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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事長黃世孟致詞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創立於 2006 年，迄今已屆滿九週年，回顧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

感謝全體會員的參與，感謝歷任的專業委員會、各屆理事監事、秘書長與理事長之付出

與貢獻。當前推展會務重點之一，積極籌劃舉辦 2016 年創會十週年之系列慶祝活動。

適逢 2015 年 5 月 7 日舉辦年會之際，理事長有責任檢討過去的積累與成就，同時帶領

會員探究未來發展課題與對策。因此，藉由年會致詞機會，一方面鼓勵物業管理學會會

員之多面向互動交流，另一方面拉高前瞻管理科技已經剔透物業管理服務業之大趨勢。

理事長動念九項提問，勉勵會員共襄探究。 

解放刻板 

提問一、自律保全（無服務哨站的公寓大廈門廳設計） 

台灣都會城市各社區與公寓大廈，如何解放必需設置保全人員的服務哨站之刻板思維？若

某建設公司決策者真心考量入居住戶，每月能夠減繳管理維護費之對策，擬藉由導入智慧科技

之各項系統與設備，滿足保全監控、郵件收領、物流之收與寄、、等，物業管理多面向服務需

求條件，請問如何規劃設計無保全服務哨站，公寓大廈門廳空間與設備之自律保全？ 

提問二、自主保潔（建築設計結合智慧科技落實自主保潔） 

建築住戶室內地坪定期清理保潔，已可藉由自動清潔機好幫手順利處理時，今後考量藉由

智慧科技 Robert 自動清潔機組，落實建築物公共空間的定期保潔時，前期物業規劃階段，請問

如何選擇地坪材料，精緻細部設計？另，建築室內四周開窗玻璃的保潔，住戶不想委託清潔公

司採用外牆吊籠清潔方式，請問建築開窗設計，如何讓住戶從室內即可安全且輕鬆，定期從事

開窗玻璃之自主保潔？ 

提問三、社造商機（社區總體營造締造優質物管服務品牌） 

物業管理多項服務項目中，當前仍偏重於「建物與環境維護」、「資產經營與管理」兩範疇，

忽略了本質屬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生活與商業服務」範疇，但被忽略的範疇肯定未來必成為物

業管理公司亮點營運業務。請問如何運作既已成熟的社區總體營造之經驗與機制，從事社區或

公寓大廈住戶之各類住戶族群，拓展食衣住行育樂與生老病死之生活與商業服務商機？ 

開放創造 

提問四：開源創收（啟動前期物業規劃助益後期開源創收） 

社區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主任委員，經常針對既已設置的充足公共空間或多項高級附

屬設備，採用使用者付費辦法，卻仍苦惱如何提升使用率以利開源創收，請問受聘物業管理專

業有否良策？不動產開發商或建築設計者，為何無知此苦惱必須提前回應前期物業規劃？評估

設置容易開源創收的空間與設備，譬如開放大公租用設備、佈局租用套房、設置租用貯藏室、

設置屋頂租用園圃、設置租用展示櫃或廣告架、、等？ 

提問五：節流減支（建制績效的物管技術助益住戶節流減支） 

社區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主任委員，每年每月必須定期繳交多項的大廈管理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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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事管理、維護修繕、能源運作、稅制營業等經費，請問如何導入並建制績效的物管技術，

導入智慧設備降低保全保潔人事費，落實定期健檢降低故障維修費、績效管制使用降低水電能

源費、了解節稅要領降低繳交營業稅？請問受聘物業管理專業有否節流減支良策？ 

產業政策 

提問六：物管產業（報導物管新聞敦促政府啟動產業新政策） 

前瞻近日多項物業新聞報導，如何啟發物業管理關聯產業界，敦促政府物管產業新政策，

包括（一）建築外牆磁磚與石版剝落造成人員傷亡，建築依據用途別、屋齡別，請問如何建立

強制定期健檢與整維辦法？（二）台灣資通產業強項科技系統與設備，逐年落實建築載體過程

中，取得智慧標章建築，請問如何結合智慧城市以利營造智慧國土政策？（三）建築設計與營

建管理規定使用 BIM 科技成果普及後，請問如何延續既有 BIM 系統，導入物業管理規範？ 

提問七：社宅物業（社宅設計結合物管思維兼顧使用與營運） 

台北市政府住宅政策積極推展租賃型社會住宅時，針對已經上網公告興建社會住宅專案，

關於社宅建築設計須知內容，請問如何加註建築設計方案，需考量日後物業管理服務所需的各

項要求條件？請問您代表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出席擔任建築設計方案評選委員時，應該如何發

問請教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問題？應該如何審核建築設計方案是否容易落實物管要求品質？ 

學會會務 

提問八：物管平台（物業新聞單向報導轉為會員會務雙向互動） 

今年年會領取的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第三集 No.61- No.80］，您有何感覺或感動呢？

各位會員需知珍惜，電子報連續三年時間能以雙週刊方式定期出版，真不容易。今後如何從單

向物業新聞知識的報導，轉為雙向會員與會務互動報導，請問電子報今後新聞分享之道？電子

報扮演新聞報導角色，同時扮演物管產業專業平台，請問如何邀約關聯產業界參與會務活動，

譬如舉辦專業主題別培訓課程？創辦認證專業頒發培訓證書？請問如何營造物業管理終身學習

之知識平台？ 

提問九：研究與學報（研究成果發表會與物業管理學報）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今年七月，將舉辦第九屆研究成果發表會，您會撥冗參加嗎？理事長曾

考量過發表會對出席會員誘因不高，需再次檢討發表會之預期功能、發表形式、參與誘因、舉

辦成本、實際獲益與社會貢獻等各面向改善之道，請問您有何高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的代表

學術刊物，『台灣物業管理學報』已經出版至第五卷第二期合計十冊，您曾選讀過嗎？理事長考

量研究者千辛萬苦的專研成果，請問如何加深投稿學報者真實的獲益與效益？請問如何推廣物

業管理學報成果能對社會各界的波及效果？ 

 

最後，理事長提問目的乃期待大家的眼光要放遠，才知道眼前物業管理該做什麼？

祝福 

 

臺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黃世孟 筆於 20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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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頒發感謝狀（理事長黃世孟） 

2-1 感謝 2014 年捐助單位   

 2014 年捐助單位（2014.1~12） 

類型 捐助單位 

政府部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企業 良源科技(有) 

宗陞數位(有) 

正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川元昕建設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 

個人 黃世孟 

周世璋  

 

2-2 感謝 2015 年捐助單位   

2015 年捐助單位（2015.1~4）  

類型 捐助單位 

私人 潔之方事業(有) 

良源科技(有) 

宗陞數位(有)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 

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個人 黃世孟 

吳韻吾 

李正庸 

鍾振武 

楊詩弘 

陳維東 

鄭文彬 

張智元 

顏世禮 

杜功仁 

羅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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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理事會工作報告（秘書長杜功仁） 

3-1 大事記  

2014 年 1 月~12 月 大事記一覽表 

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4/1/20 秘書處 杜功仁秘書長代表學會出席 RICS 全球商業房地產座談。 

2014/1/24 秘書處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內部例行工作會議（2014 年第一次）。 

2014/1/24 秘書處 召開「物業管理專業認證委員會」第五次工作會議。 

2014/2/18 秘書處 
德國學者 Michael May 教授來台訪問，並進行專題演講 IT in 

facilities management。 

2014/2/28 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主委楊詩弘與副主委謝秉銓等人，展開日台物業管理

學術交流活動 

2014/3/7 秘書處 召開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4/4/12~20 秘書處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20 期開課（29 人）。 

2014/4/30 秘書處 
《物業管理學報》2014 年第五卷第一期春季號期刊出刊，並寄發

至國內外物業管理相關學者、業者、公部門。 

2014/5/31 
秘書處 

會員委員會 

假景文科技大學 L401 國際會議廳，召開本會第 5 屆會員大會暨

第 8 屆研究成果論文發表會暨景文科技大學第 10 屆物業管理實

務研討會 

召開 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第五屆常務理事、理事長選舉 

    理事長：黃世孟     常務理事：陳維東、鄭文彬、周世璋 

二、第五屆常務監事選舉-常務監事：林世俊。 

2014/6/1 

秘書處 

國際交流 

委員會 

本會協辦 2014 年 8 月 16-17 日北京「2014 现代物業發展論壇、

物業管理智慧啟程」體驗經濟時代下的物業與設施 

2014/6/5 秘書處 

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申請「第 5 屆會員大會暨第 8 屆研究成果論

文發表會暨景文科技大學第 10 屆物業管理實務研討會」論文及

印刷費項目補助。 

2014/6/11 秘書處 辦理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認可證課程續約作業 

2014/7/1 秘書處 
內政部委託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培訓講習計畫執行至民國 103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2014/7/2 秘書處 召開第五屆第一次內部例行工作會議-籌組各委員會。 

2014/7/16 秘書處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內部例行工作會議-協調各委員會工作事項。 

2014/8/6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召開『2014 现代物业发展论坛』北京 5 日行程行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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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4/8/7 
國際交流 

委員會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 亞洲區總裁 Jason Ho 及副總裁

Ernest Leung 拜會本學會，商討物業管理專業之合作事宜。 

2014/8/9 秘書處 

內政部社會司回函，同意備查第 5 屆理事、監事簡冊；核發第五

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任期民國 103 年 5 月 31 至 105 年 5 月 30

日)當選證明書一紙。 

2014/8/15 會員委員會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一集（第 1 期-第 30 期）、電子報彙集第二集

（第 31 期-第 60 期） 

2014/8/15 
國際交流 

委員會 

黃世孟理事長領隊一行6人拜會北京均豪物業管理公司及中國物

業管協會秘書長王鵬先生進行交流。 

2014/8/15~19 
國際交流 

委員會 

黃世孟理事長領隊一行 8 人參加『2014 现代物业发展论坛』北京

5 日行，林世俊、吳韻吾、張建榮等三位會員發表論文；顏事理

副秘書長(代理杜秘書長) 主持及點評。 

2014/8/29 秘書處 召開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4/8/30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參加閩粵港澳台兩岸五地物業管理行業交流會晚宴。 

2014/9/24 秘書處 本學會代表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代表晚宴交流。 

2014/9/26 秘書處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內部例行工作會議（2014 年第三次）。 

2014/9/27~10/5 秘書處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21 期開課（36 人）。 

2014/10/3 秘書處 召開「物業管理專業認證與培訓教材編纂」第一次會議 

2014/10/14 秘書處 

假台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B1F），共同主辦：東京都 103

年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活動﹣臺灣物業管理の國際化

與產業化發展趨勢 

2014/10/20 秘書處 
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月旦法學知識庫)簽立物業管理學報、研究

成果發表會論文集數位出版合約。 

2014/10/24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參加大中華物業管理學會 2014 年周年晚宴交流。 

2014/10/30 秘書處 
《物業管理學報》2014 年第五卷第二期秋季號期刊出刊，並寄發

至國內外物業管理相關學者、業者、公部門。 

2014/11/7 秘書處 
張建榮理事代表出席內政部營建署「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與維護機

制座談會」 

2014/11/10 秘書處 
臺北市政府敦聘黃理事長世孟先生擔任「台北市住宅諮詢審議及

評鑑委員會」委員，聘期自 103/11/1 起至 105/10/31 日止。 

2014/11/14 秘書處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內部例行工作會議（2014 年第四次）。 

2014/11/14 學術委員會 
假華夏科技大學中正堂 A202 國際會議廳，共同主辦：2014 年物

業管理暨防災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11/21 秘書處 召開「物業管理專業認證與培訓教材編纂」第二次會議 

2014/11/24 秘書處 
杜功仁秘書長、陳維東副祕書長拜訪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

會蘇雅頌理事長，洽談雙方未來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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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4/12/19 秘書處 
杜功仁秘書長、陳維東副祕書長拜訪台灣物管雜誌洽談雙方未來

合作模式。 

2014/12/19 秘書處 召開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4/12/22 秘書處 「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第一次籌辦會議。 

2014/12/22 秘書處 召開「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第一次籌辦會議。 

 

2015 年 1 月~5 月 大事記一覽表 

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4/12/22 秘書處 召開「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第一次籌辦會議。 

2015/1/1 會員委員會 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票選活動開始。 

2015/1/9 秘書處 召開「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第二次籌辦會議。 

2015/1/13 秘書處 召開「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第三次籌辦會議。 

2015/1/15 
秘書處 

會員委員會 

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I B - 2 0 1 會議室，舉辦「2014 年

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 

2015/2/3 秘書處 
召開本會「公營住宅、老人物業研習會規劃」座談會，假台科大

RB-809。 

2015/2/4 秘書處 
搬遷新會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電話：02-2531-3162；傳真：02-2531-3102。 

2015/2/6 秘書處 召開「物業管理專業認證與培訓教材編纂」第三次會議 

2015/2/9 秘書處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邀請本學會參與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

教學聯盟推動計畫」 

2015/2/12 秘書處 
張智元理事代表學會投標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312040596  

「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幸福好宅興辦先期規劃專業服務」案。   

2015/2/13 秘書處 
本會與樂意建設(股)簽立「樂意海天段建築設計方案物業檢視」案

合約。 

2015/2/13 秘書處 《物業管理學報》召開編輯委員會議 

2015/2/17 學術委員會 與日本首都大學東京「都市資產活化」研究小組進行交流 

2015/3/8~29 秘書處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22 期開課（30 人）。 

2015/3/2 秘書處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長一行 6 人來本會，洽談［物業

管理如何協助校園設施維護管理］課題。 

2015/3/3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代表出席台北市政府「籌組臺北公共住宅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專業服務案」之審查會議。 

2015/3/13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至雲南昆明拜會「現代物業雜誌社」宋有興社長等

人進行交流。 

2015/3/19 秘書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代表 2 人來本會，諮詢"物業管理"等相關問

題-張建榮理事接待。 

2015/3/19 秘書處 
黃世孟理事長、郭紀子主任委員出席臺北市建管處「研商台北市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及執行專家技術會議」。 

2015/3/20 
國際交流 

委員會 

本學會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完成合作備忘錄之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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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5/3/20 會員委員會 高雄京城四季社區管委會來電尋求「公設點交」專業諮詢服務。 

2015/3/24 秘書處 
新竹縣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代表：杜文忠、吳美瑋來訪報告

物業管理相關課程及需求。 

2015/3/24 秘書處 
中國電視台［60 分鐘］節目針對「外牆掉落及拉皮等相關問題」

專訪本會黃世孟理事長。 

2015/3/12 秘書處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內部例行工作會議（第五屆第五次）。 

2015/3/27 秘書處 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015/3/30 秘書處 
顏世禮經理擬代表學會投標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415A0009「公

寓大廈物業管理基本功能模組與資料格式標準之建置」案。    

2015/3/31 
國際交流 

委員會  

本學會與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社會管理學院院長周濤副教授、

物業管理系周向群講師、醫學院李福勝副教授，針對技職教育及

產業進行交流。安排 4 月 10 日至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參訪。 

2015/4/20 秘書處 
張建榮理事代表學會出席 「基隆市整合性公寓大廈服務專案服務

會議」。 

2015/4/22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假王朝大酒店-玉蘭軒:盛二廳，本會代表 6 人與英国特许房屋经理

学会 VENCI-CIH 中国学习中心-11 位學員，召開「2015 年兩岸物

業管理價值提升座談交流會」。 

2015/4/24 秘書處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內部例行工作會議（第五屆第六次）暨籌

辦會員大會會議。 

2015/5/7 秘書處 
張智元理事代表學會參加「2015 年臺中市社會住宅興建規劃研討

會」 

2015/5/7 
秘書處   

會員委員會 

假 Hotel Cozzi 和逸台北民生館 2F Lounge，召開本會第五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  

 

3-2 會務重點摘要報告 

  會員動態 

1.  2014 年底 會員狀態列表 

  
2013 年底 

會員數 

2014 停權 

2 年未繳 

2014 除權

3 年未繳 

2014 

退會 

2014 

正常繳費 

2014 

1 年未繳 

2014 

新入會 

2014 年底 

會員數 

個人會員 123 人 16 人 19 人 13 人 73 人 2 人 5 人 80 人 

團體會員

個／人 

9 個 

21 人 

0 個 

0 人 

0 個 

0 人 

1 個 

3 人 

7 個 

16 人 

1 個 

2 人 

0 個 

0 人 

8 個 

18 人 

小計 144 人 16 人 19 人 16 人 89 人 4 人 5 人 98 人 

學生會員 20 人 5 人 0 人 3 人 10 人 2 人 0 人 12 人 

總計 164 人 21 人 19 人 19 人 104 人 6 人 5 人 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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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新入會名單（5 人）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單位 備註 

P14001 陳品峯 男 安杰國際物業/總經理 學生轉個人會員 

P14002 呂瑞霖 男 思源國際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生轉個人會員 

P14003 沈世宏 男 中國文化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教授 
 

P14004 呂宗儒 男 川元昕建設/經理 
 

P14005 郭紀子 男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 
 

 

2014 年 退會人數 

個人會員：13 人 

團體會員：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1 個／3 人） 

學生會員：3 人（含 2 位轉個人會員） 

 

2.  2015 年 1~4 月 會員狀態列表 

  
2014 年底 

會員數 

2015.1~4 

退會 

2015.1~4 

正常繳費 

2015.1~4 

未繳費 

2015.1~4 

新入會 

2015.4 

會員數 

個人會員 80 人 5 人 30 人 45 人 3 人 78 人 

團體會員 

個／人 

8 個 

18 人 

1 個 

3 人 

7 個 

15 人 

0 個 

0 人 

1 個 

3 人 

8 個 

18 人 

小計 98 人 8 人 45 人 45 人 6 人 96 人 

學生會員 12 人 0 人 1 人 11 人 1 人 13 人 

總計 110 人 8 人 46 人 56 人 7 人 109 人 

 

2015 年 1~4 月 新入會名單（3 人）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單位 備註 

P15001 王小瀋 男 弘樺建設/泉能開發/董事長 個人 

P15002 陳建謀 男 華夏技術學院/資產與物業管理系主任 個人 

P11052 蔡明達 男 博客邦網路公司/逢甲大學 復會 

G15001 

胡佩青 

鍾振武 

賈儒慶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 

S15001 曾淑菁 女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所 學生 

 

2015 年 1~4 月 退會人數 

個人會員：5 人（含 2 位轉團體會員） 

團體會員：1 個（3 人） 

學生會員：0 人 



10 

 

  2014 年重要執行成果 

 

2014年年度工作計畫 工作執行進度與成果 

一、研討會 

 「第八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2014.5，於景文科技大

學舉辦【附件 2】 

 本會與東京都共同主辦 103 年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

活動﹣臺灣物業管理の國際化與產業化發展趨勢 

二、專業人員培訓班 
 舉辦「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第 20、21 期培訓班，共 65

人結訓 

三、國際交流 

 黃世孟理事長率團（共八人）參加現代物業雜誌社於北京

「2014 现代物業發展論壇、物業管理智慧啟程」體驗經濟

時代下的物業與設施【附件 4-1】 

 與「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洽談合作模式 

 與「台灣物業」雜誌社洽談合作模式 

四、出版品 

 第八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4.5【附件 2】 

 《物業管理學報》第五卷第一期春季號、第二期秋季號期刊

出刊 2014.3、12 

 電子報雙週刊持續出刊（第 49~72 期）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一集（第 1 期-第 30 期）、第二集（第 31

期-第 60 期）2014.8 

 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月旦法學知識庫)簽立數位出版合約 

五、承辦研究專案 

 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相關法規命令及

行政規則研修(訂)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智慧化設備系統在建築物業管理之應用」

業務委託之專業服務案 

六、記者會與行銷  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2014.1）【附件 3】 

七、學會網站  網頁更新  

八、專業教材 
 「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總幹事培訓教材」之編

纂【附件 6-1】 

 

學會歷年之工作計畫執行成果彙整，請參見【附件 1】 

 

 

  2015 年工作計畫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15 年 3 月 27 日召開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秘書處規

劃全年度的會務活動工作計畫，委請各委員會年度活動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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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5 年度工作計畫 

活動類型 2015 年度會務工作計畫項目 

研討會 

 舉辦本會第九屆研究成果發表會（2015.7.3；秘書處）【附件 6-2】 

 外牆安全診斷學術研討會（學術委員會） 

 本會與東京都共同主辦 104 年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活動 

座談會 
 籌辦「公共工程物業管理服務需求座談會」（學術委員會） 

 籌辦「物業管理教材運用現況」座談會（學術委員會） 

國際交流 

 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簽屬合作備忘錄 MOU（2015.3；國際交

流委員會）【附件 4-2】 

 香港物業管理案例參訪（2015.8；國際交流委員會）【附件 4-3】 

 出席現代物業『2015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2015.5@南京；國際交流

委員會）【附件 4-4】 

 出席現代物業『2015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2015.9@杭州；國際交流

委員會）  

出版品 

 物業管理學報第六卷第一、二期出刊（2015.4, 2015.9；秘書處）【附

件 6-3】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創會十週年紀念會誌出版（秘書處） 

 定期出版電子報雙週刊（會員委員會）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三、四集（會員委員會） 

專業教材 
 「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總幹事培訓教材」之編纂（秘書

處）【附件 6-1】 

專業人員 

培訓班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22~24 期（秘書處） 

 「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總幹事培訓教材」之說明會、招

生（秘書處） 

 「公營住宅物業之前期規劃與營運管理」研習會（秘書處）【附件 6-4】 

 「高齡居家安養生活與商業服務」研習會（秘書處）【附件 6-4】 

研究專案 

 樂意建設「樂意海天段建築設計方案物業檢視」案（黃世孟理事長、

張建榮總經理、徐源德總經理） 

 台中市政府「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幸福好宅興辦先期規劃專業服務」

（張智元理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寓大廈物業管理基本功能模組與資料格式標準

之建置」案（顏世禮副秘書長） 

學會網站與 

行銷 

 持續完成學會網頁更新及上線工作（會員委員會） 

 2015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票選活動（會員委員會） 

mailto:2015.9@杭州；國際交流委員會
mailto:2015.9@杭州；國際交流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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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術委員會報告（楊詩弘主任委員） 

2014 年執行成果  

 

1.  假景文科技大學 L401 國際會議廳，召開本會第 5 屆會員大會暨第 8 屆研究成果論文

發表會暨景文科技大學第 10 屆物業管理實務研討會【附件 2】。 

 

2.  籌辦「物業管理教材運用現況」座談會。 

物業管理教材制定完竣已逾三年，為瞭解實質運用狀況，本年度預定於台北科技大學

舉辦「物業管理教材運用現況」座談會，除探討教材本身須修正之處外，並討論制定

入門版之「物業管理概論」教材可行性，以支援獨立課程或大學入門課程。基本構想

如下： 

a. 教材之簡化→三堂六小時之大學入門課程 

b. 教材之深化→延伸特定主題至研究所課程之可行性 

c. 教材之調整→現行教材之調整方向 

 

此外，考量學會之營收與物管觀念的有效推廣，未來考量數位化之教材建置於學會網

站，提供使用者以付費下載的方式運用教材。 

 

3.  籌辦公共建築物業管理服務需求座談  

有鑑於公共建築機能日趨複雜伴隨著維護管理需求的專業化，設施使用者或擁有者在

自主管理人力、技術受限的狀況下，委託外部專業資源統籌物業管理前期規劃與後期

之執行已成為未來公共設施有效營運之新趨勢。故本年度於台北科技大學，邀集公部

門主管（如營建署、教育部、縣市政府等）等代表參加座談，透過座談交流與溝通，

除可彙整出公部門的物業管理需求，亦可歸納出物業管理教育的專業方向，更可提升

本會在公共建築物業管理服務領域的角色。預計邀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台北市政府

都更處、新北市政府都更處、物業管理確定將派員參加。 

 

2015 年工作計畫  

 

1.  籌辦第九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預計於 2015 年舉辦第九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目前預定由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主辦。在日期選擇上,有鑑於台灣建築學會下屆之研究成果發表會將在五月於

國立聯合大學召開(主辦者為設計學院吳桂陽院長)，故為避免兩會撞期或影響稿源，

錯開至 7 月舉辦。 

 

2.  籌辦公共建築物業管理服務需求座談 

隨著既有公共建築型態的複雜化、硬體設施的逐年劣化，以及單位內人力的高齡化，

機關單位面對設施管理亟待外部專業資源的協助；另一方面，「維護考量的企劃設計」

概念日益受到重視，亦即機關著手設施投資綱要計畫(企劃階段)時，即考量建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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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使用管理階段的管理資源，進而以「前期物業管理」運用於設計階段與專案管理

(PCM)。是故，未來我國物業管理運用於公共建築至少具備既有設施與新建專案兩種

類型。本次座談會預計邀請公部門或教育單位(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台北科技大學、逢甲大學)，物業管理團隊(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相關專業

管理團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殷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其潛在需求、運用經驗、管理課題、未來展望等進行討論。座談會題綱共計:1.公部

門的既有設施管理課題。2.前期物業管理的潛在需求 3.管理對象的整合與挑戰 4.先行

案例實施經驗等。(本座談會由常碩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額贊助) 

 

3.  籌辦 100 人之學術研討會 

學術委員會目前規劃兩個物業管理相關主題，經理監事會同意後則一於今年度辦理:

其一為「永續環境趨勢下的物業需求----能源監測控制於物業管理之結合」；其二為「外

牆磁磚安全性檢測與公共設施地坪防滑性能診斷」；或其他契合社會時事或重大議題

之「設施管理」相關主題研討會（如公營住宅設施管理、資產活化與經營管理等）。

該學術研討會預計採收費方式辦理以促進本會之創收。其中，「外牆磁磚安全性檢測

與公共設施地坪防滑性能診斷」，已獲得東京工業大學建築仕上材性能檢測團隊三上

貴正教授之同意來台演講 (本研討會已獲得某建設公司全額贊助) 。 

 

3-4 會員委員會報告（羅紫萍主任委員） 

2014 年執行成果 

1.  2014 年底 會員狀態列表 

 

2013 年底 

會員數 

2014 停權 

2 年未繳 

2014 除權

3 年未繳 

2014 

退會 

2014 

正常繳費 

2014 

1 年未繳 

2014 

新入會 

2014 年底 

會員數 

個人會員 123 人 16 人 19 人 13 人 73 人 2 人 5 人 80 人 

團體會員

個／人 

9 個 

21 人 

0 個 

0 人 

0 個 

0 人 

1 個 

3 人 

7 個 

16 人 

1 個 

2 人 

0 個 

0 人 

8 個 

18 人 

小計 144 人 16 人 19 人 16 人 89 人 4 人 5 人 98 人 

學生會員 20 人 5 人 0 人 3 人 10 人 2 人 0 人 12 人 

總計 164 人 21 人 19 人 19 人 104 人 6 人 5 人 110 人 

 

2014 年 新入會名單（5 人）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單位 備註 

P14001 陳品峯 男 安杰國際物業/總經理 學生轉個人會員 

P14002 呂瑞霖 男 思源國際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生轉個人會員 

P14003 沈世宏 男 中國文化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教授 
 

P14004 呂宗儒 男 川元昕建設/經理 
 

P14005 郭紀子 男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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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退會人數 

個人會員：13 人 

團體會員：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1 個／3 人） 

學生會員：3 人（含 2 位轉個人會員） 

 

2.  2015 年 1~4 月 會員狀態列表 

  
2014 年底 

會員數 

2015.1~4 

退會 

2015.1~4 

正常繳費 

2015.1~4 

未繳費 

2015.1~4 

新入會 

2015.4 

會員數 

個人會員 80 人 5 人 30 人 45 人 3 人 78 人 

團體會員 

個／人 

8 個 

18 人 

1 個 

3 人 

7 個 

15 人 

0 個 

0 人 

1 個 

3 人 

8 個 

18 人 

小計 98 人 8 人 45 人 45 人 6 人 96 人 

學生會員 12 人 0 人 1 人 11 人 1 人 13 人 

總計 110 人 8 人 46 人 56 人 7 人 109 人 

 

2015 年 1~4 月 新入會名單（3 人）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單位 備註 

P15001 王小瀋 男 弘樺建設/泉能開發/董事長 個人 

P15002 陳建謀 男 華夏技術學院/資產與物業管理系主任 個人 

P11052 蔡明達 男 博客邦網路公司/逢甲大學 復會 

G15001 

胡佩青 

鍾振武 

賈儒慶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 

S15001 曾淑菁 女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中和工務所 學生 

 

2015 年 1~4 月 退會人數 

個人會員：5 人（含 2 位轉團體會員） 

團體會員：1 個（3 人） 

學生會員：0 人 

 

3.  寄發繳費通知單，與會員權益通知單。  

4.  持續維持網站與協助各委員會更新訊息，如有需要請直接 MAIL 公告內容。 

5.  每月 1 日與 15 日持續出刊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截至 2014 年出版第 49－7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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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7.  籌備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附件 3】 

新聞稿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為了突顯物業管理專業的重要性，特別回顧 2014 年與物業管理專業

有關新聞事件，譬如公寓大廈外牆磁磚剝落、瓦斯氣爆、電梯墜落等公安事件，購屋

與居住糾紛、都市更新與銀髮族服務、、等，為喚起社會各界對於此專業的重視，特

別舉辦「【最關心的居住事】2014 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票選」活動，廣邀學會會員及

物業管理從業人員參與投票，選出最重要、最值得關心的物業管理新聞事件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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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新聞票選結果  

1.  【房屋健檢檢測】北市住宅物業健檢 社宅將參考 

2.  【專業物業管理增值增效】房價多賣數萬元外牆拉皮、找五星級物管就對了 

3.  【房屋健檢】北市府首創物業健檢 開放報名中 

4.  【公安事故責任歸屬】外牆剝落傷人算誰的 管委會、住戶都有責任 

5.  【管線災害事故】天佑高雄氣爆 26 死 285 傷 

6.  【老舊建物屋況欠佳】893 棟老舊大樓外牆安全檢查百餘棟需要改善 

7.  【整建維護】北市都更整建維護 35 年大樓老屋拉皮換新裝 

8.  【智慧防災應用發展】地震預警、智慧平台...住宅管理新趨勢 

9.  【銀髮族商機】高齡化、少子化 「陪伴商機」跟著夯 

10. 【購屋糾紛問題多】北市購屋糾紛房屋漏水最多 

 

學會主張與建言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基於專業主張，向政府及業界建言如下五項： 

1. 立法院儘速審議通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版，杜絕建築物容易締造二次施工的

弊端，建議繼續推動制定「物業管理條例」，擴大助益物管產業全面發展。建議內政部

營建署及地方政府公營住宅(包括國民住宅及社會住宅)，以及建築物達一定屋齡以上

的公寓大廈，建立強制定期健檢申報制度。建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建立公正客觀的公

寓大廈物業管理健檢制度，據以評定物業設施管理的服務水準，協助民眾提升居住生

活品質。 

2. 行政院儘速整合內政部、財政部與衛福部，研訂「老屋危險分級評估方案」、「老屋整

建分級融資補助方案」、「社會弱勢居民自宅安全分級補助方案」與強制「公寓大廈管

理負責人投保公共意外保險」，讓危險房屋無所遁形、分級管理，並積極照顧社會弱勢

族群。 

3. 內政部營建署制訂 BIM 規範，提供業界導入準則。建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推展智慧居

家與防災科技導入物業管理平台。建議科技部將物業管理平台推至雲端，配合行動裝

置讓物管及民眾訊息取得更具即時性。 

4. 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展台灣國內及國際高齡族群，行動健康如同候鳥人口，來台長宿休

閒、觀光旅遊，同時結合台灣強項之醫美健檢、在地美食、體驗學習、安養不動產開

發等關聯產業發展，拓展高齡族群物業服務。物業管理業界儘早應對「陪伴商機」的

到來，拓展高齡族群物業服務新興市場。並建議內政部、衛福部繼續落實無障礙環境

之改善，順應高齡化社會制定高齡者居家安養，必須配套的衛浴空間與設備改善專案

補助方案。 

5. 台北市都市更新政策方向，推展拆除重建型都更須兼顧整建維護型都更業務，主動劃

設整建維護型都更獎勵補助地區，示範帶動都市再生發展。對應 2014 年度最重要第一

則新聞「北市住宅物業健檢 社宅將參考」，建議推動社會住宅專案計畫，必須導入專

業的前期物業規劃，善用民間優質的物業管理服務能力，落實有績效的永續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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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 

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舉辦「最關心的居住事」10 大新聞票選發表（工商時報記者謝奇璋） 

2. 2014 大物管新聞 房屋健檢奪冠（蘋果日報記者于靜芳） 

3. 2014 台灣物業管理十大新聞票選出爐（經濟日報記者李奇炎） 

4. 物業管理好重要！2014 年最關注外牆拉皮、物業健檢（好房網 News 記者蔡佩蓉） 

5. 喚醒你的物業關注力-2014 物業管理十大新聞 （台灣物業雜誌）  

6. 物業管理十大新聞出爐，公安與增值效益最受矚目（住展房屋網） 

  

2015 年工作計畫  

 

1.  每月 1 日與 15 日持續出版電子報，並寄發給所有會員。 

2.  協助各委員會更新網頁訊息，並維持網站正常運作。 

3.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三集；完成電子報改版工作。  

4.  協助台灣科技大學籌辦本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及第九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5.  更新會員通訊錄：將一一聯絡以確認會員通訊錄仍保持可聯繫狀態 

6.  擴展會員招募工作及網頁廣告招商。 

7.  學會網站新增 

(1)  服務項目：定義服務與諮詢項目 

項目 來電詢問 顧問到場服務 

社區公寓大廈物業管理糾紛諮詢 免費 12,000/三小時 

磁磚剝落與外牆拉皮診斷服務 免費 12,000/三小時 

公設點交  免費 12,000/三小時 

預售屋與房屋買賣點交驗收 免費 12,000/三小時 

物業管理/清潔人員/保全人員/設施設備管理教育訓練 免費 依課程設計報價 

各級營繕人員教育訓練 免費 依課程設計報價 

 

(2)  物業管理維基百科：增加熱門關鍵字搜尋機會，提高網站知名度，與學會提供服務

的內容以及專業性。 

 

3-5 國際交流委員會報告（高金村主任委員） 

2014 年執行成果  

1.  參加亞太商用不動產研討會暨 RICS 會員授證典禮. 

2.  接待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會-2014 台灣考察團蒞台,宗陞公司贊助晚宴招待；陪同參訪

中興工程公司、建研所展示中心、研華林口智能園區及參加南港展覽館舉行之”智能

自動化在建築空間之應用。 

3.  RICS 亞太分會總裁 Jason Ho 與副總裁 Emest Leung 及 RICS 台灣籌備處卓輝華召集

人於國土中心拜會學會,由黃理事長,杜秘書長及高主委接待【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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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辦 2014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於北京嘉里大酒店舉行,黃理事長領軍,顏副秘書長擔任

第二時段主持人及點評人,張建榮/林世俊/吳韻吾三人論文發表,易永秋/呂宗儒/高主

委參與大會，考察北京財富中心案場【附件 4-1】。 

5.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TIPM）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之國際合作與交流 

研議 FM 相關課程於兩岸三地推廣及 RICS/TIPM 會務合作事宜。 

6.  拜會廣東省城市建築學會馬守軍副會長兼秘書長商談合作事宜，該學會(GIUC)是廣

東省從事城市規劃、投資、設計、建設及運維管理活動的企事業單位、教科研機構、

省內相關學會組織,以及有關專 業人士自願組成的省級行業組織,目前該學會企業會

員 100 家,個人會員 300 人。 

7.  12/11 拜會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協會 VENCI-CIH(廣州)學習中心嚴鐵軍主任商談合作事

宜,該學習中心代表CIH學會在中國大陸區域推動CIH房屋管理標準與理念的本地化

進程，以樹立公共道德意識，代表公眾利益為已任，為 CIH 會員及雇主企業構建高

端專業的培訓以及國際化的專業持續教育（CPD）和享受更多教育和交流機會的互

動平台。 

 

2015 年工作計畫 

 

1.  2015.3 本會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簽屬合作備忘錄 MOU【附件 4-2】 

2.  03/31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周向群及李福勝兩位副教授由健行科技大學鄭昌奇副教

授陪同蒞會交流, 學會杜功仁秘書長,顏世禮副秘書長及高金村主委接待,了解大學人

才培育與業界如何鏈接以及與台灣物業管理相關科系大學交流事宜! 

3.  04/22 大陸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VENCI-CIH)台灣遊學團一行 11 人與本會於王朝

大飯店舉行”2015 年兩岸物業管理價值提升座談交流會”,學會黃理事長,顏副秘書

長,黃昭贊監事,高金村主委及陳婉玲秘書與會,另有前中華民國購物中心理事長劉耀

東先生及宗陞數位謝博全總經理陪同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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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代物業雜誌社 5 月 29-30 日將於南京舉辦 2015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附件 4-4】,學

會未組團參加,將由張建榮理事及高金村主委與會! 熱烈歡迎學會會員報名參加! 

5.  現代物業雜誌社將組團參加 07/03 學會舉辦之"2015 年第九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

會”暨”公共資產與設施管理”論壇,相關之流程與該社密切連繫中。 

6.  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察參訪活動預計暑假出訪。 

規畫行程如下【附件 4-3】： 

-08/20(四)上午 07:25am(Taipei)—09:15am(HK) 

         下午 Domain Shopping Mall(www.domain-mall.hk)購物中心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08/21(五)上午 香港城市大學(www.cityu.edu.hk) 校園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下午 Science Park (www.hkstp.org )  科學園區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08/22(六)上午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www.mtr.com.hk)  地鐵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下午 RICS 交流座談   

         晚上離港 20:10pm(HK)---21:50pm(Taipei) 

7.  九月份現代物業雜誌社將於杭州舉辦 2015 年第二場現代物業發展論壇,將進行訪查

研擬學會是否組團參加。 

 

3-6 財務委員會報告（郭紀子主任委員） 

2014 年執行成果 

 

1. 2014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收支結算（10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P.55，

收入 3,127,712 元，支出 3,059,179 元。本期餘絀 68,533 元。103 年度資產負債表-P.56、

現金出納表 P.57 - 2013 年結存 521,498 元，本期結存 590,021 元及基金收支表 P57 -

歷年累存 46,338 元、財產目錄表【附件 5-1】。 

2. 2014 年第五屆會員大會暨第八屆研究成果發表會共支出 42,271 元，內政部建研所補

助 30,000 元。 

3.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出版品：授權「漢珍數位」2014 年度授權金 20,700 元，物業管理

學報 15 篇，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八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論文 55 篇，總計 69 篇；

授權「華藝數位」2013 下、2014 上期授權金合計 3,821 元。 

4. 研究計劃案收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相關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研修(訂)

案」；金額$841,500 元，管理費 84,150 元；「智慧化設備系統在建築物業管理之應用」；

金額 1,918,000 元，管理費 191,800 元。 

5. 擬定 2015 年度收支預算表，收入 4,541,000 元，支出 4,541,000 元【附件 5-2】 

 

2015 年工作計畫 

 

1.  與會員委員會共同召開會員招募及繳費情形檢討。 

2.  協助「培訓班」、「講習會」增加學會年度創收。 

3. 提交 2015 年度收支結算及執行成果，2015/12 提交 2016 年度收支預算及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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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3 年度稅務申報。 

3-7 秘書處報告（杜功仁秘書長） 

2014 年執行成果  

 

1.  召開第五屆第一、二、三次例行會議（2014.7.1、9.26、11.14；杜功仁秘書長） 

確認各個委員會之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人選，以及各委員會未來二年主要工作計劃。

會中檢討各委員會之執行進度與計畫。 

 

2.  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培訓教材（杜功仁秘書長） 

2014.10.3 舉行第一次會議；啟動六個主題培訓教材之編纂、術科考試場所之評選； 

2014.11.21 將舉行第二次會議：培訓教材初步研擬成果、術科考試場所評選結果 

【附件 6-1】。 

 

3.  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月旦法學知識庫)簽立數位出版合約（杜功仁秘書長） 

2014.10.22 簽立物業管理學報、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數位出版。合約期限：

2014/11/1-2019/10/31，內容：非專屬授權 依「授權著作」之使用狀況，計算【30%】

之權利金 。半年為一期結算。 

 

4.  拜會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蘇雅頌理事長（2014.11.27；杜功仁、陳維東） 

本學會杜功仁秘書長、陳維東副祕書長於 2014.11.27 拜訪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

協會蘇雅頌理事長，洽談雙方未來可能的合作模式，並達成以下之合作共識： 

(1) 雙方合辦會刊： 

蘇理事長承諾協助將學會電子報寄發協會會員，也願意分享協會彙編的法令解釋

函。關於合辦會刊一事，蘇理事長表示協會亦有出版電子報；不過他會先了解我們

學報、電子報的內容後，再來討論刊物需求及合辦會刊的可能性。 

此外，蘇理事長建議可以尋求物業管理備品或耗材廠商，為其刊登廣告，獲取辦刊

物的所需經費。 

 

(2) 專業培訓課程 

蘇理事長建議培訓課程宜以未來公寓法擬增設的「物管主任」一職來研擬教材；屆

時二會可以合作成為培訓機構。對於學會所初擬的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的六

大規範架構，蘇理事長表示協會願意提供意見、以期使其更貼近業界之需求。關於

教材之編纂，蘇理事長建議仍以學會為主，協會願意針對完成之教材，提供意見。 

(3) 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 

蘇理事長表示有合開記者會的意願。關於記者會議題，蘇理事長表示協會較關心的

議題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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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設法增列相關法規，針對管委會委員之行為準則進行規範。 

- 外牆劣化問題：目前北市府列管 1000 棟老舊建築物；惟僅處理 30 件，安全堪虞。

建議訴求政府補助經費，來改善屋況、提升建築物安全性。 

(4) 其他 

協會常常舉辦國外案例參訪活動。蘇理事長表示未來願意將參訪活動訊息分享給學

會會員，也歡迎報名參加。 

5.  物業管理學報（陳維東副秘書長） 

(1) 完成物業管理學報第五卷第二期出刊及刊物寄送工作 

(2) 召開第一次編輯委員會會議(杜功仁、陳王琨、蕭良豪、謝秉銓、陳維東)，決議

物業管理學報第五卷第二期刊登論文，以及申請 TSSCI 相關事宜。徵稿工作議決投

稿收費辦法。 

(3) 召開第二次編輯委員會會議，完成學報申請 SSCI 計畫之自評作業的初步任務編

組；提醒編輯委員會委員完成第六卷第一期之論文徵稿工作。 

(4) 進行物業管理學報第六卷第一期徵稿、邀稿及審稿工作。 
－徵稿公告：學會、中華民國物業經理人協會官網 

－邀稿：26 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2014 物業管理研討會、東京都論文競賽、碩 

博士論文 

－審稿狀況：目前共計 6 篇審稿中(5 學術論文+ 1 實務論文) 

－新舊任主編交接(檔案資料交接持續進行中) 

6.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創會十週年紀念會誌（2014.11~2015.12；鄭文彬常務理事）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創會十週年紀念會誌-目錄、會誌編撰、資料蒐集進行中，需秘書

處協助提供相關照片及資料。 

7.  本會與東京都共同主辦 103 年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活動﹣臺灣物業管理の

國際化與產業化發展趨勢 

8.  物管專案顧問服務案（顏世理副秘書長） 

(1) 營建署委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相關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研修(訂)案」 

(2) 建研所委辦「智慧化設備系統在建築物業管理之應用」 

上列兩案於 103 年度完成結案。 

8.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20 期、21 期（結業 65 人；顏世理副秘書長） 

第 20 期：開課日期：103/4/12.13.19.20，人數 29 人 

第 21 期：開課日期：103/9/27.28 10/4.5，人數 36 人 

 

2015 年工作計畫（杜功仁秘書長） 

 

  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1.  「公共資產與設施管理」論壇 暨「2015 年第九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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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時間：2015.7.3（星期五） 

預定地點：台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台灣科技大學 

活動內容：專題演講（上、下午各一場；演講主題與人選建議） 

徵文公告：2015.3 月寄發 

報名截止：2015.4.30 

全文截稿：2015.5.29 

審查公告：2015.6.15 

發表方式：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優秀論文評選（預計約 30~40 篇論文發表） 

收費方式：會員免費；其他收費 500 元／人（可抵入會費） 

徵文公告已 email 寄給會員；公告於學會網站；海報已印製完成、已寄送至 120 個

系所、公私機構 

【附件 6-2】 

 

2.  本會與東京都共同主辦 104 年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論文獎助活動 

 

  物業管理專業人才培訓班 

1.  「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總幹事培訓班」之教材編纂、說明會與招生 

六大主題：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顏世禮）；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杜功仁）；建築

設備系統維修管理（林世俊）；物業清潔及環境衛生管理（鄭文彬）；物業安全防災

管理（張建榮）；物業管理法規（王順治）【附件 6-1】 

2015.02.06 舉行第三次會議：培訓教材初步研擬成果報告與檢討； 

上課時數 48hr、收費標準$12,000 元／人（暫定） 

2015 年 6 月舉辦說明會、獲取各界修正意見； 

2015 年 7 月開班授課。 

2.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顏世禮副秘書長） 

第 22 期開課（30 人） 

 

   物業管理學報（陳維東常務理事） 

1.  物業管理學報第六卷第一期出刊（已於三月出刊）【附件 6-3】 

2.  進行物業管理學報第六卷第二期徵稿、邀稿及審稿工作（預計九月出刊） 

3.  開始準備 TSSCI 的申請評估及相關措施調整，完成學報申請 SSCI 計畫之自評工作。

並於本屆任內提出申請。 

4.  主動行銷，評選最佳論文，推薦給台灣物業或現代物業刊登 

 

   物業管理專業顧問服務案 

1.  樂意建設「樂意海天段建築設計方案物業檢視」案（黃世孟理事長、張建榮總經理、

徐源德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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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市政府「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幸福好宅興辦先期規劃專業服務」（張智元理事） 

3.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寓大廈物業管理基本功能模組與資料格式標準之建置」案（顏

世禮副秘書長） 

 

  物業管理專業諮詢會議 

1.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長代表與本會洽談「物業管理如何協助校園設施維

護管理」課題（黃世孟理事長、郭紀子主委、顏世禮經理；2015.3.2） 

2.  台北市政府「籌組臺北公共住宅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專業服務案」

之審查會議（黃世孟理事長；2015.3.3） 

3.  臺北市建管處「研商台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及執行專家技術會議」（黃世孟理事

長、郭紀子主任委員；2015.3.19） 

 

  研習會 

1.  「公營住宅物業之前期規劃與營運管理」研習會 

2.  「高齡居家安養生活與商業服務」研習會【附件 6-4】 

 

  十週年會誌 

    會誌目錄 

◊ 彙編前言   ◊  理事長的話   ◊  貴賓賀文 

壹、本會簡介 

貳、年表與貢獻人物 

參、國際交流事務 

肆、會務活動 

伍、回顧與前瞻 

陸、附錄資料 

◊  彙編結語與謝語 

彙輯委員名單：會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及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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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監事會報告（常務監事林世俊）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五屆監事會對於 2015 年度會務發展的期許與意見。決議如下： 

 

一、2014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歲入、歲出決算：本學會 2014 年會務現金結餘 590,021

元，所示 2014 年度會務收支表，收入 3,127,712 元，支出 3,059,179 元，結餘 68,533

元。 請參閱 P.55【附件 5-1】。 

  

二、收入部份因有委託專案管理費溢注，依據委託計畫總經費 10%管理費的辦法，對於

本會的財務狀況改善貢獻良多。研究案經費如下： 

第一案：計畫主持人：顏世禮，計畫名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相關法規命

令及行政規則研修(訂)案」，委辦單位；營建署，總管理費：84,150 元，於 103 年結案。 

 

第二案：計畫主持人：黃世孟，計畫名稱：「智慧化設備系統在建築物業管理之應用」，

委辦單位；營建署建研所，總管理費：191,800 元，於 103 年結案。 

  

三、請繼續推動工作如下: 

(1) 繼續推動 2015 年會務活動工作計劃 

(2) 申辦物業管理法制及產業發展相關政府專案 

(3) 持續舉辦「公寓大廈管理人員」培訓講習班 

(4) 繼續研擬「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培訓」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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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秘書長杜功仁） 

提案一：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4 年收支決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2014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歲入、歲出決算：本學會 2014 年會務現金結餘 590,021

元 ，所示 2014 年度會務收支表，收入 3,127,712 元，支出 3,059,179 元，結餘

68,533 元。請參閱【P.55 附件 5-1】。 

決議： 

 

 

提案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5 年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15 年 3 月 77 日召開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秘

書處規劃全年度的會務活動工作計畫，委請各委員會年度活動工作計畫。請參閱

【P.11】 

決議： 

 

 

提案三：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5 年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擬定 2015 年度收支預算表，收入 4,541,000 元，支出 4,541,000 元； 請參閱【P.59

附件 5-2】。 

決議：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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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題演講：淺談品味葡萄酒（前駐法代表楊子葆） 

 

主講人：楊子葆（前駐法代表） 

講  題：淺談品味葡萄酒 

主講人簡歷：楊子葆  Pierre Yang 

前台灣駐法國代表，法國橋路學院工程博士。深愛葡萄酒與

葡萄酒文化，為此曾進入葡萄酒大學修課、赴葡萄酒莊實習，

並以葡萄酒為主題全球旅行。著有《葡萄酒文化密碼》、《微

醺之後，味蕾之間》、《葡萄酒 ABC》等書。 

 

專題演講大綱（專題演講摘要請參見【附件 8】） 

6-1 這一場專題報告的目的：跨過門檻，成為葡萄酒文化的

insider 

6-2 如何觀察一瓶酒（a wine vs. a bottle of wine）？ 

6-3 開瓶 

6-4 瓶塞 

6-5 倒酒、侍酒 

6-6 品酒 

6-7 什麼是葡萄酒？ 

6-8 怎麼選酒？ 

 

 

 

 

 

 

 

 

 

澳洲黃袋鼠 Yellow Tail  

梅洛紅酒 Merlot 

 

澳洲黃袋鼠 Yellow Tail  

夏多娜白葡萄酒 

Chardon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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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歷年工作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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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4 第八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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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最關心的居住事 2014 台灣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會 

 

記者採訪花絮 

 

 與會貴賓、十大新聞主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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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國際交流花絮 

 

   

右三 Jason Ho 總裁；左二 Ernest Leung 副總裁 

RICS 亞太分會總裁 Jason Ho 與副總裁 Emest Leung及 RICS 台灣籌備處卓輝華召集人於

國土中心拜會學會 

 

 

   

 

 

 

本會參與協辦 2014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於北京嘉里大酒店舉行,黃理事長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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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北京財富中心案場,該中心係北京 CBD 核心區目前在建規模最大功能最全之商務建

築群,由北京達爾文國際酒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總建築面積 72.8 萬平方米 

 

   

本會參訪北京均豪物業管理公司 及 中國物業管協會秘書長王鵬先生交流 

 

   

日本池田芳樹、現代物業、本會代表餐敘  現代物業雜誌社代表成員晚宴交流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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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本會與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簽屬合作備忘錄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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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察參訪團 

 

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察參訪團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8/20(星期四) 上午 07:25am(Taipei)—09:15am(HK) 

下午 Domain Shopping Mall(www.domain-mall.hk ) 購物中心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

流 

「大本型」商場樓高八層，總面積達 45,000 平方米，多間餐廳薈萃其中，商舖琳瑯

滿目，各式美食及購物選擇，定能滿足任何人的口味及需要。您亦可以於專為小商戶

及創業人士而設的「小型零售地帶」，揀選心水潮流服飾及精品。商場的特色空中花

園，備有多項娛樂設施，包括互動遊戲地帶、露天多功能球場等，讓您能於「大本型」

滿載樂趣。 

「大本型」鄰近油塘港鐡站，所在位置貫通整個社區，無論遠近均四通八達。「大本

型」勢必成為東九龍的新地標。 

8/21(星期五) 上午 香港城市大學(www.cityu.edu.hk) 校園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城大是一所充滿朝氣的大學，其地理位置獨特，位於香港這東西方匯集的亞洲國際都

會的中心。城大的目標是追求卓越、促進創新、培育創意，造福社會和服務全球。我

們的願景是成為專業教育出眾的亞洲一流學府，推動不同文化及知識傳統的交流與相

互增長，為人類福祉做出貢獻。 

城大創校於 1984 年，目前共有七個學院：科學及工程學院、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

院、創意媒體學院、能源及環境學院、法律學院、動物醫學院。我們主張，專業教育

應全面推行教研合一，課程設計旨在促進知識創造、創新發現和創意思維。 

下午 Science Park (www.hkstp.org )  科學園區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香港科技園公司的誕生，源於十四年前一個理念——創建一個以科技園公司為核心的

平台，支援及鼓勵本土創新科技，讓香港得以持續發展。十四年來，我們已培育數百

家初創企業，扶助他們茁壯成長，同時亦吸引世界頂尖企業前來分享知識，並凝聚大

量創新企業，讓他們發揮所長，以嶄新發明應對社會需要。 

 基於這個強大穩固的基礎，是時候更上一層樓，聯繫各方，共同推動各行各業利用

創新科技進一步發展業務。 

 在這個強健丶充滿活力的科研生態圈內我們與所有協作的公司絕不是孤軍作戰。 

 我們的發展策略精髓可透過 3C 精神——連接(Connect)丶協作（Collaborate）丶促進

（Catalyse）展現。 

http://www.domain-mall.hk/
http://www.cityu.edu.hk/
http://www.hkst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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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星期六) 上午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www.mtr.com.hk)  地鐵物業管理案場參訪交流 

港鐵的業務能一直穩步發展，取得今天的成績，全賴公司及全體員工貫徹始終恪守明

確的長遠目標及一系列商業原則和道德信念。我們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平 現

世代的需要，並充分考慮與兼顧以後世代的需要。 

為了實踐以上長期承諾，我們重視業務相關人士的意見及利益，透過有效管理人力、

財務及自然資源來推動未來增長，以及透過積極貢獻社區來提升公司價值。 

要達致上述的承諾，我們致力： 

 確保為乘客提供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服務：持續改善及提升服務及產品質素，

以滿足乘客需要。 

 參與及建設社區：提高生活質素，主動參與和建設服務社區；持續與業務相

關人士保持溝通及與他們建立關係，以達成共同目標。 

 培訓及發展人才：營造一個令員工能學習、進步而且引以自豪的公司文化。 

 提倡安全及遵從具道德的業務操守：維護安全是對所有業務相關人士的絕對

必要條件，遵從業務的道德操守。 

 保護環境：透過創新及不斷改進，為公司訂立新標準。 

 運用公司的影響力：促進供應鏈及業務夥伴的可持續發展步伐。 

港鐵以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作為以上各點的發展基礎，讓我們能夠以負責任且可持續

發展的方式實踐目標之餘，亦能夠為投資者提供合理的回報。 

下午 RICS 交流座談    

晚上離港 20:10pm(HK)---21:50pm(Taipei) 

團費：暫定＄ 20,000 元，實際價格旅行社以正式報價為準(此團限額:20 人) 

 

 

﹍﹍﹍﹍﹍﹍﹍﹍﹍﹍﹍﹍﹍﹍﹍﹍﹍﹍﹍﹍﹍﹍﹍﹍﹍﹍﹍﹍﹍﹍﹍﹍﹍﹍﹍﹍﹍  

 

2015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香港考察參訪團 

報名表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電話：                                      手  機：                           

服務單位:                                    E-Mail：                             

 

TIPM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秘書: 陳婉玲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電話:02-2531-3162      傳真:02-2531-3102       信箱:service@tipm.org.tw 

http://www.mt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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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2015 年現代物業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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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註冊費：RMB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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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2014 年收支決算表、各項財務報表 

 

共1頁 第1頁

                                                                                        中華民國103年1月1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          製表日期：104年1月20日

名稱 收入 支出 餘數 絀數

本會經費總收入 $2,081,000 $3,127,712 $1,046,712 共計11項收入

入會費 $50,000 $6,000 -$44,000  

常年會費 $200,000 $188,000 -$12,000  

政府補助收入 $30,000 $30,000 $0

其他補助收入 $20,000 $20,000 $0  

會員捐款 $50,000 $50,000 $0  

利息收入 $1,000 $1,019 $19

委託專案計畫收入 $1,500,000 $2,483,550 $983,550 建研所 營建署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10,000 $2,440 -$7,560  

管理費收入 $150,000 $275,950 $125,950 建研所 營建署

圖書收入 $10,000 $30,520  $20,520  

研習會收入 $50,000 $2,100 -$47,900

其他收入 $10,000 $38,133 $28,133  

本會經費總支出 $2,061,000 $3,059,179 -$998,179 共計5項支出

人事費 $30,000 $164,186 -$134,186  

 員工薪給 $0 $100,000 -$100,000                           

 保險補助費 $0 $8,771  -$8,771 勞健保

 退休補助費 $0 $4,355 -$4,355 老年年金

 考核獎金 $0 $0 $0

 其他人事費 $30,000 $51,060 -$21,060 電子報.會誌編輯工讀費

辦公費 $131,000 $82,402 $48,598
辦公費與業務費支出佔總支出40%(依法須佔

總支出40%)

 文具書報雜誌 $10,000 $2,780 $7,220  

 印刷影印費 $10,000 $8,233 $1,767 證書.獎狀.會議資料等印刷

 旅運費 $20,000 $1,804 $18,196 公務交通費用及快遞支出   

 郵電費 $20,000 $26,975 -$6,975 大會手冊.會員證書.收據等郵資

 修繕維護費 $36,000 $39,060 -$3,060 網站維護費

 公共關係費 $10,000 $3,400 $6,600 婚喪喜慶及開幕禮儀費用

 其他辦公費 $25,000 $150 $24,850

業務費 $1,900,000 $2,812,591 -$912,591 推廣及參與各項活動費用

 會議費 $150,000 $17,182 $132,818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論文集編印費 $100,000 $82,994 $17,006  

 學報編印費 $100,000 $137,835 ($37,835) 學報印刷.審稿.郵寄等支出

 聯誼活動費 $50,000 $16,094 $33,906 國內外交流.伴手禮等

 會務推展費 $30,000 $2,874 $27,126 協調會.座談會

 委託專案計畫支出 $1,350,000 $2,483,550 -$1,133,550 建研所 營建署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10,000 $0 $10,000

 研習會支出 $50,000 $71,888 ($21,888) 研究成果發表會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20,000 $0 $20,000

 考察觀摩費 $30,000 $0 $30,000

 其他業務費 $10,000 $174 $9,826

折舊 $0 $0 $0

提撥基金 $0 $0 $0

 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0 $0 $0

  

  應付委託專案計畫支出$811,980

收入總計 $3,127,712   預付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18,010

支出總計 $3,059,179   1,394,617 (銀行存款)

餘額結存 $30,000 $68,533 -10,262 (零用金)

理事長：                   常務監事:                                  會計 : 

中華民國    104年1月20日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103年度收支結算表

(103)

本年度預算數

(103)結算數 餘絀數
說明/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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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第 1 頁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 金額 科目 金額 

  流動資產 1,458,965    流動負債 811,980  

庫存現金 0  短期借款 0  

銀行存款 1,394,617  應付票據 0  

有價證券 0  應付款項 811,980  

應收票據 0  代收款項 0  

應收款項 0  預收款項 0  

短期墊款 0    長期負債 0  

預付款項 18,010  長期借款 0  

銀行存款－基金 46,338    其他負債 10,626  

  固定資產 0  存入保證金 0  

土  地 0  雜項負債 10,626  

房屋及建築 

  減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0 

 

  基  金 0  

( 0 ) 資產基金 0  

事務器械設備 

  減累計折舊－

事務器械設備 

52,387 

0 

 

提撥基金 46,338  

(52,387)   餘  絀 590,021  

儀器設備 

  減累計折舊－

儀器設備 

 

0 

 

累計餘絀 521,498  

( 0 ) 本期餘絀 68,533  

其他資產 0     

存出保證金 0     

雜項資產 0     

合計 1,458,965  合計 1,458,965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陳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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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521,498  
 

本期支出 

 

3,059,179 
 

本期收入 3,127,712    本期結存 590,021  

合計 3,649,210  合計 3,649,21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第 1 頁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歷年累存 46,338  支付退職金 0 

 本年度利息收入 0  支付退休金 0 

 本年度提撥 0  0 

    存入合作金庫定存單  

  結  餘 46,338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出納：  製表：陳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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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財  產  目  錄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保管：   製表：陳婉玲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工 作 人 員 待 遇 表 

104 年 1 月 1 日第 1 頁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出
生
地 

到 職 
年月日 

月 支 
薪 餉 

主 管 
加 給 

其 他 說 明 

秘 書  陳婉玲 女 
51.5.1

6 
台
北 

103.7.1 20,000     

          

合 計      20,00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陳婉玲      

財

產

編

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年月日 

單

位 
數量 原值 

折舊 

淨值 存放地點 說明 
本年數 累計數 

001 
事務器械

設備 
電腦.螢幕 98.2.20 組 1 15,300 0 15,300 0 景文科大 

學會

網站 

002 
事務器械

設備 
電腦.螢幕 98.9.18 組 1 20,187 0 20,187 0 學會 

會務

使用 

003 
事務器械

設備 
筆記型電腦 99.12.03 台 1 16,900 3,756 16,900 0 學會 

會務

使用 

            

 合計     52,387 3,756 52,3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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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2015 年收支預算表 

 

科  目 增   加 減   少

本會經費總收入 $4,541,000 $2,081,000 $2,460,000  共計11項收入

入會費 $30,000 $50,000 -$20,000 新入會員10人.團體會員1

常年會費 $180,000 $200,000 -$20,000 會員100人.團體會員8

政府補助收入 $30,000 $30,000

其他補助收入 $20,000 $20,000 樂捐款項

會員捐款 $30,000 $50,000 -$20,000

利息收入 $1,000 $1,000

委託專案計畫收入 $2,970,000 $1,500,000 $1,470,000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830,000 $10,000 $820,000 各開2期

管理費收入 $330,000 $150,000 $30,000  

圖書收入 $40,000 $10,000 $30,000 出版品.數位權利金

研習會收入 $20,000 $50,000 $30,000

其他收入 $60,000 $10,000 $50,000 網站廣告維護等 

本會經費總支出 $4,541,000 $2,051,000 $2,490,000 共計5項支出

人事費 $385,000 $30,000 $355,000  

 員工薪給 $240,000 $0 $240,000 $0 秘書薪資 

 保險補助費 $28,000 $0 $28,000 勞健保

 退休補助費 $15,000 $0 $15,000 老年年金

 考核獎金 $30,000 $0 $30,000 年終獎金

 其他人事費 $72,000 $30,000 $42,000 編輯工讀費

辦公費 $136,000 $131,000 $5,000 辦公費與業務費支出佔總支出40%(依法須佔總支出40%)

 文具書報雜誌 $10,000 $10,000 $0 $0  

 印刷影印費 $10,000 $10,000 $0 證書.獎狀.會議資料等印刷

 旅運費 $20,000 $20,000 $0 公務交通費用及快遞支出   

 郵電費 $25,000 $20,000 $5,000 大會手冊.會員證書.收據等郵資

 修繕維護費 $36,000 $36,000 $0 網站維護費

 公共關係費 $10,000 $10,000 $0 $0 婚喪喜慶及開幕禮儀費用

 其他辦公費 $25,000 $25,000 $0

業務費 $4,020,000 $1,780,000 $2,240,000 推廣及參與各項活動費用

 會議費 $100,000 $150,000 $50,000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論文集編印費 $30,000 $100,000 $70,000  

 學報編印費 $100,000 $100,000 $0 學報印刷.審稿.郵寄等支出

 研究發展費 $120,000 $0 $120,000
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研擬計畫.「入門版物業管理概論」教材編

纂
 聯誼活動費 $20,000 $50,000 $30,000 國內外交流.伴手禮等

 會務推展費 $20,000 $30,000 $10,000 協調會.座談會.記者會

 委託專案計畫支出 $2,970,000 $1,350,000 $1,620,000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500,000 $0 $500,000

 研習會支出 $150,000 $50,000 $100,000 研究成果發表會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0 $20,000 $20,000

 考察觀摩費 $0 $30,000 $30,000

 其他業務費 $10,000 $10,000 $0

折舊 $0 $0  

提撥基金 $0 $0

 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0 $0

  

中華民國    103年12月15日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度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

(104)

本年度預算數

(103)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比較數
說                      明

 理事長:                  常務監事 :             秘書長：             會計:　                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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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物業管理專業職能分級檢定制度與培訓教材 

壹、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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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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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設備系統維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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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肆、物業清潔及環境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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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物業安全防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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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物業管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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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2015 年第九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徵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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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物業管理學報第六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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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研習會 

「公營住宅物業之前期規劃與營運管理」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承辦單位：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研習時間：2015 年（第一天）9 月 X 日、（第二天）9 月 x 日（星期五）（暫定） 

研習地點：OOOO 會議廳 

費    用：學會會員每位 1,500 元，非會員每位 3,000 元（費用含午餐及講義費用） 

報名地點：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01 室） 

聯絡通訊：連絡電話 02-2531-3162 傳真 02-2531-3102 

研習目的： 

各縣市 2015 年當選新市長競選政見、施政政策均強調積極推展公營住宅政策，尤

其針對出租型公營住宅之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如何緊密結合民間的物業管理專業服

務，乃本次研習會目的。課程內容依據物業管理三範疇，建物與環境維護、生活與商業

服務、資產經營與管理，講解公營住宅之前期物業規劃，與後期營運管理課題。 

研習對象： 

1. 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城鄉發展、公寓大廈、民政、社會與財政、、等相關公營住宅

行政與工作人員 

2. 民間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及物業管理公司，包括經營決策者、總幹事、秘書、、等相

關物管工作人員 

3. 民間建築師、室內設計、智慧化設備系統商、、、、、、、、、、等相關從業人員 

 

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9 

月 

X 

日 

 8:30-8:50 報到 

 9: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黃世孟（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9:10-10:40 公營住宅之整體資產管理架構 張建榮（信義之星） 

10:40-11:00 休息 

11:00-12:30 公營住宅之建築計畫與規劃設計課題 杜功仁（台灣科技大學）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00 公營住宅前期規劃設計之物業管理檢核課題 朱貴章（世聯顧問）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公營住宅之長期修繕計畫 張智元（逢甲大學） 

 

9 

月 

X 

日 

 9:10-10:40 公營住宅之 BIM 應用與設施管理資訊系統建置 高金村（綜陞數位） 

10:40-11:00 休息 

11:00-12:30 公營住宅物業的委外招標課題與廠商管理 顏世禮（東京都物業）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00 公營住宅之租賃管理與物業管理 陳品峯（安杰物業）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黃世孟 理事長 

與談人：上述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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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銀髮族居家安養生活與商業服務」研習會 

主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雙連安養機構、東

京都物業管理機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等等（待確） 

研習時間：2015 年（第一天）9 月 X 日、（第二天）9 月 X 日（暫定） 

研習地點：OOOO 會議廳 

費    用：學會會員每位 1,500 元，非會員每位 3,000 元（費用含午餐及講義） 

報名地點：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01 室） 

聯絡通訊：電話:02-2531-3162  傳真:02-2531-3102 

研習目的： 

順應台灣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敏感「銀髮族居家安養生活與商業服務」重要性，針

對都會區意願在宅居家安養高齡族群，探討公寓大廈住戶管委會、物業管理公司，如何

研習面對已到來居家銀髮族族殷切需求發展之新知。研習內容針對銀髮族族的食衣住行

育樂、生老病死，如何緊密結合物業管理服務事項，提供前瞻且整體的研習課程。 

研習對象： 

1 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城鄉發展、公寓大廈、民政、社會與衛生醫療、、等相關

衛福行政從業人員 

2 民間：都會區公寓大廈主任委員、管委會委員及住戶，物業管理公司決策者及派遣至

案場總幹事、秘書等相關物管服務人員，資通設備、旅遊美食、網購團購、健檢醫療、、

等相關從業人員 
 

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主講人 

 

 

9 

月 

X 

日 

 8:30-9:00 報到 

 9:00-9:10 主辦單位致詞：以物業管理加值銀髮族之新產業 黃世孟 理事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9:10-10:40 從機構安養物業探討居家安養生活服務之新商機 蔡芳文 執行長（雙連安養機構） 

10:40-11:00 休息（20 分鐘） 

11:00-12:30 銀髮族居家安養結合醫療健檢生活服務之新醫護 蘇喜 教授（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60 分鐘） 

13:30-15:00 銀髮族規劃國內外旅遊與長宿體驗之新樂活 林正雄 董事長（旅遊觀光教授） 

15:00-15:20 休息（20 分鐘） 

15:20-16:50 銀髮族居家安養享受團購、團膳與團學之新生活 顏世禮 經理（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9 

月 

X 

日 

 9:10-10:40 銀髮族居家安養調適生活空間與設備之新環境 黃耀榮教授（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40-11:00 休息（20 分鐘） 

11:00-12:30 銀髮族居家安養配置智慧型設備與維護之新科技 經理（中興保全公司） 

12:30-13:30 午餐及休息（60 分鐘） 

13:30-15:00 銀髮族居家安養使用輔具產品配套生活之新道具 
盧濟亞組長 

（新竹縣身心障礙福利中心的輔具資源中心） 

15:00-15:20 休息（20 分鐘） 

15:20-16:50 綜合討論：從銀髮族產業商機談居家物管新服務 

主持人：黃世孟（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蘇喜（開南大學教授）、蔡芳文（雙連安養機

構執行長）、黃耀榮（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顏世禮（東

京都物業管理機構經理）、 

tel:02-2531-3162
tel:02-253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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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組織章程 

 

本章程經本會 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經內政部 2006 年 1 月 23 日台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4 日台內社字第 0990043700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本會以推展物業管理學術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物業管理學術教育及專業訓練之推廣等事項。 

二、 引進國內、外最新物業管理新知技術，並和國際物業管理學術單位合作、

交流等事項。 

三、 接受國內、外委託或自辦各項物業管理學術研究、討論等事項。 

四、 建立物業管理專業制度、品牌、選拔、評選、評鑑標準及建構 e 化社區平

台等事項。 

五、 物業管理糾紛、爭議等問題之研究建議及協助企業專案研究等事項。 

六、 推動物業管理證照制度，得協助政府及業者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等事項。 

七、 基於物業管理學術及技術研究發展需要，得蒐集國內、外有關物業管理資

料（訊）及出刊叢書、刊物、宣傳品及電子媒體等事項。 

八、 其他依規定應辦理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經濟部及教育部。其目的事業應受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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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員：凡從事物業管理相關之教育學者、專家、公職者、從業人員及贊同本會

宗旨、年滿二十歲、設籍中華民國，具物業管理專才或非物業管理背景但有興趣者，皆

得申請參加本會，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經政府發照單位取得合法登記證明之物業管理之相關行業及贊同本會

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並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員。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三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贊助會員：凡對本會熱心貢獻並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經理事會通過者，得

為本會贊助會員。 

四、榮譽會員：凡國內、外在物業管理學術業上卓有成就或貢獻之團體或個人，經理事

會通過，得為本會榮譽會員。 

五、學生會員：凡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就讀物業管理相關學系之在學學生，皆得申請

參加本會，填具申請書及繳納會費，經會員委員會通過，得為本會學生會員。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

為一權。贊助會員、榮譽會員及學生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當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連續兩

年未繳會費時即視為自動停權，不再另行通知，會費繳交認定期限為每年大會舉辦日的

1 個月前。前述欠繳會費之會員，可於繳付當年度會費後，始可於本會收訖會費日起計，

於 1 個月後自動恢復原始會員權益。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

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名額及

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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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訂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

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

名單。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

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

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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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

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

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

事項由理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

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依需要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諮詢指導委員、

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

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本

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

表) 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

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

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可

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

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

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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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陸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學

生會員不必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萬元，學生會員新台幣伍佰

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

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錄及基金收支表，

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

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第三十六條  訂定及變更本章程之會員大會年月日、屆次及主管機關核備之年月、文號

如下：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7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3 日台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3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4 日台內社字第 0990043700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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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務人員 

 

  第五屆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 黃世孟 

常 務 理 事 周世璋、陳維東、鄭文彬  

理 事 
王世燁、吳韻吾、沈世宏、林錫勳、高金村、楊詩弘、張智元、張

建榮、陳王琨、鍾振武、顏世禮 

候 補 理 事 王敏順、溫琇玲、羅紫萍、蕭良豪 

常 務 監 事 林世俊 

監 事 卜遠程、李正庸、沈英標、黃昭贊 

候 補 監 事 謝秉銓 

秘 書 長 杜功仁 

副 秘 書 長 顏世禮、陳維東、鄭文彬 

 

  各委員會名單 

學術委員會： 楊詩弘 主任委員、謝秉銓 副主任委員 

會員委員會： 羅紫萍 主任委員、郭斯傑 副主任委員 

國際交流委員會： 高金村 主任委員、張智元 副主任委員 

財務委員會： 郭紀子 主任委員、鍾振武 副主任委員 

 

  物業管理學報 

主編：陳維東 

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杜功仁、蕭良豪、陳王琨、謝秉銓 

編審：陳王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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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黃盈樺 

編輯小組：陳建偉 

 

  電子報  

總編輯：羅紫萍 

執行編輯：張玉萍 

 

  學會網站維護  

管理人：羅紫萍 

網頁維護人：蔡孟杰 

 

  第八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研究案主持人 

黃世孟 理事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委辦「智慧化設備系統在建築物業管理之應用」 

顏世禮 副秘書長 

內政部營建署 委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之相關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研修(訂)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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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專題演講摘要－淺談品味葡萄酒 

                      楊子葆  Pierre Yang 

 前台灣駐法國代表，法國橋路學院工程博士。深愛葡萄酒與 

            葡        萄酒文化，為此曾進入葡萄酒大學修課、赴葡萄酒莊實習， 

                      並以葡萄酒為主題全球旅行。著有《葡萄酒文化密碼》、《微 

                      醺之後，味蕾之間》、《葡萄酒 ABC》等書。 

一、這一場專題報告的目的：跨過門檻，成為葡萄酒文化的 insider。 

1. 葡萄酒之於台灣，其實是一種外來文化。 

2. 葡萄酒之於歐洲，是一種文化圖騰，而且就像所有的活潑圖騰，葡萄酒支持各

式各樣的神話，並且兼容並蓄其中種種矛盾，偏偏卻又在彼此的對照裡呈現那

些隱隱拉扯的文化較勁。 

3. 區分文化 outsider 與 insider 的方式：檢視細節。 

4. 凱薩琳•丹尼芙（Catherine Deneuve）的警告。 

5. 跨過門檻最好的方法：實踐、試誤、思索、內化。 

二、如何觀察一瓶酒（a wine vs. a bottle of wine）？ 

1. 酒瓶造型、顏色，甚至容量、重量。 

2. 正面酒標。 

3. 背面標籤。 

4. 酒鞘。 

三、開瓶 

1. 酒鞘切割器（切箔刀）：foil cutter、foil remover；最傳統的開封（蠟封）鉗。 

2. 開瓶器（corkscrew，tire-bouchon）：T 形開瓶器、蝶形開瓶器、 Sommelier（waiter’e 

friend）、Ah-So 以及其他各種開瓶器。 

3. 酒瓶領帶：Bottle tie。 

四、瓶塞 

1. 螺旋瓶蓋：screwcap。英國酒評家 Brian St. Pierre 曾說過：「最好的是，螺旋瓶

蓋是一種感覺良好的民主提醒，提醒我們品嘗葡萄酒應該是為了樂趣，而非表

演。」（Best of all, screwcaps are a nicely democratic reminder that wine should be a 

pleasure, not 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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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木塞：cork。前財政部長、曾經擔任過我國派駐 WTO 首任大使、現任元大金

控董事長、著名的愛酒人顏慶章說過一句調侃這個舉動的名言：「如果你要欣賞

女士的美腿，用不著去嗅聞她所穿過的絲襪！」 

五、倒酒、侍酒 

1. 倒多少？ 

2. 等待多久? 

3. 所謂「一頓飯的時間」？ 

4. 酒杯也是個學問：至少認識香檳杯、白酒杯、紅酒杯。 

六、品酒 

二十世紀初在位九年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是一位以注

重穿著、講究品味、喜歡享受、熱愛交際而聞名的君主，在國家大事上沒有什麼值得一

提的功績。但是，他卻因為曾針對品酒過程留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名句，而竟成為葡萄

酒世界裡的名人。 

這段話是這樣的：「人不僅是喝葡萄酒而已，還要嗅聞它、觀察它、品嘗它，反覆

啜呷，然後議論它！」（One not only drinks wine, one smells it, observes it, tastes it, sips it, 

and talks about it.） 

七、什麼是葡萄酒？ 

1. 紅酒。 

2. 白酒。 

3. 粉紅酒（玫瑰紅酒）。 

4. 氣泡酒、香檳。 

5. 清淡葡萄酒/加烈酒。 

八、怎麼選酒？ 

1. 目的。 

2. 客人與主人的特質。 

3. 地點與時間：環境氣氛與條件。 

4. 配菜。 

5. 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