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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第十一屆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物業管理」的主要目標在於（1）確保
「建築設施使用者」
（人）獲得舒適、健康、

研究成果發表會，試圖提供物業管理產、官、學界專家代表一個交流平台，
讓大家發表各類相關課題之重要研究成果。

安全、符合機能的居住或工作環境；
（2）提

今年即將舉辦第十屆研究成果發表會。本屆發表會論文主題範圍涵

升「建築設施設備」
（物）運轉之穩定性、效

蓋 A.物業與資產管理、B.生活服務與管理、C.設施維護與管理、D.部門組

率、及永續性；（3）創造既有「建築資產」

織與管理、E.物業法規與實務、F.教研與證照制度等六個主題。

（業）之附加價值。

本屆發表會中投稿之相關論文，除提供當日物業管理研究成果之發

除了私有公寓大廈之住宅類建築外，其

表，並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可充分表現本學會研究成果。值此政府正

他公共建築如交通設施、學校設施、醫療設

積極推動國家經濟建設之際，本學會更會運用研究成果，全力投入提升國

施、辦公設施、商場百貨設施、運動休閒設

家整體之物業管理品質與水準，為我國家建設與物業管理產業開創更美

施、政府所屬公有設施等，皆需要專業的物

好的明天。

業管理、來維持最有效率的使用管理。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本著持續關心國
內物業管理產業健全發展之宗旨，定期舉行

主辦單位：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國立高雄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指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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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研習時間：201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10:00-12:15: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研習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H1-101、H1102、H1-107
費 用：研究成果發表會免費 （包含茶點及論文集）
參訪活動費 : 300 元 代訂餐費 100 元
( 高雄總圖書館、高雄展覽館 )
線上報名 : https://goo.gl/ZNIaSF 額滿為止
研習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9:30 左營高鐵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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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陳婉玲
手機 :

0918-099-625

信箱 : service@tipm.org.tw
網址 : http://tipm.org.tw/

線上報名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習班

環觀台灣不動產開發建設必須
結合永續經營之發展趨勢，體認優質

辦本次「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理」研

經營之發展趨勢，每年新屋興建數量

習班。

逐年減少，既有成屋數量積累增加。就

物業管理專業服務之重要性，導入創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

不動產開發建設業之永續經營觀點而

造不動產業永續經營之迫切性，乃開

會，體認台灣不動產開發建設與永續

言，(一)為確保提升新屋的建築總體品

2

質，認同規劃設計階段導入前期物

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換照訓練

京東路四段 107 號 11 樓之 1

積分」之登錄受理和活動結業證書，

（電話）02-2713-5697，(電

公務人員發展中心「公務人員終身學

傳）02-2713-4346，（電子網

習護照」

址）http://www.fiabci.org.tw

業諮詢服務，不但重要且彰顯價值。
(二)建案交屋後建築物漫長生命週
期，仍存在永續經營服務商機，為提
升不動產資產營運與管理能力，迫
切需結合優質物業管理服務。因此
邀協辦單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合

1.

理」研習班，邀請理論結合實務之專
2.

期物業、BIM+PM 物管、智慧科技
與整維修繕、經營行銷與不動產新

3.

知、財務與組織、公設與規約等主
題，研習對象適合建設、仲介與代銷

4.

從業人士。

書，(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

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台灣

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

（電話）02-2531-3162，(電

課程規劃負責人：杜功仁（台灣

傳）02-2531-3102，（電子郵

物業管理學會秘書長）

件）service@tipm.org.tw

班務招生執行人：陳婉玲（台灣

更多相關消息及詳細資訊請至

物業管理學會秘書）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或粉絲專頁

班務會場執行人：王惠君（中華

查詢。
即將額滿

請保握最後席次 ：

https://goo.gl/0lTXbo

■ 聯絡會址
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陳婉玲秘

研習統籌負責人：黃世孟（中華

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

公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建築
師，從事開發設計與資產管理部門

2.

■ 研習班負責人

作，開授「不動產經營結合物業管

業講師，規劃研習內容包括：房產前

君秘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

■ 承認學分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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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

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物業管理參訪 五天四夜
2017 暑期日本東京都市建築與

●如需協助訂機+酒，將由專人

源管理考察

物業管理參訪活動，時間訂於 2017

三菱地所設計事務所參訪

年 8 月 21 日(一)~ 8 月 25 日(五) 五

丸之內辦公大樓設施管理與街區

天四夜。

連絡人: 秘書 陳婉玲
信箱:service@tipm.org.tw

設計參訪

本次活動由台北科技大學 楊詩

為您服務

東京晴空塔商場物業管理參訪

電話：02-2531-3162

弘教授精心策畫，帶著大家 搭地鐵看

團 費：學會作業費 $3000 元

(FAX)02-2531-3102

東京物業 ~

●團員 8～15 人， 額滿為止 !!

名額有限 !! 保握良機 !! 本會

內容包括：

●自行購機票、訂房(新宿區)及

會員優先登記!!!

橫濱 BAYCITY 港灣再開發區域能

餐費自理

2017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 ● 物業服務盈利模式拓展
中國房地產的產業鏈正在發生巨

形成，如何能夠在現有存量市場為住

理企業的主要盈利模式。物業管理企

變，巨大的房地產存量資產市場已經

戶提供增量服務未來將成為物業管

業怎樣加快升級物業及資產管理服

4

務，助力物業、資產保值增值？物業

物業服務及社區商業服務商、社會組

4. 會務註冊費：RMB2160 元/人

管理企業如何盤活物業資源與探索多

織等。

(本會會員註冊費 RMB1000 元/人，

元化發展創新？移動互聯網和大資料
等高新技術的發展，物業管理企業怎
樣通過社區增值服務拓展新的盈利
點？如何借助資本與技術的力量發展
企業？

會議註冊報到當天（7 月 6 日）由會

論壇特色
現代物業雜誌社以專業的品質
和優良的業界口碑為基礎而創立，十
年錘煉，已經成為物業管理企業決策
者們交流戰略決策資訊的高端研討

本次論壇旨在通過對標杆物業專
案創造性解決思路和方法的分享，聚
焦模式的研究和落地戰略服務，聯手
海內外業界專業精英和企業高管，再
次啟動與行業發展同步的精典個案，
分享思想與智慧的領先成果。

活動！精選在行業內品質超前的精

務組提供接風晚宴，會議當天（7 月
7 日）中餐、晚餐由會務組統一安排，
紀念禮品和資料，安排考察（7 月 8
日上午）
。)
5. 酒店給會議參會代表的優惠價是
RMB 650 元/間（含雙早）

典案場、智慧超前的科技成果和理念
超前的運營專案，全面展示現代物業

6. 05/16 搜尋到的機票最低價格:國
泰香港轉機為 NT11,318 元,中國

管理和設施管理的超前品質、科技、

東方直航 NT11,575 元,

理念！研究當前最關注的話題，深入
探討物業管理、設施管理、資產管理

7. 論壇主題演講:學會代表將邀請
良源科技林世俊董事長及台北科

和社區服務的高端願景！

誠摯邀請

大楊詩弘教授與會演講

雲集眾多行業精英和企業領袖，
各類物業管理企業，設施和資產管理

敬邀本會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

企業、國有企事業及院校後勤管理單

1. 時間：2017/7/7-8 日（7/6 報到）

位、大型寫字樓、商業中心、城市綜

2. 地點：昆明中心皇冠假日酒店（雲

合體、開發區及科技園區、互聯網運

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99 號）

營、銷售、經營、管理及代理公司、

3. 形式：1 天主題研討（7/7）+

大專院校物業管理教學及科研機構、

半天專案考察（7/8 上午）

請於 6 月 10 日前報名
由學會統一向現代物業雜誌社
登記 ，以利享有會員優惠註冊費 !!
如有相關問題 請電洽 陳婉玲
秘書 02-25310-3162
更多相關消息請至學會網站查詢：
http://tipm.org.tw/news_1.html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總幹事講習班 額滿即止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招

註冊方式：

生中，歡迎踴躍報名。

(一)學員資格經初審核可者，本會工作人員將個別以電話通知上課。

上課日期：

(二)學員於收到上課通知後，於指定日期時間至本會辦理註冊繳費及領取

2017 年 7 月 22-23 日.7 月 29-30 日

教材及相關資料。

（每周六、日上課）

敬請及早完成報名，額滿即止

上課地點：台北市福州街 10 號 2 樓

聯絡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2 號出口 中華大學

電話：02-2531-3162

台北教育中心)

傳真：02-2531-3102 陳婉玲小姐。

報名截止日期：106 年 6 月 22 日（四）

網址：http://tipm.org.tw/

簡章下載：

信箱：service@tipm.org.tw

http://tipm.org.tw/Certification_3.htm

更多相關消息請至學會網站查詢：http://tipm.org.tw/news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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