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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新聞票選活動揭曉，敬邀參加 2/1 記者會，熱烈報名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十週年慶 2015 十大新聞】票選活動從 104 年 12 月 05 日至 12 月 31 日，歷經近一個月的投票時間，
感謝各位朋友的踴躍參與。選學會共收到 217 筆有效投票數，簡要分析本次投票概況：
投票人員職稱比例

投票人員身份比例

會

員

19.7%

非會員

80.2%
投票人員職稱比例

投票人員居住地縣市比例

現在揭曉前十大新聞：
1. 房地合一稅上路、奢侈稅期退場 台
經院：明年房市價量俱跌(137 票)
2. 屋齡多少以上就應更新？30 年？
50 年？(122 票)

8. 公寓裝電梯補助更簡便

不需走都

速擴張，你發現了嗎？(112 票)

9. 社會住宅

您已收到獎品囉!)

另一個健保黑洞！(78

10.

為市民打造智慧城市！大都會城

市運用「大數據」助施政規畫(76 票)

罰(107 票)
台灣「公共安全」

亮紅燈(106 票)
6. 你家上榜了嗎？鉛水管分布地圖標
給你看(104 票)
7. 立院三讀通過長照法 106 年施行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十週年慶
2015 十大新聞記者會】在 105 年 02
月 01 日於台北市政府 1 樓沈葆楨廳

4. 北市要老屋強制定檢 否則依法開

(103 票)

您非會員，正在閱讀本報，恭喜

更程序了(88 票)

票)

3. 中國新趨勢！這 4 大服務業正在高

5. 八仙塵爆事件！

3. 電子報一年份：人人有獎(如果

本 次 投 票 為 感 謝 各 位 朋友的 踴 躍 參

(中庭)舉行，將廣邀電視、平面媒體

與，提供 3 種獎項：

以及神秘嘉賓，現場將致贈實用小

1. 我最神準獎：目前統計最高命中率

禮，現在!!記者會報名時間開始囉~

為 7 則，共有 14 位朋友得獎！
2. 我最好運獎：以亂數隨機抽樣 10

歡迎各位朋友踴躍報名，一起共襄盛
舉!

位朋友!
以上抽獎過程影片與名單已公佈於學
會 FB 粉絲團。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會員委員會主委 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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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心得 物業公司跨足餐飲市場
廚林振尉擔任行政主廚，店內暢銷商
品像是腊味蘿蔔糕、鮮蝦腐皮卷、蟹
黃燒賣、鳳爪、鼓汁排骨、流沙包、韭
黃蝦腸粉、芋頭酥…等，由於價格適中
每天供不應求。
另外店內的腊味雞球煲飯，用生
米現點現做要 20 多分鐘（採用特殊設
備製作品質穩定）
，魚類祇有筍穀魚，

肉質結合石斑魚、黃魚的美味，還有
宜蘭櫻桃鴨及當紅炸子雞都是老饕級
客人最愛。值得一提是店內供應的飲
品，冷飲凍檸茶，鹹檸七喜都是港味
伯克錸物業執行長柯淯丰（左）與行政總主廚林振慰過去因提供豪宅餐點服務，在時機成熟下開設
狀元閣港式茶餐廳一試賣就獲得格友們好評。（馮惠宜攝）

十足，熱飲普洱、阿里山高山茶都是
精選的。
柯淯丰指出：伯克錸物業管理顧
問公司，成立至今已 8 年，因豪宅的
公設都設計成類似飯店的公設，如輕
食吧檯，餐飲宴會廳等，所以物業公
司提供服務時，依社區需求會配廚師
駐點服務，但不是每個社區都有辦法

狀元閣港式茶餐廳港點精緻可口，價格也平易近
人。（馮惠宜攝）

當紅炸子雞都是老饕級客人最愛。
（馮惠宜攝）

派任專職廚師，因此伯克錸物業之行
政主廚林振尉，內部創業成立狀元閣

經營豪宅物業管理顧問公司的伯

錸執行長柯淯丰強調，跨足餐飲是提

港式茶餐廳，來支援沒有駐點廚師的

克錸物業過去於豪宅提供簡餐、宴會

供內部廚藝團隊更好的舞台，也強化

配置，另外也提供廚師到社區宴會服

餐飲，累積經驗揮軍餐飲市場，在台中

物業管理供餐品質控管。

務，給社區更便利生活方式。

滿口路 4 段開設「狀元閣港式茶餐廳」
，
除提供港式點心、熱炒菜，也同步為旗

狀元閣港式茶餐廳由伯克錸物業

記者馮惠宜/中時電子報

管理公司團隊成立，由前裕元酒店主

http://goo.gl/EwgHmQ

下近 40 間的豪宅大樓製作餐點，伯克

360 度遠端看屋 虛擬實境當紅
經濟部工業局於空總新基地科技

擴增實境技術，只要戴上 VR 虛擬實境

胚屋裝潢後狀況狀，展場有多家建商

村成立「超適居 Smart City」7 日開

眼鏡，就能感受 3D 樣品屋現場，也能

和海內外代銷進駐，預計 15 日讓民眾

幕，利用時下最夯的 VR 體驗，透過 AR

利用手持智慧裝置，虛擬出中古屋、毛

免費參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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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裝置備受國際科技商關

表示，目前已有遠雄、國揚、甲山林、

寨物件，透過 VR 虛擬眼鏡和技術，不

注，就連臉書創辦人也豪擲 20 億元將

麗寶等房產業者加入，在現場設置攤

用出國就能看到海外建案資訊，展場

開發商 Oculus VR 娶進門，經濟部工

位供民眾體驗看屋，也有許多海外房

將長駐 2 年，之後也將有更多業者合

業局與國內房地產業者及 iStaging 宅

地產業者，銷售日本、馬來西亞、柬埔

作進駐。

妝合作，推出混和擴增 AR、虛擬實境
VR 看房體驗，讓消費者一秒遇見家的
樣子。數位宅妝總經理李鐘彬表示，體
驗過 VR 看屋，會發現原來手機、電腦
的小小螢幕都局限了我們的想像。在
「超適居 Smart City」現場，民眾可
戴上頭戴式顯示器，以 360 度視角連
線觀看實體與虛擬的樣品屋空間，從
進門街景公設到室內裝潢，有如身歷

記者朱語蕎/自由時報

其境，看透每個角落，想像未來家的樣
子。

http://goo.gl/0ye3k8
現場有多家海內外房地產業者和家居業者進駐，透過 VR 技術，遠端了

彥星廣告客戶群資深顧問李紹齡

解建案狀況和未來裝潢後成果。

土銀新推以房養老貸款 利息可掛帳
土地銀行 18 日正式開辦「樂活養

付利息，屆期後再予本金一次償還，確

房地合一新制上路，房市不確定因素消

老」以房養老貸款專案，利率 2%至

保民眾退休生活所需資金來源穩定。

除，且土銀不動產授信與政府保障自住

2.8%，核貸成數最高 7 成，放款成數
若未超過 5 成，則利息在貸款期間可
掛帳，最後再結算收取，目前已有人詢
問。

土銀總經理高明賢表示，土銀「樂
活 養 老」 貸 款 專 案 利率 自 2% 起 至
2.8%，且無需按照不動產鑑價金額核

的政策一致，對豪宅貸款與投資客原則
上不承作，因此土銀房貸業務不會受到
房價下修的影響。

算貸款設定費，若民眾房產經過鑑價

高明賢補充，土銀房貸月平均逾放

財政部次長兼土地銀行代理董事

值新台幣 2000 萬元，但民眾僅想要

比，從 2013 年的 0.266%，到 2014 年

長吳當傑今天上午出席土地銀行與花

貸款 500 萬元，可以貸款金額的 140%

的 0.181%，去年底再降為 0.18%，逐

蓮縣政府合作辦理首見「社會福利公

核算貸款設定費。比起合庫的以房養

年下降，因此不用擔心不動產授信風險

益安養信託」暨開辦「樂活養老」貸款

老專案利率 2.13%至 2.93%、且須以

提高；另外，去年底土銀房貸餘額為

活動儀式。

鑑價金額核算設定費，不僅利率較低，

7322 億元，年增 240 億元，其中屬於

也能省下設定費。

首購族的青年安心成家貸款餘額為

他表示，土銀於 2013 年配合內
政部試辦公益性逆向房貸實驗方案，

根據金管會最新資料，去年 11 月

現在更推出商業型樂活養老貸款，首

房貸及建築貸款逾放比率同步上升，

創「利息全數掛帳」方式，意即民眾以

12 年來首見，不動產授信風險似有升

房產設定抵押，核貸金額未逾認定價 5

高跡象。吳當傑表示，土銀房貸月平均

成，則享有每月領取貸款時，無須先支

逾放比逐年下降，風險控管有成；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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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億元，年增 300 億元，顯見去年
土銀不動產授信對象多以首購、自住族
為主。

記者邱柏勝/中央通訊社
http://goo.gl/hinq4p

澳洲物業法的 12 個細小變化將會帶來大不同
關於物業法的修改在大的方面的

計劃中允許停車管理人員對車場進行

物業管理人員、租房代理、看房者和

影響，如大多數業主同意就可強製出

巡邏，對亂停車者進行罰款。但這些變

建築經理不得擔任物業計劃的委員

售整樓等方面，已經有了大量的宣傳，

化也有一個缺點，簡單的說就是居民

會工作，除非他們自己也是業主，以

但這個法案修改的哪些細節可能會給

如果將車停在了自己車位外的共同財

防他們通過委託投票的方式控制委

人們帶來不同呢？Domain 房地產信

產區域，或將汽車停放在訪客停車位

員會，按照自己的利益運營。

息網列舉了如下 12 項：

上也會吃罰單。

5. 對委託投票進行限制

1. 罰款支付給業主法團

3. 可對臥室人數設限

每位持有者的委託投票將限制在 5

違反章程的罰款金額將會交給業主法

業主法團現在可以對允許在一套公寓

％。

團，這部分錢將不再是省政府的財政

內居住的人數設限，規定的上限為每

6. 限制吸煙

收入。但這也不會是熱心的物業委員

間臥室不得少於兩個大人。這個限制

在新變化的物業法中，吸煙者的瀰散

會的搖錢樹， 因為他們仍需要經過同

實際上是一個基準，業主法團可以用

煙霧被確定為「公害」
。以前吸煙者禁

樣的法律程序。

它來防止過度擁擠和多佔用空間。首

止在公寓樓門口抽煙，但可在自己陽

2. 打擊亂停車現象

次違規的罰款可 1.1 萬澳元，此後再違

台吞雲吐霧，這樣同樣會對鄰居造成

在新的計劃下，業主法團將能夠自行

規可罰款 2.2 萬澳元。

影響。按照新的規定，居民不得給鄰

與地方議會達成協議，在他們的物業

4. 對委員會成員進行限制

居製造這樣的危害。
記者陳光/大紀元
http://goo.gl/GJpklx

台北十大商辦樓 重管理機能外觀
外商不動產顧問公司高力國際，
邀請 1 萬名客戶票選出心目中優質的
台北十大辦公樓，包括大陸工程敦南
大樓等出列。高力國際說，交通、管理、
機能、外觀識別度佔很重要因素。

大樓。

優質的大樓管理、完善的生活機能、大

高力國際董事總經理劉學龍表
示，近 20 年來信義計畫區陸續落成多
棟嶄新且識別度高的辦公大樓，這次
票選有多達 6 棟大樓名列前 10 名，確

樓外觀識別度高與大樓內部動線及格
局規劃佳，是這些票選名列前茅大樓
的共通特點。且這些特點也恰好是受
邀票選客戶選擇自己使用的辦公大樓

時，除租金外，最在意的優質大樓應具

高力國際邀請 1 萬名以上客戶，

立信義計畫區為台北市辦公大樓首選

從台北市中心 30 棟非供集團自用的 A

的地位。部分入選的大樓雖然屋齡超

級與頂級辦公大樓中，票選心目中的

過 20 年，但憑藉良好的物業管理、大

劉學龍表示，這些承租人選擇辦

優質商辦大樓。結果得票數前 10 名的

樓規劃與妥善的維修保養，除吸引優

公室的考量因素，值得大樓業主在擬

大樓(以筆劃數排序)包括大陸工程敦

質客戶長期租賃外，也在這次票選活

訂大樓品質提升計畫或潛在投資人擬

南大樓、台北 101 大樓、國泰金融中

動中取得佳績。

訂投資計畫前參考。

心、國泰置地廣場、統一國際大樓、新
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臺北文創大樓、

高力國際辦公樓租賃服務部執行
董事楊慧明分析，良好的交通可及性、

遠企中心、遠雄金融中心與震旦國際
5

備前 5 大條件。

記者韋樞/中央通訊社
http://goo.gl/BSi3qk

薛承泰談「居住不不正義」
「居住正義」議題近年來隨著房

％，明顯低於我國，他們過去廿年的泡

可預見。此時，政府若要實踐「居住正

價上漲而發酵，年輕人「住不起或租不

沫化，台灣是否會步其後塵，不得不

義」是否應朝向都市更新方式來重建

起房子」成為最有力的訴求！於是政

慎！

「友善住宅與社區」？利用市場閒置

治人物紛紛跳出，承諾在任內要蓋多
少數量的社會或青年住宅，以低於市
場價格來出租。另一種主張，即利用市
場中的餘屋，讓需要的人在市場中自
行找尋合適的房屋，由政府來進行租
金或購屋的利息補貼。
其實這些主張多年來政府也都有
在做，是沒能力做好？還是議題沒抓
準？各候選人不能疏忽過去的教訓，
更不能缺少對未來的評估！
首先要問，政府究竟在此議題應

此外，議題專注在大台北的「居不
易」也不符正義，應含括全國各地，讓
大家都有機會獲得一個舒適而有尊嚴
的環境，不只是青年能安心工作成家，

也 要讓 小 孩 安心 成 長 ，老 人 安心 養
老！
試想，一個社區若建築結構薄弱、
缺乏管理、綠地遊憩空間又不足，就算
年輕人拿了政府補貼進住，發現鄰里
相互干擾時有衝突，聽到樓上夫婦吵
架，隔壁嬰兒哭鬧，樓下老人無處可
去，能「安」居嗎？遑論形構出「家」

助兩件事。前者就是完備法令、稅制與

與「婚姻」的想法！

需要被協助的對象？畢竟政府是用納
稅人的錢來協助所謂的「弱勢」
。過去
未能成功，原因之一乃困於媚俗性需
求，導致協助對象條件不清楚，也未能
有 效區 分 就 業租 屋 與 居家 購 屋的 需
求。

棟、一區區來進行，相信十年後都市面
貌將煥然一新，也可防止房市崩盤，更
有助 於 落 實全 面 而 永續 的 「居 住 正
義」
。
居住正義起碼談了廿年了，也成

扮演何角色？簡單說，就是規畫與協

建立制度，後者要先定義出「誰」才是

成屋來交換老舊公寓作為誘因，一棟

過去十幾年房價節節上升，雖然
和熱錢湧進有關，加上利率與稅制偏
低，何嘗不是民眾怕存款貶值而轉向

為了新政治正確，然而，這些年來台灣
地區家戶自有住宅率，以戶為單位接
近了九十％，相較世界主要工業國家，
算是「超高」。政治人物不能再媚俗，
說清楚要協助買房或租屋的對象，並
考量未來趨勢估出數量，否則會是另
一個「廣設高中大學」！最後，也可能

是最重要的，別忘了拉升薪資水平，否
則「居住不正義」
，豈是一個「不」字
了得！

房地產投資，並頂住了炒房基本盤！
台灣九十九％民眾一輩子賺不到一億
元，五十％以上人們傾卅年生命工作
也賺不到一千萬，當聽到有人轉手買

至於對未來的評估，主要是少子

賣土地進帳上億，短短數年買賣房舍

化的衝擊，未來大學生租屋需求將大

獲利千萬…在薪資長年停滯氛圍下，眼

減，若還要在公有地上興建青年住宅，

看著房價飆升，又聽到這些以房地產

需考量土地的有限，地點也未必能符

致富的例子，如何叫人不生氣？

合年輕人就業的近便性；更重要的，未
來十年年邁長者將會釋放出百萬間房
舍給下一代或進入市場，數量遠遠超
過候選人開出的支票，可能翻轉居住

也許歷史在循環，君不見，去年一
整年房市急凍，銷售量與新案在比率
上大幅下滑，實際移轉戶數甚至低於
ＳＡＲＳ期間，未來幾年房價頹勢已

正 義的 內 涵 ！日 本 住 屋擁 有 率六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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