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PolyU CPCE)

轄下的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獲物業管

理業監管局委任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

課程（第1級）／（第2級）」的承辦院校。

「指明課程」主要為臨時物業管理人

牌照持有人而設。

課程目標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夠：
1） 理解物業管理相關法律及守則   
2） 應用物業管理原則和知識於相關行業
3） 掌握樓宇維修、安全及環境保護相關
 技術和知識
4） 運用財務及管理知識於物業管理工作
5） 運用溝通技巧以提升服務質素
6） 申領正式物業管理人牌照（只適用於
臨時牌照持有人）

課程對象
適合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第2級）牌照持
有人，或從事物業管理業人士報讀。

課程簡介

隨著《物業管理服務條例》（第626章）獲得通過，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致力透過發牌制度，提升
物業管理人及行業的專業水平。條例規定，在須持牌的物業管理公司中，為某一物業提供的所
有物業管理服務中擔任整體管理或督導角色的人員，必須持有物業管理人牌照。本課程為物業
管理業監管局認可，主要為符合臨時物業管理人牌照資格的人士提供培訓，在指定過渡期內取
得正式物業管理人（第1級）／（第2級）牌照。

有關申領正式物業管理人牌照詳情，請瀏覽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頁http://www.pmsa.org.hk/tc/。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
9月21日或以前報名
可享10% 早鳥折扣優惠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可
‧香港資歷架構認可的第四級課程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資助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西九龍校園
上課（待定）

‧課程由PolyU CPCE講師及業內
專業人士教授

‧完成課程後，臨時物業管理人牌照
持有人可申領正式牌照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認可
‧香港資歷架構認可的第四級課程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資助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西九龍校園
上課（待定）

‧課程由PolyU CPCE講師及業內
專業人士教授

‧完成課程後，臨時物業管理人牌照
持有人可申領正式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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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及教學團隊 

由PolyU CPCE講師及資深物業管理專業人士組成

課程查詢 電話：3746 0020（陳小姐） ／3746 0011（施小姐）   電郵：ceo@speed-polyu.edu.hk

內容
監管局指明課程（第2級）
授課時數（80小時）

單元（一）物管法律和守則 36 20
‧ 《物業管理服務條例》
‧ 《建築物管理條例》
‧ 政府／公營機構與物業相關法例
‧ 法律服務 ‧ 行為守則
‧ 職業安全

單元（二）物業管理知識 36 20
‧ 大廈公契 ‧ 設施管理
‧ 業主責任和義務 ‧ 資訊科技應用
‧ 會議投票和議決 ‧ 風險管理
‧ 投標和合同管理 ‧ 物業保險

單元（三）樓宇優化和維修工程 24 30
‧ 樓宇巡查 ‧樓宇和公眾安全
‧ 樓宇損毀 ‧環境保護
‧ 維修保養 ‧樹木保育
‧ 法定命令

單元（四）管理和溝通技巧 24 10
‧ 會計和財務管理 ‧ 人力資源
‧ 採購管理 ‧ 客戶關係

監管局指明課程（第1級）
授課時數（120小時）

證書頒發
學員完成以下條件後，可獲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發物業管理證書 — 
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第2級）牌照：
‧每個學習單元的出席率必須達80% 或以上；及
‧完成所有評核活動（包括筆試及小組專題研習），整體分數達50% 或以上。

馮國雄博士
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會長
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前會長

袁靖罡先生, MH
物業管理業行業培訓諮詢
委員會首任主席

柳志康博士
PolyU CPCE 講師

鄧麗儀博士
PolyU CPCE高級講師
PolyU SPEED 地產及
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
課程統籌

楊文佳先生
香港測量師學會物業設施
管理組前主席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會長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前副會長

梁少偉先生
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副會長



資歷架構及持續進修基金：

課程獲評審為資歷級別第四級課程，並已上載到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095/L4；
有效期由2020年2月1日起）。有關資料請瀏覽資歷名冊網頁https://www.hkqr.gov.hk。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並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第四級）。持續進修基金課程編號：33C127016。如欲申請學費資助，請瀏
覽持續進修基金網頁https://www.wfsfaa.gov.hk/cef/tc/

物業管理證書 — 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

教學語言：粵語（輔以英文）

課程費用：$18,000 / $16,200（早鳥優惠）

上課日期：2022年10月25日 – 2023年4月1日（逢星期二及六）

上課時間：星期二      7:00 pm – 10:00 pm

星期六      2:30 pm – 5:30 pm

上課地點：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 ／西九龍校園

入學要求：

申請人必須為：
i. 持有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的物業管理從業員；或
ii. 持有物業管理相關課程證書 ／文憑的物業管理從業員；或
iii. 擔任管理角色的物業管理從業員，並具備最少5年相關工作經驗。

備註：

本課程乃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第1級），課程註冊編號PMSA-005-SC1-2022-81。

課程編號：SPDQ4005  ‧ 班別編號：GA79

修讀年期：5-6個月   

備註： 學院保留更改上課安排的權利，受影響的申請人將獲個別通知。因應特別情況，學院會按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或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指引，作特定形式的上課安排，如網上授課。

報名詳情：請瀏覽本學院網頁
https://bit.ly/2ZXEGS1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
(2022年9月21日或以前報名
可享早鳥優惠)

1. 第一類別（i）的申請人將獲優先考慮。
2. 本課程主要為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持有人而設。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持有人，在
臨時牌照有效期屆滿前完成本課程，便可申領正式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

3. 有意提升職業技能及個人發展機會的非臨時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持有人，如屬上述第二類別
(ii)或第三類別 (iii) 人士，亦可報讀本課程。除非學員已符合申領臨時牌照所有持牌準則，完成本課
程並不代表可成功申領臨時及正式牌照。有關過渡安排詳情，請瀏覽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頁 
https://www.pmsa.org.hk/tc/ 。

。



證書 ／文憑

專業進修學院是由香港理工大學之附屬機構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有限公司管理。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並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 
（資歷架構第四級）。持續進修基金課程編號：33C127026。如欲申請學費資助，請瀏
覽持續進修基金網頁 https://www.wfsfaa.gov.hk/cef/tc/

資歷架構及持續進修基金：

課程獲評審為資歷級別第四級課程，並已上載到資歷名冊（登記號碼20/000096/L4；
有效期由2020年2月1日起）。有關資料請瀏覽資歷名冊網頁https://www.hkqr.gov.hk。

物業管理證書 — 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

備註： 學院保留更改上課安排的權利，受影響的申請人將獲個別通知。因應特別情況，學院會按物業管理業
 監管局或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指引，作特定形式的上課安排，如網上授課。

修讀年期：4-5個月     

教學語言：粵語（輔以英文）

課程費用：$12,800 / $11,520（早鳥優惠）

上課日期：2022年10月26日–        2023年2月22日 (逢星期一及三)

上課時間：7:00 pm - 10:00 pm

上課地點：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 ／西九龍校園

入學要求：

申請人必須為：
i. 持有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的物業管理從業員；或
ii. 持有物業管理相關課程證書 ／文憑的物業管理從業員；或
iii. 物業管理從業員，並具備最少5年相關工作經驗。

備註：
1. 第一類別（i）的申請人將獲優先考慮。
2. 本課程主要為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持有人而設。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持有人， 
在臨時牌照有效期屆滿前完成本課程，便可申領正式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

3. 有意提升職業技能及個人發展機會的非臨時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持有人，如屬上述第二類別
（ii）或第三類別（iii）人士，亦可報讀本課程。除非學員已符合申領臨時牌照所有持牌準則，完成本
課程並不代表可成功申領臨時及正式牌照。有關過渡安排詳情，請瀏覽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網頁
https://www.pmsa.org.hk/tc/ 

本課程乃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第2級），課程註冊編號PMSA-005-SC2-2022-82。  

課程編號：SPDQ4006  ‧ 班別編號：GA80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

報名詳情：請瀏覽本學院網頁
https://bit.ly/3f0vVL8

(2022年9月21日或以前報名
可享早鳥優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