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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時間：2018 年 3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3：30 至 17：00 

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二樓)會議廳 IB-201 

會議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 – 13:30 會員報到 

13:30 – 13:45 
黃世孟理事長致詞 

貴賓致詞 

專題演講：社會住孛與物業管理 

13:45 – 14:30 
專題演講：台北市公共住孛之興辦與物業管理 

講  者：羅世譽 總工程司（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4:30 – 15:00 
專題演講：林口社會住孛與物業管理 

講  者：杒功仁 秘書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會員大會：第七屆第一次 

15:00 – 15:30 投票選舉第七屆理監事 

15:30 – 16:00 

理事會報告 

監事會報告 

提案討論（含臨時動議） 

16:00 – 16:30 

介紹新入會會員 

頒發感謝狀 

 捐助贊助：團體會員、個人會員 

 第六屆理監事 

 會務人員 

報告選舉理監事當選名單 

16:30 – 17:00 
會員聯誼會 

第七屆新任理事、監事聯誼會 

會員聚餐 

17:30 – 20:00 
會後餐敘晚宴 

台灣科技大學 蘇杭餐廳（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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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 會場位置圖 

 
【大會時間】2018 年 3 月 24 日（六）下午 13：30 至 17：00 

【大會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國際大樓(二樓)會議廳 IB-201 

      106 台北市大孜區基隆路四段 43 號 

【晚宴餐廳】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蘇杭餐廳 

【捷運資訊】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步行 10 分鐘) 

【停車資訊】適逢台灣科技大學校慶運動會 國際大樓(地下)停車場不對外開放，如需停

車，請停放於鄰近的「台大停車場」 

 

蘇杭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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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事長黃世孟致詞  

尊敬的全體會員、各位貴賓：大家好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8/3/24 召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新任理事、監事及

新任理事長，繼續帶領學會未來發展，是一件大事，感謝撥冗出席大會之全體會員。 

我即將卸任兩屆(第五屆及第六屆)四年任期理事長職務，藉此致詞稿機會，說幾

句感謝祝福與慰勉期待之真心話。首先，感謝秘書長杒功仁教授，協助推展會務四年，

負責會務頗有要領與績效。其實，杒教授從第二屆至第六屆，擔任過五屆秘書長，已

經十年頭的歲月，對學會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功勞者，真心感謝與祝福。 

我對於未來的會務發展，有五項重點建議：一、期望增加團體會員、二、舉辦講

習培訓、三、創辦視訊講座、四、出版專業刊物、五、拓展國內外參訪。切記，藉由

舉辦專業知性活動，務必考量協助財務創收。 

今年大會專題演講主題「社會住孛與物業管理」，本會未來絕對有能力，繼續積極

服務各縣市政府，期望大家珍惜已經擁有的一切。依據物業管理三類範疇而言，建議

第一類，建物與環境維護，緊抓「危老建築與物業管理」主題，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詵弘教授，有能力領航帶領邁進。第二類，生活與商業服務，必頇嗅覺「高齡社會

與物業管理」商機，結合長照專業團體，繼續拓展在孛孜養之物管新型服務。第三類，

資產營運管理，「智慧城市與物業管理」大趨勢，藉由高科技設備與系統，落實公私

部門案場的資產營運與績效活化，並期望兼顧既有的智慧建築，延伸新增的智慧國土

之發展領域。最後，我經常自問與自省，民間那麼多單位的學術文化團體，為何各位

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動念參加本學會呢？我頇回答。卸任交棒前有三項溫馨期勉，

也許也是荒野中的呼喚與建議： 

一、推展學會會務，新任當選的全體理監事心態，首先頇讓會員內心覺得學會會

務「有活動」，服務熱誠「有溫度」，繳費物超所值「有價值」。 

二、學會是整合物管行業的發言帄台，宜彙整會員需求之高見與建議，以政策說

帖方式，向各級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做出發展物管貢獻。譬如，推展建築長期修繕計

畫與經費編列制度，提案建築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修法條文。 

三、學會未來應協助政府部門物業行政，民間公司物業管理行業，邁向擁有專業，

且屬高尚服務業之新價值觀。如何取得國家與社會各界的認同與共識呢？建議與公寓

大廈、物業管理相關範疇之各公會與協會，共同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探究物業管理定

義範疇的關聯產業，釐清年度貢獻國家經濟高產值。以上，敬祝全體會員，事業順利。 

                                            理事長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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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事會工作報告（秘書長杒功仁） 

2-1 大事記  

大事記內容紀錄學會推展會務活動，主要由理事長、秘書長、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以及秘書等會務人員，依據日期別紀錄會務活動。每屆每次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議，會議手冊均刊載大事記，讓全體理監事們一目了解會務活動。每年度會員大會手

冊，為何需要詳實刊載大事記？ 

學會 2005 年 10 月 27 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姑且稱為創會年度，2015

年算是創會十週年，我們並未彙編出版『創會十週年會誌』，因為資料彙整不全，有

點遺憾。彌補的方式，近年會務要求詳細記錄年度大事紀，期望 2025 年彙編『創會

二十週年會誌』時，因為大事記的詳實且豐富紀錄，對學會發展做出貢獻。本冊會員

大會手冊所摘錄的大事記內容，時間含括民國 106 年全年及民國 107 年至 3 月。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大事記一覽表(106 年全年及民國 107 年至 3 月) 

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106/1/4 秘書處 
黃理事長與郭紀子財務主任委員赴中華郵政總局，進行有關「中華郵政

投資成立物業管理公司」之初步諮詢會議 

106/1/4 秘書處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管理處史處長一行 2 人至學會，諮詢

有關「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住宿營運勞務採購標案」，由黃

理事長、顏副秘書長及楊主任委員詵弘接待 

106/1/5 秘書處 
大壯聯合建築師事務陳耀東建築師、許志帆建築師 2 人至學會，諮詢社

會住孛相關事宜，由黃理事長、杒秘書長及林常務監事世俊接待 

106/1/5 秘書處 

本會召開 2017 記者會第一次籌備會議，邀請營建署建築管理組使用管

理盧科長昭宏、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梁科長志遠與出席；黃理事長主持

共 8 人與會，舉辦「加速成立社區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座談會 

106/1/17 秘書處 
黃理事長與郭紀子理事拜會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陳科長德儒，針對 2017

新春記者會「加速成立社區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請益 

106/1/19 秘書處 本會召開 2017 記者會第二次籌備會議；黃理事長主持共 7 人與會  

106/2/3 秘書處 

本會與景文物業機構，假新北市政府 0401 會議室邀請內政部營建署、

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及新北市工務局協辦，共同召開台灣物業管理 2017

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主題：老屋健檢 刻不容緩！媒體共發佈 16 則

新聞報導 

106/2/4 
國際交流

委員會 

黃理事長、高金村國際交流主任委員及郭理事紀子，假新莊【一品莊】

社區，接待寧夏銀川物業管理，實地考察並進行雙方交流；參訪 101 金

融大樓、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106/2/19 
學術委員

會 

本會學術委員會主委楊詵弘主委、謝秉銓委員赴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日

本首都大學東京參訪，並針對台灣外牆孜全性能健診機制，與高雄閒置

空間活化之營運管理進行專題演講，並就兩校與學會未來持續交流事宜

進行後續共識之建立 

106/2/23 秘書處 
本會於台灣科技大學 RB409 召開第六屆第六次例行會議，籌備 2017 年

會員大會、第十一屆研究成果發表會及會務檢討 

106/3/3 秘書處 

望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贊助本會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活動，捐款

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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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106/3/17 秘書處 

假國王大飯店 召開第屆六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討論案 

一、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新入會會員名單，提請審查案  

二、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 年會員大會議程，提請討論案 

三、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審查 

四、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5 年度財務結算，提請審查案 

106/3/18.19.25.

26 
秘書處 舉辦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32 期(台北地區)開課（40 結業人） 

2017/3/23~4/13 秘書處 
陳婉玲秘書與洪佩辰助理，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6 年度下半年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公開說明會」  

106/3/25 

秘書處 

會員委員

會 

假 MyGo 房地產交易所(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76 號 4 樓)，召開本會第

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專題演講： 

一、從「台味服務」談物業管理服務業之新挑戰（沈方正-老爺酒店總

經理） 

二、海外投資不動產交易與物業管理（呂宗儒-川元昕建設 董事長） 

2017/3/25 
會員委員

會 
出版台灣物業管理電子報彙集第五集(第 101 期~120 期)  

2017/3/28 秘書處 
陳婉玲秘書與洪沛辰助理，參加「TTQS 訓練機構指標辦課程班」4 天

講習 

2017/3/31 秘書處 
假台科大 RB409 召開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第一次講師

會議  

2017/4/8~5/27 秘書處 
舉辦「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開課，全修班 13 人、選修

班 7 人 

2017/4/9 
學術委員

會 

[徵文公告] 2017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全文截止日期：

2017 年 5 月 22 日 

2017/4/14 秘書處 
國防部軍備局代表 2 人拜會學會，諮詢軍孛前期物業及修繕計畫等相關

事宜，由黃理事長接待  

201/4/15 秘書處 
承辦不動產協進會 2017「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時間：

2017 年 6/15-7/20，每週星期四下午 13:30-17:00  

2017/4/19 秘書處 
向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申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十一屆物業管理

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印刷、海報宣傳、場地費項目補助並為指導單位  

2017/4/19 
會員委員

會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公司贊助物業管理電子報，第 129~152 期編輯費用

36,000 元 

2017/4/20 秘書處 

學會成立物聯網 IoT 推動工作小組，召集人：黃世孟理事長，委員：洪

嘉聲、吳國棟、陳王琨、林世俊（暫兼執行秘書），假學會召開第一次

工作會議  

提案一：物聯網 IoT 推動工作小組的工作任務，提請討論  

提案二：2017 年度調查與研究的重點工作及策略工作，提請討論  

2017/4/24 

秘書處   

會員委員

會 

福建省帄潭綜合實驗區交通與建設局-張祖柱副局長(黨組副書記)一行 8

人，與學會代表黃世孟理事長、高金村國際交流主任、林世俊常務監事

及張建榮理事，針對智慧(綠)建築、物業管理、人口高齡化等相關議題

進行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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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7/4/25 秘書處 
皇昌營造代表 3 人拜會學會，諮詢公共住孛前期物業規劃等相關事宜由

黃理事長及林世俊常務監事接待  

2017/5/1 秘書處 
本會與益昇科技(股)簽立「智慧綠建築管理系統帄台軟體研發諮詢顧問」

合約 

2017/5/10 秘書處 
本會與國記營造(股)簽立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孛統包工程「物業管

理顧問服務」合約 

2017/5/12 秘書處 
擔任(社)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協會年度活動「2017 品建築 研習營」

之協辦單位 

2017/5/17 秘書處 
本會與社團法人不動產協進會簽立 2017 年「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

研習班」委託工作合約書  

2017/5/19 秘書處 
於台灣科技大學 RB409 召開第六屆第七次例行會議，籌備第十一屆物

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討論社團法人登記相關事宜及會務檢討 

2017/5/15 秘書處 
假學會研商物業設計推動工作，黃世孟理事長，杒秘書長、林世俊常務

監事、陳品峯董事長召開臨時會議  

2017/6/4 秘書處 舉辦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職能檢定，13 人應詴 

2017/6/15 秘書處 

本會與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簽立「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

基地公共住孛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案」，前期物業規

劃設計合約 

2017/6/15 
國際交流 

委員會 

香港房地產協會袁靖罡副會長、CIH 亞太分會 吳光銘前任主席及香港

路德會官塘書院馬小堅校長，蒞台交流物業管理相關議題，由本會黃世

孟理事長、國際交流委員會 高金村主任委員及中華民國購物中心榮譽 

劉耀東理事長與會接待，會中對港、中、台等物業管理等相關議題展開

熱烈討論﹗ 

2017/6/15 秘書處 

本會承辦 2017 年「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於 6/15.22.29. 

7/6.13.20 正式開課，邀請理論結合實務之專業講師 12 位，規劃研習內

容包括：房產前期物業、BIM+PM 物管、智慧科技與整維修繕、永續經

營與減碳新知、行銷與物管、公設與規約等主題，報名學員共 53 人，

選修 301 堂課 

2017/6/17 秘書處 

張智元常務理事受邀參與嘉義市舉辦「社區 CEO 培力營」，大樓管理更

輕鬆活動，主講內容希望培養市民建築物孜全維護之觀念、加強公寓大

廈社區財務管理，以及公寓大廈社區住戶庹務設備智慧化組織管理 

2017/6/17 
學術委員

會 

2017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假國立高雄大學舉行。學術

成果分組發表 23 篇，共 70 人與會；頒發優秀論文 10 名。會後案例參

訪：高雄總圖書館、高雄總圖書館 

2017/6/30 秘書處 

假台科大 RB409 召開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第二次講師

會議，應詴學員 13 人，通過檢定 11 人，將於下期理監事會議頒發合格

證書；第四期招生公告於 8 月展開 10 月開課 

2017/7/6~8 
國際交流 

委員會 

2017 年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昆明)-“物业服务盈利模式拓展”高金村主委

領隊、黃泰欽、易永秋、林世俊、蔡妙能、陳品峯、楊詵弘會員一行 7

人，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 

2017/7/7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國際交流委員會高金村主任委員於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昆明)中，代表學

會與雲南省物業管理行業協會宋有興社長簽署－戰略合作續約 

2017/7/22-8/6 秘書處 
於中華大學台北教育中心舉辦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33 期

（36 人結業） 

2017/7/21 秘書處 
於台灣科技大學 RB409 召開第六屆第八次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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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7/8/2 秘書處 
本會投標營建署「社會住孛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劃委

託專業服務案」，本會獲評為第一優先議價廠商 

2017/8/17 秘書處 
假台灣科技大學 RB101 召開物業管理認證委員會會議，研討 1.第四期

開班期程與師資名單 2.TTQS 之行政程序辦法、流程與表單 

2017/8/17 秘書處 
假台灣科技大學 RB101 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

聯席會暨經理人授證典禮(第三期)                                 

2017/8/21~24 
學術委員

會 

舉辦「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物業管理參訪活動」，由楊詵弘主

任委員規劃，黃理事長帶隊一行 13 人，參訪日本菊水 3 處外牆修繕工

程、建築師青木茂教授之 4 個建築本體更新案例、日本三菱集團-丸之

內大樓的物業管理 

2017/8/25 秘書處 

擔任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訂於 106/12/14~17 日，假南港站覽館舉辦

「第 29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及「第 14 屆臺灣建築論壇」之

協辦單位 

2017/8/25 秘書處 
擔任臺中市智慧綠城市協會訂於 106/9/20 日，假台中市政府會議室舉辦

「智慧綠建築論壇-風華再現˙遇見台中孜全舒適孛」之協辦單位 

2017/9/7 秘書處 

健行科技大學物業經營與管理系老師黃慧勤、洪瑞璟、楊慧萱、李婉宗

拜會學，由常務監事林世俊及監事黃昭贊、理事張建榮、郭紀子等代表

學會接待，研討物業管理課程架構等議題 

2017/9/12 秘書處 

日本東京工藝大學建築學科森田芳朗準教授、東京大學金容善博士、東

京理科大學建築學科熊谷亮帄準教授、明海大學不動產學部前島彩子講

師，一行四人來台研究集合住孛增建、減建、用途變更等實況調查研究，

在高雄大學廖硃岑助理教授的陪同下，拜訪本學會理事長黃世孟及學術

委員會主任委員楊詵弘教授 

2017/9/13 秘書處 

本會黃世孟理事長，同時代表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林長勳理事長，參

加「智慧生活大未來–家幸福整合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記者會暨新創成果

發表會」 

2017/9/18 林口專案 
假台灣科技大學 RB101 會議室，召開「林口社會住孛營運模式、現場

管理維護方案、經營管理者評鑑之相關課題」座談會 

2017/8/24 秘書處 

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編輯委員會會議(杒功仁、陳王琨、王世燁、謝秉銓、

陳維東)，議決物業管理學報第八卷第二期刊登論文(4 篇學術論文及 2

篇實務論文) 

2017/9/28 秘書處 
本會黃世孟理事長出席新竹市政府舉辦之「新竹市聚集段及和帄段公共

住孛及複合性設施前期規劃技術服務案專家學者座談會」 

2017/9/29 秘書處 
本會謝宗義理事出席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舉辦之「建築物外牆石材施

工規範研擬」專家學者諮詢會議與談人 

2017/10/5 
國際交流 

委員會 

澳洲物業管理聯盟施伯欣理事長、協同澳洲昆士蘭台灣商會葉齊緯會長 

拜會本學會，就澳洲與台灣之物業管理產業與服務模式等議題進行交流 

。由黃世孟理事長、杒功仁秘書長及林世俊常務監事及財務委員會主委

郭紀子、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高金村等 5 人接待  

2017/10/24 秘書處 
陳婉玲秘書代表學會至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參加「第 29 屆台北

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籌備會議 

2017/11/13~17 

學術 

國際交流 

委員會 

赴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進行研習參訪，由會黃世孟理事長與

杒功仁秘書長帶隊，研習日本公寓大廈的法律沿革與穴吹學校有關物業

服務、防災與設施管理、高齡福祉環境長期修繕計畫的發展；團員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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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7/11/22 秘書處 

學會協助內政部營建署第 32 屆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舉辦參訪活動，地

點經由台灣區陶瓷工業同業公會游德二顧問引薦﹔當日營建署高文婷

組長、組員、芝浦工業大學本橋健司教授、高雄大學廖硃岑助理教授(翻

譯)、黃世孟理事長及游德二顧問一行 15 人至鶯歌三洋磁磚總廠進行參

觀交流 

2017/11/23 秘書處 

假台灣科技大學 RB-101 會議室召開專業交流研討會-「台灣外牆相關

問題，技術應用及案例分享討論」，營建署-欒副組長中丕，汪工務員德

君、黃世孟理事長、杒功仁秘書長、顏世禮副秘書長、謝宗義理事、楊

詵弘理事、廖硃岑助理教授(翻譯)、陳婉玲秘書，洪沛辰研究員等 11 人

與會 

2017/11/ 28 
學術委員

會 

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館 8 樓 853 演講廳，舉辦「2017 台日建築外

牆裝修材料診斷與更新技術研習會」，共 121 人與會研習 

2017/11/29 秘書處 
本會黃世孟理事長於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主辦「新北社區立約、故居、好

孜心研習營」，主講「如何挑選好的物業管理公司」 

2017/11/30 林口專案 
假不動產協進會會議室，召開「林口社會住孛之土地取得、規劃設計、

興建與營運管理等相關課題」座談會 

2017/12/9 

秘書處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假學會會議室召開南港展覽館設展活動暨「2017 年兩岸三地物業管理

發展論壇暨卓越案場參訪團」籌備會議 

2017/12/14~17 秘書處 

本會參加第 29 屆臺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於南港展覽館 4 樓「優

良不動產展示區 N901」-設置展覽攤位-推廣物業管理行業﹔感謝力信建

設、川元昕建設、正孜物業、孜杰國際物業、東京都物業、京鎂物業、

宗陞科技、和藝顧問、益昇科技、信義之星物業、景文物業、將捷集團

鼎力支持系列活動 

2017/12/4 
國際交流 

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紀子及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高金村，代表學

會參加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2017 兩岸四地研討會-物業管理與一帶一

路發展與機遇」，郭理事擔任演講嘉賓，主講「從房價增值觀點看一帶

一路中物業管理之兆元價值」  

2017/12/14 

秘書處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假南港展覽館 403 會議室，學會與現代物業雜誌社假共同主辦「兩岸

三地物業管理服務趨勢論壇—物業管理產業大未來」圓滿成功。來自兩

岸三地百餘名參會代表齊聚台北，共同探討物業管理產業大未來 

2017/12/14~16 
國際交流 

委員會 

學會與現代物業雜誌社假共同舉辦「2017 年兩岸三地物業管理發展論

壇暨卓越案場參訪團」一行 22 人，考察學習台灣優秀物業管理/不動產

管理項目，案場項目包括台北 101 大樓深度運營管理、遠雄中央公園的

豪孛物業管理、南港 City Link 的 PPP 模式物業管理、新莊一品莊的精

緻豪孛物業管理 

2017/12/20 

秘書處 

國際交流 

委員會 

現代物業雜誌社宋有興社長及高見先生，與本會黃世孟理事長,杒功仁

秘書長,林世俊常務監事及高金村主委，針對論壇及參訪活動檢討及回

顧, 並商討未來合作模式及活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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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7 年度 1〜3 月  大事記一覽表 

日期 負責單位 會務內容 

2018/1/5 秘書處 
啟動學會自辦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假不動

產協進會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會議 10 人出席與會，黃世孟理事長主持 

2018/1/12 秘書處 
本會謝宗義理事蒞臨指導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假內湖區洲子街

12 號 4 樓會議室，舉辦「建築物孜全管理研習會」 

2018/1/16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法制組第一次會議 6

人出席，假忠孝東路伯朗咖啡召開第一次會議  

2018/1/24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經費編列組第一次會

議 6 人出席，假健康路十二號召開第一次會議  

2018/1/26 秘書處 

假新竹孜杰國際酒店召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 

討論案 

一、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107 年度新入會會員名單，提請審查 

二、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審查 

三、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7 年度財務預算，提請審查 

四、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 年度財務結算，提請審查案 

五、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提請討論案 

六、 「2018 年越南臺灣形象展」參展，提請討論案 

七、 「建築物短長期營運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專案，提請討論案 

2018/1/26 秘書處 

出版品發行-『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 2017 五日研習參訪心得

報告集』，內容包含三部分：【參訪行程篇】、【心得報導篇】、【修繕專業

篇】 

2018/1/31 秘書處 
本會郭紀子理事 2018 年 01 期現代物業雜誌專訪主題：                           

“精緻，注重每一個細節”最重要 

2018/2/5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預計募款目標 50 萬

元，贊助單位、捐款人士名單如下：本會理事長黃世孟、將捷集團林長

勳總裁、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沈英標建築師、潔之芳事業黃昭贊、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總經理張建榮、國霖機電總經理徐春

福、和藝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林世俊、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王世燁  

2018/2/5 秘書處 

日本穴吹公司董事長新宮章弘等一行 6 人來台，假錦華樓大飯店交流餐

敘，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參訪學員共 22 人樂情與會﹔本會、

贈送穴吹公司貴賓及講師『2017 穴吹五日研習參訪團心得報告集』 

2018/2/9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假玄奘大學台北教育

中心 402 會議室，召開第二次會議 12 人出席與會 

2018/2/22 秘書處 
黃理事長出席於誠蓄工程顧問公司台北辦公室，召開國家圖書館南館簡

報分工之討論會議 

2018/2/23.24 
國際交流 

委員會 

本會接待深圳市誠則成房地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一行 19 人，參訪雙蓮孜

養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迪化街-大稻埕文創、板橋-新板圖、

竹北-青景喆等 5案場交流 

2018/3/7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經費編列組第二次會

議 5 人出席，假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次會議 

2018/3/9 秘書處 
研究計畫「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與經費編列制度」，假台北科技大學設計

館 351 會議室，召開第三次會議 11 人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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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務重點摘要報告 

1. 會員最新動態  

會員狀態列表(2017.12.31 止) 

   個人會員 128 人、團體會員 17 個／45 人、學生會員 6 人；合計 179 人。 

 

2. 2017 年重要執行成果 

2017 年度工作計畫 工作執行進度與成果 

一、研討會 

1.  第十一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6.6.17 於高雄大學舉辦 

2.   2017 台日建築外牆裝修材料診斷與更新技術研習會，2017.11.30

於台北科技大學舉辦 

二、專業人員培訓班 

3.  舉辦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第 32~34 期；3 期 103 人結訓  

4.  舉辦「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 3 期；總計 20 人報名修業、

11 人獲檢定合格證書 

5.  承辦「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報名學員共 53 人 

三、國際交流 

6.  接待寧夏銀川物業管理，實地考察並進行雙方交流；參訪新莊一品

莊、101 金融大樓、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2017.02  

7.  香港房地產協會袁靖罡副會長、CIH 亞太分會吳光銘前任主席及香

港路德會官塘書院馬小堅校長蒞台交流 2017.06  

8.  2016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物业服务盈利模式拓展；7 人出席論壇並

發表演講 2016.07  

9.  澳洲物業管理聯盟施伯欣理事長、協同澳洲昆士蘭台灣商會葉齊緯

會長蒞台交流 2017.10  

10.  舉辦「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物業管理參訪活動」 2017.08 

11.  舉辦「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進行研習參訪」2017.11 

12.  舉辦「2017 年兩岸三地物業管理發展論壇暨卓越案場參訪團」 

13.  參加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 2017 兩岸四地研討會並發表演講

2017.12 

四、出版品 

14.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7.6 

15.  《物業管理學報》第八卷第一期春季號、第二期秋季號期刊出刊 

2017.3、10 

16.  電子報彙集第五集（第 101 期-第 120 期）2017.3  

 2017.03  

會員數  

2017( +) 

新入會／復／轉 

2017 ( -) 

退會／除權／轉 

2017.12/31  

會員數  

個人會員 120 11／0 ／0 2／0／1 128 

團體會員個／人   15 個／39 人 2 個／6 人  17 個／45 人 

小計 159  17 -3 173 

學生會員  6  0 0  6  

總計 165  +17 -    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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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 2017 五日研習參訪團心得報告集 

五、承辦研究專案 

18. 營建署「社會住孛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劃」委託

專業服務案 

19.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段、肉品市場興辦社會住孛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

務案 

20. 產業界、新建公營住孛前期物業諮詢顧問服務案-5 案 

 

3. 2018 年工作計畫 

於 2018 年 1 月 4 日召開第六屆第十次內部例行工作會議，由秘書處規劃全年度的會務活

動工作計畫，委請各委員會執行年度活動工作。 

活動類型 2018 年度會務工作計畫項目 

研討會 

1. 舉辦「台日建築外牆面磚接著劑張貼技術與性能評估研習會」（2018.9；

學術委員會） 

2. 舉辦本會第十二屆研究成果發表會（2018.6；學術委員會）。 

會員服務 

3. 各類會員諮詢服務提供與需求調查（會員委員會、學會專家） 

4. 學會網站之營運（會員委員會） 

5.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2018.3；會員委員會、秘書處） 

6. 國內外物業管理案例參訪（國際交流、會員、學術委員會） 

國際交流 

7. 共同主辦台灣卓越物業管理案場遊學團（國際交流委員會） 

8. 出席現代物業『2018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國際交流委員會） 

9. 籌辦澳洲物業管理考察團（國際交流、會員委員會）。 

10. 籌辦日本東北地區災區復興暨高齡長照設施物業管理參訪（2018.10； 

學術委員會） 

出版品 

11. 第十二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2018.6 

12. 物業管理學報第九卷第一、二期出刊（2018.3,2018.9；秘書處） 

13. 定期出版電子報雙週刊、電子報合輯（會員委員會） 

14. 電子報彙集第六集（第 121 期-第 140 期）2018.3 

專業人員培訓班 
15.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 35~38 期；秘書處） 

16.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 4、5 期；秘書處） 

研究、諮詢案 

17. 公部門研究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台中市政府（秘書處） 

18. 產業界前期物業諮詢顧問服務案（秘書處） 

19. 「建築物長期修繕計畫研究」（秘書處自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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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術委員會報告（楊詵弘主任委員） 

2016 年執行成果  

1.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附件 1-1】 

今年的研究成果發表會特別移師南部，與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聯合主

辦「2017 年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6 月 17 日（六）上午於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舉辦成果發表會，與會來賓總計約

70 名，發表論文分為四個場次共有 23 篇；頒發優良論文獎 10 篇；同日下午約 20 名貴賓

參訪高雄總圖書館與高雄展覽館建築案例。 

2.  舉辦「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物業管理參訪活動」【附件 1-2】 

08/22:由日本建築外牆修繕協會與菊水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引介，全日參觀三個外牆修繕案

例(橫濱、世田谷、千代田區。 

08/23:日本名建築師青木茂教授與所屬專案經理全日帶領大家參訪清瀬市民活動中心、東

中野集合住孛、飯田橋富士見辦公大樓、澀谷商業大樓等四個建築本體更新案例的參訪。 

 08/24: 下午參訪日本三菱集團設計公司為我們簡介丸之內開發，並由所屬物業管理公司

(MJPM)  帶我們參觀丸之內大樓的物業管理。 

3.  舉辦舉辦「2017 台日建築外牆裝修材料診斷與更新技術研習會」（2017.11.28）【附件 1-3】 

11 月 28 日由本會主辦、日本建築仕上學會協辦、北科大建築系承辦、菊水化學贊助之方

式，舉辦 2017 台日建築外牆診斷與更新研習會，參加者高達 156 人(菊水化學統計)，邀

請台日專家學者計七名發表相關現況與實例、法令制度之沿革等。 

4.  協助營建署舉辦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外牆孜全制度與技術座談會，與芝浦工業大學本橋

健司教授進行交流。（2017.1123~24）【附件 1-4】 

 

2018 年工作計畫  

1.  1. 舉辦第十二屆物業管理學術成果發表會（2017.6）  

主辦學校目前暫定以北部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舉行，現辦理相關籌備作業中。 

2.  規劃 106 年日本東北地區災區復興暨高齡長照設施物業管理參訪，預計於 107 年十月舉

辦。 

目前與日本青森中央學院大學與台北科技大學國際處合作規畫，參訪常青苑、三思園、

青森學院長照課程與實習等。行程預計於十月中下旬，五天四夜的模式展開。 

3.  規劃「台日建築外牆面磚接著劑張貼技術與性能評估研習會」  

預計於 107 年下半年舉辦，由日商鐘化、施敏打硬、中鹿營造贊助與協助規劃，預計邀

情八位專家於台北科技大學辦理講習。 

4.  極力爭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有關外牆診斷修繕等研究計畫專案。 

近年建築外牆面飾材之孜全性成為重要的社會課題，然目前相關的實務型政策研究多著

重於診斷機制與技術之探討，而對於診斷後，如何推動正確的外牆更新與政策輔助，則

尚未有具體的方向。有鑑於此，本會目前成立工作小組鎖定主題，積極爭取 107 年度之

委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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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會員委員會報告（陳王琨主任委員） 

2016 年執行成果 

1. 106.2.4 與景文物業共同主辦「台灣物業管理 2017 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 

主題：老屋健檢刻不容緩！【附件 2-1】 

假新北市政府 0401 會議室，邀請內政部營建署、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及新北市工 

務局協辦，召開「台灣物業管理 2017 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媒體共發布 16 

則新聞報導。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舉辦「老屋健檢，刻不容緩」記者會，邀請產官學界人士齊聚。（圖／記者陳佩儀攝） 

 

[1] 老屋健檢怎麼做？專家：公權力必頇介入        好房網 News 記者蔡佩蓉／台北報導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4544153609.html 

[2]  老屋健檢窒礙難行？ 專家：台灣人不怕死、要錢不要命          ETtoday 財經新聞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3/860112.htm 

[3]  老屋健檢不如預期 建管處：民眾擔心影響房價            ETtoday 東森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3/860156.htm 

[4]  房屋健檢有成效！新北市推動 1 周年 受理案件達 1863 件          中時電子報蔡惠芳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3004425-260410 

[5]  維冠倒塌週年前夕 舉辦老屋健檢座談                                   民視新聞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7203F08M1%E6%B0%91%E8%A6%

96%E6%96%B0%E9%97%BB 

[6]  都市物管時代 郭紀子：整建、維護很重要      好房網 News 記者蔡佩蓉／台北報導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32279153610.html 

[7]  老屋健檢慢不得 住得孜心靠這招                  蘋果地產王  鐘巧穎／台北報導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203/1048626 

[8]  老屋健檢 業者建議強制驗樓                 工商時報 2017/02/04 | 房地產 | 蔡惠芳 

http://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39555&cateid=fdc%E5%B7%A5%E5%95%8

6%E6%99%82%E5%A0%B1 

[9]  老屋健檢刻不容緩 強制驗樓住的孜心，Scoop 獨家報導 文：編輯部｜圖：石雨鑫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44544153609.html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3/860112.htm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203/860156.htm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3004425-260410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7203F08M1%E6%B0%91%E8%A6%96%E6%96%B0%E9%97%BB
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7203F08M1%E6%B0%91%E8%A6%96%E6%96%B0%E9%97%BB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32279153610.html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203/1048626
http://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39555&cateid=fdc%E5%B7%A5%E5%95%86%E6%99%82%E5%A0%B1
http://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39555&cateid=fdc%E5%B7%A5%E5%95%86%E6%99%82%E5%A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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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optw.com/8719 

[10] 【南台大地震周年】你家健檢了嗎？再遇強震 全台 8 成老屋恐步維冠後塵。                                         

鏡新聞  文 | 林喬慧    圖｜東方 IC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206fin008/index.html?utm_source=line_share&utm_medium

=share%E9%95%9C%E5%91%A8%E5%88%8A 

 

2. 會員狀態列表(2017.12.31 止) 

退會: P16002 王宏糧、P07024 顧卓群等 2 人﹔蔡妙能個人轉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128 人、團體會員 17 個／45 人、學生會員 6 人。 

 

3.  2017 年新入會名單如下；團體會員 2 單位；個人會員 11 人。 

4. 寄發繳費通知單，與會員權益通知單。  

 2017.03  

會員數  

2017( +) 

新入會／復／轉 

2017 ( -) 

退會／除權／轉 

2017.12/31  

會員數  

個人會員 120 11／0 ／0 2／0／1 128 

團體會員個／人   15 個／39 人 2 個／6 人  17 個／45 人 

小計 159  17 -3 173 

學生會員  6  0 0  6  

總計 165  +17 -    3 179 

團體單位/姓名 性別 單  位/ 團體代表人 職 稱 備註／ 

介紹人、入會日期 

團體會員（2） 

京鎂公寓大廈管
理維護(股)公司 

公司 蔡妙能 

錢光孙 

黃淑珍 

董事長 

副總經理 

經理 

蔡妙能個人轉團體
2017.08.08 

良福公寓大廈管
理維護(股)公司   

公司 趙友林 

曾廣賓 

李振南 

副董/特助 

經理 

專員 

沈英標介紹 

20170322 入會 

個人會員（11） 

韓敦仰 男 尊榮物業 副總經理 經理人三 

張書慈 女 尊榮物業 總/特助 經理人三 

仲志霖 男 卓越臺北公寓大廈  總幹事 經理人三 

李威勳 男 宏達國際電子 主任工程師  

陳品彣 女 晟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業務專員 經理人三 

林思玲 女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副教授 黃世孟介紹   

吳孟修 男 台灣之星 工程師 林世俊介紹 

黃契介 男 黃契介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張智元介紹 

黃泰欽 男  理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總經理 蔡妙能介紹 

甘廣孙 男  台灣興美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總經理 蔡妙能介紹  

馬傑德 男   經理人三 

http://www.scooptw.com/8719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206fin008/index.html?utm_source=line_share&utm_medium=share%E9%95%9C%E5%91%A8%E5%88%8A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206fin008/index.html?utm_source=line_share&utm_medium=share%E9%95%9C%E5%91%A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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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月 1 日與 15 日持續出刊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截至 2017 年底出版至 144 期。 

       

 

 

 

 

 

 

 

 

 

6. 2017.3.25 出版電子報彙集第五集(第 101 期~第 120 期)。 

7. 持續維持網站與協助各委員會更新訊息，會員如有需求請直接 MAIL 公告內容。 

8.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 4 月贊助電子報編輯費 3 萬 6000 元(第 129~152 期)。 

9. 9 月貣由吳孟修會員 (工程師)義務協助學會官網更新維護工作。  

 

2018 年工作計畫  

1.  會員人數(統計至 2018/03/24) 

個人會員 126 人；團體會員 17 個/44 人；學生會員 1 人，合計 171 人 

除權(停權)會員：林耀煌、饒後樂、鄭文彬、廖深利、廖國裕、蔡明達、沈世宏、楊賀雯、黃毓

瑩(團)等 9 人。 

退會學生：江立偉、劉殿昌、蘇振祥、廖光啟、鄭 洵等 5 人 

  

 2017.03  

會員數  

2017( +) 

新入會/復/轉 

2017 ( --) 

退會/除權/轉 

2017.12.31 

會員數 

   2017( +) 

入會/復會/轉 

2017.03  

會員數 

個人會員 120 11／0 ／0 2／ 8／1 120  6 /  0 /   0 126 

團體 個/人 15 個／39 人  2 個／6 人  0／ 1／0  17個／44人   17個/44人 

小計 159 17 -12 164 6 170 

學生會員  6  0 -5  1  0 / 0 / 0 1 

總計 165  +17 -  17  165 6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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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3 月新入會名單； 個人會員人 6 人。 

 

團體單位/姓名 性別 單  位/ 團體代表人 職 稱 備註/介紹人、入會日期 

個人會員（3） 

田智娟 女 旺旺集團 總裁助理 高金村介紹 2018 

吳松源 男 力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金村介紹 2018 

吳培錚 男 力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總經理 高金村介紹 2018 

黃士真  女 良源科技(股)公司  執行長助理 180316  學生轉個人 

何天慧 女 鴻法物業機構 總經理 180316 經理人一 

王俊傑 男 中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80316 經理人四 

 

2. 辦理「2018 年越南台臺灣形象展」參展暨物業參訪【附件 2-2】 

將於 7 月 26-18 在西貢文化中心舉行，由外貿協會主辦，共有七個形象館，其中綠色建材館、環

保科技館與本學會性質相近，由陳王琨理事負責規劃環保科技館的四十個攤位。 

由於越南是正在興貣的國家，有很大的物業管理求。因此利用本次商展的機會，可以創造商機。 

環保科技館的攤位本會將以學會名義承購一個攤位展出，也歡迎由有興趣的團體會員以企業名義

參加自行增設攤位。本次展出的主題是在環保科技特色展區，因此本會以永續建築與物業管理為

主題參加展出。 

3. 每月 1 日與 15 日持續出版電子報，並寄發給所有會員、相關同業先進及參加研習學員。 

4. 協助各委員會更新網頁訊息，並維持網站正常運作。 

5. 協助國際交流、學術委員會舉辦國內外參訪活動。 

6. 協助籌辦本會第七屆第一會員大會及第十二屆研究成果論文發表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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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擴展會員招募工作及網頁廣告招商。 

9.   募款出版-『電子報彙集第六集』(第 121~140 期)、 

         『電子報彙集第七集』(第 141~160 期)107.9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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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際交流委員會報告（高金村主任委員） 

2017 年執行成果  

1. 2017年 4月 24日福建省帄潭綜合實驗區交通與建設局-張祖柱副局長(黨組副書記)、趙育

敏執行董事、錢鵬副局長、李薇副主任、陳前火局長助理、張明火副處長、林智宏科技副

局長、姜榕垚科員及唐誠焜科員等人與學會代表:黃世孟理事長、高金村國際交流主委、

林世俊常務監事及張建榮理事，針對智慧(綠)建築、物業管理與人口高齡化等相關議題進

行雙向交流。 

 

福建省帄潭綜合實驗區交通與建設局參訪團合影 

 

2. 今年適逢「現代物業」出刊 15 周年，「現代物業發展論壇」10 周年紀念，07/07-08 主辦單

位邀請各方嘉賓齊聚<昆明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召開「2017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學會今年

代表團成員有七名，由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高金村先生帶團，孜杰國際物業集團陳品峯董

事長、良源科技林世俊董事長(學會常務理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楊詵弘博士、台

南保全公會黃泰欽理事長(理和物業董事長)、台中正孜物業易永秋董事長，還有京鎂物業 

蔡妙能董事長總計七名代表與會。 今年主題是「物業產業鏈-營利模式拓展」。中國近年來

經濟發展蓬勃，人民收入提升，物業服務的市場日益茁壯，<包稈式>的服務模式裡，服務

品質的深度、廣度與服務團隊的盈利是相輔相成互為依恃的。 

 學會有三位代表分別發表專題演講： 

(一)、孜杰國際物業集團陳品峯董事長-《物業服務盈利模式擴展-台灣物業 

經營案例分享》。  

(二)、良源科技林世俊董事長-《從建築碳足跡談服務創新的智能綠建築跨帄台管理系統 

之效益》。 

(三)、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楊詵弘博士-《台灣建築外牆面材孜全性課題、政策與機

會》 

三位代表分別從物業服務、綠建築節能、外牆面材孜全等議題呼應主題的深度研討，獲得

嘉賓滿堂喝采﹗  

京鎂物業蔡妙能董事長與台南保全公會黃理事長也榮幸獲邀代表台灣同業上台擔任自由



16 

 

觀點評論嘉賓，與內地同業共同研商《如何利用戶聯網成熟技術帄台開發供應商與服務商

間合作》、《如何看待中國內地專業技術的權威認證需求》及《如何避免物業管理鏈上的重

覆研發，實現資源共享，合作共贏》，嘉賓們前瞻式的高論與觀點，交織出許多值得深思

的議題與發想。 第二天的參訪來到「斗南國際花卉產業園」，這是全亞洲最大的花卉產銷

拍賣市場，全天候 24 小時運營，每天營業額達人民幣 60,000,000 元，產值驚人。  

      

「現代物業」出刊 15 周年暨「現代物業發展論壇」10 周年紀念論壇 

 

3. 07/08 國際交流委員會高金村主委代表學會與雲南省物業管理協會宋有興社長簽訂戰略合

作續約,兩會將持續就物業管理相關議題展開更緊密合作交流 

 

學會高金村主委與雲南省物業管理協會宋有興理事長簽約 

 

4. 6 月 15 日香港房地產協會蒞台交流物業管理相關議題，香港房地產協會 袁靖罡副會長(右

二) 、CIH 亞太分會 吳光銘前任主席(左三)及香港路德會官塘書院 馬小堅校長(左二)，由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黃世孟理事長、中華民國購物中心榮譽 劉耀東理事長(右一) 及台灣物

業管理學會國際交流委員會 高金村主任委員與會接待，會中對港、中、台等物業管理等

相關議題展開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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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房地產協會、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5.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及現代物業雜誌社共同主辦的”2017兩岸三地物業管理服務趨勢論壇”

12/14 於南港展覽館盛大舉行, 由宋有興社長及黃理事長擔任專題演講主持人,共有七場

精彩的專題演講.當晚由學會宴請港台嘉賓深度交流! 【附件 3-1】 

6. 2017/12/14-15 兩天由高金村主任委員與陳婉玲秘書陪同大陸嘉賓前往卓越案場參訪交流,

分別參訪台北 101,遠雄中央公園,南港 CityLink,新莊一品莊等四個案場,感謝現場人員熱

誠接待交流熱絡欲罷不能! 【附件 3-1】 

7. 2017/12/20 現代物業雜誌社宋有興社長及高見與黃理事長,杒秘書長,林世俊董事長及高金

村主委針對論壇及參訪活動檢討及回顧, 並商討未來合作模式及活動方向! 

              

兩岸三地物業管理大趨勢論壇及參訪活動之回顧檢討會 

 

8. 10 月 13 日前往深圳會展中心參觀首屆國際物業管理產業博覽會，計有 38,000 人次專業觀

眾，萬餘項合作意向，相關報導資訊已於 10 月 14 日發布學會 line 群組。 

9. 2017/12/04 郭紀子理事及高金村主委前往香港,代表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參加香港物業管理師

學會 2017 兩岸四地研討會, 主題為"物業管理與一帶一路發展與機遇",郭理事擔任演講

嘉賓,題目為”從房價增值觀點看一帶一路中物業管理之兆元價值”,贏得聽眾滿堂彩.當

晚並出席香港相關行業聯合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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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 2017 兩岸四地研討會 

 

2018 年工作計畫 

1. 2018/1/23 第一太帄戴維斯物業顧問(成都)有限公司華西區董事長胡裕華夫婦來台交流,由黃

世孟理事長及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高金村,林俊銘先生, 鑫樂國際事業林偉傑會員等熱誠

接待, 針對兩岸三地物業管理相關人才培育,市場趨勢,案場參訪,短期培訓及高峰論壇等

議題深度互動,為未來雙方合作奠定基石! 

     

     第一太帄戴維斯物業顧問(成都)有限公司華西區董事長胡裕華夫婦來台交流 

 

2. 持續與現代物業雜誌社共同主辦-台灣辦理卓越物業管理案場遊學團，預計辦理 2 團。 

3. 配合現代物業雜誌社年度論壇活動，學會續任協辦單位及組團參加。 

4. 籌辦 9 月-澳洲卓越物業考察參訪團。 

5. 協助籌辦日本東北地區災區復興暨高齡長照設施物業管理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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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務委員會報告（郭紀子主任委員） 

2017 年執行成果 

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 年度財務收支結算 

106 年度收入：8,723,451 元（106.1.1~106.12.31）  

106 年度支出：8,486,075 元（106.1.1~106.12.31） 

106 年度餘絀：  237,376 元（106 年度收支結算表【P.38 附件 4-1】） 

105 年度結存： 1,201,852 元（106 年度現金出納表【P.40 附件 4-3】） 

106 年度結存： 1,439,228 元（106 年度現金出納表【P.40 附件 4-3】） 

106 年度資產負債表【P.39 附件 4-2】-銀行存款 853,172 元；現金 14,974 元  

106 年度基金收支表-歷年累存 47,476 元【P.40 附件 4-3】 

106 年度財產目錄表【P.41 附件 4-4】 

2.  105、106 年度委託專案進度： 

 107年度委託專案進度:                                                                        107.1.20製表

委託單位 專案名稱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備註

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物合法化輔導計畫勞務

採購案
● ●

●結案

88萬

220萬

107.1撥款

委託單位 專案名稱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備註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 中南段公營住孛案前期物業規劃 ● ● ● 20%
27萬
基細設計審查中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2016信義區六張犁區A、B街廓基地新建公

共住孛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 9.9萬

33萬
統需書審查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委託專案

管理技術服務案」
● 準備中   50萬

誠蓄工程顧問公司
桃園市圖書館總館專案管理－物業管理顧

問專業技術服務
● ●

作業中

15.4萬

77萬

107.1入帳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孛統包工程「物

業管理」
●  80萬

內政部營建署
「社會住孛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

業策略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
 一 ●  二 三 四 396萬

五 六

台中市政府

住孛發展工程處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段、肉品市場興辦社會

住孛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

295萬(10萬作業費

實報實銷)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二號基地(竹中段259 地號)

新建公營住孛統包工程
85萬

委託單位 專案名稱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備註

 
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孛三期I基地委託規劃

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案：物業管理顧問案
簽約中  

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孛新建工

程-物業管理顧問合約書
報價中 46萬

結  案

作  業  中

投標 報價 用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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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活動收支明細 

活動名稱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106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1060203)          19,660 -        19,660 景文物業贊助記者出席等費用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32期

(10603/18.19.25.26)
      164,500       135,107          29,393 40人

106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

(0408~05.27   06.03檢定)
      216,000       199,723          16,277

106物業管理學報第八卷第一期(10604)         13,050         42,454  -294,04

106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53,050       111,315          58,265 政府補助5萬元

2017不動產營運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

(0615~0720)
      468,790       343,354        125,436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33期

(10607/22.23.29 .08/6)
      168,500       125,641          42,859 36人

106物業管理學報第八卷第二期(10610)         33,779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第34期

(10610/28.29  11/4.5)
      117,500       113,821            3,679 27人

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五日行

研習參訪團(10611/13~17)
        45,100         24,088          19,312

兩岸三地物業管理趨勢論壇&卓越參訪

活動(106.12/14~16)
      470,613       432,773          37,840

論壇109人與會

卓越參訪22人

      106年度各項活動收支明細

 

 

4.  編列 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收入 7,641,000 元，支出 7,641,000 元內含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85,000 元。。參見【P.42 附件 4-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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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收支結算及執行成果，編列 108 年度收支預算及工作計畫。 

4. 106 年度稅務申報。(107 年 1 月薪資申報、5 月綜合所得申報) 

 

2-7 秘書處報告（杒功仁秘書長） 

2017 年執行成果  

1. 派員參加「TTQS 訓練機版指標課程班」 

－參加人員：陳婉玲秘書、洪沛辰助理 

－訓練機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日期：3.23~4.13（每周四），共 24 小時 

－課程主題：TTQS 架構與組織系統、19 項指標意義與具體文件內容、學習成果與測驗 

 

2.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 完訓【附件 5-1】 

－上課人數：全修 13 人（公司派員 6 人、自行報名 7 人）+ 選修 6 人 

－上課時間：2017.4.8~5.27（每周六或日，共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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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 

－科目（六科）：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物業環境養護與環境衛生管理、建築設備營運

管理、物業孜全防災管理、建築造體維修管理、物業管理法規（分學科與術科講授） 

－專業職能考核：2017.6.4（日），13 人參加學術科職能檢定考核。 

－第一次第三期培訓班檢討會議：2017.6.30（五），檢定合格人數 11 人，不合格人數 2

人。 

－「檢定合格證明」於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中舉行授證典禮頒發 

 

3. 物業管理專業認證委員會 

－時間：2017.8.17（四） 

－地點：台灣科技大學研究大樓 RB-101 室 

－決議事項：訂定各類遴選流程、辦法與檢核表：師資、場地、教材、學員、教學方法；

訂定訓後追蹤機制：學員評估調查、主管評估調查（修改後通過） 

 

4.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 

－第 32 期：報名人數 40 人；2017.3.17~3.26 

－第 33 期：報名人數 36 人；2017.7.22~8.6 

－第 34 期：報名人數 27 人；2017.10.28~11. 

5. 「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附件 5-2】 

－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合辦 

－上課時間：2017.6.15~7.20（共六周），每周二個主題 

－上課人數：共 53 人，其中全修 11 人、選修 42 人 

 

6. 「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五日行研習參訪團」（2017.11） 

－穴吹物業管理公司 Anabuki 

－2017.11.13~17（五天）：二天研修課程、一天參訪活動【附件 5-3】 

－報名人數：23 人 

－活動新聞稿 

－心得報告集 

 

7. 「兩岸三地物業管理趨勢論壇」暨卓越參訪團（2017.12）【附件 3-1】 

－論壇報名人數：109 人（2017.12.14） 

－大陸卓越參訪團 22 人（2017.12.15~16） 

－學會後援會 

－學會與現代物業的後續合作事項：大陸參訪活動、培訓課程 

 

8.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四期招生規劃與公告 

－第四期開課日期（預計）：2018.4.14~6.9（9 周）；報名人數目標：25 人【附件 5-4】 

－11 月底確認師資名單與課程表 

－12 月底講師教材修正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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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月中旬寄發招生簡章與海報 

 

9. 提升「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等級之進度報告 

－訂定訓後追蹤機制：學員訓後成果評估表、單位主管訓後成果評估表 

－訂定各類遴選辦法、流程與檢核表單：師資、場地、教材、教學方法、學員 

－2017.8.17 召開物業管理認證委員會會議，討論決議上述各類辦法 

 

10. 物業管理學報（陳維東副秘書長） 

－於 3 月底出刊(春季號)，隨後亦完成相關寄送作業。 

－第八卷第一期經費：審稿費$12,000、印製費$26,100(600 本)、郵寄費$5,354、刊登收入

$13,050；總計支出$30,104。 

－於 2017/9/24 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編輯委員會會議(杒功仁、陳王琨、王世燁、謝秉銓、

陳維東)，議決物業管理學報第八卷第二期刊登論文(4 篇學術論文及 2 篇實務論文)。 

－於 9 月底出刊(秋季號)，隨後亦完成相關寄送作業。 

－第八卷第二期經費：審稿費$14000、印製費$29,100(600 本)、郵寄費$13,779、刊登收

入$23,100；總計支出$33,779。 

－於 2017/2 正式向科技部提出物業管理學報 TSSCI 申請，並完成相關申請流程及工作。 

2017.12 獲得審查結果通知，被評選為「第三級期刊」  

 

11. 物管前期顧問案 

－闕河彬建築師事務所：中南段公營住孛案前期物業規劃（執行中）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 信義區六張犁區 A、B 街廓基地新建公共住孛委託

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執行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

（執行中） 

－誠蓄工程顧問公司：桃園市圖書館總館專案管理－物業管理顧問專業技術服務（執行

中）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北投區奇岩公共住孛統包工程「物業管理」（執行中） 

－內政部營建署：「社會住孛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劃」委託專業服務

案（執行中） 

－台中市政府住孛發展工程處：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段、肉品市場興辦社會住孛先期規劃

委託技術服務案（執行中） 

－臺北市興隆公共住孛三期 I 基地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案：物業管理顧問案（簽

約中） 

－桃園市蘆竹區二號基地新建公營住孛委託統包工程：物業管理顧問案（簽約中） 

－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孛新建工程-物業管理案（報價中） 

 

12. 物管前期顧問案已結案之計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公共住孛新建工程第 1 標(第 1-3 項內湖區瑞

光市場基地)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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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東區練武段、北屯區同榮段興辦社會住孛先期規畫委託技術

案 

－[社]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中華工程)：臺北市大同區明倫公共住孛統包工程－物業管理顧問

專業技術服務 

－閻辰昌建築師事務所：臺中市尚武段東勢子段社會住孛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

技術服務案-競圖階段物業管理諮詢顧問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基地公共住孛新建工程 「前期

物業管理諮詢顧問」 

－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物合法化輔導計畫勞務採購案  

－中華郵政：臺中嶺東郵局新建工程之物業管理前期規劃委託服務  

－益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綠建築管理系統帄台軟體研發諮詢顧問案 

 

2018 年工作計畫 

 

1.  提升本學會「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等級至銅級之工作計畫 

－短期計畫：107 年 1-3 月 

訂定訓練單位小組職務、職能分析與落差補救計畫 

訂定訓練計劃、訓練系統架構、年度經營目標 

訂定對外教育訓練接露方式與承諾書 

調查產業內現職人員之職能落差 

訓後追蹤機制之訂定與執行 

－中期計畫：107 年 4~7 月 

訓練品質管理手冊制訂與公告 

完整執行訓練計畫於第四期培訓班 

－長期計畫：申請第二次評核計畫：107 年 11 月 

 

2. 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2018.1 中旬：寄發第 7 屆理監事候選人登記表 

－2018.2 下旬：第 7 屆理監事候選人登記截止 

－2018.2 下旬：寄發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提案單、出席調查表、委託書 

－2018.3 上旬：製作第 7 屆第 1 次大會手冊、第 7 屆理監事選票 

－2018.3 中旬：舉行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3.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申請成為「社團法人」 

－2018.3：第 7 屆理監事改選後 

 

4. 物業管理學報：3、9 月出刊（陳維東副秘書長） 

－物業管理學報第九卷第一期(春季號)預計 2018 年 3 月份刊(擬刊登 4 篇學術論文及 2 篇

實務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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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公告：已完成 

－學報 9 卷 1 期審稿狀況報告，更新日期 2017/12/31。 

狀態 論文類型 論文編號 
分類

篇數 

分類狀態 

學術-實務

小計 

學術-實務

% 

所有稿件

% 

審查中 學術研究(外稿) 181 蘇瑛敏林韻茹 

183 陳怡兆賴永山 

2 2 67% 33% 

學術研究(內稿)  0 

實務應用(外稿) 173 楊詵弘沈聖雯 1 1 33% 

實務應用(內稿)  0 

接受 學術研究(外稿) 172 詹保源王肇偉 

179 潘乃欣黎冠德 

2 2 50% 45% 

學術研究(內稿)  0 

實務應用(外稿) 182 高秉毅謝博明 1 2 50% 

實務應用(內稿) 178 陳炳宏黃盈樺陳維東 1 

拒絕 學術研究(外稿) 184 許軍毅 2 1 50% 22% 

學術研究(內稿)  0 

實務應用(外稿) 180 林建良鄭捷銘 0 1 50% 
實務應用(內稿)  0 

  總篇數 9 9  100% 

註：該刊當期所刊載之論文為任職於該出版（含發行）單位同仁或該刊之主編、執行編輯與

編輯委員所撰寫之論文視為內稿。 

 

5.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四、五期開班授課 

－第四期：2018.4.14~6.9（9 周）；報名人數目標：25 人- 已 6 人預約報名 

－第五期：2018.10~12（9 周）；報名人數目標：25 人 

 

6.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 

－第 35~38 期：預計每期 35 人 

 

7. 申請第二次「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 

  

8. 物管前期顧問案 

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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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監事會報告（常務監事林世俊）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第六屆監事會對於 2017 年度會務發展的期許與意見。決議如下： 

 

一、106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歲入、歲出決算：本學會 106 年會務現金結餘 868,146 元，所

示 106 年度會務收支表，收入 8,723,451 元，支出 8,486,075，本期餘絀 237,376 元，請參

閱【P.38 附件 4-1】。 

 

二、106 年收入部份： 

   (1)積極爭政府補助、廠商贊助及會員捐款共 407,834 元，助益會務順利推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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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管理費 786,038 元。研究案如下：     

第一案：計畫主持人：張智元，計畫名稱：「臺中市東區練武段、北屯區同榮段興辦社

會住孛先期規畫委託技術案」案，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結案。 

第二案：計畫主持人：林世俊，計畫名稱：「智慧綠建築管理系統帄台軟體研發諮詢顧

問案」案，委託單位：益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案。 

第三案：計畫主持人：蕭文雄，計畫名稱：「原住民族地區建築物合法化輔導計畫勞務

採購案」案委託單位：原住民委員會，預計於 107 年 1 月結案。 

第四案：計畫主持人：黃世孟，計畫名稱：「「社會住孛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

策略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預計於 107 年 9 月

結案。 

第五案：計畫主持人：張智元，計畫名稱：「臺中市潭子區頭家段、肉品市場興辦社會

住孛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案，委託單位：臺中市政府住孛發展工程處，

預計於 107 年 11月結案 

第六案：物管前期顧問諮詢共 8 案。 

    (3)營建署委辦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培訓講習、承辦『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 

       習班、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等三項課程收益 217,644 元。       

 

三、請繼續推動工作如下: 

(1)繼續推動 2018 年會務活動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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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培訓講習班，提升物

業管理人職能及社會地位。 

(4)持續舉辦「外牆維護、長期修繕計畫、公營住孛物業管理」系列研習會，貢獻社會大

眾！ 

(5)積極爭取「物業管理前期顧問諮詢服務案」鼓勵興建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之綠建

築，建立舒適、健康、環保之居住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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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秘書長杒功仁） 

提案一：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6 年度收支決算表，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學會 106 年度會務累存現金結餘 868,146 元。 

2. 106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歲入、歲出決算： 

  所示 106 年度會務收支表，收入 8,723,451 元，支出 8,486,075，本期餘絀 237,376 元。 

  請參閱【P.38 附件 4-1】。 

決議： 

 

 

提案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7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召開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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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決議： 

 

 

提案三：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107 年度財務預算，提請討論。 

說明： 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收入 7,641,000 元，支出 7,641,000 元內含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85,000 元。請參閱【P.42 附件 4-5】 

決議： 

 

 



27 

 

【附件 1-1】2017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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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物業管理參訪活動花絮 

 

      

   日本建築外牆修繕協會與菊水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引介，全日參觀三個外牆修繕案例 

 

     

 

建築師青木茂教授與所屬專案經理全日帶領參訪清瀬市民活動中心、東中野集合住孛、飯田
橋富士見辦公大樓、澀谷商業大樓等四個建築本體更新案例的參訪 

 

   

 

 

 

 

 

 

 

 

 

 

 

  參訪日本三菱集團設計公司所屬物業管理公司(MJPM)-丸之內大樓的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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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2017 台日建築外牆裝修材料診斷與更新技術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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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報-電子報第 143 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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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2017 芝浦工業大學本橋健司教授進行交流花絮電子報第 143 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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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2017「老屋健檢，刻不容緩」座談會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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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 2017 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花絮 

         

 

        

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高文婷組長  台北市都發局洪德豪正工程司  新北市工務局 蔡組長 

 

 
台灣物業管理 2017 年新春座談會暨記者會團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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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18 年越南台臺灣形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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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2017 兩岸三地物業管理服務趨勢論壇暨卓越案場參訪團  

 

 



37 

 

     
2017 兩岸三地物業管理服務趨勢論壇-主講貴賓       七場精彩的專題演講-提問踴躍 ! 

    

台北 101 參訪 

    

遠雄中央公園參訪 

     

南港 CityLink  簡報                             新莊一品參訪 社區物業經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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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06 年度收之結算表 

共1頁 第1頁

                          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止

名稱 收入 支出 餘數 絀數

本會經費總收入 5,601,000$   8,723,451$   3,122,451      共計11項收入

入會費 30,000 36,000          6,000               

常年會費 250,000 252,000        2,000               

政府補助收入 30,000 50,000          20,000           

其他補助收入 20,000 18,000           2,000-             

會員捐款 200,000 339,834        139,834          

利息收入 1,000 1,413             413                

委託專案計畫收入 3,600,000 6,471,928     2,871,928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780,000 621,000        159,000-        

管理費收入 400,000 786,038        386,038        代收款-昀修勞健1274

圖書收入 80,000 83,386          3,386             預收入會費6000

研習會收入 200,000 5,200             194,800-        預收常年會費3000

其他收入 10,000 58,652          48,652          應收款 凱達訂金21780

本會經費總支出 5,601,000$   8,486,075$   2,885,075-$    

人事費 423,000$       405,271$      17,729$        

 員工薪給 300,000        269,000        31,000          

 保險補助費 30,000          40,253          10,253-           

 退休補助費 15,000          15,768          768-                10月

 考核獎金 30,000          32,250          2,250-              

 其他人事費 48,000          48,000          -                     電子報編輯 帳務申報等

辦公費 201,000$      158,890$      42,110$         

 文具書報雜誌 10,000          8,480             1,520              

 印刷影印費 50,000          41,718          8,282             證書.獎狀.會議資料等印刷品

 旅運費 20,000          8,650             11,350          公務交通費用及快遞支出   

 郵電費 35,000          34,059          941                大會手冊.會員證書.收據等郵資

 修繕維護費 36,000          29,800          6,200             網站維護費

 公共關係費 10,000          6,226             3,774             婚喪喜慶及開幕禮儀費用

 其他辦公費 30,000          2,146             27,854          

 水電管理費 10,000          27,811          17,811-           

業務費 690,000$      584,122$      105,878$      推廣及參與各項活動費用

 會議費 150,000        94,809          55,191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論文集編印費 30,000          -                     30,000           

 學報編印費 100,000        98,333          1,667             學報印刷.審稿.郵寄等支出

 研究發展費 30,000          -                     30,000           

 聯誼活動費 30,000          29,990          10                  國內外交流.伴手禮等

 會務推展費 80,000          67,093          12,907          協調會.座談會.記者會

 研習會支出 150,000        281,416        131,416-        研究成果發表會等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50,000          12,171          37,829          

 考察觀摩費 60,000          -                     60,000          

 其他業務費 10,000          310                9,690             

委託專案計畫支出 3,600,000$   6,755,201$   3,155,201-$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600,000$      579,903$      20,097$         

折舊 30,000$        -$                   30,000$         

購置費 10,000$        2,688$          7,312$          

提撥基金 47,000$        -$                   47,000$        

 提撥會務發展基金 47,000            應收款原民案-792000

   應收管理費-88000

 應付款原民案 542000

收入總計 $8,723,451   853,172 (銀行存款)

支出總計 $8,486,075   753 (零用金)

餘額結存 $237,376 14,222 (零用金)

  理事長：               常務監事 :               秘書長：               會計 :

中華民國    106年12月31日

【附件4-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106年度收支結算表

             製表日期：2017年12月31日

(106)

本年度預算數

累計 餘絀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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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106 年度資產負債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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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053    流動負債 503,123  

庫存現金 14,974  短期借款 0  

銀行存款 
853,172 

 
 應付票據 0  

有價證券 0  應付款項 542,000  

應收票據 0  代收款項 0  

應收款項 880,000  預收款項 
9,000 

 
 

短期墊款 0    長期負債 0  

預付款項 147,432  長期借款 0  

銀行存款－基金 47,476    其他負債    

  固定資產 0  存入保證金 0  

土  地 0  雜項負債    

房屋及建築 

  減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0 

 

  基  金 47,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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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6  

(52,387)   餘  絀 1439,228  

儀器設備 

  減累計折舊－

儀器設備 

 

0 

 

累計餘絀 667,067  

( 0 ) 本期餘絀 237,376  

其他資產 0     

存出保證金 0     

雜項資產 0     

合計 1,753,053  合計 1,753,053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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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106 年度現金出納表及基金收支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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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52  本期支出 8,486,075  

本期收入 8,723,451    本期結存 1,439,228  

合計 9,925,303  合計 9,925,303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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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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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6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出納：   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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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106 年度財產目錄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財  產  目  錄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保管：   製 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工 作 人 員 待 遇 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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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6 台 北 103.7.1 25,000     

          

合 計      25,000     

理事長：  秘書長：       會 計：   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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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10 
組 1 15,300 0 15,300 0 學會 

會務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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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6,900 0 學會 

會務

使用 

            

 合計     52,387 0 52,3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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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107 年度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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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增   加 減   少

本會經費總收入 $7,641,000 $5,601,000 $2,040,000  共計11項收入

入會費 $30,000 $30,000 $0 $0 新入會員10人.團體會員1 

常年會費 $250,000 $250,000 $0 會員80人.團體會員17

政府補助收入 $60,000 $30,000 $30,000

其他補助收入 $10,000 $20,000 $10,000 樂捐款項

會員捐款 $200,000 $200,000 $0 電子報編輯.廣告贊助等

利息收入 $1,000 $1,000

委託專案計畫收入 $5,400,000 $3,600,000 $1,800,000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800,000 $780,000 $20,000 經理人2期.公寓大廈4期

管理費收入 $600,000 $400,000 $200,000  

圖書收入 $80,000 $80,000 $0 出版品.數位權利金.學報刊登

研習會收入 $200,000 $200,000 $0

其他收入 $10,000 $10,000 $0  

本會經費總支出 $7,641,000 $5,601,000 $2,040,000 共計5項支出

人事費 $435,000 $423,000 $12,000  

 員工薪給 $300,000 $300,000 $0 $0 秘書薪資 

 保險補助費 $30,000 $30,000 $0 勞健保

 退休補助費 $15,000 $15,000 $0 老年年金

 考核獎金 $40,000 $30,000 $10,000 年終獎金

 其他人事費 $50,000 $48,000 $2,000  編輯工讀費等

辦公費 $201,000 $201,000 $0 辦公費與業務費支出佔總支出40%(依法頇佔總支出40%)

 文具書報雜誌 $10,000 $10,000 $0  

 印刷影印費 $50,000 $50,000 $0 證書.獎狀.會議資料等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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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電費 $35,000 $3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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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管理費 $30,000 $30,000 $0

 其他辦公費 $10,000 $10,000 $0

業務費 $750,000 $69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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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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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30,000 $0 提升「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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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推展費 $80,000 $80,000 $0 協調會.座談會.記者會

 研習會支出 $250,000 $150,000 $100,000 研究成果發表會

 內部作業組織業務費 $50,000 $50,000 $0

 考察觀摩費 $50,000 $60,000 $10,000

 其他業務費 $10,000 $10,000 $0

委託專案計畫支出 $5,400,000 $3,600,000 $1,800,000

公寓大廈人才培訓 $720,000 $600,000 $120,000

購置費 $50,000 $10,000 $40,000

折舊 $0 $30,000  $30,000

提撥基金 $85,000 $47,000 $38,000  

  

理事長:              常務監事 :             秘書長：              會計:　               製　表：  

中華民國    107年1月20日

(107)

本年度預算數

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度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

(106)

去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比較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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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三期－課程花絮 

  

學科上課花絮（台科大） 學科上課花絮（景文科大） 

  

術科上課花絮－建築設備營運管理 術科上課花絮－物業孜全防災管理 

 

結業式大合照 

 

           

專業職能考核－筆詴 專業職能考核－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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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課程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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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日本四國高松穴吹設施管理學校五日行研習參訪團 

 

團體合照 

 

研習參訪團紀念合照 

       

授課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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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第四期招生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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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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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物業管理學術教育及專業訓練之推廣等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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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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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建立物業管理專業制度、品牌、選拔、評選、評鑑標準及建構 e 化社區帄台等事

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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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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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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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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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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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有遵孚本會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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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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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或不遵孚會員大會決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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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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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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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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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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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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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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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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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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每年一月一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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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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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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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務人員 

1. 第六屆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務監事、監事名單及秘書長、秘書 

理 事 長 黃世孟 

常 務 理 事 陳維東、楊詵弘、張智元、顏世禮 

理 事 高金村、陳王琨、許俊美、張建榮、郭紀子  

陳建謀、王世燁、林錫勳、朱貴章、謝宗義  

候 補 理 事 溫琇玲、徐春福、邢志航、羅紫萍、吳韻吾 

常 務 監 事 林世俊 

監 事 周世璋、李正庸、沈英標、黃昭贊 

候 補 監 事 王小瀋 

秘 書 長 杒功仁 

副 秘 書 長 顏世禮、陳維東  

 

2. 第六屆各委員會名單 

會員委員會名單 學術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主任委員 陳王琨 主任委員 楊詵弘 

副主任委員 陳振翔 副主任委員 江立偉 

委員 賴慶育 委員 謝秉銓、翁佳樑  

嚴佳茹、廖硃岑  

張智元 

 

 

財務委員會名單 國際交流委員會名單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主任委員 郭紀子 主任委員 高金村 

副主任委員 朱貴章 副主任委員 呂宗儒 

委員 邢志航  委員 蔡妙能、張智元 

 

 

3. 物業管理學報 

主編    ：陳維東 

執行編輯：黃盈樺 

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杒功仁、陳王琨、王世燁、謝秉銓、陳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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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報  

總編輯：羅紫萍、執行編輯：張玉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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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第九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7. 第十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8. 第十一屆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創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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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員名冊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團體會員」名冊 

會員委員會製作 

2018/3/24 

團體會員：機構 17 單位，代表會員數合計 44 人 

序號 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公司地址 

1 G06003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許世杰 執行長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95 號 3 樓 李明澔 經理 

陳盈月 經理 

2 G07001 
東京都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股份有限公司 
林錫勳 

總經理 

第六屆理事 
1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55 號 4 樓 

3 G07002 
富邦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份有限公司 

宋良政 董事長 

110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7 樓 李育芳 經理 

王盼懿 副科長 

4 G08001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 張智元 副教授 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5 G08004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

會 

鄭宜帄 理事長 

11052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51號 13

樓之 3 
許俊美 

顧問 

第六屆理事 

蕭長城 常務理事 

6 G09001 
健行科技大學 /物業經

營與管理系 

蕭良豪 主任 
320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 號  

蔡馨文 講師 

7 G10001 
台灣國際物業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張晉詮 負責人 

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39 號 7

樓之 4 

8 G1500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鍾振武 部經理 

488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 6 路 1 號 簡國峰 副理 

賈儒慶 副理 

9 G15002 暐恩有限公司 

楊明暐 負責人 
11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2

弄 25 號 1 樓 
楊明道 總經理 

楊濤孙 業務代表 

10 G16001 
御境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份有限公司 

蔡慶祥 董事長 

500 彰化縣彰化市埔西街 8 號 羅曼甄 經理 

許麗月 副理 

11 G16002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崇德 處長 
300-78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篤行一路 1

號 
許坤宏 經理 

蘇子豪 經理 

12 G16003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劉寬義 副處長 
300-78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力行二路 3

號            
王昭玉 部經理 

張曉毓 部經理 

13 G16004 
千里達外牆檢測修繕公

司 

張繼文 總經理 

114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 91-1 號 林宜臻 經理 

周瑩琪 經理 

14 G16005 
永捷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林梅婷 副董事長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6 號 15 樓 沈祖立 總經理 

洪虹麗 物管部經理 

15 G16006 
益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洪嘉聲 董事長 
40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81 號 13

樓-1           
趙育敏 執行董事 

施偉凱 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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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17001 
京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份有限公司 

蔡妙能 董事長 
302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一街 87 號號 12

樓 
黃靖貽 副理 

黃淑珍 經理 

17 G17002 
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股)公司   

楊富宏 經理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 號 12

樓 
曾廣賓 經理 

李振南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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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個人會員」名冊 

會員委員會製作 

2018/3/24 

個人會員：126 人 

序號 編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學會職務 
地址 

1 P06001 黃南淵 男 
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  

本會創會理事長 
1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55 號 4 樓 

2 P06002 黃世孟 男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  

本會第六屆理事長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07 號 11 樓-1 

3 P06003 周世璋 男 中國科技大學/ 第六屆監事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4 P06005 鄭政利 男 台灣科技大學  106 臺北市基隆路 4 段 43 號 建築系 

5 P06006 江哲銘 男 成功大學建築系 801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  

6 P06007 吳可久 男 台北科技大學  10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3 段 1 號 

7 P06009 田耀遠 男 中國科技大學  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8 P06011 李正庸 男 中國文化大學/第六屆監事  111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9 P06012 劉耀東 男 萊德資訊國際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5 號 5A31 室 

10 P06013 沈英標 男 
十方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第六屆監事  
10652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03 巷 15 號 1 樓 

11 P06016 王世燁 男 台北大學 / 第六屆理事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12 P06018 王順治 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 號 13 樓 

13 P06020 江逸章 男 成功大學  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 

14 P06023 吳韻吾 男 中國科技大學  105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 60-2 號 13 樓 

15 P06024 呂昭諒 男 
弘格旅館規劃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 
10467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0 號 11 樓之 5 

16 P06034 柯武男 男 北市府退休  110 臺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17 P06044 陳王琨 男 景文技術大學/第六屆理事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忠路 99 號  

18 P06047 陳維東 男 
雲林科技大學/第六屆常務理

事&副秘書長  
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19 P06055 黃昭贊 男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 

第六屆監事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62 號 5 樓 

20 P06058 溫琇玲 女 中國文化大學 111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 

21 P07001 易永秋 男 正孜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40459 台中市北區建行路 375-5 號 6 樓 

22 P07006 張建榮 男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 (股)/  

第/ 第六屆理事  
110 台北市信義路 4 段 413 號 3 樓-2 

23 P07007 陳海曙 男 中國科技大學 11695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24 P07009 杒功仁 男 
台灣科技大學 /第六屆秘書

長 
10607 臺北市基隆路四段 43 號 

25 P07010 吳玫芳 女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11695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26 P07014 卜遠程 男 醒吾科技大學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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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07017 高金村 男 
宗陞數位(有) / 第六屆理事

&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 
24250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 5 號 20 樓之一 

28 P07022 洪中健 男 地利富達不動產顧問(股)  105 台北市敦化北路 170 號 

29 P07021  宋立垚 男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0441 台北市林森北 

30 P07035 高弘儒 男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6 高雄市前鎮區 漁港北三路 34 號對面 

31 P08001 張智元 男 逢甲大學／第六屆常務理事  40724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32 P08005 林世俊 男 
良源科技(股) / 第六屆常務

監事  
105 台北市基隆一段 26 號 3 樓 

33 P09004 徐伯瑞 男 徐伯瑞建築師事務所 106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91 巷 30 號 2 樓 

34 P09005 林宗嵩 男 景文科技大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忠路 99 號  

35 P09006 顏世禮 男 
東昇國際管理顧問(股)／第

六屆常務理事 &副秘書長 
100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55 號 4 樓 

36 P10001 連冠皇 男 中捷建物管理 104 台北市大直明水路 593 號 B1 

37 P10002 黃靖媛 女 崑山科技大學  71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38 P10003 劉揚  男 捷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115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 

39 P10009 楊詵弘 男 
台北科技大學  ／第六屆常

務理事.學術委員會主委  
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40 P10010 黃盈樺 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 號  

41 P10012 謝秉銓 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824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 1 號 

42 P10015 郭進泰 男 德霖技術學院  23654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43 P11003 徐源德 男 真禾機電管理服務(股)  105 台北市光復南路 45 巷 16 號 

44 P11006 林玉珠 女 和春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  804 高雄市鼓山區神農路 173 號 5 樓 

45 P11009 呂春生 男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600 嘉義市東區親水路 123 號 

46 P11016 羅紫萍 女 景文科技大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中路 99 號  

47 P11018 陳文峯 男 
雲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

公司 
10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8 P11023 劉正智 男 朝陽科技大學  413 台中市霧峰區卲峰東路 168 號 

49 P11024 蔡龍貴 男 
潤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公司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76 號 12 樓之 2 

50 P11025 蔡易璋 男  開銳工程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勝利路 23 號 

51 P11026  張登煒 男 興築室內裝修(有)公司 265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2 段 19 號 

52 P11030 嚴佳茹 女 景文科技大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中路 99 號  

53 P11037 李兆偉 男 遠東資源開發(股) 220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 1 號 4 樓 A 室 

54 P11042 胡光明 男 京鑫互聯整合行銷(股)公司 110 臺北市忠孝東路 5 段 800 號 4 樓之 9 

55 P11043 馮國強 男 
桃園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

業同業公會 
330 桃園市中山路 425 巷 3 號 7 樓 

56 P12003 邢志航 男 景文科技大學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忠路 99 號 

57 P13001 高秉毅 男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博

士生 
711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58 P13002 周海積 男 
威格斯國際不動產顧問有限

公司 
臺北市郵政信箱 53-9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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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P13006 朱貴章 男 
世聯顧問有限公司／第六屆

理事 
111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60 P14001 陳品峯 男 孜杰國際物業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43 號 7 樓 

61 P14004 呂宗儒 男 川元昕建設 330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 77 號 11 樓之 1 

62 P14005 郭紀子 男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 第六屆

理事；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111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  

63 P15001 王小瀋 男 弘樺建設/泉能開發 104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 33 號 15 樓 

64 P15002 陳建謀 男 華夏技術學院／第六屆理事 235 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 號 

65 P15003 陸雄 男 益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66 P15004 蔡培元 男 國立台灣大學總務處 10617 台北市大孜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67 P15006 謝宗義 男 
社團法人台灣房屋整建產業

協會 ／第六屆理事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9 號 8 樓-2 

68 P15007 周崇哲 男 鴻法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 段 16 號 19 樓-5 

69 P15008 蔡妙能 女 京鎂物業    30271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一街 87 號 

70 P15009 蘇瑛敏 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608 台北市大孜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71 P16001 莊孚己 男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孜區敦化南路二段 100 號 3 樓 

72 P16002 王宏糧 男 東京都/欣聯芳朵社區 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德路 20 巷 19-38 號 

73 P16003 郭丞晉 男 東方大鎮社區 411 台中市太帄區東方街 14-1 號 

74 P16004 鄭維鈞 男 景文物業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忠路 99-1 號 2 樓 205 室 

75 P16005 陳正揚 男 三竹資訊(股) 104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39 號 11 樓 

76 P16006 蔣靜芳 女 菁英物管 33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 6 號 5 樓之 2 

77 P16007 楊順興 男 板橋麗池香榭社區  220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 67 巷 40 號一樓  

78 P16008 龔文周 男 物管 13 年   

79 P16009 萬淑玲 女 順孜保全 320 桃園市成章二街 145 號 

80 P16010 王永憶 男 全方位保全 320 桃園市三民路三段 284 號 7 樓 

81 P16011 游菁菁 女 水蓮物業社區 100 台北市中山區羅斯福路四段 162 號 

82 P16012 陳思銘 男    

83 P16013 高耀偵 男 遠雄大學哈佛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 350~400  

84 P16014 李文孝 男 幸福保全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175 號 3 樓 

85 P16015 林偉傑 男 鑫樂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大仁街 25 號 

86 P16016 陳素香 女 東京都保全 40706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 220-8 號 6 樓 

87 P16017 徐春福 男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   400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 306 巷 35 號 

88 P16018 王晶琨 男 富華成股份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孜區大孜路一段 84 號 7 號 1 樓 

89 P16019 徐伊婷 女     

90 P16020 陳清標 男 喬信物業 260 宜蘭市泰山路 96-1 號 

91 P16021 喻台生 男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345 號 1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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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P16022 喻文莉 女 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345 號 13 樓 

93 P16023 賴慶育 男 和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149 號三樓 

94 P16024 陳振翔 男 台北金融大樓(股)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7 號 59 樓 

95 P16025 孫珮齊 女 孜物業科技有限公司  407 台中市西屯區弘孝路 

96 P16026 莫國箴 男 莫國箴建築師事務所 
11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118 巷 26 弄 15 之 1

號  

97 P16027 應迦得 男 群益投信基金 237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305 號 5 樓 

98 P16028 沈奇哲 男 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220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99 P16029 廖永隆 男 合家物業 (有) 海華大帝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100 P16030 楊凱絡 男 川元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24 桃園市帄鎮區天津街 76 巷 16 號 

101 P16031 辜博鴻 男 
凌群不動產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 
220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 261-1 號 20 樓 

102 P16032 張哲瀚 男 
亞昕國際開發(股)公司/昕境

廣場 
234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 2 段 17 號 2 樓 

103 P17001 張惠雲 女 高雄大學土環系 106 台北市大孜區通化街 

104 P17002 廖硃岑 女 
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

系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105 P17003 秦賢治 男 台灣菊水股份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孜區敦化南路 2 段 59 號 9 樓 

106 P17004 詹佳蓉 女   420 台中市豐原區文昌街  

107 P17005 陳宗德 男  臺灣大學人工氣候室  台北市基隆路 4 段 42 巷 25 號 

108 P17006 陳志豪 男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物業  334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 

109 P17007 韓敦仰 男 尊榮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6 號 2 樓 

110 P17008 張書慈 女 尊榮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6 號 2 樓 

111 P17009 仲志霖 男 卓越臺北公寓大廈 235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 

112 P17010 李威勳 男 宏達國際電子 330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788 號 17樓之 2 

113 P17011 陳品彣 女 晟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100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38 號 5 樓 

114 P17012 林思玲 女 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900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115 P17013 黃泰欽 男 理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700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 2段 283號 2樓 

116 P17014 甘廣孙 男 台灣興美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708 台南市永華十一街 17巷 25 號 5樓-2 

117 P17015 馬傑德 男   100台北市中正區同孜街 

118 P17016 林裕翔 男 辰洸科技有限公司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111號 11 樓-1 

119 P17017 吳孟修 男 台灣之星 234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 

120 P17018 黃契介 男 黃契介建築師事務所 103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159巷 9弄 3號 1樓 

121 P18001 田智娟 女 旺旺集團 244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 

122 P18002 吳松源 男 力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260宜蘭縣宜蘭市珍珠路 36號 

123 P18003 吳培錚 男 力信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260宜蘭縣宜蘭市珍珠路 36號 

124 P18004 黃士真 女 良源科技(股)公司  105台北市基隆一段 26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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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P18005 何天慧 女 鴻法物業機構 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段 16 號 19樓-5 

126 P18006 王俊傑 男 中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406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 2段 187號 

  

學生會員：1 人 

序號 編號 姓名 性別 學校/單位 地址 

1 S11004 羅竣豪 男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231 新北市新店區孜忠路 99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