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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物業管理與社區營造」論壇  郭紀子理事長：具三大特色 

新北市推動銀髮先修班 翻轉銀髮成「壯世代」 

「疫後建築及都市環境防疫研討會」花絮 

14 社宅全滿租 新北住都：明年還有「土城、新店」2 處完工 

中市衛生局推全人居家照護 藥師與心理師加入行列 

保障居住安全 內政部通過 2 子法 

2022「物業管理」與「社區營造」論壇  郭紀子理事長：具三大特色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一年一度結

合台北國際建材展辦理論壇活動，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08 日於南

港展覽館盛大舉辦，本年度主題為

「物業管理」與「社區營造」，逾

百人出席活動，座無虛席，內政部

營建署吳欣修署長、建築管理組高

文婷組長、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周光宙董事長、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劉國隆理事長等貴賓與會並

致詞，文化部文資司林郁欣科長、

台灣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王本壯教

授、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翁慧真前理事長蒞臨發表精采的

專題演講。 

本會理事長郭紀子表示，本次

論壇具有三大特色：報名學員多，

且絕大多數是物業管理公司高階主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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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出席業界貴賓多，除了官方

高層代表，還有中華民國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理事長高敏瀞、中華民國物

業管理經理人協會理事長陳品

峰、台灣建築學會理事長曾光宗

教授、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潘睿彬、台北市

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邱文

輝、新北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陳勇志等；主題關注度高，

產官學界的高度重視，體現了本

次論壇主題受到高度關注。 

郭紀子理事長致詞表示，為

服務會員及各界的專業需求，本

會定期或不定期舉辦以下活動：

課程規劃；研討會(年度物業管理

研究成果論文發表會、相關研習

會或論壇)；出版品(編訂「物業

管理專業名詞彙編」、定期出版

「物業管理學報」與電子報）；國

際交流(與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亞太分會、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

學會亞太分會、國際設施管理協

會香港分會、日本公寓大廈管理

學會、日本設施管理推進協會、

韓國設施管理協會、香港物業管

理師學會、中國《現代物業》雜

誌社互訪與交流）；參訪活動(組

團至日本、澳洲、香港、中國各

地進行物業管理案場參訪)；培訓

班(營建署委託辦理「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人員講習」、自辦「物業管

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加入勞動

部產投計畫、中華郵政等單位委

託培訓班）；公私部門研究計畫

(專家學者會員參與民間與政府機關

委辦之物業管理相關研究案)。通過

這些林林總總的活動，本學會已在

物業管理專業領域奠定堅實基礎，

專業師資均為本學會成員及業界菁

英，理論實務兼具之資深講師，教

育培訓已取得良好口碑，受到專業

尊重，但是，我們並沒有停下繼續

前進的腳步，為落實培訓專業人才

之任務，履行社會責任，已連續 4

年，每年結合國際建材展辦理本項

論壇活動，聘請產官學界具有影響

力之專家討論社會關注的重大議

題，意義重大。 

他進一步表示，歷經 3 年新冠

疫情，面臨高齡社會、城市老化

「雙老」挑戰，尤其都會區公寓大

廈的住戶，面對日益龐大的壓力，

包括工作、學業、財務、人際、居

住環境以及社區爭議事件、鄰里關

係、家庭糾紛等等的問題，今年來

更有政治、戰爭、通膨、民生議題

困擾，越來越多住戶長期處於「高

壓狀態」。「壓力」累積不散，對居

民健康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社區

營造顯得更加重要與迫切。  

最後，郭紀子理事長也期許，

越來越多的同業更加關注社區營造

的發展，論壇結束將代表著台灣

「物業管理」的「社區營造」迎向

新的階段，更上一層樓。 

更多論壇花絮照片，請至台灣

物業管理學會官網或粉絲團 

 

2022/12/15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秘書處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https://zh-tw.facebook.com/Taiwa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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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齡人口已逾 67萬，

占全市人口比 16.8％，為因應銀

髮浪潮，讓高齡人口在地就養、

有為老化，甚至開創第 3 人生，

朝「壯世代」概念邁進，全市

1,032里除已布建1,179處銀髮俱

樂部外，市府要再推動「銀髮先

修班」，看準城鄉不同風貌，部分

新興都會地區高樓林立，均設有

管委會，如在自身公寓大廈活動

空間設立，讓長輩下樓就能參加

各式活動，勢必增加長輩參與的

意願，目前全市已陸續設立 14處

銀髮先修班，未來要再大力推

動，初期以完成 250 處為目標。 

社會局長張錦麗表示，國人

平均餘命早已大幅提高，男女均

達到 80 多歲，傳統以 65 歲為老

人定義和退休年齡劃分，已不符

時代需求，因此近年來有人倡議

「壯世代」概念，不以年齡為界

線，而是以心態、活力為指標，

要有壯闊視野和胸懷，以開創壯

麗的第 3 人生。 

張錦麗表示，侯友宜市長非

常重視有為老化，因此要求推動

里里銀髮俱樂部，該項政策雖已達

標，但面對全市29區1,032里的實

際需求，仍有待補充。考量都會地

區都有大樓，像林口全區就有 800

多個公寓大廈，有許多都設有活動

空間，若能善用，長輩一下樓就能

參與活動，不論休閒、運動、各式

藝文成長課程進修，都能讓長輩充

電、再出發。 

為推動銀髮先修班，社會局副

局長許秀能日前率隊和工務局同仁

專程到台北拜會中華民國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高

敏瀞，和新北市公會理事長吳富

榮，以及相關物業管理協會，希望

透過物業管理在各公寓大廈協助一起

推動。協會和業者表示，會配合各管

委會進行。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長林妏燕表

示，目前全市已有14個社區申請，包

含八里巴黎風情、鶯歌麗寶香榭、淡

水伊東市、新店美河市、五股清水

灣、樹林遠雄大學哈佛、三重西班牙

花園、中和冠德新世界、泰山君臨天

下、汐止伯爵五代、林口遠雄 U 未來

等社區，歡迎各管委會向社會局洽詢

並提出申請。 

2022 年 12 月 01 日 

記者高金次/Yahoo 新聞 

bit.ly/3G9HArW 

 

 

新北市推動銀髮先修班 翻轉銀髮成「壯世代」 

「疫後建築及都市環境防疫研討會」花絮 

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疫

後建築及都市環境防疫研討會」

2022 年 12 月 06 日於該所大會堂

盛大舉辦，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負責

「疫後社區物業管理與防疫之改變

與影響」環節，黃世孟 榮譽理事長擔

任引言人，杜功仁榮譽理事長、郭紀

子理事長擔任共同與談人，主講者為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顏世禮資深協

理。 

所長王榮進表示，疫情雖已逐

步趨緩，為增加都市及建築物的抗

疫能力，研討會邀請到建築、都

市、交通及物業管理等不同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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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界專家進行交流，期盼激

發出更創新的思維，提供政府未

來研訂因應策略的參考，為全民

建構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疫情爆發後，人們開始重視

防疫，對生活環境及建築空間的

使用和需求也有所改變，本次研

討會以建築產業因應疫後環境發

展為主軸，分 5 大主題進行探討，

其中「疫後建築及都市環境防疫帶

動 ESG 之發展」，主要是介紹疫情

影響下，將對國內產業經濟與環境

永續發展的影響，並從實務的角度

探討「疫後建築規劃設計之衝擊影

響與防疫作法」。 

另「疫後都市規劃及防疫型都

市設計之影響」及「疫情對民眾進行

旅運及公共空間使用之影響分析」，則

是介紹國際上對於都市環境與生活圈

的新思考，並討論疫情對於交通環境

的影響;最後，「疫後社區物業管理與

防疫之改變與影響」，說明如何透過物

業管理的協助，落實防疫政策，並營

造疫後社區環境的安全品質。  

王榮進指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目前建築研究已著手檢視國內居住環

境防疫的新需求，並針對高齡者居家

環境防疫安全、建築物通風系統防疫

措施，以及防疫旅館安全管理與救災

機制等課題，進行相關研究，後續研

究成果將提供國內相關主管機關或業

界參考與運用。 

 

2022 年 12 月 07 日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全球安防科技網 

bit.ly/3BSdp64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長 王榮進致詞 

 

 

14 社宅全滿租 新北住都：明年還有「土城、新店」2 處完工 

新北市住都中心管理的 14 處

青年社宅已近乎滿租，新北住都中

心表示，「日前招租作業皆相當順

利，民眾申辦反應熱烈，年底前已近

乎滿租，其他陸續空租部分，亦有

日前申請者銜接，明年底則將有土



 
5 

 

 

 

 

 

 

 

 

 

 

 

 

 

 

 

 

 

 

 

 

 

 

 

 

 

 

 

 

 

 

 

 

 

 

 

 

 

 

 

 

 

 

 

城永和段、新店民安段兩處社宅

落成，有意申請的民眾可向中心

諮詢。」 

新北住都中心是全國第一處

專責營運管理社會住宅的行政法

人，目前經管包括新莊新豐、板

橋府中、永和秀朗、三峽北大、

三峽國光、新店央北、永和國

光、土城明德、三重五谷王、土

城員和、永和中正橋、板橋永

翠、新店斯馨 1 號及 2號等 14 處

青年社宅，總計 2,218 戶。 

新北住都中心副執行長錢奕

綱說明，在疫情侵擾下，中心仍

以隨到隨辦、線上申請、簡易申

請等多元方式順利完成招租，其

中，土城員和社宅正取民眾已在

11 月全數簽約點交入住，目前進

入備取民眾遞補程序；其他社宅空

戶部分，中心也加快安排遞補中，

如永和秀朗社宅警消人員專案已完

成招租，全數社宅入住率將接近滿

租。 

錢奕綱表示，隨著社宅數量穩

定增加，民眾的居住問題將逐漸獲

得舒緩，住都中心將與新北市府一

同落實居住正義，讓市民「安穩的

住、住得安穩」。明年底尚有土城永和

段、新店民安段兩處社宅落成，有意

申租的民眾請持續關注新北住都中心

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的最新消息，如

有疑問歡迎向中心諮詢。 

2022 年 12 月 01 日 

記者陳韋帆/三立新聞網 

bit.ly/3HSrdkF 

 

中市衛生局推全人居家照護 藥師與心理師加入行列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今年 8 月

起首創全人居家照護服務計畫，

導入全人照護概念，水平整合各

居家照護項目，推動一條龍式服

務。衛生局表示，透過民眾主動

求助、通報、單位轉介及到宅訪

視等管道，一次申請可同時享有

4 項服務，包含居家長期照顧、

居家醫療照護、居家心理諮商及

居家訪視藥事照護服務。 

衛生局長曾梓展表示，衛生

局關懷居家服務需求的民眾不遺

餘力，除了主動發掘需求，同時

評估並立即轉介提供適切服務，

從生理需求照顧到心理層面，強

化服務連結效能，建構完善服務

輸送管道，提供完整性、便利性及

專業性的全人居家照護服務，讓市

民輕鬆享用台中市便利多元的居家

照顧服務模式。 

衛生局舉例，78 歲楊奶奶有中

風、高血壓及糖尿病病史，近年體

力衰弱，每月只靠老人年金過活，

家中子女收入不穩定，雖然已使用

長期照顧服務協助日常生活，但楊奶

奶情緒上還是十分憂鬱，照顧管理專

員到宅評估發現後，立即轉介居家心

理諮商服務，經由專業心理師到宅陪

伴諮商，減輕她的心理壓力，讓她逐

漸展現笑顏。 

另外，41 歲的吳先生原本是位小

主管，有穩定收入和生活，但幾年前

 



 
6 

 

 

 

 

 

 

 

 

 

 

 

 

 

 

 

 

 

 

 

 

 

 

 

 

 

 

 

 

 

因應建築法第 77 條之 1 修

正，強制要求耐震能力有危險疑

慮的原有合法建築物辦理改善及

補強。對此，內政部今（15）日

召開部務會報，通過「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及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2 項配套

子法，納管國內耐震能力不足建

築物，並要求定期檢查申報及限

期改善，以提升既有建築物耐震

能力，保障居住安全。 

內政部今發布新聞稿表示，

現行建築物耐震能力是以申報方

式管理，申報對象局限於供公眾

使用、達一定規模且單一所有權

人的公私有建築物；為納管國內

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這次修正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及「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2 項辦法，擴大列管對象，增訂私

有建築物如符合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公告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的要

件，也應辦理改善與申報。 

內政部強調，直轄市、縣

（市）會依據上述要件，將這些有

耐震能力不足疑慮的建築物納管，

並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限期改善；

另外，由於現行經耐震能力評估初

評檢查判定為「有疑慮」或「確有

疑慮」的建築物，應於限期內完成

整體結構補強等改善工作，考量私

有建築物可能會因為所有權人複

雜，不易達成建築物整體結構補

強，因此，這次修法將「排除弱層

破壞補強」的方式，納入改善的基

準。 

內政部說明，這種方式主要是

因弱層通常位於建築物底層，多為

利用樓梯間、外牆、側柱等公共空間

進行補強，以縮小對住戶的影響範

圍；此外，這次修法也增訂耐震能力

有危險疑慮的原有合法建築物，為提

升建築物耐震能力，未經初評，直接

辦理整體結構補強或排除弱層破壞補

強的建築物，可申請「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申報」展延，並以一次為限；若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有

必要時，應再將「排除弱層破壞補

強」方式辦理改善的建築物，再次納

管，以確保安全。 

最後，內政部指出，「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及「原有

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

改善辦法」修正草案，將依法制作業

程序，於近期發布。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記者翁子竣/今日新聞 

bit.ly/3ViIc2G 

父親開始有健忘及遊走症狀，母

親生病需動手術，加上須照顧罹

患身心疾病的妹妹，促使吳先生

被迫轉換為兼職工作，接踵而來

的照顧壓力，導致他身心俱疲，

所幸透過社區藥師轉介長照服

務，分擔照顧重責，也讓他有時

間安心工作、放鬆心情，重燃生

活希望。 

衛生局說明，市民如有全人

居家照護服務需求，可撥打 1966

長 照 專 線 或 衛 生 局 專 線

(04)22220655 分 機 3319 、

(04)2515-5148 分 機 101 、

(04)2526-5394 分機 3321，將由

專人協助各項申請服務及提供相關

資訊。 

2022 年 12 月 05 日 

記者黃志政/台灣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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