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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主動式消防設備之防火性能研究及分析
Performance Study and Analysis of Active Fire Protection System for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黃鴻勛
Hung-Hsun, Huang
台灣細水霧學會創會理事長＆愛丁堡大學結構與防火工程碩士 Founder, Taiwan Water Mist Association ＆ MSc in Structural and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長照機構內大部分住民為避難弱勢族群，一旦火災通常會導致重大傷亡事件發生，因
此機構之防火安全一直為各界關心之重要議題。雖然長照機構之消防安全議題時常被
討論，卻鮮少人探究各式主動式消防設備之防火性能及其適用性，本研究旨在對所有
主動式消防設備進行綜合比較及分析以便使長照機構業者能更了解不同種類消防設備
之優勢及劣勢，以期火災發生時消防設備能如預期發揮最大功效並大幅降低傷亡率。

受稿日期
2020 年 1 月 10 日
審查通過日期
2020 年 3 月 14 日

關鍵詞：
長照機構、主動式消防設備、
細水霧、水道連結型撒水

通訊作者：
黃鴻勛
電子郵件地址：
Joseph.huang89@gmail.com

本研究方法運用｢文獻分析法｣與工程實務經驗探討與分析各消防設備之防火性能並針
對設備特點進行綜合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細水霧具有能洗滌煙層、有效控制溫度、動作時間快及水損低等諸多優
點，因此避難弱勢者將有更充裕之逃生時間。就施工期間對住民生活衝擊之影響程度，
因為細水霧滅火設備之管徑及設備載重小且施工快速，因此不但能大幅縮短工期並能
提升施工中之安全性。
綜上所述，若細水霧設備未來可成為長照機構之法定系統，此舉必能大幅降低長照機
構之火災風險及傷亡率。

Article Info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The fire safety of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cern,
since most of the people are vulnerable people, in the event of a fire, major deaths and
injuries often occur. The fire safety issues of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often
discussed, however few people have delved into the fire performance and suitability of
various active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kinds of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make
institutions understand system’s pros and cons, so that in case of a fire, the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would not only perform as expected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asualty rate.

Received 10 January 2020
Accepted 14 March 2020

Keywords：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Active Fire Protection System,
Water Mist, Residential
Sprinkler

Corresponding author：
Hung-Hsun, Huang
E-mail address：
Joseph.huang89@gmail.com

This research uses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engineer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to
explore and analyse the fir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and mak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s between system features. Studies find that water mist has some
advantages, including smoke scrubbing, better temperature control, faster response time, and
lower water damage, etc, therefore vulnerable people would have more time for evacuation.
As for the impact on residents' life in the installation, since water mist fire protection system
has smaller pipe, lighter load and faster installation, which would not only greatly shorten
the installation period, but also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during installation.
In summary, if the water mist system could become the compulsory system for the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ire risk and casualty rate of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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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著場所空間及天花板高度不足而無法配置消防管

一、緒論

線或須降低天花板高度等棘手問題。就設備安裝層面而

1-1 研究動機

言，既有管道空間大小、專用水槽（20T）/幫浦機組/

國內外醫療體系之火災案例層出不窮，而造成火災
起因包括電器使用不當、電線走火、設備老舊故障、以
及病人或家屬的不當行為（如亂丟菸蒂）及縱火等，台
灣醫療史自民國 82 年起迄今至少已造成超過 30 多人不
幸身亡，表 1-1 為近年長照及護理機構之火災案件及傷
亡人數統計表，其中以 2012 年 10 月 23 日凌晨發生於
行政院衛生署新營醫院北門院區（13 人死亡、59 人受
傷）及 2018 年 8 月 13 日凌晨發生於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14 人死亡、30 餘人受傷）為台灣歷年傷亡最慘重
之兩起火災事故。北門院區之火災起因為人為縱火，而
臺北醫院則為超長波健康器之電線短路，雖然當時現場
之排煙設備和自動撒水設備皆有順利啟動仍就無法阻
止悲劇之發生。

表

2018/08/13

2017/05/19

2017/03/10
2017/02/17
2016/07/06

2015/12/17

2014/05/07

2012/10/23

整體考量，再者若專用水槽及幫浦機組設置須置於公共
使用空間及自動撒水設備之送水口須沿著建築物外牆
配置時皆須事先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一般住戶因諸
多因素（房價衝擊、環境衛生、救護車噪音等諸如此類
之理由），普遍排斥長照機構設置於社區內，因此一般
以不同意其相關設備放置於公共使用空間進而打擊機
構之生存權。就施工中之防護而言，如何將住民之生活
衝擊降至最低為首要課題，牆面打鑿修復及安裝管吊架
所產生之噪音和粉層、焊接時所產生煙霧和火災風險及
噴頭和管路安裝時住民之安置等問題皆須於施工前予
以討論和規劃，若是住民為長期臥床者則需要特別擬定
因應對策，以免於施工中稍有不慎導致住民產生不適感
或受傷之情形發生。

表 1-1 近年長照及護理機構之火災案件及傷亡數統計

日期

發電機所佔空間及載重限制（須請結構技師評估）皆須

地點
衛福部台北醫院
護理之家
屏東縣恆春鎮
南門護理之家
桃園市龍潭區
愛心老人照中心
基隆市某養護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
私立樂活老人長照中心

死亡
9

台南市新營區
新營醫院北門分院

6 人輕傷

4

55 傷

4

11 傷

People），因此消防設備之選用不能以一般場所及行動
方便者之角度及觀點來衡量，因為一般消防設備之防火

-

無人受傷

限制火災的大小以便降低釋熱率和預先潤濕鄰近的可
燃物，控制天花板之氣體溫度以避免結構受損），由此

6

17 人重傷
11 人輕傷
1 人輕微

-

嗆傷
12 人輕微

台南市安南區
長和安養院

10 人重傷

因 長 照 機 構 之 住 民 為 避 難 弱 勢 者 （ Vulnerable

目標僅為火災控制（Fire Control）（定義：僅藉由水來

新北市汐止區
永春路某安養院

輕重傷

1-3 長照機構之火災防護目標

-

13

嗆傷
55 人重傷
17 人輕傷

可知其防火目標為將建築物本體及財產損失降低。再者，
一般場所火災發生時行動方便者可迅速避難逃生，因此
防火目標以降低建築物本體及財產損失無可厚非，然而
長照機構之防火目標應以降低人員傷亡為首要任務，相
較於一般場所需有諸多額外之考量，如 1.火災發生時至
系統啟動之動作時間、2.系統動作後對於天花板之溫度
控制性能（影響是否閃燃會延後發生或不發生之因素）
、
3.系統對火場中一氧化碳之濃度變化影響、4.系統對於
火場中煙粒子之洗滌吸附能力，5.間接損失部分包含機
構商譽、住民傷死亡之天價賠償費用及相關法律刑責之
問題等。另外消防設備之放水量亦為另一需考量之重點，
因為水量大小攸關避難弱勢者逃生時之滑倒風險，對呼

1-2 消防設備於既有長照機構之建置難題
倘若業主欲增設消防設備於既有長照機構內通常

2

吸功能微弱與使用氧氣呼吸設備之住民，若不慎嗆水時
亦有吸入性肺炎二次傷害之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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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目的
本論旨在檢視各主動式消防設備之特性（設計參數、
優缺點及限制條件）
，並藉由相關國內外文獻之探討（1.
國際知名消防單位之滅火試驗報告結果 2.國內消防認
證單位之本土滅火試驗結果）分析何種消防設備對降低
長照機構之火災傷亡率有正面之助益，此深入淺出的分
析及比較不僅可使長照機構更了解各設備之差異進而
選擇較適合自身需求之消防設備外且可供相關權責單
位作為未來增修相關標準或基準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2-1 國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相關
章節

研究。

2-2 瑞典國家研究院（RISE Research Institutes
of Sweden）對住宅場所之火災測試研究
Arvidson, Magnus（1997）[2] 對於撒水與細水霧
設備應用於住宅場所之火災測試研究曾針對不同放水
量（60.6 liter/min 及 30.3 liter/min）之住宅型撒水頭
（residential sprinkler）
、低壓細水霧（low pressure water
mist）
、高壓細水霧（high pressure water mist）及獨立型
高壓細水霧（Stand-alone, high-pressure water mist）等設
備對住宅場景進行了完整的滅火測試，並比較各設備對
於火場中天花板溫度控制、火損程度降低、CO（一氧
化碳）濃度抑制及眼睛高度處之溫度控制等之性能，實
驗過程中選用之設備規格如表 2-1 所示。

因近年來長照及護理機構之火災案例頻傳並造成

依照瑞典國家標準 SS 883001：2009/INSTA 900-1

多人死傷，因此消防主管機關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規定撒水頭之放水量為 30.3 L/min 僅適用於 one - and

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7 條增訂第九款

two family dwellings（一戶和兩戶住宅）
，且為三層樓建

[1] [供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六目所定榮譽國民之家、長期

築物（操作面積以兩只撒水頭計算），超過八樓之住宅

照顧服務機構（限機構住宿式、社區式之建築物使用類

（操作面積須以四只撒水頭計算），對於避難弱勢者如

組非屬 H-2

之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機能）
、

安養院等場所，撒水頭之放水量則須為 60 L/min 以上，

老人福利機構（限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之

此點與 NFPA13 和 BS 9251 之相關規定一致，因此 30.3

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護理機構（限一般護理之

liter/min 之住宅型撒水頭（residential sprinkler）
，也就是

家、精神護理之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照顧植物

國內稱之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若用於長照機構是

人、失智症、重癱、長期臥床或身心功能退化者）使用

未達國外先進國家之消防標準。

之場所]上述場所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樓地板面積合

表 2-1 瑞典國家研究院實驗之設備規格

計未達一千平方公尺者，得設置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
備或與現行法令同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或採用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措施；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設置基

設備

準，由中央消防機關定之。

噴頭
類型

玻璃球

動作

直徑

溫度

[mm]

[°C]

3

68

3

57

2.5

47

3

68

上述場所目前仍有部分未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因此
現階段仍屬高風險族群，著實應強化其消防之防護等級。
依照設置標準規定若樓地板面積合計未達一千平方公

住宅型

尺者得設置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或與現行法令同

撒水頭

單孔

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然而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
是否符合國外消防標準之規定?現行法令同等以上效能

低壓細

之滅火設備又有哪些選項？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或水道

水霧

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之場所即可使住民安全無虞？上

低壓細

述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文以各層面，包括國外標

水霧

準、國內外滅火實驗結果、設備之設計參數及限制條件

高壓細

等對適用於長照機構之主動式消防設備進行整體分析

水霧

K 係數
[（liter/
min）
√bar]

43.2

工作
壓力
[bar]

標稱放
水量
[liter/mi
n]

0.49

30.3

1.97

60.6

單孔

3

57

8.5

7.6

23.4

多孔

3

57

14.0

5.2

32.0

多孔

2

57

4.1

80

36.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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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細

多孔

水霧

2

68

2.4

52

17.2

三、研究方法
3-1 適用於長照機構之消防系統種類

獨立型高

多孔

壓細水霧

0.75

探測器

120

8.2

資料來源： Arvidson, Magnus, “An evaluation of residential
sprinklers and water mist nozzles in a residential”, RISE Rapport
2017：40, ISBN 978-91-88695-18-5, 2017.

目前國內適用於長照機構之消防設備有自動撒水
設備、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日規套裝型自動滅火
設備、低壓細水霧滅火設備及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
備等五種。表 3-1 為各設備之規格、設計參數及限制條
件比較表，首先系統反應速度可藉由感熱元件、動作溫

表 2-2 整理歸納瑞典國家研究院 RISE 之實驗結果
以方便讀者一目了然各設備之性能差異，由實驗結果得
知所有觀察指標，包括天花板溫度控制、火損程度降低
及 CO 濃度抑制及對於眼睛高度處之溫度控制等細水霧
皆優於住宅型撒水頭，其中 30.3 liter/min 之住宅型撒水
頭（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各項數據皆不理想，因
此由實驗結果可印證為何世界各先進國家皆不允許放
水密度僅 2（l/min.m2）
（放水密度:單位面積接收到的放
水量）之撒水設備（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用於避
難弱勢者及高樓層建築物中。

度及感度種類來判斷，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備因藉
由熱煙複合探測器及紅外線探測器偵測因此反應速度
是所有系統中最快的，其次是低壓細水霧及日規套裝型，
最慢動作者為自動撒水及水道連結型; 藉由 K 值和噴
頭放射壓力可求得每只噴頭之放水量，若再將噴頭之防
護面積納入考量即可求得放水密度（Density），由表可
知自動撒水設備之放水密度最高而獨立型高壓細水霧
最小，其餘三者相近;就放水時間（Duration）而言，因
為細水霧滅火設備係依照美國 NFPA750-12.3.1（1）
（細
水霧消防系統標準）
，放水時間為 30 min，而撒水設備/
水道連結型係依照國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表 2-2 適用於長照機構之各消防設備整體性能比較表
觀察指標

性能比較

準，放水時間為較低之 20 min;若將水槽容量大小進行
比較可發現自動撒水設備>低壓細水霧滅火設備>水道
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日規套裝型自動滅火設備>獨立

天花板溫
度控制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高壓細水霧>低壓細水霧

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備，上述設備中僅日規套裝型以鋼

> 住 宅 型 撒 水 （ 60.6lpm ） > 住 宅 型 撒 水

瓶之方式存放。表 3-2 為適用於長照機構之各消防系統

（30.3lpm）
。

認證及限制條件比較表，整體而言自動撒水設備與低壓
細水霧滅火設備之設備認證完整性較高且限制條件較

火損程度
降低

CO（一氧

化碳）濃
度抑制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低壓細水霧>高壓細水霧
> 住 宅 型 撒 水 （ 60.6lpm ） > 住 宅 型 撒 水
（30.3lpm）
。

少，而水道連結型及日規套裝型設備有使用樓地板面積
之限制，因此不適用於大型機構中。值得注意的是噴頭
放水量僅 30（Lpm）之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國外先

住宅型撒水（30.3lpm）對於 CO 濃度抑制效

進國家限制僅能於 one - and two family dwellings（一戶

果差（全部高於 150ppm）
，CO 濃度隨時間上

和兩戶住宅）、低樓層住宅且非避難弱勢者之場所，國

升，危險!。住宅型撒水（60.6lpm）才能有效

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未達一千平方

降低 CO 濃度。

公尺者之長照機構可使用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但
無建築物樓層高度之限制，實乃遠低於國際消防標準之

對於眼睛

住宅型撒水（30.3lpm）於眼睛高度處之溫度

高度處之

持續處於高溫，相對於其他設備而言，存活環

溫度控制

境狀態相對不利。

要求。

表 3-1 適用於長照機構之各消防系統規格及設計參數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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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種類

滅火藥劑

感熱元件
動作溫度（℃）

自動撒水設備

水

水道連結型自
動撒水設備

水

玻璃球或
易熔片
72

易熔片

日規套裝型自動滅

低壓細水霧滅火設備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

火設備（NEO

（以 VID FIRE-KILL

設備（以 AUTOMIST

SPRINKLER RX）

為例）

SMARTSCAN 為例）

水

水

第三種浸潤劑之水
性滅火藥劑
定溫式或光電式探

72

測器
NA

玻璃球
57

熱煙複合探測器及紅外
線探測器
NA

第一種 RTI≦
感度種類

50

第一種

第二種 RTI≧

RTI≦50

第一種

NA

RTI≦50

NA

80
K值

80

30/43

NA

16.7

0.6

≧1.0

≧1.0/≧0.5

≦9.5

≧8.0

≧80

80

30

11.3

47.23

5.6

8.82~10.56

13.52

6.48

20.25

29.6

9.07

2.21

1.74

2.33

0.1

8/10

4

9

4

1

20

20

2 分 10 秒

30

30

（設置標準）

（設置標準）

（原廠手冊）

（NFPA750）

（NFPA750）

水源容量（L）

2,0000

2,400

112L*2

5,700

接自來水

噴頭間距（m）

3.68

3.68

1.8

4.5

NA

油類火災控制

不可

不可

NA

可

可

管材

鍍鋅鋼管

碳鋼鋼管

不鏽鋼管

高壓油壓軟管

流水檢知裝置

有

無

無

有

有

送水口

有

無

無

無

無

屋頂水箱

有

無

無

無

無

噴頭放射壓力
（bar）
噴頭放水量
（Lpm）
噴頭防護面積
（m2）
放水密度
（l/min.m2）
計算噴頭數（只）
放水時間（min）

鍍鋅鋼管/
PVC 管

表 3-2 適用於長照機構之各消防系統認證及限制條件比較表
日規套裝型自動
系統種類

自動撒水設備

水道連結型自動撒

滅火設備（NEO

水設備

SPRINKLER
RX）

低壓細水霧滅火設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

備（以 VID

設備（以 AUTOMIST

FIRE-KILL 為例）

SMARTSCAN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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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認證

國內消防基金會

國內消防基金會

自動警報逆止閥
（流水檢知裝

國外先進國家之
消防標準認可其
適用於長照機構

國外消防標準限
制使用區域
國外消防標準限
制使用樓層
總樓地板面積
限制（m2）
國內長照機構之
實績

英國 LABC

FM

英國 LABC

國內消防基金會

英國 LABC

全中心/日本消防
國內消防基金會

無

置）/選擇閥認證
幫浦/鋼瓶認證

FM

日本消防設備安

檢定協會（非國
際公認消防認證

國內消防基金會

無

美國 FM、UL、
NFPA13、德國
VDS、英國 BSI、

單位）
僅說明可替代撒

禁止

水並無明確說明

美國 FM、UL、 NFPA750、德國 VDS、英國

歐盟 EN
one- and two family
無限制

dwellings（一戶和

查無

兩戶住宅）
無限制

無限制

有

BSI、歐盟 EN

適用於長照機構

4樓
1,000
（參考日本）
有

3-2 實驗項目

輕度危險場所/
FM HC-1 場所

住宅和家庭

查無

無限制

無限制

10,000

無限制

無限制

無

有

無

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備

2019 年 9 月吾人參與警察專科學校、消防技術顧
問基金會團隊及交通大學碩士班共同研究之水道連結
型自動撒水設備與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備之滅火
測試比較。實驗隔間大小為 4m（長）*4m（寬）*4.5m
（高），於場地之正中間距離地板面每隔 1m 處安裝熱
電偶;現場放置病床一張、假人一具、雙人沙發一張及
隔簾一具; 水道連結型自動撒水頭安裝於病床正上方
而獨立型高壓細水霧之噴頭安裝於距離地面 1.4m 高且
於病床對向之側牆上。實驗一開始以點火噴槍持續 10
秒點燃病床先使火災預燃進而觀察各設備之火災消防
性能，實驗場景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與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
設備之滅火測試場景（地點：消防技術顧問基金會）

四、實驗結果及綜合分析
4-1 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整理於表 4-1 中，測試結果得知獨立型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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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細水霧滅火設備能較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快 70 秒動
作，且獨立型高壓細水霧設備於啟動後 25 秒後即可順
利將火災撲滅，啟動後 1 分鐘內即可將大部分之煙粒子
洗滌乾淨並恢復火場能見度。就設備動作時間而言，獨
立型高壓細水霧設備之反應速度遠優於水道連結型撒
水設備，倘若水道連結型撒水頭安裝於非病床正上方時
預估動作時間將會延長至 3min 以上;就滅火時間而言，
實驗結果發現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無法完全撲滅火災，
反觀獨立型高壓細水霧設備因為動作時間較早因此於
火災初期時即迅速將小火撲滅;就火場控溫效果而言，
由圖 4-1 可知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設備可將火場溫度
控制於 27~35℃之間，而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因為動作
時間較慢且吸熱效果不如細水霧因此火場溫度較高且
降溫速度緩慢。另一觀察指標為洗滌煙霧之效果，根據
國內火災死亡統計資料得知，大部分死因皆是吸入過多
有毒氣體（CO、HCN、H2S 等）所致，其中最致命之
有毒氣體為 CO（一氧化碳）若其濃度超過百分之三時
即可致人於死。實驗結果發現細水霧設備能快速洗滌煙
粒子，而水道連結型撒水設不僅會破壞熱煙層，無法有
效洗滌煙粒子將導致住民逃生時能見度下降並因吸入
煙粒子而導致傷亡發生。
表 4-1 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與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
圖 4-1 水道連結型撒水設備（上圖）與獨立型高壓細

設備之測試結果比較
觀察指標
動作時間
（min）

水道連結型

獨立型高壓細水

撒水設備

霧滅火設備

2min 2sec

54sec

4-2 綜合分析
6min 後

（min）

仍無法完全滅火

之效果

資料來源：邱晨瑋、陳安中、陳昆顯等，
「主動式防火工程全
尺寸滅火試驗效能評估之研究-細水霧系統為例」

滅火時間

洗滌煙霧

水霧滅火設備（下圖）對火場溫度控制之性能

撒水頭動作後煙層下降將
導致住民嗆傷並影響逃生
時之能見度

1min 18sec

由國內外之滅火試驗得知細水霧（Water Mist）之
消防性能卓越，因細水霧系統不僅能有效降低火場溫度

2min 內有效洗滌

以便讓住民與護理人員有更充足之逃生避難時間外，其

濃煙

優異之洗滌煙粒子特性更能大幅降低住民及消防隊員
傷亡之機率。為何眾多水系統中「細水霧」最能有效洗
滌煙粒子呢？因細水霧的比表面積為撒水的 100 倍以
上，其粒徑小表面積大因此汽化速度快吸熱效果好，每
一公克水變為水蒸氣可吸收 2,260Joule 的熱能，火場熱
能大幅被吸收後自然高溫煙霧之浮力將逐漸消失，再者
親水性的有毒氣體部份會溶於細水霧中，反觀撒水之粒
子大，不但汽化速度慢吸熱效果不佳外，煙粒子亦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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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水顆粒間之縫隙中竄出，不若細水霧因粒子極小遂有

施工影響、整體損失及風險、設備安裝限制。各層面之

類似水幕之效果，能有效隔絕及吸附煙粒子避免煙霧四

細項分析詳如表 4-2 所述，由上表可知長照機構應以細

處亂竄之情形發生，此乃臺北醫院雖自動撒水設備動作

水霧設備為優先選項，其次是自動撒水設備，再來是水

仍無法避免傷亡發生之主因。

道連結型自動撒水設備（世界先進國家禁用其於長照機

各消防設備之綜合效能比較可以由四大層面進行

構）
。

分析，由對長照機構之重要性高至低分別為人員安全性、
表 4-2 各消防設備之綜合效能比較表

綜合效能

人員安
全性

自動撒水設備

水道連結型

低壓細水霧滅火設備

自動撒水設備

（VID FIRE-KILL）

獨立型高壓細水霧滅火
設備（AUTOMIST
SMARTSCAN）

火場溫度控制

差

最差

優

極優

油類火災控制

差

最差

優

優

洗滌濃煙效果

差

最差

優

極優

動作時間快慢

慢（72℃）

慢（72℃）

快（57℃）

噴頭：
系統認證

消防基金會

消防基金會
其餘元件：

極快（偵煙探測器+紅外
線探測器）

噴頭/警報逆止閥：
美國 FM

英國 BSI/

幫浦：

英國 LABC

無

消防基金會

施工影

住民之生活衝擊降

高

中

中

低

響

施工速度

慢

中

中

快

高

高

低

極低

中

高

低

低

天花板高度限制

高

中

中

低

主幹管尺寸

6”

1-1/2”

1-1/2”

5/16”或 1/4”

噴頭位置

天花板

天花板

天花板

側牆（離地 1.4m 高）

高

中

中

低

直接損失
（水損、煙損、火
損）
整體損
失及風
險

間接損失
（機構譽、住民傷
死亡之天價賠償
費用及相關法律
刑責之問題等）

設備安
裝限制

相關設備所佔
空間及載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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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細水霧設備種類

幫浦功率

低

高

噴頭阻塞之風險

低

高

幫浦和水源空間

優

優

管材成本

低

高

安裝成本

低

高

維保成本

低

高

5-2 一般型細水霧設備
細水霧系統中可分為一般型細水霧設備及即早型
細水霧設備。首先介紹一般型細水霧設備，其設備經認
證可用於長照機構之國際消防標準為美國 FM5560、美
國 UL2167、德國 VDS3188 等；先進國家敘明其適用於
長照機構之消防設計標準包括英國 BS 8458、歐盟
prEN14972、美國 NFPA750 等。其系統組成元件與傳統
撒水設備大同小異，主要由噴頭、釋放管、自動警報逆
止閥（流水檢知裝置）、幫浦機組及獨立之專用水槽所
組成。以工作壓力來區分主要可分為低壓與高壓系統，
其詳細之設計參數可參閱表 5-1，優缺點比較表可參閱
表 5-2。

系統製造商

VID Fire-Kill Aps,
SECURIPLEX LLC,
MINIMAX

表 5-1 一般型細水霧設備之設計參數比較表
設計參數
工作壓力（bar）
放水密度
（l/min.m2）
管材種類選擇

管另件

低壓細水霧系統
≦12.1

高壓細水霧系統
≧34.5

1.7~2.3

1~2.0

不鏽鋼管 304

不鏽鋼管 316L

以上材質

以上材質

PN16/25 壓接/牙
接/溝槽/法蘭

壓縮環

幫浦

離心式幫浦

正相容積式幫浦

水質處理裝置

Y 型過濾器

濾紙過濾

水力計算

Canute 軟體

原廠專用軟體

（概估）

即早型細水霧設備之主要特點為可連接自來管水
過雙重確認後才會使系統作動。首先介紹丹麥 VID
Fire-Kill 所研發之 BB Model 設備，其設備架構圖如圖
5-1 所示，其不僅於國外有多所醫療機構採用建置，於
國內某知名基金會植物人安養中心也已有安裝實績，詳
見圖 5-2。為何國內外醫療機構會選用 BB Model 設備
來防護其重要區域？因其具有多重優勢，包括自動方式

0.2

系統耐用年限

5-2 即早型細水霧設備

源且設備之啟動方式須藉由兩種不同型式之探測器經

2.5

噴頭孔口（mm）

AQUASYS,
DANFOSS,
MARIOFF,
FOGTEC

啟動（不需人為操作）
、工作壓力低（2.5bar 以上即可）
、
可採用壓接配管施工（安裝快速且不需動火）
、水滴粒
徑小（300μm 以下）吸熱效果優異、配管管徑小（3/4”）
、
採用 316 不鏽鋼管（使用壽命至少為 60 年）
、外型美觀
較不影響室內裝潢、水管及火警配線皆可收納於線槽內、

80 年以上（不鏽鋼管 316L 材質）
50 年以上（不鏽鋼管 304 材質）

雙迴路（差動與偵煙）啟動方式、能吸附濃煙粒子以避
免人員嗆傷、水損小（約為傳統撒水系統之 1/5）
、災後
復原與清理速度快、經國際第三公正單位驗證（DFL（丹
麥防火實驗室）
）
、能大幅降低火場溫度外，不須建置大

表 5-2 一般型細水霧設備之優缺點比較表
低壓細水霧系統

型蓄水池僅需連結到自來水管線即可防護為其最大之
特點。

高壓細水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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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VID Fire-Kill BB Model 設備架構圖
資料來源：VID Fire-Kill 網站

油壓軟管，就安裝速度及管路固定方式而言較撒水設備
簡便及快速，對長照機構及住民之衝擊也可降至最低。
其不需要獨立水箱僅須將 3/4”（6 分）自來水管線連接
至其主機即可，因此極其適用於既有之長照機構中。最
重要的是其噴頭之放水量僅 5.6（Lpm）
，因此能大幅減
少逃生時之滑倒及住民不慎嗆水之安全疑慮。
Automist 細水霧滅火設備之動作原理為當無線或
有線之複合式探測器動作時，所有與複合式探測器配對
的噴頭將開始向四周圍進行掃描，藉由噴頭上方之紅外
線探測器偵測房間內之異常高溫處或溫昇處，掃描期間
定位火源的所有噴頭會相互間比較及運算以便判斷及
圖 5-2 植物人安養中心之 BB Model 設備安裝實況
資料來源：日熙防災公司提供

另 一 即 早 型 細 水 霧 設 備 為 英 國 Plumis 公 司 之
Automist Smartscan Hydra 細水霧滅火設備，其設備架構
圖如圖 5-3 所示。Automist 細水霧滅火設備之釋放管為

10

決定哪一顆噴頭之滅火位置最佳，當最佳滅火位置之噴
頭定位後，其餘噴頭則反轉關閉閥門，此時高壓泵啟動
將細水霧釋放於起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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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Automist 細水霧滅火設備架構圖
資料來源：Automist Smartscan Hydra® Design, Install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IOM) Manual, version1.6.1
流狀態使火場之煙粒子更加難以控制，Automist 細水霧
滅火設備因為由側壁釋放因此不破壞及影響天花板處
之熱煙層。值得一提的是傳統撒水設備之感熱元件為玻
璃球或易融金屬，也就是受到熱煙層影響之撒水頭即會
啟動放水，因此即便下方區域尚未被延燒但其上方之撒
水頭可能會因熱煙層之影響而提前動作，受無辜波及的
無非就是於下方等待救援之住民，然而 Automist 細水
霧滅火設備之設計原理為僅針對起火源進行滅火，其他
區域則不會被波及到，此設計方式可大幅降低住民逃生
時及長期臥床者遭水嗆傷之風險性。

六、結論與建議
圖 5-4 Automist 細水霧滅火設備安裝照
資料來源：英國 Plumis 網站

我國將邁向高齡化之社會結構，老年醫療及長期照
護之需求將大幅成長，強化弱勢族群（老人、行動不便
者及兒童）之安全消防環境實為刻不容緩之議題，不僅

為何 Automist 細水霧滅火設備之釋放噴頭設計於

消防主管機關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7

距離地面 1.4m 高度之側牆而非天花板處？其目的即為

條增訂第九款條文，衛生福利部亦於 108 年度「護理

避免系統放水時對天花板處之熱煙層產生影響，一般當

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亦將主動

向下型撒水頭啟動後天花板處之熱煙層會因撒水之冷

式消防設備列為補助類型及項目內。

卻作用而使煙層失去浮力逐漸下沉，遂導致煙層產生紊

國內外相關文獻皆顯示細水霧之性能優異，藉由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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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霧設備洗滌煙粒子之能力將使現場人員傷亡率大幅
降低，細水霧之水幕功效亦能避免煙霧四處亂竄，其將
有利於已逃離火場之人員及消防隊員之安全。細水霧設
備對於煙層紊流程度之影響相較於傳統撒水設備也將
大幅改善，此舉將利於排煙設備之正常運作。
綜上所述，長照機構若以最高標準要求細水霧設備
應為標準配備，然而迄今礙於消防主管機關及衛生福利
部對於細水霧設備涉略有限，故國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及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護理之家機構
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之項目內均未明確
地將細水霧設備列出，若業主欲採用細水霧設備僅能依
據消防法第六條以現行法令同等以上效能之滅火設備
申請之，上述較為繁雜之申請程序常導致業主因便宜行
事而選用傳統法定消防設備，故申請流程實有修訂之必
要性，以期優質之消防設備不因程序而被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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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近年國內興起以共同居住概念的居住型態，為進一步了解，本研究擬：(1)透過文
獻回顧及市場調查，整理日本、中國、臺灣的共生住宅市場現況。(2)進行國內共生住
宅業者營運調查資料，並透過財務評估，探討國內業者的投資經營策略。本研究發現：

受稿日期
2020 年 1 月 14 日
審查通過日期
2020 年 3 月 8 日

關鍵詞：

1.日本自 1985 年即出現共生住宅產品，住戶以單身青年上班族為主，租期在 1 年
內為主。業者規模小，以「自有物件」進行營運。政府提出共生住宅指導手冊，推廣
運用在活化餘屋與弱勢租屋。

共同居住空間、共生住宅、經
營策略、市場現況

2.中國自 2010 年出現共生住宅產品，住戶多為單身青年上班族短租。業者具相當
規模，以包租代管模式營運。政府在 2018 年提出「租賃式公寓經營服務規範」。

通訊作者：

3.臺灣自 2014 年開始出現共生住宅產品，住戶多為單身青年上班族短租。業者規
模小，亦採「包租代管」模式營運。目前政府並未針對共生住宅進行規範。

林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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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經營策略，本研究透過試算 1. 業者經營上對於屋主的租金上漲、最無力負擔；
而對於營運、裝修費用，則可負擔 15%的上漲。2. 業者可透過與屋主在裝修費用之分
攤比例及租金上漲承諾之協商，進行租約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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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owners use their house and rant vulnerable te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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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dedicated operator standards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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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and rent increase to get object with financial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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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7 年起國內興起一波共居熱潮，強調不僅是「住

(Spring 2020)

建立國內物件狀況及本研究財務分析模式的基準。

二、文獻回顧
2-1 共同居住空間

在一起」而是共同生活在一起，分享空間、設備、交流

丁志映等 (2008)以物件型態及服務內容分類，將共

互動是業者的主張。但居住單位以床位為主，個人無法

同居住空間可分為共享房屋(ルームシェア)、共享住宅

取得獨立空間，價格也比同地段的物件昂貴，因此在網

(ハウスシェア)、共生住宅(ゲストハウス/シェアハウ

路上也有著蝸居的評價。

ス)、及雙人合租宅(ミングル)四大類。除了共生住宅可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以「共同居住空間」稱呼這樣的

提供短期入住(一個月以上)外，其餘租期在 1~2 年間。

居住模式，但合租、分租、宿舍都屬分享空間、共用設

而國土交通省住宅局(2012)年研究中，將共同居住

備的「共同居住狀態」。因此為了區別研究標的，針對

空間，以營運的組織不同分成共生住宅(シェアハウス)、

市場上有專門業者經營管理營運，提供空間、完善的家

交流住宅 (コレクティブハウジング)及協同住宅(コー

電、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生活、社群服務的經營模式，稱

ポラティブハウジング)三大類型。

為「共生住宅」
。

從上述研究可看出，共同居住空間包括了供單人居

為了理解共生住宅，本研究以日本、中國、台灣為

住為主的共享房屋、共享住宅、共生住宅、雙人合租宅

範疇，彙整出市場發展歷程、使用者、業者、經營模式、

及供家庭居住的交流住宅、協同住宅等。以住戶交流傾

物件狀態等，並進一步透過市場調查資料，建立國內共

向、目標客戶及使用權利的不同，繪製成圖 1 共同居住

生住宅的財務評估基準，以供國內共生住宅業者在籌備

空間示意圖。

階段決策評估的參考，決定要素投入比例以及物件協商
策略等。

1-2 研究目的
1.

透過日本、中國、臺灣文獻回顧，搭配市場調查資
料，整理三方的發展歷程、業者、物件、營運模式
等市場狀況。

2. 運用國內共生住宅市場調查資料，透過財務評估，
探討國內業者的經營策略。

圖 1 共同居住空間示意圖

1-3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丁志映 2008；國土交通省住宅局 2012
1. 文獻回顧：蒐集日本、中國、臺灣對於共生住宅的
相關研究成果，從各面向認識共生住宅樣貌。

2-2 共生住宅

2. 業者及住戶訪談：於共生住宅業者辦理對外開放活

國土交通省住宅局(2012) 以「與非家人、親戚的人

動時接觸業者、住戶，在住戶(3 位)訪談時，從入

共用生活相關設施設備，住戶與事業營運者以床位或房

住動機、居住感想、物件狀況等詢問，視住戶意願

間為單位簽約，最短租期在一個月以上者。」作為範疇。

紀錄回應內容。在業者訪談時，則就物件取得方

而中國飯店協會(2018)「租賃式公寓經營服務規範(草

式、作業模式、成本狀態、出租率、營運困境等詢

案)」中略以「運用包租、託管模式，取得使用權，透

問，並視業者意願紀錄回應內容。

過營運管理、裝修改造及一定的租住服務(生活服務、

3. 市場調查：透過租屋網站、業者網站、粉絲頁資料

社交、創業等)的公寓形式。」來描述。在張家瑄(2018)

並搭配物件產籍資料進行調查，彙整各項資訊，供

的研究中以「以便利及社群為內涵，由企業所經營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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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設備齊全的租賃住宅，強調藉由公共區域、舉辦活
動及不同的社群經營方式促進居住者間更緊密的交流
與連結。」作為定義。整理前述研究，得知共生住宅是

有物業服務、共居樂趣、可立即入住等因素。
3.交流狀況：住戶間的交流以打招呼、聊天、聚餐
為主，交流時間以平日晚上及假日為主。

「與非家人、親戚的人共用生活相關設施設備，住戶與

在住戶評價部分，33.1%的住戶主張與其他住戶間

業者以床位或房間為單位簽約，業者提供物業管理、社

像朋友。而近藤民代(2012)、田中康雅等(2014)在服務單

交平台與活動，最短租期在一個月以上的居住空間。」

親家庭的案例發現，共生住宅提供了托兒、晚餐、懇親

2-3 共生住宅效益
1. 活化餘屋：

會、交流會等服務，減輕了單親家庭的育兒與家事的負
擔、可消除單親媽媽的孤獨感。
從國土交通省住宅局(2016)的資料看出物件狀態

共生住宅的租期以月為單位，租期彈性高、以房間

以既存物件改裝，位於交通便利處，建物型態多為單戶

為單位，出租單元較小、提供完善設施（附家電、家具）

型，內部規劃 7.5~10 ㎡的雅房(專用空間)、提供 5~10

並且進行物件的維護管理。符合屋主不定期使用及維護

人入住其中，而公共空間則配置生活必須的設施設備，

物件的需求，而可立即入住、彈性租期的部分，與住戶

如冰箱、廚具、洗衣機等。

的需求一致。可看出共生住宅可為解決房屋閒置問題的

隨共生住宅市場發展，日本政府發現違法轉用、面

選項。（丁志映 2008；冨永哲雄 2014；潘信榮 2017）

積狹小物件等狀況越來越嚴重。故於 2013 年將其定調

2. 提高住戶社會資本
平木場毅(2009)以住戶間的信賴情形、交流情況、
社會參加，這三個面向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共生住宅住
戶的社會資本較同年齡、同性別的人高。

三、日、中、臺共生住宅市場狀況
3-1 日本
日本共生住宅自 1985 年起開始發展，發展背景及
理由為單身者增加、網路普及與閒置空間活化需求。(司
馬麻未 2015)
從國土交通省住宅局(2016)的資料看出業者樣貌如
下：

為「寄宿舍」。但市場多數物件無法滿足規範，造成空
屋活化途徑受阻，因此在 2014 年 7 月起提出修正予以
放寬。
在 2018 年，日本政府以弱勢租群為客群的共生住
宅進行研究，發現弱勢族群對於共生住宅模式接受度不
錯，因此提出共生住宅指導手冊(シェアハウス

ガー

トプク share house guide book)，推廣屋主運用共生住宅
模式在自家空屋上，並將共生住宅納入住宅安全網法，
對於願意租予弱勢租群的共生住宅提供整修補助、設立
輔導單位、建立物件登錄基準等。

3-2 中國
2010 年共生住宅開始萌芽，發展背景為高房價、

1. 規模不大：業者員工數在 5 人，住戶數在 10 人以下

流動人口增加以及政策紅利。2014~2016 年間業者投入

為最多，為不動產業者為活化物件等延伸的業務。

數量較多，2017 年後各業者持續擴張規模，市場競爭

2. 業者的營運方法從包租代管轉成營運自有物件，可
見陸續吸引屋主投入市場。
3. 面臨的困境為合適標的取得困難，裝修及營運資金
不易借貸等問題。
從國土交通省住宅局(2016)的資料可看出住戶的
樣貌：

激烈(鏈家研究院 2018)，部分業者開始倒閉。
從背景、規模、分布等各面向來看，目前經營業者
樣貌如下：
1. 業者背景可以分成開發商、仲介業、飯店業、創業
者、國營企業等五大類，代表廠商如萬科、自如、
城家、優家、上海地產等 (鏈家研究院 2018) 。

1.住戶以 20~35 歲的單身上班族為主，女性略高於

2. 主要業者已具規模相當，最大的集中式共生住宅業

男性，各國人士均有，租期半年到一年最多，有近 2 成

者，物件數量已破 400 棟；最大的分散式營運業者，

人居住期間在 1 年半到 2 年間，顯示有續約的狀況。

管理房間數近 50 萬間(中國飯店協會等 2018) 。

2.入住理由：便宜、交通條件佳、裝修及配備好、

3. 經營地點：集中在主要城市如上海、北京、廣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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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飯店協會等 2018) 。

(Spring 2020)

中國政府在 2015 年開始鼓勵租賃市場發展，首先

4. 營運作業：透過包租取得物件，再進行標準化裝

從租賃業法律定位進行釐清，2016 年則建立了租購併

修、備妥家電與家具、生活服務(清潔、社交活動)

舉的政策目標，透過稅務、金融、專業租賃機構等提供

及管理員處理修繕、住戶應對處理（鍊家研究院

支持。

2018）。

2017 年進一步確認共生住宅的法令定位，鼓勵國

5. 營運上面臨資金取得不易、合適標的取得困難。獲

有企業轉型成為租賃企業。2018 年則針對租賃住宅訂

利來源為租金差，投資報酬率太低(鏈家研究院

定了管理專法草案，明確規範業者應提供的服務內容、

2018)、住戶交流經營(張曙林 2018)以及法規遵循及

物件的基準，以確保住戶的居住品質。

政府管理認定(張娟鋒等 2018；鏈家研究院 2018)。
在使用者部分，住戶的樣貌以及居住的評價分述如

3-3 臺灣

下：

臺灣共生住宅的發展背景是單身時期延長、房屋租

1. 以單身青年為主，男略多於女，租期在 1 年內，入

金持續上漲、短期居住需求等 (潘信榮 2017)。由國際

住理由以地點、價格與設備佳為主（鏈家研究院

連鎖企業 Boderless 於 2014 年將共生住宅模式引進臺

2018）。

灣。

2. 住戶對於室友的評價高，認為業者提供的環境及資

透過業者官網、粉絲團及訪談資料得知業者樣貌如

源可提供幫助，83%的住戶表示找到志趣相投的朋

下：

友且 4 成的住戶交友關係緊密 (廖金興 2018) 。

1. 規模：半數業者的營運物件數量在 5 件以下，其餘

目前營運物件依分布狀態，可分為整棟建物、多戶
型及單戶型等類型，內部規劃格局均以套雅房為主。
表 1. 中國物件狀態表

態樣
房源

模經營。
2. 背景：半數為創業者，其餘有裝修及旅館業者。
3. 物件來源：以包租為主，也有合夥、委託管理模式

整棟建物及多戶型

單戶型

進行。

以整棟樓或一棟樓

以住宅社區大樓或

在住戶樣貌與評價中，從張家瑄(2018)針對使用者

的數層作為標的。

商住公寓為標的。

調查中，可看出：

舊工廠、商業用

從個人房東獲取閒

1. 以本國 20~35 歲的單身青年上班族為主，性別以女

房、原有的酒店或

置房源

開發商的閒置房產
出租形

在 10 件以上，住戶數主要在 51~100 人間，屬小規

性略高，租期集中在 4~6 月。
2. 入住理由為地點佳、生活機能佳、共用空間使用需

以小面積套房形式

一般按間出租

多數處於相對偏遠

地鐵沿線、生活機能

位置

便利的區域

潘信榮(2017)研究中則表示互動熱絡與否與該物件

公用空

餐飲、休閒、購物

隨物件所在社區的

的指標人物有關，另住戶多為上班族時，也有互動

間設施

等服務。

公設規劃不同。

較少的傾向。

式

求、彈性租期、有設計的空間及業者的管理、社交
服務、認識他人，減低孤獨感等。

地點

服務

3. 互動以打招呼、聊天為主，約 4 成互動良好，而在

4. 89%的住戶表示滿意，但不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

房源租

在 10~15 年之間。

在 3~5 年之間。

期

造成住戶間人際關係的問題。
本研究透過業者官網、地籍圖資網路便民系統比對

個人空

基本：床、書桌、椅子、櫃子、網路等。

物件狀況，彙整出國內物件狀態：

間設備

進階：冰箱、空調、洗衣機。

1. 國內多單戶型物件，物件集中坐落於大安區、台電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戴德梁行 2017；鏈家研究
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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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在 3~5 坪之間。9 成物件內部規劃合住房、入

營

帶看與入住審查。

住人數在 6~15 人間，有 14%物件人均面積低於日本

運

生活公約說明。

路、水電、清

共生住宅協會建議標準。

期

簽約、交鑰匙、租金入帳確認

潔、活動、保

與催收。

險、人事。）

3. 調查個案中，某物件的人均面積符合日本共生協會
建議標準。但該物件中 16 人房，每人專用面積約

社群營運活動(新住戶介紹、線

0.78 坪，低於ひつじ不動産網頁刊登基準的 4 ㎡(合

上平台及線上群組經營、實體

住房)。該房僅有床位及走道空間，個人儲物空間設

聚會活動等)。

於房外走道，可能過度限縮個人空間。

糾紛對應(住戶間、周遭鄰居)。

4. 物件內部規劃客廳、廚房、2 間以上衛浴；提供廚

5.營運費用（網

6.稅費

清潔、巡查、維護管理。

具、桌椅等生活設施。

住戶退租點交。

政府於 2017 年建立包租代管、委託經營等模式，
讓業者營運模式得到法源。而隨著共生住宅數量增長，

結
案

整理清潔、點交予出租人。

7.回復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府於 2018 年 4 月起將集合住宅、住宅（原 H-2 類組
建築物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任一住宅單位（戶）
之任一樓層分間為 6 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

參照本研究調查資料，共生住宅主要分布於大安

廳）或設置 10 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認定屬建築法所

區、中正區、中山區，規劃物件內住戶人數在 10 人上

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建築物使用類組則認定為 H-1

下。以上述區域各 1 處 10 人物件、8 成出租率推估收

組使用類組，但放寬公共安全檢查頻率，期望保障住戶

入；另推估裝修費用、房源租金、營運費用、稅費等支

安全，但尚未針對共生住宅營運作業及物件面積、配備

出項目，其相關設定及費用如表 3。

之標準進行規範。

四、國內共生住宅投資與經營策略
表 3. 共生住宅營運成本表

4-1 共生住宅營運作業流程與成本費用

收

租金

大安、中正、中山區各

2,868,480

國內共生住宅以包租代管及委託經營模式為主，由

入

經營者取得物件後進行出租及營運管理，因此營運作業

支

裝修費

整修支出、電器、家具、 1,279,500

可分為前置期、營運期及結案作業三大階段，其相關成

出

用

回復成本。

房源租

大安、中正、中山區各

金

1 處約 35 坪物件租金。

營運費

行銷、網路、水電、清

用

潔、活動、保險、人事。

本如表 2。
表 2. 共生住宅營運成本表
階
段

作業內容

成本項目

1 處，規劃 10 人入住。

前

搜尋物件，評估規劃。

1.房源租金

稅、資

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

置

收支規劃、裝修規劃。

2. 裝 修 費 用 ( 含

金成本

稅、貸款成本。

期

取得物件、施工、驗收。

家電、家具)

出租契約與生活規約制定。

3.資金成本

物件行銷。

4.行銷費用

1,634,304

852,100

54,6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共生住宅經營費用試算
從上述共生住宅營運費用，以 5 年為租期，計算各
要素及利潤的年化費用後得出營運成本比例圖(圖 2)。
可知營運成本比例以物件租金為最大宗，占 5 成以上，
其次是營運費用、裝修費用，利潤率僅 4%，獲利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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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靠經營規模。

限。

利潤
4%
營運
費用
30%

淨

2,000,000

25.00%

1,500,000

20.00%

1,000,000

15.00%

值

500,000

5.00%
3

4

5

6

7

8

9

-500,000

10

經營年數

0.00%

npv

圖 0 各租期收益情形

推算 10 年營運期中各年度的淨現值及內部報酬率
製成圖 3。可看出共生住宅回收期程長，第 4 年才能損
益兩平。但投資成本回收後，自第 5 年開始內部報酬率
可達到 10%以上，而在第 10 年內部報酬率可以突破
20%。可知共生住宅是個回收期長，但淨現值及內部報
酬率佳的營運模式。

2. 出租率的影響
以 5 年營運期為基準計算各項費用，搭配物件出租
率在 75%~95%間計算回收年限，製成回收年限圖(圖
5)。在出租率 8 成時，3.34 年時可回收成本，而出租率
一旦低於 77%，便無法於租約營運期間內回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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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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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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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500,000

圖 2 回收年限

經營年數

0.00%
npv

irr

進一步以出租率 80%、90%、75%為一般、樂觀、
悲觀狀態進行情境分析，以 10 年內各租期搭配不同出

圖 3 10 年租期營運收益試算

租率進行試算，計算淨現值及內部報酬率，製成情境分
析圖(圖 6)。可以發現出租率變動對企業的獲利率影響

4-3 各項營運因子影響
1. 房源租期的影響
將租期結束時搬遷、清潔等回復成本納入費用試
算，計算租期在第 3 年到第 10 年間各年度結束租期之
當期淨現值與內部報酬率，就其數額及報酬率製成收益
情形如下圖 4。可看出物件租期對獲利的影響甚鉅，期
初投入成本必須 3 年左右才能回收。參照目前國內共生
住宅原物件租約多落在 3~5 年的狀況下，業者的獲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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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
淨
現

以其 5 成費用作為資金成本計算基準，試算成果整理如

50.00%

4,000,000

30.00%

表 4。
報

表 4. 案例收支費用試算表

酬

2,000,000

值

10.00%

3

4

5

6

7

8

9 10

-2,000,000

率

經營年數

收 入 A 房：15,300 元/房
項目

B 房：17,800 元/房
C 房：9,100、9,600 元/床 (均含能源費)

-10.00%
npv(樂觀)

npv(悲觀)

出租率：9 成

npv

irr(樂觀)

irr(悲觀)

合計：54,630 元/月；655,560 元/月

irr

支 出 裝修費用

111,100 元(家具及家電)

項目

房源租金

383,364 元

營運費用

237,900 元(含人事)

圖 3 共生住宅財務情境分析

稅費(以 5 年攤 營業稅：437 元

3. 各項費用變動影響

提裝修)、資金 營利事業所得稅：0 元

以前述試算之年化費用為基準，透過 各要素的

成本

0%~15%上漲率，進行敏感度分析，看各上漲率時的回

貸款利息：3,333 元

收年限變化(圖 7)，可看出共生住宅對於租金變動的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擔能力最低，租金上漲率一但超過 5%，便無法於營運

以本案例進行 10 年租期的營運試算，將各年度的

期間 5 年內回收投入；但裝修成本及營運費用在 15%以

淨現值及內部報酬率整理出收益狀態如(圖 8)。可看出

內之漲幅，回收年限並未超過 5 年營運期。可看出裝修

本案物件規劃入住人數(5 人)較低，業者無法於 3 年內

成本及營運費用有 15%漲幅的負擔能力。

回收投入，需與屋主簽訂 5 年以上租約，或簽訂 5 年以
內租約，或是協商屋主負擔部分裝修費用，作為因應方
案。

回
收
年
限

10.00
5.00

淨

0.00

-5%

租金

5%

裝修費用

15%
上漲率

250,000

30.00%

200,000

25.00%

現

150,000

值

100,000

4-4 案例試算與經營策略
1. 物件基本資料及試算

10.00%

酬
率

5.00%

-50,000

圖 4 費用變動情境分析

15.00%

50,000

註：因整修費用與營運費用回收年限近似，有重疊的情形產生

報

20.00%

0.00%
3

4

5

6

7

npv

8

9

10

經營年數

-5.00%

irr

圖 5 案例收益狀態
2. 租約協商方案評估模擬

國內每人平均面積偏小，本研究以符合日本政府住
宅安全法登錄面積基準之台北市中正區 25 坪案例進行

以市場一般常見的 3~5 年租期作為預定營運

試算；另本案為屋主裝修後包租予業者，可減少屋況不

期，透過業者期待報酬率、屋主裝修負擔比例及租

同產生裝修費用推估差異之情形，故參照案例相關收費

金上漲承諾，推估在不同組合下協商條件之財務可

條件並參照 591 區域租金行情進行試算。以經營 3 處業

行性，作為協商策略方案。

者推估人事成本，裝修費用參照現況僅估算家電費用並

考量營運風險較高，以 10%作為業者期待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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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營運期 3 年進行試算，此時無法回收投入成本，
故需朝向增加物件租期或協商屋主負擔裝修費用
進行協商。在屋主負擔 50%裝修費用後，可達業者
預期報酬，列為協商方案 1。而為了增加屋主負擔
費用誘因，以負擔部分裝修費用即給予每年租金上
漲保障，列為協商方案 2。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延長
租期來協商，以增加 1 年租期至 4 年，列為協商方
案 3，並再就 4 年期搭配 15%的裝修負擔，產生協
商方案 4。依序以增加租期、裝修負擔及租金上漲
承諾等條件變動進行評估，產生 7 組方案，將協商
條件整理如表 5。表 5 中方案 1、4、6、7 是財務可
行下的協商條件，因此業者若欲與屋主協商則可透
過方案 1、4、6、7 間的比較，隨屋主願意負擔裝
修費用的比例以及延長租期的意願，提供協商時的
判斷基準，以達成與屋主的租約協商作業，協商條
件運用流程如圖 9。
表 1. 協商條件表

預定營 3
運期

3

4

4

5

期待報 0%
酬率

10%

10%

10%

10%

評估成 NO
果

NO

屋主裝 修分擔

50%

15%

評估成 果

OK

OK

（方案 1）

（方案 4）

年租金 上漲承
諾

1%

1%

評估成 果(已
計分擔
裝修)

NO

NO

可行

（方案 2）

（方案 5）

（方案 6）

圖 9 協商情境模擬圖

五、結論與建議
NO

NO

OK
（方案 7）

5-1 結論

30%

-

1. 日本市場狀態

可行

-

1%

-

（方案 3）

自 1985 年開始發展，近年來成為推廣活化餘屋
的作法，住戶主要為單身青年上班族，租期集中在
1 年內；入住理由在於地點與設備、服務的需求。
住戶的互動項目及頻率上看起來並不特別緊密，但
感受卻很明顯。業者規模小，以營運自有物件，提
-

供雅房的住宿空間為主。物件分布集中在交通便利
地區，每人面積(專用)多在 7.5~10 ㎡，共用空間部
分提供餐桌椅、廚具(瓦斯爐、微波爐等)、鞋櫃、
電視、冰箱、洗衣機、wifi 等生活相關設備項目。
日本政府明確定位共生公寓物件法令適用規範
並配合物件活化需求，修正規範標準，進一步提出
共生住宅指導手冊，提供營運、服務作業上的資訊。
2. 中國市場狀態
自 2010 年開始發展，在資金及政策的協助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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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成長，部分業者過度擴張導致倒閉。住戶主要為

占比僅 4%，期初投入回收期長，但在投入回收之

單身青年上班族，年齡集中在 30 歲以下，住戶以

後，第 10 年內部報酬率可突破 20%，租期長短與

男性略多，租期集中在 1 年以下，住戶可找到朋友

共生住宅的獲利息息相關。

且 4 成關係緊密。中國業者已具相當規模，管理物
件數量在數萬間。背景為開發、仲介、飯店、住宿
業、創業者等，營運模式以包租代管模式為主，物
件以現有建物改裝為主，可分為單戶型、多戶型及
整棟建物等 3 類，物件內格局以套、雅房為主。中
國政府已確認業者法律定位，提供貸款協助、鼓勵

從共生住宅 10 年營運期的情境分析，可了解共
生住宅出租率對獲利的影響。樂觀情形下 10 年期
內部報酬率趨近 50%，獲利可觀。但悲觀情形時，
期末報酬率降至 5%，報酬率相差近 10 倍，變動幅
度甚鉅。

國營企業加入，進一步在 2018 年規畫專屬營運準

針對共生住宅營運的各項要素進行試算，發現

則草案，規範廠商應提供服務水準，以確保居住品

共生住宅對於原物件的租金上漲最無負擔能力，上

質。

漲 5%，即無法於營運期間回收投入；而營運費用、

3. 臺灣市場狀態
自 2014 年開始發展，住戶主要為單身青年上班
族，年齡集中在 20~30 歲，租期在 1 年以下；入住

裝修費用在 15%的上漲幅度內，可於營運期間回收
投入成本。

5-2 建議

理由在於地點與設備及交流需求。住戶互動以打招

在出租率部分，除了提前進行招租作業，減少

呼、聊天為主，約 4 成互動良好。臺灣的業者規模

租客間銜接導致的空置外。可考量共生住宅對於裝

較小，廠商背景為創業者及青年旅館業者。經營模

修及營運費用較有負擔能力，透過增加服務內容或

式以包租代管模式為主，出租單位則以床位搭配雅

特色的裝修，來吸引租戶提高出租率。

房為主。物件均來自現有建物改裝，規劃合住房的
比率較高達 9 成。因此 14％物件的每人平均面積在
3 坪以下，低於日本共生協會建議標準。物件集中
在生活機能佳的區域，物件配備滿足生活機能之設
備設施。目前政府尚未針對共生住宅進行規範，僅
視為包租代管的一類，目前針對居住人數大於 10
人的部分，納入公共安全檢查範圍。
國內共生住宅的營運模式為以包租代管為主，
業者成本費用為房源租金、裝修、家電、資金成本、
廣告、營運等費用。財務評估為在投入成本可於營
運期間內回收且投資報酬率大於業者期待利潤率
時，即為可行。
營運作業可分為前置期、營運期及結案作業三
大階段。作業內容為搜尋合宜物件、營運評估作
業，在營運階段需進行招租、租客管理、物業管理、
社群營運活動等。而租約到期時，將租賃房屋予以
清潔整理、回復房屋狀況，點交予出租人。
透過國內營運費用試算，得出共生住宅的利潤

在原物件租期部分，因共生住宅須 3 年以上方
得回收投入，但期初投資成本攤提完畢後，獲利即
可大幅增長。因此建議業者與屋主協商取得較長的
物件租期。若無法取得較長租期，可透過裝修增加
房屋價值部分與屋主協商，共同負擔裝修費用，以
達到財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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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於社會住宅之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Payment Mechanism on Social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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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政府為保障青年及弱勢族群的居住權利，興辦社會住宅成為重要的國家政策。然而，
當前政府因財政困境及資源不足情形，必須運用民間資源以「公私協力夥伴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模式共同興辦社會住宅。但現行民間企業對於低自
償性且具高公益性之公共建設案件投資意願低，因此，尋求有效策略以「提高民間企
業投資社會住宅之誘因」至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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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aird, 2004)。在全球基礎設施發展中已經實施了不
同類型的 PPP，其結果各不相同，並且遇到了各種各樣

「居住」是一種人民基本權利，歐美國家自工業革

的問題，同時，許多因素結合起來確定基礎設施項目在

命後，快速都市化所帶來之結果造成居住困難，使大城

目標方面的成敗，因此迫切需要一個可行和有效的採購

市住宅問題日益嚴重，對於弱勢者之衝擊更為廣泛進而

協議，以改進未來 PPP 項目的實踐(Zhang, 2005)。然而，

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促使世界各國積極尋求解決方案，

對於社會住房政策而言，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混合融資

而提供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協助弱勢

和風險分擔的概念非常重要(Gibb, 2002)。爰從世界各國

者安居即屬策略之一(林萬億，2010；Kempen & Priemus,

以 PPP 推動社會住宅政策經驗中得知，多有運用民間融

2002)。政府興辦社會住宅重要使命除意味具體實現居

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下稱 PFI) 制度之績效

住正義的政策目標外，其共同理念係為都市中青年族群

付款概念辦理，藉以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及公共建設推行

及經濟社會弱勢族群提供足夠的社會住宅單元居住，協

案例，此 PFI 模式其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另一套制度

助其減輕都市生活中沉重的居住負擔問題，提供較市場

(丁敬明，2010)。

行情相對優惠的租金條件，降低居住的經濟負擔壓力，
並適當地增加社會住宅之承租輪替率照顧更多民眾。

在一項關於英國建築業 PPP / PFI 項目關鍵成功因
素的研究中顯示，最重要的三個因素是：強大而良好的

當前我國財政狀況其興辦社會住宅皆由政府自行

私人財團、適當的風險分配和有效的金融市場 (Li et al.,

籌資辦理時，需透過舉債方式辦理並間接排擠其他公共

2005)。另一項研究則是針對中國公共租賃住房建設之

建設推動，影響社經環境不利於國家總體經濟之成長。

缺乏財政資金的窘境，遂提出了通過創新融資方式引入

若可運用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普及(Hodge & Greve, 2007)

民間資本參與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的思路，並且從成本轉

「公私協力夥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下簡稱

移、風險分擔、投資回收和項目控制四個方面分析了公

PPP)」模式，引進民間企業共同興辦社會住宅，運用與

私合作模式和公共租賃住房的特點，最終於結論得出

借助資金、設計創意、經營管理之新思維與效益，有助

PPP 融資模式更適合於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的融資 (Shan

於政府達成與實踐居住正義與保護弱勢族群之目的。

& Ye, 2012)。另有研究在回顧了 PPP 在全球範圍內實施

我國 PPP 之法源主要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
（下稱促參法）及「政府採購法」
。促參法雖有獎勵
措施，亦有民間參與興建營運計畫自償率不得低於 50%

住房策略的經驗以及中國保障性住房實踐的現狀後，提
出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廣泛使用的 PPP 模式為解決住
房問題提供了另一種可行的方法(Yin, R. K., 2014)。

之適用門檻規定，故現行依促參法辦理之案件，多以具

反觀臺灣，遲於 2015 年 12 月 30 日促參法修正第

有穩定的使用者、民眾參與意願明確且對於使用者付費

29 條第 1 項條文，對於未具自償能力者，得就非自償

方式接受度高之案件為主(洪美菁，2013)。

部分由主辦機關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主要係參照英國

然而，對於公共採購者來說，顯然需要確保實現物
有所值與評估風險(Grimsey & Lewis, 2002)。事實上，
台灣刻正邁入老齡化社會，若以現有「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工程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興辦社會住

推行 PFI 模式所採用「影子費率(Shadow Toll)」機制，
於營運開始後，方由政府依據專案營運績效給予補貼，
藉由此次修法政府方得以營運績效評核服務付費方式
推動公共建設案件。

宅，在特許年限長達 50 年~70 年間，政府的政策執行、

此制度推行公共建設案件於興建時期由民間廠商

彈性機制及公共建設要如何因應人口結構改變調整，係

先行出資興建，營運時期再由政府依據營運服務績效進

為本研究重要動機。

行付款之模式辦理，與我國既有促參 BOT 模式皆由民

現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的公共領域都有公私合作夥
伴關係，近年來這一數字一直在增加，然而這種情況是
如何發生的，這種發展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以及未來
可能為 PPP 做些什麼，是 PPP 未來運用上重要的課題
24

間廠商出資興建營運並向使用者收費之執行方式有所
差異。本研究將先藉由文獻回顧分析英國 PFI 制度、日
本 PFI 制度及韓國 BTL(Build-Transfer-Lease，興建-移
轉-租賃)制度之差異性，再以我國現行民間參與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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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案件分析其優劣性。最終提出對於政府推行社會

財政困窘及經營管理人力缺乏情形，無法配合整體社會

住宅政策效益及民間參與投資誘因結論建議，以資作為

需求之發展，促使政府更加積極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

未來政府部門以民間參與模式推動社會住宅或其他低

建設，希冀藉由民間資金營造高效率及高品質的公共建

自償高公益性類型之公共建設案件參考。

設經營環境。然而，黃志耀與曾仁杰(2018)以財務現金

本研究將達成下列三點主要目的：

流量觀念，針對 BOT 專案建構附屬事業規模的財務模
型，以明確指出 BOT 案中合理之附屬事業規模比例，

1.

分析現有社會住宅採促參法 BOT 模式興辦的課

同時在結論得出：政府吸引投資者意願之方式，僅有提

題，並提出透過營運績效付款機制導入 BOT 模式

高附屬事業比例與調整社會住宅土地租金兩種方式。

興辦之效益。
張倩瑜與周慧瑜(2011)運用交易成本理論，討論國
2.

3.

釐清興辦社會住宅案財務評估之關鍵因子及其參

內面臨之促參難題，並主張國內應積極正視引進英國

數設定建議。

PFI 系統的重要性，才是將民間參與公共服務模式健全

提供政府與民間參與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興辦

化的理性途徑。孫克難(2015)指出 PFI 制度的推動可以

社會住宅之模式與相關配套措施。

促進政府採購市場的競爭性，但透過遞延付款將財政負

二、文獻回顧
2-1 社會住宅
我國社會住宅起源於 2010 年五都選舉時，經由社
會住宅推動聯盟提出政府應儘速興建只租不賣的社會
住宅之居住訴求後，其「居住正義」議題逐漸受重視，
政府部門始進行相關研究及政策擬定，並於 2012 年 12

擔到往後各期，可分散傳統公共建設對政府財政壓力，
但沒有削減政府財政實質負擔，尤其多以 20 年~30 年
長期契約關係，政黨輪替可能會造成契約執行的不穩
定，故應立法保障以增強穩定性；楊智斌(2016)指出付
款機制是確保民間廠商有意願執行契約，並提供滿意品
質要求之服務，並達一定服務水準時才支付服務費用，
可避免廠商獲取利潤或承擔過多風險致影響契約執行。

月 30 日正式實施「住宅法」。簡龍鳳、游建華(2011)則

歐美國家政府在 1990 年時代財政短缺，公共預算

提出社會住宅並非解決民眾置產問題，係以低於市場租

刪減無法投資興建公共建設以滿足民眾需求，於在 1992

金及多元住宅型態，照顧市場上難以覓得居所之弱勢族

年歐盟各國簽訂馬斯垂克條約(Masticate Treaty)後，各

群所訂定之一種永續循環的公共建設政策。林萬億

國均同意防止政府財政赤字過度擴大，故英國開始積極

(2011)認為世界各國興辦社會住宅模式依據國情及法令

制定政策以引入民間資金投資公共建設政策以解決財

制度規範不同，包含政府興建、民間興建、公會合作興

政赤字嚴重問題，並提出 PFI 制度政策。

建及公私混合興建等 4 種模式，其中我國亦採取前 2 種

隨著推行成效顯著，日本與歐盟也分別開始積極效

模式提供社會住宅之福利政策，並為國家重大政策項

仿推動 PFI，其中日本更於 1997 年立法完成 PFI 專法，

目。Forrest and Williams (2001)提出興辦社會住宅時，

作為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的模式，爾後韓國參照英、

除一方面要達到經濟與社會上面目標的最佳性，提供社

日兩國 PFI 制度，於 2005 年修正法令增列租賃服務型

會住宅給最低收入群體，另一方面也需考慮去標籤化，

民間投資事業類型(Build Transfer Lease，簡稱 BTL)。是

避免造成社會融合的反效果。

以，本研究遂以此三個國家之績效付款制度為國外文獻

綜上，社會住宅係為解決居住困境照顧弱勢族群之
社會福利政策，並可透過多種興辦模式及多元混合居住

研究分析。
基本上 PFI 模式具有幾項特性：強調公帑節省價值

之策略，達到社會融合穩定經濟目的。

（Value For Money, VFM）
、以公共服務為導向、重視全

2-2 民間參與營運績效付款

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以及強調風險合理配置

隨著公共建設計畫提升民眾生活品質，逐漸提高對

(梁開天等，2006)。此外，基於經由上述 PFI 模式特色

於社會福利政策及公共建設服務品質要求，惟政府受限

分析，張倩瑜等(2006)提出以此模式辦理時，預期可以
發揮下列幾點效能藉以推動公共建設推行：(1)引進民間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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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2)將設計、施

名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Act on Private Participation

工與營運風險合理轉移予民間廠商；(3)運用民間效率加

in Infrastructure，又稱 PPI 法)，引進 BOT、BOO、BTO

速公共設施供給；(4)促使民間廠商從整體生命週期成本

等多種事業推動方式，目的為引進民間資金、創意與效

之觀點進行規劃設計；(5)促進民間廠商運用創新概念與

率，以完成興建並提供服務之基礎建設。並且，依該法

技術以提高公共設施價值；(6)改善公共設施之營運維護

規定於韓國國土研究院(KRIHS)之下成立民間參與公共

品質；(7)使政府機構可專注於核心業務上以提高公共服

投 資 中 心 (Privat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enter of

務效能。

Korea, PICKO)，其主要任務為建立民間投資者公平且

然而公共建設項目及案件種類繁多，經由英國政府
推行該模式逾 20 年之時間中，依據辦理案件分析其 PFI
模式採用 VFM 評估成本較高，不適用於全部公共建設
案件都採用 PFI 制度，因此於 2008 年之 PFI 檢討報告

公開之評選過程、管理競標、協調最後評選及處理民間
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合約細部協商，並增訂計畫提出方
式可為政府規劃案件（Solicited projects）
、民間自行提
案（Unsolicited projects）兩種。

中提出在各項公共建設案件於具備下列條件時，方有適

韓國於 2005 年因政府財政資金充足情形下再次進

用 PFI 模式辦理之可能：(1)專案牽涉重大資本投資、(2)

行法令修正，主要為增列生活基礎設施，除了原有使用

服務內容以成果規範發包、(3)適用生命週期規劃、(4)

者付費型案件 BTO 外，並增列租賃服務型民間投資事

專案規模夠大、(5)專案所涉技術穩定、(6)專案提供之

業類型(Build Transfer Lease，簡稱 BTL)，整個 PPP 案

服 務 內 容 確 定 為 長 期 所 需 (Her Majesty's Treasury,

件制度更加完善並具多元化。

2016；陳盈蓉，2011；范雪梅，2013)。

依據前述分析，本研究茲將我國促參 BOT 與英國

在日本，其公共建設推動最初係採以政府編列預算

PFI 制度、日本 PFI 制度及韓國 BTL 制度之主要分析比

發包的傳統採購模式為主，在 90 年代初期歷經經濟泡

較彙整。我國在促參法 2015 年 12 月底修法完成前所推

沫化以後，日本政府出現嚴重財政危機，此時為減輕政

行之公共建設，多以傳統 BOT 之「財務考量」思維興

府財政府負擔，並繼續善盡政府推動公共建設之責任，

辦，對於推行國家公共政策易讓民眾產生偏離社會福利

日本政府開始推動「第三部門」或「PFI 制度」等公私

政策及公共建設目的之情形，且在政府不出資之原則

部門互相協力之建設、經營模式。日本 PFI 制度係參酌

下，特許年期長達 70 年(一般 BOT 案例至少 50 年)，對

英國 PFI 制度訂定，但對於 VFM 評估作法有所不同。

於政策較無彈性；反觀國外辦理 PPP 案件時係針對個案

雖皆藉由定量化分析檢視案件以公部門自辦成本與 PFI

特性、社會需求、政策效益綜合考量，針對興辦低自償

模式時政府負擔總費用比較，何種模式對於政府財政支

率且高公益性之公共建設案件，多採以民間廠商投資完

出負擔較小之差異優劣，但日本制度並無針對樂觀偏差

成硬體建設後，由政府依營運績效評核之分期購買服務

值進行估算，是以調整民間機構相關成本之削減率方式

方式辦理。

進行評估值，已考量風險後成本值納入估算基礎成本。

三、研究設計

在韓國，其首次推行 PPP 政策係於 1994 年制定「促
進民間投資公共服務法 (Act on Promo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vestment in Social Overhead Capital) 」
，主要係
依據「公路法」及「港口法」等基礎設施相關部門的法
律規定來引入民間資金投資，目的在於補充政府短缺之
財政問題，納入民間之創意與效率應用於公共事業中，
並明確界定了以 BTO、BOT 和 BOO 三種辦理模式(靳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是為提供政府在民間參與
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興辦社會住宅時，可有相關的參
考依據。因此，本研究將以 104 年 12 月 30 日促參法修
法公布實施後，欲以 BOT 方式辦理之社會住宅案件為
研究空間範圍。

3-1 空間範圍

明偉，2015)，然因沒有統一法令配套其成效不彰。
以新北市 評估推動社會住宅基地為研究空間範
1998 年時因亞洲金融風暴危機，韓國政府財政困
難須引入民間資金投資參與基礎建設進行修訂 PPI 法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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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欲以 BOT 方式辦理之社會住宅案件，藉以分析傳

本研究模擬個案推估可開發之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統 BOT 模式及導入營運績效補貼模式辦理之公共建設

49,054m2(約 14,839 坪)，總戶數為 606 戶；於 1 樓規劃

效益差異性。以新北市「中和社會住宅」為分析標的，

公設、睦鄰設施(規劃公共托育中心，包含 2 歲以下托

該案以促參 BOT 模式辦理為基礎，透過變數導入營運

嬰中心和 6 歲以下使用之親子館，以及藝文體健空間及

績效付款概念，兩方案之財務效益模擬分析，檢視民間

管理站)和 5 間生活機能需求之商業空間；地下室規劃

參與興辦社會住宅之財務關鍵因子與政策效益關連性。

226 輛汽車停車位及 606 輛機車停車位。

3-2 研究對象

4-2 基本假設參數

本研究擬依據個案研究分析結果，擬訂深度訪談之

本研究財務評估係建立於預測基礎，所設定之基本

議題。針對參與促參案件、PFI 制度之績效付款研析及

假設與參數將影響評估結果與規劃方向，故在進行研究時

推行社會住宅相關政策之專家學者、政府單位人員，以

將力求穩健及其合理性。

及民間潛在投資廠商代表為對象，邀請進行個別深度訪

本研究財務評估以「社會住宅租金收取單位」及「營

談。透過個別深入訪談所提供經驗分享及專業意見結

運收入來源」差異性之雙變數下 (表 1)，模擬下列 2 方案

果，以分析現有 BOT 模式辦理社會住宅核心問題及

之財務評估試算(參數詳參表 2)，同時提出各方案辦理之優

BOT 導入營運績效付款模式辦理方針。

缺點作為研擬深度訪談題綱依據：

3-3 研究方法

1. 方案 A-社會住宅租金以既有 BOT 辦理模式由民間廠商
直接收取，營業收入來源為租金收入；

本研究主要分為三階段進行，分別為社會住宅及國
內外民間參與興辦公共建設制度與運用營運績效付款
制度推動之研析、再透過個案研究若以促參 BOT 方式

2. 方案 B-住宅租金參酌國外 PFI 方式由政府收取，民間
機構營運收入來源則由政府給付足達利潤之服務費
用，及附屬設施租金。

興辦時，進行：1.以現有由民間自負盈虧模式；及 2.導
表 1 各方案之差異變數說明

入營運績效付款模式辦理時之 2 方案財務效益模擬分
析，進而探討政策執行效益、風險、合理利潤等關鍵議
題，最後依文獻及個案研究分析所產生之關鍵議題研擬
訪談綱要，透過深入訪談之結果，分析現有推動社會住
宅之核心課題及以營運績效付款方式辦理 BOT 案之方
針，提出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推動社會住宅之實踐策
略及建議。

四、模擬個案研究分析
4-1 模擬個案背景
本研究之模擬之基地係假設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現

興辦模式

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BOT
方案 A

方案 B

民間機構

執行機關

民間機構

民間機構

-住宅租金收
取單位
-附屬設施(商
業空間、停車
場)營運收入
收取單位
營收來源

住宅租金+

政府營運績效付款

附屬設施收入

+附屬設施收入

況為公園用地；周邊公共設施包含：公園、區域型綜合
運動場、國民小學等，個案基地面積約 9,885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土地權屬 100%為國有。該基

表 2 主要基本假設參數表

地透過步行時間 10~15 分鐘抵達捷運站，步行約 5~10
分鐘可達；基地距離國道交流道約 2 公里，並可透過快

項目

速道路連接至鄰近區域，大眾運輸及聯外交通亦屬便
利。

說明
評估年期包括興建期間及營運期間，參酌國外案例

評估年期

年限、政策中長期計畫及設備耐用年期，其興建期
間估計 3 年、營運期間估計 22 年，總計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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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千元。

說明

折 舊 方 式 折舊方式採直線法計算，各項工程設備之耐用年數

(Spring2020)

折舊及攤銷費用：本研究案各項建物設備以直線法

5.

及 折 舊 年 與剩餘營運期限孰短者。

計算各年應攤提的折舊費用。除停車場工程及景觀

期

工程等以 10 年折舊攤提外，其餘以 22 年營運期間

土地租金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

估計。於 22 年營運期間，第 1~20 年期間每年折舊

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規定計收：興建期以 1%、營

費用為 86,840 千元，第 21~22 年期間加計重置成

運期以 3%計收土地租金。

本攤提，每年折舊費用為 69,828 千元，合計約

租 金 水 準 參考過去 10 年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值推估

1,723,348 千元。

上漲率

為 1.34%，並配合本案特性，以每 2 年調整 2.68%。

資本結構

自有資金比例不得低於 35%。

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貸款期間：13 年，包括寬限期 3 年與還款期 10 年。

款規定，營運期間須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計收標準

土地租金：按現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

6.

長 期 借 款

貸款額度：以期初投資金額之 65%為原則。

六折計收；另按第 2 項規定，租金不足支付土地依

及利率

利率：長期融資利率以 3.5%為假設比率；中長

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者，應改按所應繳納

期融資利率則以 3%計算。

之稅費計收租金。是以，本個案土地位於新北市中

股 東 預 期 考量本研究案各方案之特性與投資人之期望，對未

和區安邦段 58、130~133 等 4 筆地號，土地面積為

報酬率

9,885.83 平方公尺。

來預期報酬率為稅後 10%。
以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折現率

表 3 預估期初投資項目及金額

Capital, WACC)計算本研究案專案折現率：
WA C C = 3 . 5 % × ( 1 - 1 7 %) × 6 5 %+ 1 0 % × 3 5 %
＝ 5.39%

項次
1
建築物

工程項目

金 額 (千 元 )
517,927

2

裝修工程

3

電梯設備工程

4

機電工程

本研究財務可行性分析，針對初期投資成本、營運

5

停車場工程

收入分析、營運成本及支出費用分析(未含折舊)、分年

6

景觀植栽工程等雜項工程

192,178

7

固定設備工程

107,588

8

間 接 工 程 成 本 (含 設 計 監 造 費
等)

150,966

4-3 財務可行性分析

重置成本、折舊及攤銷費用、土地租金…等項目分別進
行假設，作為財務效益分析之基礎。
1.

期初投資成本：預估民間機構期初投資須包含興建

營運收入分析：營運收入來源主要包含住宅租金、
分述如表 4、表 5，汽車停車位以月租 4000 元、機
車位以每月 300 元清潔費估算。

3.

4.

房
項型 /
目 戶
1 房

營運成本及支出費用分析(未含折舊)：主要營運成

房 (306)

本及費用包括土地租金、管理費用及物業管理支

型 2 房

出，估算基礎分述如表 6、表 7。

規 (234)

分年重置成本：本研究案之停車場工程及景觀(含
雜項)工程將於營運第 11 年進行重置作業，以期初
投資成本 30%計估。預計投入重置費用約 3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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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7

1,621,520

表 4 本研究個案各房型租金規劃

等)之費用，預計投入金額約 1,621,520 千元(表 3)。
店面租金與停車位租金，住宅及店面租金估算基礎

16,356
333,927

合計

建物成本及購置固定設備(如冷氣機、廚房設備…

2.

299,171

劃 3 房
(66)

每 戶
面 積
(坪 )

市場

每坪租金

每房租金

租金

(元 /坪 )

(元 /坪 )

(元 /
坪)

8 折

6.4 折 8 折

6.4 折

11 . 8 8 1 , 1 0 0 8 8 0

704

10,451 8,361

23.47 890

712

570

16,708 13,367

32.27 840

672

538

21,683 1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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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店面出租部分租金、面積及數量規劃
室 內 (含 公 設 )

項目
店面

坪

m²

45.84

151.56

數量

每 坪 月 租 金 (元 )

5

2,000

月 租 金 (元 )
91,680

出 租 率 (年 )
80%

表 6 各項營運成本及費用估算基礎
費用項目

設定標準
經 營 管 理 人 員 (包 含 主 管 、 行 政 、 總 務 、 機 電 等 ， 係 為 協 助 住 戶 入 住 及 遷 出 、 投

人事成本

資 契 約 相 關 履 約 事 項 之 執 行 等 事 宜 )， 約 為 6 人 、 平 均 每 人 月 薪 為 4 萬 元 。

行政費用

係 人 員 之 職 工 福 利 、 日 常 雜 支 等 ， 預 估 約 人 事 成 本 之 12%。
機 電 及 裝 修 設 備 等 公 共 設 施 之 非 定 期 性 維 修 養 護 支 出 (機 電 設 備 定 期 性 保 養 費

建築物及設備養

用 係 另 列 物 業 管 理 支 出 之 機 電 定 期 維 修 保 養 費 項 下 )，涵 括 社 區 零 星 修 繕 所 須 購

護費

買 之 零 件 費 用 。 自 營 運 第 一 年 起 以 營 運 收 入 之 0 . 3 %~ 3 . 0 % 計 之 ， 並 採 每 5 年 逐
步提高方式進行估算。

停車場維護費

燈 具 換 修 及 油 漆 、 清 潔 費 支 出 ， 依 停 車 位 收 入 5%估 計 。
包含公共意外險、雇主責任險、員工團體險、建物及相關設備火險等，以該現

保險費用

值 之 0.10%估 算 其 保 費 。
公 證 費 每 戶 2 , 0 0 0 元 ( 事 實 標 的 金 額 約 2 0 ~ 5 0 萬 元 間 )，再 載 明 逕 受 強 制 執 行 加 計

公證費

二 分 之 一 後 之 公 證 費 每 戶 為 3,000 元 。 費 用 由 承 租 人 與 民 間 機 構 平 均 分 攤 。
以 103 年 新 北 市 房 屋 構 造 標 準 單 價 推 估 建 造 成 本 ， 並 依 地 段 調 整 率 調 整 後 ， 以

房屋稅

自 住 、 公 益 出 租 房 屋 稅 稅 率 1.2%計 算 之 。 店 面 出 租 房 屋 稅 稅 率 以 3%計 算 之 。
地 段 調 整 率 130%。

室內定期裝修費

住宅部分，每兩年租約期滿辦理油漆工程及零星修繕工程。預估第一期及第二
期 定 期 裝 修 比 率 為 10%， 第 三 期 為 60%。
每 10 年 針 對 設 施 設 備 如 熱 水 器 、 床 架 、 衣 櫃 、 節 能 燈 具 等 辦 理 重 置 更 新 。

室內設施定期重
置費

室 內 設 備 定 期 重 置 比 率 第 一 期 及 第 二 期 室 內 設 備 汰 換 率 為 2 %、第 三 期 2 4 %；第
8 年 為 第 一 次 續 約 後 之 第 一 期 ， 針 對 10%租 戶 預 估 有 40%室 內 設 備 重 置 需 求 ，
即 預 估 有 4%； 第 10 年 則 將 剩 餘 未 汰 換 部 分 全 數 辦 理 重 置 ， 估 計 室 內 設 備 汰 換
率 為 68%。

表 7 物管各項支出之發生頻率
項目
人事成本

保養維護頻率
保全及清潔人員

每月

污水設備

保養費

空調設備

特 殊 清 潔 費
(建 物 維 護 費 )

包括 8 名保全人員及 4 名清潔
人 員 ， 係 提 供 24 小 時 保 全 服 務
新大樓採半責式維護廠商簽約

機電設備
機電定期維修

備註

價 (含 電 梯 保 養 )
維護廠商簽約價
第二年起

公共或管理區域空調設備維護修繕

發電機保養

發電機柴油補充

門禁監控系統維護

門禁監控系統維護或修繕

門廳地面保養

每季

社區公共區域消毒

每年

公共區域或各樓層梯廳地面保
養打腊
含病媒蚊防治消毒

29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Vol.11, No.1, pp.23-34

項目

保養維護頻率
兩次

水池清洗及水質檢測

園藝維護費

每季

修剪、施肥、補植

垃圾清運費

每日

依 規 劃 戶 數 計 算 40 坪 以 下 每 戶
每 月 30 元 計 算

每兩年一次

自 營 運 日 之 第 6 年 起，每 次 清 洗
約 120,000 元

行政雜支

零 用 雜 支 (含 行 政 、 服 務 及 文 具 )

影印機設備租用

影印機租賃費

服務中心電話、傳
真及網路費

能源費用

備註

水塔、蓄水池清洗

外牆清洗

行政庶務費用

(Spring2020)

每月

管理中心用網路及電話費用

清潔、機電、公設

清 潔 工 具、耗 材、機 電 耗 材、燈

器具耗材

泡耗損、公設器具耗材

節慶活動佈置、活

每年

動費

四次

消防及公共安全檢

每年

查

一次

公共水電

每月

4-4 財務效益分析

年節活動費、佈置費
每年消防安檢
每 坪 12 元 預 估

入(千元)

2,256,416、
附 屬 設 施
4 11 , 8 9 0 )

4,334,000 、
附 屬 設 施
4 11 , 8 9 0 )

計畫內部報酬率

-0.53%

6.02%

股東內部報酬率

-1.22%

10.06%

股權回收年期

無法回收

13.91

69.90%

116.98%

經上述各項財務評估參數說明，及依據本研究案設
定之變數透過財務估算後所呈現財務指標結果，彙整詳
表 8 所示。由財務效益分析結果得知，方案 A 經財務評
估後屬無法回收狀態，得依現行法令研擬替代方案加以

自償率

進行財務可行性；方案 B 則係因住宅單元租金由政府收
取之變數，收入來源相對受限，原就致使興建及營運成
本無法回收。參酌國外推行 PFI 模式採用之影子費率機

依現行法令規定，經財務評估不可行時，得以可提

制，以折現現金流量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

高財務自償能力之替代方案估算及興辦，其內容包含有

依民間機構角度計算其內部報酬率，再反推出合理之服

酌減土地租金、延長特許年限、容許民間投資部分比例

務費用金額，此方式將該自償能力不足之部分，已包括

之附屬事業/住宅單元使用權出售及政府營運績效補貼

在政府付款之全部費用內(范雪梅，2013)。經財務估算

等四種。

後政府於營運 22 年期間每年編列 197,000 千元之預
算，並運用成果規範及營運績效評核機制給付經費予民

1.

酌減土地租金
促參案件之土地租金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間機構，為民間機構主要營業收入來源。

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規
表 8 各方案主要財務指標彙總表
興辦模式及方案

特許期間營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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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BOT

定計收，即興建期間按公告地價之 1%，營運期間按公
告地價 3%。當財務評估無法回收時，則可依前述辦法

方案 B

第 2 條之「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計收之租金，於經主

2,668,306

4,745,890

辦機關評估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共建設自償能力不足

(住 宅 租 金

( 政 府 付 費

情事者，得酌予減收之」規定，酌減土地租金。本研究

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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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促參案件所繳納之土地租金金額，應能使政府機關

償率為 118.19%，因自償率大於 1 顯示計畫具可行性。

足以繳納地價稅為原則，以每年公告地價 1%估算。

方得財務自償具投資效益。

許可年期延長

2.

但以替代方案 A-3 辦理時，雖與方案 B 皆係由政府

促參案件之許可年期係主要依民間機構參與公共
建設之方式，及考量民間投資額度、建築物折舊年期等
因素訂定之，因此採用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辦理
案件之經驗，考量民間投資額度較大及建築物折舊年
期，許可年期之設定可達 50 年至 99 年。本研究先以
50 年作為設定估算值，仍未達報酬率時再進行 70 年之
模擬。

於以方案 A-3 辦理時，其政府機關每年編列之補貼預算
金額較方案 B 少，但入住率風險及租金調幅風險仍歸屬
民間機構，同時政府機關所能掌握之監督管理及政策變
更權利亦相對較低，因此初步分析仍以方案 B 方案推動
較佳。
經由財務模擬及優、缺點初步分析，本研究得知：

依促參法第 29 條第 1 項就非自償性部分給予營運

3.

編列預算依據營運績效給付費用方式相同；但差異性在

由民間機構自行收取租金之既有 BOT 模式興辦社會住
宅時，因收費租金須提供優惠用以照顧需要之民眾情形

績效補貼

下，其特許年期達 50 年或 70 年，雖可於特許年期回收，
若經評估酌減土地租金後，財務仍未具完全自償能

但仍無法達到本研究案所設定之報酬率；合理報酬率將

力時，則可依促參法第 29 條第 1 項，當公共建設經甄

影響民間之投資意願，而透過延長特許年期，相對將產

審委員會評定其投資依本法其他獎勵仍未具完全自償
能力者，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貸
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於投資契約中訂明，亦

生許多不可預知情形如社會住宅需求、人口結構、政策
變更等狀況，將會是未來案件執行之最大風險，優點則
是可減少政府期初投入之財政負擔。

可同步給予土地租金酌減優惠。
因此，如採取由主辦機關收取租金並以營運績效付
經替代方案(表 9)之財務分析結果，方案 A 經由土

款方式給付民間機構時，民間機構可減少承擔租金收取

地租金酌減(方案 A-1)、延長特許年期(方案 A-2)等替選

之風險，但須承擔營運績效評核實際收取費用及遞延收

方案模擬後仍不具財務可行性，需以促參法第 29 條第

款之風險。換言之，政府應可透過此模式推動社會住宅

一項營運績效補貼付款(方案 A-3)時，
「特許期間維持 25

政策，視民眾之需求進行租金水準、對象之變更，使政

年，給予土地租金優惠及促參法第 29 條政府機關得就

策執行更為彈性，可提供較多社會住宅戶數達到社會福

非自償營運績效補貼付款」，則在政府機關每年編列

利照護目的。

93,800 千元之預算下，股東內部報酬率為 10.06%，自

表 9 替代方案之財務效益分析
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BOT

方案
指 標 /變 數
年期

方案 A
土地租金 1%-A1

方案 B

許可年期延長

許可年期延長

-A2-1

-A2-2

營運績效補貼、土地
租金 1%-A3

土地租金 1%

25 年

50 年

70 年

25 年

25 年

0.03%

3.51%

4.32%

6.08%

6.02

0.05%

5.28%

5.95%

10.06%

10.06%

股權回收年期

無法回收

27.08

28.66

14.36

13.93

自償率

72.06%

91.54%

98.33%

118.19%

117.46%

計畫內部報酬
率
股東內部報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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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建構運用營運績效付款導入 BOT 興辦社
會住宅之模式，透過國內外文獻、案例及個案財務模
擬，研究所得結論可資作為政府引進民間參與興辦社會
住宅之政策參考。本研究針對幾項重要結果討論如下：
1.

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達到興辦社會住宅政策目
的及風險控制
善用民間機構資金及營運管理能力興辦公共建

設，可有效紓困政府財政困境，但以既有社會住宅 BOT
案件為例，政府為達到民間財務自償以擴大附屬事業比
例或延長特許年限方式辦理，致使原有提供需求者居住
戶數空間變少，產生公益性不足問題，也使民間參與模
式停滯，阻礙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推動。
導入營運績效付款於社會住宅 BOT 興辦，雖仍以
民間資金興建營運公共建設，但自營運期起由政府依據
成果規範、評核機制進行績效付款，以對價方式確保民
間興建公共建設之硬體品質及監督管理獲取長期良好
營運服務品質，雖須編列預算但透過遞延付款方式舒緩
財政壓力，並透過民間興辦提早實現公共建設執行；民
間則透過提供良好服務及資產管理，以獲取固定價金，
進而使第三方使用者受益。
前開模式較有合理風險配置概念，由政府擔負租金
率及租金調整風險，可減少產生既有 BOT 計畫以財務
導向為求自償性，以擴大附屬事業比例或延長特許年限
致使增加無法預知風險等爭議，可一次性提供較多社會
住宅戶數達到照護弱勢及社會公益性，同時具有彈性調
節機制；民間則可專注於公共建設資產維護及營運服
務，獲取合理服務價金，降低政策及租金風險。雙方可
藉此重新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共同推行社會住宅案
件。此舉亦符合 PPP 與 PFI 模式運用中，公、私部門應
當分別分攤風險之基本原則(Hwang et al,. 2013)。
2.

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可促使財務規劃具有投資
誘因
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推動社會住宅案件，民間機

構可減少前期土地交易成本，並透過將住宅租金轉由政
府收取再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付服務費用之規劃，可降低
民間機構因政府變動租金價格或社會住宅承租率不如
預期時，所產生收益不足之風險。而服務費用金額係以
折現現金流量法評估，針對預期內部報酬率反推出合理
之服務費用金額，此模式已將該自償能力不足部分納入
考量，包括在政府付款全部費用內，所以在合理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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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時，具財務可行性。此外，民間機構主要收入來源
則為政府給付服務費，在達到契約評核要求時所能獲取
固定收益，亦可視為一種保證需求量概念，現金流亦較
為穩定，也仍保有對出租附屬事業空間之租金調幅機
制，具有投資誘因。
3.

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評估社會住宅之參數
財務評估設定之基本假設條件與參數，將影響評估

結果與規劃方向，進而影響投資意願及政策執行。基於
未來運用營運績效付款機制辦理社會住宅案件時，財務
評估具合理性及市場性，經由文獻、個案研究分析及深
度訪談彙整後，提出下列財務重大參數設定建議，供未
來以營運績效付款模式評估社會住宅案參考。首先在
「特許年期」方面，可參酌國外案例及訪談意見回饋，
建議年期設定於 20 年~25 年區間，亦可降低長年期興
辦過程中如使用者需求降低入住率不足、民間機構營收
不如預期退場接管營運等諸多風險。另考量案件推行時
效性其興建期與營運期應分開規範。
其次，針對「合理利潤率」則可以參酌國內執行
BOT 案例及訪談意見回饋，仍需考量後續評核機制風
險，建議可設定於稅後報酬率 8%~10%區間，可在有扣
款風險下仍高於民間機構預期報酬率 5%，以期增加投
資誘因。另外，關於「付款機制」，為能具體落實監督
管理機制，提升公共服務品質效益，建議付款機制參酌
英國及韓國辦理模式，興建費及營運費視為營運服務費
用，於營運期間依服務可用度及績效評估分年付款。並
於契約設計履約後定期檢視機制，確保政策執行效益、
民間機構服務績效及價金合理性。
最後，在「土地租金」設定上，倘若土地租金隨公
告地價大幅調整成為不可預知風險，以營運績效付款興
辦社會住宅案件，因以折現現金流量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反向推估服務費用總額，再以均年付款給
付民間機構，所以土地租金費用仍視為一大風險，且因
屬於民間營運費用，亦納入政府給付服務費用價金估
算，應可無需計收。但考量促參法規定土地租金不得免
收及地方政府須編列預算繳納地價稅，建議得以公告地
價 1%或約定固定費率計收，降低雙方案件執行風險。

六、結論
為建構運用營運績效付款導入 BOT 興辦社會住宅
之模式，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案例及個案財務模擬，
得到以下重要結論：
導入營運績效付款於社會住宅 BOT 興辦，雖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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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金興建營運公共建設，但自營運期起由政府依據

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

成果規範、評核機制進行績效付款，以對價方式確保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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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美菁（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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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壓力，並透過民間興辦提早實現公共建設執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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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則透過提供良好服務及資產管理，以獲取固定價金，
進而使第三方使用者受益。亦即，政府與民間雙方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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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可減少前期土地交易成本，並透過將住宅租金

託研究計畫報告。

轉由政府收取再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付服務費用之規
劃，可降低民間機構因政府變動租金價格或社會住宅承

孫克難（2015）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 PFI 模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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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要求時所能獲取固定收益，亦可有助於讓現金流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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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推動議題改進之研究-政府如何獲取長期公共

增加投資誘因。

服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最後，由於財務評估設定之基本假設條件與參數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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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可行的民間融資提案(PFI)機

定，將會影響評估結果與規劃方向，進而影響投資意願

制:以興辦社會住宅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

及政策執行。故建議在「特許年期」方面，可參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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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 年~25 年，
「合理利潤率」
則可以參酌國內執行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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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投資誘因。另外，在「付款機制」上建議參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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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韓國辦理模式，興建費及營運費視為營運服務費

11. 楊智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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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本研究針對位於地下空間的大賣場；如果發生火警時，在面對不同大小的民眾逃生開
口以及濃煙宣洩開口，如何運用消防排煙機具執行排煙戰術，增加排煙效率。提高進
入內部搶救的消防人員安全性，確保搶救執行力。利用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
火災模擬軟體模擬環境情況，設定不同開口大小以及消防排煙戰術：正壓送風排煙、
負壓抽風排煙。消防戰術通常以能見度表現來判斷是否排煙成功，故透過模擬各種組
合，分析其能見度表現的數據來判斷其排煙效率。研究得出的結論於實際救災上能有
所參考，確保消防人員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執行搶救任務。研究結果指出，1.當搶救開
口與宣洩開口相當時，無論執行正壓送風或是負壓抽風其排煙效果都比場所內部消防
排煙設備為佳，最少提升約 67%的排煙效果。2.當搶救開口小於宣洩開口或是相反，
選擇執行負壓抽風排煙戰術，排煙效率會比正壓排煙戰術為佳；於宣洩開口大於搶救
開口，則效果更加明顯。所以，在面臨不同開口時，若能利用遮蔽物遮斷搶救開口部
分面積，再加上負壓抽風排煙使場所內部形成負壓環境，對於排煙效率上，有更多實
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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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進步，建築技術比起以往有了很大的躍
進。現今世界上的建築物往往都有建造地下空間。然而
地上空間與地下空間於火災發生時所造成之現象有很
大的差異，兩者的不同點在於火災發生時產生濃煙，地
上建築物的對外開口很多，濃煙的排除選擇上很容易，
煙熱不易蓄積。而地下室往往出入口僅有 1 至 2 個，煙
熱排放不易，導致煙熱蓄積形成悶燒的狀態。再者人員
表 1.西元 2014-2015 年火災類型統計表

逃生大多選擇往地面層移動，這也形成人員逃生方向與
濃煙的排放方向相同進而增加危險度。圖 1 所示為地上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2016 年 10 月消防統計年

建築物與地下建築物濃煙排放示意圖。
報)

所以筆者要探討不同地下賣場透過場所本身設置
消防排煙設備，以及透過消防人員在外部架設移動式排
煙機，何種架設於消防人員搶救上的安全性效果最佳。
該研究透過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 and Smoke
view (SMV)火災動力學模擬軟體模擬某地下大賣場，設
定模擬環境參數，透過煙流模擬並依照美國國家防火協
會設計規範 NFPA 92B 所訂之判斷基準來判定模擬結果
圖 1、地上建築物與地下建築物濃煙排放示意圖

1-2 研究目的
消防署近年來全國火災類型統計如表 1 所示，由表
中可以發現建築物火災 1,242 次最高，占 72.9 ％，較
103 年增加 177 次(增 16.6％)；車輛火災 234 次第 2，
占 13.7％，較 103 年增加 53 次(增 29.3％)；森林田
野火災 60 次居第 3，占 3.5％。我們可以發現建築物
類型火災占全分類的最高，並且逐年增加有增長趨勢。
本次研究的重點是地下賣場火災跟其他類型的火災不
同，煙熱的排放上相對於地面層以上的建築物更加不易，
因而加深搶救安全上的難度及危險。

成效。

二、文獻回顧
2-1 國內排煙相關文獻整理
有關火場濃煙的特性上，陳弘毅編著「火災學」一
書第四章煙與熱氣，我們可以瞭解到煙的物理特性有高
溫以及火場能見度影響。高溫方面，一起火居室經閃燃
(Flash)後室內平均溫度可高達攝氏 800 度以上，蓄積在
天花板上方之煙霧其溫度也在此範圍，而這溫度遠遠超
過人體皮膚以及呼吸器官所能接受之極限溫度。火場能
見度影響方面，當光線穿過煙層時因散射、吸收、阻擋
等因素影響，致使光的強度減弱，導致火場的能見度降
低因而不利於火災搶救以及逃生。再者是煙的流動與蔓
延主要因素是煙囪效應、浮力作用、空氣膨脹、火場外
部風影響以及未關閉的空調系統，以上都會影響室內火
場濃煙的流竄跟蔓延。
有關地下空間火災特性，侯佳宏(2013 年)論文曾應
用 FDS 軟體模擬地下空間火災發生時，根據不同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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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熱釋放率及煙層的流動來探討差異性。研究結果

所示。

顯示不論開口方式如何，結果差異性都不大。可能是煙
層堵住排煙口導致空氣量減少造成火場形成通風控制
燃燒，以致有復燃(back draft)之危險性。所以在排煙設
計上我們需要關注在進排氣上的互相配合，以免形成悶
燒增加危險性。
有關排煙口特性與排煙效果，周士凱(2008 年)研究
說明排煙口設置於天花板頂端以及側邊，於不同樓地板
面積的火釋放率何者為佳。根據該研究顯示在模擬同樣
比例排煙開口面積 2%於各樓地板面積下，側邊開口的
熱釋放率優於頂端開口，也符合現行法規排煙口面積佔
樓地板面積 2%、火源熱釋放率為 5MW。同時研究指出
排煙開口面積與樓地板面積對於濃煙的排放有一定的
影響。
再者關於強制排煙設置之必要性卓鴻傑(2013 年)

圖 2、美國國家防火協會(NFPA)定義之煙沉積示意圖
資 料 來 源 : 美 國 國 家 防 火 協 會 (National Fire

研究結果，在相同條件下，有排煙設備相較於無排煙設
備人員逃生避難時間上何者為佳。研究結果指出，在有

Protection Ass ociation，2009)
當火場煙層開始蓄積時，會形成有煙高溫區以及無

設置強制排煙設備可增加逃生時間約 43%，不但可以增
加民眾於火場逃生活命的機率也增加消防人員於火場
搶救的作業時間。以上整理參考之論文對於本次研究地
下室排煙機設置有很大的幫助以及參考價值。

煙低溫區，在此高低溫之間同時存在一過渡區域，而此
過渡區域的底部即被稱為初步煙層位置。設計此模式在
於要保持煙層底部於預先決定之高度(一般為最高成人
站立呼吸線高度以上再酌加安全空間)以提供火場內人

2-2 國外排煙相關研究
有關挑空中庭及大型空間開闊空間建築物之煙控
系統性能安全設計以美國、澳洲及英國之發展最為快速。
其中美國之 NFPA92B 設計規範被視為最具權威性. 全
文共分為六個章節,包括:
1.通論
2.設計理念分析
3.計算程序分析
4.煙控設備控制
5.系統運轉測試
6.相關資料及附錄。
訂定本規範主要目的為提供大空間內既有或全新
之煙控系統有關設計、安裝、測試、運轉與維護等技術
資料，以保障火災時，確實於大型空間及其連接處一個

員能有充分之時間到達出口或是避難區域。依 SFPE 防
火設計手冊所引用煙控系統性能判斷基準有以下 5
點：
1.溫度：火場溫度在數秒內允許之最高溫度為 60℃，最
初 6 分鐘允許暴露之平均溫度為 49℃。
2.CO 濃度：在數秒內允許之最高濃度為 2000ppm，最
初 6 分鐘允許暴露之平均濃度不大於 1500ppm，最初
15 分鐘允許暴露之平均濃度不大於 800ppm。
3.能見度：煙之能見度要求，有照明(80lux)的避難標誌
下能辨識的距離為 30M，門及牆壁能辨識的距離為
10M。
4.輻射熱強度：在數秒內允許曝露值最大為 6305W/m2，
最初 6 分鐘允許暴露平均強度為 1576 W/m2，其餘條件
之暴露平均強度為 946 W/m2。

無煙的逃生路徑。NAPA 92B 的理論分析、實際運用與

5.煙層底部：一般為最高成人站立呼吸線高度約莫為

實驗應證等三方面兼具，為目前少數對具備中庭或挑高

1.8M。

與開闊空間建築物煙控系統做系統化研究之一。對於煙
層於大空間蓄積之過程提出一個簡化的區域模式如圖 2

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協會手冊應用篇第八章探討煙
囪效應。該章節概述為在正煙囪效應、逆煙囪效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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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流之溫度差造成密度改變因而形成之氣流移動方

速、流動性及延展性等特性，極易延燒。室內機車停車

向如圖 3 所示。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室內外溫差的變化

場火災危險性大，尤須注意。

對於煙層流動的影響。

6.地下通道（緩衝區）連通建築物地下層和車站或地下
街之間，火災時煙流有可能藉此流向建築物。
根據以上所敘述的特性可以瞭解到，地下室的火災
煙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於一般場所開口很多，地
下室屬於密閉空間，導致煙熱無法排出。所以排煙機的
設置方法相對重要，一個好的通風排煙對於無論是避難
者逃生上或是消防人員搶救上都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
本次研究想要達到的目的。

2-4 火災學上煙、熱釋義
陳弘毅著「火災學」一書指出，煙一般係指浮游於
圖 3、正、逆煙囪效應下之氣流移動方向示意圖

空氣中之固體或是液體微粒子，以及材料分解或燃燒時
之氣體混合物。有機物燃燒過程如圖 4 所示。

資 料 來 源 : 美 國 國 家 防 火 協 會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2009)
日本依照建築基準法令、消防法令表示建築物有義
務裝置排煙設備，但在建築基準法令之排煙設備係從避
難以及滅火上之觀點規範排煙設備的裝設，避難逃生人
員於避難逃生時可避免被煙侵襲而順利逃生，消防人員
於滅火搶救上能有效利用排煙設備。以上是一些國外對
於排煙設備的相關研究，對於本次研究地下室排煙機設
置很有參考價值。

2-3 地下室火災特性
依照內政部消防署制定的救災安全手冊第 14 章搶
救地下建築物火災安全指導原則敘述地下建築物災害

圖 4、有機物燃燒示意圖

特性如下：

資料來源:陳弘毅(火災學)

1.空間封閉，外部氧氣供應受阻，易因為不完全燃燒而

火災時濃煙溫度約莫 800℃以上，人體受到高溫或

產生大量濃煙。

是放射熱時會促進新陳代謝，血液循環及呼吸加速，發

2.由於封閉無窗戶及對外開口，煙層便經由人行（避難）

汗量增加。吸入熱與發散熱若能保持平衡則人體尚可維

通道擴散，因擴散路徑與人員避難方向相同，致使人員

持正常。一旦平衡崩潰則產生各種危害。依據人在無風

疏散、避難困難。

而濕度低之高溫環境下，可忍耐時間之實驗如下表 2：

3.火災時煙熱不易排出而造成蓄積及高溫。
4.滅火時降溫產生大量水蒸氣，致使中性帶下降及造成
煙層流向所有空間及供救難人員使用之樓梯，也使救災

表 2.人在無風濕度低之高溫環境，可忍耐時間之實驗
溫度

時間

50℃

數小時

70℃

1 小時

人員視線遮蔽無法掌握火點。
5.地下停車場停放多部車輛，車輛起火後由於車內座椅
及汽機油皆具易燃性，因火載量大及Ｂ類火災具延燒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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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5 分鐘

200-250℃

5 分鐘

圖 5、煙流視覺(Smokeview) 3D 動畫呈現火災現場之
各項參數與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NIST/ FDS 操作手冊，2007

資料來源:陳弘毅(火災學)

FDS 主要為場模擬分析其應用的範圍為低馬赫數

濃煙亦會遮蔽視線，造成視覺障礙。煙中成分含有

的流場分析，可以分析與火災相關之溫度場、速度場、

碳粒、焦油，均足以遮擋光線造成視覺之障礙，而高煙

濃度場模擬計算，FDS 架構圖如圖 6，提供之物理模式

之濃度能阻礙逃生者及搶救人員正確辨認逃生路線之

應用如下：

能力。因此，煙層下降的速度對逃生者而言，具有非常

一、室內及大氣中之各種火災問題。

大之影響。煙層下降公式如方程式(2-1)。

二、建築物之排煙系統、撒水頭系統之模擬。

T=

20𝐴

(

1

𝑃×𝑔1⁄2 𝑦 1⁄2

−

1
ℎ1⁄2

三、非壓縮流體之溫度場、速度場、濃度場之計算。

)…………………..(2-1)

FDS 火災模擬軟體，是以數值方法求解控制方程式，

T：煙層下降所需時間(s)。

包括模擬煙塵流動與熱量傳遞的數學模式。這些控制方

A: 樓地板面積(m2)。 。

程式基本上是由 Navier-Stokes 方程式推導而來，是屬

h: 天花板高度(m)。

於符合守恆守則的方程式，其採用自然界中物種、能量、

y: 煙層距地面高度(m)。

質量、動量平衡後，所計算求解之場模擬模式，其方程

資料來源:陳弘毅著「火災學」

式如 3-1 至 3-4 所示。
質量守恆（Conservation of Mass）:

三、研究方法

∂

3-1 FDS 程式說明

/∂t+∇∙ρu=0 ……………………………..(3-1)
物種守恆（Conservation of Species）:

本次研究所採用之工具為美國國家標準局與技術

∂/∂t (ρY_l )+∇∙ρY_l u=∇∙〖 (ρD)〗 _l ∇Y_l+

研 究 院 (NIST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

𝑤𝑙′′′………………………………………...(3-2)
動量守恆（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Technology)建築與火災研究實驗室(Building and Fire
Research Laboratory) 所 開 發 的 FDS(Fire Dynamics

ρ(∂u/∂t+(u∙∇)u))+∇p=ρg+f+∇∙τ………(3-3)

Simulator)火災模擬軟體（版本為 FDS 6.7.3）
。該軟體為

能量守恆（Conservation of Energy）：

目前國際上最廣範使用之火災模擬應用軟體，除了免費

𝜕

取得外，並可在 Windows/OS X Lion 或 Linux 環境下使
用，其主要功能是用來模擬火災現象，求解溫度、速度、
壓力等參數場以了解各種情況下煙流的擴散狀態。而
FDS 具有完整之資料後續處理程式 Smoke view（版本
為 SMV 6.7.10）
，能以 3D 動畫之方式清楚呈現火災現
場之各項參數與模擬結果如圖 5 所示。

ρ

𝜕𝑡

(𝜌ℎ) + 𝛻 ∙ 𝜌ℎ𝑢 −

𝐷𝑝
𝐷𝑡

˙

= 𝑞 ′′′ − 𝛻 ∙ 𝑞𝑟 + 𝛻 ∙ 𝑘𝛻𝑇 +

𝛻 ∙ ∑𝑙 ℎ𝑙 (𝜌𝐷)𝑙 𝛻𝑌𝑙 …………………………..…….(3-4)
𝜌：流體密度(𝑘𝑔/𝑚3 )。
𝑡：時間(𝑠)。
𝑢：流體速度(𝑚/𝑠)。
𝑝：流體壓力(𝑘𝑔/𝑐𝑚2 )。
𝑔：重力向量(𝑚/𝑠 2 )。
𝑓：外力向量(重力向量除外)(𝑘𝑔/𝑠 2 /𝑚)。
𝜏：黏性應力張量(𝑘𝑔/𝑠 2 /𝑚)。
ℎ：流體熱焓(𝑘𝐽)。
˙

𝑞 ′′′ ：單位體積內的釋熱率(𝑘𝑊/𝑚3 )。
𝑞𝑟 ：輻射熱通率向量(𝑘𝑊/𝑚2 )。
k：流體熱導度(𝑊/𝑚/𝐾)。
T：流體溫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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𝑙：化學種𝑙(−)。

Area)。情境為快速成長型火災，2 分鐘內達到最高熱釋

ℎ𝑙 ：化學種 l 的流體熱焓(kJ)。

放率，TAU-Q 為-103。

2

D：擴散係數(𝑚 /𝑠)。
𝑌𝑙 ：化學種 l 的質量分率(−)。
W𝑙′′′ ：單位體積內化學種 l 的產生率(−)。

圖 6、FDS 架構圖
資料來源:NIST/ FDS 操作手冊，2007

3-2 環境模擬設定
1.

場地設定：某地下大賣場，本研究範圍限制於地下

一樓。(詳見圖 7 賣場平面圖)
2.

建築物基本資料：地上 9 層樓地下 3 層樓鋼筋混擬

土建築物，該賣場位於地下一樓。
3.

總樓地板面積為 754𝑚2 ，內部規劃為賣場區 612

圖 7、賣場平面圖

𝑚2 以及倉庫區 142𝑚2 兩區，各區劃以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防火門區劃。
4.

賣場高度為 3.12 m。

5.

賣場區平時出入總人數約為 300 人次，倉庫區主要

為員工 10 人次在本區活動。
6.

出入口位於賣場區前後兩側共兩個通往一樓地面

層，各開口面積分別為前開口面積為3.12𝑚 × 2.5𝑚 =
7.8𝑚2 ，後開口面積為3.12𝑚 × 2.6𝑚 = 8.1𝑚2 。依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百八十九條設置
排煙、進風風管規定，為區分其設置之位置不同，開
口面積的前開口採消防設備 1，後開口面積採消防設
備 2。但消防設備性質皆相同。
7.

賣場區設有 2 座排煙設備其排煙風量： 𝑉𝐴 = 風速

(13.6𝑚/𝑠𝑒𝑐) × 閘門面積(0.65𝑚 × 0.6𝑚) × 60𝑠𝑒𝑐 = 323𝑚3 /𝑚𝑖𝑛

8.

火源模擬因場地限制為火載量 大的地下一樓賣

場，依照 FDS 操作使用手冊說明將其熱釋放率設定為
8000KW/M2 ， HRRPUA(Heat Release Rate P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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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賣場提供

3-3 實驗流程(如圖 8)

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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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實驗流程圖

實驗案例模擬示意圖
圖 9-14 分別是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案例二
(搶救開口面積三分之一)及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三分
之一)執行正負壓送抽風及搶救或宣洩開口不同大小的
各式實驗戰術演練的狀況。移動式排煙機，參考消防隊
到達現場後採取排煙戰術之時間取平均約 7 分鐘 420
秒。

圖 12、案例二戰術 2(負壓抽風)

1.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

c、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三分之一)

圖 9、案例一戰術 1(正壓送風)
圖 13、案例三戰術 1(正壓送風)

圖 10、案例一戰術 2(負壓抽風)
2.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三分之一)

圖 14、案例三戰術 2(負壓抽風)

四、 個案分析與討論
4-1 案例一測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中，我們要探討的是
消防人員在面對地下賣場 火災時，發現搶救開口以及
宣洩開口中這 2 個開口相當。在採取排煙戰術中，是
該採取正壓送風排煙還是負壓抽風排煙。由於場所面積
圖 11、案例二戰術 1(正壓送風)

較大所需要的探測點較 多，研究中規劃了 19 個探測
點平均分布於場所內部並分析這些探測點在初期 經由
場所本身消防排煙設備啟動後排煙以及消防員啟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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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時其能見度的數值 表現。圖 15-16 分別是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執行正負壓送抽風戰術演練的狀況。

2、採取戰術 2(負壓抽風排煙)：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2(負壓
抽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詳如圖 18。有
關案例一消防排煙設備與戰術 1 及 2 其能見度表現如圖
19。

圖 15、案例一(正壓送風)探測點

圖 18. 案例一戰術 2：負壓抽風能見度表現

能見度總比較
22.00
戰術1
戰術2
消防設備1
消防設備2

16.50
11.00
5.50

0.00
圖 16、案例一(負壓抽風)探測點

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數據測試結果分析

戰術1

消防設備1

圖 19. 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消防排煙設備與
戰術 1、2 能見度表現比較圖

1.採取戰術 1(正壓送風排煙)：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1(正壓
送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 如圖 17 所示。

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Smoke view 模擬情形
圖 20-22 分別為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各種執
行戰術(含正負壓)之能見度 Smoke view 模擬狀況。

圖 17. 案例一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
圖 20、消防排煙設備啟動下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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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是消防人員在面對地下建築物火災時，發現這搶
救開口面積小於宣洩開口面積。在採取排煙戰術中，是
該採取正壓送風排煙還是負壓抽風排煙。同樣規劃了
19 個探測點平均分布於場所內部，並將搶救開口上方
遮斷三分之一面積。之後分析這些探測點在初期經由場
所本身消防排煙設備啟動後排煙以及消防員啟動戰術
時其能見度的數值表現。圖 23-24 分別是案例二(搶救開
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執行正負壓送抽風戰術演練的狀
圖 21、執行戰術 1(正壓排煙)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一)

況。

圖 23、案例二(正壓送風)探測點
圖 22、執行戰術 2(負壓抽風)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一)

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實驗結果
本次研究利用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火災
模擬軟體模擬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在這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場所屬於地下空間其開口較少，就算
透過依法設置的消防排煙設備來進行排煙其效果還是
有限，煙熱還是會蓄積。長時間下來會造成悶燒，甚至
有閃、爆燃的危害。所以還是必須透過外部的強制排
煙。
接著根據實驗結果，消防人員在面對進氣、排煙開
口相當的地下空間火災場所，依（案例一戰術 1：正壓
送風能見度表現）發現採取外部排煙戰術比場所本身消
防排煙設備的能見度提升最少 65%。而採用正壓送風戰

圖 24、案例二(負壓抽風)探測點

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 1/3)數據測試結果分析
1、採取戰術 1(正壓送風排煙)：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1(正壓
送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如圖 25 所示。

術時所達到的效果比起負壓抽風戰術（案例一戰術 2：
負壓抽風能見度表現）能見度提升 4%。所以，可以得
知假若未來面對此進氣、排煙開口相當的地下空間火災，
選擇正壓送風戰術相對於只依賴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來
說，都對於消防人員入室搶救的安全性會有極佳之幫
助。

4-2 案例二測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中，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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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案例二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
2、採取戰術 2(負壓抽風排煙)：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2(負壓
抽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詳如圖 26。有
關案例二消防排煙設備與戰術 1 及 2 其能見度表現如圖
27。

圖 28、消防排煙設備啟動下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二)

圖 26. 案例二戰術 2：負壓抽風能見度表現

能見度總比較

圖 29、執行戰術 1(正壓排煙)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二)

24.
戰術2
戰術1
消防設備1
消防設備2

18.
12.
6.
0.
戰術2

消防設備1

圖 27. 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 1/3)消防排煙設備與
戰術 1、2 能見度表現比較圖

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 1/3)Smoke view 模擬情形
圖 28-30 分別為案例一(2 種開口大小相等)各種執
行戰術(含正負壓)之能見度 Smoke view 模擬狀況。

圖 30、執行戰術 2(負壓抽風)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二)

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 1/3)實驗結果
本次研究利用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火災
模擬軟體模擬案例二(搶救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在
這當中，我們發現因為場所屬於地下空間加上開口面積
比起案例一被遮斷了三分之一，導致煙熱較案例一(開
口面積一致)容易蓄積。
根據實驗結果，當採取正壓送風時，由於搶救開口
面積比起宣洩開口小了三分之一，所以當排風量不變時
其所產生的壓力相對提升，排煙量也較大。故案例二的
正壓排煙送風（案例二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
比起案例一（案例一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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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提升 1.5%。在案例二（案例二戰術 2：負壓抽風能
見度表現）負壓抽風表現上，也因為搶救開口進風量小，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1(正壓
送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如圖 33。

宣洩量大，將環境形成一個比案例一（案例一戰術 2：
負壓抽風能見度表現）更佳的負壓環境，能見度提升
15%。綜合所有分析結果，雖然在搶救開口面積明顯低
於宣洩開口的環境下，正壓排煙排煙送風效果有提升，
但負壓抽風的排煙表現更佳。所以，假若當消防人員遭
遇此搶救開口面積低於宣洩開口的環境，採取負壓抽風
戰術對於消防人員搶救安全性上會比要好。

4-3 案例三測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中，我們要
探討的是消防人員在面對地下建築物火災時，發現這宣

圖 33. 案例三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
2、採取戰術 2(負壓抽風排煙)：

洩開口面積小於搶救開口面積。在採取排煙戰術中，是

我們分別統計場所消防排煙設備以及戰術 2(負壓

該採取正壓送風排煙還是負壓抽風排煙？一樣規劃了

抽風排煙)在各探測點下的能見度表現，詳如圖 34。有

19 個探測點平均分布於場所內部，並將宣洩開口上方

關案例三消防排煙設備與戰術 1 及 2 其能見度表現如圖

遮斷三分之一面積。之後分析這些探測點在初期經由場

35。

所本身消防排煙設備啟動後排煙以及消防員啟動戰術
時其能見度的數值表現。圖 31-32 分別是案例三(宣洩開
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執行正負壓送抽風戰術演練的狀
況。

圖 34. 案例三戰術 1：負壓抽風能見度表現

能見度總比較

圖 31、案例三(正壓送風)探測點
24.

戰術2
戰術1
消防設備2
消防設備1

18.
12.
6.
0.
戰術2
圖 32、案例三(正壓送風)探測點

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 1/3)數據測試結果分析
1、採取戰術 1(正壓送風排煙)：

消防設備2

圖 35. 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 1/3)消防排煙設備與
戰術 1、2 能見度表現比較圖

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 1/3)Smoke view 模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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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8 分別為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

壓方式將壓力送入場所內，但因場所面積太大，壓力到

一)各種執行戰術(含正負壓)之能見度 Smoke view 模擬

達宣洩口時以降逐步降低許多。加上宣洩口面積縮小三

狀況。

分之一，濃煙不易排出反而容易蓄積在場所內部，能見
度（案例三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比起案例一
（案例一戰術 1：正壓送風能見度表現）反而下降 14%。
在採取負壓抽風戰術（案例三戰術 1：負壓抽風能見度
表現）情況下，由於宣洩口面積縮小三分之一其濃煙排
出量同樣減少三分之一。加上進風口較大，內部不易形
成負壓環境，其能見度比起案例一（案例一戰術 2：負
壓抽風能見度表現）僅提昇 14.5%。總結所有分析結果，
假若面對濃煙排出開口面積較小的場所，採取負壓抽風
排煙對於消防人員搶救安全性較佳。

圖 36、消防排煙設備啟動下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三)

五、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地下空間的大賣場屬於大空間而且開口少的場所，
內部易燃物眾多，火載量極大，一旦發生火災可以預期
的是產生大量濃煙。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基準
設立消防排煙設備來排放場所內部濃煙，其效果有限。
萬一發生故障，對於場所搶救人員安全性勢必構成威脅。
使用移動式排煙車執行排煙戰術是確切可行作為之一。

圖 37、執行戰術 1(正壓排煙)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三)

研究結果顯示如后:
1.

能見度而言：當採取正確戰術時，案例一(2 種開口

大小相等)消防排煙設備與戰術 1、2 能見度表現，發現
由 12.77M 提昇至 21.39M 約可提升 67%。案例二(搶救開
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消防排煙設備與戰術 1、2 能見度
表現，發現由 12.32M 提昇至 23.58M 約可提升至少
91%。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消防排煙設
備與戰術 1、2 能見度表現，發現由 12.73M 提昇至 23.41M
約可提升至少 83%。
圖 38、執行戰術 2(負壓抽風)之能見度模擬圖(案例三)

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 1/3)實驗結果
本次研究利用 FDS(Fire Dynamics Simulator)火災

2.

執行消防排煙戰術上研究得知，在搶救開口與宣洩

開口面積相當時選擇執行正壓送風排煙能見度表現相
較於負壓抽風排煙來的效果明顯可增加 4%。
3.

搶救開口與宣洩開口差距不大時，採用正壓送風排

模擬軟體模擬案例三(宣洩開口面積遮斷三分之一)。在

煙較宜，能見度提升 67%。然出現明顯差距時，宜採取

這當中，我們發現因為場所屬於地下空間同樣因為開口

負壓抽風排煙戰術能見度提升 91%。

面積比起案例一被遮斷了三分之一，同樣導致煙熱比起

4.

案例一(開口面積一致)容易蓄積。

可能會導致濃煙蓄積於內部造成能見度僅提昇 44%，對

根據實驗結果，在採取正壓送風排煙時，雖說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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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大學，2009 年。

5-2 建議
1.

15. 張文嘉，排煙系統對捷運公館地下站煙流之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2000 年。

新北市的都市道路多且密集，在人口比較密集的狹

16. NFPA 92B,Guide for Smoke Management Systems in

小巷弄，基於外部機具進行強制送風對於搶救現場人員

Malls, Atria,and Large Areas,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安全的重要性，建議考量排煙車的停放位置或是選擇移

Association, 2009 Edition。

動式排煙機。

17. 山海敏弘，日本建築物排煙設備基準法簡介，中華

2.

民國冷凍空調研討會，1996 年 12 月。

搶救、渲洩開口差距不大時，建議採用正壓送風排

煙較宜。然搶救開口與宣洩開口出現明顯差距時，宜採

18. 內政部消防署，救災安全手冊/第 14 章搶救地下建

取負壓送風排煙戰術。

築物火災安全指導原則。

3.

19. 內政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基準解說，2013

為提昇消防排煙戰術，建議利用外部防火耐燃遮蔽

物遮斷搶救開口形成落差，再採取負壓抽風排煙，構成

年 5 月。

負壓環境，藉以提升排煙效率。

20.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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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BIM 結合 AR 技術提升水土保持設施管理效率之研究
Enhanc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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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近年來，台灣在長期受到地震、颱風及豪雨經年累月的反覆侵襲，水土保持設施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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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使水土保持相關人員進行現勘或維護時，無法立即瞭解設施原況及立即回報。
而 BIM 技術近年來在建築工程領域逐漸受到重視，本研究將 BIM 應用於水土保持設
施並與擴增實境的技術結合做為未來水土保持設施現勘的應用，提升水土保持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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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現場的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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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報修系統

訊與行動能同步進行，解決傳統水土保持設施現勘使用平面圖及查閱大量圖紙紀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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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水土保持設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若輕忽它恐
導致嚴重的後果。歷來每當颱風或大雨發生，山崩、地
滑、土石流總是伴隨而來，讓人觸目驚心，奪走許多人
的家園與生命。水土保持是你我都必須面臨的課題，如

應用。AR 擴增實境可使工程人員現場隨時掌握設施資
訊並提高施工團隊效率，因此本研究利用 BIM 技術結
合 AR 技術的工程現場管理概念應用框架，建置能與現
地水土保持設施與原況模型及資訊同步目視，使可視化
訊息提升運用，將水保設施資訊模型帶入現地勘查，有
效提升水土保持設施管理效率。

1-2 研究目的

何在平時發現不尋常的危機，進而防微杜漸，阻止天災
來臨時發生令人遺憾的災難，是每個人都必須擁有的警
覺心與責任。面對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導致天然災害頻
繁之課題，水土保持局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變遷頻度遠超
過以往，在台灣水保設施位處偏遠山區中且數量多，在
設施管理因上有其實務上有其困難度，所以需要提升水
土保持設施的管理及效率。
由於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山坡地開發安全備受重
視，水土保持計畫之施工檢查及完工檢查是為了確保水
土保持工程施作能與設計相符而達到減免災害的目的，
因任何設施皆有使用壽命，所以設施的後續維護更為重

現今在公共工程可以通過 BIM 模型進行溝通，清
楚瞭解對方所描述的內容，降低溝通上差異的認知，節
省解釋時間，提高工作效率，但至今 BIM 技術多數應
用於建築設施設備上，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將 BIM
技術應用於水土保持設施，並結合 AR 技術使水土保持
設施資訊模型可視化於現勘使用，有效的提升水土保持
設施的管理效率。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1.

地設施與原況模型資訊同步目視之系統工具。
2.

常，應當需要一套完善的檢查作業，使水土保持設施管

行。
3.

1-3 研究範圍

命週期內發揮設計預期的各種功用，為了達到安全及災
後復原，必須運用合適方法或技術，明確而有效地對災
後造成構造物異常原因或範圍進行評估，並掌握其變化
趨勢，診斷及復原修護改善並強化原本功能。
由於傳統水土保持設施現地勘查是查閱圖紙紀錄，
及維修須填寫紙本並遞交給廠商，廠商才會進行維護設
施，過程中耗費的時間與成本，導致管理效率降低，且
資料易出錯，近年來 BIM 技術及 AR 技術應用日益逐
漸發展，技術愈發成熟，BIM 具有可視化、協調性、模
擬性、優化性和可出圖性 5 大特點，本研究以可視化模
式應於水土保持設施，可視化意指將原本的 2D 設計圖
建置成 3D 模型，並加入訊息整合進 3D 模型裡，將原
本在 2D 平面圖裡不能正確展示的空間與狀況建置出來，

以專家訪談驗證是否可行性及是否提升管理效
率。

理檢查更為完整，並且提升水土保持設施之使用年限。
水土保持設施的管理目的，是讓水土保持設施在生

傳統無法立即接收資訊與視圖配合的不便性利用
AR 技術使「場景」
、
「資訊」及「行動」能同步進

要，對於山坡地水土保持設施也應依水土保持法規定實
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為確保水土保持設施之功能正

以水保設施資訊模型結合 AR 技術，建置能與現

本研究主題為應用 BIM 結合 AR 技術提升水土保
持設施管理效率之研究，其研究範圍以水保設施為主，
本研究使用電腦軟體居多，其中程序有繪製模型高階軟
體，使用於繪製模型之電腦硬體設備稍微低於軟體建議
配置，故無法快速讀取軟體。下列為需求與限制。
1.

針對已有二維圖資可提供做為模型依據，且以水
土保持設施為研究目標。

2.

以 3D GIS 技術做為模型資訊建置之相關應用，不
包含在本研究之探討內容。

3.

擴增實境系統是使用 GAMMA AR 的 app 程式，
將繪製好的模型轉為 ifc 檔，匯入該 app 中，透過
手機或平板使用。

針對水土保持設施進行可視化展示，使水土保持設施工
程中亦可創新應用於管理效率方面，於施工現場管理活
動中，仍無法完整實現結合具體環境的 BIM 訊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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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 相關資料文獻整理
本研究所用的研究工具與方法，先概要的透過文獻
回顧瞭解工具於方法上的應用範圍於對象，因此將著重
於以下三類文獻，第一部分是水土保持設施相關文獻，
第二部份整理了國內外相關 BIM 技術之應用，第三部
分是擴增實境 AR 之應用，並藉由文獻回顧來探討研究
方向，了解 BIM 結合 AR 的應用。最後選擇與本研究
較相近的研究文獻，參考其內容進行比較並加上本研究
發想之內容。

2-2 水土保持設施文獻回顧探討
在水土保持設施文獻中，得知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
護，應隨時稽查。過去地方政府，因為資源分配不均勻
及經費受限，使得水保義務人存有僥倖心理，而消極履
行維護責任。此部分之概念，有如建築法之使用管理相
關規定，主管機關仍有巡檢責任。關於水保永久設施巡
檢，有自主巡檢及委託巡檢等兩種方式，礙於人力，地
方政府通常係採委託巡檢方式，檢查永久設施維護狀況
檢查，所遇到問題與改善對策進行探討。

2-3 BIM 文獻回顧探討
在 BIM 文獻中，得知 BIM 的核心是訊息，同樣的
訊息在不同的項目階段，不同的參與方會有不同的組
織、管理和使用方法，這樣的結果就是信息冗餘，即多
個工程文檔包含同一個信息，可能只是表達方式不一
樣。隨著項目信息的不斷發展，信息冗餘就會導致潛在
的協調錯誤，隨之而產生的就是對信息檢查過程的需
求，在不同時間節點上的信息檢查消耗了項目的工期和
預算，而在協調檢查過程中沒有發現的錯誤被帶到施工
現場就引起了施工延誤和重複工作，從而產生了額外的
項目成本。自然而然大家需要一個代表這個建設項目且
具有唯一性的工程訊息模型，由此可以導出所有針對這
個項目的各個「視圖」以不同參與方在項目不同階段對
項目進行各種專業工作的信息應用，例如做結構分析、
日照模擬、工程量統計、施工計劃優化等。

2-4 AR 文獻回顧探討
在 AR 有關文獻中，得知為了提升查驗作業的效率，
利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和建築
資訊塑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簡稱 BIM）
的技術來協助施工查驗作業。在傳統查驗方式中，以平
面圖紙或是表單進行查驗，需要將查驗目標的紙面資訊
與工地的實際物體進行比對，此階段會先經過一段將紙
面資訊匹配到立體結構物的過程，然而當受查驗物有圖
紙量多或是平面圖不易表達清楚的情形時，就需多耗費
時間進行理解，甚至是向設計者尋求協助。此時，AR
和 BIM 的結合應用就有機會為這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BIM 模型不僅包含幾何模型本身，亦含有非幾何資訊，
理論上應可涵蓋各類查驗項目的需求。而在量測類的查
驗項目上，由於已有和實體物件相對應的 BIM 模型，
再加上可透過 AR 的方式將同尺寸的模型套疊在實體結
構物上直接進行比對，如此便可完成數量的清點以及長
度的量測等項目。

2-5 文獻研究綜合比較
此段落選擇與本研究理念相近之文獻，並擷取其部
分內容，以其文獻較相近本研究理念之研究內容，作為
本研究之參考點，並針對本研究與其之差別進行比較，
以達到學術進步之目的。
選取之文獻為由江岳駿 2016 年發表的「以 BIM 為
概念之水保設施報修平台之研究」，此文獻之主要內容
摘要為:利用以 BIM 為概念的 3D 介面及設施資料，建
置出可放置網頁平台當中水保設施 3D 及 2D 模型，藉
由 3D 介面能夠了解工程人員視角所無法看到之處，立
即做去判斷處理，2D 模型則可以讓工程人員點選設備
細部構造處，報修平台，藉由網頁平台，工程人員能夠
在現地查勘完畢後，直接在線上立即報修，而當工程人
員進行報修或查詢時，後端資料庫將會依照工程人員要
求，顯示出所需資訊，由此方式將可以提升通報及維修
效率，並且能在平台上得知所需水保設施資料，及由黃
珮華於 2019 年發表的「擴增實境應用於建築設施維運
之研究」
，此文獻之主要內容摘要為: 將 BIM 技術與擴
增實境的新科技相結合為未來發展的趨勢，並將透過
BIM 所建立之可視化 3D 模型導入擴增實境等新技術，
並加入雲端資料庫做整合系統用，在有設施設備修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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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時，藉由平台進行快速通報，能在系統平台上快速了

成為二維、三維繪圖的常用標準格式。如圖 1。

解設施維護履歷訊息。

2-5 小結
在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關於 BIM 與 AR 的相關
應用是相當多元的，前期研究 BIM 大多運用在實際的
工程實務上面，施工圖及工程相關資料可能會有各單位
之間互相傳遞，而傳遞過程中使用的檔案格式及相關標
準又不一致，導致溝通上面可能出現問題進而造成實務
的延誤。近期研究加入 AR、VR 元素等研究，更是將
2D 到 3D 的應用從施工規劃代入至工程竣工後的維護
營運，使之應用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另外一部分則是
運用虛擬實境、智慧穿戴設備、物聯網、區域網絡通訊、

圖 1 AutoCAD 軟體

Autodesk Revit

射頻識別（RFID）等智慧化技術來增加管理方面的科

Autodesk Revit 是針對 BIM 所專門打造的軟體，

技技術，將進行更加全方面、完善的、有系統的現場品

可供設計和營造專業人員透過整合、一致且以模型為基

質管制。在國外文獻中 BIM 和 AR 則常用於建築應用

礎的方法，將構想從概念發展成營造成果，其不僅可以

上，該架構包含 BIM 及用於情境感知的 AR 跟踪系統

建構及管理建築、結構、機電等圖形元件，同時也包括

感測加入 AR 可視化及相互的依賴性並面臨技術和可用

了資訊的管理、自動化的產生圖形和報表、設計的分

性上的挑戰。

析、工程模擬的排程、設備維護管理等，使用 Autodesk

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針對國內工程 AR 的技術的描

Revit 提供的重要 BIM 資料，支援永續設計、干涉檢查

述罕見，且 BIM 及 AR 大多是針對建築設施設備來運

與施工計畫與建造，讓建築團隊，如工程師、承包商以

用，因此本研究將此技術應用於水土保持設施上，為了

及業主單位共享模型，整合工作程序以期作出最佳的決

管理人員的便利性將透過 BIM 技術結合 AR 技術進行

策。且能藉由參數設定技術的協助，讓資料更可靠。如

於水土保持設施，提升行動性與有效性，以及資訊呈現

圖 2。

的立即性，降低施工成本，提升效率，利用 AR 技術能
夠將虛擬訊息疊加到現實世界中的特性，使水土保持設
施管理時也能達到快速通報及快速了解設施維護履歷
訊息，AR 技術模擬出的場景不會受場地限制，可最大
程度模擬真實場景，並更好的激發工人及管理人員更好
的設施管理，使進行工程更有效率。在使用 BIM 以及
AR 相同的軟體下，且對象是水土保持設施的情況下，
相信能為此領域增添嶄新的研究內容。

三、研究工具
3-1 研究工具
Autodesk AutoCAD

圖 2 Revit 軟體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資訊模型，被定義成由完全和充足信息構成以

AutoCAD 是由美國 Autodesk 為電腦上應用電腦輔

支持新產品開發管理，並可由電腦應用程序直接解釋的

助設計技術而開發的繪圖程式軟體包，現已經成為國際

建築或建築工程資訊模型。即數位技術支撐的對建築環

上廣為流行的繪圖工具。該軟體推廣的.dwg 檔案格式

境的生命週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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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創造此一概念的 Autodesk 所賦予的定義，建

查詢及評論並查詢 BIM 元素信息等功能。如圖 4。

築資訊模型是指建築物在設計和建造過程中，建立和使
用的"可計算數位資訊"。而這些數位資訊能夠被程式系
統自動管理，使得經過這些數位資訊所計算出來的各種
檔案，自動地具有彼此吻合的特性。
BIM 代表著新的概念和做法，它不但可大幅改變傳
統工程進行模式和商務架構，也會大大減少各種重複作
業的浪費和建築行業的低效能（郭榮欽，2010）。建立
以 BIM 應用為專案管理資訊化，提升專案生產效率、
提高建築品質、縮短工期、降低建造成本。如圖 3。

圖 4 GAMMA AR 網站

3-2 專家訪談

深入訪問法
深度訪談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個個案主觀經驗。訪談
者藉著面對面言語的交換發對方提供一些資料或表達
他對某項事物的意見與想法。被訪談者必須針對訪談者
所提出的問題或主題談論。訪談可採結構性的問卷也可
以是開放性的問卷。但 Bainbridge ( 1989 )認為在深度訪
談中，採非結構性的談法較合此即訪談中沒有固定的句
型指引、表格。探開放性的問句可依每個個案不同的情
況調整訪談的技巧探討個案所提及之想法，澄清並追問
圖 3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遺漏的觀點。故訪談的內容必須具備相當的彈性，而且
隨各個受訪者其談話內容不一。但此種訪談方式，可減

擴增實境

少對個案的引導或暗示，讓受訪者覺得就像是在日常生

為改善現場負責人和管理人員，使用 BIM 模型但

活中的對話，能用一般自然的方式思考和表達，而不自

卻無法即時接收資訊的缺失本研究結合 AR 可以改變他

覺是被訪問、被約談，或被測驗而須加以防備。通常這

們在施工現場上取得資訊的方式，虛擬模型可通過現場

種導引性低的訪談方式所得到的內容正確性較高。

聯網的設備即時獲取。本研究使用工具為 GAMMA AR

訪談引導法

是一個監控建築工地的應用程式，將它利用到水保設施
做管理研究。使用擴增實境技術，利用智能手機或平板

訪談導引法是指訪談所要含括的主題係於事先以

電腦在建築工地上疊加 3D 建築信息模型（BIM）。

綱要的形式明定；訪談者於訪談進行中決定問題的順序。

GAMMA AR 可在施工過程之前和施工過程中實現 3D

這種訪談的優點是：綱要可增進資料的綜合性，並使對

BIM 模型的可視化。因此，可以增強對工程資訊的理解

每一位反應者所作的資料蒐集較有系統。訪談維持了相

程度。

當的會話性和情境性。

通過這種方式，各個區域的管理員和規劃人員可以

本研究之訪談採用「無結構的訪問」，而在研究的背

通過 BIM 模型在水保設 施工地上一 起工作 。此外

景下希望專家能依照本研究之成果，給予想法意見及修

GAMMA AR 允許直接在 BIM 模型中檢測錯誤，可以在

改建議，故依照訪談導引法的準則，事先提供背景資料，

專案中進行調整，降低錯誤並且可以全面監控施工進度，

且透過訪談問題的設計，將邏輯性鴻溝，能被事先預測

在現場能可視化 BIM 模型，針對該物件對象進行狀態

且將之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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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探討
4-1 案例介紹
本案例為「華山野溪水土保持工程」，地址：646
雲林縣古坑鄉位於華山溪土石流教學園區，此園區有梳
子壩三座、防砂壩三座、砌石壩十四座、輪胎保護工一
座，以此案例建置其中的梳子壩資訊模型結合擴增實境
做研究。如圖 5。

圖 6 梳子壩 CAD 2D 圖(原有設計圖)

圖 5 梳子壩工程(水土保持局網站)

4-2 作業流程
3D 製圖
此步驟為使用華山野溪水土保持工程之梳子壩主體 2D
圖：為依據現況測繪之平面三視圖繪製，以 Auto CAD
2020 產生該 3D 。
該圖繪製流程：
先將側視圖及正視圖設定至該直角座標系統，定位後以邊框取出梳子壩之輪廓線(須為聚合線性)、再透過 3D
功能-分別「擠出」兩立面視圖之輪廓線實體，該實體
需相交、輪廓處得檢查是否重疊；確認兩者後-以 3D 實
體編輯功能「交集」兩者，從而產生梳子壩之主體 3D
模型。如圖 6 及圖 7。

圖 7 建置完成之 3D 模型

模型可視化
繪製完成 Auto CAD 3D 模型後，將檔匯入 Autodesk
Revit，Revit 是實現 BIM 理念的工具之一，REVIT 具有
可視化的能力，可以建立 3D 模型，把工程資訊添加到
模型中。開啟 REVIT 點選插入，點選匯入 CAD 檔案打
開模型。如圖 8 及圖 9。
在匯入 Auto CAD 3D 模型於 Autodesk Revit 後，模
型呈現出各個區塊，鼠標指著各個區塊即顯示該區塊名
稱各個區塊名稱更改，點選專案瀏覽器和編輯性質即可
更改名稱及輸入工程資訊等等。如圖 10 及圖 11。
各區塊名稱都是自行輸入，按右鍵即可更改，以便
使用擴充實境看到的任何資訊。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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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EVIT 介面

圖 9 3D 模型

圖 12 加入資訊示意圖

匯入 GAMMA AR
本研究將所使用之系統進行設定，並以水保設施設
備之模型為準進行說明。使用 GAMMA AR 有四大流程:
創建 GAMMA AR 帳戶、轉為 IFC 檔、將 IFC 檔匯入
GAMMA AR、下載模型至 GAMMA AR 應用程式，針
對以上四點做操作流程。
創建 GAMMA 帳戶
1.

我們先至 GAMMA 的網頁進行申請步驟，並註冊
之後，系統將創建一個 GAMMA AR 帳戶，隨後
即可登入並上傳模型。如圖 13 及圖 14。

圖 10 資訊模型示意圖
2.

將畫好的 Revit 檔案轉換為 IFC 檔案，GAMMA AR
用的是 BIM 標準的 IFC 格式進行資訊交流，要使
用 GAMMA AR，將需要使用一些技術條件將檔案
匯出 Revit 匯出。如圖 15。

3.

將模型轉換 GAMMA AR，將 IFC 檔轉成 GAMMA
AR，必須將 IFC 模型傳到 GAMMA AR 網頁
(https://portal.gamma-ar.com) 以下進行轉換流程
圖。如圖 16。

4.

完成以上步驟後，我們需要將 GAMMA AR 應用
程式下載到手機或平板電腦上操作，本研究之操
作 AR 的工具選擇用手機來進行測試，由於該 APP
目前測試只適用於 Apple 系列，因此本研究以
Apple 手機進行操作測試。如圖 17。從手機打開
該 GAMMA AR 的軟體後，從 GAMMA AR 網頁
上傳的的 IFC 模型檔登入後選擇需要之檔案，此

圖 11 類型性質表格

處檔案為 GAMMA 網頁 上上傳之模型 。 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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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utodesk Revit 2020 操作)

圖 16 IFC 轉換為 GAMM AR 示意圖
圖 13 註冊畫面

圖 17 GAMMA AR 登入畫面

圖 14 登入畫面

圖 18 登入後檔案選擇頁面

圖 15 Revit 檔案>匯出>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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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操作

圖 20 案例實地操作 GAMMA AR

本研究至雲林縣古坑鄉位於華山溪土石流教學園
區的「山野溪水土保持工程」中的其中梳子壩做實際操
作，當使用者需要前往現勘時，可以透過網路登入
GAMMA AR 進入擴增實境定位，將可視化模型與現地
設施同步目視，且能即時記錄及回報，有效提升水土保
持設施管理效率。如圖 19 及圖 20。點選區塊即可看到
在 Revit 裡所輸入的發包公司、承包廠商及設施尺寸。
如圖 21。可以將現場有問題的區塊拍攝下來。如圖 22。
此軟體可以查看資訊履歷資料亦可在 3D 檢視過程中
利用以下功能進行標註及註解:錄音功能及備忘錄功能。
如圖 23 及圖 24。

圖 21 GAMMA AR 裡的模型資訊

圖 19 透過相機實際定位畫面

圖 22 拍攝水保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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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 BIM 至 AR 須將檔案轉換為 IFC 檔案，GAMMA
AR 用的是 BIM 標準的 IFC 格式進行資訊交流，要使
用 GAMMA AR，將需要使用一些技術條件將檔案匯出
Revit 匯出。
將 AR 軟體與 BIM 模型結合在一起，對於現場負
責人和施工人員，AR 有能力改變他們如何在項目現場
上就能訪問虛擬模型的訊息。數據豐富的虛擬訊息可通
過現場聯網的設備實時獲取。現場管理人員可以在現場
將水土保持設施與 3D 資訊模型同步目視。施工問題可
以實時解決，節省時間和資源。用 AR 技術增強 BIM，
可以顯著影響人們對設施訊息的理解。該技術有助於我
圖 23 進入 GAMMA AR 軟體畫面

們數字和物理世界之間的合併，從而導致更加流暢的設
計和施工過程。
AR 將越來越多地應用到各個行業，AR 技術可以
為城市規劃、地下管線的探測、勘察設計、工程施工等
服務，而本研究是用在提升水土保持設施管理效率。
GAMMA AR 軟體是使用簡易版且用於水土保持設
施中目前能顯示資訊有發包公司、承包廠商、及設施尺
寸，因此資訊方面沒有那麼齊全且軟體本身是使用於建
築設施設備，相對的在使用於水土保持設施上會有差異
性。
最後，本研究中之系統在測試過後操作性還算簡單，
除了可以讓使用者即時查閱設施部分訊息外，也能使資
訊模型能夠透過 AR 即時呈現，也能讓使用者通過 AR
技術可以更好地理解 3D 模型，整體來說 BIM 結合 AR
可以節省更多時間查閱設施訊息、手寫資料並且提升管
理效率，這就是本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

圖 24 紀錄問題示意圖

4-3 使用軟體探討
本研究架構主要沿用先前黃珮華之研究架構，因此
在 GAMMA AR 使用上能否運行順利，不多做探討。故
本節只針對 BIM 模型結合 GAMMA AR 在運用過程中
的利弊探討。

4-4 專家訪談驗證
進行專家訪談之目的為，透過訪談題目之設計，以
水土保持相關專家之訪談內容，以探討本研究之可行性
及優缺點，進而得到結論及未來建議。

訪談方法
研究採用之訪談方法為深入訪談法，配合訪談題目

BIM 主要是利用電腦資訊之物件導向觀念，依實務

之簡答題設計，如圖 25，採用無結構性之訪談方式，

施工流程、設備組成，將建築物及附屬之設備，有系統

無選項且無正確答案之訪談題目，使受訪者能深入表達

地拆分為數個虛擬元件，例如柱、樑、門窗、衛浴設備

自己的論點，且受訪者們之間並無相互聯繫，故每位受

等，可是這些都是針對建築設施設備，本研究主要是針

訪者對於其他受訪者之訪談內容皆為未知狀態，使受訪

對水保設施做研究，使 BIM 也能運用在水土保持設施。

者不受其他因素影響受訪時所闡述之內容，透過此種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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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方法，能獲得不同專家之不同意見及建議，也能透過
相似之訪談內容分析本研究不足及須改善之處，以達到
進行專家訪談之最終目的。

圖 25 專家訪談題目

專家訪談內容彙整
本研究實地系統操作後，對系統操作流程進行專家
訪談，讓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測試其實用性及相關意見。
本系統所進行之專家訪談對象為三人，分別為工作經驗

圖 26 水土保持技師使用研究工具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0 年、4 年之專家學者，及工作經驗 24 年之水土保持
技師。藉由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對本系統之進行測試，
以提供不同專業角度之建議。
經過與各別受訪者討論後的結果，發現在系統操作
性上算是即時與便利，並且能直接透過 AR 看到水保
設施訊息可以減少人工的紙本記錄，讓使用者視覺上是
感到簡單易懂，並不會看起來過於複雜。但就單純操作
性來說還是有些性能上的不足，需要再改進之地方，本
研究將其彙整於結論與建議。

專家評估驗證

本研究使用 Autodesk CAD 使水土保持設施 2D 圖
繪成 3D 模型，後使用 Autodesk Revit 將檔匯入，將資
訊帶入模型裡，在使模型轉為 IFC 檔，最後上傳至
GAMMA AR 網頁，使水土保持設施資訊模型結合擴增
實境實地操作，過程中可以從 AR 裡面看到模型的資訊，
使資訊不只是只能在電腦查閱，即使到現場也能立即查
閱，使現地設施與原況模型同步目視且比對，整個研究
流程可以提升水保設施管理效率的方式，經本研究整理
提出以下結論；
1.

加擴增實境元素，在操作使用上可以不用侷限在

本研究訪問持有 24 年的水土保持技師證照作為此

2D 的平面空間，能夠清楚水保設施每個位置的資

研究的重要驗證，該技師主要承攬或執行的業務為水保

訊並且可在行動中即時看到資訊模型，不用透過

計畫書審查、施工檢查及致生水土流失刑責認定，訪談

電腦開啟軟體才可應用，只要透過雲端開啟 AR

內容為，以往水土保持設施如何現地勘查及遇到的難處、

程式則可使用，同時減少維修人員的不便性，達

是否瞭解本研究之重點意義、本研究內容是否能夠在實

到了本研究透過資訊與視圖配合且利用 AR 技術

務上有幫助、本研究內容在實務上可行性及仍有改善空

使「場景」、「資訊」及「行動」能同步目視的目

間。訪談過程中此水保技師表示以往水土保持設施現場
勘查僅有報告書及平面配置圖且圖紙記錄無立即性查
閱，報告書資料有限，經過瞭解本研究之重點意義及實
際使用此研究工具，表示確實可以提升效率、資訊模型
可視化，在實務上非常務實且表示了本研究之可行性，
但仍有改善空間。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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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及便利性的呈現：本研究由於資訊模型添

的。
2.

以往水保現勘中使用的圖紙資料與使用 AR 軟體
顯示的資料差別在於圖紙資料得知的只有設施資
訊，而使用 AR 軟體能從資訊模型中得知發包公
司、承包廠商等相關工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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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應用：經過文獻回顧及案例的測試後，加強

探討。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了解 BIM 結合 AR 技術的可行性，不僅可以有效

碩士論文，新竹縣。

取代二維圖紙工具，還可以即時回傳資訊，解決

5.

圖紙傳閱的複雜性與不便性，提升管理效率。

5-2 未來建議

平台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
雲林縣。
6.

本研究將 BIM 結合 AR 進行應用,進行案例測試,最

新竹縣。
7.

人員做為參考之用。
1.

2.

8.

步驟。

與防災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本研究在建置水保設施模型時，軟體大多數都是

9.

設施管理應用之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

功能，部分資訊方面是要後續作業輸入，能有的

程系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10.

請之研究。中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論文，新竹

本研究在 GAMMA AR 擴增實境中 GPS 定位功能

縣。
11.

統。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整合，以便日後在 BIM 結合擴增實境時，3D 模

台北市。
12.

張逸升（2018）。建築資訊模型(BIM)應用工作項

另外，水土保持設施位於深山居多，部分地區會

目選擇之初探。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

接收不到網路，使用 GAMMA AR 擴增實境時需

文，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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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保全行業服務報價的方式是將服務的利潤含在報價內，在過去市場尚未激烈競
爭的時候，公司的利潤也還可以，因此也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近年來由於勞基法的
多次修正，員工薪資已經有嚴格的規範及法律的保障，且保全的家數也越來越多，很
多剛進入市場的公司為了求生存紛紛將報價往下拉，就是因為這樣，公司給保全的人
員薪資也會往下拉來減低營運成本的負擔。
固定收管理費利潤之報價方式，人力薪資及福利均能忠實的反應，如此只要專注於
服務即可，對於管委會而言，決策也相形簡單，這是本研究著重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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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技術生的規定。8.有關工作規則的規定。9.有關
勞動檢查的規定。10.有關罰則的規定。11.勞資會議的

一、研究動機
當前台灣保全公司服務報價的方式採取內含利潤
的報價方式已不合時宜，應採取收服務費的方式以避免
惡性競爭。
尤其近年基本工資幾乎經常性的調整，保全員工資
的計算是以基本工資為基準再計算超時工資，如果基本
工資調整時，按理保全業者應調整保全員的薪資，才能
符合法令的要求而不致違法，然事實並非如此，因業者
通常與業主的合約期限為 1 年，經常在合約未到期時基
本工資已調整，保全業者也無法隨即將漲價的幅度轉嫁
由消費者負擔，首先衝擊的是，保全業者首先影響到他
的毛利，如果有很多的合約都是這樣子，勢必影響到保
全業者的生存，這也造成很多業者無法即時反應保全員
的薪資調整，讓業者處於違反經營的險境中，這是本研
究的動機，如果採只收固定費率的報價方式，並且加上
附加條款， 保全員的薪資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報價，
這樣子即可避免因基本工資調整帶來的風險 。

二、研究目的
希望藉這個研究能夠改良現行的報價制度，產生一
個合理的報價方式，以保障保全從業人員以及保全業者
的合理權益，讓這個產業能夠在良好制度下，提升人員
素質，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給消費者，這樣子可以達到
三贏的效果，相信對保全產業的發展是有正面助益的。

三、文獻回顧
1. 勞基法:依維基百科說明，《勞動基準法》，簡稱勞
基法，是中華民國最基礎的勞動法律，主要係「規定勞
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
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根據該法第 1 章第 1 條）。
民國 73 年（1984 年）7 月 30 日公布實施，現行修正版
本 2018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
勞基法適用於大部分的產業包括製造業但無明訂服務
業，勞基法主要內容，1.對勞動契約訂定與履行的規
範。.2.基本工資的法源依據及計算工資的說明。3.有關
工作時間及休息休假的規定。4.有關童工及女工的規
定。5.有關退休的規定。6.有關職業災害補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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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2. 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
所得之報酬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
日及例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基本工資的意義: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
勞僱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上開規定旨在
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維持其購買能力;對於工資在基
本工資數額邊緣的弱勢勞工，尤其重要。現行基本工
資每月為新台幣（以下同）2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
資調整為 150 元。
（※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
工資調整為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8 元）
前者係指按月計酬者，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
為 40 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系為約定按
「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勞 動 部 網 頁
https://www.mol.gov.tw/topic/3067/5990/5999/14482/
(108)
3.招標: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
標及限制性招標。本法所稱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
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本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以公
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
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
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
家廠商議價。
資料來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
4. 採購: 本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
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
僱傭等。
資料來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政府採購法第 2 條。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行的是訪談法，尤其是在報價單方
面，本研究方法訪談保全同業數家傳統的報價單，以進
行不同報價單方式的差異比較。

4-1 保全員任用標準
保全業法第 10-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保全人員。但其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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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前且

連同延長工作時間，1 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2、遇有緊

已擔任保全人員者，不在此限：

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1、未滿二十歲或逾七十歲。

14 小時。

2、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肅清煙毒條例、麻醉藥品
管理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貪污治罪條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洗錢防制法

資料來源:台北市勞動檢查處網站。https://lio.gov.taipei/
(109)

4-3 基本工資的調整

之罪，或刑法之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八十條、第一

台灣訂有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並根據這個辦法由勞

百八十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六

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由勞動部、勞方代表、資

條之一、第一百九十條、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妨害性

方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組成，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

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章、第二百七十一條至第二百七

決定隔年基本工資是否進行調整。

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百七十八條之
罪、妨害自由罪章、竊盜罪章、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

資 料 來 源 : 基 本 工 資 審 議 辦 法 。 law.moj.gov.tw ›

侵占罪章、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LawClass › LawSingle (109)_

章、贓物罪章之罪，經判決有罪，受刑之宣告。但受緩

4-4 保全員的薪資組成

刑宣告，或其刑經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

1.與保全員薪資息息相關的基本工資：如前所述保全員

受罰金宣告執行完畢，或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此限。

薪資的計算是由基本工資加上超時所計算得來的，所以

3、因故意犯前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逾六個月以上

只要基本工資變動，保全員的薪資就會跟著變動就是這

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一

樣來的，目前的基本工資為 23100 每月，明年 1 月又將

年。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調為 23800 每月，所以在舊合約期間，如果調整保全業

4、曾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者的壓力是很大的，因為無法像管委會要求調整價錢，

5、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認定為流氓或裁定交付感訓。但

差額只有自行吸收一途，這也是近年造成保全業者利潤

經撤銷流氓認定、裁定不付感訓處分確定者，不在此限。

極其微薄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目前在報價單裡頭，如果

保全業知悉所屬保全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加入因政府基本工資調整即隨同調整合約價格的字眼，

即予解職。

很難被管委會所接受，保全業者只能等待合約到期，調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保全業法第 10-1 條。

整報價的要求，也常常遭到管委會的質疑為何每年都在

「保全員的就業年齡，確認是否曾犯罪履歷，屬聘用保

調整價錢，主要的原因就在因為近年基本工資，幾乎每

全員的限制條件，也直接涉及聘用薪資之報價制度」

年都在調所造成的。

4-2 保全員的工作時數

2.另外一個很難調價的原因:業者習慣把利潤含在報價
中，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保全業者的報價極為混亂，

1.保全人員屬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經中央主管

容易讓管委會造成錯覺，因為也有人願意以低價來搶標，

機關監視性工作者，依法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

管委會會認為報價較高，你的利潤一定比較高，因為也

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

有人願意用低價來接案，所以如果每年都在進行調價，

核備，不受同法相關規定之限制。

其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2. 依臺北巿政府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府勞職字第
10440165800 號令修正發布，自 105 年 1 月 1 日實施之
「臺北市政府核備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約定書
審查基準暨工作時間一覽表」規定，一般大樓保全人員
屬第 3 類巿府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核定工作者，其工作
時間限制為「1、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

3.另外一個原因:管委會會很自然的把保全業的品質與
調價劃上等號，會認為你們的品質那麼差，有什麼理由
來要求調價錢呢？這樣的確會讓業者陷入兩難的境界，
提供好的服務給客戶是應當的，本無任何的爭議，除非
業者自知品質不好放棄接案，否則勉強接案，很容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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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陷入經營風險，因為業者為了有適當的利潤勢必要
調低保全員的薪資，這樣的做法如果低於法定計算的工

說明:
1.

資，變成業者短付工資給保全員，而造成勞資爭議，讓

每位保全員每月上班時數 288h/每月，應計薪資
34072 元/每月

勞動局介入調查，甚至於有違法事實還要遭到罰款，從

2.

廠商隱含管理利潤 10%。

長期來看會傷到企業的根基不值得鼓勵。

3.

實務上保全員薪資、投保額、管理利潤皆不揭示，
各家報價極為凌亂。

表 1 保全員每月工資計算表
適用

有簽署勞基法 84-1 條約定書，並經勞動局核備

4.

以上報價為除稅價。

4-6 保全員薪資與合約的關係

的保全公司員工。
法定工資

23100/每月 (2019.1.1.)

現行的報價多採行人頭報價的方式，報價內會註明

核准工時

240H/每月=20 天/每月

每位人數的單價，每位人數的單價也會註明執勤時數、

84-1 條 核

288H/每 月 =24 天 /每 月

然後將包括本薪、加班費、管理利潤均含在報價裡邊。

准工時上

(詳表 2)

限
每月法定

表 3 傳統保全報價單案例

=(8hX5 日 X52 週 )/12 月 ＝ 174 小 時
選

正常工時

規格

數

人
數

240h 應領

23100+（ 23100/240)X(240 -174）

樣

量

工資

=29452.5 元

公

(哨)

288h 應領

23100+（ 23100/240)X(288 -240）=34072

司

工資

元

A公

(24h)全

司

年無休

資料來源:本研究制作。

4-5 傳統保全服務報價及固定收管理費利潤的報
價比較
表 2 傳統保全服務報價方式
項

規格

目

數量

人

(哨)

數

單價

複價(除

B

(24h)全

公

年無休

備註

稅)

C

(24h)全

公

年無休

D公

(24h)全

保

6-7

司

年無休

全

班

年無休

夜

(12h)全

班

年無休

1.5

44300

66450

(24h)全

代班

公

年無休

保

6-7

司

全

班

F

(24h)全

每月

公

年無休

代班

司

全

(24h)全

天

年無休

1

44300

3 44300

66450

132900

2

6

47500

285000

含制服、勞
健保、年終

2

6

56000

336000

含制服、勞
健保、年終

2

6

43000

258000

含制服、勞
健保、年終

2

6

47039

含制服、勞

獎金
2

6

43000

258000

含制服、勞
健保、年終
獎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制作。

全

班

說明:
1.

282238

健保、年終

6-7

64

含制服、勞
健保、年終

保

資料來源:本研究制作。

248700

獎金
E

1.5

41450

獎金

每月

1

6

獎金

代班

班

1

備註

稅)

司

司

(12h)全

複價(除

獎金

每月

日

2

單價

無法知道保全員實領薪資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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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同行都這樣作談不上什麼優點，缺點為基本工資

無法知道保全員投保額為多少？

2.

表 4 收固定管理利潤之報價方式

一調時，因為合約尚未到期，將會侵蝕原來的利潤。
最大的缺點為，在每年續約需要調整價錢時，都覺得

項

規

數量

人

目

格

(哨)

數

日

(24

班

單價

複價

備註

很難談。因為管委會都會覺得去年才剛調整價錢，為什
每人每月

麼今年又要調整？如果說是因為保全員成本上升，管委

h)

上 20 天

會會追問那薪資調整後是多少，公司的利潤是多少？對

保

全

月休 10-11

於原來的報價方式有很大的衝擊。

全

年

天

B.公司保全處督導

無

月薪

問:貴公司保全服務的報價方式如何？

休

32449 投

答:採人頭報價方式，就是把所有成本及利潤均含在其

保額 5906

中，主要利潤來源來自機動人員的報價，例如 24 小時

含稅 5%

一哨保全的人頭報價為 3 個人，扣掉日夜正班 2 個人以

2

6 40273

241638

制

外，日夜機動人員的成本不到 1 個人，其差額即是保全

服,

公司的利潤來源。

特

問:這種報價方式有什麼優缺點？

休

答: 沒有概念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報價。

管

24163

10%

註: 接受訪談之公司報價皆為傳統人頭費的報價方

理

式。受訪人員亦無法表達公司為何採用傳統報價方式？

利

最主要原因，應該是約定俗成，因為大部分市場的公司

潤

皆採這種方式報價。其他其它受訪談人員，回答大致相

報

265801

價

同，為節省篇幅，不再贅述。

五、結果與討論

(除
這幾年由於勞基法的修法改為一例一休，隱含每週

稅)
資料來源:本研究制作。
說明：
1.

2.

4-7

均有標準工時，且基本工資幾乎年年在調，保全公司報
價成本也幾乎每年上漲，如要保持原有之利潤水準，幾
乎報價也要每年也調整才有可能保持，但調整的幅度要

這種報價方式，表示的人員報價均為真實的成本，

怎麼設計，已造成公司與管委會之間很大的矛盾，管委

包含名目薪資及勞健退的成本，並無隱含利潤在內。

會逐漸對公司產生不信任感，反而讓公司的調價並不順

但保全員薪資完全合乎法令的要求，且是透明的。

利，管委會反而會站在保障員工薪資福利的角度來看這

保全公司收固定的利潤，不受其他因素影響。

件事情，總認為公司調價，員工並沒有相對的得到應有

訪談紀錄

的福利，這一再證明傳統的報價方式有極大的缺陷，不
宜繼續採用。然至今仍然沒有改變的主要原因，從訪談

A.公司營業處經理
問:貴公司保全服務的報價方式如何？

中得知應是相沿成習所造成的。
反而採用固定的管理費利潤報價方式，員工的薪資

答:本公司就是採用傳統的報價方式，把相關的成本

福利是透明的，公司也不必有所顧忌，儘管基本工資調

及公司所需要的利潤一併考慮在內。同時也參考同行

漲，我們更可忠實反映應調的數字，管委會認為員工也

對每一個員額的報價為多少。因為考慮到公司市場的定

得到他們應得的薪資福利，調價的抗性比較少，另外管

位，保全員服務的定價很難拉得特別高。

理費利潤是經由雙方彼此約定的，這方面比較是雙方在

問:這種報價方式有什麼優缺點？

議價的地方，有賴物業保全業者的表現，及雙方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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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及管委會的財務等相關因素，綜和考量來決定調價

5-2 保全員的績效管理問題

的幅度。
另外，建議政府為了維持公平交易及保障員工權益，
應該明訂物業保全業者的報價方式，以保障及維持市場
的公平交易，淘汰不良之業者，讓市場回歸重視品質的
良性循環。
這幾年公部門已逐漸釋出物業管理標案，且多採用
有利標，是最重大的變革，且明定管理費及利潤的百分
比，政府主要著眼點也在於能夠保障員工的薪資福利，
及給業者有合理的報酬，這樣子對任何一方而言都是有
利的，相信將來會逐漸影響到管委會及業者的定價方
式。
另外，建議政府為了維持公平交易，應該明訂保全
業者的管理費利潤為多少，以保障及維持市場的公平交
易，淘汰不良之業者，讓市場回歸重視品質的良性循
環。

保全員的績效在保全公司續約時經常被提起，這也
是許多保全公司在續約時必須面對的，但這通常是平時
就要關注的問題，也要讓員工知道提供好的品質給管委
會是應當而且合理的，否則任一管委會對保全員的調整
薪資皆會有所意見的，雖然法律對保全員的薪資是有保
障的，對績效不好的保全員及公司也只有靠考核制度來
汰換，通常保全員最容易患的毛病，例如，滑手機，服
務禮貌不周到，專業不足，執勤時幾乎都坐在位子上等
都是，當然由於保全員人力供應不足，造成招募之人員
素質低落，必需增加管理人員及成本及更多的教育訓練，
對保全公司而言這是必須的，也一再證明沒有合理的利
潤，一味的殺價競爭，一定會影響到保全公司的生存，
這是所有保全業者必須面對的挑戰。

5-3 保全員的教育訓練

這幾年公部門已逐漸釋出物業管理標案(含保全)，

上一節提到保全員的績效與報價息息相關，但這有

且多採用有利標，是重大的變革，且明定管理費及利潤

賴保全員的教育訓練以及管理，尤其教育訓練更是重要，

的百分比，政府主要著眼點也在於能夠保障員工的薪資

法令規定保全員每個月需接受 4 小時的在職訓練，但保

福利，及給業者有合理的報酬，這樣子對任何一方而言

全員分散在各地，如果用人對人的教育訓練方式，所耗

都是有利的，相信將來會逐漸影響到業者的定價方式。

費的時間及成本也相對十分可觀，人對人的教育訓練只

5-1 績優獎金及年終獎金的設計
績優獎金的設計可以與年終獎金的發放合併一起

能夠採行重點實施，可以採用線上的訓練方式來彌補不
足，及得到同樣的效果。

六、 結論與建議

設計，所謂績優的標準。，可以用分數來表達。例如：
評分分為 0.5-1，由管委會來評分，評 0.5 分者為半個月
之年終獎金，評 1 分者為 1 個月之年終獎金。
目前的報價方式並未包含員工的年終獎金，且在實
務上保全公司年終獎金，通常會視公司的盈餘狀況而定，
但通常金額也並不高，只是象徵性的數字而已。多賴管
委會，在每年過年前額外支付現場服務人員獎金，而形
成慣例，有的則有住戶憑個人交情， 隨喜支付給現場
服務人員，看起來比較沒有規範，建議可反映在報價裡
頭，讓其制度化運作。
通常年終獎金的行情為一個月，實施這種制度的前
提是，無需隨個人的喜好給予獎金或者是有些住戶也不
見得有意願去支付這些年終獎金，這樣子是很混亂的，
也會造成沒給獎金人的住戶負擔，最好的辦法還是讓他
制度化，由管委會來客觀的評核及納入報價裡，這樣子
是比較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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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服務報價制度因為所需要的利潤經含在報價
當中，在過去基本工資比較穩定時期，並無太大的問題，
也無人採行其他報價方式，究其主要原因在原來之人頭
費報價制度已行之多年，在過去的時代，並無太大衝擊，
所以不會有人去採行其他的報價制度， 但近年由於基
本工資的調整頻繁，考驗了這種報價制度優劣性，傳統
的報價制度遭到不少的衝擊。
本文的論點採用以收管理費的報價制度應該是一
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保全公司必須要憑藉服務的實力
及口碑來爭取業務，因為保全員的薪資已經趨向透明，
而且在社會普遍重視基層勞工的薪資福利環境下，保全
公司採取收固定服務費的報價方式，或許是一個比較好
的解決方法。

參考文獻
1.

郭志裕(2011)。當前保全業相關問題之探討。第四

物業管理學報二○二○年春季號第十一卷第一期頁 61-67

2.

3.
4.

屆警學與安全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2011，台北
市。
陳景照(2019)。保全公司聘僱保全人員必要人事成
本之研究。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系碩士論
文，新北市。
林柏任(2014)。基本工資對受僱勞工的影響分析。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系碩士論文，桃園市。
謝念億(2015)。基本工資調整對薪資之影響分析：
以台灣製造業及服務業為例。國立中央大學企管系
碩士論文，桃園市。

67

三、年度活動與出版
本學會每年舉辦、參與、與召開以下各類活動：
1.

研討會：每年舉行「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提供會員發表研究成果與交流的平台（迄今已舉辦十二

一、創會背景與宗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成立（台內
社字第 0950016503 號）
，2018 年法院社團法人登記﹔
目的在於達成落實物業管理學術研究、建立法制與專業
服務的社會任務，以兼顧建築硬體設施及軟體內涵的品
質，提升實質環境品質與增進生活水準。我國政府相繼
於 1991 年 12 月頒佈《保全業法》
、1995 年 6 月頒佈《公
寓大樓管理條例》
，並於 2004 年 9 月召開「全國服務業
發展會議」、通過《物業管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
案》，加速推展建立物業管理法制，促使民間團體更蓬
勃地成立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國外知名物業管理公
司選擇進入台灣各行各業的物業管理市場、及公私立大
專院校陸續設立物業管理專業相關科系所。此時代背景
促成了本學會之創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的創會宗旨有四：一、落實物業
管理的教學、研究與發展。二、健全物業管理的法制與
產業環境。三、協助物業管理業界的良好經營環境。四、
進行國際交流、促進產業國際化。物業管理之服務範疇
有三類：一、建築物與環境之使用維護服務（清潔、保
全、消防檢修、公共安全檢查、附屬設施設備等）
，二、
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物業代辦及諮詢、事務管理）、
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照顧服務、褓姆、宅配物流）
、
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三、資產管理服務（不動
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投資管理等）
。

二、學會組織

屆）。學會配合時勢不定期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
「台日建築物外牆磁磚診斷與更新工法」）
；或與其他學
會、機構共同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與東京都物業
管理機構主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與論文發表會」
。
2.

記者會／座談會：學會配合重大社會事件，不定期

舉辦記者會（如 2014、2015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
會）與座談會（如學會協助管委員進行公設點交之可行
性座談會、課程規劃座談會、法令與證照制度座談會）
。
3.

國際交流：本學會與中國「現代物業雜誌社」、英

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人
協會（CIH）、日本設施管理推進協進會（JFMA）、韓
國設施管理協會（KFMA）不定期舉行互訪與交流，並
安排優質物業管理案例參訪。
4.

專業人員培訓班：：本學會為營建署認可之培訓講

習機構，2009 年起不定期開辦「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
員培訓講習班」（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
員、設備安全管理人員；已開辦 41 期、培訓千人以上）
。
此外，本學會自 2016 年起開辦進階之「物業管理經理
人精業培訓班」，培養稱職的物業管理案場主管人才；
通過學術科專業職能考核者，獲頒檢定合格證書（已開
辦四期，培訓 80 人）
。
5.

出版品：本學會定期出版《物業管理學報》（2010

年春季創刊，每年二期，最新一期為第九卷第二期）、
電子報（雙周刊，2012.1 迄今）
、歷年「物業管理研究
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及不定期出版專書（如「物業管

學會會務由理監事會負責推展，其下設置理事長、
秘書長與四個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國際
交流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創會第一屆理事長為黃南淵
先生；第二、三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四屆理事長
為周世璋先生；第五、六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七
屆（現任）理事長為杜功仁先生。

理名詞彙編（2008.10）
」
。
6.

研究與顧問專案：本學會接受公部門的委託（內政

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地方政府等），執行物業管理
相關專題研究計畫；並接受民間企業的委託，提供特定
專案之物業管理專業顧問服務（如企業總部大樓物業管
理籌備期顧問服務；建設公司、專案管理公司、建築師
之物業管理前期顧問服務）。

組織架構圖

理事會

學術委員會

四、學會通訊

會員委員會

會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01 室

理事長
國際交流委員會

網站：http://tipm.org.tw；E-mail：service@tipm.org.tw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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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531-3162；傳真：02-2531-3102

財務委員會

Taiwan Institut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1. Background and Missions
TIPM was founded in January, 2006, with the intent
to achieve the social missions of conduc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researche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PM lega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life is advanced. The
Government has proclaimed the ‘Security Industry Act’ in
1991, ‘Apartment and Mansion Management Ordinance’
in 1995, and has held the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Conference’ in 2004, and approved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Creed’. Man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chose
to enter the industry;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initiated
PM departments or programs. The above background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of TIPM.
The goals of TIPM are: (1) to advance th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PM; (2) to establish proper
legal system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for PM; (3) to
assist the PM industry in fostering a health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4) to achie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M industry by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scopes of the PM are defin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1)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cleaning, security, fire safety
inspe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ystems); (2) facility service management (service
administration, shared facility services, housekeeping
agents, community empowering); and (3) real estate
management (real estate strategies and consultancy, lease
management, purchase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operation).

2. TIPM’s Organization
TIPM tasks are govern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der which are the President, Secretariat, and four
committees: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ship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Affair Committee,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Mr. Huang, Nan-Yua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Mr. Huang, Shyh-Meng was the second and third
President; Mr. Chou, Shih-Tsang was the fourth President;
Mr. Huang, Shyh-Meng was the fifth and is the sixth
President; and Mr. Tu, Kung-Jen is the seventh (current)
President.

3. TIPM’s Activitie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IPM host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nnually for its
members and provides PM professional services:
1. Colloquium and conferences: TIPM hold the
Colloquium annually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publish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academic exchange.
TIPM will also host conferences on various theme (such
as ‘Building Envelope Diagnosis and Renovation
Conference’); or hold conferences jointl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hosting the Distinctive Dissertation
Award with the Tokyo Property Management Co.).
2. Press conferences and symposiums: TIPM hosts
press conferences annually to provide policy advices to
the public sector in order to solve emerging PM problems.
TIPM also hosts symposiums on various topics and invi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to exchange viewpoints.
3. International affairs: TIPM has frequent exchanges
and visits with foreign PM relate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such Modern Property Management Magazine from China,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CIH), Japanese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JFMA), and Korea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FMA). Building tours with
excellent PM services were arranged for TIPM members.
4.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s: Recogn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 Planning Agency as a qualified
training institution, TIPM offers the ‘Condominium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 (three types of training
sessions: administrative manager, fire safety facility
manager, and equipment safety manager) since 2009. In
addition, TIPM offers advanced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and competent
on-site PM managers since 2016.
5. Publications: TIPM has offered four types of
publication over the years: (1)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launched in spring 2010, two issues
annually); (2) e-Newsletter (biweekly PM electronic news
since 2012.1); (3) Proceedings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oquium over the years since 2007; (4) Books (such as
‘Property Management Glossary’ and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Management’ course book).
6. Research projects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TIPM
conducts PM related research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al agencies. In addition, TIPM provides
PM professional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the enterprises,
developers, PCM, and architects.

4. TIPM’s Contact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hart
Academic Committee

Board of
Directors

Membership Committe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ffair Committee

Secretariat
Financial Committee

Address: Rm. 801, 8F., No. 86, Sect. 1, Nan-Jing E. Rd.,
Taipei, Taiwan, 104
Tel: +886-2-2531-3162
Fax: +886-2-2531-3102
Website: http://tipm.org.tw E-mail: 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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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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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
要求再審委員處再審

不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通知投稿者最終決議結果

送至第三位委
員做審查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求一
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原審
查員再審，再審時間為兩週

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並決議是否出版

編輯、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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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實務應用論文審稿流程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下載「學報論文格式樣版」
，根據相關規定進行投稿論文之版面編輯
將填妥之「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期刊主編審閱投稿實務應用論文之品質，以決定接受稿件或退稿。若接受
稿件則就該論文主題，選出一位相關領域之專門委員。

專門委員推薦二位具備資格之審查委員
（可包含專門委員）

發送論文稿件給一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
（論文初審時間為一個月）

依據學報論文審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處理

審查委員偏正面意見

通過

審查委員偏負面意見

修正後通過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
求一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拒絕

經主編評估
委員意見

不同意刊登

通知投稿者最終決議結果

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並決議是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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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
求一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原審
查員再審，再審時間為兩週

由主編確認修改內容

同意刊登

修改後再審

物業管理學報 二○二○年春季號 第十一卷第一期

「物業管理學報」投稿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資料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中文

關鍵字

英文

作者資料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姓名

單位

職稱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備紙填寫）

□ 一、「學術研究」論文：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
論文類型 景、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
（請勾選） □ 二、
「實務應用」論文：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術等，
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
□
□
研究領域 □
（請勾選） □
□
□
□

第一作者
聯絡方式
著作權

建築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不動產管理
物業財務管理
溝通技巧
使用者環境需求
領導與人力資源管理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
□
□
□
□
□
□
□

自動化與資訊科技
永續發展與實務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物業管理資訊科技之模型與模擬
最佳物業採購實務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其他

地址
電話

E-Mail

本人同意將本論文授權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印行
出版。本論文內容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
宣傳之行為本人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一作者
簽名處

論文是否投 □ 完全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稿其它刊物 □ 未曾投稿其他刊物
報名手續

□ 部分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
同投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規定）
、一
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與刊登
本期學報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
費用

第一作者
同意簽名處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填寫欄（投稿者免填）
論文編號

受稿日期

編審會委員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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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
二○一三年 秋季號

第四卷第二期

宗旨
Aim

研究領域與主題
Focus and scope

「物業管理」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與專業，專為物業所有權人及使用者提供建築設施之經營
管理與服務。「物業管理學報」之出版目標在於刊載物業管理相關之科學理論、技術、與
實務；透過學術與實務研究成果之發表，希望能促進物業管理領域中創新管理理論、研究
成果、理念、經驗、與知識等之傳播，並促使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
本期刊論文所涵蓋的物業管理相關研究領域與主題有：
建築設施之維修與管理

永續建築與實務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

領導與溝通技巧

物業財務管理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物業專案規劃與管理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自動化與電腦資訊系統

物業採購

物業管理實務與個案研究

高齡物業服務與管理

其他
投稿須知
Author guidelines

論文類型：本期刊將刊載「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等二類之論文。「學術研究」論文
指的是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
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實務應用」論
文指的則是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術等，進行解
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論文內容：投稿論文之主題應屬於上述研究範疇與主題類型之一。投稿稿件需為未曾以相
同之內容、型式、或語言，投稿至或刊載於其他任何期刊之論文。投稿稿件所使用的主要
語言應為中文或英文。每篇論文之字數或篇幅以不超過 8000 字或 10 頁為原則。
論文格式：投稿論文之格式請參照「物業管理學報」既定之「學報論文樣版格式」相關規
定（請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 http://tipm.org.tw/CallforPapers3.html 下載格式檔案）
，
進行論文之撰寫與編排。
投稿手續：欲投稿者請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http://tipm.org.tw/CallforPapers3.html）
，下載
『投稿須知』、『報名表』及『論文格式樣版』
。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同投稿論文檔
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規定）
、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與刊登費用：本期學報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
著作權授權：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物業管理學報刊登後，即同意
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
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論文審查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審查委員：期刊主編將先針對投稿論文主題進行初步審查。若係屬本期刊所涵蓋之研究領
域，期刊主編將從編審會中選定一位專門委員，並委由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有資格之審查
委員進行審稿。在獲得審查委員之確認與同意後，本期刊將提供不具名及所屬機構名稱之
「審查版論文稿件」檔案給予二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之初審與複審。論文稿件之審
查重點包括論文之原創性、發展性、實用性、易讀性、嚴謹度、研究品質、與論文格式。
論文審查：每位審查委員審查一篇論文的可能結果有四種－：通過、略加修正不必再審、
修改後再審、或不通過。若兩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嚴重相左，則委由第三位審查委員進
行審查；論文最終審查結果由主編依據審查委員意見通知投稿者。
出刊程序：由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決議是否出版。
出刊：本學報為半年刊，預計每年 3 月、9 月各出刊一期，稿件以隨到隨審為原則。自投
稿至評審完畢作業時間約三至六個月，依審查委員之審查進度為準。

聯絡處
Contact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http://tipm.org.tw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