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紐約公寓大廈規約 
第一條 目的係為維護  

「四季紐約」社區大樓建築設備和外觀之整齊美觀，確保住戶之安全，維護環境清潔

衛生，發揚住戶守望相助之精神，以促進本大樓高品質之生活，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理（以下簡稱本條例）所訂立之住戶管理規約（以下簡稱本規約） 

 

第二條 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界定如后，

其區域規劃界限詳如買賣契約書（附件三），標的物件之圖說。 

(一)專有部分：係指編訂獨立門牌號碼或所在地址證明之家戶，並登記為區分 

   所有權人所有者。 

     (二)共用部分：係指不屬專有部分與專有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三)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使 

        用者名冊由管理委員會造冊保存。 

(四)約定共用部分：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五)上開定義如有未盡之處，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之定義為準。 

二、公寓大廈法定空地、樓頂平台為共用部分，應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非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並修改住戶規約，不得約定或廢止約定專用部分。但起

造人或建商於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中已為約定者，從其約定，無重大公益及正

當之理由，不得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修改規約方式變更之，並應提出合理補償

之方法。社區住戶因安全防護理由，必須加裝安全防護設備時(如室內防盜網等)，

除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外，並應由各該住戶向管委會提出申請，而經管委會決

議後或依管委會所制定之相關辦法，依管委會指定之規格及樣式安裝。 

(一)本社區大樓房屋地上一樓之部分法定空，其使用權買方完全同意由一樓相鄰 

之區分所有權人專用並由該約定專用權人維護管理之（其分管約定範圍如房 

屋預定買賣契約附件四著藍色斜線部分所示）。 

(二)本項法定空地之約定專用權人，對於該約定專用部份之空地使用，僅得作為 

私人庭園景觀、綠化植栽，不得進行任何建築或裝潢之行為。約定專用權人 

需負責約定專用部份之維護及管理，並須另繳使用償金。法定空間不得增加 

任何建造物或工作物，如有違建情事經發現屬實者，該約定專用權人應無條 

件自行拆除或接受拆除並負擔拆除費用。產權轉讓時應列入為買賣契約之附 

件，如涉訟時並自願放棄抗辯權。使用償金標準授權由管委會會議決定之。 

(三)本條法定空地之分管約定，於管委會成立後納入住戶管理規約，除約定專用 

    權人違反本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及重大公益之正當理由外，非經該權利人 

或受益人之同意，不得以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並修改住戶管理規約之方式變 

更或要求支付使用償金(詳如本社區房屋買賣契約附件七、共用部分約定專 

用分管協議書）。法定空地之分管約定，如有影響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公共之 

利益時，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表決通過並約定使用償金：法定空地如下： 

A 棟圓柱公設持份，C 棟連接 F 棟空中走廊，和 A、B、C、H、I、J、K 棟後 

方，法定空地及船型造景公園，以及 J 棟出口到瀑布景觀之設施。 

三、(一)本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及外牆面為共用部分，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基於全體共

有人之利益維護其外觀並使用之，除本社區入口處外牆得設置６ｍ×８ｍ之廣



告招牌懸掛處，此部份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並約定由Ａ棟一樓、二樓

及地下一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所使用，並應由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託專業統

一規劃設計、施作之外，其餘非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並修定規約外，

不得懸掛或設置廣告物。 

 (二)本公寓有十二歲兒童之住戶，外牆開口部或陽台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

外牆面之防墜設施。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消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

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其規格、樣式、顏色由管理委員會統一訂

定。 

四、約定專用部份之空間應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使用其

約定專用部分。 

五、下列各款所列之特定對象基於業務上之必要，得無償使用該共用部份或約定共用

部分： 

(一)管理業務或承包工作者。 

(二)電力公司。 

(三)瓦斯公司。 

(四)電信機構。 

(五)自來水機構。 

(六)其他經管委會同意者。 

六、本社區之建築業者或起造人與各該買受人所簽立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條款與本

規約無抵觸，各該約定構成本規約之一部份並補充之。 

 

第三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本社區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其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

之召開，除第一屆由起造人負責召集外，其餘由管理委員會負責召集。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之規定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產生。召集人

無法互推產生時，依區分所有權人名冊順序輪流擔任，或申請地方主管機關指定

臨時召集人。輪流召集人違反召集義務時，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指定次

順位區分所有權人任之。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五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 

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於公告欄公告之；公告期間 

不得少於二日。 

三、下列各款事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 

(一)規約之訂定或變更及議案表決及管理委員會委員改選得於交付委託書至管理

中心時，由區分所有權人，指定受託人行使之。。 

(二)管理委員執行費用之支付項目及支付辦法。 

(三)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四)公寓大廈有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須重建者。 

(五)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六)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七)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 

四、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擬定每年 8 月擇期召開。 

五、會議之目的如為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事項，應先經該專有部分之所有權人書面同

意，始得成為議案。 



六、會議之目的如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係時，該等承租者或使用

者經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事前書面同意後，得列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

其意見。 

七、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各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

派一人行使。 

八、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

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代理人應於簽到前，提出

該委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 

九、開會通知之發送，以開會前十五日登錄之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為據。區分所有權人

資格於開會前如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面積占全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

權面積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十一、前款區分所有權比例之計算，任一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 

有權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 

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數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 

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以計算。代理人應 

在簽到前，提出各該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 

十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為會議記錄，經主席簽名後於會後十五 

      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十三、會議記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區分所有權人總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比例總數及所 

占之比例。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十四、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或廢止時，

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事前書面同。但該約定專用之情

事顯已違反公共利益，而經管理委員會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十四、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採委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費發放辦法。 

(一)區分所有權會議完成簽到當日達法定開會人數即發放出席費。 

(二)20 坪以下發放 500 元；21 坪到 30 坪發放 700 元；31 坪到 40 坪發放 1000 元；

41 坪到 45 坪發放 1100 元；45 坪以上發放 1200 元。 

 

第四條 公寓大廈有關文件之保管責任 

規約、會議記錄、簽到簿、出席委託書、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及有關文件應由管

理委員會負保管之責，區分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以書面請求閱覽時，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 

規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簽名簿、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使

用執照謄本、竣工圖、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應由管理委員會負保管之責，區分所有權人或

利害關係人如有書面請求閱覽或要求複製時，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組成 

一、為處理區分所有權人相關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年滿二十

歲有居住事實之本人及有居住事實之住戶組成管理委員會，於區分所有權開會十

五日前公告委員參選登記辦法，共選出一十三至二十二名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

於區分所有權開會十五日前召開管理委員會議確認下屆管理委員應選名額後提

報區分所有權會議追認。 

二、參選辦法： 

    1、參選人必須繳清該戶應繳費用後始可登記參選。 

    2、參選本人親自至管理中心辦理登記(不得委託代辦)。 

    3、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參選者交一份身份證、房屋所有權狀影本、二吋彩色相片

一張。 

    4、租屋者參選，交房屋所有權狀影本、身份證、租屋合約書(效期需一年以上)

影本各一份、二吋彩色相片一張。 

三、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不得互為直系親屬(含)以內之關係。   

四、管理委員任期内，得經四分之一以上區分所有權人連署，載明目的及重大議案，

請求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改選管理委員會。新當選之管理委員其任

期與改選前視為同一任。 

五、管理委員以下列方式產生。 

    1、候選人之選票號次排序依棟別登記參選時之先後號序排列，不另行抽籤。 

    2、選舉方式採無記名於選票上候選人圈選格內打 V 或 O，採單記法選舉， 

一張選票如塗改或圈選二個人及以上視同廢票；依當棟選當棟方式產生得票 

數高者依序當選為正式管理委員。如有異議則採權重計算依權重最大者依序 

當選之。 

3、各棟委員不得超過二位。 

4、每棟保障一名委員如無人參選，則於登記截止日晚上七時，公開錄影抽籤一

名為下屆當然委員，並抽一名候補委員。 

5、當棟只二人以下參選時，當棟住戶不用投票。 

6、委員之任期，自每年十月一日起至次年九月三十日止；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

解任。 

7、主任委員出缺或經解任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各委員出缺或經解任後不足十一

人時十五日內公告補選，選任後任職至該任期屆滿日止。 

8、管理委員會成員如下: 

(1)主任委員        一名。  (2)副主任委員        一名。 

(3)監察委員        一名。  (4)財務委員          一名。 

(5)行政總務委員    一名。  (6)文藝委員          一名。 

(7)園藝委員        一名。  (8)設備安全委員      一名。 

(9)環保委員        一名。  (10)機械式車位委員   三名。 

(11)管理委員   二至十名。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 

一、主任委員應於每個月第二個星期日下午七點到十點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因故得

由出席委員共同決議下次（臨時會）會議時間。 

二、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請求召開管理委員 



會會議時，主任委員應於三日內選定時間儘速召開臨時管理委員會會議。 

三、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含 

主任委員、監察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  

四、有關管理委員會之會議記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名單。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四)議案表決時採記名表決並明確將贊成、反對、無意見委員名單列入會議記錄。 

第七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環保委員、

文藝委員及管理委員資格及選任和職務代理制度。 

一、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

環保委員、文藝委員由當選管理委員互選之。  

二、1.管理委員之任期，為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2.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得連選連任其中職務一次。 

3.副主任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環保委員、文藝委員連選得連任。 

三、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必須為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本人

優先參選，如不足額可由配偶為區分所權人選任，選任後必須設藉本社區，行政

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環保委員、文藝委員有居住事實者得選任。當選後必

須做滿任期，如再任期中辭職爾後不得選任何一項權責委員職務。 

四、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環保

委員、文藝委員及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立即解任。 

（一）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本人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或無居住事

實。 

    （二）副主任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環保委員、文藝委員、管理委員

和行政總務委員無居住事實者。 

    （三）委員未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含臨時會連續達三次(含)以上或管理費連續三

個月未繳者或半年內出席未達半數以上者當然立即解任。 

五、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副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由行政總務員代理，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環保委員、文藝委員不能行使 

職權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六、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出缺或經解任時應於七日內由主任委員 或副 

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並於過半數出席管理委員中依選任資格補選。 

七、副主任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環保委員、文藝委員出缺時應於三十 

日內由主任委員召集開會於過半數出席管理委員中補選。 

第八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環保

委員、文藝委員及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以上職務，其已充任者，即當然立刻解任。 

一、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一年以

上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二、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尚未逾二年者。 

五、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第九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環 

保委員、文藝委員及管理委員和之職權。 

一、管理委員應遵守法令、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之決議。為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之利益，誠實執行職務。 

二、管理委員得為工作之需要支領費用或接受報酬其給付方法，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之決議為之。 

管理委員會各委員權限如下: 

一、主任委員： 

（一）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相關規定事項。 

（二）主任委員應於定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報告前一會 

計年度之有關執行事務。 

（三）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共同部分向產物保險公司洽商投保火災 

保險、責任保險及其他必要之財產保險。 

（四）其他規約所約定主委職權之事項，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將 

其一部份之職務，委任其他委員辦理。 

（五）對住戶共同事務興革事項之建議，及住戶如有違反法律或規約情事之制止 

和相關資料之提供，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共有及共用 

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六）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收益、公共基金及其 

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惟非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事先同意及授權，不 

得從事投資或其他有風險之管理及運用。 

（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規約、會議記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

圖說等及有關社區文件之保管。 

（八）執行及監督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 

（九）物管、保全及各項合約簽呈之簽核及各項資產移交清點用印。 

（十）保管管理委員會行政及帳戶主任委員印鑑小章及用印。 

二、副主任委員： 

（一）輔助主任委員推動執行業務，於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代理其職務。 

（二）社區對外公共關係之建立。社區修繕工程及採購物品之監督稽核。 

（三）財務報表及收支各項憑證之稽核。 

（四）於行政總務委員、設備安全委員、環保委員、文藝委員不能行使職權時代理

其職務。 

三、 財務委員 

（一）每月收支帳目之查核公佈與本社區預算與決算，公共基金、管理及維護分 

擔費用(管理費)、使用償金等之收取、保管、運用及支出等事務。負責擬(修) 

定或調整管理費收繳額度。 

（二）負責現金收入及存款憑證、帳目審核、結算公佈。審核憑證及各類帳冊之 

登錄社區財務規劃及報表製作。 

（三）公共財產管理，合約管理，編列來年收支預算供委員會討論之。 

（四）支出之經費核支與預算決算，監管零用金開支、會計管理。 

（五）現金支出及存款憑證之保管與帳目審核、結算公佈。 

（六）物管、保全及各項合約簽呈之簽核；各項資產移交清點用印。 

（七）保管管理委員會行政及帳戶印鑑大章和財務委員印鑑小章及用印。 



四、監察委員： 

（一）監察委員直接對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負責，管理委員會召開各項會議除本人 

提提案得參加表決以示負責外其於均不參與表決。 

（二）監察各項之財務收支、並監督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及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執行。 
（三）有關社區住戶規約組織章程及各式管理辦法制定及修正相關事宜。 

（四）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常開會推動事務。 

（五）財務購買及修繕工程之估價、議價、審查，財務報表及各項憑證支出審查 

及認可。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書之檢核。 

（七）因應緊急事故異常作業之審核與同意。 
（八）住戶意見回覆與審核各項業務督導社區興革事項之建議，修正社區修繕工 

程及採購物品發包驗收等事宜，對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如有疑議或損害區 

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之權益，監察委員應提出糾正案，送管理委員會重新審議。 

（九）各項檔案分類與彙整各項管理辦法初審與修定。 

（十）物管、保全及各項合約、對外行文、社區重要公告簽呈之簽核，負責監督各

項移交清點及用印。 

（十一）保管管理委員會帳戶監察委員印鑑小章及用印。 

五、行政總務委員 

（一）各協力廠商請款作業流程初審。 

（二）各項設備購置訪價與採購。 

（三）各項招標業務之召集人。 

（四）社區各項會議、活動籌備召開相關事宜。 

（五）監督物管公司關於社區公告、文書、收發文及現場行政人員考勤等行政事 

項管理工作。 

（六）督導社區服務中心之運作、服務人管理與社區工作日誌之查核。委員會開 

會之前之通知及制定議程。函文、公告等有關文書工作之審查及文件擬備 

保存。 

（七）銜接退職的管理委員所保管之管委會文件、會議文件、帳冊及管委會所屬 

之財產。 

（八）將每次會議記錄公佈於社區公告欄處。 

（九）物管、保全及各項合約、對外行文、社區重要公告簽呈之簽核。 

六、設備安全委員： 

（一）關於社區設備設施運作維護保養工作之管理 

1.各項機電設備保養合約審核。 

2.各項機電設備器材購置審核。 

3.機電人員考勤。 

（二）設備購置與管理督導公設點交作業之主辦。 

1.社區非固定類設備之使用管理，休閒設施管理及督導。 

2.防範意外事故與災後因應、相關善後處理等事宜。 

3.社區固定如消防、監控、電梯、水電、機電、發電機設備之統籌管理及維護督

導。 

4.日常維護保養與故障檢修作業、協力廠商之選聘業務與監督、公設點交作業之

辦理。 

（三）負責各項設備資料及安全記錄移交清點用印。 

（四）監督物管公司關於社區人車管制及門禁安全之管理，社區緊急事故之應變 



編組規劃及事件處理。有關防火、防颱、地震災害的各式災害防治及應變講 

習演練事項規劃執行工作。監督物管公司履行住戶規約及各項管理辦法。 

（五）督導警衛確實執勤，並將不合適警衛陳報管理委員會。對於社區住戶違反社 

區規約及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而應予糾正或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六）住戶間爭議之調解，汽機車、腳踏車之管理。協調、制止及處置有關本社 

區住戶違建拆除。 

（七）公共事務之安全維護，各項公設安全檢查維護，負責社區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業務。 

（八）物管、保全及各項相関合約簽呈之簽核。 

七、文藝、園藝委員： 

（一）社區各項文康社團成立、運作相關事宜及慶典活動規劃執行工作。有關社區 

公設管理、教室及社區講座活動之推動、及規劃執行工作。 

（二）俱樂部管理及俱樂部相關人員之督導，負責社區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業務。 

（三）擬定各項文康活動與設備管理辦法及審核社團成立。 

（四）各項相關合約簽呈之簽核。 

八、環保委員： 

（一）社區環境清潔之管理、清潔人員工作之考勤查核。 

（二）水池定期清洗及水質化驗，植栽綠化之管理、及垃圾資源回收等環保工作 

計劃。 
（三）公共環境景觀維護與管理、環保工作之建議與擬(修)定環境清潔維護相關 

事宜。 

（四）各項相關合約簽呈之簽核。 

九、管理委員行為準則 

（一）管理委員代表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管理本社區，應遵守法令及社區規約， 

增進全體住戶之福祉。 

（二）管理委員行使職權，應符合社區住戶之期待，公正議事，善盡職責，不損 

及公共利益及追求私利。 

（三）管理委員對管理委員會所通過之決議，應確實遵守。 

（四）管理委員會議之主席主持會議及監察委員應嚴守中立。 

（五）管理委員應親自出席管理委員會之會議，若無法出席，應於開會前以書面 

請假並得於二十四小時前立委託書委託其它委員或候補管理委員其中一人 

出席開會或於開會當日由社區主任通知未出席之委員口頭授權(事後補立委 

託書)同意由其它委員或候補管理委員依簽到出席順序遞補，不得由非選任 

之親友代理行使管理委員會職權。 

（六）管理委員主席管理委員會議，不得有下列行為： 

1.不遵守出席之裁示。 

2.辱罵或涉及人身攻擊之言論。 

3.發言冗長，不聽主席制止。 

4.未經主席同意，插言干擾他人發言而不聽制止者。 

5.違反前項各款，主席得命其退席。 

（七）管理委員行使職權，若受他人不當言行之攻擊，致其本人或家屬受有危害 

之虞者，管理委員會應予譴責並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第十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之繳納 

一、為充裕公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下列款項。 

(一)公共基金。 

(二)管理費。 

二、公共基金、管理費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擔之。但第

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買賣契約或分管契

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 

三、各項費用之收繳、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四、管理費以足敷第十一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公共基金依每月管理費百分之二實 

收繳納之，其金額達二年之管理費用時，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停止收 

繳。 

五、區分所有權人若在規定之日期前未繳納應繳金額時，管理委員會得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並另行收取遲延利息，遲

延利息以年息百分之十計收。 

六、為維護社區大樓公共設施之完善，住戶進行各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部份房屋之裝

潢、整修工程時，應向管理委員會報備，每戶並繳交房屋裝潢保證金新台幣五萬

元整，嗣工程完工且經管委會確認無毀損公共設備後，一次無息退還該住戶；倘

因該住戶之房屋裝潢整修工程，致使社區公共地區髒亂不清潔每次扣 3000 元，若

致使公共設施有所損壞之情事，管委會得向該住戶求償損壞維修之全部金額，並

得逕行自該保證金抵扣之。 

七、欠繳管理費三個月不得乘坐電梯。 

 

第十一條 管理費、公共基金之管理運用 

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會名義開設銀行或郵局儲金帳戶。 

一、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酬。 

(二)公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三)有關公用部分之火災保險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保險費。 

(四)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及其他事務費。 

(五)稅捐及其他之徵收之稅賦。 

(六)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七)其他基金及共用部分等之經費管理費用。 

(八)管理費、汽機車管理清潔費採二月繳及年繳二種方式計收；二月繳不優惠 

打折(例三、四月管理費及汽機車管理清潔費於四月上旬寄繳費通知單，繳 

費截止日為 4 月 30 日)逾期繳款須加收延遲利息，每月以千分之三計算， 

未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以年繳方式繳納者以九五折計收。(已過期月份不 

計入年繳) 

二、公共基金用途如下： 

(一)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計劃性修繕者。 

(二)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需修繕者。 

(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四)供墊付前款之費用。但應由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三、本條所指帳戶須設定為管理委員會之印鑑大章和主任委員之印章、監察委員之 

印章、財務委員之印章聯名開戶，為確保帳戶財務之安全，印鑑大章由財務委 

員保管，個人印鑑小章應分別由個人保管，不得申請金融卡，或轉帳授權，該 

帳戶非經全體委員超過 90％出席決議通過，不得任意更改儲金帳戶。 

 

第十二條 共用部分修繕費用之負擔比例 

共用部分之修繕，由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公共基金不足時， 

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特定區分 

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之。 

 

第十三條 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 

一、住戶對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二、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三層、地下二層原屬自設機車及腳踏車停車區、地下

一層原屬汽車停車位編號五一五、五一六、五二八、五二九號車位及地下一層原

屬自設機踏車停車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意由賣方重新統一規劃為機車

停放區，暫以 180cm×70cm 規格計算，約可設置一一九四位非法定標準規格之機

車停放空間(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淺藍色部分)；本項所規劃共同使用之機車

停放區，本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並接管本公共區域後，由管理委員會，負責劃設

停放格線，並統一管理之。 

三、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準備室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  

    同意規劃作為兒童遊戲室（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深藍色部分）。 

四、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準備室及部分辦公室空間，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完全同意規劃作為宴會廳、備品（餐）室及廚房使用(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

四著黃色部分)。 

五、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辦公室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

意規劃作為視聽室、吸煙區、販賣區及男女化妝室使用(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

淺綠色部分)。 

六、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辦公室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

意規劃作為練琴室及閱覽室/Ｋ書中心使用（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深綠色部

分）。 

七、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管理室、電梯空間及男女洗手間空間，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意規劃作為洗衣房、監控/辦公室、信箱/收發室及男女

化妝室使用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咖啡色部分)。 

八、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辦公室、會議室、備品室空間及部分公

共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意規劃作為健身房、韻律/禪修室、置物室、男

女化妝室、服務櫃臺及休憩區使用(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橘色部分)。 

九、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部分備品室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

意規劃作為 SPA 區及男女更衣室（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粉紅色部分）。 

十、本契約房屋原建照設計地下一層原屬幫浦機房室空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完全同

意規劃作為鍋爐室；地下二層原屬部分車道等公共空間買方同意設置垃圾收集區

（房屋買賣契約書附件四著紅色部分）。 

十一、本社區之公共空間，如地下二層、地下三層機車停車空間、地下一 層之宴會



廳、備品（餐）室、廚房使用、視聽室、吸煙區、販賣區、男女化妝室、練琴室、

閱覽室/Ｋ書中心、洗衣房、監控/辦公室、信箱/收發室、健身房、韻律/禪修室、

置物室、服務櫃臺、休憩區、SPA 區及男女更衣室等，即產權由各區分所有權人

所共同持分之區域，交由社區管理委員會統一租賃管理，本社區大樓任何區分所

有權人皆不得任意佔用；惟以上使用空間之規劃倘因涉相關建築法令而需回復原

狀時，則由管理委員會辦理之。 

十二、本社區Ａ棟壹樓面臨道走廊空間，不得有違張使用之情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同意在未違反相關法規、阻斷社區住戶通行及危害公共安全之情形下，該空間由

該壹樓店鋪所有權人管理使用，且不阻擾店鋪業務之經營。 

十三、本社區共用部分之水電費用，由全社區按戶共同負擔之。 

 

第十四條 分管專用權人之管理費 

本社區大廈車位使用人，應依起造人預售合約之約定另支付管理清潔費用，但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得決議予以變更調整。 

本社區大廈車位使用人對於管理費、汽機車清潔維護費、機械停車位清潔維護及保養

費變更或增減需損益平衡，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變更調整。 

(依買賣契約書附件十四 停車空間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收費標準授權管理委員會得

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並予公告實施。) 

 

第十五條 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限制 

一、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 

途為之。 

二、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依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並不

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礙建築物環境品質。 

 

第十六條 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管理委員會應製作並保管財務會計帳簿、公共設施(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購置明

細帳冊、區分所有權人與區分所有權比例清冊等。如區分所有權人或厲害關係人提出

書面理由請求閱讀時，不得加以拒絕，但得指定閱讀之日時間與地點。 

一、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度自每年元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管理委員會應製作並保管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財務、欠繳公共與應分攤或

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購置明細帳冊、區分

所有權人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名冊等。如區分所有權人或厲害關係人提出書面理由

請求閱讀或影印時，不得加以拒絕，但得指定閱讀或影印日期、時間與地點。 

 

第十七條 糾紛之協調程序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發生糾紛時，由管理委員會邀集雙方當事人進行

協調。 

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時，應以管轄本公寓大廈所在

地之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第十八條 住戶生活公約 

為維護本社區之安全清潔整體美觀，及各住戶之安寧健康起見，左列事項各住戶均應

共同遵守之。 

一、不得拒付或拖欠應繳之管理費或公共分攤費用，否則得停止其對各項公共設施之

使用權利或水電供應，並停止對其提供任何服務項目，如警衛、清潔、郵件、送

報、會客等。 

二、愛護公共設施，不得侵佔公共場所，不侵犯他人權益設施。 

三、購物送貨應先照會警衛，以防止閒雜人擅入本社區。 

四、易燃、易爆或其他違禁品或散發嗆鼻氣味之物品，絕對禁止進入本社區，以策公

共安全。 

五、禁止佔用車道或其他公共場所堆置私物或其他雜物。 

六、禁止其他足以妨礙公共安全、環境衛生及社區美觀之行為。 

七、電器用電不得變更為其他用途，且不得超過電壓負荷及整體美觀，違者管理委員

會得逕行予以取締。 

八、禁止小販、推銷員進入本社區販賣物品。 

九、各住戶不得任意加建或搭設影響整體外觀之建築物（包括鐵窗）。如需更改，應

經本委員會同意後協調製作。 

十、建物內部後面（包括通風口）之改良、裝修以不影響整體利益及侵犯他人利益為

原則。 

十一、各住戶應注意電氣、瓦斯開關之安全。 

十二、禁止於社區中庭內遛狗，一樓及 B1 公共地區寵物不可落地亂跑，隨地大小便，

大型狗須繫寵物繩由飼主牽引由一樓進出。違者以寵物管理辦法辦理。 

十三、各住戶應和平相處、以維護本社區整體和諧。 

十四、社區中庭內不得設立寺、廟、宮、神壇、安養院、補教業、寵物店、殯葬業。 

十五. 每年中元節、中秋節、聖誔節均應擧辦活動，活動內容及經費由文藝委員提報

管委會通過即執行之。 

十六、本公約效力及於各所有權人及其他使用權人（如承租戶）。 

十七、本公約各住戶應共同遵守之。 

 

第十九條 違反義務之處置規定 

一、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行為時，管理委員會

應按下列規定處理： 

(一)住戶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權利時，有妨害其他住戶之

安寧、安全及衛生情事；於他住戶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

置管線必須進入其專有部分時，有拒絕情事；經協調仍有妨害或仍予拒絕時，

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本身於

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該住戶專有部份或約定得用

部分，有拒絕情事時，亦同。 

(二)住戶違反本規約第二條第二、三項之規定，有任意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

牆面、樓頂平台及防空避難室之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廣告物等行為

時，應予制止，並報請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處以罰鍰，

該住戶應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未回復原狀者，由主管機關回復原狀，其費

用由該住戶負擔。 



(三)住戶違反本規約第十三條之規定，對共同部分之使用未依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

方式為之者，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

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四)住戶違反本規約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專有部分、約定專有部分之使用

方式有違反使用執照及規約之規定時，應予制止，並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要求其回復原狀。 

(五)住戶違反本規約第十八條第四項至第七項之規定有破壞公共安全、公共衛生、

公共安寧等行為時，應予制止，或召集當事人協調處理，必要時得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處理。 

(六)住戶有下列各目之情事，管理委員會應促請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於三個

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

其遷離。而住戶若為區分所有權人時，亦得訴請法院命其出讓區分所有權及

其基地所有應有部分： 

(七)積欠依本條例及規約規定應分擔費用經強制執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

權總價百分之一者。 

(八)違反本條例及規約相關規定經依本條例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九)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二、前項強制出讓所有權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

者，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三、前項拍賣所得，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於積欠本條例及本規約應分擔之費用，

其受償順序與第一順位抵押權同。 

 

第二十條 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

另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登記資料。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應遵

守本規約各項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應在租賃（或使用）契約書中載明承租人（或使用人）不得違反本

規約之規定，並應向管理委員會提出切結書。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

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附則 

（一）本規約自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後立即生效實施之。 

（二）本規約第二次增修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三）本規約第三次增修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本規約第四次增修於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三日。 

（五）本規約第五次增修於民國一 0 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六）本規約第六次增修於民國一 0 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七）本規約第七次增修於民國一 0 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八）本規約第八次增修於民國一 0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九）本規約第九次增修於民國一 0 六年九月十日。 

（十）本規約第十次增修於民國一 0 七年九月二日。 



停車空間管理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規範本【四季紐約】大樓、社區所有地下停車位(以下簡稱本停車場)之管理，維持 

停車秩序，確保使用者之權益及發揮管理效益，特訂定本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車位管理 

本停車場管理涵蓋之範圍包含地下室汽車停車空間及機車停車場；本社區大樓地下 

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依「停車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地下層停車空間購 

買人並完全同意管理委員會委託專業廠商負責執行停車空間之管理業務。 

一、地下室停車場： 

位於本大樓汽車停車空間一律使用門禁卡或E-TAG出入，並將由電腦系統登錄管

制，停一停車格相同時段只能一輛車進入停車場。 

二、機車停車場： 

(1) 位於本大樓地下層機車停放區，除來公務用停車區外；其餘均供大樓各住 

戶公開選位、抽籤分配使用。註：選位期14天 

(2) 社區管理委員會得於每二年2月下旬前實施公開選位、抽籤分配方式，以維持 

機車停車場秩序。 

(3) 機車使用門禁卡或E-TAG出入，應依自己的證號停放在自己的機車編號位子上 

，任意未依規定停放他人位子上或其他公共空間者得予登記就地上鎖，俟車 

主繳清罰款後始予開鎖放行。 

(4) 凡未按規定將停車證黏貼在面對機車車牌上者，均視同無證違規停車，管理 

人得拒絕該機車進入停車場，無證或未依規定黏貼證已進入機車停車場停放 

者。 

(5) 腳踏自行車避免意外發生必須下車步行進入本社區地下停車場，不依規定 

入場者管理員得拒絕該自行車入場。 

 

第三條 管理費用 

停車場之各項清潔及維護工作，各車位所有人或使用人均應繳付費用，清潔及維護 

費用項目及金額如下： 

(1)管理清潔費： 

1、汽車平面車位管理清潔費每位新台幣 350 元/月。 

   汽車機械車位管理清潔費每位新台幣 200 元/月。 

2、機車選位費 B1、B2 每位 320 元，B3 每位 200 元(選位期 14 天) 

3、B2 入口處重型機車專用停車位每位新台幣 1500 元/月。 

4、地下一、二樓機車管理清潔費車位每位新台幣 100 元/月。 

5、地下三樓機車管理清潔費車位每位新台幣 0 元/月。 

6、平面車位加停機車、自行車每二年管理清潔費每台 300 元。 

(2)機械式停車位每月機械式使用之總電費，由所有機械式停車位之使用人平均分擔 

並列入次月管理費內一併收取。 

(3)B2 增設重型機車停放位，重 1、重 2、重 3、重 4、重 5、重 6、重 7、重 8、 

重 9、重 10、重 11、重 12、重 13，共 13 位。 

 (4)機械式停車位機械式使用之電費自 99 年4月份起徵收。 

 (5)因機車停放位不足新增設於平面汽車停車位旁之 35 個機車停車位如下： 



以下25個用黑色標示機車位因緊臨汽車停車位容易與機車位擦撞故永久分配給 

相鄰汽車位所有權人使用並不收管理清潔費。 

423 汽車位臨 525 機車位；422 汽車位臨 524 機車位；426 汽車位臨 515 機車位； 

427 汽車位臨 514 機車位；435 汽車位臨 513 機車位；438 汽車位臨 512 機車位； 

439 汽車位臨 511 機車位；442 汽車位臨 530 機車位；447 汽車位臨 503 機車位； 

453 汽車位臨 504 機車位；461 汽車位臨 506 機車位；476 汽車位臨 523 機車位； 

485 汽車位臨 522 機車位；489 汽車位臨 521 機車位；490 汽車位臨 519 機車位； 

494 汽車位臨 517 機車位；497 汽車位臨 510 機車位；498 汽車位臨 508 機車位； 

500 汽車位臨 507 機車位；501 汽車位臨 509 機車位；505 汽車位臨 516 機車位； 

508 汽車位臨 518 機車位；509 汽車位臨 520 機車位；441 汽車位臨 526 機車位； 

482 汽車位臨 1197 機車位；402 汽車位臨 527 機車位；B1 不臨汽車位增設 1198. 

1199.1200.1201，B2 不臨汽車位增設 505.1123.1196.1202.1203。 

(6)收費標準得視實際需求，授權管委會決議後調整，並予公告實施。 

 

第四條 停車證申請及核發 

一、使用車位之車輛，使用戶依所有權認購之車位，統一由社區管理中心發給停車 

證及識別卡。 

二、汽車停車證及識別卡發放原則以每一車位發給各乙枚，倘因實際需要，得向管 

理中心辦理增請停車副證及識別副卡各乙枚，填具各項申請表及繳交工本費每 

副證、卡各新台幣三ＯＯ元正，每副證（卡）並需加收保證金新台幣一ＯＯＯ 

元正。 

三、停車證及識別卡遺失或汙損時，得向管理中心申請補發，填具申請書表；並繳 

交手續費每證、卡各新台幣三ＯＯ元正。 

四、停車證及識別卡不得冒用、私自複製或謊報遺失申請補發，一經查覺，罰款新 

台幣三ＯＯＯ元正。 

五、機車停車證經公告公開抽籤後立刻發給新停車證，每期為二年，各騎士應按規 

定黏貼。 

 

第五條 停車場管理規定 

一、本停車場一律憑識別卡出入，無識別卡車輛禁止入內，如擅自闖入停放者， 

管理人員將按本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處理；倘有因此損壞柵欄設備應負全 

部賠償責任。 

二、進入本大樓停車空間，停車證統一置於擋風玻璃下方透明處所（請勿置於隔熱 

紙內處），以利管理服務人員辨識，否則以違規論處。 

三、車輛應定位停放不得佔據他人車位或超越路線。 

四、車位所有權人如將車位轉售或租予其他人，應通知管理中心，以便納入管理。 

五、租讓之車位，使用人如有欠繳車位清潔管理費情事，其積欠金額應由車位所有 

權人繳納。 

六、本停車空間不得作停車以外之用途（防空緊急避難不在此限）。 

七、停車空間內一律嚴禁儲存汽油及其他保養油料。 

八、車輛遇有故障導致引擎起火，應迅速先行滅火再通知管理服務人員處理，並立 

即通知其他車輛駛離，如因此造成財物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九、車輛於停車場拋錨時，應先推離車道，以免妨礙通行。凡進入停車場修理車輛 



之人員，應由車主陪同，先向管理服務人員辦理登記，於工作完畢後立即離去。 

十、所有車輛駕駛人不得貪一時之便利，將車輛停放於車道上，造成他人不便，違 

規者按章罰款。 

十一、為維護場內秩序及安寧，駕駛人不得於車場內猛加油門、鳴放喇叭、製造噪 

音，違反時管理服務人員必須立即制止，勸導不從者一律需離本車場。 

十二、為維護場內人車安全，除應打開大燈外減速慢行，時速不得超過十公里，駕 

駛人並應遵循管理服務人員指揮及路標指示規定限速行駛，不聽勸導者得報 

警處理。 

十三、車內不得放置危險物品，如易燃物、爆炸物等。 

十四、車內垃圾、煙蒂，應放置垃圾桶內，不得隨地丟棄，以維環境清潔。 

十五、停車場內不得私自安裝或放置任何物品，否則一律清除、運棄。 

十六、停車場內不得堆置貨物，屬臨時性應於當日搬運完畢；否則經管理中心拍照 

存證按違規罰款。 

十七、車內請勿放置貴重物品，車場管理服務人員不負保管之責任，如有遺失，車 

主應自行負責。 

十八、本停車空間內嚴禁洗車，消防用水係緊急狀況備用，嚴禁使用，違者經舉發 

後按章加倍罰款。 

十九、以上規定如有違反時，經管理中心勸導告發無效，得提報管委會議處，如有 

涉及毀損，應照價賠償。 

 

第六條 違規告發及罰則 

一、違反本辦法各條者，按第七條罰則罰款。使用消防水者加倍罰款。 

二、有以下違規情事管理中心可請管理員逕予就地上鎖並拍照存證，再按本辦法 

第七條罰則機車每次罰款 500 元、汽車每次 3000 元。於車主前往管理中心繳納 

罰款後始予開鎖放行。 

(1) 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車位內。 

(2) 佔用他人車位者。 

(3) 車輛未停妥導致他人無法停車者。 

(4) 停放於未規劃為停車位之空間者。 

(5) 持識別卡刷卡進入本停車空間，而將車輛任意停放。 

(6) 未將停車證擺放於指定位置，以致於服務人員無法辨識。 

三、私人車位違規告發以該車所屬車主為當事人。 

四、車位所有人發現車位被佔用時，請即刻通知管理服務人員前往處理。 

五、管理服務人員如查獲違規車輛，可逕予就地上鎖或拍照存證；登記被佔用車位及 

佔用人車號、違規事實等，並開具告發單，通知車主前往繳納罰款後始予開鎖放 

行。 

六、罰後不繳者，管理中心將逕行註銷登記外，並將所屬卡片消磁，並不再發給停車 

證、卡。 

七、查獲私自複製卡片者，將依法送辦。 

八、重型機車紅牌、黃牌不得停放每戶已分配的機車停車位上，影響臨停車位，如違 

停者第一次開勸導單拍照存證，第二次拍照，依照本辦法鎖車拍照罰款， 

每次 $ 500 元。 

 



第七條 罰款處理 

一、汽車違規罰款為新台幣參仟元整，機車罰款新台幣 伍佰元整，歸入行政管理 

費收入。 

二、佔用他人車位之罰款，新台幣貳仟元整歸該車位所有人，作為精神、時間等 

之補償，另新台幣壹仟元整歸入行政管理費收入。。 

三、違規佔用停車位而拒絕罰款者，將報警法辦。 

第八條 附則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經管理委員會議決議修訂之。 

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於 99 年 7 月 18 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於 99 年 9 月 12 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第二、三、四條於 99 年 10 月 24 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第二、三、四條於 100 年 11 月 13 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六款、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款於101年8月26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第六條第八項，於 102 年 8 月 25 日增修公告實施。 

本辦法於 104 年 10 月 1 日，重新公告實施。 

本辦法於 107 年 9 月 2 日，增修公告實施。 

 

 

 

 

 

 

 

 

 

 

 

 

 

 

 

 

 

 

 

 

 

 

 

 

 

 

 



裝潢施工管理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本大廈內公共設備完整、環境清潔與全體住戶之權益，特制訂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裝潢戶於規劃時，應確實瞭解建築結構、水電設施、消防、監控等系統之有關資料 

（可向管理中心查詢閱覽），在施工期間，經查有違反本大廈規定及整體景觀及公 

共安全者得勒令其停工。 

第三條 為有效約束裝潢包商，施工期間不慎毀損公共設施與鄰戶設備及造成環境汙染等， 

裝潢戶需責成裝潢包商向管委會壓繳施工裝潢保證金新台幣伍萬元整(完工經查驗 

十天後無息退還)。 

第四條 裝潢施工人員應接受本大廈門禁進出管理辦法之管制。 

第五條 裝潢戶及裝潢商需共同簽具切結書，承諾在施工期遵守本大廈規約及所有管理辦法 

之規定。 

第六條 裝潢施工包商需遵守下列規定： 

（一）開始施工前需辦妥押繳施工裝潢保證金，簽具工程施工切結書（一式三份）， 

憑施工裝潢保證金收據向管理中心辦理初次進場施工登記，並領取滅火器2支 

置放施工場所，於完工時退還管理中心。 

（二）進場施工人員憑身份證明文件換領工作證並配戴於胸前以資識別。 

（三）搬運材料及工具使用電梯時需以包裝材料將電梯包覆妥當，且不得超長超重， 

大件物品需由安全梯上下。 

（四）材料及工具進出本大廈，需經警衛人員查驗後放行。 

（五）每日工作時間： 

住宅區：上午8:00~12:00、下午1:30~6:00，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得施工， 

以維住戶之安寧。 

（六）建材及垃圾不得推積於公共區域，施工廢棄物及垃圾應予裝袋，逐日清運不 

得留置。 

（七）施工不慎損害排水管、消防或電力設備及其他公共設施，應立即修復，並通 

知管理中心作緊急處理。 

（八）裝潢施工包商於施工期間，如有損壞公共設施及其他住戶之設備，經通知而 

未修復者，得由施工裝潢保證金內扣除修理費，施工裝潢保證金不敷扣抵 

時，裝潢戶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九）施工人員在現場不得有大聲喧嘩及大聲播放音響等惡性破壞公共安寧行為。 

（十）裝潢施工包商及其施工人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宿在本大廈內。 

（十一）施工人員不得在現場賭博、酗酒、鬥毆及隨地棄置煙蒂、吐檳榔汁、便溺 

等行為。 

（十二）裝潢施工包商不得在本大廈內任何區域張貼廣告。 

（十三）施工人員不得進入非其承包工作區域。 

（十四）裝潢施工住戶或包商需繳納環境汙染清潔費標準如下： 

施工60日內，每天50元。 

第60日起，每天100元。 

所繳納之清潔費均作為管理經費。 

（十五）施作油漆或類似塗料時，必須關緊大門、開啟室內所有窗戶以電扇向窗外 

排風，以免造成左鄰右舍之不適。 

 



第七條 裝潢施工包商對其所工作人員之安全，應自行負責，發生任何不安全事故與本管委 

會及大廈住戶無關，因施工影響第三者之安全，裝潢施工包商須負連帶責任。 

第八條 裝潢戶應嚴格要求裝潢施工包商清運垃圾，如因裝潢戶數目較多且同時施工，垃圾 

雖經清運，但仍有部分殘留不易分辨所屬時，則由施工裝潢戶之施工裝潢保證金中 

分擔清運費用。 

第九條 施工裝潢完成後，經檢查符合下列條件，並經大廈管委會或管理中心認可後，得領 

回施工裝潢保證金。 

（一）未損壞大廈外觀公共設施、走道、地磚地板、水電管線、消防、監控系統等。 

（二）未損壞鄰戶之財物及建築設施等。 

（三）雖有（一）、（二）款之損壞事項，但已修復並經驗收合格者。 

（四）無堆置廢棄物、剩餘建材及大型工具。 

 

第十條 本辦法經管委會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飼養狗及寵物管理辦法 
第一條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社區禁止再養狗,本要點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之，但本要點公佈前

已飼養者，適用本要點。 

第三條 以養狗者，必須到社區管理中心辦理登記造冊列管，並登記飼主資料，否則，視為流

浪狗撲抓，不得異議。 

第四條 住戶飼養狗及寵物，不得讓寵物在社區內公共區域及社區外牆邊、電線桿邊大小便、

妨礙社區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 

第五條 各飼養戶所養之狗，必須接受狂犬病防疫注射，並提出證明。 

第六條 在社區內公共地區，狗必須以狗帶牽引和受管束、不得讓寵物到處亂跑。 

第七條 飼主應預防狗隨地大小便，且須負清洗責任，否則須負責污染清理費用新台幣 30 元，

並公佈飼主名單。 

第八條 禁止讓狗亂跑、亂吠、亂叫，滋擾鄰居及製造噪音，違者依法告發。 

第九條 嚴禁飼養有攻擊性、恐怖性或列入保育類之動物或寵物。(如蛇、鬥犬等) 

第十條 禁止讓狗襲擊、騷擾或驚嚇社區住戶，如咬傷住戶須負醫療費用及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 飼主出入本社區所帶之狗或寵物一律用牽引帶、口罩、寵物箱、或抱著，以免引起困

擾。 

第十二條 禁止於社區中庭內遛狗，一樓及 B1 公共地區寵物不可落地亂跑，隨地大小便，大型

犬需繫寵物繩由飼主牽引由一樓進出。違者拍照罰 3000 元，併入下期管理費繳納。 

第十三條 本管理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社區管委員會將隨時公告修訂之。 

第十四條 本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修訂時亦同，並自公布日起施行。 

 

 

 

 

 

 

 

 

 

 

 

 

 

 

 

 

 

 

 

 



住戶遷出入管理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社區居住安寧及確保公共安全、落實社區事務管理，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社區全體住戶均需遵守本辦法有關規定。 

第三條 住戶於遷入社區三天前需至管理中心辦理遷入手續。 

房屋所有權人請攜帶 

1.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2.地下停車場車位所有權影本（無承購停車位者免） 

承租戶請攜帶 

1.租賃合約影本 

2.車位租賃合約影本（無承購停車位者免） 

第四條 辦理遷入手續，須填寫詳細住戶資料。 

第五條 辦理遷入手續，請同時辦理管理費銀行自動轉帳繳款手續，以利管理費收繳。 

第六條 辦妥遷入手續後，可取得遷入放行單，憑放行條方可讓搬家公司入內協助遷入。 

第七條 請住戶詳讀社區住戶手冊，以作為社區居住及互動。 

第八條 住戶於遷出三天前亦須先至管理中心辦妥遷出手續。 

1.繳清至當月之管理費、維護費等。 

2.承租戶須提供屋主同意遷出證明。 

3.留新址及聯絡電話。 

住戶辦妥遷出手續後，由管理中心填發住戶遷出放行單，並通知警衛室放行。管理 

中心將按住戶所留之新址，將信件代為通知郵差轉寄，本項服務15 天後停止，之 

後信件一律以退件處理。 

第九條 為防止住戶搬家時，毀損電梯、公共走道及故意棄置棄物於公共空間或汙染環境， 

由管理中心通知保全人員於住戶搬家時加強監控，並要求在電梯車廂內做好保護措 

施。完成上項程序後，管理中心知會保全人員予以放行。 

第十條 本辦法決議通過，公告後即日起實施。如有未盡宜得經管委會會議修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