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技術
服務案-「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
【招生簡章】
委託單位：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
受託單位：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壹、依據「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技術
服務案」辦理。
貳、目的：
一、為激發市民對危老建物之重建意願，協助市民充分瞭解「都市危險及老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之內容與申辦程序，使老屋重建防災的觀念能
普及社會大眾。
二、完成講習，取得講習合格證明及簽署聲明書，為市民提供法令解說、整
合住戶意願、輔導申請耐震能力評估及提具重建計畫。
三、取得推動師聘書人員，得依規定從事危老重建事宜。
參、培訓對象及參訓人員資格：
對象

資格

臺北市政府 公務人員且從事都市更新、建築設計、都市計畫、都市設計、
之公務人員 室內設計、景觀設計、 建築經理、土地開發、營建土木、
不動產估價、地政、不動產經紀、房屋仲介、不動產法務、
金融機構、信託機構等相關領域之工作者。
相關領域人

B組

士

領有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都市計畫技師、
不動產估價師、律師、不動產經紀人、地政士、會
計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者。

C組

任職或從事都市更新、建築設計、都市計畫、都市
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 建築經理、土地開發、
營建土木、不動產估價、地政、不動產經紀、房屋
仲介、不動產法務、金融機構、信託機構等相關領
域之工作者。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者：包含都市計畫、建築、
營建、市政、地政、不動產估價、城鄉、室內設計、
景觀、土地管理、土木、土地資源等。

肆、講習名額及時間：
一、本梯次講習招募培訓公務人員及相關領域人士共計 70 名。
二、上課時間：109 年 12 月 3 日(星期四)、109 年 12 月 4 日(星期五)
伍、講習場所：
一、上課地點：台北市基隆路二段 51 號 13 樓(本會第一會議室)
二、聯絡電話：02-23773011#225 唐翊寧小姐
陸、成績考核：
一、參加講習人員，經考試測驗合格後，核發「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課程
講習合格證明書」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予核發證明書，並不得參
加結訓測驗：
(一)未全程參訓者。
(二)遲到或早退超過 15 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二、講習人員應親自確實參訓，如有代理上課或簽到(退)情事，撤銷參訓資
格，並不予核發合格證書。
三、考試規定：結訓測驗由本會自行命題，考試過程嚴格執行考場秩序，不
得舞弊，舞弊者以零分計算，考試成績以 80 分為及格，考試不及格者
得補考，以一次為限。補考不及格，得重新參加全程講習課程。
柒、講習合格證明核發：
(一)參訓人員講習合格者，由本會發給講習合格證明；並按彙整檢附以下資
料，清冊(應註明學員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年月日、學
經歷、通訊處、聯絡電話、相關專業證照號碼、講習合格證明字號等基
本資料)、製作「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聘書」及「識別證」，併同參
訓人員簽署之推動師聲明書正本、上課簽到(退)紀錄資料電子檔，報請
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備查及核發聘書及識別證。
(二)聘書及識別證有效期限為 2 年。
捌、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繳交最近 6 個月內 1 吋脫帽半身照片(光面紙)一式四張，
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號碼及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繳交參訓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一)公務人員：檢附臺北市政府識別證及資格證明文件。
(二)B 組：繳交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都市計畫技師、不動產
估價師、律師、不動產經紀人、地政士、會計師證書影本。
C 組：繳交服務資歷證明或畢業證書影本。
(註：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蓋私章)

三、填寫具結書(具結所附資料屬實)。
四、注意事項：
(一)親自報名：週一至週五早上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繳
交報名資料。
(二)通訊報名：請將報名資料以掛號郵寄至臺北市基隆路 2 段 51 號 13
樓-臺北市建築師公會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臺北市
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開班前 5 日額滿為止。
(四)各項證件如有不符第參點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講習
期間冒名頂替上課者，應自負法律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資格
(包括講習資格、領證資格等)。
五、報名文件審查及補件：
(一)本培訓講習經學員完成書面報名後，由本會進行文件資料查核。
(二)經初審查核無缺漏之學員，即符合報名資格。
(三)經初審查核應補正之學員，應於收到電話通知後三日內完成補正，
逾期未補正，視同自動放棄報名資格。
(四)經審查後無法錄取之學員，將退回書面資料。
※六、經審核錄取之學員，本會將於上課前三日另以簡訊或電子郵件發送上課
通知。
七、本會保有錄取資格之審核權以及調整課程、時間、地點、師資、額滿截
止報名及未達最低開課人數時取消課程之權利。
玖、本課程將向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申請公務人員學習時數、內政部建築師換
證積分及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換證積點。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技術
服務案-「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報名表
開課日期
109 年 12 月 03 日(星期四)、109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五)
(一)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
姓名
照片浮貼處
(請浮貼 1 張)

出生年月日

性別
民國

年

□男 □女

月

身分證字號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日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現職

任職單位：

職稱：

學歷

畢業學校：

系所：

(二)報名資格(下列資格請擇一勾選，並依組別檢附證明文件)
組 別
□ B 組(檢附國家考 證書名稱：
試及格證書影本)
□ C 組(一)
工作領域及單位：
(檢附資歷證明)
□ C 組(二)
學校：
(檢附畢業證書影本)
□臺北市政府之公務人員識別證

說

明

科系：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

備註
(請詳閱)

(反面)

一、本表上列欄位請以正楷詳實填寫。
二、請浮貼半年內 1 吋正面照片 1 式 4 張(亦可提供電子檔)，及國民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並附參訓資格資證明文件。(e-mail：jx107@arch.org.tw)
三、講習考試合格者，由培訓機構發給講習合格證明，簽署推動師聲明書，報請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發給聘書及識別證。
四、報名自即日起至開課前 5 日或額滿為止，請填妥本報名表，連同參訓資格之
相關證照影本與證明文件，親送或寄送至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地址台北市基隆
路 2 段 51 號 13 樓。
五、聯絡人：唐翊寧小姐 電話：(02)-23773011#225 傳真：02-27326906

具
本人

結

書

參加 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輔導團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所附證件如
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律責任。
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本講習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講習資格、領證資格
等)。

此據

(簽章)

具結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
技術服務案-「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課程表
一、時 間：109 年 12 月 03 日(星期四)、109 年 12 月 04 日(星期五)
二、上課地點：台北市基隆路二段 51 號 13 樓(本會第一會議室)
三、【第一天】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7:40 至08:00

報

到

08:00 至08:10

致

詞

08:10 至09:00
(1 小時)
09:00 至10:50
(各1 小時)
10:50 至11:20
(1.5 小時)
11:30 至12:20
(1 小時)
12:20 至13:10
13:10 至16:00

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中央政策
說明
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之任務與展望

危老重建服務契約宜載明內容與注意事項
臺北市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申辦程序及費用補
助
午

1.臺北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計畫研擬及費
用補助

16:00 至17:50

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相關稅捐實務/危老建
築物重建之融資規劃與信託申辦實務

(1 小時)

洪德豪主任秘書

綜合座談

莊孟翰教授

劉明滄主任委員

餐(自理)

2.臺北市老舊建築物重建規劃設計相關法令疑
義解說

17:50 至18:40

林佑璘簡任技正

老舊公寓大廈成立管理組織申請報備實務

(3 小時)

(2 小時)




主持人：劉明滄建築師

洪崇嚴科長

黃雅盈所長

劉明滄主任委員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
108 年度臺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輔導團委託專業
技術服務案-「臺北市危老重建推動師培訓講習」課程表
一、時 間：109 年 12 月 03 日(星期四)、109 年 12 月 04 日(星期五)
二、上課地點：台北市基隆路二段 51 號 13 樓(本會第一會議室)
三、【第二天】
時間

主持人：劉明滄建築師

07:40 至08:10
08:10 至11:00
(3 小時)
11:00 至11:50
(1 小時)
11:50 至13:10
13:10 至16:00
(3 小時)
16:00 至17:50
(2 小時)
17:50 至18:20
(0.5 小時)

報到

危險老舊建築物改建之效益評估要領

台北市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相關
法規說明
午



呂俊鴻股長

餐(自理)
謝佳玲經理

危老建築物拆除重建之成本分析與財務規劃

謝佳玲經理

複 習

劉明滄主任委員

測

(1 小時)



劉明滄主任委員

危老推動師社區溝通技巧及意見整合實務

18:20 至19:10

19:10 至19:30

講師

課程名稱

結

驗

訓/合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