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步 召開視訊會議前之規約修正事項

一、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醒社區應踐行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25條至34條之規定，涉及視訊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等

相關問題，應於規約中明定並提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獲致決議，以完

備相關程序避免衍生爭議。註1

二、社區依規定將「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實施方式」(參考文字詳第6頁)納

入規約後，為考量社區未來可能辦理視訊會議之可能性，請社區管

委會於物業管理人員或公司之契約內加入協助社區召開視訊會議之

相關條文。建議納入規約之文字詳註2

01
STEP

註1：社區需於社區規約內增訂「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定(包含視訊軟體、出席
方式、簽到方式及表決方式等)」。109年4月30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07636號

註2：公寓大廈有視訊方式開會之需求，宜於疫情結束後就視訊出席、簽到及表決方
式之規定，並提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獲致決議並納於規約中，以避免爭議。110年
9月29日營署建管字第1101184564號

註3: 建議納入規約之文字：「如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期間，因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規定致無法召開實體會議。召集人得以視訊會議召集當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

視訊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範例(建議)



第二步 凝聚社區共識

一、意見討論&交流方式，視社區實際情況可採社區小型說明會或是各

棟會議、紙本問卷回收、電子表單、群組投票或既有的會議紀錄議

案等。

二、統計討論&交流結果後，由召集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社區規約

規定進行召集。

三、因視訊會議軟體之限制，無法充分討論故需審慎考量相關議案，不

建議「重大緊急議案」於視訊會議時討論及決議。

02
STEP

註1：討論&交流程序，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程序，惟建議以此事先凝聚社區開
會共識及召開之測試。

視訊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範例(建議)



第三步 設置視訊會議

一、創立視訊會議室及建立議案投票表單，並取得會議室網址及製作

進入會議室之QR Code，方便住戶使用。註1

二、建立線上「區權人名冊」，供社區區分所有權人簽到使用。

三、建立線上「區分所有權人委託書」上傳區，供受委託人上傳委託

書。註2

03
STEP

註1：視訊軟體以免費且方便為宜，實際使用軟體依社區需求而定。

註2：區分所有權人委託書，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7條規定設計表單，委託書
範例詳第10頁，另本市各區公所官方網站亦有已設計好之委託書格式供社區下
載使用。

-以            結合          為例視訊會議室      電子簽章

視訊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範例(建議)



第四步 開會通知(公告)說明會議進行方式

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寄送開會

通知並附上會議資料；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管理委員之選任事

項」，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註1

二、開會通知(公告)除比照實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外需另載明：

（一）因＿(規約事由)，本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將採視訊會議

召開，會議流程比照實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案僅就社區達

成共識之議案討論及表決，無臨時動議。

（二）會議主席： ○○○ 君  註2

（三）出席簽到方式：

1.採電子簽章

2.簽名起迄時間：＿年＿月＿日＿時 至＿年＿月＿日＿時

（四）議案表決方式：採線上投票及開票。(線上投票建議方式詳備註)

（五）會議召開如有「清點人數」需求，以  (動作)  回應方式者視為

有效。註3

（六）視訊會議網址及QR Code。

（七）持有委託書之區分所有權人或社區住戶，請於會議當日或會議

前___日將委託書掃描檔上傳至「區分所有權人委託書上傳區

」，以利管理服務人員確認。

    上傳區網址:http://＿

04
STEP

註1：社區「公告」方式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於公寓大廈
公告欄內為之；未設公告欄者，應於主要出入口明顯處所為之。

註2：有關視訊會議主席部分，社區可依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7條「由召集人擔任」
或在「社區規約中訂定」主席產生方式。

註3：會議中如有清點人數，為方便人員清點，建議是以開起視訊鏡頭方式，並請與
會人員以「舉手」或是某項統一動作，方便是否服務人員清點人數。

視訊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範例(建議)

- S C A N  M E -

9:21

S C A N

- S C A N  M E -



第五步 視訊會議流程重點指引

一、出席簽到：社區服務人員或其他委員協助清點線上簽到及確認線上

委託書。

二、主席宣布合於人數規定，後續依照議程進行視訊會議。

三、開放相關議案投票表單以預備後續投票。

四、議案表決：

（一）主席於議案討論後宣布投票起迄時間。

（二）進行投票表決  

（三）主席宣布投票結束，依軟體設定結束投票，並核對簽到紀錄及

進行開票，並截圖作為憑據。註1

（四）主席宣布議案投票決議結果。

五、主席宣布視訊會議結束及傳送會議結束之訊息，視為會議結束，並

截圖作為憑據。

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4條規定，會議紀錄於會後15日內送達各區

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註2

05
STEP

註1：有關所提「截圖作為憑據」，係指以軟體截圖或錄影設備將畫面保存之方式，
不限定是圖片或是影片之形式，係以保存證據或證明之最有利之方式皆可。

註2：有關視訊會議紀錄部分，依內政部108年12月25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80823489號函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規範第11條第1項所列主要項目(
詳第5頁)，管委會應依函釋規定辦理。

視訊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範例(建議)



第十一條（議事紀錄）

開會應備置議事紀錄，其主要項目如下：

（一）會議名稱及會次。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出席人姓名及人數。

（五）列席人姓名。

（六）請假人姓名。

（七）主席姓名。

（八）紀錄姓名。

（九）報告事項。

（十）選舉事項，選舉方法，票數及結果。（無此項目者，從略）註1

（十一）討論事項，表決方法及結果。註2

（十二）其他重要事項。

議事紀錄應由主席及紀錄分別簽署。

各該會議得設置紀錄委員會，專司核對紀錄事宜，如有異議，應向大

會提出報告。

註1：社區選任之紀錄事項。

註2：社區議案及臨時動議之紀錄事項。

註3：社區可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理原則」附件三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之格式(詳第11頁)，將上開應載入事項納入。

會議規範



新北市       社區召開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實施方式

本_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倘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_月，因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發布防疫相關規定致無法召開實體區分所有權會議。召集人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召開視訊區權會)召集當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特訂定相關辦理方式如下：

第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至第34條相關

規定。

第二點    於召開視訊區權會前，召集人應先確認社區住戶是否有相關議案

須提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請勾選適合社區之方式，得複選）

□1.社區小型說明會提案(但仍需配合相關政府所要求之防疫規定)

□2.各棟會議提案

□3.紙本問卷提案

□4.電子問卷提案

□5.群組投票提案

□6.其他＿

第三點    1 社區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投票及

                 表決皆以線上軟體為之，其軟體選用：

            (請討論確認並勾選填上適合社區使用之軟體，得複選)

□1.視訊軟體：＿

□2.簽到軟體：＿

□3.委託書上傳軟體：＿

□4.投票軟體：＿

□5.其他軟體：＿

2 因應時代軟體變化及功能性選用，

   在上開軟體變更名稱或終止服務等

   特殊條件下，授權召集人得視現行軟體情形擇用使用之軟體。

第四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寄送開會通知並

檢附會議資料；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

」，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開會

通知格式詳如附件1)

第五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應推由一代表出席。

2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前項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區分所

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一為上限。代理人應於

會議前上傳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相關上傳委託書網

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開會通知格式詳如附件2) 

3 倘召開視訊區權會討論及決議之目的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3條相關事項或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

係時，該利害關係人得進入視訊  會議室陳述其意見。

第六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主席（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1.之情形）

□1.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2.會議主席產生之其他方式：_。

第七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表決方式，皆採線上方式辦理，相關簽

章、表決之網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

第八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開議及決議額數部分，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

由一人行使。

2 會議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___條規定之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提案

提案

提案

視訊軟體

簽到軟體

上傳軟體

投票軟體

(供參考）

第九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依第八點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

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

2 同一議案重新召開區權會，其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及比例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條規定之出席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

出席人數及其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3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之議案決議計算方式，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決議數

為之。

第十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中選舉或議案之投票起迄時間及其決議結果，皆

由主席宣布，經主席認為其有清點人數之必要，請區分所有權人

將視訊鏡頭開啟，並以1.□舉手或是2.□其他＿動作，則

視為有效。

第十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規範第11條第1項所列

主要項目，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並公告之。(會議記錄格式詳如附件3)

第十二點  1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會議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

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2 前項會議紀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

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3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並公告之。

第十三點  1 區分所有權人繳交「書面反對意見」，請將「書面反對意見」

掃描檔上傳至「_________上傳區」，以利管理委員會確認，

另書面正本亦請區分所有權人自行保管，倘有爭議需紙本確

認時，區分所有權人自有義務提出「正本」。(書面反對意見格式詳

如附件4)

 2 區分所有權人若以委託他人方式表示反對意見者，應併同提

出該區分所有權人出具之委託書。

第十四點  有關本社區會議記錄及相關文書「送達」方式：（請就下列二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

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

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本_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倘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_月，因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發布防疫相關規定致無法召開實體區分所有權會議。召集人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召開視訊區權會)召集當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特訂定相關辦理方式如下：

第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至第34條相關

規定。

第二點    於召開視訊區權會前，召集人應先確認社區住戶是否有相關議案

須提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請勾選適合社區之方式，得複選）

□1.社區小型說明會提案(但仍需配合相關政府所要求之防疫規定)

□2.各棟會議提案

□3.紙本問卷提案

□4.電子問卷提案

□5.群組投票提案

□6.其他＿

第三點    1 社區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投票及

                 表決皆以線上軟體為之，其軟體選用：

            (請討論確認並勾選填上適合社區使用之軟體，得複選)

□1.視訊軟體：＿

□2.簽到軟體：＿

□3.委託書上傳軟體：＿

□4.投票軟體：＿

□5.其他軟體：＿

2 因應時代軟體變化及功能性選用，

   在上開軟體變更名稱或終止服務等

   特殊條件下，授權召集人得視現行軟體情形擇用使用之軟體。

第四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寄送開會通知並

檢附會議資料；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

」，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開會

通知格式詳如附件1)

第五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應推由一代表出席。

2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前項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區分所

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一為上限。代理人應於

會議前上傳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相關上傳委託書網

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開會通知格式詳如附件2) 

3 倘召開視訊區權會討論及決議之目的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3條相關事項或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

係時，該利害關係人得進入視訊  會議室陳述其意見。

第六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主席（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1.之情形）

□1.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2.會議主席產生之其他方式：_。

第七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表決方式，皆採線上方式辦理，相關簽

章、表決之網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

第八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開議及決議額數部分，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

由一人行使。

2 會議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___條規定之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新北市       社區召開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實施方式
(供參考）

第九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依第八點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

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

2 同一議案重新召開區權會，其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及比例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條規定之出席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

出席人數及其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3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之議案決議計算方式，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決議數

為之。

第十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中選舉或議案之投票起迄時間及其決議結果，皆

由主席宣布，經主席認為其有清點人數之必要，請區分所有權人

將視訊鏡頭開啟，並以1.□舉手或是2.□其他＿動作，則

視為有效。

第十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規範第11條第1項所列

主要項目，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並公告之。(會議記錄格式詳如附件3)

第十二點  1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會議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

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2 前項會議紀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

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3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並公告之。

第十三點  1 區分所有權人繳交「書面反對意見」，請將「書面反對意見」

掃描檔上傳至「_________上傳區」，以利管理委員會確認，

另書面正本亦請區分所有權人自行保管，倘有爭議需紙本確

認時，區分所有權人自有義務提出「正本」。(書面反對意見格式詳

如附件4)

 2 區分所有權人若以委託他人方式表示反對意見者，應併同提

出該區分所有權人出具之委託書。

第十四點  有關本社區會議記錄及相關文書「送達」方式：（請就下列二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

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

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本_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倘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_月，因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發布防疫相關規定致無法召開實體區分所有權會議。召集人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召開視訊區權會)召集當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特訂定相關辦理方式如下：

第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至第34條相關

規定。

第二點    於召開視訊區權會前，召集人應先確認社區住戶是否有相關議案

須提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請勾選適合社區之方式，得複選）

□1.社區小型說明會提案(但仍需配合相關政府所要求之防疫規定)

□2.各棟會議提案

□3.紙本問卷提案

□4.電子問卷提案

□5.群組投票提案

□6.其他＿

第三點    1 社區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投票及

                 表決皆以線上軟體為之，其軟體選用：

            (請討論確認並勾選填上適合社區使用之軟體，得複選)

□1.視訊軟體：＿

□2.簽到軟體：＿

□3.委託書上傳軟體：＿

□4.投票軟體：＿

□5.其他軟體：＿

2 因應時代軟體變化及功能性選用，

   在上開軟體變更名稱或終止服務等

   特殊條件下，授權召集人得視現行軟體情形擇用使用之軟體。

第四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寄送開會通知並

檢附會議資料；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

」，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開會

通知格式詳如附件1)

第五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應推由一代表出席。

2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前項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區分所

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一為上限。代理人應於

會議前上傳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相關上傳委託書網

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開會通知格式詳如附件2) 

3 倘召開視訊區權會討論及決議之目的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3條相關事項或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

係時，該利害關係人得進入視訊  會議室陳述其意見。

第六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主席（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1.之情形）

□1.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2.會議主席產生之其他方式：_。

第七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表決方式，皆採線上方式辦理，相關簽

章、表決之網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

第八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開議及決議額數部分，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

由一人行使。

2 會議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___條規定之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新北市       社區召開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實施方式
(供參考）

第九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依第八點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

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

2 同一議案重新召開區權會，其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及比例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條規定之出席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

出席人數及其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3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之議案決議計算方式，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決議數

為之。

第十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中選舉或議案之投票起迄時間及其決議結果，皆

由主席宣布，經主席認為其有清點人數之必要，請區分所有權人

將視訊鏡頭開啟，並以1.□舉手或是2.□其他＿動作，則

視為有效。

第十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規範第11條第1項所列

主要項目，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並公告之。(會議記錄格式詳如附件3)

第十二點  1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會議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

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2 前項會議紀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

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3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並公告之。

第十三點  1 區分所有權人繳交「書面反對意見」，請將「書面反對意見」

掃描檔上傳至「_________上傳區」，以利管理委員會確認，

另書面正本亦請區分所有權人自行保管，倘有爭議需紙本確

認時，區分所有權人自有義務提出「正本」。(書面反對意見格式詳

如附件4)

 2 區分所有權人若以委託他人方式表示反對意見者，應併同提

出該區分所有權人出具之委託書。

第十四點  有關本社區會議記錄及相關文書「送達」方式：（請就下列二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

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

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新北市       社區召開視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實施方式
(供參考）

本_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

好生活環境，倘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前_月，因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發布防疫相關規定致無法召開實體區分所有權會議。召集人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召開視訊區權會)召集當次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特訂定相關辦理方式如下：

第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踐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至第34條相關

規定。

第二點    於召開視訊區權會前，召集人應先確認社區住戶是否有相關議案

須提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請勾選適合社區之方式，得複選）

□1.社區小型說明會提案(但仍需配合相關政府所要求之防疫規定)

□2.各棟會議提案

□3.紙本問卷提案

□4.電子問卷提案

□5.群組投票提案

□6.其他＿

第三點    1 社區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投票及

                 表決皆以線上軟體為之，其軟體選用：

            (請討論確認並勾選填上適合社區使用之軟體，得複選)

□1.視訊軟體：＿

□2.簽到軟體：＿

□3.委託書上傳軟體：＿

□4.投票軟體：＿

□5.其他軟體：＿

2 因應時代軟體變化及功能性選用，

   在上開軟體變更名稱或終止服務等

   特殊條件下，授權召集人得視現行軟體情形擇用使用之軟體。

第四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寄送開會通知並

檢附會議資料；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

」，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開會

通知格式詳如附件1)

第五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應推由一代表出席。

2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前項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

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區分所

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一為上限。代理人應於

會議前上傳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相關上傳委託書網

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開會通知格式詳如附件2) 

3 倘召開視訊區權會討論及決議之目的涉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3條相關事項或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

係時，該利害關係人得進入視訊  會議室陳述其意見。

第六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主席（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1.之情形）

□1.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2.會議主席產生之其他方式：_。

第七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簽到、表決方式，皆採線上方式辦理，相關簽

章、表決之網址，由召集人於開會通知單說明之。

第八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開議及決議額數部分，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

由一人行使。

2 會議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___條規定之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第九點      1 召開視訊區權會依第八點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

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

2 同一議案重新召開區權會，其出席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及比例之計算（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

□1.依社區規約第＿條規定之出席比例。

□2.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

出席人數及其比例。

□3.其他比例額數：＿。

3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區權會之議案決議計算方式，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之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之決議數

為之。

第十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中選舉或議案之投票起迄時間及其決議結果，皆

由主席宣布，經主席認為其有清點人數之必要，請區分所有權人

將視訊鏡頭開啟，並以1.□舉手或是2.□其他＿動作，則

視為有效。

第十一點   召開視訊區權會之會議紀錄，應包含會議規範第11條第1項所列

主要項目，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並公告之。(會議記錄格式詳如附件3)

第十二點  1 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召開視訊會議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

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2 前項會議紀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

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3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並公告之。

第十三點  1 區分所有權人繳交「書面反對意見」，請將「書面反對意見」

掃描檔上傳至「_________上傳區」，以利管理委員會確認，

另書面正本亦請區分所有權人自行保管，倘有爭議需紙本確

認時，區分所有權人自有義務提出「正本」。(書面反對意見格式詳

如附件4)

 2 區分所有權人若以委託他人方式表示反對意見者，應併同提

出該區分所有權人出具之委託書。

第十四點  有關本社區會議記錄及相關文書「送達」方式：（請就下列二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

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

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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