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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  31 個社區脫穎而出 

老屋都更難辦？北市「社區建築師」、「危老工作站」助重建 

建案施工影響鄰房，這樣做保障自身權益 

「踩地雷」12 層樓公寓大樓 外牆磁磚剝落 

「被動式房屋」概念興起，救地球還能省電費 

桃園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  31 個社區脫穎而出 

桃園副市長李憲明於 11 月 5

日上午出席於虎頭山創新園區多功

能展覽館舉辦的優良公寓大廈頒獎

典禮，頒發獎座及獎金予 31 個得

獎社區、2 位優質社區服務人員，

藉以表揚用心經營與維護的社區。 

李憲明表示，今年脫穎而出的

31 個得獎社區，是從 116 個報名

社區中，評比其組織管理、社區營

造、關懷親善、綠化美學、防疫防

災、節能減碳等多元面向所脫穎而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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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優秀社區。李副市長強調，

評選優秀的社區，其實並不是比

誰是豪宅，而是著重於社區裡的

各種管理、服務的提昇，例如我

們有一項「關懷親善」就是評選

社區對於長輩、婦幼、弱勢的主

動關懷、福利照顧。這也是市府

非常重視的項目，市府為了讓社

區的長者都能活躍身心，享受樂

活人生，已在全市設置了 366 處

社區關懷據點，除了主動關懷社

區長輩們的健康之外，也開辦了

很多適合長輩們的學習課程，包

括唱歌、舞蹈、打太鼓、太極

拳、寫書法等。很多公寓大廈社

區也有這些多元的活動，像是這

次得獎「關懷親善」的兩個社區

就是佼佼者。 

李憲明提到，今年最特別的

是 116 個參選社區中，有 24 個

社區自主設置了電動車充電樁，

都是經由住戶與管委會之間的充

分溝通，訂定了設置規範，向台

電公司申請了分電表，足以做為

節能減碳的表率。 

李憲明也表示，桃園是最年

輕的直轄市，正在迅速發展中，

為了打造桃園成為幸福宜居城

市，市府也將延續 8 年來的三項

政策：（一）繼續評比優良社區，

明年更是加碼獎金額度，擴大社

區參與；（二）繼續挹注修繕補助

經費，8 年來，市府已提供 5 億 2

千萬元的補助經費，協助社區修

 

 

 

繕公共設施；（三）繼續協助社區

成立管委會，唯有協助社區自主、

良善管理，才能維護公共安全，提

昇環境品質。 

李憲明強調，桃園是一個新興

有活力的城市，而這個城市正在昂

首起飛，市政建設停不下來，也不

能中斷，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公私協力

來讓桃園的公寓大廈社區更健康、更

安全，讓桃園人更幸福、更樂活！ 

 

2022 年 11 月 05 日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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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都更難辦？北市「社區建築師」、「危老工作站」助重建 

台北市建管處透過台北市建

築師公會協助，舉薦遴選具有實

務經驗及熱心專業的建築師成為

「社區建築師」，提供多項關於建

築物使用安全等諮詢及服務，協

助市民朋友解決建築物相關安全

疑慮，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就近選

擇各行政區之「社區建築師」尋

求協助。 另為促使台北市老舊房

屋加速重建，北市府培訓「危老

重建推動師」，為市民提供法令解

說，協助社區住戶整合意願、輔

導申請耐震能力評估、提具重建

計畫等，並由具有服務熱忱的推

動師，籌組跨領域的服務團隊，設

置「危老重建工作站」，由危老推

動師進駐輪值，為社區居民提供免

費的在地化諮詢服務及文宣品索

取。 

建管處處長劉美秀表示，為加

強整合民眾重建意願，北市會同民

間專業團體及專業人員成立「危老

重建輔導團」，市民可向危老重建

輔導團申請蹲駐點人員服務（3 戶

以上連署簽名）或危老重建輔導說

明會（10 戶以上連署簽名），並確

定欲舉辦時間及地址即可向輔導團

提出申請，由專業人員至指定地點

為市民服務；相關申請表可至台北市

建築師公會首頁／公會服務／都市危

老重建專區下載。 

 

 

2022 年 11 月 08 日 

記者王慧琳/好房網 News 

bit.ly/3ExGDJ1 

 

 

 

 

http://ds2.arch.org.tw/db/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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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地區人口稠密、建物棟

距緊密，進行施工工程往往都必

須在狹小空間作業，時常發生鄰

損事件。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指出，為完善處理建築施工損鄰

爭議事件，公告修正「台北市建

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

包含建築工程施工前辦理鄰房現

況鑑定、範圍界定、鑑定機構資

格。修正後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

議處理規則，明定建築工程施工

前，應辦理鄰房現況鑑定，若發

生損鄰，才有客觀資料供比對、

判斷，以保障附近居民的權益。 

當民眾發現自家隔壁正在進

行建案施工，除了會受到噪音與

落塵困擾之外，建議附近住戶可

以先做兩件事來確保自家安全： 

一、建案施工前，先做「鄰

房現況鑑定」。也就是營造商請技

師或公正第三方先至附近民宅查

看屋況，後續若屋況有因施工損

壞，則有依據可查證。 

二、建案開始施工後，住戶

應多留意自家大樓與周邊馬路，

包括牆壁、磁磚或柏油路面是否

出現裂縫或破洞，若因施工產生

裂縫可能代表發生變位了，這時

需進一步注意裂縫或破洞是否在

短時間內持續惡化，例如越裂越

長、越裂越多等，一旦發現異常

狀況，需即時向施工單位反映，

並於第一時間進行監測或補強。 

 

 

施工單位在施工前、施工時亦

應採取相關防範措施，降低鄰損事

件的發生： 

一、規劃設計階段 

1.依法規須先進行地質鑽探，以

能確認土壤特性。 

2.執行地質鑽探報告之大地技師

需進行鄰房底部高程之調查。 

3.由大地技師依照現況之土壤特

性、基地開挖深度及鄰房的載

重影響，進行地下擋土措施種

類及擋土施作深度等各項建議

之評估分析，並將全部資料彙

成「工程地質鑽探調查報告」。 

4.結構技師依大地技師所提供

「工程地質鑽探調查報告」進

行擋土措施的設計、擋土水平

支撐設計、鄰房保護措施設計

及開挖過程之安全觀測措施之

規劃與圖說，於送建照時，一

併送建管單位審查及核備。 

二、施工階段 

Ａ施工前 

1.依建管單位之規定範圍先進行

鄰房鑑定，做為施工進行時，

現況與原有之差異判別。 

2.依核定之安全觀測系統規劃設

置各項觀測紀錄器。 

3.依核定之圖說進行鄰房保護措

施之施作。 

4.連續壁廠商提送施工計畫書審

查，包括施工過程中，臨時狀

況之應變處理方案。 

Ｂ施工中 

1.連續壁施工期間，進行各項安

全觀測系統監測(包括鄰房及道

路的監測 )，並每週定期完成

「安全觀測報告書」提供營造

建案施工影響鄰房，這樣做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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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地雷」12 層樓公寓大樓 外牆磁磚剝落 

彰化市一棟 12層樓高的公寓

大樓，外牆磁磚剝落，班斑點

點，就像踩地雷的電玩遊戲，也

像馬賽克，還有人戲稱「重組當

中」，不過磁磚剝落，危及路人安

全，防護網也網住了不少掉落磁

磚，危及路人安全。 

公寓大樓斑斑點點，這是外

牆磁磚剝落，東掉一塊西掉一

塊，日積月累下來，像是踩地雷

的電玩遊戲，也像是馬賽克效

果，還有人戲稱，大樓的磁碟剛

分析完，還沒有重組。玩笑歸玩

笑，但是磁磚掉落可是有砸到人的

危險。大樓 12 層樓高，二三樓之

間架設了防護網，網住不少磁磚。 

住戶：「開會說要整理，住戶

要出。」 

住戶：「200 多戶意見都不

同。」 

大樓位在彰化市景宗街，有

240多戶，屋齡20年，磁磚掉了三

分之一，管委會張貼告示警示，提

醒注意安全。彰化縣警局也發生相

同狀況，目前正在整修。工程師說早

期材料，黏著度不夠，時間久了，熱

漲冷縮掉落，現在的黏著劑已經改

善。 

營造工程師李先生：「以前它的材

料就是單純的，水泥加海菜粉去接著

磁磚，有可能它的磁磚比較會吸水，

容易熱漲冷縮所以它比較容易掉。」 

不過被戲稱「外牆重組中」的公

寓大樓，只有防護網，還沒有維修工

程。建設處表示磁磚掉落危及路人安

全，依照建建築法，可開罰 6 到 30

萬，限期改善。 

社區管理委員會總幹事蔡曜州：

「目前估算應該要 3 千萬，但是自備

資金差不多 8 百萬，希望說一戶能夠

(分攤)10 萬。」 

管委會從 2016 年開始討論修繕

問題，七八年了，還無法進行維修，

就是因為錢不夠。 

設處使用管理科長沈雅娟：「成本

費用帶高的問題，如果有需要縣府這

 

廠技師進行研判。 

2.土方開挖及水平支撐架設亦

安裝各支撐應力器，進行各

項安全觀測系統監測，並每

週定期完成「安全觀測報告

書」提供營造廠技師進行研

判。 

3.開挖過程，開挖工人及工程

師會注意連續壁之面部完整

性及是否有滲漏之地下水，

若有此狀況，停止開挖，並於

壁體外做止水樁，待壁體無地

下滲漏水再繼續開挖動作。 

民眾自家住宅若是已發生鄰損

情況，可請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

師公會、建築師技術公會來判定損

害原因是否是鄰地施工造成，若發

現房屋受損與鄰近工地有關，可同

時一邊與建商進行溝通協調，一邊

報請建管處派員前往處理。鄰損情

況只要達到危害居住安全之虞，建管

處就會要求建商暫時停工，或是等到

工程穩定後，協助處理災損房屋，基

本上七至八成的鄰損宅大多只是牆壁

龜裂或房屋傾斜，經過適當修繕即可

恢復。 

 

2022 年 11 月 03 日 

戴雲發/理財周刊 

bit.ly/3FBBs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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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去聯合公會，建築公會予以些

專業工程的協助。」 

這棟公寓大樓，剛蓋好時房

市比較低靡，新屋價含車位一戶

約 200 萬，經過 20 年房價漲到

700 萬。房仲業者說，大樓結構和

地段優勢，加上管理很不錯，外牆

磁磚剝，目前看來沒有影響房價，

不過安全問題得早日解決。彰化縣

建設處將派人前往會勘。 

 

2022 年 11 月 08 日 

記者吳淑萍 陳志忠/TVBS 新聞網 

bit.ly/3Ght4ic 

 

「被動式房屋」概念興起，救地球還能省電費 

城市開發過程中，大興土木

是必經之路，然而「不環保」的

建築增加，也會導致城市的總體

碳排量增長。根據非營利組織 

C2ES（氣候和能源解決方案中

心 ） 發 布 的 「 Climate 

Innovation 2050」報告指出，蓋

房以及房內活動所造成的碳排量

在整體排放佔比中高居第 4 名，

光在美國就佔整體碳排放量的 

30%，如果建築物能往更環保靠

攏，降低的碳排將相當可觀。 

為了減少碳排放總量，「被動

式房屋」概念應運而生，它可以

在降低對環境負擔的同時，亦提

供住戶更好的室內空氣品質、採

光以及更低的水電消耗。什麼是

被動式房屋？它會成為未來建築

業，甚至整個城市的永續新解方

嗎？ 

不讓房屋與外界接觸，讓室

內環境更穩定 

要使建築更環保，被動式房

屋採取的作法就是與房外「隔

絕」。其在結構上將窗戶、牆壁、

地板和屋頂之間的所有接縫密

封，阻止屋內的熱能從內部傳遞

到外部。這原理就像保溫杯一樣，

儘管室外溫度波動大，白天黑夜溫

差可能達到 20 度，但屋內氣溫依

舊可以維持穩定，使屋內對暖氣、

冷氣等「耗電大魔王」的使用需求

降低，對石油、天然氣的消耗就跟

著減少，降低碳排的效果顯著。 

因為屋內全密封，房屋內的空

氣變化即仰賴 HVAC（暖通空調）

及全熱交換器，可以大幅降低灰塵

等懸浮粒子飄入屋內，透過機器進

入屋內的空氣因經濾網淨化，也能

提高室內空氣品質。除此之外，這

些設備也可以調節空氣濕度，讓屋

內更加舒適。而厚實的牆面也將為

屋主擋下來自室外的噪音，提升生

活品質。 

也許有些人會質疑，開啟 

HVAC 還是會耗電並製造碳排，但

當室內環境相對穩定，需要機台的

功率也就不用太大，消耗的能源也

會比一般的房屋來得低。 

不過被動式房屋的理念雖好，

要達到效果，建商必須先支出更多

的預算，包括購買更多絕緣材料、

等級更高的窗戶和密封接縫，建造

的時間也要拉得更長，對近期原物

料大漲的市場現況來說，被動式房屋

對建商吸引力不足。因此這個概念雖

已被提出多年，公寓大樓的採用比例

仍相當低，大多還是用於學生公寓、

自用的單戶住宅或一些示範住宅上。 

永續觀念興起、成本降低，被動

式房屋始被大眾接受 

然而成本偏高的被動式住宅，近

來也開始出現了一些突破點。 

首先，近幾年來消費者的心態開

始轉變，更加追求節能環保，如選購

一級能效的家電等。許多自住的買房

者現已不只單純考慮房屋總價，還會

開始關注入住後的總成本，甚至有進

一步環保概念的人，還會想辦法降低

自己的碳足跡，並希望營造更好的居

住環境及更健康生活方式。當「綠色

消費者」增加，建商就更有動力興建

被動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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