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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與 2015 年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台日建築物外牆磁磚性能診斷與更新工法研討會
完美落幕！
台灣建築物外牆磁磚飾面安全宣言
回顧台灣營建發展歷程，在
1981、1994 兩年度營建高峰期，如今
已邁入屆滿 30 年的 2011-2024 高屋
齡峰期，老屋整建維護是都市更新政
策中的重要課題。
台灣高層與中低樓層建築物，外
牆磁磚剝落新聞，近年來層出不窮傷
亡不幸事件，造成建築物所有人、使用
人、與各地方政府相當棘手的公共安

1

全問題。
內政部營建署正研擬加強建築物
外牆飾面安全之營建政策，台北市建築
物外牆安全診斷及申報管理辦法；高雄

繼續執行當前北高專案計畫：

磚時，不宜採用溼式現場水泥砂漿

(台北) 104 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外牆飾

打底接著方式，建議採用預鑄式外

面材剝落、附掛物鬆動脫落巡查勘檢委

牆磁磚工法，或其他高強度接著劑

辦案

新材料。

市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自治條例，

(高雄) 103 年度推動加強建築物公共

均已向當地議會提出預定明年實際上

安全執行計畫

路執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基於前述背
景，提出「建築物外牆磁磚飾面安全宣

配合政府當前正推行的建築

政府依公共安全危險強度別，主動
進行強制驗樓，執行公共安全檢查。

言」
。
關於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國內政府法令與安全制度
為提升外牆磁磚飾面之工程技術，
當前技術士技能檢定職類中，有關泥水
(面材鋪貼項)及泥水(綜合項)，當前需
加強檢定磁磚鋪貼施工技能。並提升已
取得技術士者，舉辦回訓講習課程。針
對未設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建築物，政

關於外牆磁磚檢測技術

外牆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制度，
產、學、研各界宜積極備妥檢測技
術專業能力。針對建築物外牆剝落
原因及劣損現象，應用目視法、打

已設置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政

診法、紅外線熱顯像檢測法，執行

府及學界宜藉入指導既有管理規約中，

定期或緊急的公共安全檢測。專業

如何研擬長期維護修繕計畫，包含外牆

診斷人員、檢查人員須建立專業講

整建工項及預算概估，以及定期檢測外

習，人才培訓及技術認證制度。

牆磁磚劣化概況。
關於外牆磁磚更新工法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黃世孟理事長
2015/8/19

高層建築物外牆飾面材料選擇磁

府編列年度經費，委託專業診斷機構，

[特別報導] 台日建築物外牆磁磚性能診斷與更新工法研討會記錄(上)
近年台灣磁磚的劣化與剝落的問

一同攜手研討外牆性能的檢視、判斷、

題嚴重，以致影響公共安全的新聞事件

維護、更新上的許多技術、機制性之議

逐漸發生，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繼 2007

題。

年首次舉辦「建築外牆磁磚劣化與維修
技術研習會」後，隨著國人對於外牆磁

磚安全性的意識提升、各地方政府亦開
始重視相關課題，為營造安全且舒適居
住環境，避免造成不幸死傷的公安危
險，必須提早關注高層大樓建築物磁磚
剝落與維護技術之課題，尤其亟待提升
外牆磁磚的耐久性、安全性或清潔性之
維護認知。因此，學會費心規劃本次研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踴躍參與本次
研討會，然而，因場地限制，本次研討

會未開放太多人員報名，因此至 104 年

專業職業別比例

8 月 17 日報名截止，總共約 134 名先
進一同共襄盛舉。此次研討會報名之職
業多屬建築設計與結構工程類，其次則
是材料廠商以及營建工程類，年齡則屬
40-50 歲者居多，其次則為 30-40 歲，
而地區而言就以台北市居多。

習會，特別邀請台日產官學界專家學者
年齡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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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比例

本次研討會共 2 天，並於 104 年
8 月 18 與 104 年 8 月 19 日舉行，8

物外牆磁磚性能診斷與更新工法研習

月 18 日當天在會場外更擺設日本著

會。首先由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名的磁磚研發與製造廠商的展示品，

高文婷組長探討台灣建築物外牆飾材

提供有興趣的與會先進們諮詢，早上

安全的現行法制與未來相關政策之推

9 點，由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黃世孟理

動，接著由日本的芝浦工業大學工学

事長的帶領下，正式開始本次的建築

部 本橋健司教授探討日本在建築物

對應政策與發展。
第一天研討會落幕，各個與會先進
們紛紛表示意猶未盡，對於明天的研討
會內容更加期待，也同時感謝學會這麼
用心的籌辦這次的研討會，讓大家都獲
益良多！

的定期申報制度與外牆裝修材的調查
診斷方法與工具，下午則由 LIXIL 磁

磚開發與製造廠商說明日本的外牆磁
磚市場、發生剝落之原因，以及防止剝
落之工法及對策等，接著由台灣陶瓷
工業同業公會 游德二總幹事分享國
內建築外牆磁磚施工技術與維護更新
之建議，高雄第一科大營建系翁佳樑
教授提出高雄市的外牆健診案例與改
善之建議，以及高雄市面對其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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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察參訪紀實
業管理訊息。8/21 晚上由黃世孟理事
長於 RICS 演講『台灣物業管理專業之
發展課題與未來趨勢』，分享台灣物業
管理 2014 年十大新聞，並延伸未來物
業管理的四大議題。8/22 午宴與 CIH
進行交流，由吳光銘主席與周駿齡副主
席帶領 CIH 核心主委們歡迎台灣物業
管理學會的朋友們。
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
察參訪僅有三天兩夜，團員們皆意猶未
盡，也同時非常感謝學會的完善安排，
香港，一個繁榮而熱鬧的城市，
一個面積 1104 平方公里，有 726 萬
人口，到處大廈林立的商業城市，這
樣高樓密佈、生活互動便捷的城市正
是物業管理人員最適合取經與考察
的地方。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經過一年
的籌備，由國際交流委員會高金村主
任委員費心規劃，從眾多案場類型
中，精挑細選四個不同的案場主題，

行方式，同時也達到台灣業內的互相
交流，收穫豐碩。

以及 RICS 與 CIH 朋友們的熱情接待，
在離情依依的情緒中大家相約明年再
見！

8/20 的晚宴由黃冠球董事長招
待參訪團，黃董事長亦邀請香港大學
房地產及建設系何志榮教授（Daniel

Ho）
、RICS 亞洲區設施管理專業理事
會馮志光理事(Francis Fung)、政府總
測量師 Ben Chonge 共同交流港台物

包括商場物業、校園物業、科技園區
物業、地鐵共構社區物業，並且在午
晚餐時間安排與 RICS（英國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及 CIH（英國特許房屋
經理學會）兩個協會進行交流。
本次報名參訪的團員為 22 人，
學會原先設定的人數為 20 人的小團
體，方便深入交流與討論，然而報名
過於熱烈，因此增加了兩位。團員中
除了學界成員之外，更多為物業管理
高層人員，涵蓋台灣物業管理領域的
代表性公司。在每個參訪地點中，團
員們皆熱烈發問，除了瞭解香港物業
管理作法之外，也反思台灣目前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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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物業管理電子報將以每期連
載的方式，由參訪團成員與會員朋友們
分享更深入的案場參訪紀實，敬請期
待，未完待續……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羅紫萍報導]

都更自己來

最高補助 500 萬

為了鼓勵自主都更，內政部編列
預算補助住戶辦理老舊建築物重建、
整建或維護，最高補助 500 萬元。內
政部表示，今年度第 3 梯次受理補助
申請作業將於 9 月 10 日截止收件，
盼民眾踴躍向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為了促成 20 年或 30 年以上老舊
合法建築物透過都更整建維護、重建，
自 100 年 8 月起，政府逐年編列中央
都市更新基金預算，補助住戶自主更

高雄市大豐一路旁的大樓，為中央補助社區自主都市更新全台首例完工案。
（截取自內政部營建署）

新，並於 101 年度起，補助地方政府

後，陸續透過修法作業，簡化申請程序、

出，以工程費而言，每平方公尺補助上

委外成立自主更新輔導團，主動協助

增加補助項目及額度。對於以重建方式

限為 800 元，且最多補助總經費 45％。

民眾推動自主更新，截至今年 8 月，

自辦都更，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按

此外，民眾辦理建築物整建維護耐震補

內政部已核定 61 案，補助總經費為 1

所有權人數分級予以補助，上限為 500

強，最高可獲得 55％的工程經費補助；

億 1840 萬元。 內政部表示，為加速

萬元。 若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老屋拉

另老舊公寓增設昇降機設備，可享有最

推動都更，營建署自 100 年 8 月訂定

皮，可併同加裝電梯等設備）自辦都更，

多達 45％的工程經費補助。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

則依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計算規劃設

施更新辦法」啟動自主更新補助機制

計及工程施作費用予以補助。內政部指

記者蕭羽濤/好房網 News
http://goo.gl/tEwnw4

遏止違建 北市新屋買賣需附無違建證明
台北市政府為杜絕新違建的產生、

明」。所有權人未檢附該證明，地政事

象係針對 104 年 9 月 1 日以後核

保障消費者權益、減少交易糾紛，並健

務所將通報建管單位進行違建查察，並

發使照的新建物，所有權人於申辦

全建築管理，特訂定「台北市政府遏止

不會限制所有權移轉登記。另為鼓勵民

所有權移轉時，可先委請開業建築

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規定自 104

眾自主委請建築師檢查，不額外增加民

師出具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未

年 9 月 1 日起所核發使用執照的新建

眾負擔，對於民眾所有權移轉時檢附無

來開業建築師處理案件時，會依使

物，未來房屋所有權人因買賣、交換、

違章建築證明所需費用，亦提供每戶最

照竣工圖說至所有權人住處現場

贈與及信託行為，而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高三千元之補助，本府新訂定的措施並

進行比對。如經發現住戶專有使用

辦理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

不會增加民眾的負擔及額外費用支出。

部分有違建者，所有權人應自行拆

業建築師出具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

都發局表示，新措施主要的適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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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業建築師始出具建築物無違

章建築證明。同時建築師亦會就屋頂

府必須建立尊嚴，政府應拿出決斷

新的處理措施是希望透過結合建

及法定空地等公用部分與竣工圖比

力，才能有效遏止違建繼續產生，因

管及地政機關的行政合作，有效遏止民

對，如有發現違章建築時，協助通報

此要求都發局建管處及地政局提出

眾搭蓋違建，確保交易安全，減少買賣

建管處查處；如果所有權人於申請所

有效的方法，不容許再產生新違建。

糾紛。違建的新處理原則，就是讓市民

有權登記時，未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

新措施的推動除了要對新核發使用

看到新的政治文化精神，政策一定要貫

築證明，地政事務所將通報建管處進

執照建物進行有效管理外，對於既有

徹執行，人民才會重新相信政府說的

行違建列管及查核。

的建物，如果發現有新搭蓋違建，一

話，不再產生新違建，台北才能變成更

律查報拆除，以有效執行遏止新違建

好的台北。

柯文哲表示，過去政府施政之所
以困難，就是因為人民不相信政府會
嚴格執行法律，所以必須重建人民對

政府的信任。處理違建先決條件是政

產生。而 83 年以前的既存舊違建，
凡有危害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等，亦
記者張家豪/ NOWnews

將優先處理拆除。

https://goo.gl/Qrfdcf

2015 醫療機構及高齡照顧機構防火避難安全技術研討會
近年來醫療院所、老人福利機構火

供醫療院所火災避難風險改善、防火安

(另有優惠方案，消息請上報名網止：

災事件頻傳，如 101 年衛生署新營醫

全設計改善、緊急應變計畫、防火安全

http://training.tabc.org.tw/files/

院北門分院火災造成 13 死、103 年台

管理技術能量外，亦能鼓勵自我維護良

902-1000-344.php)

南市安南區安養中心相繼發生火災，依

好之醫療院所參與防火標章評選。

付款方式：

據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年度報表所
示 2013 年火災相關事件共 104 件、
在內政部消防署消防統計年報也顯示
至 102 年底共有 635 家醫院為消防全
檢查列管對象，突顯收容避難弱者之醫
療場所防火避難安全及消防設備安全
之重要性。

日期：104 年 9 月 17 日(四)
報名截止日期：9 月 8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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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用：每名收費新臺幣 1,000 元
整(含講義、午餐、點心)(含稅)

為能有效保障人員財產生命安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即於 89 年開始推動
公共場所防火標章認證，領有使用執照
之公共場所於防火安全經營維護及緊
急應變能力優良者，經過評鑑其「避難
設計最適化」及「管理應變最佳化」之
安全性能，即頒予防火標章公開表揚，
為推動醫療院所之公共安全，特藉由此
研討會併同公開徵求優良場所參與，並
提供免費諮詢服務。期本研討會除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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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郵政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台灣
建築中心，帳號：50173395
2. 支 票：抬頭「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
。(郵寄至新北市 23141 新店
區民權路 95 號 3 樓)
■請務必將繳費證明回傳時註明單
位 及 參 加 人 員 姓 名 ， 傳 真 至 0286676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