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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7 物業管理學報執行編輯及助理完成交接;感謝原執行編輯羅紫萍,助理陳乃睿的辛勞付出。新任學報執行

編輯為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廖硃岑副教授,助理為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生呂敏如,大家一起努力辦好學報,也要準備

科技部的期刊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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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底北市社宅可達 2 萬戶 

台北市長柯文哲 29 日上午，赴

市議會進行重大交通與工程建設與

開發案進行專案報告，針對社宅政

策，他表示，最終的目標仍是興建 5

萬戶，但仍需要時間。目前來說，盤

點已完工、施工中、招標中、規劃中

的社宅，加上都更分回的戶數，到明

年底約可達到 2 萬戶左右，未來再整

合公有住宅，配合租金補貼和包租代

管，市府可提供的「可負擔住宅」數

量，就能超過 4 萬 7 千戶。 

柯文哲表示，截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台北市府興辦的社會住宅，

一共有 126 處。其中，21 處是已完

工的社宅，共計提供 3705 戶社宅；

31 處是施工中及待開工的社會住

宅，預計可提供 10340 戶；2 處是招

標中及待上網的社會住宅，預計提供

388 戶；還有 7 處是屬於規劃中的社

宅，因涉及公有土地撥用、地上物騰

空、都市更新期程、都市計劃變更等

因素，因此還在研議協調，等確定後

就會陸續上網招標。 

另外，柯文哲表示，市府還有從

65 處都更聯開案，分回 2980 戶，目

前仍在規劃及施工當中。到了明年還

會再盤點 5 處基地，可再增加 790 戶，

這些全部加起來，就能達到 20772

戶。 柯文哲也說，目前台北市政府提

供的出租國宅共有 3599 戶、平價住

宅有 180 戶、老人住宅有 328 戶、中

繼住宅也有 355 戶，未來市府將把這

些公有住宅整合，納入社宅體系，這

樣又能多出 4472 戶。再加上租金分

級補貼和包租代管政策，到明年底，

以多元方式提供的戶數，就來到

47800 戶。 柯文哲強調，除了興建以

外，社宅的管理維護效率，也是重點。

因此都發局已經在 7 月底正式啟用

「台北市社會住宅管理服務雲」，專

為營運中及規劃施工中的社宅，進行

統一管理服務，並且結合市府現有社

宅承租資料庫，住戶只要透過網站就

能提出報修，物業管理人員也更容易

掌握住戶的反映，可望提升修繕效率

和住戶滿意度。 

 

2020 年 10 月 29 日 

記者李彥穎 / 好房網 News  

is.gd/IhvTbt 

 

 

 

 

瀕危老屋遍全台 重建應重視五大建築面向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

計，2020 全台灣住宅平均屋齡 30 年

以上建築物數量已逐日龐大，不安全

建築遍布全台，又台灣經常發生大、

小地震，每當手機響起地震通知時，

總是引起大家的恐慌與害怕。戴雲發

再次呼籲，老舊房屋普遍存在抗災、

抗震能力不足，更缺乏消防安全設

施，且高齡化社會來臨，當地震來襲

一旦引發火災，生命財產將面臨相當

大的威脅，不可預期的強大天災更可

能造成一夕之間拖垮國家命脈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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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 

以居住生活品質為例，隨著社會

高齡化，居住在老舊公寓的年長者對

於電梯需求不斷增加，當老舊公寓已

經帶給年長者生活上的困擾時，顯然

已非單一個案的議題，綜觀我國建築

物高齡化的問題，甚至可能比人口老

化更嚴重。「建築結構安全，預防勝於

治療！」最好的預防，便是能在建造

時就蓋出結構安全的建築物，在建造

時就發揮其安全的價值！ 

最急須房屋健檢的五大類危險

建築： 

一、土壤液化嚴重地區建築： 

地表下二十公尺內之砂質土壤

結合高地下水位時，遇到一定強度的

地震搖晃，使砂質土壤失去承載建築

物重量的力量，即造成建築物下陷或

傾斜。 

二、海砂屋建築： 

在建造過程不慎在混擬土中摻

入海邊未經處理乾淨之海砂，而非正

常使用之河砂，沙中氯離子含量過高

易導致鋼筋生鏽，造成鋼筋體積膨

脹、混凝土保護層剝落，嚴重者房子

會有崩塌的危險。 

三、順向坡地區建築： 

順向坡只要水土保持不良，若有

大雨沖刷，就易順著坡地地形向下滑

落，形成土石流。除了要注意本身建

築之結構安全外，更應察看基地四周

的擋土牆、路面是否龜裂傾斜，這些

周遭環境的問題，都有可能直接影響

房屋安全。 

四、921、331 或 206 地震損害較嚴

重的建築。 

五、921 地震前設計興建之平面配置

設計較為不佳的建築： 

房屋結構具平面不規則性，在地

震來襲時，各層樓震動所導致樓層側

向力，會與平常靜止狀況有明顯的差

異，房屋轉角處形成集中應力造成破

壞。 

危老都更重建後的新建築，不僅

僅需要有好的耐震根本，如今，世界

各地面臨疫情威脅，社會大眾逐漸重

視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居家內部的

生活空間，更是與人們息息相關，因

此，一棟能讓住戶安心、放心又耐久

的建築，必須在「五大面向」都應重

視。 

1.建築造型外觀與環境品質： 

一棟好建築的外觀應包含建築

外觀是否對稱、外牆建材材質、風格

與色調、日後維護之便利性等，在這

類基礎建構下，後續再發展其他多樣

化造型表現，將能使該建築創造更豐

富的外觀表情。 

2.兼具機能與美學的室內生活

空間： 

以人為本的空間設計，實用機能

與美感並立，強調陽光和空氣共存，

在生活空間講究細節符合人體工學，

設計 0-99 歲都可以在此永久生活的

舒適空間。 

3.百年結構安全品質： 

建築內部的鋼筋韌性及支撐力，

與混凝土施工品質的好壞，二者攸關

整體結構安全的成敗，間接導致建築

結構是否防裂、防漏水壁癌等。採用

百年耐久且精緻細膩的施工工法，例

如：Alfa Safe 柱中柱，由一根沒有

中斷的鋼筋彎折而成，柱中柱的內柱

是圓形穩定的形狀，就好像奧運舉重

選手束腰帶的概念，束完腰帶後能夠

舉起更多的重量，抗震韌性提升近一

倍。另外，在房屋安全上，裝飾裝修

設備品質、輕量化建築趨勢及採用建

築抗震工法亦不容忽視。 

4.設備機電及物業管理與時俱

進：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社會在互聯

 

老宅示意圖。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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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與智慧化產品的高速發展下，物業

管理也與時俱進邁入智能化發展，提

升更高的管理效率與提供更先進的

客戶服務。設備機電與物業管理應順

應社會時勢做萬全準備，方能提供給

居住者舒適、便利且永久的居住環

境。 

5.健康無毒的安心環境： 

近年來綠建築設計概念，如節

能、淨水等系統，及注重健康空氣品

質，如防霉、塵蟎、PM 2.5，室內隔

音、綠建材要求等等日趨重要。節能

環保的目的是能住得更舒適，營造健

康居住環境，不能僅求美觀，同時也

要注意建築的耐用性與易維護性。 

戴雲發提醒，推行危老都更改建

並非只是拆除老舊房屋重建而已，更

應注重新建築的結構規劃設計及施

工品質兩大要點，建築安全應該是每

棟建築的「基本配備」，而不是「選

配」，才能有效、實質地符合都更危

老之重建目的，再加上好建築該具備

的元素，為自己及家人換一棟安全、

耐久又耐震的好宅，更不用時時刻刻

擔心面對地震災害帶來的恐慌。 

 

2020 年 10 月 31 日 

戴雲發 / 工商時報   

is.gd/gVBlae 

 

 

外牆檢測申報後責任歸誰？ 社區怕成冤大頭 

北市府首創全國，要求全市4393

棟 11 層樓、15 年以上大樓須外牆檢

測申報。不過議員質疑，社區大樓外

牆申報後，若還發生磁磚掉砸傷人，

依目前新修正辦法，責任歸屬應還是

在住戶，質疑社區花大錢申報恐成冤

大頭。都發局長黃景茂表示，會再釐

清相關責任歸屬。 

議員洪健益質疑，依市府新修正

的外牆申報制度，若無法立即改善，

需提改善計畫書，由診斷人員簽證進

入申報列管。不過簽證後，大樓外牆

若出事，檢查人員、技師卻無任何責

任？ 

議員陳義洲也質疑，不管「建築

法」或「建築技師規則」，技師主要是

檢測建築結構，外牆損害應不至於需

要到技師，除非結構出問題，但市府

的外牆申報機制，卻要求社區要有技

師簽證。王欣儀也說，社區管委會花

大錢申報，結果簽證技師沒責任，社

區不是冤大頭？ 

都發局科長李彧表示，依照「建

築法」規定，建物建成之後，所有權

人的確應負管理維護責任，但檢查、

診斷人員簽署、簽證，也應有相關的

專業判斷責任。不過還是要看發生什

麼狀況，若掉落磁磚砸到人，就會有

刑事問題，就會去追究專業診斷人的

相關責任，包括之前的修繕建議、委

託施工等責任。 

李彧表示，北市府後續也會進一

步確認相關責任的釐清，但要納入法

條、或以 QA 的方式說明，都還要進

一步研議。 

另外，議員李建昌也質疑，校園

也有建築外牆問題，不應只有 11 樓

 

北市大樓外牆磁磚掉落砸傷人頻傳，市府要求全市 4393 棟老舊高樓，應做外牆健檢申報。 本報資

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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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住宅普查將展開 盛竹如.鍾欣凌代言籲配合 

2020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將於

11 月展開，行政院主計總處為了宣導

普查，特地邀請了資深媒體人盛竹如、

藝人鍾欣凌擔任雙代言人，呼籲民眾

全力支持配合普查工作，也提醒三不

二會，避免民眾被詐騙。 

2020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將於

11 月 8 日正式展開，但或許您還不清

楚什麼是普查，其實普查與社會福利、

政策制定息息相關。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表

示，「我們全國大概就普查區裡面，我

們有 7 萬個譜查區，抽 15%來作為一

個全面的訪查。」 

普查代言人盛竹如說，「還有住宅

使用狀況，民眾居住品質，都會透過

普查數據，成為進步的動力。」 

這次普查以「普查掌握現在、數

據啟動未來主軸」，強調透過普查可以

了解各地區實際人口分布、家庭組成、

長期照顧、托育政策、就學就業、使

用語言及居住情形等現況，這次預計

動員 1 萬 6000 多名普查人員，訪問

120 多萬家戶。 

朱澤民更說，「事實上我們工作的

地點，不是在他生活的重心，不是在

戶籍所在地，大概目前已經接近三成，

所以我們要來辦這次的活動，辦這一

次的普查。」 

民眾可接受普查員的訪問，也可

自行上網填報並參加抽獎，最大獎

十萬元商品券，另外普查有提醒口

訣「三不＋二會」，普查員不會洩漏

個資、不會詢問跟普查表無關的資

料、不會要求提供帳號或存摺，而且

普查員會配戴證件、會遞送受訪戶

函。 

 

2020 年 10 月 27 日 

記者林靜芬、郭文海 / 民視新聞  

is.gd/8YX4fc 

 

 

以上老舊大樓才須檢測申報。 

李彧表示，除申報制度，市府針

對曾有外牆磁磚剝落的建物，都會將

危險等級分為 A 至 E，所以若有校園

或公私建物發生外牆磁磚剝落，市府

都會列為潛在危險建物，即便沒有 11

層樓以上，也會列管。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記者林麗玉 / 聯合報  

is.gd/5BP6Lq 

 

共管設備汰換工程預明年完工 降低城市開發破壞 

桃園市長鄭文燦 15 日上午前往

大園區視察共同管道設備更新汰換

工程進度時表示，共同管道是城市的

基礎建設也是智慧城市的象徵，可以

減少道路挖掘，降低城市開發的破壞

性。目前桃園已建置約 169 公里長的

共同管道，並投入近 2 億元經費辦理

高鐵桃園站區及航空城共同管道設

備更新汰換，工程預計 2021 年 2 月

底完工，將有助於提升共同管道維護

管理的效率。 

鄭文燦說，本工程將更新汰換既

有的老舊設備、零組件及線路，此外，

也將導入智慧化管理，利用 BIM 建

築資訊模型建置及 IOT 技術，有效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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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共同管道內設備狀況，同時建立中

央監控整合系統及管道內無線網路，

以及管道內氣體偵測系統設備，進出

人員則須配戴管制手環，確保人員作

業安全。 

鄭文燦指出，桃園市先前投入

40.6 億元，針對中路重劃區、經國重

劃區、新闢道路工程等，興建 169 公

里長的共同管道，第二階段再投入約

46 億元，針對草漯重劃區、月桃路拓

寬、機捷 A20 站、捷運綠線等區域，

完成 164 公里共同管道布建，完工後

將可提供包含電力、電信、自來水、

有線電視、寬頻、天然氣等各管線單

位充分使用，相信桃園市共同管道監

控中心也將成為智慧城市示範點及

亮點。除此之外，為了加速建設速度，

鄭市長希望各管線單位協助分擔使

用費或建設費，未來也將研擬即使沒

有共同管道也須收取管線業者道路

使用費，藉此提高循環基金的再利

用，擴大管道布建範圍。 

工務局副局長陳智仁強調，桃園

市自升格以來，已規劃 1,591 公里共

同管道建設藍圖，目前已完成 9 處共

169 公里共同管道，市府團隊將持續

建設共同管道，未來 10 年內預計再

完成 400 公里共同管道，並將持續

優化維護管理工作，以減少道路挖

掘，保障市民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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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所欲的趴趴走，是樂齡銀髮

族的必備要件。但長者受限於體力或

疾病，走穩、走遠不再理所當然，甚

至會因為曾經跌倒而害怕出門。當外

出成為長者最期盼又最恐懼的生活

日常，科技人貼心觀察使用者需求，

打造出偵測、矯正、扶持的步行科技，

協助他們重新邁出人生的步伐。 

高齡社會到來，銀髮族的樂齡生

活逐漸受到重視，尤其長者的行動能

力，更是健康樂活的關鍵。根據國民

健康署統計，「跌倒」高居 65 歲以上

事故傷害死亡原因第二位，也是老人

失能的主因之一。老人跌倒的原因有

很多，疾病、關節退化或藥物都有影

響；幸好，根據統計，早期衰弱的患

者仍然有 2 成至 2 成 5 機會恢復正

常，若能盡早提供協助，就能有效預

防老人跌倒失能。 

全身步態測試系統  一條龍解

決行走問題 

如何預防跌倒？從走路步態，即

可看出端倪。工研院開發的「全身步

態測試系統」，結合「智慧地墊」與「肢

體骨架動態分析系統」2 項技術，長

者不須穿戴任何裝置，只需步行 3 到

4 公尺，即可偵測行走時腳底與地面

接觸的壓力分布、大小、步行速度、

步頻、步幅、人體壓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移動軌跡等步態

資訊；再輔以獨特的影像融合技術，

提供深度視覺感測與立體影像辨識

功能，精準辨識受測者足、踝、膝、

髖、軀幹、頸、肩、臂和關節的位置

與移動，綜合評估受測者的生理年

齡、評估異常步態風險等級、異常部

位分析。 

《未完，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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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開發「全身步態測試系統」，結合「智慧地墊」與「肢體骨架動態分析系統」，評估異常步態

風險等級、異常部位分析，協助銀髮族重新邁出人生的步伐。 

科技聚寶 智慧慢老／貼心科技助銀髮族「趴趴走」 

https://udn.com/news/story/6905/4964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