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住宅之三管：設計、營建及物業管理

黃世孟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台灣衛浴文化協會理事長

2019/12/13

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系列活動





推展社宅政策、提升營運績效

觀點：社宅全生命週期總成本

設計管理(建築師)

營建管理(營建業)

物業管理(物管業)

重點：營建政策應指導營運管理面



社會住宅全生命週期「三管」之定義

策劃 規劃 設計 施工 使用

再利用

維修

更新或拆除

上游 下游下游專業之物業管理

回饋上游之設計管理

設計管理 營建管理 物業管理

(前期)物業設計

建築生命週期
BLC(Building Life Cycle )



討論三管的先決條件

前提：住宅政策與社會住宅

服務對象是誰？

涉及「水準」與「管理」

設定「設計水準」結合「物業管理」

物管「服務水準」結合「資產營運」



入住對象資格、租期、租金與年收入所得

入住對象：依據住宅法規範資格，符合弱勢條件弱勢戶或所得條件一般戶

租期制度：租期有規範最長年限，租期制度：規範一般戶租期三年可延三年
最長六年，弱勢戶租期六年可延六年最長十二年

租金制度：租金採社宅區位鄰近租屋市場7至8折，租金包含每月管理費



規範空間混居與年收入所得條件

空間混居：弱勢戶30%以上與睦鄰戶+一般戶合計70%，採建築空間混居設計
收入所得：符合年所得50分位點以下收入者，政策%可控制社宅住戶流動率



壹、設計管理

空間尺度層級劃分

一、社宅區位

二、整棟住宅

三、住宅單元



一、社宅區位

都市規劃層次

(一)社宅導入新增人口須通檢整周邊公共設施

(二)社宅補充區位周邊不足的公共設施與服務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新北市政府
9.815戶

地方政府提報105-109年度預定興辦案件，資料時間:2018年5月22日統計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新北市社會住宅興建位置分布圖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林口選手村改成社會住宅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與服務之檢討

選手村從出售國民住宅改成為出租社會住宅，四區34棟建物，3408戶，引入
人口約一萬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公共服務水準之檢討
教育設施、長照設施、交通設施、等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調整與檢討

A+B
C

D
良福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翁祖模建築師

京陽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吳昌成建築師

敦泰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張清華建築師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國民小學：麗園、麗林、新林、南勢、頭湖..等基地周邊五所小學
國民中學：林口、崇林..等基地周邊二所中學
高級中學：林口..等基地周邊一所高中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台北市社會住宅興建位置分布圖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台北市政府
15,846戶

地方政府提報105-109年度預定興辦案件，資料時間:2018年5月22日統計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1200M

400M

800M

學齡人口概估：興闢1600戶概估每戶0.3人學童，學童總人數約480人？
教育設施：福德、成德、修德國小？瑠公、成德國中？永春高中？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福德國民小學，學校班級規模，一年級至六年級每年六班，特教班、資源班
各一班，合計38班學校規模



社宅區位空間與都市設施規劃

修德國小、成德國中，典型的校地毗鄰的獨立兩所公立學校，教育局、都發
局，應遠瞻毗鄰校園的整體規劃，提升都市計畫教育設施公共資產營運績效



大型社宅興闢兼顧調整都計公共設施

台北廣慈博愛園區社會住宅課題

考量學齡人口數與通檢教育設施

貢獻高齡人口充實社福設施服務



二、整棟住宅

基地規劃層次

(一)門廳空間用途結合智慧設備管理

(二)地下停車場空間與設備物業管理

(三)垃圾暫貯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空間



門廳空間用途結合智慧設備管理

社宅合宜公設比與無人服務智慧化門廳

導入郵購i Box服務、降低物業管理成本

導正社宅採民間公寓大廈門廳服務方式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門廳空間

出租
辦公室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郵件包裹設備

 問題：社宅住戶郵件及包裹，郵政人員遞交保全物管人員，分置入
信箱，已形成職業糾紛根源

 政策宣導：社宅各棟建築入口門廳的無人服務，將會是常態化。配
合門廳空間的智慧化，信箱區的配置位置與空間設計是關鍵要領



2
4

什麼是i郵箱？中華郵政提供顧客24小時全年無
休取/寄件服務之自動化智能櫃。

 結合中華郵政優質配送服務、手機、物聯網 IoT、雲端科技等，以
滿足電子商務時代用郵顧客最後一哩配送需求

 有效延伸郵局服務時間與據點，提升遞送效率降低作業成本，係
郵政轉型智慧物流之重要策略

105年
7月5日
開始布

建

智慧收發系統與設備



社宅設計結合物業管理
整棟住宅：保全服務哨

5-3-4 整棟住宅之主門廳規劃設計原則

5-3-4(5)無人服務智慧化門廳

社會住宅採用民間傳統保全哨站模式，服務住戶日常生活與設施維護。
考量未來台灣物業管理服務業大趨勢，被要求降低過高額物業管理費，

社會住宅設置保全服務哨站模式必會轉型或取消。
建議採主門廳之內外廳空間規劃設計理念與方法，

未雨綢繆導入智慧化設備與系統，
必要空間面積與配套設施

(譬如：設置智慧儲存櫃內容詳閱物業管理章)。

課題
仍比照民間公寓大廈門廳，設置保全服務櫃台服務模式？
需建置無人管理服務門廳，全面導入智慧化設備與系統？



地下停車場空間與設備之物業管理

汽車、機車、腳踏車、貨車與臨停車位

營運設備暫貯空間、居民租借儲藏空間



建築規劃設計規範：地下室停車場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

政策宣導：地下室或大公空間，規劃適量出租住戶儲藏空間
，考量住戶頻繁遷出入，留下大量家具設備必設置儲藏室



社宅設計結合物業管理
整棟住宅：地下停車場

5-2-4 停車場

5-2-4(1) 停車場需求條件：

從營運管理端提出物業管理需求條件：
委由社區社宅物業管理公司，或委由停車場專業廠商營運管理。
地下室停車場超過規範車位數，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要求，

必須設置(一進一出與雙車道)兩處出入口的停車場
委由停車場專業廠商營運管理
由社區社宅物業管理公司管理



垃圾暫貯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空間

垃圾場暫貯空間與設備之配置位置

垃圾場設備規模對應物管保潔服務



整棟住宅：垃圾暫貯空間(社宅設計結合物業管理)

5-2-5 垃圾暫貯空間

基地內「地面層」設置方式
地面層影響居住環境較小位置集中設置，考量垃圾收集車進出動線。

垃圾場周邊以格柵設施物或植栽適當圍蔽美化之，防止視覺影響及氣味污染，
並提供給排水設施與設備以利必要的清洗。

整棟住宅「地下層」設置方式
選擇位置應在地下室一樓，且儘量毗鄰垂直電梯口周邊為原則。

需估計總戶數每日每週人均產生垃圾量，規劃配置適當面積的垃圾暫貯空間，
包括垃圾冷藏暫貯設備、通風排氣管道、必要清洗設備以及垃圾分類暫貯空間。

納入政府日常垃圾收運系統，或委託民間垃圾收運服務
收運車進出地下室，須考量車型高度限制條件，

規範垃圾收運車動線及暫時停車位位置。



三、住宅單元

建築規劃層次

(一)空間類型與標準化、模矩化產業政策

(二)住宅單元標準配備之設備與家具設計



空間類型與標準化、模矩化產業政策

社宅政策兼顧提升公共建設協助產業發展

建築產業的標準化、模矩化、自動化產品



設計管理：住宅平面版型標準化
林口社宅：34棟建築、3408戶、27種平面圖，不可思疑出租型社宅
家具標配：提供家具種類與數量，規範尺寸與材料，社區配置備品室

房型分坪：提供弱勢族群、配合高齡者需求，改造足量戶數通用房型



認識房型空間設備：空間規模與標準配備

標示住宅單元房型及家具標配圖以利招募租戶作業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宅







政策與決策
社宅(特別是小)房型設計，同時結合家具設計或採購
社宅設計建築師必要了解，導入使用的過種家具尺寸



住宅單元標準配備之設備與家具設計

考量房型與家具適配對應之建築設計

設備項目與水準之設定結合維護管理



住宅單元：設備與家具之標準配備

主臥室、雙人室
設置標配固定式系統衣櫃（長150cm）

單人室
設置標配固定式系統衣櫃（長90cm）

儲藏室
住戶室內設置固定式系統儲藏櫃
（長90cm、寬60cm、高210cm）標
準配備。為滿足住戶多樣與額外儲
藏需求，社會住宅整棟公共空間內，
應規劃提供租用方式設計儲藏空間

社會住宅單元標準配備表

政策與決策
標配明細表：制定住宅單元房型別標準配備表
有配項目：提供空調機組、熱水器，床架無床墊、儲藏
櫥櫃.. 等

未配項目：不提供客、餐廳桌椅家具、床墊..等
整棟標配：是否提供洗衣機、出租式儲藏室..等



貳、營建管理

一、社會住宅落實多元興辦與整維
二、採同層排水落實組裝整體衛浴
三、建築高層外牆飾材塗料新材料



興辦方式：偏重取得公地新建戶數。多盤點及評選公私既有空餘屋
精進做法：不動產鑑價後，編列年度預算購買建築物、承租民宅，
轉型成社宅歸屬達標新建12萬戶

社會住宅落實多元興辦方式

不動產發展
新思維

購買建築物
包租與代管

新建12萬戶社會住宅



統包工程標結合物業管理標
統包廠商與物業管理廠商分開招標：
目前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執行社會住宅統包工程標時，大部分採用營造廠商與物業管理廠商分開招標。
由於目前許多營造廠並無固定合作之物業管理廠商，此也是過往並無此營建模式與業務。因此，將兩個
廠商在一開始即明確的分開招標，目前階段會使社會住宅在後續物業管理方面，保證獲得較佳服務品。

統包廠商結合物業管理廠商聯合承攬：
物業管理廠商雖與營造廠商分開招標，建議仍須同步招標，並將機電廠商標案與物業管理廠商標案結合
發包，以利整合後續維護管理。並且與統包工程標同步招標，可讓物業管理廠商提前介入社會住宅興建

，協助竣工啟用前的驗屋交屋、公設點交後續作業，創造施工與管理無縫接軌營建制度。

營建管理銜接物業管理
公設點交作業時間影響社宅啟用入住績效，善用物業管理前置作業
工程保固與修繕（建立統包廠商竣工啟用後，有三至六年聯合物管
承攬維管機會，創造商機，提升商譽）
研擬長期修繕計畫（小修、中修工項與經費，包含在日常物業管理
費中。大修工項與經費，政府必須依據建材耐用年限，未雨綢繆提
出長期修繕計畫、經費編列計畫）



採同層排水落實組裝整體衛浴



社宅建築採用同層排水設備系統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模矩化、組裝式整體衛浴

無浴缸型

推展社宅公共建設，考量施工品質、技工人力不足，應採整體衛浴





建築高層外牆飾材塗料新材料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高層外牆優質塗料

政策與決策：施工營造
如何規範社宅高層建築部位外牆飾面材料，儘量少用石材、磁磚
改採優質耐用塗料，結合耐用年限的整維更新與經費編列？



協助提升營建品質：高層外牆優質塗料

政策與決策：新材料、新工法與新維護
規範社宅建築低層部外牆飾面材料，許可使用石材與磁磚
高層部位可以採優質耐用物牆塗料，外牆塗料飾材質感仿貼磁磚立
面，須配合塗料耐用年限，經費編列定期更新維護



參、物業管理

一、維護修繕計畫與編列經費

二、營運創收結合培力資源



一、維護修繕計畫與編列經費

(一)社會住宅專案需導入前期物業管理

(二)擬定長期修繕計畫、編列整維經費



社會住宅專案需導入前期物業管理

成本

初期成本

（開發商關切）

營運成本

（購屋者關切）

物業管理
前期介入
專業服務

社
宅
業
主
應
重
視
維
護
修
繕
營
運
成
本

成本
維護費
管理費

民間的智慧
從物業管理的觀點探討公寓大廈住戶減繳(甚至免繳)

管理費之建築設計方法
(指導碩士論文題目)



台北市大龍峒公營住宅(自2012年1月開放入住)



大龍峒公營住宅建築生命週期總成本
自2012年1月迄2017年12月

建設費

光熱水
能源費

長期
修繕費

營運
物業費

廢棄
處理費

物業管理費600萬/年
統計3600萬元/6年

電費(統計)
公共用電2.5萬/月
180萬元/6年
住戶用電？
水費
公共用水？
住戶用水？
瓦斯
公共瓦斯 0
住戶瓦斯？
電訊
公共電訊？
住戶電訊？

土建3.7億、機電0.8億
統計4.5億

拆除工程單價0萬/坪
概估經費？

長期修繕費
第20年：2,293萬
第24年：1,762萬
第30年：2,638萬

概估30期程
合計

8800萬元
假(暫)設 107萬
建築 3,800萬
設備 4,482萬
外部結構 0萬
其他 441萬



長期營運財務：社會住宅營運與財務計畫



二、營運創收結合培力資源

(一)建築全生命週期總成本

(二)規劃創收附屬設施空間

(三)社宅功能與居住的教學



建築全生命週期總成本組成圖

建設費
行政規費

能源費

修繕費

維護費

廢棄處理費

規劃設計費

初期成本●營運成本




●

●

●

●

綠建築觀點

物業管理觀點

營建成本觀點



長期營運財務：台北市社會住宅營運與財務計畫

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案例

初期成本

營運成本

社會住宅30年期程「營運計畫」與「財務概估」？

海面上初期成本兼顧海面下營運成本，重視社宅全生命週期總成本



規劃創收附屬設施空間引入創收業態、業種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市場基地
社會住宅

台北市中山區培英基地
社會住宅

創收原則：社宅區位條件許可者，規劃附屬事業空間，創收永續經營
業態業種：附屬經營事業空間與面積，須結合前期物業設計以利營運
多目標用途：人車物之動線分離，銜接物業管理保全服務

低層裙樓

低層裙樓



社會住宅扮演「渡橋」角色與功能，讓人上橋渡橋，不宜久站橋上
出租居住且獲得培力機會，社會住宅這一站，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
遷入、居住、遷出之重疊過渡期，政府社宅管理落實協助指導作業

社會住宅扮演渡橋之角色與功能

遷入前後 居住中 遷出前後



遷入前後
政府的「教」、住戶的「學」

混居、租期、選址

認識房型空間設備

遷入家具儲藏空間



社會住宅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一、物業服務項目
二、入住、退住需知
三、住戶生活公約
四、各項管理要點

1. 門禁及門禁磁卡管制要點
2. 地下室停車場管理要點
3. 電梯使用管理要點
4. 公佈欄使用管理要點
5. 垃圾處理管理要點
6. 錄影監視系統管理要點
7. 消防、電力、電信設施管理要點
8. 交誼廳使用要點
9. 其他

附錄一：房屋租賃契約內容
附錄二：停車位租賃契約內容

住戶的學習
政府的培力



居住中
政府的「教」、住戶的「學」

住戶生活公約與管理要點

學習居住空間使用教養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



社會住宅培力模式：善用培力資源參予學習

專業
培職

生活
技能

心靈
工坊

培力
5大構面 健康

促進

生活
減壓

政策宣導：社宅功能兼顧居住期間，協助提升脫貧、脫困遷出能力



遷出前後
政府的「教」、住戶的「學」

居住履歷中社會住宅是渡橋、渡船與旅館

遷離前能提供的資訊與服務資訊平台

準備遷出住戶上線找社宅、租宅資訊平台
B&B 在 Booking.com 上線找各式住宿

trivago.com.tw上線找全球飯店比價



提供租賃住宅市場資訊：引介遷出房屋仲介

租賃商機：107年6月正式施行的租賃專法，帶動租屋市場新風潮

政策宣導：協助社會住宅租期屆滿遷出住戶，無縫接軌覓得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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