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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 

【第五期 招生簡章】 

 培訓目標 

為因應物業管理服務業界殷切之專業經理人才需求，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籌辦「物業管理

經理人精業培訓班」，針對已取得「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認可證者，提升其專業全職能力。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課程內容，首重於總幹事職場處置、實務能力之職能培訓與

考核認證，未來擬銜接、發展為「物業管理乙級技術士」。 

 培訓課程名稱與講師 

培訓課程 1：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日期：10 月 13 日整天） 

講師：杜功仁（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講師：楊詩弘（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培訓課程 2：建築設備營運管理（日期：10 月 20 日整天、10 月 27 日上午） 

講師：林世俊（良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兼董事長） 

講師：徐春福（國霖機電管理服務公司 總經理） 

培訓課程 3：物業安全防災管理（日期：10 月 27 日下午、11 月 3 日整天） 

講師：張建榮（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講師：蔡龍貴（璞漢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總經理室特別助理） 

講師：沈奇哲（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培訓課程 4：物業管理法規（日期：11 月 11 日整天） 

講師：張志源（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講師：郭建志（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使用管理科 科長） 

培訓課程 5：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日期：11 月 17 日整天、11 月 24 日上午） 

講師：顏世禮（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協理） 

講師：蔡龍貴（璞漢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總經理室特別助理） 

培訓課程 6：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日期：11 月 24 日下午、12 月 1 日整天） 

講師：朱貴章（世聯顧問 顧問） 

講師：邢志航（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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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班日期與課程表 

上課日期：2018 年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1 日（每周六或日上課；共 8 天） 

上課地點：台灣科技大學 綜合研究大樓、研揚大樓 

     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12 月 1 日） 

 課程表 

時間 

地點 

2018 年 10 月 13 日（六） 

台科大 

2018 年 10 月 20 日（六） 

台科大 

2018 年 10 月 27 日（六） 

台科大 

 1.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 2. 建築設備營運管理（續） 2. 建築設備營運管理（續） 

08:30~09:20 
課程導言：物業管理經理人之精進專

業新平台 
一、電力系統 

實習課：認識建築設備之實地參訪 

1. 電力系統 

2. 給排水系統 

3. 消防系統 

4. 弱電系統 

5. 空調系統 

6. 昇降設備 

7. 停車場管

理設備 

8. 建築自動

化系統 

09:30~10:20 一、認識建築構造體 二、給排水系統 

 10:30~11:20 二、如何盤點一棟建築物的構造體？ 三、消防系統 

11:30~12:20 
三、建築構造體的預防性維修工作重

點有哪些？ 
四、弱電系統 

12:20~13:30 中午休息、用餐 

 1.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續） 2. 建築設備營運管理（續） 3.物業安全防災管理 

13:30~14:20 
四、如何處理建築結構問題與進行結

構安全初步檢視？ 
五、空調系統 

一、安全管理案例討論 14:30~15:20 五、如何處理外牆漏水問題？ 六、昇降設備 

15:30~16:20 
五、如何處理外牆磁磚剝落問題與進

行外牆檢修？ 
七、停車場管理設備 

16:30~17:20 六、如何處理室內裝修劣化問題？ 五、空調系統 二、安全專業知識 

    

時間 

地點 

2018 年 11 月 3 日（六） 

台科大 

2018 年 11 月 11 日（日） 

台科大 

2018 年 11 月 17 日（六） 

台科大 

 3.物業安全防災管理（續） 4.物業管理法規 5.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 

08:30~09:20 
三、安全服務項目規劃 

一、緒論 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籌組 

  與運作 
09:30~10:20 二、物業管理與法令 

10:30~11:20 
四、安全防災設備講解 三、物業管理與建築管理 二、社區財務管理 

11:30~12:20 

12:20~13:30 中午休息、用餐 

 3.物業安全防災管理（續） 4.物業管理法規（續） 5.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續） 

13:30~14:20 實習課：安全防災設備操作演練 

1. 無線對講機操作 

2. 交通指揮手勢操作 

3. 中控系統操作 

4. 消防受信總機操作 

5. 消防廣播主機操作 

6. 滅火器及消防栓箱操作 

四、物業管理與公寓大廈 

實習課：「公寓大廈物業管理作業

系統」之系統操作 

1. 資產管理作業模組 

2. 共同設施管理作業模組 

3. 生活服務作業模組 

4. 事務管理作業模組 

5. 財務管理作業模組 

6. 管理組織作業模組 

14:30~15:20 

15:30~16:20 

五、物業管理與建築公安管理 
16:3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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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六） 

台科大 

2018 年 12 月 1 日（六） 

景文 

2018 年 12 月 8 日（六） 

 

 5.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續） 
6.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

（續） 
職能考核認證 

08:30~09:20 三、行政管理 
四、飲用水、空氣品質、病媒蚊防治

作業要點暨物業環境風險管控 六科綜合學科測驗 

09:30~10:20 四、社區管理辦法之研擬與規劃 五、物業環境外包商合約管理要點 

10:30~11:20 
五、生活服務項目制定 

六、物業環境養護－物業環境養護理

念專業知識 

術科測驗一： 

物業安全防災管理 11:30~12:20 

12:20~13:30 中午休息、用餐 

 
6.物業環境養護及 

環境衛生管理 

6.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

（續） 
職能考核認證（續） 

13:30~14:20 一、物業環境管理作業範疇 實習課：物業環境養護－物業環境養

護理念專業實作 

1. 養護保安實作 

2. 養護保潔實作 

3. 養護保潔實作 

4. 綠色環保養護實作 

5. 綠色環保養護實作 

術科測驗二： 

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

管理 
14:30~15:20 二、清潔工作計畫與作業頻率

（SLA）制定 
15:30~16:20 

 
16:30~17:20 三、關鍵環境管理 

 職能認證 

認證日期：2018 年 12 月 8 日（六） 

認證地點：另行公佈  

學科考試：六科綜合筆試（上午） 

術科考試：物業安全防災管理（上午）、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下午） 

學術科考試皆及格者，核發「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檢定合格證書」 

 報名資格 

1. 已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核發之「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認可證」者（報名時需提供認可證證號）。 

2. 有總幹事或社區經理之經驗者達一年以上，優先錄取。 

 收費標準 

1. 培訓課程收費標準： 

 全套課程：每位學員酌收 12,000 元（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15,000 元（非會員） 

 單門課程：每門課程酌收 2,000~2,500 元（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2,500~3,000 元（非會員） 

 課程費用包含：講師費、講義印製費、場地租借費、設備器材使用費、中午便當 

2. 職能考核認證收費標準 

 考核認證費用：3,000 元（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4,000 元（非會員） 

 費用包含：審查費、術科實作材料費、印製費、場地租借費、證書費、中午便當 

 初試未通過者，可申請再次複試（費用同上） 

3.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之入會方式 

 報名精業培訓班學員加入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即可享有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費用。 

 入會辦法：詳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 http://tipm.org.tw 

 收費辦法：入會費 2,000 元，及年費 1,000 元。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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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五） 

 報名程序 

1. 填寫【培訓課程 報名表】或【職能認證 報名表】 

2. 至銀行或郵局匯款繳費，匯款帳戶請參考報名表。 

3. 黏貼收執聯影本於報名表。 

4. 將報名表與收執聯影本，傳真或Ｅ-mail 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5. 聯絡人：陳婉玲 小姐； 

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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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 

【培訓課程 報名表】 

 

報名者（一） 

姓名  性別  職稱  單位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英文

姓名 

 

（等同護照姓名） 

地址 
（郵遞區號：   ） 

中餐 
□無需準備 

 □一般     □素食 

E-mail  電話 辦公室：    手機：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 

 

  

檢附 2 吋脫帽彩色相

片(光面紙)1 張 

*背面書寫姓名 

 

(課程完畢後，製作修

課證明用) 

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學位  

經歷 單位名稱 

 

職稱 

 

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 

認可證證號 

 

 

報名課程項目 

□ 全套課程（六門課程）【□ 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12,000 元）□ 非上述會員（15,000 元）】 

□ 單門課程，請勾選下列課程科目： 

□ 1.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   □ 2.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  □ 3.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 

□ 4.物業安全防災管理     □ 5.建築設備營運管理    □ 6.物業管理法規 

收據抬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意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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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12,000 元；非會員 15,000 元）。 

2. 匯款帳戶如下： 

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分行別：南京東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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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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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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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 

【職能認證 報名表】 

 

報名者（一） 

姓名  性別  職稱  單位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英文

姓名 

 

（等同護照姓名） 

戶籍 

地址 

（郵遞區號：   ）□ 等同通訊地址 上課

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E-mail  □ 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3,000 元） 

□ 非上述會員（4,000 元） 電話 辦公室：    手機：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 

 

 

「物業管理經理人精業培訓班」 

學程證書證號 

 

（請附相關證明，傳真或 E-mail 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收據抬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送驗證件名稱件數 

(  ) 1.最近 2 個月 2 吋脫帽彩色相片(光面紙)2 張背面書寫姓名。       

(製作中英文結業證書用) 

(  ) 2.國民身分證影本。 

意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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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3,000 元；非會員 4,000 元）。 

2. 匯款帳戶如下： 

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分行別：南京東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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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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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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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課程 1：建築構造體維修管理（8 小時） 

講師：杜功仁（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卡內基美崙大學博士。 

經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 資深會士及設施管理專 

   業委員會委員、物業管理學報主編。 

 

講師：楊詩弘（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學歷：日本東京大學建築工學博士。 

經歷：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秘書長、台灣義築協會副理事長、台灣建築學會秘書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處營繕組組長、中華大學 

      建築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課程導言：物業管理經理人之
精進專業新平台 

1.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之專業課程與講師團隊 

2. 台灣物業管理服務業發展之小確信與大趨勢 

一、 認識建築構造體 1. 「結構系統」之主要構成與功能為何？常見材料有哪些？ 

2. 「圍封系統」之主要構成與功能為何？常見材料有哪些？ 

3. 「室內系統」之主要構成與功能為何？常見材料有哪些？ 

二、 如何盤點一棟建築物的

構造體？ 

1. 調閱使用執照與相關文件 

2. 調閱建築相關竣工圖說 

3. 盤點「結構系統」種類與材料 

4. 盤點「圍封系統」種類與材料 

5. 盤點「室內系統」種類與材料 

三、 建築構造體的預防性維

修工作重點有哪些？ 

1. 結構系統：基礎、柱樑、承重牆、樓版 

2. 圍封系統：屋頂、外牆、開口部、地下連續壁、地下室底版 

3. 室內系統：地板、隔間牆、天花板 

四、如何處理建築結構問題與

進行結構安全初步檢視？ 

1. 結構體出現異常龜裂或剝落，該怎麼處理？ 

2. 遇到海砂屋該如何處理？ 

3. 遇到輻射屋該如何處理？ 

4. 失敗的斜坡車道設計，該如何改善？ 

五、如何處理外牆漏水問題？ 

1. 如何處理屋頂花園的漏水？ 

2. 屋頂露臺防水層年久自然風化，該如何處理？ 

3. 外牆防水層老舊、窗框漏水，該如何處理？ 

4. 地下室之連續壁滲水、裂開、山林地滲水，該如何處理？ 

五、如何處理外牆磁磚剝問題

與進行外牆檢修？ 

1. 外牆磁磚剝落問題 

2. 外牆磁磚的污染與白華問題 

六、如何處理室內裝修劣化問

題？ 

1. 住戶的室內裝修工程應該如何進行管理？ 

2. 大廳／梯廳大理石地面霧化，如何處理？ 

3. 地下停車場地坪環氧樹脂 Epoxy 破裂，如何處理？ 

4. 車道磚打滑，該如何改善？ 

5. 大理石地坪與其收邊條滲水處，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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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2：建築設備營運管理（12 小時） 

講師：林世俊（良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兼董事長） 

學歷：美國西堤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物業管理學會常務監事、華夏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和 

   藝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捷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講師：徐春福（國霖機電管理服務公司 總經理） 

學歷：中國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總工會榮譽秘書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榮譽 

   指導員、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職業總工會公寓大廈證照班講師、經濟 

   部能源局能源管理人員調訓班講師、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發展協會會員、嶺東 

   科技大學講師、雲林科技大學業界教師。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一、 電力系統 1. 名詞釋義 

2. 供電方式 

3. 接地種類及接地電阻 

4. 營運管理 

二、 給排水系統 1. 給排水系統圖 

2. 給水系統 

3. 排水系統 

4. 雨水回收過濾設備 

5. 生活廢水處理設備 

 

三、 消防系統 1. 物質燃燒原理 

2. 滅火方法 

3. 滅火設備 

4. 警報設備 

5. 避難逃生設備 

6.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四、 弱電系統 1. 電信設備 

2. 共同天線設備 

3. 電視對講機設備 

4. 網路設備 

5. 中央監視系統設備 

 

五、 空調系統 1. 空調原理 

2. 空調方式之分類 

3. 空調系統方式 

4. 中央空調系統 

5. 中央空調系統營運管理 

 

六、 昇降設備 1. 電梯裝置之一般分類 

2. 電梯安全裝置系統 

3. 電梯的速度控制方式 

4. 電梯機種及規格之表示方法 

5. 設備計畫 

6. 電梯之交通流量計算 

7. 電梯設備剖面示意圖 

 

七、 停車場管理設備 1. 停車場管理設備系統架圖 

2. 停車場管理設備 

3. 機械停車設備 

八、 建築自動化系統 1. 智慧綠建築管理平台 

2. 電力系統監控 

3. 空調系統監控 

4. 消防系統監控 

5. 照明設備監控 

6. 給排水系統監控 

7. 停車場系統監控 

8. 安全系統監控 

實習課：認識建築設備

之實地參訪 

1. 電力系統 

2. 給排水系統 

3. 消防系統 

4. 弱電系統 

5. 空調系統 

6. 昇降設備 

7. 停車場管理設備 

8. 建築自動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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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課程 3：物業安全防災管理（12 小時） 

講師：張建榮（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元智大學企管研究所。 

經歷：遠企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丹麥商歐艾斯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講師：蔡龍貴（璞漢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總經理室特別助理） 

學歷：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學系兼任講師、台北市內湖區西康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 

講師：沈奇哲（信義之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學歷：中華科技大學機電科。 

經歷：千翔保全經理、聯安保全特助、連成保全協理。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一、 安全管理案例

討論 

 安全管理的實際運用在於面對各種狀況的處理經驗與技巧。 

 本教材列舉實務常見之狀況列入教材討論之。 

 學員可透過討論方式，增加印象，及磨練實戰經驗。 

二、 安全專業知識 1. 安全風險評估 

2. 建築物組成 

3. 風險項目分類及影響之金額及

法律責任 

4. 風險規避/公共意外責任險 

5. 公共意外責任險理賠範圍 

6. 公共意外責任險不承保範圍 

7. 通訊設備認識 

8. 防衛工具認識 

9. 交通指揮工具認識 

10. B/A 系統 

11. 監視攝影機 

12. 門禁系統 

13. 悠遊卡辦識系統 

14. 電梯讀卡機 

15. 柵欄機 

16. 消防授信總機 

17. 消防廣播主機 

18. 安全管理相關法規 

19. 安全防災管理作業 

20. 保全業法對安全管理作業的規範 

三、 安全服務項目

規劃 

1. 門禁管理 

2. 中控管理 

3. 一般收發 

4. 巡邏管理 

5. 指揮交通 

6. 裝修管理 

7. 遷入出管理 

8. 停管理車場 

9. 緊急應變 

10. 消防演練 

11. 消防設備安全檢修申報 

12. 防災演練 

四、 安全防災設備

講解 

1. 無線對講機操作 

2. 交通指揮手勢操作 

3. 中控系統操作 

4. 消防授信總機操作 

5. 消防廣播主機操作 

6. 滅火器及消防栓箱操作 

實習課：操做演練安

全防災設備 

同第四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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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4：物業管理法規（8 小時） 

講師：張志源（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建築師、內政部營建署技士、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室內設計進修學士 

   班兼任助理教授。 

 

講師：郭建志（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使用管理科 科長） 

學歷：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 

經歷：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工程師、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幫工程司、內政部營 

   建署建築管理組技士、桃園縣政府工務局代理股長、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正工程司 97 年至 102 年行政院人事總處地方研習中心建管法令研習班講師、 

   104 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回訓講習課程講師、中華國土建設人 

   才育成中心建築物變更使用專題課程講師。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一、 緒論 1. 物業管理之意涵 

2. 法令概念的基本認識與重要性 

3. 如何依需求查詢相關的法規 

4. 物業管理的生命週期與法令的關聯  

5. 物業管理服務業之行業範疇 

6. 從新聞事件看物業管理之課題 

二、 物業管理與

法令 

1. 物業管理與法令間關係整理 

2. 物業管理與都市更新條例、消防安全管理法規、土地管理法規及民法之重要

規定 

三、 物業管理與

建築管理 

1. 建築法令重要名詞釋義 

2. 建築法與其相關子法暨近年修正重點 

3. 建築物之建造、施工、使用、拆除重要規定 

4. 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修建相關重要規定 

5.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相關重要規定 

6.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置與改善的內容與方式 

四、 物業管理與

公寓大廈 

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重要名詞釋義 

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與其相關子法暨近年修正重點 

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重要定義及函釋：總則、住戶之權利義務、管理組織、管

理服務人、罰則、附則 

4.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重要內容 

5. 公寓大廈規約範本重要規定 

五、 物業管理與

建築物公安

管理 

1.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重要內容 

2.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重要內容 

3. 違章建築管理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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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課程 5：物業行政與服務管理（12 小時） 

講師：顏世禮（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協理） 

學歷：亞洲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經歷：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秘書長、物業管理相關科系暨研究所教職、政府物業設 

   施管理相關法規研修訂計畫成員。 

 

講師：蔡龍貴（璞漢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總經理室特別助理） 

學歷：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學系兼任講師、台北市內湖區西康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長。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一、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籌組

與運作 

1. 管理組織的涵義 

2.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3. 管委會籌組與運作 

4. 管理負責人 

5. 管理組織的有效運作 

6. 管理組織的報備 

二、 社區財務管理 3. 社區財務管理基本課題 

4. 財務管理的法律規範 

5. 公寓大廈財務管理執行事項 

三、 行政管理 1. 行政事務之概念 

2. 行政事務管理 

3. 文件管理 

四、 社區管理辦法之研擬與

規劃 

1. 規約的基本概念 

2. 規約記載的事項 

3. 規約範本釋例 

4. 擬定社區管理辦法 

五、 生活服務項目制定 1. 物業管理之「生活服務」 

2. 社區調查 

3. 生活服務」的方式 

4. 生活服務實施要領 

實習課：「公寓大廈物業管理

系統」之系統操作 

1. 資產管理作業模組 

2. 共同設施管理作業模組 

3. 生活服務作業模組 

4. 事務管理作業模組 

5. 財務管理作業模組 

6. 管理組織作業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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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培訓課程 6：物業環境養護及環境衛生管理（12 小時） 

講師：朱貴章（世聯顧問 顧問） 

學歷：東方設計學院電機工程系學士。 

經歷：仲量聯行物業暨資產管理部資深協理、世邦魏理仕物業設施與資產管理部總 

   監、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特別助理、怡盛集團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 

   限公司專案處長、潤泰集團潤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術部襄理、開 

   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處長、和睦建築師事務所設計部襄理。 

講師：邢志航（景文科技大學環境與物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 

經歷：IPMA Delta Certification 諮詢師、IPMAConsultant Certification 評估師、行政 

   院勞動部 101 至 104 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輔導顧問。 

主題名稱 主題內容 

一、 物業環境管理作業範疇 1. 物業環境管理的概念與作用 

2. 認識物業環境管理工作內容 

3. 掌握物業環境影響的因素 

4. 物業環境管理前期介入模式 

二、 清潔工作計畫與作業頻率

（SLA）制定 

1. 如何依據物業環境需求制定工作計畫 

2. 日常環境管理檢核要點 

3. 物業環境管理制度建立 

4. 物業環境管理品質管控要點 

5. 物業環境管理績效評核模式 

三、 關鍵環境管理 1. 服務核--大廳空間、公共設施空間維護基準 

2. 管理核--防災中心、大廳櫃檯空間維護基準 

3. 外牆清洗作業基準 

4. 水池清洗作業基準 

5. 設備機房--電梯、發電機、防災中心  

四、 飲用水、空氣品質、病媒

蚊防治作業要點暨物業環

境風險管控 

1. 飲用水水質管理要點 

2. 空氣品質管理要點 

3. 病媒蚊防治作業要點 

4. 物業環境管理異常狀況處置 

五、 物業環境外包商合約管理

要點 

1. 合約管理--外牆清洗 

2. 合約管理--水塔清洗 

3. 合約管理--病媒蚊防治、垃圾清運 

4. 合約管理--環境清潔 

5. 合約管理--特別清潔 

六、 物業環境養護－物業環境

養護理念專業知識 

1. 養護預防--綠色養護基礎理念 

2. 養護專案--案場生命週期控管 

3. 養護保安--場域安全及滅菌檢驗 

4. 養護保潔--藥劑、手(機)工具及耗材 

5. 養護保養--綠色環保養護趨勢 

實習課：物業環境養護－物業環

境養護理念專業實作 

1. 養護保安實作--安全巡視、石材辨識、確效檢驗程序 

2. 養護保潔實作--室內建材：石材及塑膠地板養護 

3. 養護保潔實作--室外建材：中庭環境地板養護 

4. 綠色環保養護實作--石材地板綠色工法養護 

5. 綠色環保養護實作--塑膠地板綠色工法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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