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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開課囉! 

從設施管理觀點談建築設施保全之最佳實務 

消防安全有疑慮 居民警告未獲回應 

北大社宅「青銀共居」 7 月將辦體驗營 

老屋拉皮前 應先確保結構是否安全 

趨勢觀察／人工智慧融入生活 助企業轉型 

台灣之建設業、不動產開發業

者，傳统上多以土地「開發丶興建、

銷售」為主要之營運模式。建設公司

將興建之產品銷售予客戶之後，多

半即「功成身退」，除了建築物之保

固服務外，較少建設公司涉入後續

不動產之營運管理事務。 

但此「開發、興建、銷售」之營

運模式，讓一塊土地只能產生一次

性的出售效益。建設業丶不動產開

發業者為維持一定之推案量與穩定

之營業收入，必需持續不斷開發或

 

2017 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開課囉!                                               

開課!! 

購置土地。雖然部分案件得有逢低入

市之可能性，但也有很多時候，建設

業必須在景氣高點時買入土地，也造

成建設業、不動產開發業者之風險。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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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消息及詳細資訊請至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或粉絲專頁

查詢。 

即將額滿  請保握最後席次 ：

網路報名 https://goo.gl/0lTXbo 

陳婉玲秘書：（電話）02-2531-

3162，(電傳）02-2531-3102，（電

子郵件）service@tipm.org.tw 

 

台灣不動產業常受到景氣循環

的影響；在不動產景氣下滑，加上消 

費者意識抬頭，建設開發業者最近

常遇到交屋時不順利、消費者抗議

與交屋紛爭。待物管介入後才發現

很多設計規劃時未導入物業管理之

建築案，也才發現物業管理前期介

入之重要性。 

近幾年政府大力推動 BOT 案、

地上權標售案，除了國泰、富邦等集

團外，也有愈來愈多建設業者選擇

保留部分資產、投入資產管理與永

續經營的行列。將捷集團近年來也

在地上權、BOT 案等各類商用不動

產案件 多有斬獲；從取得台北市捷

運行天宮站、松江南京站聯合開發

商辦大樓開始，就保留部分或全棟

的產權，做複合式商辦大樓的資產

管理。 

在 3 年前，將捷集困也取得新

北市政府滬尾藝文休閒園區的 BOT

案，園區規劃了四星級飯店，以及綜

合親子、家庭、休閒、環保綠化的新

型態商場，經營的商用不動產類型

也變得更加多元。 

當商用不動產案件變得更加多

元，物業管理前期導入就變得更加

重要。物業管理跟資產管理近年來

有很多嶄新的觀念及工具，可以讓

業者在前期規劃、後續管理營運、消

費者服務上做到更加完善！ 

本次的硏習課程，不動產協進

會特邀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協辦，

並禮聘了不動產業、物業管理丶資

產管理領域等各面向的專家。內容

則從物業管理前期介入之建築設計

方法丶 BIM、綠建築、 智慧建築的

運用，一直到社區公共設施交屋等

等，定能讓各位妍習學員收穫豐富，

獲得不動產營運與物業管理結合之

完整知識。 

最後祝福本次的研習班圓滿順

利，所有的成員都能滿載而歸！ 

2017.06.15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林長勳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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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有疑慮 居民警告未獲回應 

大樓去年才斥資完成翻新 

格倫菲大樓建於一九七四年，是

市政府委託肯辛頓暨切爾西物業管理

組織（KCTMO）管理的社會住宅，共

有一百二十戶，在富裕的肯辛頓區中

租金低廉，近期花了一千萬英鎊、耗

時兩年翻新整修，二○一六年五月完

工，包括新的外牆牆面以及公共暖氣

系統。 

社區居民組成的「格倫菲行動團

體」，二○一三年起就向市府警告該

棟大樓有消防安全疑慮，包括地下室

鍋爐間滅火器設備、電梯機房、電氣

室設備檢測、維護都過期十二個月；

居民也曾抱怨緊急逃生出口受阻。 

去年十一月，即翻新工程完工後

六個月，該團體撰文說，「只有一場災

難事件」才能凸顯格倫菲大樓的安全

風險，並指最有可能促成改變的是場

嚴重大火。十四日大火後，格倫菲行

動團體表示，「我們所有的警告都被

置若罔聞，我們早就預言早晚會發生

像這樣的災難。」 

「衛報」報導，大樓整修工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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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宅「青銀共居」 7 月將辦體驗營 

 

新北市政府擬在三峽北大安置住

宅的 26 戶社會住宅，挑選 3 戶試辦

青銀共居，預計 7 月舉辦 3 天 2 夜體

驗營，以短期試住探訪有意願的青年

和長輩，後續採「long stay」模式，

策劃 6 個月為 1 期的定居規劃，建立

青銀共居機制。 

城鄉局副局長江志成表示，學生

或年輕上班族壓力大，居住環境品質

差，高齡獨居長輩人際網絡疏離，缺

乏相互照應，未來社會住宅不該侷限

於物業管理功能，而是主動創造人與

人的連結，透過社群活動與體驗，激

發多元參與。 

市府邀請推動「共居公寓」有成

的團隊「玖樓」規劃青銀共居方案，

初步構想長者條件為 60 歲以上，能

自理生活者，7 月將舉辦 3 梯次的「人

生公寓體驗營」，透過 3 天 2 夜活動，

媒合青年與長者試住，後續調查有意

願的長輩，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採「Long stay」模式，

讓長輩和青年共居數週到數月，透過

長期互動及紀錄觀察，累積成果與經

驗，策劃 6 個月為 1 期的定居規劃，

期間將安排「懂老知青」生活分享、

健康飲食與營養知識課程、共創工作

坊等跨世代活動，若雙方不合適，可

隨時中止合約，預計今年下半年上

路。 

 

2017 年 06 月 11 日 

記者賴筱桐/自由時報 

https://goo.gl/MiR6Fc 

 

老屋拉皮前 應先確保結構是否安全 

為提升都市景觀更新及美化居住

環境，近年來政府祭出「誘因」鼓勵

民眾進行老屋拉皮，政府美意固然是

好，但房子就跟人一樣，一旦年紀大

了，房屋結構也會「老化」，若在一個

結構本身已不堪負荷的房子上加以

外觀拉皮美化，不僅無法達到原有目

的，更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安全之虞。 

所謂外觀拉皮，係指針對房屋外

部以水泥、磁磚、大理石及燈光重新

整理。拉皮的目標不僅是希望提升居

 

外牆加裝噴塗聚酯粉末塗料的鋁製

防雨板，這些防雨板及外牆隔熱材在

大火中顯然燒得非常猛烈。 

不過，負責整修工程的萊登公司

十四日聲明，其工程「符合所有要求

的建築管控、消防規範和健康、安全

標準」。另外，一封二○一四年給居民

的信函宣稱，大樓設計都「依據嚴格

消防安全標準」，並建議居民遇上火

災時應該待在屋內。 

住十六樓五十五歲居民達法恩

說，居民向市政府抱怨大樓安全多

年，都沒用，「我還活著算幸運」。他

認為這起大火「是集體謀殺」。 

倫敦市長可汗說，對這起火災感

到心痛，這起大火挑起高樓安全疑

慮，另外，大樓管理方建議居民若失

火時待在屋內是否恰當，這些都是有

待回答的問題。 

 

2017 年 06 月 15 日 

記者管淑平/自由時報 

https://goo.gl/zcm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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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安全性、延長房屋使用時間，並

提升質感，順帶也拉升不動產的價值。 

營建署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宣

布在 2018 年前，將補助老舊合法建

物整建維護或拆除重建，許多大樓管

委會積極準備申請相關費用，期盼建

物能「煥然一新」。不過，在考慮建築

物拉皮的前期，是要先確保房屋結構

安全無虞下才可進行的，故建議應先

找結構、土木技師或建築師檢測主體

結構的安全性，先就建築有安全疑慮

部分進行結構上的補強，其次才能開

始講究外觀美化問題。倘若該棟建築

結構已老化到無法補強，建議拆除重

建，才能確保建築安全。 

混凝土為房屋結構主要材料之

一，也具備保護鋼筋的功能。混凝土

建物一般使用年限約為五十年，若施

工品質良好，也可能一百年都沒問題。

但其承重與耐震能力像人一樣，會隨

著歲月而逐漸弱化，專業名詞稱為「混

凝土中性化」。台灣早期施工品質、混

凝土之調配比例並不是很講究，更會

加快中性化程度，影響抗震強度。 

善用「住宅自主健康檢查手冊」 

以老舊建物最常發生的窗戶四

角裂縫為例，若當初混凝土品質佳、

確實施工、窗戶四角的鋼筋均有進行

補強，建物因老舊而產生的裂縫多會

在安全值內；反之，則產生裂縫大，

雨後水氣易滲入牆內，日積月累，埋

設在混凝土中的鋼筋會逐漸鏽蝕，進

而影響房屋使用性及結構安全性。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曾經說過，若

在台北發生芮氏規模 6.3 強震，估計

台北市會有近四千棟房屋全倒或半

倒。因此建議民眾在申請拉皮前，應

先確認自家房屋結構是否安全，否則

空有美觀外表，但本身結構是不安全

的，遇到地震時更要命。台灣各地結

構安全相關公會均有房屋結構檢測

服務，到場諮詢(無附檢測證明)費用

約數千元，若須額外鑽心等檢定項

目，費用視量體大小、取樣點多寡而

定。一般民眾則可選擇使用內政部營

建署的《住宅自主健康檢查手冊》，先

行辨認房屋是否需要「儘速維修」或

「儘速檢查」。 

 

【全文未完，詳細內容請參閱最新一

期《理財周刊》875 期】 

 

2017 年 06 月 02 日 

記者戴雲發/聯合新聞網 

https://goo.gl/WGkJJK 

 

趨勢觀察／人工智慧融入生活 助企業轉型 

最近有一則相當引人關注的科技

新聞，Google 所開發的圍棋電腦

AlphaGo，以壓倒性的優勢連續贏了

19 歲的世界棋王柯潔三次。這是繼去

年 AlphaGo 以 4 比 1 戰勝前世界圍

棋冠軍韓國李世乭後，再次證明了依

靠大數據和智慧演算法的人工智慧，

已經達到新的里程碑，也等於宣告了

人工智慧新時代的開始，值得你我正

視並妥善因應。 

今天我們看到的新科技應用，包

括西洋棋或圍棋電腦、自動駕駛汽

車、機器人、虛擬實境、都市智慧交

通管理、機器翻譯等，其實都是依靠

具備大量、多樣性和即時性的大數據

採集和處理來進行智慧判斷，也就是

將必要作決策解決的不確定性問題，

轉化成數據處理的智慧問題，因此能

發揮人工智慧的巨大優勢。 

人工智慧的實務應用上的例子

不勝枚舉。就政府來說，人工智慧可

以被用來蒐集大量數據，透過機器學

習，分析數據並找出規律；只要鎖定

交易異常的用戶或就診狀況就可以

找到如逃漏稅、金融詐欺者或流行病

的傳染證據並採取因應對策。 

類似亞馬遜的企業運用電腦、感

測器、手機等蒐集的大數據，分析客

戶的消費行為，可以找出例如某些婦

女懷孕、某人喜愛購買特價商品的訊

息，可適時提供孕婦用品和特價優惠

券以拓展個人化行銷。 

Google 的自動駕駛汽車除了車

http://www.moneyweekl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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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多具感測器隨時掃描並分析數

據，還透過行動網路和 Google 的超

級數據中心連接，了解更完備的環境

資訊，讓自動駕駛更安全。 

善用電腦和大數據的人工智慧，

確實可以大幅改善現有產業的商業模

式，締造更有利潤的新產業。 

然而，未來人工智慧的發展，除

了不斷改善有效挖掘、過濾和整理數

據的技術，更需要能兼顧數據安全和

隱私，才能消除發展障礙，走得更好；

例如醫院可以蒐集分析病人的診療數

據，提供及時有效的病理研究，但技

術上又須能有效監控，避免侵犯病人

的隱私。 

近年來，人工智慧的技術在下述

的領域發展神速，令人驚艷，包括：

機器人（管家用、服務型、醫療手術

用、教學用、金融交易或理財顧問等）、

無人駕駛汽車、虛擬實境、智慧型穿

戴裝置、行動裝置的 Siri 語音軟體、

整合物聯網應用的智慧系統等。人工

智慧持續的發展愈來愈快，對人類社

會的影響層面也愈來愈廣。 

矽谷知名的創投業者吳軍，在他

的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指出，藉

由人工智慧的大數據分析，現有的產

業形態，包括農業灌溉、社區節水、

NBA 球員的選擇和訓練、工廠客製化

的製造、交通規畫、降低醫療成本與

個性化治療、開發抗癌特效藥、提高

司法案例分析和律師的效率、電腦寫

作、甚至反恐預警等，都會產生革命

性的改變，形成取代舊產業的嶄新形

態。 

不過吳軍也認為，這樣的發展趨

勢，雖然可以造福人群，讓人類生活

更便利、更安全，但同時也會剝奪人

們的工作機會，形成種種社會問題。 

至於個人和企業未來如何因

應？專家建議：多理解和認識人工智

慧技術的發展，努力調整目前的思

考、生活和產業經營方式；讓人工智

慧融入日常生活；進行企業轉型，優

先導入相關的人工智慧應用技術，努

力從這一波革命性的大改變中受益。 

此外，為了防範違反道德和侵犯

個人隱私，甚至機器威脅人類的風

險，未來是否要對人工智慧的研究與

發展制定法律限制和監控機制，也是

政府和業者需要提早規畫和思考對

策的重要課題。 

 

2017 年 06 月 13 日 

記者洪瑞浩/經濟日報 

https://goo.gl/CzdSq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