益高，脫離市場的“拔高”只會讓超高層建築淪為笑話。 

超高層建築不斷崛起，高端租客卻是有限的，並不是每一座摩天大樓都能消化掉每天上百萬元的

運營費用。昔日的深圳第一高樓地王大廈，目前的租金水平已淪落到市場中低檔。 

盲目建高樓是文化不自信、經濟不自信的表現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仍處于追趕中，有一種文化不自信、經濟不自信。急于自我表達，

太需要別人的承認，于是第一高樓就像奢侈品一樣，不是人人能擁有，一旦擁有，就顯得不一樣了，哪

怕有時它不那麼實用。 

地質條件、超高層建築救援、純鋼結構、管理維護......這些問題都成為了困住世界級高樓建築維護的難

題。 

地質難題：高層建築地基開挖需降壓排水，會導致地表水位下降，造成地面沉陷。 

目前，中國發生地面沉降災害的城市超過 50個。不斷長高的城市，能否守住不變的地平線，仍是

一道待解的難題。從經濟角度看，軟土地質、高烈度地震區，不適宜建設 300米以上的超高層建築。盡

管現代技術可以解決結構穩定的問題，但造價不菲。 

超高層建築救援也是世界性難題。 

有些高樓採用純鋼結構，而純鋼結構無法克服火災的致命打擊，會使超高層建築救援陷入困境。 

管理維護面臨挑戰 

超高層建築一般會容納上萬人同時辦公，對通風、供電、供暖、給排水、電梯等係統的要求也更

高。為了減少高空氣流擾動，超高層建築一般都封閉運行。如果空調出現故障，就意味著全樓上萬人都

要在悶罐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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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熱島效應愈演愈烈。 

超高層建築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時，也會加大城市的負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熱島效應，帶來區

域擁堵等城市病。 

蘇州”第一高樓“成爛尾樓、長沙”天空城市“被停建......這些事例無不讓大家感受到由盲目建築高樓

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樓高未必形象好，現代化的內涵無須通過建立高樓來展現，而應通過社會文明的建

設來昭示。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為城市穿上了一件件華麗的外衣，而由高樓過度建設而造成的光污染、

資源浪費等問題卻引發了城市內部的危機。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高樓嗎？這一問題需要我們更多的反思。

【蘇州報導】 

容積獎勵新建案 屋頂至少一半綠化 

綠建築自治條例  明年完成立法  

〔記者郭安家／台北報導〕今年夏天因熱島效應，台北市白

天氣溫達攝氏卅六度以上，為此台北市建管處正研擬「台北市綠

建築自治條例」草案，預計明年完成立法，明年底或後年公告實

施，只要申請容積獎勵的新建案，其屋頂至少二分之一面積要綠

美化，設置雨水回收及灌溉系統，否則不發建物使用執照。 

台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目前在預告階段，讓專家、團體提供

意見，明年送至市議會審理。新法上路後，綠屋頂查核作業將由

建築師簽證，建管處仍會不定期抽查，若大樓取得執照後又剷除

綠屋頂設施，建管處將採取開罰手段。 

價逾五千萬公有新建物  強制實施  

其餘沒有容積獎勵的新建案，建管處則採第二階段納管，一樣具有強制性，但綠屋頂面積是否要

達二分之一，且何時開始實施，建管處仍要與學者、專家進一步討論。不過，明年起，凡造價五千萬元

以上的公有新建物， 屋頂面積均要二分之一以上綠化，且設置雨水回收及澆灌系統，市府也將選定兩

所學校實施。 

高雄市去年五月首度通過「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目前北市僅有「台北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綠

化實施要點」，規範基地面積一五三．七坪的住宅大樓、基地面積六○五坪的商業大樓，可選屋頂或女兒

牆設置花圃、花台，屋頂花圃應占總面積四分之一。 

建管處副總工程司邱英哲說，綠屋頂是北市落實永續發展策略，市府已在北投圖書館、花博公園

新生展館引入綠屋頂設計；也在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協助下，完成信義區行政中心綠屋頂、劍潭里活動

中心及信義國中試驗薄層綠屋頂，可解決載重問題。 

建管處說，綠屋頂除夏季隔熱，也可冬季保溫，信義區行政中心實測，屋頂中央區綠化後，頂樓

的室內溫度降低約三至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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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型都市更新推動變數綦多 

隨著近年來因全球氣候變遷加劇，帶來重大的天然災害，各國莫不加速啟動亡羊補牢的對策。而

台灣除了每年都要承受颱風、暴風所帶來氣象型災害的嚴峻考驗之外，更因為地處地震多發帶，面對更

難預測的強震侵襲，自然不能心存僥倖的無所作為。內政部長李鴻源上周分別在國民黨中常會和行政院

向馬英九總統及江宜樺院長做簡報時，提出「防災型都更」的推動機制構想，無疑是一個值得正視的公

共安全議題。有待經由更縝密的調查、探討，以及更周延的修法配套，讓國人即使面臨無法防躲的各式

各樣天然災變，也能夠將生命財產的傷害損失降到最低。 

依據李鴻源部長的構想，最應該優先推動「防災型都更」的，應屬大台北地區。此一方面因為大

台北地區不只是台灣的政經樞鈕、首善之區，以及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更重要的是大台北地區正好位

於山腳斷層帶的兩側，根據國家地震中心模擬，大台北盆地如果發生規模 6.3級的地震，大台北地區的

民房就可能會倒塌逾 4,000棟。其中的癥結即在於目前大台北地區逾 30年以上的老舊房屋初估將近 70

萬戶，由於耐震度不足，一旦強震來襲，恐將首當其衝。 

大台北地區除了要面對不可測的強震侵襲，面對颱風的頻繁侵襲，以及動輒百年不遇的強降雨所

帶來的土石流和水患，同樣也是必需嚴肅面對的嚴峻考驗 因而益發凸顯針對老舊房舍耐震度不足，或

無法承受颱風吹襲、土石流衝擊、強降雨水患的山區地帶或低窪地區，透過都市更新的方式，讓人民能

夠住在抗災能力更強的新屋，免於或降低天災所帶來的傷害，理應是政府應為，人民樂見的公共政策。 

然而，如所周知在台灣要推動都市更新，由於人民的權利意識高漲，再加上每個人對被規劃列入

都市更新的自有住宅之配合度和期待值差異極大，因此近年來即使已有都市更新條例的法源依據，並給

予一定的優惠獎勵，但是都更的推展進程遠遠不如預期。更極端的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所引爆都更商、

同意戶和不同意戶之間的尖銳對立乃至訴諸公堂，乃使都更案的推動泥足深陷，進退失據。 

文林苑都更案的前車之鑑，自然令人不敢對內政部規劃推動的「防災型都更」，抱以樂觀的期待。

而在內政部的規劃構想中，想要化解都更阻力，只好祭出更具吸引力的誘因，也就是將提出量身打造的

容積獎勵辦法，不但提高優先劃設防災型都更基地的法定容積，還打算給予額外的容積獎勵，最高可望

達到一般都更的 1.5倍。對此構想，江宜樺院長不只表示支持，並指示可先選擇小型區域做為示範區先

行試辦，然後再予全面推廣。 

針對內政部擬給予額外容積獎勵的構想，有鑑於「防災型都更」較諸一般都更，更具重要性和迫

切性，如果切實能夠順利推廣，加速更新，自然可以產生民眾、政府與相關產業多贏的正面效應。不過

即使確能興利，以下幾方面的配套仍不可少。 

首先是「防災型都更」的適用範圍如何界定的問題，必需先予釐清。這其中牽涉到給予容積獎勵

的誘因是否足夠，如果誘因不足，民眾的配合意願自然不高。而如果誘因太大，則可能造成的流弊將是

非屬災害潛勢危害地區的一般民宅及都更業者勢將多方設法爭取一體適用，副作用則是現行的容積率管

制制度將遭到破壞，都會公共空間被壓縮，堪稱是治一經卻損一經。 

其次，給予特別的容積獎勵，自然要透過修法程序，然而以今天立法院的民粹掛帥，都更條例修

正案送審，立院能否快速完成立法固然是一個變數，屆時委員所提的修正案胡亂加碼，以致破壞容積率

管制的精神，更是一個難以掌控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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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即使立院配合修法，內政部也能如期完成第一階段的前置作業檢討評估及擬訂都更計畫和

都市計畫專案變更，但是真正負責執行的還是在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執行意願與執行能力，無疑

又是另一個不可測的變數。 

最後，「防災型都更」即使構想再好，規劃再完善，誘因令人心動，老舊民宅的所有人是否願意配

合辦理還是充滿變數。畢竟人民的財產權受到憲法層級的保障，位處潛勢災變危害區的民宅不想或沒有

能力條件配合都更，一旦災變來臨，是否能跳脫同蒙其難的宿命，恐怕連上帝都無法給予明確的答案了。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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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防災研究室 專業協助市府決策 

【聯合報╱記者王昭月 ／高雄報導】  

劇烈天氣變化成常態，颱風夾帶豪雨過境時是否應該放假，考驗地方首長。高雄市 3年前在內政

部補助下執行防災深耕計畫，獲學界傾力協助，也讓市府團隊在颱風天做停班、停課等決策時，多了專

業的判斷依據。 

康芮颱風來襲，高雄連續 4天大雨傾盆，雨量

標準不斷上修，民眾擔驚受怕。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

環境工程系師生合組的防災工程研究室團隊，連日

來 24小時輪班，緊盯氣象情資分析研判，不斷即時

更新，提供市府作為決策參據。 

防災深耕計畫由內政部補助，縣市政府配合，

莫拉克風災後開始推動，縣市各有配合的學術團隊，

高雄市由第一科大副校長樊國恕、高雄大學助理教

授吳明淏共同主持，團隊平時深入基層加強防災教

育訓練，有災時進駐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水情中心

提供專業協助，讓市府官員面對災情時有如服了顆

定心丸。 

曾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服務過的吳明淏助理教授指出，防災工程研究室比照中央操作規格，

提供高市府的氣象監測分析，屬「總統級」，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神準，至少提供市府官員決策方向。 

吳明淏不諱言，颱風期間到底該不該放假，事關民眾安危、企業產能等問題，對地方首長而言，

不只是專業問題，還是政治問題，一旦判斷失準，可能馬上引來政治衝擊，非同小可。 

不過他們也發現，縣市首長現在面對颱風豪雨，是否停班、停課等問題，除參照學術團隊專業建

議外，也磨合出自己的模式，例如高雄市在颱風來臨前，即先執行預防性撤離；宣布停班、停課的決策，

趨於保守，以求降低風險。 

綠建築標章 私有建物納管 

【聯合報╱記者邱瓊玉／台北報導】  

都市熱島效應嚴重，為了達到節能減碳，北市建築管理處擬訂定綠建築自治條例，未來只要是接

受容積移轉、容積獎勵的私有建物，增加容積達 20%以上，至少需取得銅級以上的綠建築標章，否則無

法取得使用執照，預計最快今年底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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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天氣炎熱，北市市區氣溫往往又較郊區高出許多。建管處表示，聯合國環境署研究，都市屋

頂綠化率達 70%以上，都市上空的二氧化碳含量將下降 80%，不僅紓解熱島效應，冬季還有保溫效果，

北市府為此決定訂定綠建築自治條例。 

北市建管處副總工程司邱英哲表示，未來工程造價 3千萬元以上的市有新建物，至少應取得合格

級的綠建築標章，若超過 5千萬元，不僅應取得銅級綠建築標張，屋頂至少要綠化一半，且要回收雨水

作植栽澆灌使用，否則就拿不到建築物的使用執照。 

此外，未來只要接受容積移轉、容積獎勵的私有新建物，增加容積在法定容積 20%以上，或增加

之容積樓地板面積在 1千平方公尺以上，應至少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 

若增加的容積在法定容積 30%以上，或增加的容積樓地板面積在 2千平方公尺以上，應至少取得

銀級。 

邱英哲表示，輻射汙染、海砂屋、都市更新等新建物的容積獎勵，原意希望透過補助，增加民眾

更新意願，為避免造成推動上的負擔，不適用綠建築自治條例。 

邱英哲表示，為了推動太陽能利用，另外還規定建築面積達 4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建物，應該在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及其投影面積應達建築面積廿分之ㄧ以上。 

 

簡易都更上路 住宅防災更安全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26日表示，「簡易都更」獲得迴響，不但

提高誘因，降低建商興建成本，住戶也可以提升居住品質與安全。 

中央社 26日報導，新北市都更處長王玉芬在記者會表示，新

北市 30年以上屋齡老舊房屋有 42萬多戶，普遍耐震係數不佳、

缺乏停車空間，及巷弄狹小，安全堪慮。 

 市府加速老舊房屋更新，並因應中央的「防災型都更」政

策，提出簡便快速的「簡易都更」，已於 8月 22日實施。目前，

有相當多的老舊社區民眾詢問，有汐止區的社區提出申請。 

 都更處說，「簡易都更」的好處，對建商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審查程序從傳統的都市更新需要

2年，縮短為 2個月至 3個月，有效降低建商的營運成本。 

 至於面對住戶，新北市內有許多 4到 5層樓老舊建築及違建密集存在，只要能都更，都具有防災

意義，仍重視重建後的環境要求與防災，考量增加幢距及鄰地距離，以強化防救災性能。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表示，現階段只要基地面積達 1000平方公尺以上，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 100%同意，符合申請條件循建照程序辦理，送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就可獲得 15%獎勵容積。  

 明年並會下修到面積 500平方公尺，與 20%獎勵容積上限。簡易都更上路後，市府已受理汐止火

車站附近的申請案，並進行都市設計審議，預計今年 10月可申請建照後就能改建。 

 這項政策讓老舊房屋重建，不必僅有「都市更新」一條路可走，「簡易都更」讓老屋再現第二春

有了希望，只要整合所有權人的意見一致，民眾可住得更安心。  55



壽險 可任公辦都更實施者 

【經濟日報╱記者邱金蘭／台北報導】  

金管會於 102.08.29發函，即日起開放保險業可以投資並擔任公辦都更案件的實施者，以提高保險

業投入都更案件意願，導引保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根據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都更實施者是指依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機關、機構或團體，包

括須擬定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等。 

過去金管會認為這些已超過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可經營的業務範圍，加上都更實施者可能涉及收購

爭議等，不同意保險業做都更實施者。 

為導引保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金管會決定有條件開放保險業，可以擔任「公辦都更」案件的實

施者，以提高保險業投入意願，並在昨天發函，即日起開放。 

保險業者認為，對業者是利多。 

財政部之前推出的 51件、規模 1,800億元的公共建設案中，有七件是所謂的「公辦都更」案件，

其中基隆火車站、碼頭都更計畫，及台北市南港調車場都更計畫等案，最受壽險業者關注。 

根據金管會昨天發布「保險業投資公辦都市更新案件並擔任實施者相關規定」，未來保險業投資案

件以公辦都更案件為限。 

並需符合以下條件：「都更案件主管或主辦機關認定屬配合政府政策或公共建設目的之公辦都更案

件」、「100%公有或國營事業持有」、「基地完整」、「單獨開發」、「無涉再行整合其他土地」的土地或地

上權。 

第二，對於辦理公辦都更案件所得取的資產，不得涉及有非屬保險法規定業務的經營，並應有利

用並獲取收益的事實。 

第三，保險業應符合「資本適足率法定標準」（RBC須在 200%以上），且投資前無執行各項資金運

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程序有重大缺失未改善等情事。 

 

遠東巨城 通過 ISO物業管理服務驗證 

【經濟日報╱記者李珣瑛／即時報導】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今天宣布，以零缺失通過 SGS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ISO 9001：2008「物業管理服

務」驗證，成為全台灣第一家物業管理服務通過 ISO驗證的購物中心；也創下全台灣購物中心開幕以來，

最短時間通驗證的記錄。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董事長李靜芳表示，遠東巨城購物中心開幕一年多來屢創佳績，締造 1,800萬人

次造訪的實績，支持與肯定巨城對整體賣場物業管理的努力。 

李靜芳指出，要確保超過 10萬營業空間所的安全、清潔、設備、停車等物業管理環環相扣的每一

個細節都順暢，是件艱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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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為營造台灣最佳購物環境，遠東巨城購物中心在籌備期間，就失志要將嚴格的物業管理服

務予以制度化、系統化、標準化，今年 3月底營運未滿一年就積極規劃導入 ISO 驗證，並在全體員工

的齊心努力下，在四個月時間以零缺失通過驗證。這項授證儀式，已於 102.8.25舉行。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總經理羅仕清指出，消費者來到巨城，除了購物外，最有感的應屬賣場管理，

包括賣場設施的修繕維護、消費者出入的安全與便利、購物環境的清潔和舒適等，才能保證提供最安心

的購物環境品質。 

曾服務於警界的現任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物管長朱鴻達協理，他也是台北監視器系統建置的表要推

手，他說，完善的 CCTV監視系統將有效提升管珀機動性，能在第一時間通知相關人員處理各項突發狀

況。同時，開幕一年已大幅解決周末車潮及閉店後的車輛離場疏導問題，已成為兩岸各企業參訪學習的

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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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物業網刊登黃世孟教授線上作品研討會 

現任於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的黄世孟教授，自 2010 年 10 月至今，在《現代物

業》雜誌主持專欄，其間發表專欄文章 22 篇。黃世孟教授作品，立意良善，文風平易，臧否合度，

思想獨立，構思精準，視野拓達；以學者胸襟直面行業困局而坦蕩發音，在慎密論證之間更有出自深

厚專業學養和廣博見聞而後發的務實建議。黃世孟教授作品，對都市更新、垂直綠化、“候鳥人口”

與老齡社區、文化提升物業價值、活化校園閒置物業、跨界學科混搭解決綜合管理難題等提出了獨特

見解和明確的解決方案，因而越來越得到《現代物業》讀者的廣泛關注與好評，並深刻地影響了產學

兩界人士的實業操行和學術構建。 

歡迎讀者至現代物業網填寫線上讀者調查 http://www.xdwy2001.com/Item/Show.asp?m=1&d=4225 

(現代物業管理雜誌)黃世孟教授作品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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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開放報名！ 

誠摯邀請大家踴躍參與，詳細內容請至 http://www.search888.com.tw/upload/pdf/201309/102_EDM_P20131016.pdf 

線上報名 http://www.tokyonet.com.tw/adviser/Class_Content.aspx?N=66#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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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一點靈  不動產資訊網 

【經濟日報╱宋健生】由台中市地政局打造的「台中市不動產資訊樂活網」最近上線，標榜是

全國首創、且功能強大，讓不動產交易價格更透明，也可以幫民眾輕鬆找到好房子、好土地。  

這個網站，透過圖形化呈現易淹水、潛勢危險山坡地與溪流、汙染管控、周邊公共建設及開發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等資訊；連學校、公園、停車場、景點也都有，甚至還加入 Google 街景圖，應

有盡有。  

內政部 99年補助市府建置這個網站時，只有簡單的不動產資訊。縣市合併後，不動產交易量大

增，加上實價登錄上路，因此地政局重新改造網站，加入許多重要訊息及功能，也使得原本僅 2萬多

人次上網，迅速增至 8.9萬人次。  

民眾向內政部申報不動產交易資料後，地政局本於專業判斷「去頭去尾」，將價格過高或過低的

8%不正常案件剔除，剩下的 92%均已登錄網站，目前有 3萬多筆不動產交易資料。「台中市不動產資

訊樂活網」網址 http://158.taichung.gov.tw。 

 

不動產禁令剛鬆綁  兩壽險業立馬搶樓 

好房 News 記者馮牧群／採訪報導 九月

金管會對壽險業投資不動產管制鬆綁後，月初

南山人壽馬上砸 48 億元搶下臺中勤美誠品，

為綠園道周邊房市添加話題；9/12南山人壽再

出手標下敦南商圈商辦大樓，全球人壽也拿下

礁溪臺電地上權開發案，在壽險資金回籠後，

今年商用不動產市場看來仍大有可為。 

廣豐實業為活化資產，委託戴德梁行標售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的萬國大樓四樓，位置鄰

近松山機場，2014年松山線完工後還有捷運利

多，底價約為 3.58億元，經過十搶一的激烈競

爭後，南山人壽最終以 4億 300多萬元脫穎而

出，溢價約 12.5%，南山在商辦大樓布局再下

一城。 

 跨出臺北市，臺電礁溪地上權案在同一天開標，

全球人壽以 13億元權利金，溢價多達 185%取

得，創當地新天價，硬是擊退四季酒店與國泰

人壽，志在必得的決心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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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指出，該案坐落礁溪健康休閒重劃區，可開發項目多元，且礁溪近年觀光旅遊資源成

長快速，日本、香港及東南亞遊客都愛造訪，是臺灣最具觀光前景的知名景點，加上基地面積夠大，

非常適合公司進行旅館開發布局。  

商仲業者預估，游資重回市場後，第四季會有較多中大型的成交案，市場氣氛轉趨樂觀，不過，

大臺北地區商用不動產租金持平、價格走升，投資報酬率很難滿足金管會規定的 2.875%，反觀中南

部精華區的物件投報率仍有 3.5~4%左右，壽險業者可能因此南下獵樓。 

 

災害重建 李鴻源推防災保險 

內政部長李鴻源於 9/12 表示，重大災害造成人員傷亡，且需重建經費，將研擬比照歐美國家，

對重大公共基礎建設投保防災保險。 

李鴻源下午參加新北市災害管理國際研討會，以「從氣候變遷談防災政策與行動方案」為題發

表專題演講。 

李鴻源說，全世界其他國家發生災害

時，有 50%、60%都是保險公司買單，台灣

卻是 99%由政府買單，造成財政相當大的負

擔。 

他說，9月初拜訪德國智庫，討論氣候

變遷及災害保險相關議題，並受邀參加英國

艾克斯特大學舉辦的「國際洪水調適會議–

亞洲與歐洲的經驗對談」，以台灣經驗為題

發表演說。 

他表示，台灣的防災地圖做的比其他

國家還要好，災害傷亡人數大幅降低，這是

在英、德交流期間，其他國家羨慕台灣的地

方。 

他說，台灣依據 7835 村里規劃防災地圖，民眾遇災害時，可存糧自救避險，政府可據以救災，

連遙遠的高雄市那瑪夏都有自己的防災地圖。 

不過，李鴻源指出，台灣從 921地震到莫拉克風災，政府編列新台幣 4000多億元特別預算，財

政負擔沉重。 

李鴻源說，重建經費每一分錢來自政府，「這是落伍的觀念」，歐美先進國家如美洲，災後有 66%

由保險公司理賠。因此，政府已認真思考為道路、橋梁、鐵路、捷運、高鐵等基礎建設，投保防災保

險，9/11也與保險產業公會研商相關事宜，希望很快可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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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持續漲 北市祭「房價指數」「不動產管理規範」多帖藥方 

【林麗玉報導】台北市的房價高，小老百姓抱怨買不起房，已經成為政府民怨的前十大，為了

讓房市更加合理，台北市副市長張金鶚上任後，相繼祭出「房價指數」、「不動產經紀業發佈交易消費

資訊管理規範」，就是希望讓房市因為資訊透明，讓房價更合理，不過台北市公布連續兩波的房價指

數，指數都呈現微幅上漲，其中五月份最新的房價指數為 109.29，比去年八月份基期上漲了 9.29%，

更比今年四月上漲 1.99%。 

北市地政局副局長潘玉女說，「如果再以台北市四個次分區的住宅價格指數看，台北市最高的次

分區為中山松山南港區 114.07、其次為大安信義中正區 109.65、士林內湖大同區 107.84、萬華文山北

投區 103.97。不過指數變動率最高的次分區大安信義中正區，相較於上一個月，漲幅為 3.92%最高，

全區的標準住宅總價為兩千零四十四萬最高。 

調查房價指數的這九個月以來，以中山松山南港最高，原因是興建中的松山線、臺鐵等公共設

施帶動，另外萬華文山北投區較低，是因為交易價格相對要為穩定。大安信義中正區比上一個月的指

數變動率最高，是因為這個次分區五月份的小套房交易熱絡。」 

不過面對小老百姓的薪資倒退十多年，北市府首度由政府部門發佈房價指數，結果呈現連續三

個月上漲，還是讓民眾買房的信心盡失，更買不起房子，外界質疑，北市府副市長張金鶚上任，任務

之一就是要讓房市合理，不過這兩波房價指數，都呈現上漲，是否有更有效的打房措施？ 

張金鶚說，北市府公布房價指數，目的並不是要打房，打房還是需要中央金融及稅制的措施，

北市府能做的，就是讓房市資訊更透明。甚至為了讓房市透明，避免建商、仲介哄抬房價，張金鶚上

任之後，也首度推動「台北市不動產經紀業發佈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如果移送公平會調

查，建商廣告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違規屬實，依照公平法，是可以最高處五到五千萬元不等罰

款。 

姑且不論台北市政府陸續推動「房價指數」、「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有沒有實質的打

房效果，不過張金鶚說，健全房市與打房儘管是兩回事，不過卻有其高度相關，因為房價要合理，資

訊透明很重要，甚至副市長張金鶚還要提前推動台北市老屋健檢計畫。面對台北市動輒單坪百萬的高

房價，難怪小老百姓大喊吃不消，而北市府相繼祭出多多帖藥方，從房價指數、不動產資訊管理規範、

到老屋健檢，儘管一下子看不見房價合理的成效，不過張金鶚說，慢慢透過房市資訊透明，未來受益

的不只是消費者，包括房仲、建商提供訊息，也較能讓民眾相信，相信未來會視三贏的局面。 

 

不動產報酬率 東京擠下紐約 重登第 1寶座 

【路透社報導】。英國房地產仲介商 Savills Plc (SVS-UK) 昨天公佈了全球 10 個主要城市的調

查結果，東京重回全世界不動產報酬率最高的城市寶座，這歸功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刺激經濟措施，

讓投資者信心增加。 

剛剛獲得 2020 年奧運主辦權的東京，房屋租金報酬率「非常誘人」，高達 4.7%，相較之下，

日本政府的 10 年公債報酬率卻只有 0.8%。紐約市排名第 2，租金報酬率與 10 年公債殖利率間的

差距為 3.6%，第 3 名的巴黎，其差距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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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相安倍努力刺激經濟後，日本不動產市場出現了反彈復甦的跡象。日本國土交通省的資料

顯示，在 7 月份，住宅興建量呈現連續第 11 個月的上升現象，是 2004 年 2 月以來最長的連續成

長。東京都的住房價格今年上半年平均上升了 1.2%。 

Savills 在聲明中指出，雖然有點意料之外，不過東京的房租報酬率比政府公債利率高出 3.9%，

是值得投資人購買的標的。而不管就報酬或資本成長潛力來看，紐約的住屋不動產都仍是值得投資的

目標。 

報告同時預測，紐約的房屋價格在未來 3 年，有可能上升高達 30%，而同時期，東京的房屋價

格也有可能上升至少 10%。 

印度孟買是這次調查的城市中的最後一名，因為孟買的房屋價格有被高估的現象，而且租金呈

現負成長，報酬率更是可憐的負 4.2%。 

這項調查將當地的初始房屋租金收入與 10 年期的政府公債利率做比較，得出不動產的投資風

險排比。其他受調查的城市包括第 4到第 9名的倫敦、新加坡、悉尼、香港、上海及莫斯科。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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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專業人才培訓(台北場、台中場)-綜合佈線應用與實務講習會 

敬邀蒞臨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綜合佈線 SIG』 

專業人才培訓－智慧建築-綜合佈線應用與實務講習會(台北/台中場)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綜合佈線 SIG 持續舉辦的綜合佈線人才培育講習會，提供建築物與各

界實務上相關之綜合佈線規劃設計與施作人員最新的佈線理念與實務訓練。政府於今年七月起對於公有

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 2 億元以上者，應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及候選證書等相關規定。有

鑑於此，國內現行的智慧建築標章，日後預期會扮演重要的評估角色。其中綜合佈線指標屬於智慧建築

標章中的基礎指標之一，是各式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時必須施作的項目。 

因此今年的課程除延續對於管理層面的法規發展與進度外、對於綜合佈線技術層面的發展趨勢觀

察、還規畫綜合佈線的實務課程包括綜合佈線在不同類別建築物的規劃、以及佈線上各系統介面整合等

實務課程。期盼能透過此次講習會傳播更多綜合佈線實務經驗，讓更多建築師、電機技師等專業人員橋

接參與未來成長中的智慧建築市場。誠摯歡迎您的蒞臨與指導。 

主辦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執行單位：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會議時間：台北場: 102年 10 月 15日(二) 下午 13:30 ~ 17:00 

          台中場: 102年 10 月 22日(二) 下午 13:00 ~ 16:30 

 

相關訊息亦請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網站查詢 

台北場: 

 http://www.ils.org.tw/intelligent/subject_content_activity_full.aspx?PageCurrent=1&PageSectionCurrent=1&PageBlock=1 

台中場: 

  http://www.ils.org.tw/intelligent/subject_content_activity_full.aspx?PageCurrent=2&PageSectionCurrent=2&PageBlock=1            

 

防災型都更 選定台北吳興街 

【聯合報╱記者林新輝、李順德／台北報導】  

內政部長李鴻源透露，內政部推「防災型都更」計畫已有積極進展。第一個計畫初步選定台北市

吳興街一帶的松山斷層地區，國防部原則同意配合，將釋出四點七公頃營地，作為吳興街舊公寓拆遷後

的安置與興建地。內政部在此將打造一個防震型社區。 64

http://www.ils.org.tw/intelligent/subject_content_activity_full.aspx?PageCurrent=1&PageSectionCurrent=1&PageBlock=1
http://www.ils.org.tw/intelligent/subject_content_activity_full.aspx?PageCurrent=2&PageSectionCurrent=2&PageBlock=1


李鴻源接受本報專訪表示，內政部初步選定防災型都更地點，台北鎖定吳興街一帶、新北選定三

重、五股、蘆洲、新莊一帶，而台南市選在台南學甲一帶的斷層區。他說，計畫成功與否與地方政府攸

關，地方若積極，就會成功。 

李鴻源說，台北的防災型都更目前正與台北市政

府商談中，一旦定案明年就可啟動，新社區三至五年可

完成。目前吳興街一帶所住四至五樓的舊公寓，未來依

都更程序公告、拆遷，移入約一萬多坪的國防部用地，

不僅安全性提高，當地還作為信義區的延伸，有很大的

誘因與潛力，商機無限。 

營建署代署長許文龍表示，營建署推防災型都更

的試辦地點，的確選了台北、新北，台南市三處，其中

以台南市最積極。 

內政部次長蕭家淇說，內政部在推動作為，將先

定義防災型都更，擬出推動辦法，確定「防災型都更」

地區，易淹水、有公共安全疑慮、環境窳漏，安全係數

不足、地震斷層帶的地區房子，都列為優先策略性都

更。 

李鴻源表示，大台北地區是台灣地震潛勢最高的地方之一。上一次大地震是清朝康熙卅三年，代

表能量已經累積很高，再加上台北地下水管制做得很成功，地下水位很高，一旦發生地震，土壤液化的

潛在危機也非常高。 

他表示，依相關機關評估，如果台北發生如南投六級地震，至少要倒四千棟房子，這不是危言聳

聽，是有科學根據的。防災型都更計畫已向府院簡報，並獲得支持，將採由上而下，主動策略性推動、

獎勵，並限期都更。 

 

房貸利率若升至 3% 房市拉警報 

【聯合報╱記者陳信升、孫中英／台北報導】   

  

房地產業者昨天表示，房貸利率走升，勢必衝擊

不動產市場，但是衝擊大小的關鍵在於利率上升的幅

度。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分析，一般來說，

房貸利率若上升至百分之三，屬於警戒區域；若上升至

百分之五，市場就存在崩盤的風險。以台灣目前市況，

租金投報率為全球最低，購屋壓力在全球排名名列前茅

的情況來看，房貸利率調升，勢必造成市場「反轉」。 

莊孟翰解釋，今年上半年，房市處在「量縮價漲」

的格局，原本就預期下半年將出現「量增價跌」的現象；若央行升息的動向明朗，許多投資性的資金將

從不動產撤出。 65



東森房屋董事長王應傑認為，ＱＥ暫緩退場，

證明美國聯準會（Ｆｅｄ）對市場景氣復甦仍有疑慮，

以彭總裁的角色考量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也實屬

恰當；但是奢侈稅欲從嚴修法，加上世界經濟前景未

明之際，央行一旦升息，勢必讓國內的不動產市場蒙

上一層陰影。 

銀行業者表示，近年因為房價高漲，民眾房貸

「金額」也大增，很多房貸一貸都是上千萬元，若利

率調高，民眾負擔將大為吃重。 

以一千萬元房貸為例，假設借款利率為百分之

二、借款年限廿年，用本息平均方式償還，目前每期

房貸本金加利息支出為五萬零五百八十八元。但若房

貸利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升到百分之三，同樣條件下，

借款人每月房貸支出提高到五萬五千四百六十元，每

月將多負擔四千八百七十二元。 

惠譽信評金融機構評等副總經理黃嬿如說，近年台灣利率低，民眾債務負擔占家計總所得比率，

也一路下滑；但惠譽近期試算，台灣利率只要上升零點五個百分點，目前約百分之卅八的債務負擔比率，

就會回升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利率上升兩個百分點，民眾債務負擔比率，則會回升到百分之四十七，

即二○○五年，卡債風暴時的最高水準。 

 

北市地政局首創 不動產「1站式」過戶 

【聯合報╱記者邱瓊玉／台北報導】   

 北市地政局下月推出全國首創的「買賣案件跨機關、跨轄區一站式窗口整合服務」。民眾辦理不動

產買賣移轉或抵押權設定登記時，不必再到稅捐處申報，只要上網申報、列印稅單，繳稅後到地政事務

所辦理過戶即可，除省去稅捐處這一關，辦理時程也從 3 天縮短為 2 天。 

地政局專員洪慧媛表示，民眾辦理土地、房舍等不動產買賣移轉，或是抵押權設定登記的案件時，

需先到稅捐處完成契稅、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印花稅共 5 種稅款申報，繳清後才能到地政事

務所辦過戶。 

為避免民眾奔走兩地，地政局下月起和稅捐處合作，於北市古亭、建成、松山、士林、中山及大

安 6 個地政事務所內多設一個稅捐櫃台，民眾只要上網申報、列印稅單，到超商繳稅，再到地政事務所

稅捐櫃台蓋上「查無欠繳 XX 稅」印章，即可辦過戶。 

洪慧媛表示，新措施上路，辦理時程可省下 1 天，並可跨所辦理登記，大安區的不動產買賣，也

可在古亭等其他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 

單一窗口整合服務僅適用購買「一戶」的民眾，若一次購買 2 戶以上，如建商收購多筆土地等情

形不適用。相關訊息可上地政局官網 http://www.land.taipei.gov.tw/查詢，或電洽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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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改造綠建築 北市最高補助 40萬 

【聯合報╱記者邱瓊玉／台北報導】   

 為鼓勵社區節能減碳，北市府建管處訂定「補助社區既有建築

物之綠建築改善試辦作業須知」，只要是 94 年 1 月 1 日前申請建照

的建物，即可申請補助。中小型社區最高補助 10 萬元，中型社區

20 萬元，大型社區 40 萬元，明天起開放申請。 

補助條件首增「排富條款」，只要是被稅捐單位課徵「豪宅稅」

者，都不能申請補助。 

補助項目分四大項，分別為生態保護、節約能源、廢棄物減量

及建築室內健康等。80 戶以下的小社區，最高補助 10 萬元，80 戶

至 150 戶的中型社區，補助 20 萬元，150 戶以上的大社區，補助約

40 萬元，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施工金額 50%為上限。 

建管處 95 年起，推出「節能風水師服務團」活動，免費幫社

區進行節能減碳的健診，不過不少社區反映，雖然是「免費」健診，

後續的改造卻要花大錢，與其補助健診，不如補助改造費用。 

建管處副總工程司邱英哲表示，為提高社區改造意願，今年訂

定試辦作業須知，只要社區經節能風水師免費健診後，確實針對節

能風水師建議進行改善，即可申請補助。 

邱英哲指出，由於 94 年 1 月 1 日後申請建照的建物，多有綠

建築的相關規定、設計，因此補助條件，限定 94 年元月前申請建

照的建物才可申請補助，且社區需設有管委會，並坐落在北市轄

區。 

綠建築改善補助試辦一年，明起開放申請，有疑問可電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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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歡迎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會議時間：2013年 11月 9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中華科技大學 

出席會議報名 

本研討會採取免費方式，敬請踴躍參加。惟無論發表者或非發表者請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

前完成報名程序。（報名表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 http://tipm.org.tw/，下載該檔案，並將報名表 e-

mail至物業管理學會吳秘書玫芳、董助理秘書宜恆  service@tipm.org.tw） 

 

 

避稅房釋出+利率看漲 房市氣氛變了！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信升】  

國內房市多頭行情強強滾，鈔票追著房價跑，市場潛規則是，屋主漫天開價，買方卻無力還價，

形成「賣方市場」，但隨著奢移稅「避稅房」大量釋出，中央銀行示警「利率可能調漲」，屋主優勢正

逐漸流失中。 

國內（尤其雙北市）房市飆漲 10 多年，在全球資金充沛、熱錢滾滾情況下，房地產景氣 7 年、

11 年循環的說法似已失靈，「台灣房市已經沒有循環這檔事」學者說，現在市場已經無法想像房地產

在跌價時的慘況。 

不動產具抗通膨、保值的特質，全球金融危機後，熱錢四處流竄，房市成為投機客、有錢人與財

團的「天堂」，推動房價不斷創新高，也迫使自住需求者，只能移往郊區購屋，或是挑選小坪數的產

品，成為「蝸居族」，在薪資凍漲下，飆漲的房價成為民怨之首。 

為了平息民怨，政府「打房」大旗，分別祭出限制區信用管制、奢侈稅以及實價登錄等措施，希

望「溫和」引導不動產市場回歸供需機制，但成效始終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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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美國 QE 縮水或退場，全球寬鬆貨幣政策「派對」即將結束，央行示警「利率看漲」，

加上財政部研擬調高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等不動產「持有稅」，許多敏感投資客嗅出「房市氣氛

變了」，急著賣屋離場，導致房仲公司物件激增。住宅供給雖然已增加，賣方優勢漸失，買方的談判空

間與籌碼與日俱增，但眼看房價仍然多空未明，或許，等待是不錯策略。 

 

想逃奢侈稅？ 財政部大查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逃避財政部課徵奢侈稅，坊間「研發」出預告登記、信託、以租代售等

各種逃稅手段，但別自以為聰明，國稅局已盯上這些新興手法，已找出破解之道，正展開新一波不動

產大查稅行動。 

奢侈稅自 100 年 6 月開徵以來，截至今年 9 月稅收總計 100.6 億元，其中不動產奢侈稅就占了

逾半數，為 67.85億元。但自奢侈稅實施以來，坊間悄悄流行運用預告登記、信託、贈與或人頭戶等

不當規避稅負的手法來逃稅。 所謂「預告登記」產權，就是在出售不動產時暫不辦理過戶，由買方同

意先採預告登記方式以確保產權，等到賣方持有該房地期間超過 2年後，再辦理移轉登記，以避開奢

侈稅（奢移稅規定在兩年內交易就要課徵）。 

對此一方式，國稅局已針對預告登記案件進行清查，只要出售持有期間在 2年左右的預告登記不

動產，都已被列為查稅對象。 至於有民眾將房子登記為信託財產，並透過信託移轉，或是買賣雙方

簽訂租約，買方住滿兩年再過戶等規避奢侈稅方式，財政部表示，只要是不合常規的信託規劃避稅案

件、租賃案件都會被國稅局盯上，若被查到，除了要補稅外，還會加處罰鍰，呼籲民眾千萬不要心存

僥倖。 此外，五區國稅局為了追查藉人頭戶避稅者，也已經針對沒有資金能力又疑似人頭戶的短期

買賣不動產案件，從資金流向加強選案查核。財政部指出，一旦被查獲有漏報奢侈稅的行為，不但要

補稅，最重還可依所漏稅額加處 3倍罰鍰。 

 除了上述坊間流傳的各式不當規避稅負的手法外，預售屋雖確定不列入奢侈稅課徵範圍，但房

地產業者表示，現在交屋前換約買賣，國稅局幾乎是全面掌握，「一件也跑不掉」，稅捐人員先從建商

手上取得買方名單，再比對交屋登錄的屋主，只要兩者不是同一人，就展開追查，雖然這部份為針對

獲利部份課稅，但所得稅申報最高稅率可達 40%，高於奢侈稅持有未滿一年課 15%、未滿兩年課 10%。 

奢侈稅開徵逾兩年，財政部雖預計 11 月才將奢侈稅修法版本呈送行政院，並確定預售屋不納入課稅

範圍，但近來國稅局不只加強對預售屋換約進行查稅，五區國稅局也已針對「假預告真賣屋」、「假信

託真避稅」、「以租代售」等案件積極進行查核。 69



 

上海迪士尼城堡 高科技上身 

【聯合報╱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主題樂園與配套設施建設正有序推進，據當地媒體披露，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將

以科技含量最高的特色亮相，其標誌性景點「奇幻童話」，將是全球最具互動性的迪士尼城堡。 

據新民晚報報導，上海迪士尼樂園各相關建設正全面展開，包括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築資訊模型）等創新技術手段在設計、建設中大量應用，有助於推動設計與施工效率最

大化，確保上海迪士尼度假區整體開發協調運行。2015年年底開園之際，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將以「創

新之園」面貌亮相，入園遊客會發現不少亮眼的創新元素。 

報導稱，全球每個迪士尼樂園都有一座童話城堡，裡面住著舉世聞名的公主。上海迪士尼樂園的

標誌性中心景點－「奇幻童話」城堡不僅是最高、最大的，而且將是最具互動性的迪士尼城堡，並成

為樂園船載遊樂項目的壓軸場景。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管理公司近日發布相關圖片，對外展示 BIM 技術在「奇幻童話」城堡建設中

的運用。BIM是一種應用於工程設計建造管理的資料化工具，通過參數模型整合專案資訊，便於設計、

建築、運營等主體協同工作。 

通過BIM技術精確類比施工進程，設計團隊為度假區內許多建築物與配套設施遴選出最佳方案，

並整合施工進度計畫，提高執行效率，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雖然是迪士尼家族的新成員，但有望成為科技含量最高的迪士尼主題樂園。

2013迪士尼粉絲博覽會日前在洛杉磯舉行，博覽會展示的高科技，一些已用於上海樂園的設計中，例

如引人注目的是「DIS」（Digital Immersive Showroom，數位化身臨其境陳列室）技術，可讓幻想工程

師通過直觀體驗，測試迪士尼樂園的遊樂設施。 

據華特迪士尼主題樂園及度假區主席湯世德表示，幻想工程部門在特效、遊樂設備系統、互動科

技、現場娛樂、纖維光學、音訊系統等領域，擁有百餘項專利技術。 

湯世德指出，在了解上海樂園遊客更多的遊覽、消費習慣後，會量身打造適用的技術，讓遊客獲

得的遊樂體驗更為簡單、方便、趣味、高效。除了原汁原味的迪士尼體驗，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將擁有

為本地傳統和文化量身定製的特別元素。 

 

專家提醒:面臨災害合理制定保險計劃助力風險防範 

【新華網北京報導 /記者李延霞 譚謨曉】  

地震、風暴、海嘯、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每年都會給人類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近期

受颱風“菲特”的影響，上海、浙江等地多出現暴雨及大暴雨，部分地區積水淹城，再次警醒人們要

提高防災減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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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是第 24 個“國際減災日”。保險專家提醒，自然災害的發生也許難以抑制，但防

災減災的意識可以主動提高，從而讓社會更從容地面對災難。除了安全保障的常識學習，合理地制定

保險計劃，能夠在災後提供實實在在的人身保險及經濟保障。 

    中宏保險的專家指出，保險通過對客觀存在的未知風險予以轉移，把不確定的損失轉化為確定

的保險成本支出，從而進行有效的風險防範和管理。災害發生前正確的預警能夠減少其可能造成的損

失，災害發生後保險能夠創造合理的處理機制：它能夠有效地分散和轉移風險，促使全社會形成合力，

共同抵禦災害的侵襲；可以補償災難給家庭乃至社會造成的傷害，使災後的生活快速回到正軌，最大

限度地撫平災難帶來的傷痛。 

    據瞭解，從國際上看，經濟發達國家由保險機制負擔的巨災經濟損失份額大約在 30％至 40％，

有的甚至可達到 70％以上。而目前大陸的保險賠付在災害損失中的比重還比較低，比如汶川大地震中

保險業的賠付僅佔總損失的千分之二左右。合理利用保險機制分散風險尚有很大潛力可深究。 

    中宏保險專家提示，防災首先要保人身安全，大部分以生命為賠付條件的人壽保險（如終身壽

險、定期壽險、兩全保險等）都未將地震、颱風、洪水及海嘯等自然災害排除到保險理賠範圍外。換

句話說，如果被保險人遭遇上述自然災害而導致身故，除特殊說明外，受益人都能獲得相應的保險理

賠。 

    另外，面對不可預見的意外風險，消費者可以考慮為自己、為家人買一份意外險，以防止天災

人禍對家庭生活帶來毀滅性打擊。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保障，最基本的保障有兩項，一是死亡給付，另

一項是殘疾給付。可以用較少的經濟成本，減少災難風險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防災外交管道台日將成立防災平台 

【聯合報╱記者李順德╱即時報導】  

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又多了「防災外交」的管道？內政部長李鴻源於 10/11證實，他與日本防災

擔當大臣已有共識，未來將成立台日防災平台，彼此交流防災防颱經驗，且 2015 年台灣有機會到日

本參加聯合國的國際防災會議。 

李鴻源表示，他最近訪問日本，曾有機會拜訪日本防災擔當大臣，彼此交換防災、防颱經驗。日

本的確在防震方面居世界領先地位，但在防颱、土石流與淹水防洪等，台灣比日本還有經驗，而且做

得比他們還好。 

李鴻源說，日本防災擔當大臣已同意 11 月派人到台灣來考察，將與消防署談台日防災平台的合

作計畫，他們有誠意透過台日的防災互補經驗，進行合作。同時，聯合國委由日本於 2015 年舉行國

際防災會議，類似國際組織的活動，日本將邀台灣參與會議。 

李鴻源也向日本防災擔當大臣，說明台灣打造亞洲最大防災訓練科技基地的構想，預定將消防署

竹山防災訓練中心、結合警大、台大相關防災中心，進行整合，預定這 1、2年內可以有雛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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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速都更錯不在政策 房市景氣波動是關鍵？  

【好房 News 記者蘇彥菱／臺北報導】  

自從文林苑事件爆發與大法

官對都更條例部分條文做出違憲

裁決，「都更已死」的聲音更加充

斥，雙北市為加速都更，於上個月

先後祭出相關方案，然而財團法人

都市更新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表

示，其實都更並沒有因「突發」事

件而止步，未來相關政策之推動，

所要面臨的最大變數或考驗，應為

市場景氣。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表示，去年 3月爆發文林苑事件後約半年，北市都更處光

是應付外界質疑和壓力，便已筋疲力竭，更遑論檢核及審查個案，不過自從委外檢查及審核後，推動

速度明顯變快，根據他的了解，雙北市今年 9 月以前核准的個案，較去年同期來得多。 除了公辦都

更，最近流行的是「自力都更」，為了協助有意願的社區不仰賴建商「自力更新」，如新北市「都更家

教」，即訓練一批「都市更新師」輔導老舊社區居民整合意見、規劃，最後提出都更申請；台北市都更

中心則成立「融資平台」，與 10 家銀行合作，可望解決民的融資問題。 縱使雙北端出諸多誘因，無

非是想提升民眾自力都更之意願，然丁致成認為，進行自力都更，融資問題是其次，心態才是重點。 

原因在於，一般亟需都更的建築物，居住或持有者多半為年長者，其是否仍願意在已或屆退休時，再

背負一筆債務，如此的心理層面問題，才是推行自力都更之關鍵。 

 然而，公辦都更才是主菜，更是推動都更成績優劣的關鍵所在，例如面積多達 3公頃的南港調

車場更新案，相較之下，上個月揭牌之中山女高南側案，還得由營建署繼續整合周邊私人土地，因此

丁致成預期，該案要正式招商，恐再等 2 到 3 年。 丁致成指出，其實都更並無因「突發事件」嘎然

而止，推動關鍵在於房市景氣。他表示，該基因會成立之初，正值房市低檔，故推廣難度甚高，基於

看空市場，缺乏增值誘因，開發商興趣缺缺。待日後房市轉熱，推廣才見起色。 如今資金面臨緊縮，

經濟復甦力道又疲弱，房市已走了十幾年的多頭，一旦房市景氣出現反轉，民間參與都更的意願肯定

又會下降，屆時政府得釋出更多誘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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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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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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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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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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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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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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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雲端行動學習輔助物業綠色保潔操作教學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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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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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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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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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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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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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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物業管理調查 

【消息來源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行業前景亮麗   逾六成高管人員年薪過百萬  

香港 2013 年 11 月 4 日電 /美通社/ --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下稱「學會」）為慶祝成立 25 周年，

於今年 4 至 5 月期間對學會會員展開一項名為「會員專業資歷概覽」的大規模問卷調查。目的是為明

確香港物業管理經理的專業資格，為物管專才未來發展提供依據，同時尋找有關影響物管專才事業發

展的重要元素。 

是次調查透過電郵方式邀請 2,510 名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員回答問卷，共收到 846 份回應，有效

回覆率為 34%。反映職位及薪酬方面，合共 658 人或 78%受訪者擔任管理級或以上職位。調查發現，

物業管理行業薪酬水平及職位，與年資有關鍵相連性，大部份年資超過 20 年以上的人仕，均可有逾

百萬年薪。可見物業管理行業講求廣泛專門性，而且通過積極進修及專注發展物管事業，並累積知識

與經驗，將有可觀的薪酬回報，故行業前景亮麗。 

另外，調查亦發現，職級在經理或以上的人士，其所服務的物業種類較為廣泛，主要涵蓋住宅物

業、零售物業、寫字樓及工業樓宇。大多數受訪會員管理兩類至四類物業，而常見的組合為住宅及零

售物業，或零售及寫字樓。學會相信，隨著政府增加房屋供應的政策，對物業管理人才的需求將大幅

增加，尤其具備豐富管理經驗的物業經理，相信未來物業管理專才會管理更多不同類型的物業。 

物業管理行業講求廣泛專業性，因日常工作涉及多種與物業管理有關的法制、財務、維修及人事

等範疇，因此大部份從業員均積極進修不同專業知識及技能。根據香港資歷架構為物業管理行業所訂

定的七個主要職能範疇，包括「為業主、租客和社區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物業環境管理」、「大廈修

葺保養」、「財務及資產管理」、「設施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應用法律」。調查顯示，高層管理人

員及部門主管通常參與所有七個範疇，而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均參與上述其中五類職能。 

另外，調查亦發現，受訪的物業管理從業員的學歷與職位雖無直接關係，然而新入行的年輕從業

員，其學歷水平愈來愈高，故相信在未來發展層面，學歷與職位將有更大的關連性。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袁翠儀女士表示︰  

「學會致力於推廣物業管理行業形象，特誠邀香港大學協助學會為會員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

讓會員及市民大眾了解物業管理從業員的專業性及行業動向，可作為日後籌劃會員持續發展課程的依

據，並作為政府及物業管理市場的重要參考指標。另一方面，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文件，

建議未來 10 年房屋供應將增加 47 萬個單位，這意味著對物業管理人才需求更大，如要符合此新供應

量，將額外需求 800 個專業物管專才，及 4,000 個前線督導級從業員，而現時本地認可課程每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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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畢業生遠未能符合此數，因此建議政府應增撥資源，協助及資助相關課程，以滿足需求，保障香港

物業市場健康發展。」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研究及城市規劃中心主任趙麗霞教授表示：  

「過去 20 多年，香港的房屋管理專業發展突飛猛進，經過大概 60 多年的發展和經驗累積，香港

的房屋管理模式已廣為其他城市借鑒。我們的研究中心很榮幸獲得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邀請，合作進

行此項基礎研究工作。並借此機會祝賀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25 年來在促進專業房屋管理方面的卓越成

就，並祝願學會日後有更超卓的成功。」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成立於 1988 年 11 月 29 日。截至 2013

年 8 月會員人數超過 2,600 人，所管理的房屋不少於全港所有房屋百份之七十。學會成員負責策劃和

統籌各種房屋管理服務，工作包括房屋設計、供應、改善、管理和行政事務。香港房屋經理學會除積

極在港擴展會務外，還經常與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等地方房管機構和學術組織，進行及發展交流活

動。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網址：http://www.housing.org.hk/ 

 

北市集合住宅高樓 需申辦安檢 

【中央網路報】  

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11 月 12 日表示，台北市 11 層以上集合住宅，明年起應辦理公安申報，

違者將依建築法開罰。 

根據中央社台北 11 月 12 日報導，建管處表示，為提升集合住宅大樓的公共安全，台北市從明年

1 月起、率全國之先，將要求 11 層以上的集合住宅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建管處長張剛維說明，現行內政部規定 16 層以上的集合住宅才需要安檢申報，各縣市政府也依

此執行多年；但有鑑於台北市人口密度高、建築物密集，因此決定擴大為 11 層以上的集合住宅，都

應加入公共安全檢查行列。 

張剛維指出，明年新增應辦理安檢申報標的為「11 層以上未達 16 層的集合住宅」，全台北市約

有 900 多棟，檢查申報期間為明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檢查申報頻率為每 3 年 1 次。 

此外，管委會或管理負責人可經由「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查詢專業檢查機構資訊，

擇一委託辦理公共安全檢查。 

張剛維說，公安檢查範圍都是公共設施的部分，有直通樓梯、安全梯、避難層出入口、升降設備、

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等 6 項，檢查合格後，由專業檢查機構透過網路向建管處申報即可。 

建管處提醒，若未依規定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者，將依建築法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台

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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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擬設物業管監局 

【港聞部報道】  

政府計劃成立物業管理監管局，監管物業管理公司和從業員及推行發牌制度，預計明年初完成草

案。 

  不少私樓都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大廈管理和維修。但在地方行政高峰會上，有區議員

表示，收到不少投訴指管理公司管理不善：「職員亦都沒有申訴，管理階層良莠不齊，管理極差，我們

都沒有辦法叫它走，特別是管理公司。」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正計劃成立獨立的「物業管理監管局」，監管物業管理公司及

從業員，長遠推行強制發牌制度：「我們正進行法例草擬工作，今年底可以簡介立法建議，明年初提

交條例草案。強制發牌機制可以有效監察物業管理公司及從業員質素，進一步保障業主及市民大眾權

益。」 

  另外，本港有約 5,700 幢「三無大廈」（即無業主立案法團、無居民組織和無管理公司）。曾

德成表示，已推出計劃協助大廈成立法團，及招募居民聯絡大使協助管理大廈。 

 

 

李鴻源：防災型都更明年推出 

【中央網路報】  

內政部長李鴻源 11 月 13 日表示，防災

型都更預計在台北市、新北市、台南與高雄

市，順利推出也是明年的事情。  

中央社 11 月 13 日報導，營建署今天舉

辦「102 年度都市更新投資說明會」，並邀請

李鴻源致詞，他在會後受訪時，作以上表示。 

李鴻源表示，防災型都更的行政經費約

新台幣 1 億多元，未來推動的時候，與投資

型都更是一樣，也是採民間參與，利用閒置

公有土地，政府可以不必多編列預算，這是

內政部優先要做的事。 

他致詞時表示，去年發生文林苑都更案、大法官對都更條例解釋，內政部推都更條例新版本，正

在立法院審議，立法委員也有很多版本，現在希望聚焦可以創造實施者、民眾與政府三贏。 

此外，李鴻源指出防災型都更，根據國家地震中心研究，如大台北地區發生 6 級地震，會倒 4000

棟房子，政府不可能眼睜睜讓它倒掉，內政部已鎖定地區，在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 

他表示，營建署已編列經費，與技師公會合作，定義位置與建築物，下一步是利用都更方式，保

障三贏，包括民眾生命財產、讓都市更漂亮及更安全，實施規模也會遠超過千億元商機，對台灣經濟

帶動扮演重要角色。 

李鴻源進一步指出，從接收國家地震中心資料，到實施方案及編列經費，差不多是半年時間，營

建署與時間賽跑，因為何時發生地震是無法預料，希望在發生前，朝防災都更努力。 

內政部長李鴻源（右）13日出席「102年度都市更新投資說明會」，

頒獎表揚招商成功案例的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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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房屋申報契稅時，別忘了填寫「契稅申報書附聯」，可同時申請房

屋稅、地價稅之稅捐優惠 

【中央社訊息服務】  

常常有購屋者在不動產移轉登記後，因疏於對房屋部分申請依實際使用情形課稅，或土地部分申

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等接獲稅單時才提出申請，卻已逾規定期限。因房屋稅是依房屋實際使

用情形按月課徵，房屋使用情形若有變更，應於變更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所轄稅務局申報，

如逾規定期限，當月 15 日前申請自當月適用，當月 15 日後申請自次月適用；而地價稅則自次年期始

可適用，導致平白多繳了稅款。 

為解決徵納雙方的困擾，本局設計了契稅申報書附聯（不動產移轉後使用情形申報表），於移轉

現值申報時即時輔導，使購買自用住宅的民眾，能同時申請按住家用 1.2﹪稅率課徵房屋稅及按 2‰自

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 

提醒民眾應檢視自己房屋與土地的課稅情形，供住家用的房屋，是否已按住家用稅率核課房屋稅，

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要件的土地，是否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假如不是，請儘快向所轄

稅務局提出申請，千萬別讓您的權益睡著了。 

若您對房屋稅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直接向所屬各分局洽詢，將有專人為您解答，亦可上網查詢，

網址為：www.pttb.gov.tw。 

 

解決都更爭議 成立協商平台 

【記者陳惠惠／台北報導】  

為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台北市政府推出都更爭

議協商機制，由都更中心擔任平台，邀相關 NGO（非

政府組織）代表及專業人員組成協商小組，希望能消

除建商及住戶間的不信任感，達成共識。 

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副執行長林啟賢說，目

前協商爭議平台專家成員有 37 人，包括地政、不動

產估價、建築、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等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等。 市長郝龍斌昨天在市政會議後記者會表

示，民眾和業者間，因資訊不對等產生互信問題，透

過公正第三方調解，建立協商平台，可協助處理爭議，解決信心不足問題。 永春社區都更案，為都更

中心辦理爭議協商機制首例。 

林啟賢說，由於有部分住戶不同意，永春都更案的實施者已將更新單元畫為重建、整建維護兩區

段，目前仍有 4.6 戶對權利變換估價結果、選屋公平性等有疑慮，實施者上月向都更中心申請協商。 

市府昨天也公布永春都更案 5 人協商小組名單，包括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江明修等人。 林

啟賢說，初步溝通，4.6 戶並未反對協商小組名單。但

他也表示，協商小組是以「做公親」的態度，「媒婆也
永春社區都更案，為都更中心辦理爭議協商機制首

例。(好房 News記者陳韋帆／攝影) 83



無法包生」。公正第三方的主要目的是調解，提出可能的共識方向，並將協商過程和可能方案做成報

告，送主管機關，供審議時參考。 都更處表示，整個協調過程不會超過 3 個月，若協商順利，明年

永春都更案就可動工。 但不管協商成功與否，林啟賢說，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將視個案複雜程度，

收取 15 萬到 30 萬元不等費用，若為都更戶提出，市府可補助半數，建商則要全數自付。 

 

極端氣候損失重大 企業主需事前防範 

【記者郭宜均 /台北報導】  

近年來世界各國因極端氣候的影響蒙受重大的

損失，聯合國開發計畫組織統計，全球天然災害損失

於 1960 年代每年約 755 億美元，至 2011 年代已逼近

每年損失 2650 億美元，50 年來損失增加至 3 倍，且

趨勢不斷增加。 

英國風險管理顧問公司(Maplecroft)於 2011 年公

布調查報告，美國、日本及台灣都是天然災害高風險

國家；世界銀行亦曾指出，台灣是全世界曝險土地面

積比例與可能受災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對台灣企業主而言，天災風險亦承擔無法預測之營運風

險，不得不注意。 

為了讓更多客戶瞭解極端氣候對於企業可能造成的影響，國泰產險於 11 月 7 日至 8 日在桃園南

方莊園渡假飯店舉辦「損害防阻研討會」，以企業風險管理、天災預判及保險規劃等不同專業面向，

為客戶導入企業風險管理之新思維，如何運用損防技術控制損失及適當轉移企業風險，並與客戶分享

風險管理與成本效益的最佳化措施。 

會中特別邀請臺灣防災產業協會姚大鈞博士、國立中央大學馬國鳳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譚義績教

授、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彭啟明博士、ACR 亞洲資本再保險集團趙偉洋精算師、台北市公證公會游

秋萍理事長，期盼透過此研討會的交流互動，使企業客戶了解唯有正視風險、瞭解風險並做好企業風

險管理，才可使企業永續發展並創造效益。 

國泰產險損防部謝昶盛經理表示，希望傳達給客戶正確保險與風險管控資訊，交流損害防阻技術，

共同降低災害損失，讓客戶廠商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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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2013台灣建築論壇  高齡化社會居住環境與老人照護服務  歡迎報名！    

一、活動時間、地點 

時間：102年 12 月 14日（星期六）  PM 13:00~16:30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第一展覽館二樓第二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二、邀請對象 

社團法人台灣衛浴文化協會會員。 

相關政府單位(包括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環保局、社會局等)。 

相關團體(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及相關廠商。 

相關科系大專院校教授及學生。 

三、活動議程 

時 間 主要流程 內容說明 

13:00～13:30 報 到  

13:30～14:30 專題演講（50 分鐘） 
人口老化與照顧服務及建築類型演講/  

演講者：陳政雄建築師 /老人建築研究室主持人 

14:30～15:30 專題演講（50 分鐘） 
高齡社會與居住環境演講/ 

演講者：沈英標理事長/台灣衛浴文化協會 

15:30～16:30 專題演講（50分鐘） 

通用設計公共建築國內(校宿舍)、國外(航廈) 

案例演講/ 

演講者：盧武雄主委/台灣衛浴文化協會評鑑委員會 

16: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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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時間與方法 

即日起至 2013年 12月 6日止 

報名方法與詳細內容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查詢：http://tipm.org.tw/news_1.html 

 

「地上權住宅如何成為減輕負擔的新選擇」研討會 歡迎報名 

 不到市價七折的地上權住宅是否值得買?50年、70年或是中古地上權住宅合理價格是多少?

房屋貸款以及賦稅條件又有甚麼不同?  

2010年政府禁止大面積國有地出售而改採地上權標售以來，已標出 10萬坪以上的公有地上權

土地，除了辦公、商場等商業設施陸續動工興建之外，近期北市民生社區正式有地上權住宅的推

出，這也是市場睽違多年後再度出現地上權住宅案。由於地上權無法養地，越早開發越有利，預

料接下來地上權住宅將密集推出而成為民眾購屋的新選擇。  

這項未來的明星商品，是否能夠順利地被市場接受。在土地制度、銀行貸款以及交易機制上

需要什麼配套措施?才能夠達到替政府開源、增加國庫收入，同時幫購屋者節流、減輕負擔的雙贏

效果。  

(一) 活動地點：政大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市金華街 187號綜合大樓 7樓）  

(二) 活動時間：12月 20日(五) 14:00(13:30報到)  

(三) 主辦單位：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  

(四) 活動洽詢：張小姐 02-29393091 分機 81142 Email: ncscre@nccu.edu.tw  

(五) 報名網站：

http://moltke.cc.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07487  

2013 年 12 月 20 日（週五） 議 程 

1330-1400 報 到 

1400-1410 開幕致詞 

唐 揆／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盧敬植／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1410-1510 主持人引言 

林建元／臺灣大學建築及城鄉研究所教授  

一、  地上權住宅的前景與挑戰  

于俊明／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二、  他山之石-日本借地權住宅制度介紹  

林旺根／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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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20 三、  地上權產品如何定價  

卓輝華／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  

四、  地上權住宅的貸款機制  

高明賢／臺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  

1620-1640 Q & A 

進行方式：與談人分別報告 20-25分鐘，最後開放與會者現場提問。 

 

 

 

敬請推薦人才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不動產資訊群招募人才 

本中心內部組織有三個單位：國土規劃群、不動產資訊群、資訊技術室。今天藉此信告知，

懇請協助，推薦人才： 

不動產資訊群招募人才，專業背景：一、住宅政策、二、GIS地理資訊系統、三、都市更新

（符合兩項者均可）若您有適當的推薦人選，目前中心即時可聘請，敬請直接聯絡： 

黃瓊瑩（不動產資訊群協裡），郵件信箱：joanne@mail.ippi.org.tw，連絡電話：02-2367-

2179 

 

實價登錄上路 1年多 累積資料已破 50萬筆 

不動產實價登錄自去年 8月 1日實施，根據內政

部統計，至今已累積超過 50萬筆實價登錄資料，揭露

率更達到 92%，內政部除感謝相關業者協助推動，也希

望相關業者持續配合，落實如期如實申報登錄，促進

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減少不動產價格哄抬現象。 

內政部今（29）日公布最新一波不動產實價登錄

資料，總計已有超過 50萬筆資料可供民眾查詢，揭露

率也續創新高，達到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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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表示，今年 11月份上期所揭露的 1萬 7000餘件，包括買賣案件 1 萬 6000餘件、租賃

861件及預售屋 215件，相較上期揭露之 1 萬 5000餘件增加 2000餘件，自去年 10 月 16日開放民

眾查詢交易案件登錄資訊至今，可供查詢之成交案件資料累計已有 50萬餘件，網站訪客更已超過

2632萬人次。 

內政部指出，配合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政策，自今年 7月 1日起也已於內政部

「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提供免費下載發

布當期之實價登錄資訊，累計至 11月 21日止，共計有 7萬 760人次下載，民眾如有下載批次資

料需求者，可以多加利用。 

內政部表示，期望藉由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登錄資訊的發布與提供查詢，促進不動產交易資

訊透明化，減少不動產價格哄抬現象，使房地產市場發展更為健全，逐步實現居住正義。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支持標準工時立法 實際時數可對應工種釐定 

香港 2013年 11月 27日電 /美通社/ --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下稱「學會」）支持標準工時立

法，認為可平衡本地勞工的工作及個人生活，為香港創造更佳的工作環境和更有質素的生活模

式，提升香港社會的凝聚力。在物業管理範疇方面，訂立標準工時將無可避免增加人手需求及增

加工資成本，因此學會建議政府在訂立法例時，必須詳細研究不同工種的標準工時，及給予物業

管理公司與從業員有適當的自主權。 

作為物業管理專業學會，最關心是標準工時的實施會影響前線員工的人手需求和工作量，現

時物業管理（物管）行業前線員工例如保安及顧客服務等一般實行每更 12小時之兩更制，如實施

標準工時，將難以避免改為每更 8小時的三更制，對前線員工勞動力需求將即時增加三分之一，

造成工資成本增加，物業管理費會面臨向上調整的壓力。綜合最低工資實施後的經驗，部份業主

為避免增加管理費，會採取一些措施以節省開支，如減少物業管理員工的數目但仍須分擔額外的

工作量，減少員工的福利或延遲／縮減保養維修的工程項目等，令管理服務質素以至保養維修進

度受到嚴重的影響。學會專業會員一直以提供優質服務予業主／住戶為宗旨，因此建議政府在訂

立標準工時應詳細研究立法對物管行業的影響。 

除關注服務質素外，學會同時關注物管前線員工的收入。物管前線員工因標準工時立法而令

工作時數減少，收入難免受到影響，部份員工或選擇兼職或加班以彌補收入，如此亦將影響平衡

生活的理念，甚至因休息時間減少而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另一方面，由於收入減少，業內跨區88



就業誘因減低，對商業核心區如中環，或半山豪宅區物管人手短缺情況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學會重申非常重視前線員工的平衡生活，認為在軟性福利制度上，可為員工帶來歸屬感及減

少工作壓力，例如設立勤工獎、車資／住宿津貼、雙糧以至優秀表現員工等獎勵計劃，但此舉必

須得到業主的支持。所以，學會建議政府可充份研究市場的實際情況為不同工種訂立相應的標準

工時，令不同行業及員工均有合適的標準。政府亦可考慮為公司及員工設立自主條款，為欲爭取

多勞多得或有收入有壓力的員工帶來靈活彈性的安排。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袁翠儀女士表示：「藉著『最低工資』所得的經驗，在推行或考慮『最

高工時』立法前，政府應要廣泛諮詢各行各業、勞資雙方不同立場的看法和考慮，若然立法實施

後，出現通貨高漲、生產力減退、有人冇工做或有工冇人做，對穩定香港及經濟發展必定造成負

面的影響，當局應該審慎行事。」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成立於 1988年 11月 29日。截至

2013年 10月會員人數約 2,700人，所管理的房屋不少於全港所有房屋百份之七十。學會成員負責

策劃和統籌各種房屋管理服務，工作包括房屋設計、供應、改善、管理和行政事務。香港房屋經

理學會除積極在港擴展會務外，還經常與中國大陸、台灣及澳門等地方房管機構和學術組織，進

行及發展交流活動。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網址：http://www.housing.org.hk 

 

老宅都更耗時 低成本整建正流行 

老舊房屋比重高，是攸關大台北

居住環境安全的一大隱憂，都市更新

行政程序繁瑣，且牽涉多方權益，並

非適用每個地區，相較之下，成本不

高、完工時間短的老宅整建更為普

遍，民眾接受度高。 

新北市首件舊公寓增設電梯案已

審查通過並取得建照，只須兩個月時

間即可完工，解決年長者行動不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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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凡是新北市屋齡 15年以上的舊公寓，只要所有權人向市府提出申請，就有專業團隊到府說

明、協助整合住戶、預估費用，每案市府最高補助 50%工程費或 1000萬元。 這起位於新店區的增

設電梯案，公寓屋齡已達 36年，左鄰右舍有許多高齡長者，行動不甚方便，但熟悉社區環境而捨

不得搬家，住戶向市府提出申請後，順利取得其他 5位屋主同意，尤其 1樓住戶也願意配合提供

空間設置，最後得到近五成經費補助，讓老公寓掛上新電梯。 台北市以整建方式活化老宅的例子

也不少，除了一般民眾可申請的大樓外牆拉皮之外，2010年起市府開始推動｢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簡稱 URS)計畫，作為都市再生的源頭，把公有閒置土地或老屋透

過程序，交由具有經驗、有實績的團體來設計經營與管理。 第一座基地為迪化街的｢URS 127設計

公店｣，而後陸續有｢URS 44大稻埕故事公坊｣、｢URS 27華山大草原｣、｢URS 21中山創意基地｣、｢

URS 13南港瓶蓋工廠｣、｢URS 155創作分享圈｣及｢URS 27W城市影像實驗室｣，最新整建個案為南

京西路的｢URS 1｣，前身是｢黑美人大酒家｣，市府將簡單裝潢整理後作為城市藝文沙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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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102年 12 月 31日「公共工程巨災風險管理與保險研討會」歡迎報名！ 

研討會宗旨：臺灣是世界天然災害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天然災害是政府社會與人民的重大風

險。巨災後公共工程的復原是災後重建的首要工作更是政府無法避免的財務負擔。本研討會彙集國

內外產官學界菁英的意見，針對公共工程巨災風險管理與保險議題做深入的探討，期能集合臺灣防

災產業的能力，透過政策的引導、工程的防減災技術、政府的財務規劃及保險與國際資本操作的手

段，有效降低公共工程的巨災風險並形成共識，提升臺灣永續發展的能力。 

主辦單位：臺灣防災產業協會、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星期二) 上午 8:30~下午 16:30 

會議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號 15樓) 

注意事項：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102年 12月 25日止，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謝謝。本研討

會提供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累計以及技師績點，請各位學員於現場提供身分證字號等資訊。 

聯絡人：臺灣災害管理學會 曾淑娟 

Tel：(02)8912-7498，E-mail：susan@ncdr.net.gov.tw 

報名網址：http://www.tadpi.org.tw/asap/ 

 

時間 議題 主講人 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來賓致詞) 

09:10~10:00 
從氣候變遷談防災政策 

行動方案 

內政部 

李鴻源 部長 

中興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曹壽民 董事長 

10:00~10:20 茶歇 

10:20~11:10 巨災風險財務規劃上之思考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理事長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亮全 主任 

11:10~11:2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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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題 主講人 主持人 

11:20~12:00 公共工程永續與防災新思維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理事長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龔誠山 總經理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公共工程天災風險管理 – 

完工土木工程保險 

慕尼黑再保險公司 

王宗文 經理 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張士傑 教授 

14:20~14:30 茶歇 

14:30~15:30 天災風險理財之實務與挑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林建智 委員 

15:30~15:40 茶歇 

15:40~16:30 圓桌會議討論 

16:30~ 歸赋 

 

陸因極端氣候年損逾 2千億 RMB，祭戰略規劃因應 

大陸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等 9部委聯合制定《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在該戰略中，最重

要的是完善體制機制，健全適應氣候變化的法律體系，加快建立相配套的法規和政策體系；研究制

定適應能力評價綜合指標體系，健全必要的管理體系和監督考核機制等。 

發改委指出，大陸氣候類型複雜多樣，據統計，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大陸平均每年因極端氣

候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 2,000億人民幣，死亡人數逾 2,000人。 

農業為該戰略重點任務之一，該戰略提出，加強監測預警和防災減災措施。運用現代資訊技術

改進農情監測網路，建立健全農業災害預警與防治體系。構建農業防災減災技術體係，編制專項預

案。該戰略還提出，要提高種植業適應能力，大力推廣節水灌溉、旱作農業、抗旱保墑與保護性耕

作等適應技術。 

該戰略指出，大陸農業產業化、規模化和現代化程度不夠，種植制度和品種版面不盡合理，農

情監測診斷能力不足，現有技術和裝備防控能力不足以應對農業災害復雜化和擴大化趨勢。 

此戰略中同時提出，展開種植結構調整與新品種選育，重新進行積溫帶劃分，調整農作物種植

結構與品種版面；選育耐幹旱、耐高溫的適應性作物新品種，拓寬品種資源；建立並完善新品種選

育、引進、繁殖、推廣緊密銜接的現代種子產業體系。[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3-12-10] 

 

台北建材展 智慧綠建築展現高科技 

你有看過沒有裝燈管的牆面，卻能自己發出各種顏色的光線嗎？透過研發新科技，現在的混凝

土可以直接把光纖材質放在裡頭，讓一般的水泥牆通電後就能出現各種顏色和圖案，台北建材展多

家廠商展示智慧綠建築，透過人性化的科技，讓未來生活節能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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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平凡無奇的水泥牆面上頭沒有燈管，卻可以發出色彩

繽紛的亮光，原來這是用混凝土打造的透明光牆，直接把光纖

放進建材裡面，隨著電路變換顏色，打造自己想要的圖案，智

慧發光建材運用在大樓牆面，比 LED燈管更節能，水泥材料不

在只是建築基底，也能直接變成裝潢牆面，抗菌防霉又防火，

讓綠建築簡約又安全。 

一顆顆礦石也能運用在居家環境，帶有負離子能量磁磚強

調健康的生活品質，台北建材展還有符合人性科技的投影面板，

比一般液晶螢幕更節能，同時也能減少對眼睛的光害，各種高

科技家電與建材，也讓人看見未來城市正一步步朝智慧綠建築

邁進。 

 

三井投資 鎖定複合型商業住宅 

繼在新北市林口興建 OUTLET 購物商城後，日商三井不動產下波計畫在台開發住、商業設施複

合型住宅建築，初期將先鎖定大台北首都圈進行投資。 

經濟部今天與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簽署投資意向書（LOI），由投資業務處處長邱一徹與三井不

動產公司台北分公司總經理篠塚寬之代表簽署。 

新北市政府今年初與日商三井不動產完成簽約推動林口暢貨中心（outlet）購物商城 BOT 案，

邱一徹指出，三井不動產受到上述成功經驗的鼓舞，因此願意在台進一步加碼投資。 

篠塚寬之透露，根據公司規劃，2017 年為止將計畫在全球投資 5000 億日圓，這次有鑒於台灣

高國民水所得水準、基礎建設完善，因此選擇來台投資。 

至於未來在台投資計畫，篠塚寬之指出，計畫在台投資開發住、商業複合型住宅建築，初期將

先鎖定北部首都圈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為目標進行投資，但目前還停留在蒐集資料階段。 

媒體詢及，有關計畫在台投資金額，篠塚寬之認為，還需視建築物件的狀況判定，由於三井預

計在 2017年止在全球投資 5000億日圓，他表達希望能多在台灣投資。不過據了解，經濟部有意爭

取 5000億日圓中至少 1/3的投資規模留在台灣。 

繼三井不動產之後，邱一徹透露，明年初將有另家從事 ESCO 環保服務業進行汙水處理的日商

也將來台投資。 

他提及，12月初投資處組機動招商團赴日招商時，有許多日商也向他表達，隨著兩岸關係改善，

日商認為透過與台商合作可共同前進大陸發展，並感受到日商對於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後續的服貿及貨貿協議、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有期待。 

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日商三井不動產集團為日本不動產事業巨擘，在住宅事業、商業設施、

辦公大廈在開發與複合開發等方面具有良好實績，在日本國內致力發展郊外型購物中心，目前旗下

管理經營日本國內購物商城有 12處，2012年營業額達 1兆 4456億日圓，約合新台幣 43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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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案例-德國 Hattingen 銀髮照護住宅 

 

隨著人們開始重視生活空間與居住品質，全球都已

吹起一股智慧生活趨勢，如何建立能滿足安全安心、健

康照護、節能永續及便利舒適等不同生活型態的智慧化

居住空間，更成為許多國家的重點建設項目。尤其在老

年化社會來臨的今天，若能透過 ICT 科技幫助老年人在

居家生活中能夠獨力自主，並有效提升生活品質，對促

進社會發展，將有莫大的幫助。 

 

 

 

在德國北萊茵-西伐利亞省(North Rhine-Westphalia；

NRW)推動的銀髮族經濟網絡計畫(Silver Economy 

Network of European Regions)中，在杜賽道夫

(Dusseldorf)附近的哈丁根(Hattingen)小鎮，建置銀

髮照護住宅，作為實驗示範推廣據點。 

 

 

計畫目的是提供一智慧型住宅服務平臺，同時兼具節能建築、無線網路通信、安全監控、健康

照護、家電自動化等功能，讓居住其中的老年人，生活變得更適意、更有安全感以及更健康，除了

可以提供老年人在養老院或獨居生活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外，亦可減輕高齡化社會所可能造成的社會

成本負擔。 

Hattingen 銀髮照護住宅自 2002 年受理執行，2004 年選定實驗示範點，至 2007 年底智慧型

住宅雛形發展完成，結合了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力量，共同建設適合德國高齡者居住的集合式獨立

型住宅。建構標準包括具備基礎的硬體網路與軟體的資訊服務，再與住家內部的設備自動化配合，

可達到 24小時安全監控、預防竊盜宵小出入、以及社區整體安全考量。 

該計畫目前呈現的功能包括：大門採用指紋感應自動化設置，當中央遙控系統得到住戶離開住

所或渡假的指示訊息，玄關便會自動開啟錄影監視系統，並維持室內 17度溫度；廚房中央自動控

制系統，讓廚房爐具具備自動感應並切斷電源的防止乾燒功能；主臥室中央遙控系統，可以統一設

定所有電子設備與保全系統，如拉上住宅內所有捲簾，關閉所有電器用品以及電燈，開啟夜燈裝

置，半夜起床會先自動開啟廁所及走道電燈；不出門就能與外界連繫的電視或電腦，以及可即時得

知醫院與醫藥資訊等功能。 

 

位於德國 Hattingen 鎮的銀髮照護

住宅。[圖片來源：SmartHome at NRW] 

 

 

Hattingen鎮銀髮照護住宅的資訊服務

平台。圖片來源：SmartHome at N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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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只要透過客廳總控制系統，就可瞭解住宅內所有家電設施的情況，包含盥洗室的燈是否尚

未關妥，廚房的微波爐開關沒關等等。配合錄影裝置的 LCD監控系統，亦能提供屋主即將有人來訪

的訊息。 

該計畫內的科技產品都是以提供免費服務為原則，目的為吸引使用者，影響其他消費者跟進購

買，基礎的系統研發費用皆是由建商與地方政府部份負擔，但會另外提供高單價產品或服務，由消

費者決定是否外加。 

此外，配合計畫所研發的感測器、保全系統與家電等產品，亦可透過成立的公司進行銷售與安

裝，可由顧客依預算與個人實際需求，自行決定住宅的重新改修型態，透過利用現代成熟科技產品

就能解決的設計，成就「在家終老」的目標。 

從 Hattingen銀髮照護住宅的發展經驗中可以發現，智慧建築技術發展，應以使用者需求為考

量，並遵循通用性、開放性及靈活性為原則，以使其更為彈性運用，整合網路、微機電子、自動控

制及家電自動化等科技，使其具備人性化、智慧化、舒適化、安全化、休憩化(包含娛樂、休息及

養生)、環保化(節能與省能)之理念。 

此外，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需有妥善的執行機制，並非單純設定推動智慧生活目標及計畫，是

以結合各項目標及計畫為主，包含智慧化、環保、綠化以及銀髮照護等相關議題及主軸一起推動辦

理，如何提升行政層級，統合各部會執行計畫與預算，研訂相關政策與施政計畫以發揮最大效益，

並與國內 ICT產業與營建業加以整合，參考國外現況發展與實際執行經驗，檢視國內發展智慧化居

住空間等相關措施，增修訂調整計畫內容，方可能符合預期目標。[2013/12/11-DIGITIMES企劃]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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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綠建築」規範 明年公有建築帶頭做 

推動智慧綠建築方案，從政府

做起，內政部新規定，2014年 1月

1日起，總工程造價未達 5000萬元

的公有新建建築物，應通過日常節

能及水資源兩項指標，達到公有建

築物帶頭落實智慧綠建築的示範作

用。 

 自 2001年起，內政部依照綠

建築推動方案，要求總工程造價在

5000萬元以上的公有新建建築物，

應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

且在工程驗收合格，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後，才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內政部指出，明年起，總工程造價未滿 5000 萬元的公有新建築物，也應通過日常節能、水資

源 2項指標，採由建築師自主檢查方式辦理，工程主辦機關應於契約明訂，必要時委請各地建築

師公會、內政部指定的綠建築標章評定機構等，於填發結算驗收證明書前完成確認，全面提升公

有建築物的節電、節水效益。 內政部表示，為了全面推動綠建築設計，去年 5月及 11月曾修正

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擴大建築基地綠化、保水、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的適用

範圍，並提高綠建材及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檢討基準，發展台灣本土亞熱帶建築新風貌。另外，

為防止中央空調系統超量設計，也依《能源管理法》規定訂定「新建建築物節能設計標準」，今年

6月發布後，可望逐步完備綠建築與建物節能設計的相關規定。 

  

國內綠建築法規在明年將有明顯進步。(好房 News記者陳韋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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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多項措施 103 年上路 

內政部民國 103年將推出多項新措施，包括 1996內政服務熱線免付費，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

取得不動產物權採行總量管制。 

從 103年 1月 1日起，民眾不論是內政業務諮詢或身分證掛失，使用手機或市話撥打「1996

內政服務熱線」都免付費。為推動智慧綠建築發展，從 103年 1月 1日起，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

程建造經費未達新台幣 5000萬元者，應通過日常節能及水資源兩項指標。 

內政部地政司訂定「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不動產物權採行總量管制之數額及執行方

式」，自 103年 1月 1日起施行。內政部說，長期總量管制為，土地 1300公頃，建物 2萬戶；每

年許可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取得不動產數額則為土地 13公頃，建物 400戶，年度數額有剩餘者，不

再留用。內政部原則每半年檢討長期總量及年度數額；必要時並得視年度數額使用情形，邀集相

關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後，機動檢討調整。 

為了確保遊客在國家公園區內，免除菸害干擾，提高園區環境品質，墾丁、玉山、陽明山、

太魯閣、雪霸、金門及台江 7座國家公園及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將自 103年 4月 1日起，於園區

內指定區域實施禁菸措施。 

  

地上權 購屋減壓新寵 

近年地上權案越來越熱，預料 2014年將是地上權住宅的啟動年，專家多認為，若未來估價方式、

銀行貸款能夠逐漸摸索出一條路，必有助於打開地上權住宅的一二手市場。 

政大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近日舉辦「地上權住宅如何成為減輕負擔的新選擇」研討

會，從估價、開發商、銀行的角度來解析地上權產品。包括不動產開發公會全聯會秘書長于俊明、估

價師公會全聯會名譽理事長卓輝華、地政士公會全聯會榮譽理事長林旺根、土地銀行副總經理高明賢

等都與會。 

貸款問題 尋覓解方 

近年標得地上權的開發商，最煩惱的就是能否分割設定地上權與民眾貸款相關問題。高明賢指

出，銀行面對地上權產品亦有幾大難題，包括持分地上權難估價、地上權產品價格隨時間下降、市場

性與流通性欠佳；且地上權消滅，地上建物須無償移轉登記為國有，而銀行需出具「地上權消滅後，

不論債權是否已獲清償，均拋棄於地上建物之抵押權」承諾書，都不利銀行債權確保。 

且大部分國有地之地上權及其建物限制不得分割移轉，承買人買到的只是使用權並非所有權，對

銀行辦理分戶貸款之債權擔保力不佳，影響銀行辦理分戶貸款意願，如台北京站案。今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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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承買人如果可取得建物所有權，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設定抵押權予銀行，可提高銀行辦理分

戶貸款意願。 

回歸居住本質 相對低價 

于俊明說，地上權住宅有不少優勢，包括價格較周邊

行情為低、租金報酬率相對較高、日後移轉沒有土地增值

稅問題，且北市都市更新困難，擁有土地持分效益也相對

有限。不過地上權畢竟是有使用年限的產品，購置地上權

的住宅將脫離增值的觀點，回歸居住需求本質。 

不過現況也存有一些問題，包括「使用權」的住宅融

資貸款困難、貸款額度低且利率高、地上權業主若不能長

期經營，國有財產署面對處理住戶問題、且使用權住宅不

具物權性，其流通則缺乏物權登記的公示力、公信力，影

響交易安全，另外使用權住宅非屬區分所有建物，連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都難召開。至於「地上權」的住宅可能面對，

未來持有稅增加，如房屋稅因為豪宅稅、囤房稅而加重、

支付的地租也可能因為公告地價調漲而增加、且地上權住

宅的融資條件不比所有權，另外存續期間屆滿須歸還土地

等問題。 

估價與收回制度 尚待建立 

地上權產品價格約為市價的 65成~7成，卓輝華提醒，購置地上權產品時，不能以所有權觀點考

量其價值，如權利期限越短時，價值也隨之遞減，另外還要思考地上權到期時，還剩下甚麼權利，且

地租以公告地價計算，未來是否趨勢朝向調升等問題。 

林旺根則表示，日本借地權住宅制度能夠順利推行，主要仍是受惠於每個環節都有完善的配套措

施，如法院以非訟事件裁定、快速定紛止爭、建立完整的估價制度、日後的收回機制等，相較於國內

剛起步的地上權住宅市場，還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 

  

 

  

地上權案的接受度越來越高，已成大台

北房市的新亮點。 

「京站」是最具指標性的地上權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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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打造智慧綠城市 

內政部今年規畫建置的「智慧綠建築－智慧住宅中部展示區」，已於 12 月 20日在臺中市政府市

政大樓願景館開幕；「南部展示區」則於 12月 26日，在高雄市捷運大東站地下 1樓穿堂層盛大開幕。 

 

內政部政務次長蕭家淇於「中部

展示區」開幕致詞中表示，推動新興

智慧型產業為國家當前重要政策之一，

行政院為提升建築物導入綠建築設計

及善用我國 ICT 智慧型高科技產業之

優勢，發揮更大整合效益，於 99年 12

月核定通過「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

以積極推動結合綠建築設計技術與智

慧化設備推動智慧綠建築。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執行以來，截至 11 月獲得綠建築標章或候選證書之案件已達到 4,247 件，

每年省電超過 12億度，同時，已有超過 1萬戶以上的合宜或公營住宅將智慧綠建築納入規畫。另外，

為讓民眾業界有機會親身體驗、認識智慧建築，內政部特別在台北景美設置「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

心」，吸引不少國內外民眾參觀。蕭家淇指出，營造智慧綠建築，創造健康生活品質，促進綠色經濟

產業，並逐步朝向智慧綠城市發展，讓國民都能享有安全健康、舒適便利、及永續的智慧綠建築環境。 

 

國土部：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建設已有新時間表 

據經濟之聲報道，國土資源部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 12 月 26 日發布了《2013 中國土地政策藍皮

書》。國土部表示，明年用地規模將實施總量控制和減量供應，另外，與房地產稅密切相關的不動產

統一登記制度建設已有了新的時間表。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北上廣深賣地收入破 5000億，同比暴漲 150%。同時，11月 70個大中城市

中，價格下降的城市僅 1個。在這樣的背景下，多方呼吁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為房價減壓。但國土資

源部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院長周建春在藍皮書發布會上透露的信息卻是：明年國家將嚴控土地供應

增量。 

周建春：明年國土資源部將會全面推行節約集約用地政策，用地規模實施總量控制和減量供應，

加大存量建設用地供應，減少新增建設用地。 

智慧住宅中部展示區開幕由內政部政務次長蕭家淇（右四）與臺

中市副市長黃國榮（右三）共同主持開幕典禮。圖／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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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這段時間大約有 18 個城市推出了樓市調控新政，其中 15 個城市提出“要擴大土地供

應”。亞太城市房地產業協會會長謝逸楓分析認為，明年的用地政策，也許將給地方樓市調控帶來壓

力。 

謝逸楓：新增住宅用地指標減少，可能會影響到市場供求關係。北上廣深，像深圳除了填海和山

丘改造地，是沒有地可賣了。在這種情況下，明年地方政府真的可能沒有太多新增的用地拿出來賣了。 

一面是市場希望增加土地供應為房價上漲減壓，另一面是國家將嚴控土地供應增量。中國土地勘

測規劃院地價所所長趙松認為，兩難之下，地方政府可以選擇的策略是挖掘存量用地。 

趙松：增加供應有存量和新增，這幾年強調提高集約節約程度，實際要看有效可使用的空間上。

比如前幾年有供應出去的但一直沒有開發，是浪費的。還有閒置的，低效利用，這一部分盤活也能緩

解一下供需矛盾。 

除了在土地供應上做文章外，房產稅也被業內視為調控房價的利器。但前提是，要實施不動產統

一登記制度，摸清市場情況。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院長周建春透露，目前制度建設已有了新的時間

表。 

周建春：2014 年，國土資源部將會研究起草《不動產登記條例》、《不動產登記辦法》等規章制

度，整合建立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做好國家層面有關不動產登記銜接工作。【記者晏琴】 

 

北市職災地圖 將增肇災處 

【聯合報╱記者邱瓊玉／台北報導】 

北市府勞動檢查處昨和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共同簽署「安全伙

伴」，未來全市 900 多家、2 萬多名不動產業者在銷售物件時，若該物件在施工過程中曾發生重大職

災，即會主動提供相關資訊，供消費者參考。 

此外，為詳細標出「凶宅」所在地，未來勞檢處在公布職災地圖時，將和不動產業者合作，新增

「肇災處」項目，確認意外發生的樓層、基地位址等詳細資訊，達到資訊真正透明化。 

勞檢處統計，今年共發生 8件重大職災死亡，因有 2件屬民宅個資隱私，僅公布 6件職災工地，

包括台大社會科學院、官景、吉鴻電子文德辦公大樓、信義聯勤、台北文化體育園區及台北資訊園區

等工程建案。 

北市副市長張金鶚表示，職災地圖的公布有其必要性，尤其是施工中發生重大死亡職災，至於公

布後，房價是否會下跌，則交由市場機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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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檢處公布職災地圖，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昨都表示贊同，

認為市內建案最多，房價也最高，此舉可避免消費爭議。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理事長張能政則認為，一旦基地被公布是「凶宅」，影響層面很大，應標示究

竟是哪一層樓出過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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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內政部防災型都更計畫草案出爐 

內政部上週頻頻被政治新聞困擾，但端出的新政策「防災型都更計畫」草案，看起來還不錯。其

內容是規畫以台北、新北、台南等三處地震斷層帶、土壤液化潛能區的老舊建物做為試點案例，明年

起，以四至五年時間，推動五千五百戶防災型都更住宅。內政部所選三個試點案例，台北市為吳興商

圈一帶，耐震不足舊建物，新北市在三重中正北路一帶，台南選在永康後甲里斷層地區。 

內政部長李鴻源說，吳興商圈老舊建物，遷建基地初步選在台北醫學院旁的「陸軍保養廠」，三

重中正北路一帶老舊建物，遷建基地選在三重永德苗圃，兩塊國防部用地均已獲軍方支持。台南永康

遷建基地還在選址中。 

李鴻源以吳興街建物為例說明，政府會先在陸軍保養廠用地蓋幾棟高品質、高耐震強度大樓 （給

予容積獎勵），做為中繼住宅或合宜住宅，住戶遷出後入住，原住戶拆遷或更新重建，財務依「權利變

換」方式，試算入住戶可取得坪數。 

至於原都更地區，將採低密度開發利用，闢建防災公園等公共設施，若住戶無意搬遷，可強化建

物耐震度。內政部規畫老舊建物提高耐震強度共四千戶、重建戶為一千五百戶。 

李鴻源說，興建方式可採營建署公家興建，也可由民間自辦，如陸軍保養廠總興建戶數一千三百

五十戶，民間實施者就可分回四百多戶、地主國防部、政府各分回一定比例，不會有財團炒作土地爭

議。「這絕對是一個『法拉利等級』的都更案，也是一個經濟低迷的振興方案」內政部長李鴻源表示，

推動這三處試點防災型都更住宅，政府不必花大錢，又能獲取財源、籌碼，活化國有地，避免最精華

的地被財團拿走，引起社會不良觀感。【網路地產王 綜合報導】 

 

工研院與富士通合作研發自律型物聯網防災感測技術 

工研院宣佈將和日本富士通合作，結合雙方技術開發出具有自律功能的物聯網防災感測技術，可

佈署於大範圍潛在災害風險地區，並自我偵測感測器是否故障，提昇台、日兩國災害預防能力。  

工研院以偵測邊坡滑動為例指出，一般物聯網防災感測技術多使用雷射測量或是將高精準度的傾

斜量測器埋入邊坡中，達到隨時監測邊坡滑動的防災、預警目的，但是這樣防災感測技術無法佈署於

大範圍，具有通訊、裝置耗電管理上的困難，佈署成本也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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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研院與日本富士通合作，結合雙方技術研發自律型防災感測網路技術，以大範圍感測為

目的。感測器可自行發電克服耗電問題，同時多個感測器架構物聯網通訊感測網路，在容易發生邊坡

土石崩塌的場所蒐集資訊，供災害預防系統使用。  

工研院與日本富士通各自分工，工研院負責感測器、通訊網路、無線軟體及能源控制的研發工作；

富士通則負責自律管理軟體技術開發的部份，包含遠端控制、克服感測器間通訊障礙相關技術，透過

嵌入式軟體、分散處理技術，當無線通訊間產生雜訊，或是其中一個感測器故障，周圍感測器仍能正

常通訊的機制，以適應惡劣環境。工研院表示，這項自律型物聯網防災感測技術將採用 Zigbee 作為無

線通訊技術，感測器的自我發電則朝向使用太陽能來研發。自律型物聯網感測技術目前主要用於偵測

邊坡滑動、土石災害，但未來可擴大應用到其他領域。 

 

日本擬創建定位資訊資料庫 用於防災救援 

據日本 NHK 電視台 1 月 13 日報道，日本總務省與國土交通省計劃創建一個定位資訊資料庫，用

於災後疏散和救援活動。具體而言，這些資訊包括氣象相關資料、國土地理院擁有的地圖資料、個人

及車輛的 GPS 全球定位資訊、社交網絡發文時附帶的定位資訊等。該資料庫收集的資訊規模十分龐

大。 

據報道，這些資訊還將以便於利用的形式公開。有分析認為，該資料庫將提高地方政府防災能力，

並促進民間公司在其基礎上研發新型服務。例如，大型災害發生之際，有關方面可以綜合“地震及海

嘯災情資訊”、“個人及車輛 GPS 定位資訊”和“網路發文”等各類資訊，向居民同步傳遞安全可

靠的疏散路線。 

此外，該資料庫還可用於快速高效的災害救援活動和救災物資運輸。日本總務省和國土交通省將

通過多次試運行，完善資料庫功能，並計劃於 2016 年度全面啟用。【環球網報道 記者 關超】 

 

雙方共同研發的物聯物防災感測技術包含使用太陽能自我發電的感測器，以克服感測器耗電維

護問題，可佈署於大範圍的高災害風險地區，感測器間彼此以無線通訊技術形成感測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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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資訊】國土部︰組建不動產登記局 開展不動產統一登記 

中國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徐德明表示，國土部將協調有關部門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快組建不

動產登記局，開展不動產統一登記。新華社周日引述徐德明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上的講話指出，不

動產統一登記是國土資源管理的一項新職能。建立實施以土地為核心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是中國

產權管理體制機制的重大改革。 

報導稱，今年中國將出台不動產統一登記條例，為全面開展不動產統一登記提供法規依據。國土

部及有關部門將建立統一登記信息平台，制定統一登記簿證。逐步以全國土地登記信息動態監管查詢

系統為基礎，整合推進不動產統一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台和查詢服務系統建設，推進信息共享。 

此外，進一步加快農村地籍調查和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完善確權政策，落實所有者和使用者

的土地權益，與不動產統一登記做好餃接，同時積極推進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引導土地股份制改

革。徐德明強調，不動產統一登記，具體工作主要在地方，特別是市、縣一級，當前要努力爭取將不

動產統一登記工作納入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工作重點，做好省、市、縣的職責整合和機構設

置工作。 

去年 11 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將建立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台，實現不動產審批、交

易和登記信息在有關部門間依法依規互通共享。推動建立不動產登記信息依法公開查詢系統，保證不

動產交易安全。【財華社深圳新聞中心】 

 

2013 不動產最佳投資城市 美囊括 2~5 名 

根據「海外國房地產投資者協會」（Associ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Real Estate, AFIRE）調查報

告顯示，儘管倫敦是全球房地產投資人去年最愛的投資城市，不過第 2 到 5 名都是美國城市，依序為

紐約、舊金山、休士頓與洛杉磯。另一份調查則指出，在美國市場之外，歐洲為今年美國極富階層的

投資首選地區。這份報告的投資標的，不僅止於不動產市場，內容尚包括各類型存款、股票與貨幣市

場共同基金等資產。 

AFIRE 指出，去年美國城市占了全球不動產最佳投資城市裡，前 5 名中的 4 名。雖然倫敦依然為

最佳投資城市。但在海外投資人眼中，美國在「穩定與安全」一項上，大幅領先其他國家。此外，美

國市場在資本增值與未來不動產購買上，為市場佼佼者。去年的投資首選為工業不動產，緊追其後的

是辦公室、零售商店與多戶型住宅。 

報告指出，休士頓在榜上有名，意謂投資人不僅只看紐約或舊金山等一級城市。AFIRE 執行長菲

捷特（ James Fetgatter）說：「本協會會員對紐約、華盛頓、或舊金山等主要城市以外的投資標的，越

來越感興趣，這意味著海外投資人，在美國城市中看到更多的投資機會。」 

另據美商 Spectrum 集團的報告顯示，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對擁有 100 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金的

極富階層而言，今年歐洲將是首選。然而報告指出，多半的美國富人還是不太願意將資金，投資在美

國以外的市場。報告指出共有 58％的受訪者指出，他們不願意於今年將資金投資在美國以外的市場。 

但如果一定要選個投資標的，歐洲的 20％排名第 1，其次是中國的 16％。【記者王傳強／綜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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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將立法施行最低工資 大廈管理費將增至少兩成 

物管業：加管理費淘汰老保安員 

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員最低工資草案將展開立法程

序，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理事長崔銘文料最低工資立法後

將帶動管理費調升，且加幅範圍大，升幅由一成至五成不

等，甚至更高；另加薪或會吸引較年輕一輩從事保安行業，

影響年老的保安員。 

崔銘文表示，該會一向期待保障從業員的生活水平、

改善薪酬，但釐定管理費的權力在業主會方，管理費調升

取決於業主意向。認同最低工資設兩年檢討期，配合業主

會每兩年換屆的實況。 

他指出，管理費調升幅度將因應各大廈有不同標準，

伙數越多的屋苑受影響較少，升幅達一成至兩成不等；伙

數越少的屋苑升幅可達四成至五成不等，甚至更高，主要

視乎清潔及保安員現有工資。因將來實施最低工資後，政

府亦將取消有關每月四千七百元的低薪補貼措施，若工資

一躍至九千多元，加幅便相當高。 

另外，最低工資立法將威脅老年保安員。該會統計屬下會員公司三百八十幢大廈的資料顯示，本

澳保安員平均年齡為六十三歲，整體從業員年紀較大。假設將來訂立最低工資後，人工達八千多至九

千多元，或吸引較年輕一輩入行，加上現時保安設備日新月異，年紀較大的保安員相對難勝任工作，

祇能服務舊式大廈。 

崔銘文表示，推行最低工資令行內營運成本上漲，如業主不同意承擔相關費用，會產生衝突，希

望政府推出措施確保制度順利推行。【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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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要求全面性修法 改進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 

住盟等團體於 1/26 召開要求全面性修法，提出

改進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記者會。 

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是攸關平抑房價及健全房

市的核心基礎，然由於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前修法時未

盡完善，致使有諸多漏洞與不合理規範。亦因此，遂

引發此次「地政士法」修法及行政院高舉「居住正義」

大旗提覆議之紛擾。 

針對此，住盟認為，行政部門不應將問題簡化成只是某單獨條的疑義，而是要以負責任的態度，

「全面性」檢討與修正實價登錄施行上的各項不足與缺失，也包括回應現行地政士對「裁罰標準」

不一的疑慮，而不是將其做為掩護政策缺失的擋箭牌。 

以下就當前實價登錄制度相關不足缺失，羅列重點說明如下： 

 放任預售屋炒作權利價格，應修正相關登錄規範。 

實價登錄制度中對於預售屋過於輕放，如：預售屋如由建商自行銷售，無須申報；預售過程之

換約行為，未納入申報範圍；預售屋代銷案件可於契約屆滿或終止 30 日，才行登錄。這些不當權

益，導致目前不動產交易市場中，唯獨預售屋價格任由代銷業者喊價定價，而帶動房價飆漲，甚具

炒作之虞。 

 「假登錄、真撐盤」案例時有耳聞，應有明確的查核機制防堵「虛價」 

目前政府對於登錄價格之篩選，僅對於「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者」進行個別查核，如略

提高成交金額，而未達「顯著」者，其查核不易。儘管其價格不致哄抬影響市場，但仍可能逐漸墊

高區域行情。掌握「真實」價格是此制度的核心價值，應制訂更嚴謹防堵「虛價」之措施。 

 交易價格真實性的責任歸屬，實際交易人應做為最終課責對象。 

在不動產交易中，實際交易人對於真實交易價格的登錄，應負擔更明確合理的責任，嚴禁交易

人因抬高房價、申貸等因素，錯誤認為可提供不實資訊之心態，而地政士與不動產仲介業者亦能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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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進行登錄作業。 

 登錄期 30天，公開發布亦需２個月，應縮短從交易至登錄發布之作業時程。 

目前實價登錄申報至公開發布長達 3個月，對於資訊取得的時效性較低，應縮短作業時程，如

在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同時，應一併進行實價登錄，無需再提供 30 天登錄期。而行政部門可依標準

篩選查核流程後，即發布資訊，使民眾獲得即時有用的房價資訊。 

 登錄資訊應善用公務資料以避免錯誤，亦無須因登錄錯誤得限期改正。 

政府應建立公務資料庫自動勾稽，主動提供關於屋齡、建坪、結構…等公務資料庫既存資訊，

不應要求登記人另行登錄，以避免錯誤發生，加重登記人無謂負擔，亦同時可要求不得限期改正。 

 區段化發布模糊房價，應在保護個人資料下，使房價資訊確實透明。 

實價登錄制度研擬時，因遭誇大「侵犯隱私」之虞，導致價格以「區段化」發布，無法清楚辨

別個別物件真實價格。儘管實價登錄與查詢機制上路後，民眾房價資訊取得較過去清楚，然與國外

嚴謹真實的登錄與發布，差距極大。 

 不應迴避實價做為課稅依據，以落實公平稅負與居住正義之目標 

當實價登錄資訊累積至一定程度後，可修正過低公告現值與不合理的不動產稅制，這是社會急

於改正住宅市場變態發展的共同心聲，即落實「實價課稅」，這亦是交易資訊透明化的最終目標。然

目前法條上高掛「在相關配套措施未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前，不得作為課稅依據」，政府明顯回避

處理，何來努力實現居住正義、健全住宅市場發展。 

最後，住盟總結訴求如下：既然行政部門一再宣示實價登錄制度為居住正義之關鍵，豈能將改

革簡化為覆議，而是應立即進行全面性檢討提出完整修正版本，並列為立法院下會期優先審議法案。

若捨此不為，只是坐實外界所言挾「居住正義」之名行短線政治操作與鬥爭！[2014/01/26 社會住

宅推動聯盟] 

 

促房產業與世界接軌 營建署將大推 BIM 

營建署長丁育群表示，接下來將大力推動 BIM(建築資訊模型系統)平台，要讓台灣房地產業再

升級，並和世界接軌。 

丁育群表示，世界各國在建築資訊上，多有建置類似平台，如英國 RIBA(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

就有此平台，亞洲國家，香港目前還沒有，大陸已經在做，台灣當然不能落後，透過平台能將國內

建築實力再發揮提升和升級。 

丁育群分析，每棟建築物的興建都需藉由不同工程的結合，工程只能有順序的、各自獨立完成，

再透過建築師整合，但在這樣的過程中，出現不同工程的建材或是設計等不能相互搭配，且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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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設計等時間較長，但若藉由一個平台，快速並有效的整合所有資訊並放在單一平台上把工程

所有資訊呈現，不僅可以縮短工程時間、提高效率，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這就是政府應該要做

的事情。 

丁育群說，目前營建署已經著手規劃建構 BIM 平台，接下來將協助建築施公會和各縣市政府，

將資料陸續建置至平台中，推動國內房地產業再升級。[2014/01/27 經濟日報] 

 

天際一抹綠 頂樓加蓋變「能源屋」 

布滿違章建築的屋頂，是台灣令人搖頭的

城市風景；房價太高造成年輕人無法進駐市中

心，則是影響台灣城市創造力的關鍵問題。建築

師龔書章帶領交大建築所學生設計「交大能源

屋」，計畫以綠建築取代屋頂違章建築，並成為

青年住宅。 

龔書章曾獲遠東建築獎，在建築界十多年後轉戰學界，出任交大建築研究所所長。他與交大人

文社會學院院長曾成德以多年實務經驗，協助學生發想設計「交大能源屋」，企圖一次解決台灣都

市景觀與居住問題。 

紐約、柏林、東京等大城近年掀起「屋頂運動」，改造高樓屋頂成為公園或綠色能源中心，打造

「綠色天際線」。這波屋頂運動促使龔書章思索「台灣新的屋頂風景是什麼？」 

龔書章指出，台灣的頂樓加蓋歷史悠久，這些違章建築多以低廉租金租給學生或社會新鮮人，

「可不可能轉型為青年住宅？」許多老房子拆除的原因是缺少節能設施，「可不可以在屋頂加蓋能

源屋補足？」在交大師生的靈感激盪之下，誕生「交大能源屋」。 

「交大能源屋」基地設定為城市中四到七層的老公寓屋頂，屋內空間一半做為綠能機電空間，

讓底下的老房子不必拆除，便能蛻變成「綠色住宅」。其設計核心類似溫室，透過植物來調節室內溫

度與空氣品質，減緩熱島效應。 

能源屋另一半做青年住宅，只租不賣。龔書章說，年輕人以便宜房租進駐，但須負管理責任，

使其成為居民休閒交流、種花種菜的公共空間。 

「交大能源屋」構想大膽，卻非紙上談兵。該計畫已獲台達電等企業贊助經費，七月將先到巴

黎凡爾賽宮廣場展出成品，參加「歐洲盃永續能源十項全能建築競賽決賽」，與十九所全球頂尖大

學團隊所設計的綠建築競賽。 

龔書章說，「交大能源屋」返國後，他們將設定「三年計畫」。先與北市府合作，找到一兩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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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的屋頂改造，成為二○一六年台北做為「世界設計之都」的創意風景，再推展至全台。他估算，

全台符合能源屋基地條件的老房子，若皆能在屋頂加蓋一間能源屋，將使社會住宅的比率，從百分

之零點零八升到百分之十二。[2014/01/25 聯合報] 

 

國土防災高峰會 產官學齊聚 

由臺灣防災產業協會主辦，2014 年防汛期前全國最大規模的國土防災盛會－「2014 台灣國土

防災高峰會暨防救災技術與設備應用主題館」，將於今年 3月 19日至 21日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與「Secutech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Fire&Safety台北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同步登場。 

本活動積極邀請相關防災政府單位與業者共襄盛舉，可說是產官學一次到位，全台防災大集合。 

以「國土防災高峰會」與「主題展示」兩大規畫進行多方交流，提供科技化與智慧化的國土防

災規畫建置的最佳參考。目前預計參與的政府與科研單位，包括：水保局、水利署、氣象局、地調

所、公路總局、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臺北市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大學

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臺灣科技大學公共資產與設施管理研究中心、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

中心……等。以及多家防救災業者熱烈響應包含：臺灣防災產業協會、中興工程顧問社、環興科技、

北極星測繪、台禹監測科技、華亞科技、經緯衛星資訊、豐以軒、中構日建、千倍科技……等。 

國土防災高峰會預計邀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行政院科技政委張善政、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

彭啟明博士等，分享災防政策與實施成果；也由多家業者分享最新的防災科技應用。 

展示部分：「政府防災主題館」將邀請中央相關部會展示多項防災系統與技術之建置成果，如：

土石流監測、氣象監測、災害評估與預測模式系統、橋梁與隧道安全防護、政府防災科技研發等。

「防救災設備應用展示區」將邀請業者展示最新科技設備，讓民間的最新科技導入政府的運作系統。

更多活動詳情，歡迎來電洽詢：（02）2659-9080分機 622、203。[2014/01/24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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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對抗氣候變遷 歐巴馬宣示成立 10 億美元基金    

美國總統歐巴馬 14 日宣布在 2015 年政府預算中，

成立一個 10 億美元的基金，用來協助全美國對抗氣候變

遷所造成的影響。 

歐巴馬是在加州佛雷斯諾(Fresno)宣布這個基金，展

現歐巴馬對人口最多的加州加速援助的承諾。加州之前

遭逢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乾旱，目前正極力復原中。這場

乾旱重創了該州的農業、能源和其它工業生產。 

根據白宮表示，這個基金將協助美國全國各社區，處

理極端氣候事故，包括水災、旱災、熱浪和野火等。同時

也將用來協助進行各項研究，以預防氣候變遷所帶來的

影響，包括海平面上升、極端溫度等。 

歐巴馬曾在 2013 年宣示了「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而這個基金就是此計畫的一部

份。雖然部份內容可以用行政命令來完成，但這個基金仍需國會批准，因此增添了不確定性。【新聞

引據： 採訪、路透社】 

防災型都更 選定 8 大區域推動 

行政院長江宜樺昨召集相關部會討論由內政部提出的「防災型都更」計畫，會後內政部長李鴻源

受訪指出，他已選定台北市松山機場旁、台中市舊火車站附近等八大區域推動防災型都更，不但減輕

民眾對地震的恐慌、讓城市翻轉，也可振興經濟、創造二十年的經濟動力，並建造五千戶社會住宅，

是多贏的政策。 

這八大區域包括台北市松山機場旁、中山女中對面、吳興街附近陸保廠；新北市林口 A9、桃園

中壢老街溪、台中舊火車站附近、台南永康後甲里斷層、高雄港（鐵路局），未來尚要經行政院核定。 

政院幕僚單位對「防災」二字有疑慮 

江揆昨邀集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主計總處等針對防災型都更召開第一次跨部會會

議。李鴻源表示，會中政院幕僚單位對「防災」二字有疑慮，擔心引起民眾恐慌，希望他談「都市更

新」就好，不要提到「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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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防災才是重點 也可讓城市翻轉振興經濟 

但李鴻源認為，「防災型都更」計畫中「防災」才是重點，最近大台北地震引起民眾關心，「現在

推防災是個好時機」。 

八大區域中的台北市吳興街陸保廠，屬國防部的閒置土地，除內政部想做為防災型都更示範區外，

教育部也想爭取為國際文教中心，形成「內政部、教育部搶地」；內政部退而求其次只要一半的土地、

約二．五公頃，不過昨天會中未做決定。 

李鴻源說，昨天會中多數部會都支持防災型都更計畫，「政府不必花一毛錢，就可創造五千戶的

社會住宅」；江揆則請他與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溝通，並做好財務規劃，之後再向行政院繼續報告，

但未定時程。 

交通部常務次長、兼代台鐵局長范植谷說，鐵路用地要變更為住宅用地，牽涉變更地目及回饋比

率問題，也牽涉到與地方政府的協調，但若能順利變更為車站特定區，對台鐵營運有幫助。 

台北市都發局長邊泰明表示，防災型都更的對象應是老舊、窳陋，或者巷道寬度與建築耐震係數

不足的社區，不懂為何中央要選吳興街陸保廠這塊空地，做防災型都更示範區，畢竟都更定義是老房

子拆掉重蓋，但選在一塊沒房子的空地推動示範區，有點奇怪，這部分有必要和中央「坐下來談一談」。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長王玉芬表示，對內政部規劃，新北市樂觀其成，也將全力配合。桃園縣政府

城鄉發展局長吳啟民表示，贊成內政部的推動計畫，中壢市老街溪有很多鐵皮屋、消防通道狹窄，未

來在都市更新過程當中，會引入防災的觀念。台中市副市長黃國榮昨天表示，台中舊火車站周邊，配

合鐵路高架化及新火車站興建、建國市場的遷建，原本就有一系列的開發規劃，配合中央的都更計畫，

應有更好發展。 

台南市都發局長吳欣修表示，市府目前選定永康榮民醫院對面的網寮營區、精忠二村及慈光九村

推動都更，面積可達八公頃，軍方已同意，未來該區建築物除高耐震係數外，也注重防洪及防災疏散

的設計。【自由時報】 

香港加強業主物業管理能力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代主席： 

 我回應一下議員在這一節提到的大廈管理和地區行政的問題。 

 

為協助業主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建築物管理條例》（《條例》）提供了法律框架，讓業主組成立

案法團，合力管理好自己的大廈。為了使這個條例與時並進，我們成立了《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委

員會，這個委員會由相關的專業界別及對物業管理有豐富認識的人士組成。 

經過多次會議，檢討委員會的工作已經完成。我們正在就檢討的結果在政府內部研究跟進，目標

是在今年年中提出初步的法例修訂建議，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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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鍾樹根議員重提的設立樓宇事務審裁處一事，檢討委員會曾經仔細考慮，而注意到不論是在

司法系統內或者外設立樓宇事務審裁處，都牽涉不少問題。如果在司法系統內設立審裁處，可能會與

現有渠道，包括小額錢債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工作重疊，令到制度

複雜化。 

另一方面，大廈管理和維修的糾紛往往不單涉及金錢，還會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大廈業權及維修責

任的問題（例如滲水及公用部分的界定等）。如果在司法系統之外設立審裁處，將這些案件交由非司

法人員判決，亦都並不合適，所以委員會對這個建議是有保留的。 

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一直推行各種措施，加強業主和法團管理大廈的能力，以盡量減少相

關糾紛。舉例來說，成立了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就複雜的大廈管理案件和糾紛，向業主提供權威

性的專業意見。 

如果爭拗雙方都願意接受透過調解處理糾紛，我們亦會介紹他們參加由香港調解會及香港和解中

心推行的「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接受免費的專業調解服務。 

大廈維修涉及巨額的工程費用。有些法團對於如何開展工程，特別在聘任工程顧問的時候，感到

困難重重。民政總署與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合作，將會於今年 4 月推

行「『顧問易』大廈維修諮詢服務計劃」，為有需要的法團提供專業的意見及文件範本（包括草擬招標

文件、分析標書和草擬合約文件），協助法團聘請認可人士，以開展大廈維修工程。民政署亦會邀請

法團參加廉政公署的防貪講座，以了解如何預防樓宇維修保養工程涉及的貪污。 

政府高度重視任何與樓宇維修相關的罪行。如果發現有不法之徒企圖以違法手段獲取維修合約，

執法部門必定會積極跟進。我們知悉警方會透過執法、情報搜集和防罪宣傳教育三管齊下的策略，打

擊與樓宇維修相關的罪行。警方亦已經在「有組織及三合會罪案調查科」成立了專責工作小組，就樓

宇維修工作，和有關法團和業主保持緊密的聯繫，加強情報搜集，並且與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合作，

推行防罪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 

至於多層大廈內設立的賓館，鍾樹根議員及姚思榮議員表示關注。政府正考慮修訂《旅館業條例》，

研究是否納入公契條款等因素，以加強維護大廈業主及住客的權益。 

我感謝葉國謙議員提出關於區議員待遇的意見。區議會是政府施政和推行地方行政的重要夥伴。

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區議會在這方面的重要角色。政府在今年 1 月，提高區議員的開支償還款額，包括

實質增加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34%，此外，更會於今年內檢討區議員的酬金安排，我們會就建議的方案

進行諮詢（包括區議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以及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我們打算於今年內

公布調整的水平，到下一屆區議會實施。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以上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2 月 14 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管治、

政制發展及地區行政）辯論的致辭全文。） 【香港政府新聞網】 

 

哈爾濱物業管理-裝修保證金與車庫管理費 

買了新房子，物業會收取裝修保證金，因退費引起的糾紛屢見不鮮。為規範物業服務行為，哈爾

濱市出臺物業管理新規定，收取裝修保證金被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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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新房裝修時，進駐物業一般都會與業主簽訂協議，由業主先行繳納一筆房屋裝修保證金，

1000 元至 2000 元不等。由於協議缺乏細則，價格制定及退費時間基本由物業決定，留下隱患。 

根據近日出臺的《哈爾濱市物業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收取裝修保證金被禁止，物業可收取裝修

管理費，只能用於裝修期間清運建築垃圾、電梯垂直升降及裝修管理支出，費用按不超過建築面積每

平方米 5 元收取，不得以任何形式再收取其他與裝修有關費用。以建築面積 100 平方米的房屋計算，

裝修管理費將不超過 500 元。【新華網哈爾濱/記者強勇】 

哈爾濱物業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實施 車庫物業費減半 

車庫的物業費怎麼收？小區公共空間的經營收益歸誰？垃圾清運費到底該不該交？物業費包含

二次加壓供水費嗎？這些長期困擾市民甚至引發糾紛的問題終於有了規範。13 日，《哈爾濱市物業服

務收費管理辦法》正式實施，《辦法》將保潔、公共設施設備的養護等業主最關心的收費標準進行了

細化。強化了物業服務的考核標準，讓業主在享受質價相符的物業服務同時，更大程度的維護了業主

和物業的合法權益。 

物業服務包含 

二次加壓費 電子門維護 

與過去不同，《辦法》將物業服務等級倒

置，由原來的一級為最高等級變成最低等級，

逐級上升，開放了服務等級設置，為今後更高

等級服務標準的設定預留了空間，避免目前指

導價格封頂導致的高端物業服務收費困境。 

新的物業服務內容分為基礎物業服務、級

差物業服務和特有物業服務三個部分。其中，

基礎物業服務包括基礎管理、屋面日常保養維

護、二次加壓供水、化糞池清掏、單元電子門

維護等 5 項服務內容。基礎服務不分等級，實

行無差別化定價成本，不論其他等級服務高

低，這部分統一定價為每月每平方米 0.13 元。

這是所有物業企業必須達到的服務標準。 

級差物業服務包括綜合管理、公共區域保潔服務、清冰雪、公共區域秩序維護、公共區域維修養

護、公共區域綠化養護等四級服務內容，其中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不含綠化)分別對應的定價成

本為每月每平方米(多層)0.38 元、(高層)0.39 元；(多層)0.54 元、(高層)0.56 元；(多層)0.86 元、(高

層)0.89 元；(多層)1.19 元、(高層)1.23 元。其中，清冰雪服務，一、二級每平方米 0.01 元，三、四級

每平方米 0.02 元；公共秩序維護，一級和四級之間定價成本相差較大，四級是一級的 4 倍，主要是小

區的封閉和智能化管理程度影響成本差異較大。此外，一級服務標準有所提高，定價成本(不含綠化)

與原成本標準相比提高了 0.14 元，對提升老舊小區物業服務質量，保證基本運營起到保障作用。 

特有物業服務包括電梯管理、車輛管理、裝修管理、公共責任險等 4 項服務內容。其中，電梯管

理服務費保留了原標準規定的每月每戶 11 元至 120 元的標準，但對電梯管理中的基礎費用管理作出

相應的補充修訂。室內停車泊位物業服務費按照政府指導價標準，實行平面和立體車位兩檔價格，平

面車位物業費 80 元/月，有塑膠地膜 90 元/月；立體車位物業費 110 元/月，有塑膠地膜 120 元/月。立113



體車位要求有專業的維保公司定期維修保養，若不能通過相關部門質檢，則不允許使用。同時，室內

停車場泊位物業費與熱費分別收取。 

近年來，哈市多次發生小區意外責任事故，由於物業企業無法支付賠償常常引發矛盾。《辦法》

規定，經業主大會同意，物業服務企業可以為住宅物業服務區域投保公共責任險，費用按照物業服務

面積分攤。 

服務項目側重 

清掃保潔 維修養護 綠化養護 

《辦法》除了新增加多項服務內容與價格標

準外，還強化基礎物業服務的比重，“清掃保潔”、

“維修養護”兩個項目成本在各級服務成本構成

比例中均有所提升。屋面維修、二次加壓供水、

化糞池清掏、單元電子門維護這 4 個服務項目，

是從原物業服務標準中“共用部位維修養護”部

分單設出來的，此標準已高於原四級標準“共用

部位維修養護”8 項服務成本標準的總和。並將

“綜合管理”項目成本，在各級服務成本構成比例

中均有所降低。 

此外，“綠化養護”項目成本也有所改變。以前按建築面積計算綠化收費，客觀上易形成“不夠用”

或者“用不了”的情況，很難有收支對應的實際問題。《辦法》由原來按照建築面積測算改為按綠化面積

測算後，將綠化面積年總成本再按月按建築面積分攤。依據綠化成本監審，物業服務綠化養護定價成

本，一、二、三、四級分別為每年每平方米 2.36 元、2.86 元、4.40 元、4.94 元，杜絕收支不合理的問

題。 

公共空間經營收益歸全體業主 

《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對於有房屋裝修需求的業主或物業使用人，物業服務企業應與之簽訂裝

修管理協議，督促其遵守有關規定。物業企業可收取裝修管理費，用於裝修期間清運建築垃圾、電梯

垂直升降及裝修管理支出。《辦法》規定裝修管理費按照不超過 5 元/平方米(建築面積)標準收取，並

明確規定物業企業收取裝修管理費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其他與裝修有關的費用。 

基於基礎物業服務項目在單體車庫物業服務中基本不體現，級差物業服務項目也只是部分體現，

根據質價相符的原則做降價調整。《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與住宅配套建設使用的單體車庫的物業服務

費，按照同住宅區物業服務收費標準減半收取。 

未解決小區內停車難問題，《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經業主大會同意，在符合消防安全等規定前

提下，可利用物業管理區域內的公共空間設置停車泊位，根據《關於印發機動車停放服務收費管理辦

法的通知》規定，每月每台 60 元至 90 元，所得收入扣除管理服務費用後歸全體業主所有，並按照業

主大會的決定使用。 

養護費和電梯基礎費專款專用 

《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物業服務費用中的共用部位共用設施設備日常運行保養維護費、電梯

費中的基礎費用，應當作為業主預購物業服務的費用，獨立核算、專款專用、結轉滾存備用。 114



共用部位設施設備維修養護和電梯基礎收費實行專戶儲存，不發生不使用，逐年滾存，結轉待用，

防止將未發生的定向使用經費轉化為企業利潤，保證共用部位設施設備維修養護和電梯養護能夠得到

應有的經費保障。 

物業服務與信用挂鉤 

服務不合格將被清退 

《辦法》第六條規定，暫時未達到《辦法》規定的

一級物業服務標準的，通過改造硬件和提升服務，達到

一級標準後，可執行基礎服務和一級級差服務的成本

標準(不含綠化費)，例如，高層每平方米 0.52 元(0.13

元＋高層 0.39 元)。對於不能按照一級級差物業服務內

容提供全項服務的，可以根據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執行

相應的成本標準，如在提供基礎服務的基礎上，還提供

了一級綜合管理和共用設施設備維修養護服務的，可

以執行 0.27 元(0.13 元＋0.10 元＋0.04 元)的定價成本。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物業服務監管實行日常考

評制度，對於連續兩次考核不合格的物業服務企業，按

級差物業服務收費標準下浮 10%的處理，對於連續考

評不合格的，應降低級差物業服務等級和收費標準。一

般設定為半年或一年評定一次。對認真整改達到要求

的物業企業，可回到原標準；對於不認真整改的，經考

核確認後可以降低服務等級和收費標準，直至辭退。 

新規更注重服務結果 

“《辦法》對物業服務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分類，更對價格進行了細化，今後的物業服務就是花多

少錢享受什麼樣的服務。”歐洲新城業主委員會主任張澤仁告訴記者，《辦法》新增了諸如車位費用、

清雪費用等價格標準，這些細化分類的實施，降低了業主和物業的糾紛。哈爾濱物業供熱集團物業房

產部部長戴英波表示，《辦法》彌補了以往一些服務項目定價缺失的問題。同時，一些單體樓房或一

些不具備級差服務的老舊小區也有具體的服務內容和價格標準，方便日後的服務。 

哈市物業辦副主任張曉輝介紹，過去的物業服務標準只規定了服務頻次，沒有規定服務效果，導

致業主對物業服務質量難以監督和衡量，缺乏可操作性行。新標準著重對每項服務應達到的效果進行

了明確規定，對每項內容都設立了考核分值，並對總體服務情況設立了達標分數，增強了政策的可操

作性，便於業主及行政主管部門對物業服務質量的監督考核。為下一步全民開展物業服務質量考評提

供了有利依據。哈市住房保障與房產管理局局長孔慶勳強調，物業企業若要依照《辦法》調整物業價

格，必須先行做好服務，試運行 3 個月，獲得業主的滿意及認可的才能調整，業主不滿意的一律不能

調整，擅自調價的要嚴厲查處。 

相關鏈接 

《哈爾濱市物價局關于加強居民進戶費和物業服務費管理的通知》、《哈爾濱市物價局<關于加強居民進戶

費和物業服務費管理的通知>的補充通知》、《關于進一步規范物業服收費工作的通知》同時廢止。 

【中國日報網/記者梁庚 張博】 115



預售屋實價登錄 變嚴 

內政部全面檢討實價登錄制度，為防堵預售屋炒作，未來預售屋申報實價登錄，擬改為「簽訂買

賣契約後 30 日內申報」，價格全面攤在陽光下，預售市場不二價時代將來臨；同時，實價課稅需配套

措施條文也將刪除，為未來實價課稅鋪路。內政部 2 月 14 日舉行「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

錄制度通盤檢討會議」，邀請產官學三方研商實價登錄健全方法。擬刪除實價登錄三法「已登錄之不

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的相關條文規定。 

內政部擬刪除「實價課稅需有配套措施」的條文，意即不用透過立法就能實價課稅，建商認為是

為未來實價課稅作準備。但房產專家指出，肯定政府健全房市資訊透明化的決心，但預售屋屬於債權

行為、未具有產權，目前並無法源依據債權有必要申報實價登錄，恐怕會有結構上的問題。 

2012 年實價登錄制度上路後，國稅局即以實價資訊來進行預售屋、新成屋、中古屋的查稅動作，

檯面下的實價課稅早已開始。建商說，若實價課稅上路，將大幅提高民眾持有不動產及交易成本，威

力大過奢侈稅，將是未來民眾是否願意持有不動產的最大關鍵。 

建商並指出，條文刪除後，政府更可直接強推相

關不動產加稅政策，如豪宅稅，直接以總價 8,000 萬

元產品為課稅目標。 

不過，內政部副司長王靚琇昨天表示，刪除相關

條文是因應「外界」聲音，因外界不斷詢問實價課稅

的配套措施在哪裡，為避免「社會大眾產生實價課稅

疑慮」，才希望刪除。她強調，刪除此條文，並沒有

替接下來的實價課稅預先做準備，會議純粹是與各

界專家「交換意見」。 

另外，預售屋申報制度也將改變，目前實價登錄制度中，成屋、中古屋買賣登記過戶一個月內，

必須登錄房價。但預售屋方面，僅規定建商、代銷「完銷或結案後」，才須登錄行情，目前登錄約一成

左右；預售屋紅單銷售遭外界批評，繼台北市副市長張金鶚要查預售屋後，內政部也將補破網修正。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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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 最高補助 70%    

規劃設計及施工經費補助項目包括：一、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二、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三、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舖面工程、街道家具設施。四、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拆除及鐵

窗拆除之費用）。五、外觀綠美化工程。六、維護公共安全必要之公用設備修繕及更新等。 

每案補助上限為補助項目總經費 25%，但如位於歷史建物及歷史街區整建維護，補助金額上限為

50%，市府公告整建維護策略地區補助金額上限為 70%，經費有限，只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先提出申

請即可優先補助，請民眾檢具經市政府核定發布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向都

市發展局提出申請。 

本補助案隨時受理申請，今年度預定召開 3次審查會，各次審查會截止收件分別為：4月 11日下

午 5 時、6 月 11 日下午 5 時、8 月 11 日下午 5 時。相關資訊可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查詢或

電洽都發局都市更新工程科聯絡人張小姐，電話：04-22289111 分機 65501。 

為鼓勵市民進行老宅外牆及外部環境整建維護，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今年首次編列 500 萬預

算，補助相關都市更新案規劃設計及施工經費，屋齡達 20 年以上的建物，若符合條件最高可補助總

經費的 70%，只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先提出申請即可優先補助，請符合資格的民眾檢具相關資料提出

申請。 

都發局表示，臺中市許多建築雖然較為陳舊，但僅需進行房屋外觀微整形，即可創造經濟價值、

美化市容，並活絡地方。都發局除每年受理民眾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款外，今年度更首次編列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500萬元，提供市民申請，以提升城市競爭力及促進地方發展。AA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經費補助對象為公寓大廈管理委會、都市更新團體或機構。只要是

位於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屋齡 20 年以上的建築物，屬於「連棟透天或獨棟透天式建築物接續達 5 棟

以上」、「3層樓以上雙併式建築物 2棟以上」或「6層樓以上整幢建築物」，則可提出整建維護補助經

費申請。 

【台灣好新聞/記者李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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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防災國土高峰會暨 Fire & Safety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歡迎報名 !! 

由臺灣防災產業協會主辦，2014 年防汛期前全國最大規模的國土防災盛會－「2014 台灣國土

防災高峰會暨防救災技術與設備應用主題館」，將於今年 3 月 19 至 21 日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與「Secutech 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Fire&Safety台北國際防火防災應用展」同步登場。 

 本活動積極邀請相關防災政府單位與業者共襄盛舉，可說是產官學一次到位，全台防災大集

合。以「國土防災高峰會」與「主題展示」兩大規畫進行多方交流，提供科技化與智慧化的國土防

災規劃建置的最佳參考。目前預計參與的政府與科研單位包括：水保局、水利署、氣象局、地調所、

公路總局、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臺北市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大學氣候天

氣災害研究中心、臺灣科技大學公共資產與設施管理研究中心、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等。以及多家防救災業者熱烈響應包含：臺灣防災產業協會、中興工程顧問社、環興科技、北極星

測繪、台禹監測科技、華亞科技、經緯衛星資訊、豐以軒、中構日建、千倍科技...等。 

國土防災高峰會預計邀請前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行政院科技部長張善政、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

司彭啟明博士等，分享災防政策與實施成果；也由多家業者分享最新的防災科技應用。 

 展示部分：「政府防災主題館」將邀請中央相關部會展示多項防災系統與技術之建置成果，如：

土石流監測、氣象監測、災害評估與預測模式系統、橋梁與隧道安全防護、政府防災科技研發等。

「防救災設備應用展示區」將邀請業者展示最新科技設備，讓民間的最新科技導入政府的運作系統。

更多活動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02)26599080 分機 622 徐先生、 203 修小姐，或至

http://www.secutechfiresafety.com/14/tw/seminar_register.aspx?ff=9 網站報名查詢。 

2013年大陸百姓價格投訴"黑名單" 物業糾紛居榜首! 

物業管理服務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這也使得物業容易成為群眾

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日前公布的煙臺市 2013年價格投訴熱點中,物業糾紛居百姓價格投訴“黑名單”

榜首。 

物業管理亂象頻現 

2 月 18 日,家住煙臺市芝罘區福旺街的李先生遇到了一件煩心事。“從緊鄰的新世界花園社區大

門回自家房子,要交 100元的藍牙押金,這不是變相收過路費嘛!”李先生氣憤地說道。據了解,福旺街有

8 棟公寓,很多通勤族上下班要經過新世界花園社區大門,而物業將該社區的規定用在了他們身上:想要

進社區先交 100元藍牙押金,車停在新世界花園還得每年交 600元的停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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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走的是他們社區的

大門,但是回的是自己的家,這‘進門

費’太不合理了。”李先生說道。而

福旺街另一位業主告訴記者,就算交

了 600 元的停車費,物業也不會為他

們提供車位,福旺街的通勤族都非常

不滿意。記者採訪了新世界花園社區

的物業經理,而物業給出的解釋是:收

取的每年 600 元並不是“進門費”,

而是因為沒有停車位的車主把車停

在社區公共區域,物業要收取一定的

服務費。 

“由於物業管理涉及的範圍很廣,很多社區物業會鑽法律漏洞,時常出現亂收費的現象,而社區居

民不清楚相關的法律法規,往往蒙在鼓裡。”煙臺市物價局價檢局檢查一科科長王義獻說。據介紹,2013

年價格咨詢、投訴的問題主要涉及住宅物業管理收費、交通運輸、停車場收費等方面,而這些問題都與

物業管理相關。 “不交錢—降質量”的惡性循環煙臺市物價局統計數字顯示,2013年物業管理類投訴

229件,佔投訴總量的 24.4%。社區內停車收費、供水二次加壓收費、收取業主“裝修期間電梯使用費”

是物業管理投訴中最突出的問題。 

 “面對部分物業企業的亂收費現象,大部分社區業主的選擇是拒交物業管理費,而這樣做的後果

就是物業公司缺少管理經費,服務質量自然就降低,最終造成惡性循環。”王義獻說。據了解,物業服務

企業良莠不齊的現象確實存在,隨著煙臺市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很多年輕的物業公司在管理和培訓方面

跟不上,服務不規範、不到位,物業管理企業的財務收支不透明,服務觀念尚需改變,服務意識、服務水平

還有待提高。 

但是,記者在各社區的走訪中發現,在某些物業一些不合格的服務行為背後,同時存在的是部分業

主對物業工作的不了解和對物業管理人員的不尊重。部分業主認為物業管理人員就是“管家”,理所

當然要為自己弓背哈腰,稍有不滿就強加指責。居住多年還沒領到房產證,或是社區管道漏水、牆壁有

裂縫等問題都歸咎於物業身上,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是開發商的遺留問題,與物業無關,但是物業公司

往往莫名其妙背了“黑鍋”。難題破解還需多方努力。 

針對物業與業主的矛盾,記者採訪了煙臺中鐵逸都的物業管理部門。“我們做了市場調查,從業主

方面考慮,業主希望的是物業的收費能夠透明；而我們物業部門想的無非就是希望業主能夠多與我們

溝通,良性溝通才能構建和諧家園。”中鐵逸都物業部部長趙敦建說道。該物業公司實行了物業費用公

示制度,並積極邀請業主參與物業管理,業主對物業的滿意度很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溝通”

二字。 

行業協會在難題破解方面也需發揮相應作用。煙臺市目前約有物業管理企業 580 家,從業人員近 8

萬人,全市物業管理協會於 2013年 6月成立。但就現實操作情況來看,作為全市各物業企業的管理交流

平臺和紐帶,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對於物業管理中矛盾最為突出的價格問題,煙臺市物價局工作人員提醒市民,根據規定物業企業只

需對收費標準進行公示即可,政府部門不強行干預。對於市民存在的物業管理收費疑惑和質疑,可以撥

打煙臺市價格監督舉報電話 12358 進行咨詢,物價局會按照價格法規進行解決。 

【大眾日報 /董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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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層＋盆地＋近斷層 3效應威脅大台北 !! 

最近地震頻繁，讓人覺得大地震是否即將到來而惶恐。筆者就建築結構專業之見解，提供政府與

民眾參考。不是無力改建，就是不知自己的房子有危險，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提出辦法，讓民眾知道

自己處境，而非一再的躲避九二一大地震後已經存在老舊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之問題。 

●山腳斷層應早日改列為第一類活動斷層：在九二一地震以前中部車籠埔斷層為第二類活動斷層，大

地震之後即改列為地一類活動斷層。山腳斷層曾經發生過大地震且目前活動相當頻繁，應改列為第

一類活動斷層，使建築物耐震設計可以適用，而非等到房子蓋好後再予補強。 

●近斷層兩側五公里以內應劃定為防災型都更範圍：由於近斷層建築物所受之地震力較非斷層帶者大

很多。有必要將近斷層兩側之建築及土地納入防災型都更範圍，並予獎勵，使民眾就新建、改建或

補強有所選擇。 

●政府應建立「斷層雲」供民眾查詢：近斷層建築物受地震力較大，政府應籌建「斷層雲」App供查

詢 。房子買賣與興建均可上網查詢，而非等大地震後才發現房子蓋在斷層線上。 

由於大台北地區建築物底層多為大賣場、餐館或其他大型商業空間，一樓容易產生「軟弱層效應」，

再加上台北「盆地效應」與山腳斷層「近斷層效應」，三效應合一的話，建築物倒塌數量決不是六千棟

可以比擬，政府應正視此一事實風險。 

【聯合報╱蔡萬來/結構技師(嘉義市)】 

淄博張店區提升城市管理 打造“全域城市化” 

記者 2月 20日從山東省淄博市張店區區 2014年城市建設管理暨園林綠化會獲悉，張店區將 2014

年確定為“城市管理提升年”，推進 27 項城建重點工程建設，並在全區 220 個老舊小區全面推行簡

易物業管理。 

據悉，張店區將加快推進 27 項“得民心”城建重點工程建設，抓緊立項實施民眾反映強烈的項

目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涉及道路改造提升、老舊小區管理、便民市場建設、城市裸露土地綠化、

中小學新建改造等方面。在保證這些項目盡快開工的前提下，張店區將把好各個施工環節的質量安全

關，堅決杜絕較大以上安全事故發生，同時全面做好相關資金保障。 

同時，該區 220 個老舊小區將全面推行簡易物業管理。目前張店區第一批 43 個老舊社區已全部

推行或啟動簡易物業管理，下一步將在全區 220個老舊小區全面推行，徹底整改老舊小區。由於簡易

物業管理有市場化運作、社區統管、成熟物業公司代管等多種模式，該區各鎮辦將因地制宜，利用扶

持資金推行簡易物業，確保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持久改善。 

與此同時，張店區今年將啟動 5個村住房建設工程，建成 15萬平方米，確保 2000 戶居民遷入新

居；開工 100套公租房和 800套限價房，基本建成 1100套經適房，6月底前財政投資的區公租房項目

將竣工投用；民政、人社、國土、教育、衛生等部門密切配合，積極推進農民市民化。 

【中新網／伏曉；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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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綠建築  米蘭垂直森林即將完工 

義大利米蘭興建中的新概念綠建築「Bosco Verticale」（垂直森林）施工 3 年多，終於接近完工，

住戶可望於今年內入住。義大利建築師鮑埃里要把兩棟 27 層的大樓陽台變成栽滿綠樹的公園，遠看

兩座高樓有如垂直森林。 

要把 730 棵樹木、5000 叢灌木和 1 萬 1 千個盆栽全部安放就位，其實難度頗高。想住進這綠意

盎然的豪宅，代價也不便宜，估計每戶公寓售價在 2800萬至 8600萬元台幣之間。 

米蘭垂直森林雙塔小檔案 

☆建築：地上 27層、地下 3 層，樓高 116.5公尺 

☆內部規劃：71戶住宅        

☆綠地面積：約 3千坪 

☆建築師：鮑埃里（Stefano Boeri） 

☆施工期：2011~2014年 

☆造價：約 27億元台幣 

【蘋果日報】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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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103 年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公告 

壹、獎助目的： 

為鼓勵國內大學相關系所學生及博、碩士班研究生，重視物業管理服務相關議題並藉以培養專業人才，

特提出「論文獎學金獎助」方案作為回饋社會方案，自 94 年迄今已辦理九屆學術論文獎助，共計 89

名學生獲得贊助，並藉此招募優秀人才進入本公司服務。 

貳、獎助對象： 

國內公、私立大學博、碩士生，不限科系，符合物業相關主題者皆可申請。 

參、獎助項目 / 獎助金額 / 申請時間： 

一、博士研究論文：二篇，每篇獎學金陸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二、碩士畢業論文： 

(一) 一般生論文： 

1.特優獎：二篇，每篇獎學金參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2.優選獎：二篇，每篇獎學金貳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3.佳作獎：三篇，每篇獎學金壹萬元（含稅），獎狀一幀。 

  (二) 在職生論文： 

    1.特優獎：一篇，每篇獎學金參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2.優選獎：一篇，每篇獎學金貳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3.佳作獎：二篇，每篇獎學金壹萬元（含稅），獎狀一幀。 

※請於 103 年 6/30 前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肆、研究主題： 

申請獎助的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須屬於物業管理（設施與環境維護、生活與商業服務、資產營運

與管理）範疇，且有關以下十項課題之理論發展、實務探討、運作模式、發展策略與個案研究。 

  一、物業管理制度及法令之相關研究 

  二、物業管理產業結構及資料庫之相關研究 

  三、物業管理維護及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 

  四、社區總體營造與防災相關課題之研究 

  五、不動產資產管理與活化相關課題之研究 

  六、設施管理與商業支援服務相關課題之研究 

  七、社區生活服務需求與消費行為之關係研究 

  八、社區通路之開發與營運（如：網路購物、宅配等相關研究） 

  九、物業管理專業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題之研究 

  十、其他提升物業管理產業價值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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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辦法與相關文件 （可下載申辦法及報名表） 

103 年畢業博、碩士學術論文獎助申請辦法及報名表可至下列網址下載填閱 

http://www.tokyonet.com.tw/event/Event_Content.aspx?Type=1&News=53  

如有疑慮請電洽(02)2393-3766（分機 223）孫小姐查詢。 

◎指導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贊助單位：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策劃單位：東昇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保安員不足 學會建議 70 歲退休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副會長何肇堅表示，基於政

府長遠房屋策略，未來 10 年有達 47 萬個單位供應，

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助業界培訓物業管理人才。

同時，該會建議延長保安員退休年齡由現時 65 歲延

長至 70 歲，解決人手不足問題。 

政府大增供應 物管人才不足 

基於政府長遠房屋策略，未來 10 年有達 47 萬

個單位供應，該會估計在物業管理上需額外增加 800

個經理級以上、及 4,000 個主任級的專業管理人才。

以目前本港大專院校每年僅提供 300 個學額，當中

只有約 100 人為新血，其他為在職培訓，加上行業

有約 2%至 3%的自然流失，實不足應付未來需求。 

何肇堅指出，學會目前已跟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等合作舉辦一些專業課程及講座，和

鼓勵從業員進修外，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助培訓人才。學會支持立法規管物業管理從業員發牌制度，

牌照應分為兩級制，並同意於物業管理發牌立法後 3 年內，安排現時有經驗但學歷不足者進修來滿足

發牌需要。另外，該會同時建議延長保安員退休年齡由現時 65 歲延長至 70 歲，以釋放勞動力，解決

人手不足問題。由於法團不用取物管牌照，該學會擔心目前香港有 4,000 幢舊樓(俗稱三無大廈)，日

後無人負責維修管理，此類大廈應由政府出面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拼業績？ 北市整建維護採「隨報隨審」 

台北市整建維護補助政策從 2006 年開始，至今雖然已有 108 件核准補助，不過去年僅有 5 件申

請，其中有 4 件是申請裝設電梯。市府想要鼓勵民眾多元都更，採取竣工時間較快速的整建維護，在

法規的部分勢必得突破，北市府則回應，今年 4 月開始的申請案件，採「隨報隨審」不限申請時間，

目的就是要加快核定速度。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袁翠儀 (右三)及副會長何肇堅(左三)

期望與更多本地及海外大學合作舉辦物業管理課程。

【梁悅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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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拉皮大樓會比公寓來得容易。（好房 News 記者陳韋帆攝影） 

北市都更整建維護仍要走《都市更新條例》，

換句話說，也必須像一般「都更改建」進行

劃定更新單元、事業計畫公聽會、公展及審

議流程，以市府推崇的整建維護典範案例

「住安大樓」來看，從召開審議委員會至核

定就花了 20 個月，後續還有申請建照、施

工期間，因此從申請至竣工總共花費 3 年

多時間。 整建維護是以 1 張建照、整幢為

單位，住宅大樓又會較一般老舊公寓申請

意願來得高，老舊公寓要申請整建維護便

要從組成管委會開始，加上陽台外推、外牆

管線、冷氣等違章問題也必須清除，即便有補助卻也是抗性之一。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指出，由於整

建維護沒有獨立的規章，因此目前只能著手從「隨報隨審」加強更新核定速度，希望能從居住安全角

度讓民眾參與整建拉皮。其實目前北市許多大樓已經著手進行拉皮，其中又以商業大樓因必須顧及公

共安全及整體形象，且部分大樓擁有外牆廣告收益，拉皮所需的資金自然不成問題。 

【好房 News 記者蔡佩蓉／台北報導】 

鳥籠建案不夠看 北市出現 3 坪「乾扁宅」 

台北市都市更新整合不易，加上目前房市處於相對高檔，許多業者等不及整合便趕緊規劃設計

申請建照，尋求快速資金回收，不過，這一年多以來，不僅多處出現「鳥籠建案」，現在連狹長型

「乾扁宅」也出現了，單戶室內坪數僅 3 坪，不禁令人懷疑，這樣的房子是給人住的嗎？ 

鳥籠建案近幾年「繁星點點」，全都

歸咎於高房價但土地整合與都更改建卻不

順利，現在北市房價面臨上漲瓶頸，許多

小型「一案建商」乾脆放棄整合，只要申

請得了建照就趕緊施工興建，以求資金回

收落袋為安。在台北市林森北路、捷運中

山國小站旁就出現一處正在施工的基地，

面積只有 53 坪，寬度 5.24 米正好「低空

飛過」申請建照至少 5 米寬度的標準，台

北市建管處副總工程司邱英哲指出，該案

為商四特，容積率 560％、建蔽率 65％，

容積全都用完之下將蓋 13 樓共計 21 戶。 

有趣的是，這樣的基地會怎麼規劃呢？依據建照資料，仍是規劃「雙併空間」室內實用坪分別

是 3 坪與 14 坪，換句話說，14 坪空間尚能容納 2 名頂客族，但 3 坪的規劃，卻代表只容得下「一

張床、一個衣櫃」，購屋民眾即便入住新成屋卻只能「蝸居」，值得嗎？ 中信房屋林森加盟店店長許

志偉表示，近 1 年以來林森北路一帶已經出現 3~4 個「鳥籠建案」，許多都是無法順利整合都更，而

縮小基地面積推案。 

 

都更不易，台北市出現狹長型「乾扁建案」。 

好房 News 記者陳韋帆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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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案受限規劃抗性並沒有預售，目前市場行情推估每坪開價落在 90 萬元左右，周邊新案成

交約每坪 70~80 萬元，只不過「乾扁宅」產品恐怕會面臨嚴重的價格挑戰。 事實上「鳥籠宅」是從

台北市精華地段開始蔓延，2010 年麗水街就有推出地坪僅 30 坪的建案「麗水翫」及基地 55 坪的

「冠德麗水」，其中「冠德麗水」順利整棟出售，而「麗水翫」也隨著當時房價狂漲一路調價，2012

年整棟開價曾破 1.88 億元。 

這類小基地建案隨著房價飆漲，也蔓延全台北，去年隨著北市預售屋買氣鈍化，更出現基地僅 67

坪的「晶華官邸二期」建案被法拍，如此小基地搶建風潮已經成為市場警訊。 邱英哲說，市府並不樂

見這些不符合正常居住形態的住宅如雨後春筍般推出，未來還是要著力於推動大面積都市更新，才真

正能夠改善住宅環境。 

【好房 News 記者蔡佩蓉／台北報導】 

防災整備 內政部今年提早準備 

現在距離 5 月 1 日汛期開始大約還有 1 個半月的時間，內政部提醒國人颱風、水災與土石流的

威脅日漸增加，並呼籲注意氣象資訊及周遭環境的變化，事前做好防颱與防汛的工作。 

內政部表示，今(103)年比往年更早開始協助地方政府提升防救災能力整備，自今(103)年 2 月

起，開始赴各縣市檢查全國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抽水站運轉、抽查雨水下水道清淤、山坡地住宅

社區安全檢查、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安全巡查，以及評鑑消防單位防救災整備作為，並補助臺北市

等 6 縣市政府辦理風、水、地震或海嘯等複合型災害防救演習，以提升地方政府防汛防颱整備。 

此外，內政部已結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基礎資料，並介接各部會資訊系統，建構全新防救

災雲端系統，並為因應風、水災，內政部也偕同各縣市政府重新檢視全國 7,835 個「村(里)簡易疏散

避難圖」，完成第一階段更新，並可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繪製。另補助各縣市廣設「防災避難看

板」總計 952 面，標示當地基礎防災避難資訊，以利民眾災時迅速掌握避難資訊，前往避難。 

內政部指出，為解決偏遠山區災情通報困難，已補助新竹尖石鄉、宜蘭大同鄉、臺中和平區、

南投國姓鄉、仁愛鄉、信義鄉、高雄那瑪夏區、茂林區、桃源區、臺東卑南鄉、東河鄉等偏鄉

（鎮、市、區）公所建置無線電專用通報網路，供基層鄉、村、里長通報災情使用，強化災情傳遞

與查報、通報。 

內政部強調，為守護全國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將秉持總統「離災優於防災、防災重於救災」原則，

提早積極督導、協助與整合各地方政府，落實各項防救災能力整備作為，以確保災時緊急應變效能，

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好房 News 記者蔡佩蓉／台北報導】 

航空業前景堪憂？極端氣候加劇 美國航空業虧損破上千萬美元 

全球暖化造成世界氣候變遷，極端天氣狀況恐逐漸成為常態。美國今年冬季受極端氣候的影

響，美國 4 家最大的航空公司周一(10 日)表示，2014 年 1、2 月共計取消 7.45 萬次的航班。 

《華爾街日報》報導，摩根大通集團（JPMorgan Chase & Co.）於紐約所舉行的航空會議上，達

美航空(Delta Air lines Inc.)(DAL-US)總裁 Ed Bastian 表示，暴風雪的氣候導致 1.7 萬多次航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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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造成 5500 萬美元的稅前虧損。達美航空是美國第 3 大航空公司，預計今年第 1 季每位乘客平均

里程數的花費，與去年同期相比每 1 英里會增加 3%至 4%。。 

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Continental Holdings Inc.）

(UAL-US)副總裁 Jim 

Compton 在此會議上也表

示，今年 1、2 月份公司共

取消 2.3 萬次航班。其中，

90%都是屬於小型客機地區

性同業合作往返航班。美國

聯合航空為美國第 2 大的航

空公司。 

 

 

全美航空(American Airlines Group Inc.)(AAL-US)指出，兩個月內共取消 2.8 萬次航班，較前年

暴增 164%。全美航空計畫將於 4 月初發布極端氣候所造成的營收損失。全美航空表示，儘管乘客里

程數的收費些微增長，但是收益方面的虧損更大。全美航空現為美國第 1 大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Southwes Airlines Co.)(LUV-US)財長 Tammy Romo 表示，1 月及 2 月分別取消 4000 架和 2500

架航班，航機載客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2.2%。西南航空為美國第 4 大的航空公司。 

【鉅亨網/薛景懋 外電報導】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羅紫萍 

美國航空業 1、2 月深受暴風雪所苦，共取消多達 7 萬次航班。(圖片取自全美

航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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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代銷公會：對岸低佣金搶市 衝擊大! 

PAGE：1 

輕型抽水機宅急便  里鄰防災添利器! 

PAGE：2 

年購屋上限 400 戶 防服貿湧陸資炒房用展! 

PAGE：3 

WMO：2013 年全球極端氣候一籮筐! 

PAGE：4 

陰雨天牆壁滲水發霉，怎麼辦？ 

PAGE：5~6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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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房市主要還是看供需基本面，只要

有需求，買氣仍在。 

 

但業界人士私下說，大家還是擔心服

貿通過後，大陸代銷業者來台會低價承攬

代銷、仲介案；台灣目前代銷佣金約百分

之五至七，若大陸業者以百分之一搶市，

市場肯定會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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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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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很大，業者強力反對服貿協議開放不動

產經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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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學運對房市影響不大，且股市這幾天

也上揚、並沒有重挫，房市理應不會受到

影響。反而是選舉議題的確影響建商推案，

不少建商都為了避開下半年選舉，趕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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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 

 

 

 

羅紫萍 助理教授   

        

 

 

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 

 

 

【聯合報╱記者江碩涵／台北報導】 

第 55 期

2014/04/01 

不動產代銷公會：對岸

低佣金搶市 衝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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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鄰是防災第一線，提升里鄰社區

災害應變能力是北市府推動防救災工

作首要目標。大安區公所在台電核能火

力發電工程處（和平東路 1 段 39 號）

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里鄰防災示範演

練，由錦華里鄰社區防災志工編組擔綱

演出。並首度亮相今年里鄰防災新利

器，2 吋及 3 吋輕型抽水機 8 台，里辦

公處只要接到里內某巷弄淹水，快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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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區蘇素珍區長表示，根據 101

年台北市 612 及 616 水災之經驗，午

後強降雨所帶來的淹水災情，往往非大

範圍的淹水，而是因家戶排水不及，造

成地下室淹水案件，一般抽水機大都需

搭配車輛運送，往往緩不濟急，因此大

安區公所今年特別添購了 8 台沉水式

電動抽水機，於各次分區均預置 1 台，

部分里辦公處亦有自行購置備用。由於

電動抽水機體積輕巧，即使女性志工也

可輕易移動，機車即可載運，機動性高，

在災害來臨時，可以快速抵達災害現場

協助救災，達到區域型防災『抽水宅急

便、救災真方便』之效益。 

 

錦華里里長溫美珠說，本次演練是

屬於複合式災害演練，演練項目包括

「行動防災 APP 運用」、「災害通報演

練」、「里鄰應變小組即時成立」、「沙

包堆疊演練」、「抽水機操作演練」、

「住宅火警警報器運作」、「滅火器實

際操作演練」、「CPR 及 AED 操作演

練」等，26 日演練腳本之一，里民家中

因電器電線走火，引發住宅火警警報器

聲響大作，鄰居通報里災害應變小組指

揮官(里長)，指揮官剛好不在台北，指

揮官隨即迅速指定應變小組成員之一

巡守隊隊長廖慕陶代理指揮官啟動救

災編組，進行疏散、滅火救災，過程流

暢逼真，主要是里民平時已有養成訓

練，具備居安思危及防災意識與能力，

當災害來臨時才能守護家園。 

 

大安區公所表示，台北市目前在各

里成立「里災害應變小組」，大安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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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帶來的災損。 

輕型抽水機宅急便里

鄰防災添利器 

【記者王郁淳／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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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平均住宅房價一坪約 120-

160 萬，服貿有沒有可能讓台灣房市香

港化呢？淡大產經系教授莊孟翰觀

察，從 2008 年開放陸客來台，兩岸越

來越經濟活絡，帶動東區店面租金一

坪飆破千萬，以及店面租金越來越高，

店面越來越小等現象認為，台灣可能

會步上香港高房價的後塵。但是內政

部拿出數據顯示，10 年來只有 136 件

陸人來台買不動產的個案，並且政府

還祭出大陸人就算來台買房，一年不

能居留超過四個月，三年內不能移轉

等政策，希望有效遏止陸資炒房，也降

低民眾疑慮。 

車潮、人潮、錢潮，帶動忠孝東路

寸土寸金。2010 年中資，亨得利鐘錶

以 9 億多天價，等於每坪是 556 萬買

下這間不動產，而現在忠孝東路行情

已經是每坪上看千萬。SOGO 旁的一級

戰區，三月初這裡一二樓，57 坪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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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經過一段漂白嘛，這是第

一站嘛，台灣是所有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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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之間，台北市的平均房

價是一坪約 66.2 萬，如果以購屋總價

除以家庭年所得的倍數，算出房價所

得比香港人要 28 年不吃不喝才能買

房，台灣人要花 16.47 年才能購屋，服

貿一旦上路，會不會造成陸資湧入加

速台灣人購屋痛苦指數。住商不動產

企研室主任徐佳馨：「(陸資)購屋之前

其實要透過陸委會，其他部會來做審

核，所以現階段而言的話，真的靠陸資

這樣的一個管道進來去做購買不動產

的一個案例，其實是相對比較少的。」 

限制中資入侵炒房，政府訂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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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也不能超過四個月，還有貸款不能

超過五成，而從內政部統計從近 10 年

來(91-102 年)大陸人民購買台灣的房 

產有 136 件，大陸企業則有 8 件不動

產投資案，遠遠低於台灣的總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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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新聞】 

年購屋上限 400 戶

防服貿湧陸資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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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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甫創歷史新高；阿根廷溫度也創史

上第二高。 

WMO 秘書長 Michel Jarraud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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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結果是一致的：更大的豪雨、更

高的溫度以及更多因海平面上升所引

發的風暴、沿海洪水。 

研究顯示，如果沒有人類活動所

引發的溫室氣體排放，澳洲幾乎不可

能在 2013 年面臨史上最高溫。 

2013 年主要極端氣候事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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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阿根廷以及紐西蘭這三個

南半球國家分別遭逢史上最高、

次高以及第三高溫。 

 寒冷的極地空氣侵襲歐洲和美國

東南部部分地區。 

 安哥拉、波札那(Botswana)以及

納米比亞(Namibia)面臨嚴重乾

旱。 

 季風大雨導致印度、尼泊爾邊界

嚴重洪災。 

 暴雨和洪水衝擊中國東北地區和

俄羅斯聯邦東部。 

 暴雨和洪水影響蘇丹和索馬利亞

(Som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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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乾旱。 

 史上威力最強大的龍捲風襲擊美

國奧克拉荷馬州 El 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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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瑞士遭逢嚴重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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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信氣候變遷？

WMO：2013 年全球極

端氣候一籮筐 

【記者賴宏昌／精實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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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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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物業的業主 

 外牆滲水誰來修? 

業主疑問 

    由於連續陰雨天氣，我們居住的

小區外牆滲水，導致內牆大面積發

霉，物業已經幾次找人對外牆進行修

補但效果不佳。房子已經交付 10 年

了，我能否要求物業幫助修復內牆或

承擔相應的修理費用？ 

 

物業解答 

    上海銀灣物業管理連鎖集團廣西

公司的工作人員認為，房屋滲漏首先

要判斷滲漏部位是否為公共部位，才

能鑒定是否需要內外翻修。房屋質保

年限通常為：管線保修 2 年，防水保

修 5 年。外牆滲水，在房屋質保期內

可找開發商幫助修復，費用由開發商

承擔。但此房已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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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修損失可賠償嗎？ 

業主疑問 

    我的房子 2013 年 10 月入住，今

年 6 月就出現漏水情況，除了維修外

牆和窗戶，物業應該賠償我的裝修損

失嗎？ 

 

物業解答 

    建凱物業、銀灣物業的工作人員

認為，在實際生活中牆面或是窗戶漏

水，多是開發商的責任。由於房子出

現問題的時間還在質保年限內，因此

維修外牆和窗戶的費用由開發商承

擔，業主的裝修損失也可和開發商協

商請求賠付。不過，物業可以幫助業

主檢查確認外牆漏水程度，並給出建

議，以及聯係開發商承擔此責。 

 

 管道滲水可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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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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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期內可找房屋開發商進行修復，

但公共管道造成的此種影響並不好索

賠，還需業主與開發商另行協商；如

果出現問題的是樓上鄰里私人安裝的

管道，或是自來水管道（自來水管道

在過戶水表後的部分屬私人管道），

則此私人管道誰安裝誰就負責善後。 

 

    建凱物業建議，業主在驗房時發

現房屋有問題，應及早進行書面登

記，開發商將限期整修。如若開發商

對此類問題不作為，此類問題又嚴重

到影響住房安全的程度，業主可根據

合同提出退房或起訴。 

陰雨天牆壁滲水發

霉，怎麼辦？ 

大陸物業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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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物業的居民 

 常見現象：衛生間漏水。 

解決辦法 

    廣西建工集團第五建築工程有限

責任公司的工程師候淋中說，如果滲

水量不大，一般情況下可以採取堵漏

的形式防止。如果 6 樓的衛生間漏

水，需要在 5 樓對應的位置找到管口

位的漏點，在這個位置進行防水處

理，用類似“堵漏靈”這樣的材質將

漏點堵好；但是如果漏水情況較為嚴

重，還是要治標治本，將整個衛生間

全部開挖，做好整個防水層、鋪設砂

漿面，再重新鋪設好。 

 

 常見現象：牆面發霉發黃脫皮。 

解決辦法 

    這種現象一般都由回南天、潮濕

天氣引起，因為防水性能較差的膩子

遇水之後，久而久之就會霉變，出現

發黃發霉的現象，也隨之脫離牆體造

成“脫皮現象”。這種情況，範圍較

小的，可以在這個部位重新打磨，再

上一層防水性能較好的膩子；範圍較

大的，建議全幅牆面重新打磨刮膩

子。“而且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建議再

上一層內牆塗料，因為內牆塗料是油

性的，相對而言不易發霉。”候淋中

介紹道。 

 

 常見現象：樓板開裂 

解決辦法 

    “目前針對樓房開裂的現象，除

了上述那種全部開挖衛生間做防水、

砂漿面的方法之外，還有一種比較便

捷的方式。”候淋中介紹道。工程師

目前可以採取一種壓力灌漿的方式，

通過空心釘用壓力將特殊的藥水注入

有縫隙的部位，這種藥水遇水後會迅

速凝結，起到防水的作用，不過這種

方式的價格也相對較貴。 

【記者梁如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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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防災不力國賠金帥飯店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今天說明：早

年建築基地取得綠建築，大部分都是為了

爭取容積獎勵，惟建築基地提高容積後，

卻對都市環境造成環境的負荷，為解決此

一問題，即將公告施行的都市計畫法新北

市施行細則規定，對於面積一定規模以上

的大型基地，必須達到銀級綠建築的標

準，讓取得銀級綠建築成為建商的義務，

反而會有增加綠建築可能，更要求必須設

置 1/2 綠能屋頂，目的在於提升建築及都

市環境永續的努力。 

少了容積獎勵，綠建築對建商沒吸引

力了！現行容積獎勵辦法對過去綠建築

銀級、黃金級、鑽石級分別有 6%、8%、

10%容獎，不過《新北市都市計畫法施行

細則》修訂，5 月起取消銀級綠建築容積

獎勵，欣暘建設副總經理林啟俊直言：「新

北市綠建築會少很多。」 

 

 

市面上建案銀級綠建築相當普遍，但

新北市 5 月取消銀級綠建築容獎後，因為

黃金級成本大幅提升，林啟俊認為，多數

建商應會選擇放棄爭取綠建築，除非在板

橋等高價地段，建商才有可能增加成本，

爭取黃金級綠建築換取 3%容獎。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 

 

 

 

羅紫萍 助理教授   

        

 

 

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 

 

 

【潘姿羽／新北報導】 

第 56 期

2014/04/15 

取消容獎  新北銀級綠

建築將驟減 

 
許多建案配備節能建材爭取綠建築標章，

但新北市取消容獎後，銀級建築數量可能

大幅降低。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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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首季法拍成交件數，與 2011

年五都升格當年度相比，減少 68.19％，

台中也減少近六成，顯是中南部房市有

反轉向下的跡象，減幅最少的新北市，

也衰退 30.57％。 高雄首季法拍成交件

數，與 2011 年五都升格當年度相比，

減少 68.19％，圖為高雄地方法院（截

取自高雄地方法院） 

 

住商不動產統計五都地政局升格

後，第一季拍賣移轉棟數後發現，拍賣

移轉件數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高雄從

三年前的 855 件，衰退到今年的 272

件，減幅為五都之冠。第二名的台中市

則從 310 件，到今年僅有 120 件，減少

61.29％。其餘依序為台南市、台北市、

新北市，衰退幅度為 58.85％、40.69％、

30.57％。 住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主任

徐佳馨分析，奢侈稅後資金由北部轉戰

南部，原本會流入法拍市場的物件，提

前在中古市場就找到買方。導致台中、

台南與高雄三都法拍成交量，出現「腰

斬級」量縮市況。 徐佳馨指出，在房

市多頭期，只有中古市場賣不出的物

件，才會流入法拍市場。這些物件多半

產權有問題，或品質有瑕疵。 再加上

法拍屋沒有瑕疵擔保，供給量減少下，

法拍市場自然萎縮。同時，在法拍物件

的價格與市價相去不遠，更讓法拍屋買

氣更顯寂寥。 

法拍屋市場萎縮 高雄

跌近 7 成 

【記者蕭韻純╱台北報導】 

 

10 大校園建築有型 

據 CNN 報導，總部在德國漢堡的

地產研究機構 Emporis 近日公布今年

評選的全球 10 大校園建築，包括美國

康乃爾大學、加拿大安大略藝術大學

等，建築體包括圖書館、設計中心、實

驗室、教學大樓等用途。 

據 CNN 報導，總部在德國漢堡的

地產研究機構 Emporis 近日公布今年

評選的全球 10 大校園建築，包括美國 

康乃爾大學、加拿大安大略藝術大學等，

建築體包括圖書館、設計中心、實驗室、

教學大樓等用途。 

 
香港城市大學 

 
莫斯科羅蒙諾索大學 

 
墨爾本里工大學 

【文╱鄒雯涵 圖╱翻攝 CNN╱蘋果日報】 

134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副處長

（港島）歐陽仁生指出，聯合國及天

文台均指近年氣候變化，增加極端降

雨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在菲律賓、日

本、中國等地因而發生嚴重山泥傾瀉

事故，帶來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早

前「雹雨襲港」引發十一宗山泥傾瀉

事故，是極端天氣愈趨頻繁的警號，

呼籲市民保持高度警覺，如特大暴雨

或引發山泥傾瀉危險時，須配合政府

的緊急應變盡快疏散。當局亦會加強

鞏固斜坡抗禦特大暴雨能力，今年底

將完成寶雲道山泥傾瀉風險緩減工

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去年共接獲二百四十

一宗山泥傾瀉事故報告，較過去二十

年平均每年約三百宗的數字略低，當

中無造成人命傷亡；去年全年降雨量

達約二千八百毫米，較以往平均降雨

量高約兩成四。 

首採「引導牆」技術 

當局未來會加強用泥釘穩固斜坡、加

大斜坡排水能力，並加強部門合作，

提高對特大天災的緊急應變能力。當

局會陸續進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

劃，包括每年為三十幅天然山坡進行

風險緩減工程，其中斥資二億二千多

萬元進行的寶雲道工程將於年底完

成，當局於該處興建五個大型泥石

壩，在山泥傾瀉時阻截山泥衝向民

居，其中一個泥石壩首次使用「引導

牆」技術，可將大範圍的山泥集中引

導至一個泥石壩。 

香港首採「引導牆」

技術因應極端氣候 

 
土木工程拓展署首次使用「引導牆」技術，當山泥傾瀉發生時可將大範圍的山泥集

中引導至一個泥石壩。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於寶雲道興建泥石壩，於

山泥傾瀉時阻截山泥。 

 

歐陽仁生指未來極端降雨事件的頻率和強度

均會增加，引發的山泥傾瀉風險更高。 

【太陽報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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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8 風災重創台灣，台東知

本金帥飯店因溪水暴漲被沖倒全毀，

金帥老闆不滿縣府疏失請求國賠不

成，憤而打官司向台東縣政府求償

2600 萬餘元，最高法院今判縣府要國

賠金帥 1300 萬元定讞。  

5 年前莫拉克颱風侵台造成嚴重

災害，不僅當時高雄縣小林村滅村死

了 400 餘人，位於台東知本溫泉知本

溪右岸的金帥飯店，也因溪水暴漲先

傾斜，隔天就被滾滾溪水沖倒，老闆不

滿縣府沒做好防洪救災有嚴重疏失，

要求縣府國賠 2600 餘萬元遭拒，因而

打國賠官司。 

1、2 法院審理時，縣府均辯稱當

天雨量過大導致提防潰堤屬天災，不 

能全部歸責人為疏失，且搶救人員都

積極全力救災。但法院認為，縣府雖

派員警戒封橋，同時在左岸救災，卻

忽略更容易成災的右岸，導致右岸短

時間內路基掏空，造成金帥飯店被溪

水沖倒，縣府確實有疏失。 

一、二審法官計算金帥建物、生財器

具及營業損失後，判縣府要賠償金帥

共 1300 餘萬元，台東縣府上訴最高

法院，今被駁回確定。 

東縣防災不力國賠

金帥飯店 

 

金帥飯店在 88 風災中倒塌。資料照片 

【張欽╱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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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示警資訊平台啟用 查詢資訊一指搞定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八屆研究成果發表會暨 

景文科技大學第十屆物業管理與實務研討會』 

論文徵文啟示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協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國立台灣科技

大學建築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系 

指導單位：環保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會議時間：2014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景文科技大學 

【徵文辦法與投稿須知】 

本研究成果發表會歡迎物業管理產、官、學各界之專家學者針對以下物業管理

相關之各類主題與課題，提出研究成果、進行發表：投稿須知如附件一。 

 國內外物業管理推展現況永續建築與資產管理 

 建築物節能減碳智慧建築應用 

 健康促進與物業環境衛生遠距照護與物業資訊科技 

 社區營造與生活服務建築資訊科技與應用 

 休閒物業專案管理住宅安全維護管理 

 室內環境品質管理物業公共管理實務之探討 

 與物業管理相關的議題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 

 

 

 

羅紫萍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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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物業管理學會第 8 屆成果論文發表會

暨第 10 屆物業管理與實務研討會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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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提示 

長摘要提出截止：2014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 

審查結果通知：2014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 

出席報名截止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發表會日期：2014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 

相關資訊網址：http://fs3.just.edu.tw/~envirdep/ 

主辦單位：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洪麗敏/ 

陳王琨 02-8212-2000 轉 2550 

E-MAIL：lisahung@just.edu.tw；wangkun@just.edu.tw 

報名方式：研討會報名方式，如附件二。 2014 第十屆物業管

理實務研討會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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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新北

市長朱立倫推動新北市整體發展的構

想，其中攸關全市都市發展的法源依

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於 103 年 4 月 29 日公告，103 年 5 月

1 日生效。此施行細則以新北市地形

地貌、社經發展型態作為指導，進而

領航新北市未來都市發展，導引新北

市全面向上提升！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代理局長

邱敬斌表示，新北市近年都市發展形

態已從傳統的點狀發展進至面狀發

展，都市計畫執行相對複雜，傳統的

土地管制已不符合現代化需求，而在

全球化趨勢下，城市在區域發展的角

色更形重要，故都市計畫的執行也要

跟著改變。為了因應全球城市競爭、

氣候變遷以及解決高齡少子化、居住

正義等問題，增加鼓勵開發者提供老

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公共托

育設施、社會住宅或產業育成設施，

給予建築容積獎勵，鼓勵開發業者，

捐贈相關公益性設施，共同創造優良

的生活環境。 

過去由於商業區容積率較高，而

住宅產品去化較快，新北市許多商業

區均轉作住宅使用，對於都市健全機

能產生不良影響，此次修法以容積率

管制方式，限制商業區土地做為住宅

使用比例，目的要導正都市朝向多元

及產業升級發展時，所需提供消費、

服務等需求的商業使用空間，進而帶

動都市發展，促使新北市更邁向國際

都會城市之列。  

另外，法條更納入「透水城市」

理念，降低建築開發的建蔽率及開挖

率，規範空地透水率必須達 80%以

上，每一塊土地有喘息及涵養水源的

空間，以解決暴雨積水的狀況，這次

也考量氣候變遷等因素，除調降建築

開發建蔽率及開挖率 10%，明訂空地

80%需透水外，建築開發時也要求更

高標準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設施，換

言之，讓我們的土地能有更大的空間

去因應近年來氣候暖化所造成瞬間暴

雨的現象，增加防災功能，以保護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早年建築基地取得綠建築，大部

分都是為了爭取容積獎勵，惟建築基

地提高容積後，卻對都市環境造成環

境的負荷，為解決此一問題，即將公

告施行的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規定，對於面積一定規模以上的大型

基地，必須達到銀級綠建築的標準，

讓取得銀級綠建築成為建商的義務，

反而會有增加綠建築的可能，更要求

必須設置 1/2 綠能屋頂，目的在於提

升建築及都市環境永續的努力。 

此次法規重點內容包括： 

1、工業區中作一般商業設施使用比例

由 5%改為 10%，以利工業區產業

升級與發展； 

2、增加未來基地開發的透水要求，並

提高基地防洪標準，以減緩極端氣

候造成的影響； 

3、為了解決海砂屋無法依現行建蔽率

進行改建的問題，特別增訂經都市

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將可依原

建蔽率辦理重建。 

新北市近年都市發展形態已從傳

統的「點」狀發展進入「面」狀發

展，加上民眾對生活空間品質的要求

提高，如何以完善的都市發展創造美

好環境更加重要，此次法規公告施行

後，將能成為新北市都市發展的基

礎，建構優質家園，並逐步落實「透

水城市」、「便捷交通」及「安居住

宅」等政策目標，促使新北市逐步朝

向全球城市、永續城市以及老有所

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宜居城市

發展。 

 

資訊提供：城鄉發展局計畫科彭介山  

電話：(02)2960-3456 轉 7122 

新聞聯絡：城鄉發展局秘書室黃曉珮  

電話：(02)2960-3456 轉 7182 

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4/29 公告施行 都 

【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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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更聯盟協會成軍 開拓 500 億商機 高 

雖然都市更新條例面臨重新審議

情況，但有鑑於高雄市充滿都更商機，

因此，城都國際開發公司結合都市計

劃技師、不動產估價師、建築師等專業

人士，籌設「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

會」，要扮演平台角色，整合公私部門，

開拓超過 500 億元的高雄都更商機。  

過去一段時期以來，高雄市的都

更案例相當罕見，但是鐵路地下化之

後的第一排房屋再造、亞洲新灣區、美

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

地段，卻創造高雄都更的新商機。  

工商時報報導，尤其是交通部編

列 998 億元進行的高雄鐵路地下化工

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長曾文生

說，以前沿著鐵路兩旁的房子，「都是

屁股面對鐵軌」，可是，在鐵路地下化

之後，將成為大馬路、景觀綠地的第一

排，「當然要把正門轉向，面對鐵道」。  

曾文生 4 月 28日指出，在民國 106

年完成鐵路地下化通車，全長 18.16 公

里的全新景觀道路，「將是高雄最大的

都更商機標的」。  

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公司

總經理徐弘宇表示，除了鐵路地下化

全長 18.16 公里的兩旁住宅都更商機，

高雄房價每坪超過 30 萬元的區域，包

括亞洲新灣區、美術館特區、及農 16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地段，也是都更

的最佳選擇。 

 

 

即將完成的高雄市圖書總館（右前方）等所在的亞洲新灣區，將與美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及高

雄鐵路地下化之後的兩旁，成為高雄都更的商機焦點。（中國時報） 

 雖然都市更新條例面臨重新審議

情況，但有鑑於高雄市充滿都更商機，

因此，城都國際開發公司結合都市計

劃技師、不動產估價師、建築師等專業

人士，籌設「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

會」，要扮演平台角色，整合公私部門，

開拓超過 500 億元的高雄都更商機。  

過去一段時期以來，高雄市的都

更案例相當罕見，但是鐵路地下化之

後的第一排房屋再造、亞洲新灣區、美

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

地段，卻創造高雄都更的新商機。  

 

【李漢揚整理/中央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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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共

同開發的「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

（tinyurl.com/md9llsg），今起開放民間

團體使用，該平台提供颱風警報、土石

流警戒及是否上班上課等資訊，未來

更將提供石化或核電廠等災害示警訊

息，希望透過該平台將相關訊息盡快

傳遞給民眾。 

國家災防中心主辦「災害共通示

警標準暨智慧防災應用研討會」，今起

在世貿中心舉辦，邀請國內外的專家

學者、業界代表，探討台灣未來將如何

建構一個智慧防災、耐災的生活圈。 

科技部長張善政致詞時指出，台灣天

然災害發生頻率高，過去颱風發生時，

也有透過網路進行救災資訊傳遞，但

難免有錯誤資訊，歷經約 1 年測試的

「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今起正式

提供開放，該平台整合氣象局、水利

署、人事行政局、高鐵等單位的資訊，

一般民眾也可從網站看到整合土石

流、颱風警報、是否上班上課等資訊，

未來將進一步提供大型石化災變或核

電廠災害資訊，例如石化災害發生時，

風向、風速、污染範圍等資訊。 

 

 
災防中心研究員李維森說，礙於

頻寬限制及相關資料解讀仍有門檻，

災害示警平台的資訊，主要提供民間

單位申請加值後再提供民眾使用，建

議一般民眾可參考 GOOGLE 台灣災害

應變資訊平台（tinyurl.com/nuea2p8）

等管道，可更容易了解相關資訊。 

害示警資訊

平台啟用 

 

在啟動儀式之後，「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今起開放使用。許敏溶攝 

災 

【許敏溶／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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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老屋 首例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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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更建案預留自行車道 可獲容獎 

PAGE：2 

高雄啟動綠光屋頂計畫，小港太陽光電社區

率先完工 

PAGE：3 

澳門物管無例可依 灰色地帶多 

PAGE：3 

300 學者組房改盟迫降房價 

PAGE：4 

海外購屋 屢見超收服務費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都更條例》停擺，但老舊公寓整建

維護不受影響，新北市整建維護方案只要

達 100%同意便可快速通關，4 月底開放申

請以來諮詢件數已達 57 件，去年透過整

建維護方案申請加裝電梯成功的新店區

明德路老公寓，更是全台首例，將於明日

動工，預計 8 月完工。 

雙北市整建維護方案均於上月開放

申請，每案補助程度不同，但最多均不超

過 1000 萬元，其中新北市申請案若達

100%同意，提交補助計劃書後，便可審議

後直接核定，時間約 3 個月。反觀台北市

申請案即便全數同意，也須按照都市更新

流程送，最快半年才能通過。 

鄰捷運屋況極差 

一般來說，若只是外牆拉皮、公寓增

設電梯、立面修繕等工程，可透過整建維

護翻新，若屋況殘破，則有即刻推動都更

重建的必要。 

 

如台北市共有 23 處整建住宅，屋齡多

超過 40 年，因屋況老舊、整合不易，目前

只有一處都更成功。其中位於信義路四段、

大安路口的「信維整宅」，雖緊鄰捷運大安

站、地段燙金，但屋況極差，壁癌嚴重，走

廊更是燈光昏暗且堆滿雜物，過去發生過

多次火災。2005 年住戶曾推動都更、事業

概要也獲准，但住戶對選擇實施者無共識

導致整合失敗。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聯絡方式： 

 

 

 

羅紫萍 助理教授   

        

 

 

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 

 

 

【潘姿羽／新北報導】 

第 58 期

2014/05/15 

新北老屋 首例整建 

 
北市「信維整宅」雖然地段燙金，但屋

況頗差。潘姿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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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空間做公益 均獎勵 5％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制定「台北市都

市更新案提升環境及公益審議原則」，

首創新型態容積獎勵，往後都更大樓動

工拆除前，建商可將過渡期閒置荒廢的

空間提供給社會團體、基金會辦社區活

動，將可獲得更新基地規劃設計項目的

五％容獎；若建案提供預留空間作為自

行車道預定地，亦可獲得該容獎。 

不少建商以「配合地方重大建設」、

「提升都市環境品質」為由，取得名為

△F5 的更新基地規劃設計容獎，但付出

建設卻不符公益，招致批評。都更處副

總工程司吳金龍坦言，過去對取得容獎

的定義較模糊，導致建商隨便拿容獎，

因此訂出較明確的新審議原則，而都更

處也首次將提供自行車道、活化閒置都

更大樓的概念納入容獎。都更處針對△

F5-1 列出三個給容獎的通案原則，其一

都更範圍完整性，以完整街廓為考量並

充分開鄰地協調會。其二環境貢獻原

則，如依土地使用分區重視當地都市活

動功能、交通系統妥善規劃人行、機車

及自行車動線、節能減碳的防災機能、

規劃設計提供適當規模住宅。其三地區

公益回饋，如都更案拆除前閒置房地供

社區計畫展示或公共空間。 

不過，市議員阮昭雄質疑，政策方

向是對的，但依北市府過去對容積管理

狀況，如審核作業不確實，某些都更案

提供的設施恐不符公益使用，新原則將

有更多巧門，讓建商多管齊下獲容獎；

他舉例，閒置都更大樓再利用的容獎，

看似進步，但建商擁有基金會，如舉辦

自家活動，左手換右手，容積仍輕鬆入

袋。 

吳金龍強調，都更大樓或老舊公寓

動工前，有三至五年的待拆閒置期，空

著浪費，有些建物結構安全沒問題、狀

況好，可供社會團體、基金會或協會辦

活動，尤其可讓公家單位短期利用；其

概念類似於「台北好好看」容獎。他強

調，訂出新原則後，可更清楚規範什麼

是公益，也避免大家各說各話。 

臺北都更建案預留自

行車道 可獲容獎 

【記者郭安家／台北報導】 

高雄啟動綠光屋頂

計畫，小港太陽光電

社區率先完工 

高雄今年啟動「綠光屋頂計畫」16

項行動，目標要裝設 25000 峰瓩（kWp）

的太陽光電設施，創造 25 億的光電產

值。另外，歐揚建設小港區陽光社區率

先完工，每年發電量約 10 萬度。市府

工務局表示，今年光電建築將以建商

版陽光社區與屋頂鐵皮違建轉變為合

法光電設施為重點目標。 

工務局局長楊明州表示，為營造

大高雄成為永續生態城市，並提升建

築物景觀風貌，市長陳菊大力推動建

築物太陽光電及高雄厝計畫。 

 【文╱劉建宏╱數位時代網站】 

置太陽光電辦法等六項政策工具

後，依照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去(102)年

各縣市的光電設置同意數，高雄市光電

同意數高達 571 件，是全國光電設置同

意數最高的縣市，佔全國同意案件數

2881 件的 19.82%。 

此外，太陽光電設置量也達到

23995.6 峰瓩（kWp），相當於 24 座世

運主場館光電設置量，創造 24 億元以

上光電產值，佔全國太陽光電設置量

191222.94 峰瓩（kWp）的 12.55%，高

雄已經連續第二年是全國設置數最高

的城市。 

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公會理事

長卓永富表示，為呼應市府推動「綠光

屋頂計畫」，率先將位於小港區廠邊三

路推案規劃為陽光社區，共計有 31 戶

裝設太陽光電設施，容量共約 77.52 

峰瓩（KWp），每年發電量約 10 萬

度。 

卓永富說，小港陽光社區案當初建

築設計時，就依照建築物的方位與造型

等因素，選擇其中 31 戶來統一裝設太

陽光電設施，並送給購屋住戶，除可以

減少住戶遷入後自行搭建鐵皮屋或採

光罩等違建，影響社區建築景觀，也可

以發揮屋頂隔熱與節省空調支出效能，

兼具省電創能、防水、景觀與綠化、增

加屋頂合法休憩空間的功能。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黃志明表

示，今年光電建築將以建商版陽光社區

與屋頂鐵皮違建轉變為合法光電設施

為重點目標。在高雄的努力下，中央法

令已經進行修法預告，屆時新法規發布

實施，以建商開發新案整合太陽光電設

置方式將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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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地產興旺，吸引發展商興建

新式樓宇吸引買家，同時衍生不少物

業管理問題。有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

指出，澳門暫時沒有專門的物業管理

條例，物業管理出現灰色地帶。建議

政府適時完善法例，釐清發展商、管

理公司及小業主的權利及義務。 

較少參與業主會 

第一太平戴維斯（澳門）董事總

經理廖沛霖表示，以管理費為例，澳

門暫時沒有法例監管小業主必須交管

理費。參考香港法例，小業主欠缺管

理費可被“釘契”，並會顯示在查屋

紙上，繳納欠交的管理費前無法轉售

單位。澳門沒有“釘契”動作，經常

出現小業主欠交管理費，有小業主拖

半年至一年才繳交，甚至有極端情況

是小業主轉售物業時，因獲豐厚利潤

才繳交管理費。拖欠管理費個案時有

發生，不排除發展商預設兩至三成業

主不交管理費，故新樓宇管理費設在

較高水平，以維持日後開支。 

第一太平戴維斯（澳門）助理董

事及澳門物業管理部主管譚景康表

示，民法典規定大廈要有樓宇儲備基

金，凡動用該基金必須經過業主會。

問題是不少大廈沒有業主會，即使有

業主會，也未必取得五成業主通過，

因小業主多不出席會議，結果管理公

司無法取得法定權限，動用基金進行

樓宇維修。澳門物業市場發展不夠成

熟，業主參與性、自治意識有待提

高，希望小業主長遠明白不出席會議

會影響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務質量，小

業主可主動與管理公司反映管理訴

求。 

法例配套未跟上 

仲量聯行澳門分公司物業與資產

管理部董事周紹智表示，香港早於

七、八十年代已完善建築物管理條

件，規定管理公司、小業主各自的權

利及義務，做好物業管理公司。反觀

澳門民法典有相關條例，但隨着物業

市場發展，法例配套未能跟上，令物

業管理出現灰色地帶，建議完善相關

法規。至於小業主欠交管理費問題，

有管理公司會透過小額錢債法庭訴訟

解決，但需時甚長。 

有小業主反映新樓盤入伙時，必

須簽署管理合約預繳管理費或按金才

能取得單位鎖匙不公平。 

譚景康表示，現時的確沒有法例

監管，小業主有權選擇簽或不簽，建

議政府參考鄰近地區法規填補漏洞。

周紹智指出，現時合約上的管理費按

金及月數，發展商及管理公司沒有統

一標準，也沒有法例給予統一規定，

應否監管見仁見智，畢竟屬於商業行

為。 

澳門物管無例可依 

灰色地帶多 

【澳門日報】 

高房價讓學界看不下去了！300

位不動產、財政學者，5 月 9 日宣布

成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六月起

將拜會財政部長張盛和、央行總裁彭

淮南等 5 大中央部會首長，以及雙北

市市長候選人，要求針對自用與非自

用住宅實施差別利率、差別貸款成數，並提高房屋持有稅率，還給年輕人可

負擔的房產環境。 300 學者組房改盟

迫降房價 

 

300 位來自不動產、財政領域的學者連署成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發起

學者們一起呼口號「房市改革救經濟、房市改革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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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房市改革、救經濟、救青

年」大纛，發起人之一的德明財經科

大不動產投資系教授花敬群表示，馬

總統高喊出居住正義，但所謂打房措

施，都是輕描淡寫。他和幾位學者實

在看不下去，決定展開串聯，短短 10

天起參與聯署學者就近 300 人、涵蓋

59 個大專院校、包括不動產、財政、

地政等不同領域。另有台灣居住正義

協會、公平稅改聯盟、無殼蝸牛聯盟

等 13 個公民團體共同參與。5 月 8 日

出席成立大會的政大地政系教授林佐

裕直指房價年年漲的元凶就是「低利

率」與「低持有成本」。他批評，全

台灣有 20％的閒置住宅，要求法務

部、公平會研究把房屋也納入哄抬物

價的民生商品範圍內，對囤積者施以

刑法論處或處以高額罰鍰。並且要檢

討檢討房地產持有稅率成本，至少要

提高到市價的 1％，把囤房逼出來。 

房改盟召集人、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

鄉環境系教授彭建文指出，過去 10 年

主要都會區房價上漲 2、3 倍，高房價

帶來「經濟惡化、金融惡化、居住品

質惡化，生活惡化」，以及「社會沒

有希望，沒有正義，沒有未來」的

「四惡三沒有」。他表示，房改盟將

對各縣市首長房市選舉政見進行評

鑑，六月起將拜會拜會財政部長張盛

和、央行總裁彭淮南、內政部長陳威

仁、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金管會主委

曾銘宗等 5 個機關首長，以及包括房

價最高的雙北市長候選人，如連勝文

等。 主要訴求為「金融政策調整」與

「房產稅制改革」。他進一步說明，

聯盟將要求政府部門將購屋對象分為

非自用住宅、空地與自用兩大類，分

別實施差別房貸利率與貸款成數。非

自用住宅的貸款成數甚至可以降到 3

成以下，而自用成數則大幅提高。 

【記者陳君瑋／攝影】

rticle/88100564288.html】 

台灣不動產長期租金報酬率偏

低，投資客多偏好賺取價差，近年來因

台灣打房造成海外投資房產熱絡，不

少台灣房仲業者鎖定代銷海外房產的

「居間業務」行為，但是《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規範模糊，形成交易安全

的大漏洞。 

比行情價賣貴 15％ 

國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規定經紀業者對買賣雙方的服務費不

得超過總價的 6％，但房仲受海外賣

方委託，就不受台灣法令規範，且由於

海外賣方的服務費不透明化，收費超過

比行情價賣貴 15％ 

國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

定經紀業者對買賣雙方的服務費不得超

過總價的 6％，但房仲受海外賣方委

託，就不受台灣法令規範，且由於海外

賣方的服務費不透明化，收費超過 6％ 

的狀況很常見。  

另外，對於房仲業者賺取價差、

房屋瑕疵交易糾紛等，也沒有法規可

以規範是否能透過營業保證基金求

償，國內房仲業者銷售海外不動產，

有著交易安全的問題。業者私下表

示，的確出現國內業者賣海外房產賺

價差，甚至賣給國人高於行情 15％、

超收買賣服務費等情形。  

對此，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王靚

琇指出，若仲介業者銷售海外不動產

給國人，一樣受到台灣法規限制，買

賣方服務費不得超過 6％，且若是代銷

海外建商的不動產，並無「居間業

務」則不應收服務費，若發現有超收

或多收服務費的狀況，則可要求加計

利息及服務費加倍退還的處罰，並處

∼

海外購屋 屢見超

收服務費 

 
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海外不動產，要注

意服務費收取比率。黃競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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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罰鍰。 

應先討論收費方式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黃鵬表示，若賣給本國

人，還是得遵守國內規定，但是《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對購買海外房

產的規範模糊。他建議，若房仲提出

服務費要求時，民眾可殺價或討論服 

務費的收費方式，且建議要透過大型仲介公司購買，不僅較有售後服務保障，若

發生糾紛，也較容易找到申訴管道。 

【張欽╱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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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財政部長張盛和 5 月 30 日和媒體座

談，他表示，為抑制房價而提出的不動產

稅制改革，包括針對囤房戶提高房屋稅已

通過三讀、對於新台幣 8 千萬和 5 千萬的

房地產交易所得也改用實價課稅，接下來

就要推動房地合一課稅，希望在廣聽各界

意見後，能在明年初提出財政部版本，送

立法院審議。 

為健全台灣的房市發展，財政部推出

一系列稅制改革措施。財政部長張盛和 5

月 30 日指出，調高非自住房屋稅率已在

立法院三讀，財政部近期就會公告房屋稅

率適用 1.2%的自住標準，不符合定義者，

就會被視為非自住，將由各地方政府上調

房屋稅率。 

張盛和透露，為實施新制房屋稅，必

須整合散布在各地方政府的房屋稅資料，

先進行「全國總歸戶」，這是項創舉。在建

置過程中，就發現有位民眾在全台擁有

129 戶不動產，這位人士未來非自住部分 

的房屋稅都將被上調至 3.6%。張盛和表示，

他相信這不會是個案，但財政部會善用稅

制，改善囤房問題。 

張盛和也透露，財政部針對不動產稅

制的改革尚未停歇，下一步就是「房地合

一」課稅，希望在廣聽各界意見後，能在明

年初提出財政部版本，送立法院審議。張

盛和說：『(原音)暑假就開始研究相關文獻，

包括廣聽各界意見。學者有組成一個聯盟，

我也要跟他們見面，聽聽他們的意見。廣

聽各界意見後，看看各界的期待，以及我

們能做的什麼，慢慢提出來，也要多方徵

求，包括立委的意見，看是否明年初第一

個會期能否提出。』 

財政部初步規劃房地合一課稅只針對

移轉部分，至於屆時是「分離課稅」或是併

入所得，都還得進一步討論。張盛和強調，

財政部這次會非常謹慎，以免像過去一樣，

提到立法院審議後無功而返。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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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期

2014/06/01 

房地合一課稅 最快明年

初送立院 

資料來源：

http://n.yam.com/rti/fn/2014053

0/20140530326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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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逐步開放政府資料，然而，

開放資料到底應用在哪裡？只看政府

所開放的 2,734 項資料集，其實讓民眾

很「無感」。真正有感的開放資料應用

不多，而防災資訊服務網就是一個成功

的應用。上週連續下了幾天豪雨，各地

傳出淹水災情，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

服務網的淹水警戒派上用場，民眾只要

用手機申請「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

統」，即可收到淹水警報簡訊。今年水

利署將完成「淹水監視影像辨識系統」，

將路口監視器設備影像轉化成淹水深

度與警報系統。 

目前，以開放資料為基礎而衍生的

應用服務，除了水利署的防災資訊服務

網之外，還有環保署推出的 5 個 App，

整合了多項政府開放資料，諸如環保署

空氣品質、紫外線及沙塵訊息、中央氣

象局鄉鎮天氣、豪(大)雨及地震報告

等，並且推出環境即時通、台灣紫外線、

Eco Life 髒亂剋星、公害報報、一日生

活碳足跡等 App。 

農委會開放資料平台亦提供產品

產銷履歷、動物用藥資訊等開放資料，

CAS 優良農產品資訊的 API 介接就破四

萬次，以吉園圃的農產品資訊最受歡

迎。文化部文化資料開放服務網亦整合

相關藝文訊息，大台灣旅遊網的「大台

灣 3D 地圖導覽服務」即使用文化部的

開放資料，而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也推出

「文化快遞」App 供民眾使用。 

最有名的應用案例，就是 2013 年

7 月政府將防災即時資訊開放讓

Google 應用，所推出的 Google 台灣防

災地圖及 Google 災害示警，可以取得

河川水位、道路封閉、颱風、豪大雨、

土石流、淹水、河川等資訊，跨部會整

合中央氣象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水

利署、交通路公路總局、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等等災害資訊。 

Open data taiwan 計畫發起人張維

志說，政府其實為開放資料默默做了很

多事，只是因為推廣不佳，所以大家不

知道背後的概念就是開放資料。一開始

本來 Google 想用內部標準，但科技會

報要求 Google 必須使用國際標準，以

CAP（共通示警協議）做開放資料交換，

相關部會也因此花了許多力氣、時間及

金錢，但民眾卻只知道 Google 建了一

個很棒的平台。 

目前，常見的應用，都只是把政府

開放資料直接包裝過後呈現在網站或

App 上，像是台北市公車時刻表不好

用，民間自己開放出更好用的行動 App

版本。然而，要真的做到「加值」應用，

要整合許多資料，處理成民眾所需要

「資訊」，以便回應民眾的需求。舉例

而言，Google 地圖就是最好的例子，當

你今天想從 A 點搭車到 B 點，需要的

是整合地圖、站點、路線、公車時刻表

等資料，直接告訴你如何到目的地的資

訊，而不用再自己另外查路線、車站及

到站時間。 

然而，若要做到創新的開放資料

「加值」應用，甚至發展出商業模式，

進而形成創業生態，則不能只是把開放

資料包裝成好看的 app 而已，政府應著

眼於推動創新文化與環境，因為真正的

加值服務才能帶來商業價值，進而帶動

創新創業。若只是以發展「開放資料產

業」的思維推廣開放資料，強調產業的

規模及輔導既有企業建立標竿廠商，與

政策面欲推動的開放政府透明理念，以

及真正的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將會漸行

漸遠。 

[Open Data 專題]Part 3政府開放資料起步

走，應用加值還有成長空間 

【郭芝榕／數位時代網站】 

資料來源：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

view/id/32359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多，但民眾往往 

不知道（Justin G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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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研議修正「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規定經紀人完成正式簽訂預

售屋買賣契約後 30 日內，必須完成申

報實價登錄，然而建商若自建自售，則

不在管轄範圍，引爆實價登錄的大黑

洞！不但形同「一國兩制」，還讓建商

成為實價登錄制度下的死角。 

內政部日前研議修正「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納入預售屋簽訂買賣契

約後 30 天內，經紀人必須向主管機關

登錄成交價格；但如此的修法方向，是

管人、不管事，規範到內政部地政局管

轄範圍內的不動產經紀人、卻規範不到

內政部營建署管轄範圍內的建商和不

動產開發業。此舉已導致建商和代銷業

雙方面臨這半世紀以來最嚴重、最緊張

的對峙局面，建商依然是實價登錄制度

下唯一可以逍遙法外、無法可管的行

業。 

最近檯面下已產生很多亂象，建商

在無法可管、可以大鑽漏洞之下，建商

可能不再委託代銷業者，儘量自售預售

屋，拖長完工登錄時間，讓實價不曝光；

或矮化代銷地位、只作純企劃，甚至還

有建商乾脆讓代銷業者印上自己公司

的名片、繼續賣自家預售屋，以為就此

可以規避預售屋實價登錄的責任。 

代銷業者炮轟，內政部如此草率修

法、只作半套，讓不法建商有可趁之機、

成為漏網之魚。據悉，目前全台灣建商

和不動產開發業者家數，大致在 1 萬多

家，每年公開上市的預售屋銷售總額，

高達 1.5 兆元！可是，全台灣不動產代

銷經紀公司（代銷公司）家數，只有 902

家，要扛下龐大預售屋市場的實價登錄

重責大任，代銷業也有難言之隱。 

新聯陽實業董事長、台北市不動產

代銷公會副理事長王志祥主張，不動產

交易資訊透明化、全面實價登錄，已是

世界潮流，代銷業完全配合政府政策，

而且建商實在沒有必要去排斥，應坦然

接受預售屋納入實價登錄。因此政府修

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納入預售屋交易價格之前，不應只作半

套。 

信義房屋代銷事業研展組經理楊

國昌表示，近月來房市很多潛在客戶不

諱言因為政府要推動預售屋納入實價

登錄，而產生觀望心態，想先查詢實價

之後再進場；不過，現階段還有很多漏

洞，需要補強，因此建議政府最好邀集

業界、專家，深入了解預售屋交易流程，

並暫緩實施預售屋納入實價登錄，除非

配套完善、週延，否則不宜倉促實施。 

預售屋實價登錄 

一國兩制 

【記者蔡惠芳／台北報導】 

 
內政部研議修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紀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

30 日內，須完成申報實價登錄，然而建商若自建自售，則不在管轄範圍，代銷

業砲轟政府修法草率，讓不法建商有可趁之機。 

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28000036-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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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首座大型城市內下凹綠地公

園「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2014 年 5

月 21 日在盧森堡舉辦的「世界不動產

聯合會（FIABCI）第 65 屆世界年會」

中，打敗六十多個參賽國，拿下全球卓

越建設之公部門基礎建設、環境適意

工程類首獎，這個獎項被譽為建築界

奧斯卡金像獎，臺中市是第三次獲得

首獎，難得的「三冠王」成績讓臺中市

政建設成就在世界大放光芒。 

這次年會於 5 月 21 日揭曉被喻為

建築界奧斯卡金像獎的全球卓越建設獎

得獎名單，臺中市繼 2011 年圓滿戶外

劇場、2012 年台中市新市政中心獲獎

後，這次以「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獲

得公部門基礎建設、環境適意工程類 

（ Public Infrastructure/ Amenities 

Category）之首獎殊榮。不僅向世界各國

代表展現臺中市的建築實力，也讓臺中

市政建設成就在世界發光發亮。 

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是亞洲地區

首座，也是一座使用「回填法」所塑造

的大型城市內下凹綠地公園，兼具景觀

生態、展演、綠化及臨時性滯洪池的功

能，也是臺中市最大的地景建築，它為

臺中市增加了 28,000 平方公尺的綠覆

率，有效降低熱島效應的炎熱感，成為

「都市之肺」，也成了觀光旅遊的熱門

景點。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為聯合

國旗下的官方組織之一，自西元 1948年

成立以來，已有 65 個會員國、120 多個

不動產團體會員，並代表全球 150 多萬

不動產專業人士及 3300 多家的不動產

業者。（圖／台中市政府提供） 

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 拿下全球卓越建設

之公部門基礎建設、環境適意工程類首獎 

 

亞洲首座大型城市內下凹綠地公園「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2014 年 5 月 21

日在盧森堡舉辦的「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中，拿下全球卓越建設之公部門基礎

建設、環境適意工程類首獎。（圖／台中市政府提供） 

【TraNews 記者 李傳溎 ／ 全球報導】 

資料來源： 

http://tw.tranews.com/Show/Style1/News/c1_News.asp?SItemId=

0271030&ProgramNo=A000001000002&SubjectNo=328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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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統計，今(103)年第1季

全國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最多為房屋

漏水問題共 54 件，其次即為房仲或建

商隱瞞重要資訊共 41 件，由於國人大

都透過房仲業者進行不動產買賣交

易，房仲業服務品質的良窳將直接影

響交易當事人的權益，加上近年來房

地產交易熱絡，民眾反映部分房仲業

對於成交案件收取的服務報酬，因房

價不斷上漲而增加，服務品質卻未隨

著房價水準有大幅提升，明顯不公平。

因此，內政部特別與地方政府聯手對

業者的服務品質加強督導查核。 

仲介或建商隱瞞重要資訊為今

(103)年第 1 季造成房地產消費糾紛的 

主要原因之一，為督促房仲業者核實

依規定經營業務，並瞭解房仲業自律

推行服務品質改善措施的情形，內政

部近期將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啟動

對房仲業服務品質的查核作業，以保

障民眾不動產交易安全。 

內政部指出，為提升業者的服務

品質，內政部已請中華民國不動產仲

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擬定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提升服務品質改

善措施計畫」，從提升房仲業者服務品

質、建立執業標準作業流程及推動房

仲業評鑑制度等三大面向進行業者自

我改善與精進服務品質。今後將透過

公會自律、主管機關查核、公開評 

鑑查核資訊，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此次查核結果，除了作為日後檢討是

否調整服務報酬規定及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機制重要參據外，並將公開 

查核情形，爾後也將持續以定期或不

定期方式進行查核督導作業。 

內政部特別提醒房仲業者，務必

遵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

令規定，並落實執行服務品質改善措

施，以提升消費者之滿意度，達到「一

分收費，一分服務」勞務與對價相當之

目標，創造消費者權益保障與產業永

續發展雙贏的局面；同時也提醒消費

者買賣不動產前仍應「停、看、聽」，

審慎選擇合法房仲業者，並先行瞭解

房仲業者提供之服務內容後，再議定

服務報酬，真正讓服務費議定主導權

回歸消費者，若有消費糾紛，可向不動

產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

務中心或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529004576-260407 

首季房產消費糾紛 

漏水問題居冠 

【陳文信 ／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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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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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發出首張線上審查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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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破解自辦都更 7 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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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制度擬公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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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論壇探討最低工資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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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17 省開啟不動產統一登記職責整合工

作 

贊助單位：潔之方事業 

主辦單位：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為鼓勵國內大學相關系所學生及博、碩士班研究生，重視物業管理服務相關議題並

藉以培養專業人才，特提出「論文獎學金獎助」方案作為回饋社會方案，自 94 年迄今已

辦理九屆學術論文獎助，共計 89 名學生獲得贊助，並藉此招募優秀人才進入本公司服務。 

編輯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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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紫萍 助理教授   

        

 

 

VIVIENLO@JUST.EDU.TW / 

02-82122000#6531 

 

 

第 60 期

2014/06/15 

103 年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公告 

 獎助對象： 

國內公、私立大學博、碩士生，不限科系，符合物業相關主題者皆可申請。 

 獎助項目 / 獎助金額 / 申請時間： 

一、 博士研究論文： 

二篇，每篇獎學金陸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二、碩士畢業論文： 

  (一) 一般生論文： 

    1.特優獎：二篇，每篇獎學金參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2.優選獎：二篇，每篇獎學金貳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3.佳作獎：三篇，每篇獎學金壹萬元（含稅），獎狀一幀。 

  (二) 在職生論文： 

    1.特優獎：一篇，每篇獎學金參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2.優選獎：一篇，每篇獎學金貳萬元（含稅），獎牌一座，獎狀一幀。 

    3.佳作獎：二篇，每篇獎學金壹萬元（含稅），獎狀一幀。 

※請於 103 年 6/30 前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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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3 日正式宣佈

建築資訊模型(BIM)的時代來臨了，工

務局創全國之先辦理線上審查執照業

務，由新工處辦理的汐止、樹林運動中

心拔得頭籌，獲得首張透過線上審查核

發的建築執照，市府指未來將全力推動

建築執照審查流程透明化及資訊公開

化，積極協助產業轉型。 

工務局長高宗正表示，BIM 系統是

國內首創的線上審查系統，建築師可以

在線上進行執照圖說繳件，減少執照審

查過程中圖說紙張的浪費，並可立即與

審查人員溝通。並指工務局將於 6 月

16 日舉辦「新北市建造執照電腦輔助

查核系統 BIM 測試成果說明會」，邀請

建築師及營造廠等相關人員與會，說明

市府推動 BIM 的決心與成果。 

 

高宗正指出，汐止、樹林運動中心

在工程招標之契約中，即要求得標廠商

必須採用 BlM 相關軟體建置 3D 建築資

訊模型，並將法規資訊植入模型元件

中。且強調該項技術的關鍵在於建築師

必須在一開始設計房子時，就將蓋房子

施工過程中的問題預先考量，可以減少

設計的錯誤，避免變更設計的發生，未

來這套制度落實到一般民間申請案件，

更可以確保消費者購買到施工品質精

良且有完整建築生產履歷的房屋。 

線上審查執照 新北市政府發出首張建築執照 

【黃村杉／新北報導】 

資料來源：

http://news.cts.com.tw/nownews

/society/201406/2014061314396

03.html 

 研究主題 

申請獎助的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須屬於物業管理（設

施與環境維護、生活與商業服務、資產營運與管理）範疇，且

有關以下十項課題之理論發展、實務探討、運作模式、發展策

略與個案研究。 

一、物業管理制度及法令之相關研究 

二、物業管理產業結構及資料庫之相關研究 

三、物業管理維護及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 

四、社區總體營造與防災相關課題之研究 

五、不動產資產管理與活化相關課題之研究 

六、設施管理與商業支援服務相關課題之研究 

七、社區生活服務需求與消費行為之關係研究 

八、社區通路之開發與營運（如：網路購物、宅配等相關研究） 

九、物業管理專業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題之研究 

十、其他提升物業管理產業價值之相關研究 

 申請辦法與相關文件 

103 年畢業博、碩士學術論文獎助申請辦法及報名表

下載（預計 103 年畢業者申請），或至東京都物業管理機

構查詢。 

如有疑慮請電洽(02)2393-3766（分機 223）孫小姐查詢。 

◎指導單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贊助單位：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策劃單位：東昇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53

http://www.tokyonet.com.tw/Upload/Image/20140205.doc
http://www.tokyonet.com.tw/Upload/Image/20140205.doc
http://www.tokyonet.com.tw/event/Event_Content.aspx?Type=1&News=53
http://www.tokyonet.com.tw/event/Event_Content.aspx?Type=1&News=53


 

 

 

 

 

 

 

 

 

 

 

 

 

 

 

 

 

 

 

 

 

 

 

 

 

 

 

 

 

 

 

 

台塑集團 6 月 11 日通過總部都市

更新案，預計投入 120 億元，申請地主

自辦都更，將興建地上 24 層樓，地下

4 層樓的商辦住宅大樓，這也是全台最

大的地主自辦都更案。但一般地主自辦

都更有這麼容易嗎？專業律師提到，自

辦都更的前置作業、資金籌措還有法律

問題都十分繁雜，不容易了解、辦理；

又或者有人想投資舊屋等都市更新，但

有可能拖個十年八年，完全不符合經濟

效益，屋子更舊轉手更難。 

政府為加速都市更新及加強民眾

意願，陸續提出各種加速都更的辦法，

如台北市的「老屋重建」和新北市「簡

易都更」，降低都更面積申請標準與縮

短審議時間，最快三個月可以審核完

成。但想要都更的地主心中還是有滿滿

地疑問，專業律師蔡志揚在著作中舉出

幾個問題，一一幫地主解答： 

1. 什麼樣的房子，都更機會最大？   

律師表示，位在精華地段、屋齡超

過 30 年以上的房子、周邊都是老

舊房屋、鄰近主要道路、一樓沒有

所謂「黃金店面」的區域，比較有

可能達成。 

2. 買老舊公寓等都更，划算嗎？  

答案是否定的。都更時間相當冗

長，雖然現在政府有快速都更的程

序可走，但等到完成全數拆屋和改

建，再轉手獲利，那很可能也要好

幾年。 

3. 自己辦都更，比找建商好？  

自辦都更雖然可以免除建商從中

分食利益，但也少了建商協助，包

括執行都更法令程序，整合協調資

金調度、發包的專業知能與經驗。

台北市都更案「中正晏京」專案經

理張培增接受蘋果日報採訪表示，

自辦都更的前置作業，包括建築

圖、公聽會、工務遴選和廠商發包

等，需近百萬元經費，很可能讓地

主打退堂鼓。目前台北市最高補助

530 萬元，新北市最高 280 萬元，

補助內容包括找建築師繪圖和辦

理事業計畫。   

4. 怎麼挑建商？  

律師建議，自辦更新地主須發包承

造商，最好不要用「最低價」得標

的決標方式，還是找知名營造公司

比較好。  

5. 建商召開公聽會，該聽甚麼重點？  

包括建築設計、如何選/分屋、地主

是否出資、安置方式、租金營業補

貼，當然如何估價，以及公設比車

位等等，也是需要了解的重點。  

6.簽了同意書，可不可以反悔？ 

基本上「都市更新事業際畫公開展

覽」30 天後就無法撤銷，除非同意

書在被詐欺、被脅迫的狀態下所簽

定，地主只要口頭或書面向建商表

示「撤銷」，即有法律效力。  

7.都更進行中，可以賣房屋嗎？ 

都更條例規定，若主管機關有依法

公告禁止房地移轉，地主就不能賣

屋，但依規定 公告期限最長不得

超過兩年，期限過後地主就可辦理

移轉登記。 負責銷售內湖自辦都

更案「吉祥居」的永慶代銷處長何

彥煒表示，簡易都更能高效率獲得

全體住戶同意，但後續包括產品規

劃、建築發包等程序較複雜，「住

戶若無該方面專業人士，建議還是

找建築經理公司協助，負責融資與

起照較繁冗手續。」  

自辦都更難不難？ 

專家破解 7 大難題 

內政部研議修正「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紀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

30 日內，須完成申報實價登錄，然而建商 

 

 

 

 

 

 

 

 

 

 

使用 40 年的台塑總部，集團決定自辦都更，是台灣史上最大地主自辦案。（好

房資料中心） 

【賴宛玲／綜合報導】

m.tw/news/article/19

730468384.html】 

資料來源： 

http://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9730468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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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

廣東省註冊物業管理師協會主辦，澳

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及房屋局協辦的

“粵澳物業管理經理人交流研討會”

於 6 月 12 日舉行。房屋局代副局長楊

錦華致辭時表示，物業管理公司發牌

制度擬於第三季公衆諮詢，逐步完善

本澳樓宇管理事務。 

房屋局代副局長楊錦華表示，自

○六年起，與勞工事務局合辦的“物

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至

今已培訓逾三百名本地物管專才。其

中大部分畢業學員現職於本澳物業管

理機構，透過課程學到有關強化客戶

服務，以及樓宇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

並活用於日常工作，推動物業管理行業

朝向規範化和專業化發展。 

該局計劃今年第三季開展有關物業

管理公司發牌制度的公衆諮詢，期望透

過規範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

公司或個人企業主的准入資格、具備的

質素條件，以及有關企業應如何承擔法

定與合同義務等，逐步完善本澳樓宇管

理事務，優化樓宇管理市場。 

40%會員擁大學學歷 

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周爵致辭時

表示，該會由修讀房屋局和勞工局合辦

的“澳門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

程（三百一十小時）”學員組成，現有

會員約二百人，四成具大學或以上學歷 

，分別任職於本澳各大小物業管理機構

管理層，改變行業管理層人員文化水平

和學歷結構。粵澳行業協會合辦是次研

討會，旨在為澳門和廣東省的物業管理

經理人和專業人員提供較高層次的業

界交流平台，讓兩地經理人透過平台促

進兩地行業專業化，希望兩地業界日後

繼續拓展合作空間。 

廣東省註冊物業管理師協會會長

許建華致辭時表示，為落實廣東省推動

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行動計劃要求，鼓勵港澳地區物業管理

專業從業人員到廣東省開展相關業務，

該會積極搭建粵澳物業管理專業人員

合作和交流平台，與澳門的物業管理業

商會、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聯手合

作，如會員互認及定期聯席會議互通資

訊、舉辦講座論壇等活動。組織粵澳物

業管理專業人員到兩地參觀交流，共同

開展專業培訓等，發揮各自優勢，推動

兩地互利共贏局面，推動粵澳物業管理

專業人才持續發展。 

澳門物業管理公司發牌制度擬公衆諮

詢 

 

澳物業管理經理人交流研討會吸引逾百名物管業者參加 

【澳門日報】 

資料來源： 

http://finance.qoos.com/%E7%89

%A9%E7%AE%A1%E5%85%AC%E

5%8F%B8%E7%99%BC%E7%89%8

C%E6%93%AC%E4%B8%8B%E5%

AD%A3%E8%AB%AE%E8%A9%A2

-1701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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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物業管理行業清潔及保

安僱員最低時薪 30 元。澳門論壇探討

最低工資法案，有市民擔心待立法會

通過法案實施，目前訂定的最低工資 

金額將會滯後。 對於市民要求最低工

資擴展到其他行業，勞工局副局長丁

雅勤回應稱，需視乎目前法案未來的

實施情況和實施後的社會訴求，再進

一步研究。 議員李靜儀認為，物業管

理和清潔等是工時長、工資低的工種，

有需要盡快實施最低工資；物業管理

業商會理事長崔銘文則認為，最低工 

資將加速管理費升幅，並可能造成一

些管理公司結業。 

 

澳門論壇探討最

低工資法案 
【葉永貞 雷翠雲/澳門電台】 

資料來源： 

http://news.qoos.com/%E6%BE%

B3%E9%96%80%E8%AB%96%E5

%A3%87%E6%8E%A2%E8%A8%8

E%E6%9C%80%E4%BD%8E%E5%

B7%A5%E8%B3%87%E6%B3%95

%E6%A1%88-1703191.html 

據第一財經日報 6 月 13 日報道，

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地籍管理處處長陳

幸德表示，關於不動產統一登記，浙江

將采取“省市同步推進”，目前國土

資源廳已向省政府遞交“報告”。 

一個月前，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主

持召開第 12 次部長辦公會議。會議明

確，力爭 6 月底前將《不動產登記條例

(送審稿)》(下稱《條例》)報出。 

截至 4 月中旬，全國已有 17 個省(區、 

市)明確由國土資源部門領頭負責不動

產統一登記職責整合工作。其中，河

北、黑龍江、山東、湖北、江西等 5 個

省已經正式建立不動產登記聯席會議

制度，北京、遼寧、黑龍江、廣東、四

川 5 省(市)已在國土資源廳(局)內成立

了不動產統一登記領導小組，啟動了

相關工作。 

大陸 17 省開啟不動產統一登記職責

整合工作 

【財華社深圳新聞中心】 

資料來源： 

http://www.finet.hk/mainsite/new

scenter/CNFINET/3/4912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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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良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服務價值 

一、全球 e 化 

企業的經營者面臨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競爭的趨勢，而經營者準確地

掌握營運資訊以實現營運效益的提昇，而效益的提昇有賴於在全球各地

據點企業的員工皆可透過網際網路(internet)與企業的伺服器連接。企

業的伺服器提供企業各策略事業單位(SBU)即時資訊的需求，而不需要設

施重覆性的投資。企業的全球員工授權及資料庫集中控管，以確保資料

庫的一致性、即時性、完整性較高並降低資料庫集維護成本。 

二、內稽內控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最注重組織內部的稽核及內部的控制度規範，也是大

多數企業所奉行的圭臬。而良源系統針對「內稽內控」在各模組的各環

節的流程作業裡，作業流程都設置最適化的審核(查)點，以利做好內稽

內控。適用於多公司、多業主、多供應商、多專案的員工權限設定，各

模組的作業流程控管採用三級線上審核機制。 

三、人性化的報表呈現  

系統採用多層式主從分散處理架構，可有效提昇運算效率，可支援

多種報表格式，如 word、excel、html、PDF 等。 

四、整合不同功能軟硬體設施 

良源系統整合許多廠商的 PLC、DDC、DCS、CCTV 設備、門禁保全設

備、指紋設備、掌靜脈辨識設備、臉型辨識設備、虹膜辨識設備、量測

儀器………等廠商的不同通訊協定，良源系統即時提供最適化營運策略

並達成節能減廢。並經 PLC、DDC、DCS 監視控制的設施之即時資料(Real 

Time data)與良源系統內自動比對並針對異常信息通知專家進行診斷，

對於故障信息立即自動通知相關員工並產生叫修單，並指定員工於指定

時間內完成維修豋錄。許多廠商 POS 系統與 BIM 軟體的整合為業主提供

客戶消費行為的分析、商品暢銷排行分析、坪效分析、空間管理、建築

物竣工圖面電子化的即時更新與管理、全生命週期碳足跡的管理。 





 

  

 

 

 

 

良源-ePMS 智慧複合式購物中心模組架構 

良源-ePMS 智慧商業辦公大樓模組架構 



 

  

 

 

 

 

 

 

 

 

 

 

 

 

 

 

 

 

 

 

 

 

 

 

 

 

 

 

 

 

 

 

 

 

 

 

 

 

 

 

 

 

良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ang Yuan Intelligence Corporation
http://www.lyic.com.tw     e-mail :amos@lyic.com.tw 
臺灣的聯繫電話:Tel :+886-2-27627881 Fax : +886-2-27627800 

良源-ERP 模組架構 

良源-智慧綠建築模組架構 



JuneSun GIS BIM FM IBMS  智慧城市雲端整合專家 

 
 
 
 
 
 
 

 
 
 
 
 
 
 
 
 
 
 
 

GIS。 BIM。FM。IBMS。CLOUD 

Total Infrastructure & Facilities Management 

全方位基礎建設與物業整合諮詢管理 

台北。台中。高雄。上海。廣州。深圳。長沙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宗陞國際(股)公司 

               台北: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 5 號 20F-1  (02)8522-7989 

               台中: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 151 號 14F-3  (04)2311-0658 

               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 522 號 3 樓      (07)3597-688 

  



JuneSun GIS BIM FM IBMS  智慧城市雲端整合專家 

公司簡介 

宗陞數位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5 月； 宗陞公司為 GIS / BIM / FM / IBMS 智慧化智慧城市 專業整合顧問 

公司為美國 AUTODESK 臺灣區營建及製造產業授權專業經銷商；美國 ARCHIBUS FM 資產管

理系統公司臺灣 Solution Center 及大陸資產設施管理整合顧問商；日本 FORUM8 橋樑

防震/建築/道路防災/ 數位城市模擬系統大中國區系統整合顧問商；  BIM Solution 大中華區

總代理…相關產 業上已有非常多的專業績效。 

公司宗旨和理念:我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為了突破和創新，我們堅信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將會有新

的發現。我們挑戰工程建設行業現狀的方式是站在建築全生命週期的角度來思考，通過 GIS、BIM、

FM、IBMS 等雲端科技手段來輔助工程建設行業，從而在設計建造階段能夠確保工程工期和工程

品質，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在建成之後的運營階段通過設施管理延長設施的使用年限，確保

其功能的正常發揮，擴大收益、降低設備運行成本，保證高品質空間，提高業主的形象、改善業

務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核心競爭力。 

引進借助國際上的專業資源，培養和開發國內的專業人才。立足中國並拓展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市

場，在規劃、設計、開發、物業運營管理等工程建設領域提供高品質並符合當地特色的專業服務。 

 

 

 

 

 



JuneSun GIS BIM FM IBMS  智慧城市雲端整合專家 

FM 物業及設施管理平台軟體 

使用 FM 物業及設施管理平台軟體系統實施協作開發，以及針對不動產提供全方位可擴展模組。 
 
 
 
 
 
 
 
 
 
 
 
 
 
 
 
 
 
 
 
 
 
 
 
 
 
 
 
 
 
 
 
 
 
 
 
 
 
 
 
 
 
 
 
 
 
 
 
 
 
 
 

同步變更圖檔與資料，並提供經營管理者最新的即時資訊，有效掌握組織營運的所有脈動，有效

計算與控制內部成本開銷，提供最佳投資組合，並創造最大投資報酬率。提供用戶端伺服器和 

Web-based 功能。前者提供 CAD 及 BIM 整合功能後者則可以顯示 Dashboard、即時報表

和報告。整理 FM 全方位可擴充主要功能包括：資本預算、專案管理、 空間管理、不動產及租

賃管理、傢俱與設備管理、電訊與電纜管理、狀況評估、工作環境評估、工作精靈、大廈營運管

理、策略性主計劃、搬遷管理、可與 2D  CAD 及 3D  BIM 圖形直接連結管理。 



JuneSun GIS BIM FM IBMS  智慧城市雲端整合專家 

宗陞近三年實績列表 

GIS  地理資訊服務專案業績 

－ 2009~2014 年 臺灣基隆海洋科學博物館，圖資設備管理系統 

－ 2011~2014 年 台塑麥寮廠公共管線 3D GIS 管理系統 

BIM+FM  設施管理專案業績 

- 2012 年 中興顧問社內湖大樓 BIM 與智慧建築系統建置 

- 2012 年 臺灣基隆海洋科學博物館第六期 圖資設備與設施管理 

- 2013 年 臺北長庚醫院 BIM+FM 設施管理系統建置 

- 2013 年 三陜北大青年國宅 BIM 施工管理與後期維運管理建置 

BIM  建築資訊模型專案顧問業績 

- 2012 年 台南聯華電子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2 年 雲林高鐵站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2 年 高雄衛武營劇場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冠德捷世(菜寮共構)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華航倉儲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雙和醫院增建工程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臺北藝術中心 3D CSD/SEM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將捷家和住宅 3D 設計到竣工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宏盛副都心住宅 3D 設計到竣工 BIM 整合服務 

- 2013 年 中華電信光世代青埔住宅 BIM 設計監造顧問 

- 2013 年 臺灣證劵交易所資訊中心 BIM 施工到竣工整合服務 

產學(課題) 合作 

- 2012 年 臺灣科技大學共同研發 BIM 捷運隧道 3D 檢測系統第二期 

昨天的宗陞，立足臺灣 

今天的宗陞，深耕大陸 

明天的宗陞，佈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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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之星物業服務簡介

1

清潔
服務

Cleaning 
Service

社區
金流
服務

Finance 
Service

安全
管理
服務

Security 
Service

機電
服務
M&E 

Service

生活
服務

Property 
Service

● 門禁管制
● 中控管理
● 巡邏管理
● 交通管制
● 停車場管

理
● 裝修管理
● 信件收發
● 緊急應變
● 消防管理

● 機電與空
調服務

● 建物檢修
與維護

● 社區健檢
服務

● 叫修服務
● 巡檢服務
● 各項申報

作業服務
● 居家修繕

● 來賓訪客
接待換證
服務

● 諮詢服務
● 代送洗衣

務服務
● 各項申報

服務
● 節慶活動

服務
● 會議召開

服務
● 代辦事項

服務
● 客訴處理

● B2B金流
服務

● B2C金流
服務

● 銀行對帳
服務

● 便利繳款
服務

● 代申請自
動扣繳服
務

● 財報制作

● 一般清潔
● 居家清潔

服務
● 公共空間

環境維護
● 大樓晶化

服務
● 水塔清理

服務
● 園藝綠化

服務
● 廢棄物處

理

綜合設施服務管理
Integrated Facility Service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13號3樓之2
電話：02-77288248  傳真：02-27585920
網址：http://www.forseti.biz

信義之星物業前身為國內知名

企業遠企物業的經營團隊，但

遠企於2007年被全世界最大的

管理公司ISS所收購。2008年原

遠企創辦人，鑑於物業管理行

業正澎渤發展，乃成立信義之

星物業，承襲遠企優良信譽傳

統，繼續服務客戶。

本公司主要服務對象為商辦、

豪宅、及建設公司的前期物業

等。服務面積已達55萬坪以上。

本公司擁有先進的管理技術，

如:前期物業評估系統、財報軟

體、物管系統、社區APP等。

服務口碑好，是值得信賴的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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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法令的正安管理 

本公司自民國八十一年起即經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從事公寓大廈各項管理維護及規劃工

作，派駐管理人員、清潔人員、總幹事至各大廈服務，本著「顧客至上」，用心的團隊以貼心的服務，

提供給公寓大廈客戶優質的服務。 

經各方人士奔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四三一六

號令公布，成為公寓大廈各項事務運行的法源依據；按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經營公寓大廈

業務須取得相關證照並向內政部營建署登記，本公司於法令輔導期限內取得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登記

證。 

配合法令的正安保全 

  公寓大廈管理人員所從事的業務範圍內包含安全管制，本項業務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的業

務，同時也是保全法所規定的業務範圍，於是派駐於公寓大廈的管理人員系成為駐衛警，從事安全門

禁管制工作，駐衛警屬於保全法業務，為符合政府法令要求，故於九十一年元月成立正安保全股份有

限公司，以符合政府法令。  

正安保全成立同時調升表現良好的基層幹部為主管，熟悉現場工作及各項作業的同仁也獲拔擢，這也

間接提昇了公司人力的素質。 

創辦人的勉勵 

  本公司創辦人曾在警界服務近三十年，他以誠懇、穩健的精神，並以熱忱服務、專業管理為訴求，

希望同仁一起打拼來創造出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由於同仁們的付出與努力，贏得住戶的好口碑。日

後應秉持過去優良的傳統，群策群力、發揮團隊精神，將最好的服務提供給社區，來創造物業管理的

價值。 

 

 

 

 

 

 

何謂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 是物業的一種增值服務 － 除了提供建築物內勞務與服務外，以延續了建物生命與使用的

基本需求外，更應藉由營運管理增加收入，以提升不動產與土地的價值。 物業服務項目包括：警衛

保全、清潔勞務及設備設施類如電力、空調、升降機、給排水、安全系統等維護、修理、保養等三大

類工作。 物業管理是與建築物使用有關的管理服務，他的目的在於使建築物使用者享用安全、健康、

舒適、清潔、環保、便利及良好生活機能的生活空間。 [摘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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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03 年行政院核定《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台灣現行物業管理服務業依其服務項

目分為三類： 

1.建築物與環境的使用管理與維護 

：提供使用者建築物與環境之管理維護、清潔、保全、公安、消安及附屬設施檢修等服務範疇。  

2.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 

：提供使用者物業代辦及諮詢服務、行政事務管理、商業支援、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產品及社區通路、

照顧服務、宅配物流等生活服務範疇  

3.資產管理: 

提供給使用者的是不動產的經營管理顧問、開發租賃及投資管理等服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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