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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十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歡迎踴躍投稿
敬邀參與 2015 年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物業管理」的主要目標在於（1） 各界人士踴躍報名參加。
確保「建築設施使用者」
（人）獲得舒

 報名截止日期：2016/05/20（五）

適、健康、安全、符合機能的居住或工

 全文截止日期：2016/05/20（五）

作環境；
（2）提升「建築設施設備」
（物）  審查結果通知：2016/05/27（五）
運轉之穩定性、效率、及永續性；
（3）  發表會日期： 2016/06/24 日（五）

創造既有「建築資產」
（業）之附加價

聯絡窗口

值。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本著持續關

秘書：陳婉玲

心 國內 物 業 管理 產 業 健全 發 展之 宗

E-mail：service@ tipm.org.tw

旨，定期舉行研究成果發表會，試圖提

Tel：(02)2531-3162

供物業管理產、官、學界專家代表一個

Fax：(02) 2531-3102

交流平台，讓大家發表各類相關課題

研究助理：林家民

之重要研究成果。本研究成果發表會

E-mail：jialin@gmail.com

今年已邁入第十屆，將於 2016 年 6 月

Tel：(02)2771-2171#2905

24 日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舉辦，歡迎

0988-05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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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請至網站下載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105 年度博碩士論文獎助申請辦法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於 93 年成
立十週年之際，恰為政府頒布「公寓

金。

（一）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研究領域

（二）碩士畢業論文：105 年 7 月 31

大廈管理條例」十年，對此，本公司

日前，逾期不列入評選（以郵戳為

特於十週年慶舉辦產官學研討會，主

憑）
。

之國內知名教授擔任論文評審，
擇優錄取。
（二）博士研究論文：以論文題目及

題為：「臺灣物業管理產業結構與公

三、申請文件郵寄地址：100 台北市忠

寓大廈管理條例大體檢」
。會中為鼓

孝東路一段 55 號 4 樓「東京都物

勵國內大學相關系所學生及博、碩士

業管理機構收」
，信封上請註明

班研究生，重視物業管理服務相關議

「申請 105 年度博碩士論文獎

題並藉以培養專業人才，特提出「論

助」
。

研究計畫參加評審。
（三）碩士畢業論文：應屆已通過之
學位論文參加評審。
（四）評審結果由主辦單位於 105 年
9 月公布。

文獎學金獎助」方案作為回饋社會方

審查方式

申請條件

案，自 94 年迄今已辦理十一屆學術

一、博士、碩士之論文評選採分開評

一、博士研究論文：申請人須為博士

論文獎助，共一百餘名學生獲得贊
助。

候選人且論文能於三年內

選。

（106.08.31 前）通過口試審查

二、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依申請人於
歷屆論文獎助活動皆邀請產官學

者。

105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之申請

界代表共同探討台灣物業管理產業未

檢附文件辦理資格審查，並於 7

來發展趨勢，期能透過物業管理研究

月底前函覆審查結果。

資源之整合，健全國內物業管理服務

三、論文成果評審及公告：

二、碩士畢業論文：申請人須為研究
所應屆畢業生。

機制，以提升住宅居住品質，使台灣

成為亞太優質生活中心。

獎助論文之研究主題

獎助對象：博、碩士班研究生

申請獎助之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須屬於物業管理（設施與環境維護、生活

凡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博士班
之研究論文，碩士班之畢業論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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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題與建築物管理、安全管理、

一、物業管理制度及法令之相關研究

設備維護、環保美護、社區生活與商

二、物業管理產業結構及資料庫之相關研究

業支援服務、資產營運與管理等物業

三、物業管理維護及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

管理相關內容，且未接受任何單位補

四、社區總體營造與防災相關課題之研究

助及其他獎助學金者。

五、不動產資產管理與活化相關課題之研究

申請期限及方式

六、設施管理與商業支援服務相關課題之研究

一、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七、社區生活服務需求與消費行為之關係研究

30 日止，檢具申請文件提出申

八、社區通路之開發與營運（如：網路購物、宅配等相關研究）

請（以郵戳為憑）
。

九、物業管理專業人才教育培訓相關課題之研究

二、研究成果繳交：

十、其他提升物業管理產業價值之相關研究

（一）博士研究論文：論文計畫於申
請時一併提出，獲獎研究論文於

更多詳細的申請辦法及報名表請至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網站下載

105 年 8 月 31 日前提出，逾期
取消申請資格並繳回已發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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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位移高雄柴山民宅恐漸漸滑進海裡
高雄柴山是知名景點，有許多知
名餐廳，每逢假日都吸引眾多人潮，
不過柴山的西半部屬於順向坡地質敏
感區，包括餐廳和民宅在內，平均每
年要往台灣海峽方向滑動約 10 公分，
隨處可見房屋龜裂位移痕跡，市府耗
資千萬設置自動化監測系統，卻坦言
只能減緩位移速度，長期關注的專家

只擔心一旦遇上極端氣候、大雨及地
柴山住戶房子嚴重龜裂

震，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柴山居民：
「這邊都是、這個都是，
都有補過的啦！」滿是裂痕的牆面或
天花板，在柴山住戶眼裡只是小
CASE，來到另一戶民宅。環境教育講
師朱訓智：
「這溝本來沒有，這溝原來
是跟它的地基是黏在一起的。」門前
有條裂了 40 公分左右深溝，住戶自

行填上沙土以免踩空，路旁擋土牆裂
縫就和成年男子拳頭一樣寬，都是腳
底下踩的土地，形同不定時炸彈證明。

柴山為順向坡，每年向台灣海峽位移 10 公分

環境教育講師朱訓智：
「只要有地
震，這個地殼就會錯動，尤其這邊是

一樣的監測設備，在柴山至少設了 11

崩積地形。」就怕極端氣候下大雨，

處，地層是否位移，監測數字傳回電

加上地震，專家擔心的不得了。因為

腦，每 10 分鐘更新一次。

柴山西半部屬地質敏感區，全是順向

高市水利局總工程司韓榮華：
「地

坡，鼓山區桃源里約 40 戶住在險境

滑要完全的停止，我想這個可能沒辦

中，平均每年往台灣海峽位移 10 公

法透過我們工程的手段來防止，只能

分。

減緩這樣的情形發生。」
環境教育講師朱訓智：
「它是結構

很鬆散的。」關係到柴山居民居住安
全，自動監控位移系統進駐，

孔內伸縮計監測柴山位移情形

記 者 ：「 會 擔 心 房 子 龜 裂 問 題
嗎？」
柴山居民：
「當然會，每一個人都

顧問公司副理柯文貴：「（這一個

會。」面對居民疑慮，官方只能治標，

就是）孔內伸縮計。」孔內伸縮計首

地層構造加上順向坡地形，柴山地質

度在鏡頭前曝光。柯文貴補充：
「扯動

敏 感 區 先 天 不 良 ， 怎 麼解除 位 移 危

的時候，它這個是不是就會往上提。」

機？現階段還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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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水利局總工程司韓榮華
記者記者翁郁雯、黃智忠/三立新聞網
http://goo.gl/iujMiF

（台南）老屋健檢補助 爭取放寬 6 樓以下
配合內政部釋出老屋健檢政策，
工務局受理八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前

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補助八千元，初

望中央下週有討論結果。

步評估費用全額補助。

工務局呼籲，老屋健檢受理時間

取得建造執照且六樓以上集合住宅，

不過，老屋健檢申請情況不如預

至五月卅一日止，東區、北區、中西區、

首波公告補助有一千七百多件，但目

期，目前首波符合資格的申請件數才

南區、安南區、安平區、仁德區、關廟

前僅十多件申請，反而是六樓以下私

十多件，比例僅約一％，原因可能是怕

區、歸仁區、龍崎區等十區，向該局建

有透天厝詢問熱烈，工務局只能向中

大樓健檢影響房價之外，若需要補強

築管理科一股提出申請，其餘廿七區

央反映民情，由中央決策是否再放寬

修護，缺乏實質補助經費，民眾嫌麻

則向 民治 中心 的建 築管 理 科二 股申

條件。

煩。

請。

工務局表示，目前公告為老屋健

但是開放申請以來，卻有不少六

檢初步評估，以「棟」為單位來申請，

樓以 下的 透天 厝屋 主 詢問 能不 能申

每棟建物總樓地板面積未滿三千平方

請，未來是否彈性放寬條件，工務局無

公尺，補助六千元；每棟總樓地板面

法給肯定答案，只能代向中央反映，希

以房養老 銀行公會提 5 建議
銀行公會理事長李紀珠 25 日指

出，她將向新任金管會主委丁克華提
出以房養老五大建議，其中為降低銀
行在承作時對延壽風險的疑慮，建議
金管會應仿香港、美國成立專責的保
險基金，來承擔借款人終老後出售房
屋所得不足以清償銀行撥款總額的風
險。
銀行公會也已安排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舉行以房養老研討會，屆時
美國 HECM 以及香港按揭證券兩大
以房養老的專責機構，將派新任副秘
書長與副總裁來台與會。李紀珠認為，
以房養老應由金管會擔任主政工作，
再結合內政部與法務部：
「因為貸款與
餘命都是金管會的職掌」
。
李紀珠指出，目前以房養老有三
大問題，一是都訂有到期日規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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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洪瑞琴/自由時報
http://goo.gl/U79Dtx

此沒有所謂「終身給付」
，且不具「無

為避免上述三大疑慮，她認為，

追索權」特性，屆時若借款人房子出

金管會出面主事協調內政部、法務

售價值不足以償還借款，銀行有權處

部，根據銀行公會的五大建議訂定配

理借款人的其他財產。

套措施。

額的借款人，收取較高費率的保險費，
並自行負擔諮詢費用。
建議二是前述的專責機構一併提
供年長的借款人諮詢服務，以建立對以

第二是最高年限 30 年，30 年期

建議一是建議參考美國 HECM

房養老正確觀念；三是建議內政部提供

滿後要繼續延撥，就不在原抵押權設

及香港按揭證券作法，由金管會成立

借款人遷籍、死亡等戶籍給聯徵中心以

定範圍內，接下來若辦理續借或新借

專責機構，並提撥專款設立保險基

利銀行查詢；四是法務部要修法民法第

容易引發爭議；第三則是銀行若大量

金，以承擔借款人終老後出售房屋所

881 之 4 條，破除房貸期限不得超過 30

承作，銀行資金被大量鎖在不動產，

得款項不足清償貸款本息差額的風

年的規定，例如可將房貸期間延長至 50

會產生流動性的問題，不僅銀行大筆

險，並由政府來對借款人資格、可貸

年；最後則是建議金管會要給予降低呆

資金被綁在不動產，而且 20～30 年

金額、成數、相關費用等，訂定統一

帳提存比率等鼓勵銀行辦理的誘因。

後銀行會大量處分不動產，也會影響

條件；若對象範圍擴大到高資產客

房地產的價格。

群，建議可以對房屋價值超過一定金

記者朱漢崙/中時電子報
http://goo.gl/zse0MM

澳門舊樓滲漏多街總促修法嚴罰
澳門舊區不少樓宇因欠缺維修保
養，不時出現滲漏水等情況，影響居
民生活。街總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陳

家良認為，現行法律在未經業主同意
下當局無權入屋檢查，期望政府修法
擴大樓宇滲漏水中心的權限，也應嚴
格執罰不合作的業主。

坊會指北區有不少樓宇間經常出現滲 漏水情況
部分樓宇有外牆因水管破裂出現“小瀑布”

臭味積水滋生蚊蟲
2016/04/21 下午三時，陳家良、
馬黑祐坊會副會長鄭麗霞等與傳媒落

蚊蟲，更不時傳出臭味，路面和樓梯

爛不堪，鼠患、長期滲漏水更導致鋼筋

濕滑，途人過路時也要格外留神，環

外露等，每逢“翻風落雨”樓梯變得濕

境衛生惡劣。

滑，不敢出門，日前更有石屎剝落，直

舊樓殘破鋼筋外露

言“好彩走遲一步，唔係砸死都冇人
知”。期望政府盡快啟動都市更新，給

區視察樓宇滲漏水情況，並到受影響

居住在牡丹樓約二十年的馮婆

家庭了解。現場所見，區內不少樓宇

婆反映，九十年代起住所已陸續出現

她一個安樂窩。

間的道路因渠道問題充滿積水，滋生

不同問題，現今屋內玻璃窗已變得破

冀能強制入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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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良表示，雨季即將來臨，憂

償。期望政府修法賦予中心在通知業

齡逾四十年，經歷風吹雨打日久失修，

慮積水問題再不改善或會助長登革

主後可強制入屋檢查，也應相應處罰

尤其是外露的水管已生鏽和損壞，滲漏

熱、寨卡病毒等傳播，促當局加強環

不配合的業主。認為《分層樓宇共同

水和石屎剝落屢見不鮮，嚴重影響居民

境清潔。又稱現行法例規定，未經業

部分管理法律制度》仍未立法，促政

生活。曾收到居民指“食食吓飯有舊石

主同意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無權進入

府盡快立法，消除因法律不足引致的

屎跌落嚟”，更有長者因此受傷，促政

單位維修和檢查，更可拒絕合作。即

樓宇管理問題，推動業主做好樓宇的

府正視問題且盡快落實都市更新。

使中心找到滲漏源頭，一旦業主拒絕

定期檢查和維修保養。

維修，受影響戶也祇能向法院提出索

澳門日報

鄭麗霞表示，祐漢“七屋群”樓

http://goo.gl/n1dWCl

台灣居安大調查 台南人最怕地震
台灣人最怕什麼？答案是「地
震」
。遠見雜誌昨公布「2016 國人居
住安全大調查」
，發現台灣人最怕的天
災是地震。台灣對居住安全的信心不
及格，平均只打了 53.5 分。但「居不
能安」的禍首不是天災，而是黑心建
商和政府執法不力。
這份調查由遠見雜誌與永慶房屋
合作，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
期間，以網路進行調查，有效樣本規
模為 758 人，最大抽樣誤差為正負
3.6%。
哪種天災最讓台灣人「居不能
安」？結果發現，高達 77%的台灣人

數，平均只拿到 53.5 分的低分。進一

怕地震，其次是擔心火災（48%）
，第

步針對六都分析，最沒安全感的是台

多數台灣人認為「治亂世要用重

三名是氣爆等公安意外（22%）
。

中市民，平均僅打了 51.3 分，其次是

典」
。想解決住安問題，43%民眾表示應

台北人的 51.7 分及高雄人的 52.2

該要對黑心建商、營造廠及執法不力的

分。

公務員重罰。21%民眾認為要強制房屋

居住在不同地方的民眾，反應也

不同。六都中，最擔心地震的，前四
名是台南人、台北人、新北人和台中

（10.4% ）。

為什麼民眾會對居住安全沒信

健檢及補強，19.9％民眾認為要將建築

人，比例都超過 8 成。其中剛經歷
「震」

心？調查顯示，制度是原因。41%的

相關令修得更嚴，14.7%認為應該加快

撼教育的台南人，是其中最怕地震的

人認為「建商或營造廠的品質良莠不

都更。

（86.1％）
。而最怕火災的是人口密集

齊」是禍首，其次是政府執法不力

的新北市人，最怕風災的則是曾遭八

（20.2%）、建築相關法規過於鬆散

八風災的高雄人。

（ 17.5% ）、 都 市 更 新 不 夠 快

若要台灣人為整體住宅安全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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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宛茜/聯合新聞網
http://goo.gl/f7gtY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