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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活動花絮 

高市工務局免費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 居住安全管理有保障 

元旦新制上路 北市建物 8 樓以上應定期公安申報 

精進優質便利生活 新北元旦起 28 項新措施上路 

防火標章應變安心 我們在乎家屬放心 

北市府「這類建築」改善補助名單出爐 

加速改善居住品質 新北「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生效 

國安高層會議：擴大補貼租金、房貸、公共運輸、油電價都入列 

 

第 34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活動花絮 

本會理事長郭紀子出席「第

34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Taipei Building Show, 2022)」開

幕典禮。本次活動有500多家廠商

參與，超過 2300 個國際攤位共襄

盛舉，更有來自美國、日本、西班

牙、泰國等 8 個國家參與展出，盛

況空前，蔡英文總統親自出席開幕

典禮並致詞，圖為本會理事長郭紀

子與蔡英文總統等貴賓共同為開幕

式剪綵。 

今年規劃 9 大專區，分別有：

「門窗及五金建材區」、「綠建築綠建

材區」、「智慧建築區」、「綜合建材

區」、「家具家飾區」、「衛浴廚具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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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照明燈飾區」、「地壁材及

裝飾建材區」及「海外展區」，堪

稱國內規模最大、最具專業水準

的國際建材展覽。 

週六行政院院長蘇貞昌也到

國產材臺灣館參觀，蘇貞昌院長

除參觀臺大實驗林管理處及多所

大學合作或各自研究的木竹材創

新研發成果、實績應用外，也與

現場多家通過木材驗證的廠商及

竹材應用的廠商對談，親身體驗

各家廠商的產品特色，並責成相

關部門繼續戮力推動國產木竹材

產業。 

蔡總統也於建材展時表示目

前臺灣正積極邁向「2050 淨零轉

型」，這是一項跨界、跨領域的大

工程，需要各界一起努力，一起

來加速、落實能源轉型。總統進

一步指出，在這個過程中，建築

材料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建築產

業在經濟市場上舉足輕重，內政部

已經提出「淨零建築路徑藍圖」來

提升節能減碳的新技術，並且提高

及改善建築物的能源效率。 

「淨零排放」已成為國際共同

的新目標，我國環保署更推動「低

碳永續家園制度」期盼國人與企業

共同攜手對抗極端氣候，保衛你我

家園與珍貴的自然生態；今年的建

築建材展正是具體落實的典範。 

 

2022 年 12 月 16 日 

作者 kurt/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bit.ly/3YXSAA9 

高市工務局免費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 居住安全管理有保障 

為加強公寓大廈的管理維

護，提升住戶居住品質及安全，

高市府已於今年公布實施「高雄

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

針對本市 84 年 6 月 29 日以前之

6樓以上大樓，工務局已分別於 5

月 12 日及 9 月 8 日公告各大樓應

自公告日起 1 年內成立管理委員

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其所

在轄區區公所報備，而 84 年 6 月

30 日以後之 6 樓以上大樓則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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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 111 年 4 月 19 日公布

實施日起 1 年內成立管理組織，

讓管理組織得以正常運作並提升

住戶居住品質及安全。 

工務局已委託專業廠商輔導

及協助大樓成立管理組織，有需

要大樓住戶可向該局提出申請 

工務局局長楊欽富表示，管

理費未繳納、房間漏水上層住戶

卻不配合修繕及拒絕分擔修繕費

用、霸佔樓梯、走廊及堆積雜物

等，這些違規住戶破壞大樓居住

品質的行為，都是大樓沒有成立

管理組織常見的情形，如果大樓

有管理組織可先行勸導、溝通及協

調，違規住戶不改善管理組織可報

請主管機關或法院處理，改善大樓

居住環境。工務局已委託專業廠商

輔導及協助大樓成立管理組織，有

需要大樓住戶可向該局提出申請。 

工務局表示，依高雄市公寓大

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工務局

公告 1 年後大樓如仍未成立管理委

員會或推舉管理負責人，可處罰大

樓區分所有權人最高 5 萬元的罰

鍰，若已成立管理組織而未向區公

所報備者將對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管理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可處罰

最高 3 萬元罰鍰。 

維護民眾住的安全及社區正常且

合法地運作，是市府的責任，也責無

旁貸，請尚未成立管理組織的公寓大

廈社區應儘速成立，以免受罰。如成

立管理組織之過程中，有相關疑義或

困難，可電洽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第六

課黃先生。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記者徐炳文/風傳媒 

bit.ly/3GagWy3 

 

 

元旦新制上路 北市建物 8 樓以上應定期公安申報 

北市府公布明年元月上路新

制，提醒指出，由於明年起實施 8

層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作

業，明年 3 月前未完成公安申報，

可依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

定開罰，最高可罰 30 元。 

建管處指出，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北市建築物達 8 層樓以

上(含 8 樓)均應定期辦理建築物共

用部分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建築物 8 層以上未達 16

層應每 3 年申報 1 次、16 層以上

應每 2 年申報 1 次。檢查項目為直

通樓梯、安全梯、避難層出入口、

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

統共 6 大項。 

除 8 層以上建築物共用部分應定

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外，建築物所有權人亦應自行維護

確保公共區域逃生避難動線暢通無

阻，加強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意

識，如走廊、樓梯間不得堆放雜物妨

礙逃生及常閉式防火門不得敞開或有

無法關閉、損壞影響防火避難等情

形，以共同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 

此外，民眾若有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及申報相關問題，歡迎隨時向建

管處詢問，服務專線：1999（外縣

市請撥 02-27208889）轉 8387。 

其他新制，包括包括北市廢除化

糞池或改設為污水坑，補助再加碼，

由 5.2 萬至 12 萬元提高到 6.5 萬至

15 萬元。另外，補助舊社區設置電

動車充電設備，訂定「台北市公寓

大廈設置非營利電動車充電設備補

助要點 」。 

建管處指出，已經編列 112 年

度補助費用 100 萬元，11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充電設備補助要點詳細

內容、相關表格及各有關資訊，建

管處已經放在「既有建築物設置電

動車充電設備輔導團隊專區」（網站

位置：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首頁

（https://dba.gov.taipei）＞建管

業務綜合查詢＞宣導專區＞既有建

築物設置電動車充電設備輔導團

隊）資料夾中，市民可多加利用。 

另外，原民會研議修訂台北市



 
4 

 

 

 

 

 

 

 

 

 

 

 

 

 

 

 

 

 

 

 

 

 

 

 

 

 

 

 

 

 

 

 

 

 

 

 

 

 

 

 

 

 

 

 

為提供民眾更優質及便利的生

活，新北市府於明年元旦起陸續實

施 28 項新措施，其中為新北市推

行新措施計 24 項，配合中央實施

之新措施計 4 項，持續從制度面與

服務面進行變革與精進。 

有關福利及補助方面，1 月

起，新北市調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資格審核標準，預期可嘉惠更

多的家庭獲得相關福利之保障；增

列設籍新北市 55 至 65 歲且經社

會局核定為低收入戶原住民長者為

醫療補助計畫第五類補助對象。 

五層樓以下集合住宅增設昇降

設備補助及獎助示範方案延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最高可申請

360 萬元補助。設籍新北市民及其

配偶婚後孕前健康檢查，新增女性

披衣菌抗體及甲狀腺刺激素 2 項檢

查。 

交通便利及安全方面，3 月至 5

月將陸續啟用中和區佳和公園、新店

區綠湖公園及板橋區五權公園等 3 處

公園地下停車場，共可提供 988 格汽

車停車位及 197 格機車停車位，有效

紓解當地停車需求。維生道路共 260

處路口將於 3 月完成安裝不斷電系統

(UPS)設備，當發生斷電時可提供 3

小時緊急電力，保持交通號誌不間斷

運作，維持救災動線行車秩序及路口

通行安全。 

居住安全方面，1 月起 8 層樓以

上，未達 16 層樓集合住宅必須每 3

年辦理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未

依規定申報者，將面臨 6 萬以上，30

萬以下罰鍰；「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

型建築鑑定作業要點」修正第 4 點，

放寬申請人資格，不限制擔任申請人

之都市更新會核准立案時間點，且針

對完成鑑定，但新北市府未有檔管資

料或未有高氯離子數據案件可重新

申請鑑定，鑑定受理期間延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以增加住戶

溝通協調時間。 

另配合中央政策推行，明天起

取消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費用補助

及未滿 5 歲育兒津貼排富限制，減

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修正「身心

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擴大補

助項目，並調高部分補助項目金

額；因應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為 18

歲，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

權益變動。 

新北市政府 2023 年上半年新

措施一覽表：

https://reurl.cc/x18zq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記者李定宇/聯合新聞網 

bit.ly/3G9BaYK 

 

輔助原住民設立勞動合作社補助須

知，將原住民族事業體，納入輔助

範圍，並新增獎補助項目，並將須

知名稱修正為台北市輔助原住民族合

作社及事業體發展補助須知。 

 

2022 年 12 月 21 日 

記者楊正海/聯合新聞網 

bit.ly/3Ihty8Y 

 

精進優質便利生活 新北元旦起 28 項新措施上路 

防火標章應變安心 我們在乎家屬放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指導台灣建

築中心推動「公共場所防火標章」

認證，自民國 89 年開始推動截至

目前止，共計超過 300 餘案建築

物。輔導內容包含既有建築物總體

性防火安全，整合建築物硬體設施

(包含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以及消防

設備)、建築物使用管理及維護，以

及緊急應變訓練進行建築物防火安全

輔導，並經審查通過後給予防火標章

認證。 

近年來有鑑於醫療設施建築物使

用型態特殊，本中心自 104 年起推

動醫院、老人安養中心、醫院附設

護理之家及住宿式長照機構防火安

全輔導(共 101 家)，前經輔導 26 家

機構提昇並取得防火標章認證，今

年度成果發表會主要針對 108 年至

https://reurl.cc/x18z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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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期間在經防火安全性能輔

導提昇後，已有 10家機構取得防

火標章認證。 

111 年度於 12 月份於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大坪林開發大樓舉辦

醫療院所暨住宿式長照機構防火

安全性能提昇成果發表會，邀請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吳武泰主

任、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王安強副

所長、財團法人周光宙董事長、

臺灣護理之家協會周矢陵理事長

及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

合會余志松秘書長及消防技術協

公會共襄盛舉，現場邀請國內知

名表演團體為活動拉開序幕。本

次將藉由今年度醫療院所、護理

之家及住宿長照機構防火安全性

能提昇暨標章認證成果發表會的舉

辦，主要是藉由獲得防火安全性能

提昇機構及貢獻人員的表揚，給予

公開肯定及正面鼓勵，亦透過輔導

改善後經台灣建築中心防火標章審

查委員審查後頒予防火標章認證，

以提供消費者辨識優良防火安全的

消費環境資訊，以傳達領得表揚狀

業者為重視防火安全並具優良好的防

火管理及安全防護之場所，提昇同業

者防火安全意識。 

 

2022 年 12 月 21 日 

周刊王 CTWANT 

bit.ly/3VDYpzG 

 

 

北市府「這類建築」改善補助名單出爐 

台北市政府為藉由公私合

力，一同創造節能、健康、便利

與安全的生活環境，2022 年持續

提供台北市既有建築物綠能智慧

建築改善工程補助，經社區提

案、市府委託專業團體免費協助

輔導，再由專家學者依改造性能

評估後，2022 年共完成 14 案社

區改善，並另選出 15個社區可獲

得建管處提供的智慧綠建築改造

補助經費，用以打造低碳綠色便

利生活家園。 

綠能智慧建築改善作業須

知」規定提出申請，審查通過每

案最高可補助工程總經費 49％，

並以 300 萬元為上限。 

 劉美秀進一步說明，本年度建

管處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協

助受理各項申請及提供免費專業協

助，如有疑問，民眾可向財團法人

台灣建築中心專線：02-86676111

轉 217 或 183 洽詢服務(或撥建管

處服務專線：1999 轉 2737 或

8405)，亦可密切關注建管處「綠屋

頂及綠能示範社區服務團」網站

(https://www.ec.gov.taipei/) 

 

2022 年 12 月 22 日 

記者林湘慈／MyGonews 

bit.ly/3vxd991 

 

 

https://www.ec.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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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最後一天，總統蔡英文

上午舉行國安高層會議，做成

「減輕居住負擔、提高居住品

質，持續落實居住正義」、「擴大

公共運輸補貼，減輕通勤族交通

負擔」、「加速國際觀光客來台，

明年目標 600 萬人次」等七項結

論，根據會後新聞稿，結論宣示

要推動目前在立院待審的《平均

地權條例》修法防炒作；更要擴

大租金補貼，規劃房貸補貼方

案，也宣示要中央主導、地方參

與，推動北北基桃、中彰投、南

高屏等三大生活圈通勤族公共運

輸補貼方案，這次九合一大選，

民進黨雖敗選，但民進黨候選人聯

合推出的北北基桃 1200 元月票政

見，頗有機會實現。 

結論也指出，政府將持續提供

資源以補貼電價、油價等方式，並

將減徵大宗物資稅負將延長至明年

3 月，民眾感受最立即蛋價問題，

政府將密切掌握雞蛋生產供應與市

場需求量，預擬配套調節措施，如

確保蛋種雞場種雞來源無虞、減少

加工優先供應民生鮮蛋使用，並協

調蛋商加強橫向調度。 

上午聚焦在財經議題的國安高

層會議，設定「「減輕人民負擔、

穩定民生物價、調整產業體質、維

持經濟動能」四大目標。除前述三

項，其餘四項結論為「加強照顧弱勢

族群，提供貼心關懷服務」、「協助傳

統產業及中小企業朝向低碳化、智慧

化、模組化升級轉型」、「強化農漁基

礎設施，照顧農漁民生計權益」、「持

續穩定整體物價，特別關注日常所需

民生品價格」。 

 

 

《未完，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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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高層會議七結論：擴大補貼租金、房貸、公共運輸、油電價都入列 

加速改善居住品質 新北「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生效 

新北市政府修訂「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修訂 3

要點，包括貼近民眾休閒生活 5

項公共設施優先捐贈、要求全持

分以加速公共設施開闢效率，以

及授權各需地機關，得自行公告

送出基地受贈作業標準以利受贈

土地管理，全案經新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今起生效，

將可加速改善都市環境居住品

質，不過考量對土地開發市場的

影響，訂有 1 年的緩衝期。 

城鄉局長黃國峰表示，分析

近 3 年來容積移轉捐贈土地種

類，捐贈公園、兒童遊樂場（含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綠地、

體育場、廣場 5 項市民有感的公共

設施用地，僅占總捐贈量的 15％，

而現行土城暫緩發展區容積移轉都

市計畫有 5 項公設優先規定，實施

後讓捐贈 5 項公設面積大幅增加近

2.6 倍，因此本次納入要點，期望

藉此提高 5 項公共設施捐贈面積。 

黃國峰說，土城暫緩發展區公

設優先捐贈規定，在發布實施前的

2010 至 2014 年捐贈 5 項公設面積

僅約 1.49 公頃；發布實施後的

2015 至 2019 年，捐贈 5 項公設面

積增加至 3.98 公頃。 

此次修法讓全新北市比照土城

暫緩發展區公設優先規定，全市一

體適用，藉此積極提升新北市舊市

區綠地服務水準，讓居住環境周邊公

園綠地面積有感提升，改善都市環境

居住品質。 

另為了加速瓶頸道路打通，修正

也要求申請送出容積移轉的道路用地

要全持分或已開闢。養工處也表示，

修法後可省去過去收受部分持分道路

用地時，還需須經由 1 至 2 年的協議

分管或調處分割，對加速打通瓶頸道

路及提升道路開闢效率均有正向的幫

助。另一項修法重點為減低公共設施

保留地的受贈機關土地管理的成本，

授權各需地機關得自行公告送出基地

受贈條件。 

2023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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