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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智慧城市發展 聚焦 6 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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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機器人能夠精確知道貨品位置，減少
MIC 統計，至 2014 年底全球 LTE 商轉家數

取貨時間。未來透過 4G 通訊，能夠提供物

累計約 350 家，全球 LTE 用戶約 3 億，全球

流業者、海關及消費者更即時的貨物監控

前 10 大營運商用戶比重達 70%以上。資策

與追蹤，提升物流效率。

會 MIC 資深產業分析師林柏齊表示，2015

金流風：行動支付

年高科技產業對智慧城市的投入，將朝向

2014 年 9 月 Apple Pay 的推出，讓行動支

「安全監控、行動照護、車載資通訊、物流

付應用更受關注，在國內，中華電信也已

管理、行動支付、影音娛樂」等 6 大發展主

推出第一個商用行動支付服務，資策會

軸。

MIC 預估 2015 年會有更多業者加入服務提
供行列，帶動相關產業鏈如 NFC 晶片、安

安全風：安全監控

全元件等的發展。

利用 4G 大頻寬、低延遲特性，將具有即時

育樂風：影音娛樂

性需求 HD 影像畫面清晰不中斷快速回傳，

隨油價下跌與全球經濟逐漸復甦，2015 年

亦能運用於災害防治及監控上。

旅可人數可望創下新高，近年來通訊技術

健康風：行動照護

進步與普及，也出現許多結合商店、景點

利用 4G 網路可隨時隨地提供高畫質視訊

資訊的行動導覽服務，未來導入多播

服務，提升虛擬照護體驗及雙向回饋機制。

（Multicast）與擴增實境技術，能夠提供即

運輸風：車載資通訊

時高畫質的多媒體資訊。

【陳俐妏／台北報導】

資料來源：http://goo.gl/05SJ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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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違建〝地圖版〞出現！ 地圖式呈現卡清楚
南港一場違建大火，不僅燒出北市 7 萬多戶緩拆違建的問題，也讓新上任的市長柯文哲火速公布 226 戶違建，而台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才公布不久，網路上也立刻出現了第一波違建地圖的 Google 的地圖版。
從這個地圖裡面，清楚呈現各區
域內違建所在位置，也比原本在台北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的試算表，更
為容易觀賞，其實相同類型的服務，
就如好房網近日甫推出全新改版「降

價地圖」，收錄了全台低於實價登錄
行情物件，透過地圖標註，清楚呈現
區域內所有 C/P 值超高的低價好房，
不僅幫助剛性需求的自住客群更快
速尋找物件，還能用低於實價登錄價
格買進心中好房。

根據好房網數據顯示，最多降價屋

最多，平均單價為 37.5 萬元，其次為

速查找功能，民眾只要選定看屋區域、

區域，台北市以信義區 216 件最多，平

板橋區 359 件，平均價為 41.5 萬元。

設定低於實價範圍及總價，除此之外，

均單價為 75.1 萬元；其次為內湖區及中

好房網全新改版「降價地圖」集結

更提供安心標章，標註附近生活機能及

山區的 193 件，平均單價為 52.4 萬及

了全台賣方主動降價物件，以及低於

漏水保固等資訊，清楚掌握物件資訊，

64.3 萬元；新北市則以新店區的 426 件

實價登錄行情的待售房屋，並設置快

讓房屋買賣資訊更趨透明。

【好房網 NEWS 編輯中心／台北報導】
資料來源：
http://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295074
88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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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縣不動產資訊

http://taobao.tycg.gov.tw/即日起正式

不動產資訊網」網站，為持續增進及提

上線啟用。

升系統服務效能，並因應桃園市升格預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自 2009 年

期帶來的房市加溫及人口擴張情況，網

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縣

站全面改版時新增不動產交易物件刊

(市）政府辦理住宅及不動產資訊建置

登及住宅、生活、交易安全資訊推廣等

為提供更優質、更豐富多元的不

計畫」
，採取分年多目標的策略執行，建

相關功能。

動產資訊查詢服務，桃園縣住宅及不

置以民眾需求為導向的「桃園縣住宅及

更名桃寶網

資料來源：

動產資訊網已全面改版更名為「不動

【記者龍益雲／中時電子報】

產資訊桃寶網」
，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
menews/20141230003947-260405

到 2000 元不等。但是目前仍有 100 多戶

[大陸物管]200 住戶因電梯罷工爬樓一個月

尚未交錢。
對此，廣東厚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輝洋苑管理處於 12 月 25 日將電梯更換

近日，位於荔灣區珠江橋腳的輝洋

一個多月來市民只能徒步上下樓。

的所有材料提交至居委、街道、房管局等
部門，申請相關部門作為第三方參与電

苑小區住戶反映，其所在的 D 棟大樓 3

由於要重新購置電梯，除了物業維修

部電梯一月前陸續罷工，200 多住戶只

金之外，住戶還需額外交錢，部分住戶認

能靠步行上下樓。記者了解到，這 3 部

為分攤費用不合理，
「以前電梯只能到 15

街道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或將採

電梯因為老舊經常「罷工」
，如今需要住

樓，16 樓是沒有電梯的。現在物管想趁機

取刷卡的方式，交了錢的住戶給卡先用

戶湊錢重新購置新電梯，卻又因為住戶

多加一層上去。」不願交錢的陸阿姨說， 電梯。經協商，物業公司同意只要收到三

對分攤存在爭議。

電梯加建到 16 樓的費用不該讓樓下住戶

分之二的電梯集資款就會先墊付剩下款

承擔。

項。截至發稿前，已經陸續有街坊交了電

12 月 29 日，記者來到輝洋苑 D 棟，

梯更換全程監督。

梯分攤費。

一層電梯門口貼著「禁止進入」的提示

物管處主任余先生告訴記者，「經過

語，不少市民從樓梯口進進出出。據介

多次協調，裝電梯增加的費用已決定將

紹，該樓屬於房改房，共 16 層，有幾

16 樓的住戶單獨計算。」在管理處公告欄 【記者李丹／信息時報訊】

十年的樓齡。樓內原有 2 部客梯和 1 部

上，記者看到了一份費用清單，上面列明

資料來源：

貨梯，由於年久失修，如今都陸續罷工，

每戶面積和需要交納的費用，從 1000 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
141230/13642098.html

誰負責，建商主張是住戶不當使用，而且

廣告不實？ 頂樓風力發電糟 建商判拆

風力發電是大自然控制，運轉聲音也沒
有超標。住戶當初被廣告吸引，花了大筆
錢買房，但提告證據短少，只被鑑定指

淡水甜水郡位在新市 1 路到濱海

發電機年供電量只有 335 度的電，

出，發電機運轉時產生震動，確實影響頂

路中間，建商主打綠建築，有微風型風

換算下來，也才省 985 塊錢，運轉時噪音

樓的房屋結構，因此只判建商須支付拆

力發電機，標榜每年可省下 50 萬元的

大到高層樓住戶受不了，還會發出震動， 除費用，但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社區公用電。只不過 9 年下來，頂樓 5

部分住戶向建商求償 9 年下來的損失。

座發電機已經壞了 1 座。

發電機可不是說拆就拆，昂貴的費用

【記者王承偉、張若妤／中時電子報】
資料來源：http://goo.gl/wM3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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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都更家教」
再添 47 名生力軍

新北市「都更家教」第二梯次培訓於
今日正式授證，由新北市副市長高宗正
親自授予資格證明，本梯次共計 47 名取
得資格，總計已有 103 位「都更家教」可
投入社區深耕陪伴，輔導社區民眾推展

都市更新事務。

自力都更的方式來完成老舊建物的改

務。這些都更家教連絡資訊都已公布在

建。任職於高科技公司的何先生則表示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網頁，民眾可依

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簡稱都更家教）
， 對於自力都更非常有興趣，未來希望先

照自己住家轄區尋找家教。如果不知道

就是期望透過長達 4 個月共計 100 小時

從自己熟悉的中、永和地區開始尋覓適

怎麼尋找家教，也可以在更新處網站下

完整的專業課程及測驗，培養對都市更

合標的推動都更。以優異成績結訓的簡

載社區諮詢表填寫，由更新處媒合幫助

新推動具有熱忱的民眾或專業工作者成

先生雖然非屬都市更新專業領域，但是

找到合適家教。目前已有一處位於新莊

為更新種子，深耕社區茁壯發芽，散播正

到課全勤、認真苦讀，最後取得推動師

地區的基地找到都更家教協助推動，另

確法令觀念與建立居民自主更新意識，

證明，他表示未來希望能為社區鄰里盡

尚有多位都更家教與社區洽談中，顯示

進而加速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遍地開

一份心力，擔任政府與住戶間溝通的橋

更新種子能量已漸有成效。有興趣想自

花。

樑。市府後續希望透過更多都更家教幫

力更新或整建維護的民眾，歡迎立即來

助民眾成立更新會與申請自力更新重

電洽詢或上網查詢自家區域內的都更

建規劃費用或整建維護經費的補助，逐

家教，一起來推動辦理都市更新。

高宗正表示，新北市政府推出「都市

都市更新處進一步表示，推動師課
程因為融合現行法令及實務操作，內容
扎實豐富，吸引各類領域的民眾前來報

步完成改建家園美夢。

名，本身即為建築師的莊先生表示自力

都更家教新增 47 名生力軍後，總

都更是一種趨勢，他非常看好透過民眾

計已有 103 名家教可為新北市民提供服

【記者閻光濤／中央網路報】

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1228/13638123.html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