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創會背景與宗旨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成立（台

內社字第 0950016503號），目的在於達成落實物業管理

學術研究、建立法制與專業服務的社會任務，以兼顧建

築硬體設施及軟體內涵的品質，提升實質環境品質與增

進生活水準。我國政府相繼於 1991年 12月頒佈《保全

業法》、1995 年 6 月頒佈《公寓大樓管理條例》，並於

2004年 9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通過《物業

管理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加速推展建立物業

管理法制，促使民間團體更蓬勃地成立物業管理相關專

業團體、國外知名物業管理公司選擇進入台灣各行各業

的物業管理市場、及公私立大專院校陸續設立物業管理

專業相關科系所。此時代背景促成了本學會之創設。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的創會宗旨有四：一、落實物業

管理的教學、研究與發展。二、健全物業管理的法制與

產業環境。三、協助物業管理業界的良好經營環境。四、

進行國際交流、促進產業國際化。物業管理之服務範疇

有三類：一、建築物與環境之使用維護服務（清潔、保

全、消防檢修、公共安全檢查、附屬設施設備等），二、

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物業代辦及諮詢、事務管理）、

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照顧服務、褓姆、宅配物流）、

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三、資產管理服務（不動

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投資管理等）。 

二、學會組織 

學會會務由理監事會負責推展，其下設置理事長、

秘書長與四個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會員委員會、國際

交流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創會第一屆理事長為黃南淵

先生；第二、三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四屆理事長

為周世璋先生；第五、六屆理事長為黃世孟先生﹔第七

屆（現任）理事長為杜功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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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活動與出版 

本學會每年舉辦、參與、與召開以下各類活動：  

1. 研討會：每年舉行「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

提供會員發表研究成果與交流的平台（迄今已舉辦十二

屆）。學會配合時勢不定期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

「台日建築物外牆磁磚診斷與更新工法」）；或與其他學

會、機構共同舉辦特定主題之研討會（如與東京都物業

管理機構主辦「東京都學術論文獎助與論文發表會」。 

2. 記者會／座談會：學會配合重大社會事件，不定期

舉辦記者會（如 2014、2015年物業管理十大新聞記者

會）與座談會（如學會協助管委員進行公設點交之可行

性座談會、課程規劃座談會、法令與證照制度座談會）。 

3. 國際交流：本學會與中國「現代物業雜誌社」、英

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英國特許房屋經理人

協會（CIH）、日本設施管理推進協進會（JFMA）、韓

國設施管理協會（KFMA）不定期舉行互訪與交流，並

安排優質物業管理案例參訪。 

4. 專業人員培訓班：：本學會為營建署認可之培訓講

習機構，2009 年起不定期開辦「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

員培訓講習班」（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

員、設備安全管理人員；已開辦 41期、培訓千人以上）。

此外，本學會自 2016年起開辦進階之「物業管理經理

人精業培訓班」，培養稱職的物業管理案場主管人才；

通過學術科專業職能考核者，獲頒檢定合格證書（已開

辦四期，培訓 80人）。 

5. 出版品：本學會定期出版《物業管理學報》（2010

年春季創刊，每年二期，最新一期為第九卷第二期）、

電子報（雙周刊，2012.1 迄今）、歷年「物業管理研究

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及不定期出版專書（如「物業管

理名詞彙編（2008.10）」。 

6. 研究與顧問專案：本學會接受公部門的委託（內政

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地方政府等），執行物業管理

相關專題研究計畫；並接受民間企業的委託，提供特定

專案之物業管理專業顧問服務（如企業總部大樓物業管

理籌備期顧問服務；建設公司、專案管理公司、建築師

之物業管理前期顧問服務）。 

四、學會通訊 

會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01室

電話：02-2531-3162；傳真：02-2531-3102 

網站：http://tipm.org.tw；E-mail：service@tipm.org.tw 

http://tipm.org.tw/


 

1. Background and Missions 

TIPM was founded in January, 2006, with the intent 

to achieve the social missions of conduc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researche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PM lega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life is advanced. The 

Government has proclaimed the ‘Security Industry Act’ in 

1991, ‘Apartment and Mansion Management Ordinance’ 

in 1995, and has held the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Conference’ in 2004, and approved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Creed’. Man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chose 

to enter the industry;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initiated 

PM departments or programs. The above background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of TIPM.  

The goals of TIPM are: (1) to advance th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PM; (2) to establish proper 

legal system and industry environment for PM; (3) to 

assist the PM industry in fostering a health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4) to achie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M industry by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scopes of the PM are defin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1)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cleaning, security, fire safety 

inspe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ilding structure 

and systems); (2) facility service management (service 

administration, shared facility services, housekeeping 

agents, community empowering); and (3) real estate 

management (real estate strategies and consultancy, lease 

management, purchase and selling, real estate operation).    

2. TIPM’s Organization 

TIPM tasks are govern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nder which are the President, Secretariat, and four 

committees: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ship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Affair Committee,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Mr. Huang, Nan-Yua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Mr. Huang, Shyh-Meng was the second and third 

President; Mr. Chou, Shih-Tsang was the fourth President; 

and Mr. Huang, Shyh-Meng was the fifth and is the sixth 

(current)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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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PM’s Activitie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IPM host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nnually for its 

members and provides PM professional services: 

1. Colloquium and conferences: TIPM hold the 

Colloquium annually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publish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academic exchange. 

TIPM will also host conferences on various theme (such 

as ‘Building Envelope Diagnosis and Renovation 

Conference’); or hold conferences jointl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hosting the Distinctive Dissertation 

Award with the Tokyo Property Management Co.). 

2. Press conferences and symposiums: TIPM hosts 

press conferences annually to provide policy advices to 

the public sector in order to solve emerging PM problems. 

TIPM also hosts symposiums on various topics and invite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to exchange viewpoints.  

3. International affairs: TIPM has frequent exchanges 

and visits with foreign PM related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such Modern Property Management Magazine from China,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 

Chartered Institute of Housing (CIH), Japanese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JFMA), and Korea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KFMA). Building tours with 

excellent PM services were arranged for TIPM members. 

4.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s: Recogn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 Planning Agency as a qualified 

training institution, TIPM offers the ‘Condominium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 (three types of training 

sessions: administrative manager, fire safety facility 

manager, and equipment safety manager) since 2009. In 

addition, TIPM offers advanced ‘Property Manager 

Training Program’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and competent 

on-site PM managers since 2016.  

5. Publications: TIPM has offered four types of 

publication over the years: (1)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launched in spring 2010, two issues 

annually); (2) e-Newsletter (biweekly PM electronic news 

since 2012.1); (3) Proceedings of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oquium over the years since 2007; (4) Books (such as 

‘Property Management Glossary’ and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Management’ course book). 

6. Research projects and consultancy services: TIPM 

conducts PM related research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al agencies. In addition, TIPM provides 

PM professional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the enterprises, 

developers, PCM, and architects. 

4. TIPM’s Contact Information 

Address: Rm. 801, 8F., No. 86, Sect. 1, Nan-Jing E. Rd., 

Taipei, Taiwan, 104 

Tel: +886-2-2531-3162 Fax: +886-2-2531-3102 

Website: http://tipm.org.tw  E-mail: service@tipm.org.tw 

  

 Taiwan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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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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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地址：台北市 104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聯 絡 人：陳婉玲秘書  (E-mail) service@tipm.org.tw 

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Web)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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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男 □ 

女 □ 

出 生 日 期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住 址  

電 話 
(O) ：                        (H) ： 

傳真 ：                       手機： 

E - m a i l  

會 員 類 別  
會員證 
號  碼 

 

審 查 結 果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http://tipm.org.tw/


 

會務地址：台北市 104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聯 絡 人：陳婉玲秘書  (E-mail) service@tipm.org.tw 

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Web)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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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團體 

名稱 

 公司行號

統    編 

 電話  

地址    傳真  

負 

責 

人 

姓名  出生日期 

 

 男  □   

女  □  

學歷  電話  

職稱  E-mail  

成立日期 員工

人數 

證照字號 發證機關 業務項目 

     

審查結果  會別類別   

 

申請團體:                                       負責人: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 

表 

人 

-1 

姓名  出生日期 

 

 男  □   

女  □  

學歷  電話  

職稱  E-mail  

http://tipm.org.tw/


 

會務地址：台北市 104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聯 絡 人：陳婉玲秘書  (E-mail) service@tipm.org.tw 

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Web)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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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2 

姓名  出生日期 

 

 男  □   

女  □  

學歷  電話  

職稱  E-mail  

代 

表 

人 

-3 

姓名  出生日期 

 

 

 

男  □   

女  □ 

學歷  電話  

職稱  E-mail  

 

 

 

 

 

 

 

 

 

 

 

 

 

http://tipm.org.tw/


 

會務地址：台北市 104南京東路一段 86號 8樓 801室 

聯 絡 人：陳婉玲秘書  (E-mail) service@tipm.org.tw 

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Web)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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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繳費單 

單  位 / 姓 名  性  別  □ 男  □女 

服務單位及職稱  

會員繳費 

□ 原個人會員  1000 (年費) 

□ 原團體會員 10000 (年費) 

□ 新加入個人會員  3000 (入會費 2000+年費 1000)  

□ 新加入團體會員 16000 (入會費 6000+年費 10000) 

□ 新加入學生會員   500 (入會費 0+年費 500) 

連絡電話 
(Office)                     (Home) 

( fax )                      (mobile)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備    註   

 

銀行或郵局匯款收執聯影本黏貼處 

 繳款方式： 

1. 銀行或郵局匯款：至全國各銀行及郵局匯款。 

2. 匯款帳戶如下： 

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006    分行別：南京東路分行 041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帳號：0410-717-097134 

3. 繳款後請將收執聯影本黏貼於本表下方。 

4. 傳真或至 E-mail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會務助理：陳婉玲 小姐；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Mob) 0918-099-625 

http://tipm.org.tw/
mailto: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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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學術研究論文審查流程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下載「學報論文格式樣版」，根據相關規定進行投稿論文之版面編輯 

 將填妥之「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期刊主編依據投稿論文之研究領域，選出一位相關領域之專門委員 

發送論文稿件給二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 

（論文初審時間為一個月） 

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備資格之審查委員 

（二位正選、一位備選，可包含專門委員） 

依據學報論文審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處理 

二位審查委員偏正面意見 二位審查委員偏負面意見 二位審查委員意見相左 

修改後再審 

+ 

修改後再審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原審

查員再審，再審時間為兩週 

送至第三位委

員做審查 

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並決議是否出版 

通知投稿者最終決議結果 

編輯、印刷、出版 

同意刊登 不同意刊登 

通過 

+ 

通過 

通過+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求一個月內修

正後寄回 

由主編確認修改內容 

拒絕 

+ 

拒絕 

拒絕 

+ 

修改後再審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求一

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以具多數意見

之二位審查委

員意見為主 

經主編評估

委員意見 

通過+修改後再審 

 

修正後通過+修改後再審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

要求再審委員處再審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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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實務應用論文審稿流程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下載「學報論文格式樣版」，根據相關規定進行投稿論文之版面編輯 

 將填妥之「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期刊主編審閱投稿實務應用論文之品質，以決定接受稿件或退稿。若接受

稿件則就該論文主題，選出一位相關領域之專門委員。 

 

發送論文稿件給一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 

（論文初審時間為一個月） 

專門委員推薦二位具備資格之審查委員 

（可包含專門委員） 

 

依據學報論文審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處理 

審查委員偏正面意見 審查委員偏負面意見 

修改後再審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原審

查員再審，再審時間為兩週 

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並決議是否出版 

通知投稿者最終決議結果 

編輯、印刷、出版 

同意刊登 不同意刊登 

通過 修正後通過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

求一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由主編確認修改內容 

拒絕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

求一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經主編評估

委員意見 

http://tipm.org.tw/


「物業管理學報」投稿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資料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關鍵字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三作者 
中文    

英文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備紙填寫） 

論文類型 

（請勾選） 

□ 一、「學術研究」論文：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

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 

□ 二、「實務應用」論文：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

術等，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研究領域 

（請勾選） 

□ 建築設施之維修與管理            □ 健康社區與建築環境品質管理 

□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領導溝通技巧  □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 物業財務管理與採購實務          □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 高齡長照議題 

□ 物業管理自動化實務              □ 社區長照管理 

□ 物業管理最佳實務與個案研究      □ BIM 之運用 

□ 永續建築與實務                  □ 其他 

□ 智慧社區規劃與設計實務 

第一作者 

聯絡方式 

地址  

電話   E-Mail  

著作權 

本人同意將本論文授權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印行

出版。本論文內容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

宣傳之行為本人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一作者 

 簽名處 
 

論文是否投

稿其它刊物 

□ 完全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部分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未曾投稿其他刊物 

投稿手續 

欲投稿者請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http://tipm.org.tw/CallforPapers3.html），下載『投稿須知』、『報名

表』及『論文格式樣版』。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同投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

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規定）、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與刊登 

費用 

本學報暫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但被接受之論文於刊登時需繳交論文刊登費用（每頁

新台幣 300 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填寫欄（投稿者免填） 

論文編號  受稿日期  

編審會委員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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