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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彥安

本會於民國 106 年 3 月 28 日假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當天會員出席情況十分踴躍，會中除了通過議
案外，焦點更在理監事的改選。經過會員投下神聖之一票後，由黃然教授獲得最高票，並獲選為第十三屆理事長。
黃理事長為美國德州大學土木系碩博士、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學士，並為成大土木系傑出系友；經歷臺灣海洋大學河工系教授、
圖書館館長、總務長、學務長及大同大學設計學院設計科學博士班教授、進修推廣部主任、國立空中大學基隆學習中心主任、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台灣混凝土學會榮譽理事長、土木水利學會既有混凝土結構修復補強小組召集人、基隆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委員、營建署寬頻管道建置及推動審議委員，臺灣區營造同業公會顧問。黃理事長並發表多篇學術期刊論文，研究聲
譽卓著，且工程實務經驗更是豐富，此次當選新一任理事長，著實為實至名歸！
黃理事長期許本會除了在既有的業務上應持續推動，包含：一般鑑定事項、
建築物耐震補強評估及補強、建造執照有關特殊結構審查等；同時要進一步
「整合」本會現有別於其他專業團體不同的特色---「會員包含全國不同類別
之專業人士，如：建築師、工程師、教授、各公私立機關工程主管、各類技
師、律師、會計師」等，擴展新形態、符合社會新趨勢的業務，例如：「都
市更新審查評估業務、綠建築審查評估業務、企業專案管理推動業務」等，
以遂行替學會「開源」之任務，並符合國家社會對於本會之期待;也期望新血
會員的加入更能鞏固學會的陣容，106 年度新進個人會員計 16 名，團體會員
計一單位，以強盛的團隊力量發展多元文化之經營，努力邁進！也鼓勵各位
會員將業務帶回本會，使本會更加茁壯。
另一方面，本會將加強聯繫各友會及配合辦理各項營建相關學術與技術結合之專題演講及座談會外，擬致力加強服務功能與服
務品質,全力配合政府政策拓展，為促進經濟繁榮而努力。
黃理事長對於會員的福利十分關心，甫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16 日辦理會員年度旅遊---兩天一夜雪見之旅，聯誼會員感情，黃
理事長也期許每年都能辦理更好的會員旅遊，加深本會之向心力！

專業專刊

張國禎 博士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在八月下旬的一場演講會上宣示，將加強都市更新各項相關配套措施並配合法令頒布，來實現新政府上台
以來一直強調的居住正義，並將透過三大面向來推動：
一、強化都市更新效能，將透過下列手段來執行。
二、興辦 20 萬戶社會住宅，包含：
三、健全住宅租賃市場，

A、加強公辦都更、B、強化民間自辦、C、提升都更信任

A、政府直接興建、B、運用市場空屋、C、注重社區品質

A、訂立租賃專法、B、活絡租賃產業、C、加強租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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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台屋齡 30 年以上老計有屋齡 30 年以上老屋 384 萬戶亟

待更新。10 年後屋齡 30 年

以上老屋增至 596.9 萬戶，20 年後增至 739.7 萬戶。依目前公有建

築物耐震評估經驗估算，4、

5 層樓未能符合耐震標準約 3.4 萬棟。
都市更新法令架構

95~105 年全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437 案；
每年平均 40 案，每案預估 50 戶，每年僅約
2,000 戶，與需都更戶數相比差異甚大。預計
未來 30 年內約 739.7 萬戶之老舊建物倘全面
更新，每年需執行 25 萬戶建物重建，約推動
5,000 件之都更案。都市更新的量能亟待提升。

都市更新條例頒布實施以來，相關議題煩雜，
實施進度緩慢主要問題諸如民眾錯誤期待、審
議程序冗長、公權力未彰顯、公辦能量不足、多由建商實施、違憲條文待解、自主更新不易、弱勢戶需協助等等；近年來多次
地震造成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害，讓都市更新議題提早搬上檯面。「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就是在這樣的環
境下產生了。106 年 8 月內政部更相繼推出了相關子法；
1、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施行細則
2、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3、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4、直轄市縣（市）合法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異議鑑定小組設置辦法
5、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
然而上述配套措施只是在母法「都市更新條例」尚未修正前的應急措施，都市更新條例在 87 年 11 月 11 日公布施行；歷經 8
次修正，現行條文計 67 條。第 9 次修正自 101 年因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及 102 年部分條文經大法官宣告違憲，至上屆委員任期
未完成。內政部依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政策方向，重新檢討修正，研修期間召開 4 場公聽會、4 次跨會協商，提出第 9 次修正草
案，已於 106 年 5 月 16 日送行政院審查中。
目前行政院版的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方向在讓：
1、容積獎勵標準明確化：
由中央統一訂定建築容積獎勵項目、額度、計算方式及申請條件。位於迅行或策略性更新地區之更新案，授權地方政府
另定適度提高建蔽率及建築高度之標準。
2、擴大稅賦減免範圍：
更新前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築物，其房屋稅得減半徵收至第一次移轉前，並以十年為限。•增加因協議合建移轉土
地予實施者部分，其土地增值稅得減徵 40％。
3、修正權利價值鑑價規定：
由現行實施者選定 3 家鑑價機構查估，修正為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選定，無法共同選定時，則其中一家由主管
機關建立之名單中公開、隨機選定，以確保鑑價之公正性。
4、強化與都市計畫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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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劃定應併同提出都市更新計畫，依都市計畫程序徵詢民眾意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須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民間自劃更新單元，仍須有建物不符都市機能或妨礙公共安全、交通、衛生等情事。
5、落實程序正義：
明定事業概要須經都市更新審議會實質審議通過始予核准。明定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
除已無爭議外，應舉行聽證。
6、取消代為徵收機制：
刪除得由實施者申請主管機關徵收不同意戶後讓售予實施者之規定，以保障民眾權益。
7、精進代拆機制：
增訂實施者請求主管機關代拆前應先協調，再由主管機關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依法提請行政救濟後，由主管機關據
以執行。
8、簡明都更程序：
明定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者，得免聽證。全體同意者，得簡化作業程序。擴大得簡易變更程序之適用範圍。§
9、擴大政府主導能量：
增訂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構）均得公開評選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得設專責法人
機構，協助推動都市更新業務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10、建立公開評選機制
建立完備之公開評選機制，委託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協助政府實施都市更新。
11、公地公辦：
為避免以小吃大之疑慮，明定公有土地達一定規模者，應由政府主導辦理。
12、協助危險建物更新
明定主管機關應將危險建築物迅行劃定為更新地區，以加速重建。
13、提高同意門檻：
事業概要由現行 1/10 提高至 1/2。提高事業計畫及增訂權利變換計畫同意門檻。
14、擴大金融參與，提升財務計畫可行性：
利用都更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協助自主都更案籌措實施經費。放寛金融機構都更建築融資限制。
15、保障民眾權益，提供法律扶助：
明定經濟或社會弱勢戶，因更新致無屋可居住者，應由政府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之協助。明定主管機關對於無資力
者，應主動協助申（聲）請法律扶助。
今年以來台北市的永春都更案再次遭遇重大挫折，都更業者無不縮手觀望,導致建築業景氣低迷，火車頭工業蕭條，全民反成
最大受害者，但望政府積極推動都更修法，讓經濟復甦，全民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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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專技人員晉升管理經理人最佳選擇
田 圃
筆者從學校畢業後任職於營建工程界逾 20 年，雖在專技領域因經驗的傳承與累積，愈發成熟得心應手，但隱然有匱乏之
感。職場中隨著營建工程的進步推演，工程管理範疇僅依循經驗法則處理，在完全沒有學理作為規範憑據下，對於管理經理人
推展工程備感困擾，因此，雖已兩鬢斑白，個人深感進修充電的時機到了。
經過詳細的比較國內各大學院校就師資、教學內容、及學費後發現，大同大學工程學院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是一個適合的在
職進修選擇。該班在民國 104 年即已取得 IEET 工程教育認證，而能與國際接軌。大同大學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為提升各領
域的專業管理人員知能，招收各種理工背景學生，工學士、理學士、農學士畢業，一年以上工程方面相關工作經驗皆可報名，
而非理、工、農學士學位者只要有一年以上工程相關工作經驗並經招生委員核可也可報名；若以同等學力（含專科畢：二專、
三專、五專或大學肄業）報考者，入學後只需加修二門課，不必唸二技就可直接報考研究所。該班課程都安排於週一至週五晚
上及週六，以方便在職人士進修。
大同大學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教學內容更能契合營建產業工程管理需求開課，並由工程學院、經營學院及業界資深教授共同
組成完整師資，例如黃然教授開授工程物料及運籌管理、契約管理與爭議處理，翁在龍教授開授工程計劃評核與管理、工程管
理九大領域，林世堂博士開授專案工程財務規劃與管理、創新材料與資源管理；課程內容直接切入實務重點，讓同學們受益匪
淺。
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更設有專任導師，協助同學各種行政事務，並由退休資深教授志工輔導課業與論文，對於在職專班
學生來講產生莫大的協助，白天上班晚上或假日還可至研究室向教授請益解惑。
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每學期配合課程辦理各式活動，刺激學生求知慾望並且接收到營建科技業最新資訊。例如：
一、工程管理講座：聘請業界專家演講提供最新資訊。
二、論文研討發表：鼓勵學生參與論文發表，參加跨校學術研討會提升學術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報告經驗，並有註冊費及期刊刊
登費之補助。
三、專題討論發表：由資深教授群共同指導，提升學生論文寫作能力。
四、校外教學參訪：為求學術與實務驗證安排參訪以瞭解企業、公司、工廠之管理模式，並舉行座談會交換心得；每學年舉辦
一次。
該班的費用部分更加優惠，修課期間只按實際修課學分收取學分費，不另收學雜費，想就讀的同學們可依照自己經濟能力
與時間，先修學分待入學後即可抵免。筆者在考取當年暑假就參加暑期選修，入學即可抵免學分，在學期間承蒙諸位授課教授
暨資深教授志工輔導鼓勵下，如期完成論文取得學位，並將所學用於職場，在學術磐石上更加充滿信心推展工程業務。
大同大學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其教育目標為：
一、知能傳承：傳授工程與相關管理知識，培養創新能力與持續學習習慣。
二、國際視野：提升外語能力，增進對國際事務脈動之瞭解。
三、團隊合作：培養具備跨領域專案管理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習慣。
四、倫理人文：培養正確的工程倫理與社會責任。
為達成上述教育目標所制定之核心能力為：

一、
二、
三、
四、

經營策略與管理能力。
創新永續發展能力。
表達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提升企業倫理素養。

筆者藉由貴刊一隅，將這份難得的經驗與豐滿的收穫，與各位營建工程業界先進和伙伴們分享，期望有進修需求的同業再次走
進校園，將營建專技工程師提升為營建管理經理人，共同成為營建工程的先鋒。
[註]:
1.報考條件及報名時間(大約 2 月)依大同大學招生簡章為準。
2.修課安排及收費標準依大同大學規定為準。
3.大同大學招生資訊網站 http://recruit.ttu.edu.tw/graduate/announcement9.php
4. 工程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資訊網址: http://coe.ttu.edu.tw/files/11-1021-26.php?Lang=zh-tw
聯絡人: 邱聖媛小姐

電話:(02)2182-2928 #6350

Mail: sychiu@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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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花絮

105 學年校外參訪活動啟程

105 學年台電林口火力發電廠參訪

105 學年互助營造映象太和預鑄工法及 104 學年南星顏料自動化管理參訪引進德國
材料運籌管理參訪

自動化設備製程原料庫存品質管理

交流園地

陳文榮
七年前阿輝來開藥局時，我常去取藥，因為早年愛登山，空閒時常聊登山的故事。相同興趣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他也成
為我醫藥的諮詢的友人。
阿輝對病患服務很熱心，解說用藥很詳盡，對阿伯阿婆更具耐心，獲得病患的信賴，業績穩定下來。
今天黃昏去他的藥局買成藥。阿輝突然告訴我：
「決定把藥局頂出去，我想辦退休，好多想做的事情沒時間去做。」
「你慎重考慮過嗎？」
「當然，頂給常來幫我忙的同學。」
問阿輝怎麼突然決定提早退休？
他說藥局必須走八個台階才能走到店裡，對殘障者很不方便。坐電動或輪椅來的病友，處方箋無法拿進來。他要親自出去
拿，配好藥再交給病友。
七年前好多年長的阿伯、阿婆都能自己走上來，過了七年他們不見了。有的往生，有的臥床，沒再出現過。他們都是令人
敬重懷念的長輩朋友。
阿輝把店門口的台階比喻為人生關卡，過不了關，就這樣結束人生的旅程，太不值得。
早年他是登高山的好手，七年來他沒有登過一次山，心裡卻是依然十分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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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看他打開電腦螢幕上 Google 地圖，瀏覽台灣高山的地形地貌，回味往昔悠遊於高山原始森林中，心靈澄明，無憂無慮，
逍遙自在的日子。

現在為了業績，多賺一點錢，捨棄自己的興趣，有朋友告訴他﹕
「賺錢不是人生唯一的目標。」
阿輝開始思索﹕你想這樣忙碌過日子嗎？銀行存款增加了，健康也亮起紅燈，工作時間長，每天超過十二小時，週休星期
日，再好的身體也會累垮。
阿輝太太已經退休，看他那麼辛苦，鼓勵他提早退休。兒女都長大成人，都可以獨立謀生，讓他退休生活無後顧之憂。
多重考量結果，確定提早退休的信念，更為堅決。他同學也瞭解藥局業績很穩定，只要認真經營一定不會虧損。
為了協助同學打好基礎，答應他每星期來上四天的班，等業績穩定下來，阿輝就不來幫忙了，真正的退休。
多年來夫妻各忙各的工作，難得有一起出國度假的機會。年輕時愛登山，妻子平時也上班，放假時留在家中照顧兒女，她從
來都沒抗議過。現在兒女長大了，應該多陪太太到風景名勝走走。
環島一周，嘗嘗各地的美食，是他太太多年來的心願。趁還能開車，退休一定要完成。當然他也可以再参加登山社，重新
回到山的懷抱，面對翠綠的群峰，實現多年的夢想。

雪 見 旅 遊 小記
學會於 106 年 11 月 15、16 日舉辦雪見、清新溫泉二日旅遊，在初秋未涼陽光充足的天氣裡，三部遊覽車載著會員及眷屬
浩浩蕩蕩輕旅行去，抵達大湖酒莊後換了黑頭小車十數輛，陣仗有如老大出巡，車內連線導覽介紹同步不漏，從二本松丸田砲
台、雪見遊客中心、林間步道、象鼻吊橋到士林水壩，走了點林蔭小徑、吸取了些樹與山的靈氣，聽到山嵐與峰的對應，在身
與心流竄不停，吸吐間洗滌、平靜；晚上入住清新溫泉飯店，舒適的用了豐盛的自助餐，饗以無敵百萬夜景，悠閒自在與好友
三五品茗閒走，快意生活。
不趕路程的晚起，到彩虹爺爺小村莊去問侯，繽紛的塗彩中偶有幾句小語頗逗：身體健康才是本錢、貌美如花、我們結婚
吧……會員們紛起童心，留影紀念。
苗栗功維彩虹隧道彷如一座城堡，據說是日據時代興建的紅磚隧道中最漂亮的一座，有鐵軌火車頭駐留，可以漫步隧道燈
光秀中遮陽吹風；最後一站柿餅果園，做個柿餅操動一動，巧遇柿餅阿姐是啟維會員的老部屬，打賞每人一支柿子冰解渴，行
程末了在宛如喜宴的餐宴中，喝足飯飽佐以慶生蛋糕的甜點互道下次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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