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174 期 

2019/03/15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網    址：http://tipm.org.tw/ 

聯絡方式：(02)2531-3162 

發 行 人：杜功仁理事長  

總 編 輯：羅紫萍 

執行編輯：張玉萍 

編輯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BIM 工程研究中心 

聯絡方式：陳婉玲 小姐 

02-2531-3162 

贊助單位：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www.janus.com.tw 

聯絡方式：(02)2245-8000 

2019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大會-麗星郵輪參訪 歡迎報名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第五期 報名中 

「亞洲建物管理聯盟第七屆亞洲會員大會」 歡迎踴躍出席參與 

〔合作交流〕-學會副主任委員陪同四川 Savills 拜會中華大學 

〔合作交流〕-與成都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感謝餐宴 

「實價登錄 2.0」變「虛價登錄」？民團：小心被無殼蝸牛制裁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今上樑年底進駐 

時間過得很快，我接任理事長

已經快屆滿一年了，也到了舉行年

度會員大會的時間。由於今年沒有

選舉事務，所以我想可以用比較輕

鬆的方式舉行會員大會，向會員朋

友們做會務與成果報告。 

有別於以往，今年我們特別選

在基隆港麗星郵輪上面開會員大

會，會前安排郵輪的參訪活動，會

後也擬於長榮桂冠餐廳與會員們

餐敘交誼。希望能給各位會員一個

2019 年會員大會 議程規劃 

時間 地點 議程 

16:00~16:30 報到集合地點： 

基隆港西岸旅客中心1樓 

(基隆市港西街 16 號) 

集合、報到 

16:30~16:45 開場 / 介紹導覽人員 / 團體登船 

16:45~17:30 參訪麗星郵輪 

17:30~17:45 休息 

17:45~19:00 
麗星郵輪-  

凌霄卡拉 OK / 會議室 

會員大會開幕 / 貴賓致詞 / 理事

會報告 / 監事會報告 / 提案討論 

/ 介紹新入會員 / 感謝狀頒發 / 

禮成 

19:00~ 團體下船 

19:15~21:00 

餐敘：長榮桂冠 18 樓「咖啡廳」 

地址：基隆市中正路 62-1 號 

費用：780+10% （自由報名、自費） 

 

2019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大會-麗星郵輪參訪 歡迎報名 
 

http://tipm.org.tw/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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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另類的會員大會體驗。 

在此，我謹代表學會誠摯敬邀

各位出席 3 月 29 日週五下午的會

員大會。請各位以提前渡週末假期

的輕鬆心情、於 4:00 前往基隆港西

岸旅客中心集合。敬請各位多多支

持本次大會活動、踴躍報名出席！

期待您的蒞臨喔！感謝～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台萬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杜功仁  

報名方式敬請多多利用 google 表單 

報名 省時又省力 

 

~線上報名~ 

 

更多訊息請至學會網站或粉絲團查詢 

歡迎加入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會員 LINE 群組 

 

期盼在此平台上，有更多的分享， 

把資訊提升為知識， 

更讓知識成為人生旅程不可或缺的智慧 

⚫ 培訓目標 

因應物業管理服務業界殷切之

專業經理人才需求，台灣物業管理學

會籌辦「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

班」，針對已取得「公寓大廈事務管理

人員」認可證者，提升其專業全職能

力。「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課

程內容，首重於總幹事職場處置、實

務能力之職能培訓與考核認證，未來

擬銜接、發展為「物業管理乙級技術

士」。 

⚫ 開班日期與課程表 

本次培訓班上課日期訂於 2019

年 04 月 20 日至 06 月 15 日（每周

六或日上課；共 8 天），規劃了六大

類的培訓課程，包括： 

⚫ 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 

⚫ 建築設備營運管理 

⚫ 物業安全防災管理 

⚫ 物業管理法規 

⚫ 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 

⚫ 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 

師資陣容更多達 12 位與之領

域相關之專業教師與實務經驗豐富

的業界專家共同授課。 

機會難得！！專業講師大補給，

職能大升級~即日起即可開放網路報

名：https://goo.gl/Xu25gc 

⚫ 報名資格 

1. 已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核發之「公

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認可證」者

（報名時需提供認可證證號）。 

2. 有總幹事或社區經理之經驗者達

一年以上，優先錄取。 

⚫ 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四） 

其他課程相關訊息、課程內容、

師資訊息，以及收費標準請參閱學

會網站最新消息-物業管理經理人

精業培訓班【第五期招生簡章】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http://tipm.

org.tw/news_1.html 

https://goo.gl/Xu25gc
https://goo.gl/dBNf8w
https://goo.gl/dBNf8w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PM/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PM/
https://goo.gl/Xu25gc
https://goo.gl/Xu25gc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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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建物管理聯盟第七屆亞洲會員大會」 歡迎同業先進踴躍出席參與 

亞 洲 建 物 管 理 聯 盟 (Asia 

Building Maintenance Association)

第七屆亞洲會員大會，將於 2019 年 5

月 23~24 日在台北凱達大飯店舉行。 

此次會議將就BIM物業管理相關

應用及數位時代發展趨勢進行交流與

探討，並舉辦相關數位平台展覽及專

家學者演講，為亞洲各國促進發展潛

在合作機會。 

誠摯地邀請同業先進踴躍出席參

與亞洲建物管理聯盟國際會議 

一、主題：數位時代的物業管理發展

趨勢 

二、地點：台北凱達大飯店宴會廳Ⅰ

&宴會廳Ⅱ/台北市萬華區艋舺

大道 167 號/近台鐵萬華站及捷

運龍山寺站 2 號出口 

三、議程： 

 

四、報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03/31  

2. 參加費用：出席貴賓每人新台幣

1,500 元 

3. 報名方式：報名表填寫完成後，回

傳至本會。 

2019.05.24(五) 

13:30-13:40 報到 

13:40-15:00 各國發表交流會 

15:00-17:00 專家演講 

18:00-20:00 晚宴 

13:30-17:00 物業科技平台及器材設備展覽會 

 

 

〔合作交流〕-學會副主任委員陪同四川 Savills 拜會中華大學 

本會國際交流副主任委員蔡妙

能女士陪同四川 Savills 的人事同仁

到中華大學拜會觀光學院張馨文院

長,商議人才招募合作,並參觀該校

的久華旅行社與實習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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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與成都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感謝餐宴 

2019 年 3 月 8 日午宴請成都第

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華西區董事長

胡裕華先生&該公司人事經理朱秋

盈女士,與本會會務幹部餐敘,感謝胡

董事長於 2016 年的成都物業參訪、

2018 年澳洲-雪梨案場參訪，都是承

蒙他的協助!  本次 Savills 在台招募

優秀屆畢業學生員工事宜 

 

「實價登錄 2.0」變「虛價登錄」？民團：小心被無殼蝸牛制裁 

被稱作「實價登錄 2.0」的地政

三法修法修正草案至今仍躺在立法

院未審，日前傳出因建商、代銷業者

施壓，內政部可能先行撤下「預售屋

即時登錄」及「門牌全揭露」兩項爭

議法條，宛如自宮。 

對此，民間團體於 2019 年 3 月

6 日出面表態，要政府想清楚到底是

建商、代銷手上的選票多，還是廣大

的無殼蝸牛，若「辣台妹」看到建商

就縮起來，一點也不辣了，明年將

難逃年輕人的選票制裁。 

「實價登錄 2.0」版本有三大重

點，首先，原本揭露地址強調「去

識別化」，只以 30 號為區間單位，

修法後將比照美、英等國做法，精

準至門牌。其次，原本規定交易後

30 天內申報登錄即可，新法則要求

即時申報。最後是較棘手的預售屋，

原本規定代銷契約終止 30 天內申

報即可，未來改為「簽訂買賣契約」後

30 天內。 

對此，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專業者

都市改革組織、台灣居住正義協會、中

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等民間團體 6

日召開記者會，表達對新法的肯定，並

呼籲行政院對「政府可能自宮」一事出

面表態，同時也要求立法院應盡速排

審、不再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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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難道沒有欺騙，業者就不會賣

房？ 

針對實價資訊即時揭露的好處，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榮譽理事長陳玉霖

舉例，「比方說，最近台商回流想找地，

結果聽到工業區土地飆漲到很高，如

果沒有辦法即時揭露資訊，坦白講，這

些都只是外面的傳言而已，實際上是

不是這樣，不知道。……彭淮南在當總

裁的時候，要查一個豪宅的房價，還得

親自去查訪，才能確定自己得到的是

真實資訊，就代表我們目前的制度還

存在某些問題。」 

「今天如果考試有學生會作弊，

我們是想辦法把學生抓出來，還是大

家都不要考試？」針對業者繪聲繪影

的種種抱怨，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

環境系教授彭建文坦言，世界上不存

在完美的制度，但也強調「實價登錄

2.0」對一般民眾、守法業者來說，絕

對利大於弊。 

「其實資訊越透明、越正確、越即

時，交易速度也會加快，對於產業來講

是有幫助的，只有少數利用資訊不完

整、不對稱，去套利的人來講，才是弊

大於利。……難道資訊不壟斷，沒有欺

騙，我們的建商、代銷業者就不會賣房

子了嗎，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

強調。 

消基會：預售屋行情揭露根本是「虛價

登錄」 

根據現行法規，實價登錄義務，以

地政士為第一順位，其次是不動產經

紀業者，第三才是買方，賣方則完全免

責；根據新法，登錄義務回歸至買賣雙

方。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房屋委員林

旺根指出，現行規定讓預售屋的實價

登錄變成「虛價登錄」，一切都只是建

商、代銷業者操弄過後的結果，「比方

說，建商說賣你一間房 1500 萬，之

後因為沒裝潢，就折價 300 萬給你，

只收你 1200 萬，等於你實際上是用

1200 萬買房，登錄數字卻是 1500

萬，那價值變相提高了，買方也開心

啊，怎麼會去檢舉，當然很難抓到，

加上賣方又沒有申報義務，根本不用

負責。」 

「所以，現在建商的案子，你去

看實價登錄，差不多都高了兩三成，

那都是虛價登錄啊，本來就是假的，

是他們用裝潢折價的方式做出來

的。……但是我們很遺憾的是，去年行

政院雖然提出 2.0 版本，卻沒有把它

列為重大民生法案，到現在即將要大

選了，又說修法涉及到隱私權，會造

成民眾疑慮，那到底誰是民眾？我們

現在只是要求把交易的標的物全都

露，把預售、成屋分開標示，即時申

報，這樣有多難？」林旺根質疑。 

民眾被業者玩弄於股掌間 

台灣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

中也說，買房是民眾一輩子可能只有

一次的選擇，怎麼能只聽信代銷、房

仲等業者的片面之詞就投入畢生積

蓄，「你要知道，買股票一張才幾萬、

幾十萬元，它的資訊每一分每一秒都

清清楚楚地揭露，但買房子一間都是

百萬、千萬，是關乎一生積蓄的標的，

這樣的交易資訊竟然這麼不透明，不

覺得很荒謬嗎？」 

「尤其，預售屋的問題非常大，

我有買過預售屋就知道，去買的時

候業務會說現在已經熱銷八成，是

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又說樓上昨天

才成交一坪 60 萬，低樓層一坪 55

萬要賣我，這時候，消費者在資訊不

對等的情況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很可能就買了。」黃益中說。 

要「辣台妹」硬起來真改革 

黃益中強調，通常這時候房仲

就會再去跟下一個消費者說，昨天

有個成交 55 萬，樓下還有一間賣

53 萬就好，……這個過程中，消費

者就像潘仔，被摃免錢的。黃益中認

為，一旦改革不能堅持，民眾就只能

被業者玩弄於股掌之間。 

話鋒一轉，黃益中也向總統蔡

英文喊話，「最近我們的總統被稱為

『辣台妹』，但不應該只對習近平

嗆，對於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我們

更希望辣台妹可以站出來，……妳放

心，選票不會漏，看建商的選票，還

是廣大無殼蝸牛的選票比較多，政

府很清楚，所以，不需要被建商威

脅，我們開這個記者會，就是要讓小

英政府、辣台妹知道，只要妳願意改

革，我們站在這挺妳，相反地，如果

妳看到建商就縮起來，一點都不辣，

年輕人也都看在眼裡，明年就會用

選票制裁這樣的政府。」 

 

2019 年 03 月 06 日 

Cmmedia 信傳媒 

https://goo.gl/Etc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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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造台灣的綠色矽谷，工研院

於 2019 年 3 月 7 日舉行沙崙智慧

綠能科學城綠能科技示範場域上樑

典禮，由經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擔

任主祭，台南市長黃偉哲、台南市議

長郭信良、工研院院長劉文雄等人一

同祈福，共同見證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邁入嶄新里程碑。綠能科技示範場域

於 2018 年３月動工興建，示範場域

內 4 棟主建築物主體結構工程已完

成，預計在 2019 年 12 月完成第一

階段進駐。未來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結合半徑 45 公里內 30 座科學產業

工業園區，形成綠能創新產業生態

系，是台灣能源轉型的起點，也是綠

能尖端科技的最前線。 

經濟部能源局局長林全能表示，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今天上樑，代表工

程進度順利，外界很快就可以看到全

台灣首座綠能科技示範場域的全貌。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是經濟部配合

「5＋2 產業創新計畫」中綠能科技

最重要的項目之一，沙崙智慧綠能科

學城結合了半徑 45 公里內 30 座產

業科學工業園區，形成一處串連中

央、地方、國營事業法人與學校的創

新研發聚落，創造下一代新興綠能產

業技術，是名符其實的台灣綠色矽

谷，期許能立足台灣，走向國際。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指出，台南市

在推動產業發展在地化方面有兩大

雙引擎，尤其是其中的沙崙智慧綠能

科學城，更是關鍵，將為台南產業帶

來升級轉型契機，不只是綠能科技，

還要造鎮。未來沙崙智慧綠能科學

城進駐只是踏出第一步，也必須提

供良好的環境供廠商進駐，並與周

圍之台南科學園區、高雄科學園區

產業鏈結，建立以研發為中心的衛

星產業聯盟，預期可望帶動綠能產

業及自駕車及其零組件、量測、導航

及控制設備製造業等發展。 

台南市議長郭信良指出，沙崙

智慧綠能科學城對台南來說意義重

大，藉由研發力量來帶動南部地區

綠能產業的發展，根據台南市政府

規畫，科學城涵蓋核心區、基礎建

設、周邊研究單位及產業園區等，將

促成大量研究人員及其眷屬進駐、

國內外人士參訪，在食衣住行等各

方面的需求，將有助於地方的經濟

繁榮，並提升台南智慧綠能產業的

附加價值、增加在地就業人數。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幾次

來台南，親自見證了沙崙智慧綠能

科學城科技示範場域從零開始的過

程，荒煙漫草到萬丈高樓，工程肯定

艱辛，然而，科學城的推動就如台灣

一步步邁向永續能源一樣關鍵；台

灣 98％能源倚賴進口，面對全球暖

化威脅，要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必須

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發展綠能

是最佳選項。綠能科技示範場域是

台灣首座提供綠能技術，從研發測

試、試量產、到驗證一條龍服務的科

技聚落，這也是工研院不斷推動以

市場為導向的研發見證，未來台灣最有

競爭力的綠能科技都將誕生於此。 

工研院綠能所所長胡耀祖表示，在

經濟部能源局支持下，由工研院協助建

置的綠能科技示範場域，致力帶動沙崙

產業化發展，已規劃三大試量產線。包

括與台塑公司合作打造的新一代染料

敏化試量產線；與茂迪合作之高效率矽

異質接面太陽能電池，兩大產線將於今

年進駐；至於與嘉隆實業協力開發的全

智動化外轉子永磁無刷馬達模組產線，

預估於 2020 年進駐。工研院以創新技

術攜手產業整合研發技術，在綠能科技

場域進行試量產，透過實際的驗證及篩

選，絕對經得起市場考驗也具國際競爭

力，未來要以沙崙為起點，進軍全球市

場。 

沙崙智慧綠能學城綠能科技示範

場域，已取得內政部核發之鑽石級綠建

築及智慧建築候選證書，總共有 5 棟主

要建築物，包含：智慧綠社區、 實驗大

樓、製程驗證場域、智慧停車場、能源

中心暨展示中心等。其中智慧綠社區中

的一座獨棟建築，將打造成零耗能建

築，使用太陽光電搭配儲能系統，並將

工研院研發之綠能技術融入永續環境

設計中，以互動方式展現不同能源的使

用效率，拉近使用者與產業技術的距

離，推廣綠能產品及技術的使用。 

《未完，詳全文……》 

2019 年 03 月 07 日 

記者袁顥庭/中時電子報 

https://goo.gl/PCBa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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