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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節能 E 好宅計畫啟動 

「論壇暨徵文公告」台灣物業管理永續發展趨勢-ESG 實踐探討 

北市居住正義 2.4 新行動 3 月底推「捷運房價租金地圖」 

民團籲修「租賃條例」 房租認列特別扣除額並調高上限 

新北提醒容積獎勵要把握 危老都更時程獎勵 5 月降至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遠距關懷與健康照護論壇 

新北節能 E 好宅計畫啟動 

為達成新北市 2050 年淨零碳

目標，新北市環保局於 3 月 10 日

推出全國首創社區公設建築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新北節能 E 好宅認證

計畫」，邀請社區踴躍參加，並與

房仲業者合作，包括永慶房屋及其

加盟品牌永慶不動產、有巢氏房

屋、台慶不動產、永義房屋；信義

房屋及其加盟品牌住商不動產、大

家房屋，於買賣房屋的網路交易平

台公布節電表現優良的社區，供民

 眾選購或租賃時，瞭解社區建築物

的用電表現，並達到建築節能有效

監控。 

環保局長程大維表示，依新北

市 2020 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分

析，建築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

市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 39%。為使

建築物逐步達成 2050 年淨零碳目

標，建築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可透過

「建物節能監控」、「建物節能改

造」、「建物零碳電力」等 3 項措施

邁向智慧零碳建築。 

「新北節能E好宅計畫」屬建物

節能監控措施之一，藉由計算社區

建築公設耗能狀況，並以公設EUI表

示，數字愈小代表社區公設耗能越

少，透過社區主動揭露建築能效，

持續監控，並交由環保局定期檢

核，進而達到降低社區用電量的目

的。 

此計畫的推動對不同關係人可

帶來互惠效用，就社區而言，可以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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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新北節能 E 好宅星級認證來判

定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能力良窳，除

節省公設電費，亦有機會提升社區

整體評價；就物業管理公司而言，

可凸顯自己在能源管理措施上落實

程度，贏得社區肯定，獲得續約；

就房仲業者而言，將節電表現優良

的社區公布在房仲業者買賣房屋交

易網路平台，提供購屋民眾節能住

宅選擇，差異化服務，可增加物件

銷售機會；就民眾而言，藉由房仲

業者提供的資訊，瞭解該社區建築

物的用電表現，增加自己選購節能

建築的機會，節省往後付出的公設

開銷。此計畫還能引導建築開發業

者，在設計階段，就將建築節能納

入規劃，使新建築都能符合新北節

能 E 好宅星級認證。 

程大維說，為達成淨零碳目

標，建築部門的減碳路徑中，房仲

業者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邀請

房仲業共同推動「新北節能 E 好宅

計畫」，搭配買賣房屋的網路交易平

台合作，提高政策曝光及宣傳，讓

消費者購屋或租房時，可參考該建

築物的節能狀況，同時房仲業亦能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豎立環境

社會治理(ESG)形象與品牌。 

永慶房產集團加盟事業處總經

理莊志成表示，市府節能 E 好宅的

創新作為，集團五大房仲品牌同表

響應與支持！此標章也將放在網站

上，提供消費者在選購房屋或租屋

時參考，也會邀請新北市的社區送

件申請。 

信義房屋總經理信泓浚表示，

肯定節能 E 好宅政策方向，信義房

屋也宣示 2030 年達成淨零排放的

企業承諾，未來也會設置碳中和永

續門市，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

與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SG)。 

程大維指出，新北市白金級低

碳社區中已有 19 個社區符合新北

節能 E 好宅三星級以上標準，各社

區除各自的節電特色之外，亦透過

汰換掉低能源效率的設備、設備設

置缺失改善、合理減少設備使用時

間等方式逐年改造精進。 

舉例而言，峰景翠峰社區，建

置 12.6kW 太陽能光電系統，供社

區尖峰用電時段使用，並設置智慧

電錶，利用手機或電腦，可即時掌

握各時段的用電情形，管理用電。

該社區完善軟硬體設施後，公設

EUI 值從 99 年的 23.3 降至 110 年

的13.9，相當於用電量減少40%，

達新北節能 E 好宅四星級的標準。 

程大維說明，新北市轄內依法

設有管理委員會之社區提供前一年

度公設電費單（含大小公共用

電）、社區建築物使用執照字號、申

請書及委託同意書，即可向環保局

申請「新北節能 E 好宅」認證。經計

算 EUI值，依大小給予不同星級，最

低為三星級，最高為六星級，星級

越高代表越節電。加入認證後，往

後環保局將自動幫社區向台電公司

申請每年用電量資訊，計算 EUI值提

供社區參考。 

程大維強調，如未符合建築能

效級別之社區，也會提供相關節電

諮詢與輔導，由專家組成的「節電

診所」到場診斷，並由「低碳社區

規劃師」進行輔導，搭配「低碳社

區改造」等資源協助社區找出耗電

怪獸，接著透過多元的社區公設低

碳改造方式，協助降低公設設備用

電量。期藉由企業、民眾及政府共

同合作，讓私部門建築物逐漸轉型

為「近零碳建築物」，打造淨零碳社

區，翻轉新北成為零碳城市。 

有興趣申請「新北節能 E 好宅計

畫」的社區千萬不要錯過，詳情可

上新北低碳生活網查詢或撥打

(02)29532111 分機 3212 洽詢。 

 

2022 年 03 月 10 日 

記者王峻昌/新頭殼 newtalk 

is.gd/ULncRR 

 

「論壇暨徵文公告」台灣物業管理永續發展趨勢-ESG 實踐探討 

本會於 111 年 5 月 25 日假台北

凱達大飯店舉行 2022 年台灣物業管

理論壇。除各會之交流與發表，也

邀請學者、專家針對本屆主題「台

灣物業管理永續發展趨勢-ESG實踐

探討」專題演講，誠摯邀請國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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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業先進及相關產業之經營廠商

參與及廣告支持，促進國內相關產

業技術交流，敬邀一同共襄盛舉！ 

⚫ 論文徵稿及廣告辦法：填寫報

名表後傳真或回信至本會 

⚫ 台灣物業管理永續發展趨勢-

ESG 實踐探討報名方式：線上

報名或傳真報名表 

詳細活動資訊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網站：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北市居住正義 2.4 新行動 3 月底推「捷運房價租金地圖」 

為讓房市、租屋市場更透

明，北市地政局去年底推出「台

北地政找房+」社區交易查詢平

台後，因應民眾沿捷運站找房需

求，北市進一步建置「捷運房價

租金地圖」，3 月底就會上線。 

台北市地政局長張治祥表

示，北市府除強化預售屋管理機

制，持續推展房市健全新行動，

這次將進一步規畫建置「捷運房

 價租金地圖」，提供各捷運站周邊房

價及租金整合資訊，讓民眾快速掌

握區域行情。 

交易安全科長洪于佩表示，北

市府將整合仲介業者曾發生消費爭

議的地圖，讓想要買房、租房子的

民眾，可以透過地圖定位查詢，區

域曾經發生哪些消費爭議，還有業

者後續是否有妥適處理消費糾紛，

提供民眾作為參考依據。 

另外，為持續精進實價資訊品

質、維護預售屋交易安全，北市府去

年舉辦「居住正義2.0系列論壇Ⅴ-預

售屋資訊與交易安全之探討與展

望」，並進行「北市房市健全網路民

意調查」，一共訪問 1003 分有效問

卷。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

期透過嚴罰、抽查契約比對價格、協

請金融機構查調資訊等，防杜申報不

實。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k0jl19B847Vfpu4QTHhOl4yflFG4Vej/edit?usp=sharing&ouid=10953347702004574758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k0jl19B847Vfpu4QTHhOl4yflFG4Vej/edit?usp=sharing&ouid=109533477020045747583&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pVjt2nrB23QgMLEZp0SFi9UVP9A55VLHf_eEgkDP4uFU7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pVjt2nrB23QgMLEZp0SFi9UVP9A55VLHf_eEgkDP4uFU7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LNvJVb_gjsPLl8ZmvQyMaVRIq2213wQ/edit?usp=sharing&ouid=109533477020045747583&rtpof=true&sd=true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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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房市、租屋市場更透明，北市地政局去年底推出「台北地政找房+」社區

交易查詢平台後，因應民眾沿捷運站找房需求，將進一步建置「捷運房價租金

地圖」，預計 3 月底上線。記者林麗玉／攝影 

至於預售屋解約或換約案

件，民眾認同應撤銷原申報資

訊，以免對市場銷售情形或價格

判斷造成混淆。多數受訪者也認

為，主管機關應公布預售屋買賣

契約常見不符應記載事項錯誤態

樣、及不利消費者的個別磋商約

定，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地政局長張治祥表示，去年 7

月起實價登錄 2.0 新制實施後，北

市府也與國稅單位加強聯繫，建

立預售屋實價資訊查核與通報機

制，防杜不實申報。另為保障預

售屋購屋民眾消費權益，地政局

也會與建管處合作，透過建照資

料即時稽核預售建案資訊，確保

契約備查率達 100%。 

地價科長鄭益昌表示，北市

府會定期發布預售建案資訊動態

季報，提供第一手最完整豐富的

預售建案申報資訊、當季預售屋

 

2022 年 03 月 10 日 

記者林麗玉/聯合報 

is.gd/qXs1jl 

 

買賣定型化契約及購屋預約單檢

查成果等資訊，輔以圖表方式呈

現增加可讀性，供消費者參考，

維護預售屋交易安全。 

民團籲修「租賃條例」 房租認列特別扣除額並調高上限 

全台租屋族有 100 多萬戶，

租金支出抵稅戶僅約2.7萬。民間

團體今天(10 日)在跨黨派立委支

持下，建議修法將住宅租金以

「特別扣除額」認列，並調高扣

除額上限。讓租屋族更有意願申

報租金抵扣，並呼籲內政部正視

租屋族困境。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

條例」立法已超過 4 年，崔媽媽

基金會、OURs 都市改革組織與

 巢運，10 日與民進黨江永昌、吳玉

琴、民眾黨張其祿、蔡壁如、時代

力量王婉諭與國民黨吳怡玎等跨黨

派立委共同提出修法意見。崔媽媽

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指出，去年 12

月租金指數來到 105.01 再創歷史新

高，雖然房客可列舉一年新台幣 12

萬元的租金支出扣抵綜所稅，使用

率卻只有 2.7%，除了房東拒絕之

外，更主要是租屋族多採「標準扣

除額」申報綜所稅。 

呂秉怡表示，面對房價飆漲，租

屋已成青年的重要居住選項，為落實

居住正義，建議將住宅租金以「特別

扣除額」認列，並調升 12 萬元扣除

額上限至 30 萬元，可為雙薪無扶養

親屬的家庭一年省下約 1 萬元開銷。

呂秉怡說：『(原音)雙薪沒小孩的家庭

來講，用標準扣除額的話，甚至比目

前 12 萬的列舉扣除額還要有利，還

要少負擔了 2,400 元。但是如果今天

照我們的提案，變為特別扣除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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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 30 萬為額度的話，他的繳稅

負擔就會變成 0，就會省掉 9,700

到 1.2 萬元一年的數字。』 

崔媽媽基金會也建議，應將房

東視為「企業經營者」納入「消保

法」體系，利用「消保法」罰則打

擊不平等租約，也提供房東與房客

雙方更有效率、也更便利的糾紛調

解機制。 

立委江永昌指出，租屋市場透

明化的政策目的與居住正義有連帶

關係，可以考慮將房東的租金收入

分離課稅。他也認為，目前實價登

錄雖有納入租屋交易，但僅限於經

由仲介業者協助成交的案件，為打

擊租屋黑市，也應考慮將個人房東

納入租屋強制登錄。 

 

 

朝野跨黨派立委 10 日陪同崔媽媽基金會、OURs 都市改革組織與巢運，共同呼

籲「租賃條例」修法。(林詠青攝) 

2022 年 03 月 10 日 

撰稿編輯 林詠青/中央廣播電台 

is.gd/xFWcFU 

新北提醒容積獎勵要把握 危老都更時程獎勵 5 月降至 4% 

老舊房屋屋齡逐漸提升，為

推動都市更新，新北市都更處表

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例」在2020年修法後，時

程獎勵逐年減少，目前獎勵已降

到 6%，從 5 月 12 日起將遞減為

4％，民眾申請都更案若要維持

10％容積獎勵，需重建基地面積

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另外，今

年 5 月 11 日前申請危老重建案，

才可享有重建期間免繳地價稅及

減半徵收地價稅與房屋稅等優

惠。 

都更處長張壽文表示，市府

原訂今年要達成多元都更案 550

案的目標（從 2011 年起累積至

 

今），但截至今年 2 月，已經突破

666 件申請案，也是過去 20 年來總

和的 3.4 倍，今年目標則改為 750

案。其中，危老重建案目前已累計

384 核准案，以整理來說，危老案

仍以板橋、三重、新店居多。 

新北市 2021 年多元都更申請案

總計 270 件、核准 206 件，未核准

的案件目前還在審議中，或是仍在

補件。其中危老重建申請 133 件、

核准 111 件；一般都更申請 46 件、

核准 18 件；防災都更申請 3 件、核

准 2 件；簡易都更申請 5 件、核准 4

件；整建維護申請 83 件、核准 71

件。 

都更處指出，「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在 2020 年修

法後，針對危老重建的時程獎勵由

10%逐年遞減，目前時程獎勵為

6%，從 5 月 12 日起，遞減為 4%。 

都更處說明，起初祭出時程獎

勵，是希望民眾盡快申請都更，現在

時程獎勵比例會慢慢降低，依申請規

定，重建計劃中的「時程獎勵及規模

獎勵總和，最高比例不超過 10％」，

時程獎勵是最好拿的，申請就符合條

件，因規模整合越大，地主越多，相

對意見複雜度越高，因此獎勵不好

拿。今年 5 月 12 日後，重建計畫內

基地面積需達 1000 平方公尺，才能

取得基準容積 10%獎勵。 

另外，都更處也提醒，條例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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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期間免繳地價稅，及重建後減

半徵收地價稅與房屋稅等稅賦減免

優惠，依照現行規定，今年 5 月 11

日前申請危老重建的案子才能享

有，也呼籲有意願申請的民眾，把

握這些獎勵及早申請。 

 

2022 年 03 月 05 日 

記者江婉儀/聯合報 

is.gd/ACpSpL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遠距關懷與健康照護論壇 

緣起 

高齡與少子女化社會到來，如

何解決照護人力缺口已成產官學界

關注之焦點；新冠肺炎疫情當前，

如何降低人與人接觸之風險也已成

為醫療院所、機構與居家照護業者

期待解決之問題。期望藉此論壇，

能夠在節省照護人力與減少人與人

接觸兩個議題上凝聚各界之共識。 

目標 

新冠肺炎疫情升高了人與人接

觸的風險意識，遠距技術因而逐漸

受到重視，其範疇除了工作、學習

與醫療外，健康、關懷與照護亦逐

漸仰賴遠距技術。本論壇期能扮演

供需之橋梁，打造適合不同需求之

解決方案；另，鑒於少子女化、無

子化家庭問題日趨嚴峻，其所衍生

的照護人力缺口預期將衝擊物業管

理與人力派遣業者現有經營模式，

透過本論壇盼能協助業者找出加值

型商業模式。 

⚫ 活動時間：2022 年 3 月 31 日 

(四) 13:30-17:30 

⚫ 活動地點：新竹安捷國際酒店

(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 168 號

14F) 

⚫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is.gd/ZuRKa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XLgmMnhp2KSy6948vxAieQCw1co3bkyu0V8-_yL1dvNcZ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XLgmMnhp2KSy6948vxAieQCw1co3bkyu0V8-_yL1dvNcZQ/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