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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台灣人民居住習慣的轉

變，物業管理逐漸受到重視。物業管

理的型態也由傳統單純的空間管理

發展出物業經營管理、設施管理以

及資產管理活化等新議題。科技持

續的進步，智慧維運應用與我們的

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藉由智慧科技

的輔助，物業管理變得更方便和智

慧。透過產業界、政府單位、學術單

位及國內外物業管理相關協會等多

方互相交流，促進物業管理智慧化

發展，共同合作解決物業管理的缺

展上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活動時間：109 年 12 月 10 日 (四) 

13:00-17:00 

活動地點：南港展覽館一館 403 會議

室(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費   用：會員 $200 元 

非會員 $300 元  

~~線上報名請至：t.ly/O7Jl  ~~ 

更多詳細訊息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網站或粉絲團查詢。 

口、強化物業管理流程以及提升軟實

力。 

有鑑於此，由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四)於南港展覽館四樓會

議廳共同主辦本次「智慧科技與建築

資訊系統於物業管理的運用趨勢」論

壇活動，串聯各方專家學者並以智慧

的運用趨勢為主題，包含 BIM 技術的

運用、智慧物業整合應用並以精彩案

例分享，期望帶動台灣智慧物業管理

服務營運，更為台灣在物聯網應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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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首座「智慧公宅」每人租金狂降 4 千，開「居住正義」第一步 

南港車站斜對面樹立多棟高聳

建築物，嶄新的外型與週邊傳統公寓

有所區別，全台第一個智慧公宅「東

明社宅」耗時 4 年興建，今年三月

起正式迎接 700 戶居民入住，標榜

智慧化和高科技管理，生活機能優

良、距離三鐵步行僅 5 分鐘，成為

無殼族的首選之一，讓招租收件數衝

到 1 萬 932 件，創下台北市社會

住宅申請最高紀錄。 

然而，踴躍的申請人數背後，用

前衛的硬體設施宣示智慧城市到來

的東明社宅，依舊面對了一直以來國

家興建社會住宅的挑戰。這不是台北

市第一次蓋社宅，但要如何將新興社

區與傳統人文結合、解決青年居住問

題，其中的衝突還需要更多時間來磨

合。 

「只要蓋在我家旁邊，就要先經過我

同意」 

來自台灣大學城鄉所的研究生

賴婷姿和呂欣庭所組成的「一窩好

菜」團隊，是當初率先參與東明「青

年創新回饋計畫」的隊伍之一，他們

觀察到多數人仍對社會住宅的興建

概念及核心目標有所誤解，使得地方

政府試圖推動居住正義時，面臨不少

反對的聲浪。 

「對周邊居民來講，蓋公宅在自

己家旁邊，是一件『我怎麼可以不知

道、你怎麼沒有先問過我」，這種要

『先經過我同意』的事情。」目前才 

25 歲左右的呂欣庭，雖然還沒打算

成家立業，但獨自在台北唸書的她

已經感受到租房帶來的經濟壓力。 

對她來說，社會住宅能讓大家「住得

起、住得好」，是在高房價、高物價

的台北市非常難得的資源，卻時常

因在地人反對，讓社宅住戶的處境

顯得尷尬。 

她回憶當初作為東明社宅身障

福利機構的丙基地建造完成時，住

戶擔憂被里民抗議，幾乎只能偷偷

進行搬遷。「他們完全不敢吭聲，挑

一個上班日，在沒有大肆宣揚的情

況下搬進去住，跟甲、乙基地新居落

成開記者會慶祝的情況很不一樣。」

欣庭指出，縱使大家知道社會福利

機構納入社區，才能給予身障者更

好的生活照顧，許多鄰居仍容易抱

有刻板印象，讓社宅變成遭到抗拒

的鄰避設施。 

為了更深入了解支持者和反對

者的意見、解開誤解，她和夥伴兩人

先後前往松山區的健康公宅及文山

區的興隆社宅等地，進行面對面訪

談，更直接開設工作坊邀請鄰里居

民到現場互動，且比起讓居民正襟

危坐看著台上的人講解，欣庭和婷

姿選擇設計多款桌遊，讓不同意見

的人透過角色扮演了解對方的難

處，進一步揭開正反雙方的煩惱。 

「我們從 50、60 年代房地產

還很便宜的那個時代開始玩起，玩

到未來 2040 年，有經歷過那段歲

月的人，就會很知道說哪個時間點

他要先買房、先插旗，之後就會體會

到房價愈來愈貴。當遊戲進行到他

買了很多房子之後，我們就會帶大

家討論，那未來你的小孩子該怎麼

辦？」 

買房太貴、社宅太少，年輕人陷

入買租兩難 

遊戲中下一代人面對的難題，

正是當代年輕人的生活寫照。來自

台中的阿布，透過南港本地人伴侶

的「在地區里」資格，兩人幸運抽中

這一批東明社宅的入住機會，但中

籤一次最多只能住 6 年，縱使阿布

和伴侶都有穩定的工作，也有在台

北買房的準備，卻仍擔憂多年過後

能否用合理的價格，找到與現今相

同品質的居住環境。 

「我覺得租金是首要考量。」阿

布表示，「當然整個環境跟居住品質

也會考慮進去，像是居住環境的舒

適程度啦、能不能做菜啦，這些也很

重要。如果買了房子卻影響到生活

品質，我們就會很介意，因此在買房

和租房之間，我們還在搖擺當中。」 

《未完，詳全文……》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撰文 梁雁 / BuzzOrange 

t.ly/eSpI 

 

https://buzzorange.com/2020/11/13/social-rented-housing-dongming-as-an-example/
https://buzzorange.com/2020/11/13/social-rented-housing-dongming-as-an-example/
https://buzzorange.com/2020/11/13/social-rented-housing-dongming-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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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 日舉辦「內政資訊成

果發表暨資訊發展研討會」，現場發

表邁向無密碼時代的 TW FidO 行動

身分識別系統等多項成果。次長邱昌

嶽表示，數位科技的進步，改變民眾

和政府的互動方式，內政部配合國家

發展委員會「服務型智慧政府計畫」，

持續簡化政府申辦流程，讓民眾享有

更安全便捷的生活環境。 

邱昌嶽提到，為了讓民眾不必記

憶帳號密碼，又能方便使用各級政府

的網路服務，內政部推出 TW FidO

行動身分識別系統，透過簡單又安全

的身分識別方式，讓民眾不須親自到

場，即可於網路上使用各項便民服

務。此外，內政部也持續推動建築管

理的數位轉型、簡化詐欺案件的受理

流程，並推出出入境相關證件規費行

動支付服務，讓民眾可體驗更為智

慧、便捷的申辦與支付方式。 

同時，內政部也提供高精度的即

時性衛星動態定位服務，在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以及海域資訊整合平

臺，提供民眾各種基礎核心圖資，讓

各領域介接應用，並持續豐富這些圖

資，期望未來能促進國內自動駕駛產

業更進一步的發展。 

邱昌嶽指出，今年面對疫情與極

端氣候的挑戰，內政部更加重視並提

升整體防疫及防救災的能量，例如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淹水

資訊應用子系統」即結合救災資源分

布資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降雨

及淹水警示訊息的應用，可即時推估

及統計受淹水事件影響的社會經濟狀

況，供救災資源分配與調度或防範參

考。 

另「防災有 Bear 來」網站彙整民

眾個人所關注的災情資訊，包含系統

綜整颱洪、地震災害的災前準備、災

中應變、災後復原等資訊，便利民眾

查詢；「邊境暨社區防疫資訊支援服

務」在防疫期間，也提供很多資料供

防疫指揮中心及各級防疫機關進行防

疫決策支援及執行，有效的幫助我國

各種防疫作為，讓我國防疫的成績能

被世界看見。 

最後，邱昌嶽強調，內政部未來

會持續推動跨機關(單位)業務流程改

造，並整合優化政府資訊服務，提供

更多網路型服務，使政府單位、業界

及民眾能更便捷地介接應用各項內政

業務資訊。 

今日研討會邀集中央和地方機關

資訊單位共襄盛舉，由內政部資訊中

心主辦，戶政司、地政司、統計處、

移民署、營建署、警政署、消防署以

及國土測繪中心等 8 個單位協力發表

資訊發展成果，並設有系統展示互動

區域，讓與會人員實際操作體驗，藉

由跨單位交流切磋，啟發更多創新資

訊服務的方向。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撰文、攝影 內政部 / Yahoo 新聞 

t.ly/l9Cd 

 

 

 

內政部次長邱昌嶽參觀系統展示攤位 

邁向無密碼時代 內政部多項政府服務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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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老屋遍全台 重建應重視五大建築面向

se.ettoday.net/news/1679787#ixzz6IKbkqH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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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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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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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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 日 

撰文 戴雲發 / 工商時報 

t.ly/1xDQ 

 

微軟與 Honeywell 合作推建築營運解決方案

se.ettoday.net/news/1679787#ixzz6IKbkqHj9 

Honeywell 與微軟合作，要透過

Azure 雲端平臺，把工業效能管理平

臺Honeywell Forg與Dynamics 365

連接在一起，將物聯網技術應用在建

築業，在建築物設施中啟用預測性維

護應用程式。 

這項合作的第一個重點目標，是

要使建築物的維護更加自動化。微軟

提到，為了最佳化建築物的能源、效能

和舒適度，通常需要從各種來源，擷取

未標準化的資料，進一步分析解讀後，

通知遠端且分散的人力來處理，而設

施管理者必須立刻決定需要修復的問

題、時間，以及指派誰來修復，要順利

完成這些工作，管理人員需要擁有管

理資產與工作通知單的專業能力。 

而 Honeywell 與微軟便是要合

作，簡化建築物管理工作，Honeywell 

Connected Enterprise的執行長Que 

Dallara 提到，雙方透過合作數位化建

築物管理方法，解決建築物營運所遇

到的業務難題，以人工智慧和即時資

料為基礎，提供建築物大規模管理解

決方案，使建築物營運更有效率。 

Honeywell 的人工智慧解決方

案，能夠數位化管理業務，提高建築物

的效能，像是澳洲伯斯的皇冠大酒店

（Crown Towers），利用 Honeywell 

Forge 最佳化能源使用，降低 10％到

20％的能源成本，而 Dynamics 365 

Field Service則可讓企業遠端偵測並

解決潛在的問題，透過人工智慧結合

物聯網警示以及工作通知單，以避免

不必要的停機以及營運效率下降。 

利用全球規模的 Azure 雲端平

臺，整合 Honeywell Forge 以及

Dynamics 365 Field Service ，

Honeywell 能夠更快地推出新產品，

並且滿足安全、隱私和法遵要求。在

雙 方 合 作 下 ， 現 在 正 式 推 出

Honeywell Forge SaaS 解決方案，

提供用戶數位化維護服務，使用接近

即時的分析功能，全面掌握設施和資

產的效能，在重大設備問題擴大之

前，就能發現並進行處理。 

同時也可最佳化設施能源使用，

Honeywell 使用雲端封閉機器學習

解決方案，能連續分析建築物的

HVAC 耗能模式，在不影響人員舒適

的前提，自動最佳化能源配置，而且

Honeywell Forge 也提供網路安全

服務，不需中斷設施服務，就能持續

進行威脅偵測，簡化並增強企業內的

工業網路安全營運。 

雙方還在探索各種合作的可能

性，像是將 Honeywell Forge 解決

方案與 Azure Digital Twins 或是

Azure Edge 功能整合，在更多元的

環境提供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創新服

務。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撰文 李建興 / ithome 

t.ly/6k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