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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經理
項目及課程發展經理

「培訓專業學會」認可培訓導師
「保安及護衞業管理委員會」認可課程導師

外間院校兼職導師

「培訓專業學會」副主席
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物業管理人（第1級）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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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

•幫助子女了解個人能力及潛能，計劃未來升學就業路向。

•幫助子女學習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興趣、能力、方
向作出明智的升學/就業選擇。

•幫助子女擴闊視野，建立正確價值觀，以便適應社會和經濟的轉變。

•幫助子女學習工作技能，裝備自己，以便面對未來生活的挑戰。

•幫助學生瞭解工商企業的運作及僱主對僱員的要求。

•幫助學生學習正確的工作態度及正面的人生觀。

•發展更切合學生需要的校本課程、活動及升學就業輔導。

•支援學生進行職業探索、生涯規劃及實踐個人的升學及就業抱負。



是日大綱
1. 打破 形象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 - 智能化

3. 物業管理「行業放大鏡」 - 多元化

4. 物業管理「個人牌照知多少」 - 專業化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6. 物業管理「入行指南」

7. 「商校合作計劃」幫到你

Q & A

圖片來源: Clipart-Email, ClipartBarn, FormFonts, Cliparts.co



1.打破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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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專業化多元化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
智能化



如:協助業主舉行會議

如:財政預算、財務管理

如:會所、停車場等附屬設施的管理 如:人手編排和調配、員工聘用等

如:為審裁聆訊準備有關文件
及出席聆訊

如:環境清潔、園景或保安服務 如: 水務、空氣調節、電梯、
電力、消防裝置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智能化

BMS



BMS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智能化

科技_荃灣廣場BMS智能管理新舊對比_康業_3.30.mp4


開始 中途 完成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智能化

實時、雙向

延時、單向 紙張、文字

雲端、圖片

硬件

硬件、軟件

力安NITROL/新巡邏.mp4
力安NITROL/舊巡邏.mp4
力安NITROL/舊完結.mp4
力安NITROL/新完結.mp4
力安NITROL/舊開始.mp4
力安NITROL/新開始.mp4


2. 物業管理「工作初探」-智能化

出入
大廈

呼朋喚友

使用
設施

SoProp/入門.mp4
SoProp/訪客.mp4
SoProp/會所.mp4


3.物業管理「行業放 大 鏡」

多元化



3.物業管理「行業放大鏡」 - 多元化

住宅物業

商業大廈

工業大廈

商場

服務式住宅

設施

公營房屋

私人住宅

大型屋苑

單幢樓宇

中央管理屋苑

低密度住宅

來源:民政事務署「樓宇管理實務指南」

來源:房屋統計數字2020
運輸及房屋局私人單位:上升15.13%

公營單位:上升10.67%



3.物業管理「行業放大鏡」 - 多元化

《2019年屋宇建築、建造及地產業的業務表現及營運特色的主要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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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地產管理服務業從業員

政府統計處數據

2009年 2019年

17%

佔香港總就業人數約2%



逾8,500多個物管人牌照

130多間物管公司獲發牌

資料截至2022年8月31日止

香港01

物管屬「朝陽行業」
人才需求有增無減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

謝偉銓

3.物業管理「行業放大鏡」 - 多元化



CTgoodjobs薪酬網頁統計
物業管理職位 - 月入中位數

3.物業管理「行業放大鏡」 - 多元化

助理物業主任: $16,000

物業主任: $19,000

高級物業主任: $25,000

助理物業經理$35,000

物業經理$42,500



4. 物業管理「個人牌照知多少」 - 專業化



4. 物業管理「個人牌照知多少」 - 專業化



粵港澳大灣區物管聯合會成立
將推動三地物管人才資格互認

• 2022年6月15日，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下稱「聯合會」)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在廣州召開

• 聯合會首屆領導班子由廣東省政協委員許建華擔任會長，香港立法會議員/物業
管理業監管局主席謝偉銓擔任聯合會香港創會會長

• 聯合會的成立回應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今後五年將重點進行以
下項目:

• 促進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相關行業的交流合作和深度融合

• 連接內地及港澳相關行業，統一粵港澳三地城市公共服務及設施建設領域標準

• 搭建內地與港澳溝通交流平台，吸引更多港澳專業人才到內地就業創業

• 為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建言獻策

• 聯合會將充分挖掘和發揮大灣區物業管理行業自身優勢，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
到廣東實習、就業、創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增強對祖國向
心力

4. 物業管理「個人牌照知多少」 - 專業化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香港西九龍到深圳福田不到20分鐘
香港西九龍到廣州南不到1小時

香港到澳門不超過40分鐘
香港到珠海不超過50分鐘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公共交通導向型開發(TOD)的

土地開發模式



• 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内地9市總人口達7,801.43萬人

• 據中指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瑜表示，根據中指院測算：

• 至「十三五」 (2016-2020)結束時，需要提供物業服務的存

量市場超過200億平方米

• 至「十四五」 (2021-2025)結束時，近300億平方米的樓宇

需要提供更好的物業管理

•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處2022年香港物業報告，工商業樓宇總存量為

4千萬平方米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5. 物業管理「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匯豐與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就業競爭力》研究報告

2022年6月





6. 物業管理「入行指南」 面試 入職 培訓



AI Interview.mp4


一般晉升階梯

總經理

助理總經理

分區經理

會所

會所及公關經理

會所主任

助理會所主任

客戶服務處

物業及設施主任

屋邨主任

屋邨助理

客戶服務長

客戶服務員

工程

助理工程經理

保養工程師

工程主任

管工

技術員

技工

6. 物業管理「入行指南」 面試 入職 培訓

Gamification.mp4


6. 物業管理「入行指南」 面試 入職 培訓

文化_WeCom荃灣廣場_康業_2.15.mp4


6. 物業管理「入行指南」 面試 入職 培訓

科技_訪問短版_新地動態_1.40.mp4


7.「商校合作計劃」幫到你



商校合作計劃

• 透過參與不同業界活動
及體驗，作出生涯規劃

參觀工作場所
(全年開放)

體驗創新培訓
(全年開放)

進行職場實習
(22年12月至23年2月期間)

7.「商校合作計劃」幫到你



智能管理簡介

認識物聯網技術
5G扶手電梯監察、溫濕度監察、燈光控制、人流分析及人工智能洗手間技術等

了解推廣及市場策略
引入嶄新廣告平台、推廣活動及優惠換領

了解環保及持續發展
綠色工具創作、星級回收重用計劃(環保文藝復興)及如何減廢幾百噸?

參觀工作場所



物業管理簡介

體驗虛擬實境培訓技術(VR)
水浸處理, 高空工作, 樹木安全, 電力安全, 密閉空間工作

體驗擴增實境培訓技術(AR)
火警處理

體驗流動裝置應用程式培訓技術
個人安全裝備, 樹木健康監察, 影片培訓及網上測驗

體驗創新培訓

VR AR

VR.mp4
AR.wmv


研究
市場策略研究 增值服務研究

問卷調查
客戶服務調查 鄰近交通運輸調查

科技應用
物聯網設施管理 推廣商場手機應用程式

進行職場實習



家長教師

•幫助子女了解個人能力及潛能，計劃未來升學就業路向。

•幫助子女學習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興趣、能力、方
向作出明智的升學/就業選擇。

•幫助子女擴闊視野，建立正確價值觀，以便適應社會和經濟的轉變。

•幫助子女學習工作技能，裝備自己，以便面對未來生活的挑戰。

•幫助學生瞭解工商企業的運作及僱主對僱員的要求。

•幫助學生學習正確的工作態度及正面的人生觀。

•發展更切合學生需要的校本課程、活動及升學就業輔導。

•支援學生進行職業探索、生涯規劃及實踐個人的升學及就業抱負。

商校合作計劃 –活動
行業分類：物業管理及保安服務
主辦機構：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物業管理人牌照要求 - 課程
指明的物業管理副學士學位及文憑
適用於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