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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書 

                         

社區名稱： 

管委會地址：臺北市○○區○○路/街 

○段○巷○弄○號○樓 

 

管委會電話：（02）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 

管理委員會大章 

主任委員小章 

報告書編號： 
（環保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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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書檢查表 

必備附件

（1~11，

請依序勾

選，並排

列裝訂） 

□  1.成果報告書檢查表乙份 

□  2.基本資料乙份 

□  3.紀錄表 

□（方案 A）照明設備改造紀錄表 

□（方案 B）空調設備改造紀錄表 

□（方案 C）能源管理系統建置紀錄表 

 

□ 4.整體經費支出明細表乙份 

□ 5.設備保固書乙份 

□（方案 A）照明設備保固書 

□（方案 B）空調設備保固書 

□（方案 C）能源管理系統保固書 

 

□  6. 空調設備    能源效率標示/標準證明乙份（無申請免附） 

□  7.原始核銷憑證乙份 

□  8.社區管委會匯款帳號及存摺影本乙份 

□  9.社區收款領據乙份 

□  10.切結書乙份（社區若有銀行帳戶者免附） 

□  11.廢空調機回收證明聯單（無汰換空調設備/中央空調系統者免附） 

說明 

1. 前項各款文件資料由本局留存並辦理核銷，若需留存請先自行影印。 

2. 本申請文件所需之資料應以 A4規格紙張繕打並對齊左上角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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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基本資料 

社區管委會 

管委會全銜： 

主委姓名： 主委身分證字號： 

社區聯絡人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實際執行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執行期程應於環保局核准函文通知補助日期之後） 

節能改造工程

承包商 

承包商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人手機 

聯絡人 E-mail: 

承包作業摘要 

一、 照明設備：（範例） 

(一) 汰換 T8四呎燈管40W*1（100盞）為 LED T8燈管20W*1（100盞） 

(二) 汰換省電燈泡23W*1（10顆）為感應式 LED燈泡12W*1（10顆） 

(三) 汰換社區白熾逃生梯間燈泡40W*1(250顆)為 LED燈泡12W*1(250顆) 

(四) 汰換 T8四呎燈管40W*1（100盞）為 LED T8感應燈管20W*1（100盞） 

二、 空調設備：（範例） 

汰換大廳箱型空調機（1臺）為1級無風管分離式冷氣（1臺） 

三、 能源管理系統：（範例） 

大樓能源管理系統（含軟體程式、三相多功能數位電表3顆、閘道器、電力

監控設施、顯示面板20吋） 

 

總經費（元） 

設備汰換費 

+文書作業費3000元 

共645,750（範例） 

補助款（元） 

設備汰換費 

+文書作業費3000元 

共322,875元（範例） 

社區管理委員

會大章 
 主任委員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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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A）照明設備建置紀錄表（無申請免檢附） 

照明設備改造前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廠牌 ○○○○ 功率（W）  40W*2（範例） 

型號 ○○○○ 安裝地點  停車場（範例） 

數量（盞） 100盞（共200支） （範例） 年使用時數（小時）  8,760 

照明設備改造中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明設備改造後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廠牌 ○○○○ 功率（W）  20W*2 （範例） 

型號 ○○○○ 安裝地點  停車場（範例） 

數量（盞） 100盞（共200支） （範例） 年使用時數（小時）  8,760 

 
備註： 設備改造紀錄表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加行加頁撰寫，後頁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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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B）空調設備改造紀錄表（無申請免檢附） 

空調設備改造前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廠牌 ○○○○ 額定總冷氣能力（kW）  4.2 kW （範例） 

型號 ○○○○（5級能效） 能源效率（W/W）  2.77 W/W （範例） 

數量（臺） 1臺 （範例） 安裝地點  大廳（範例） 

  年使用時數（小時）  依實際填寫 

空調設備改造中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空調設備改造後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每頁僅黏貼一個空間一種設備 

廠牌 ○○○○ 額定總冷氣能力（kW）  5.0 kW （範例） 

型號 ○○○○（1級能效） 能源效率（W/W）  5.33 W/W （範例） 

數量（臺） 1臺 （範例） 安裝地點  大廳（範例） 

  年使用時數（小時）  依實際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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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能源管理系統建置紀錄表（無申請免檢附）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中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後 

裝置名稱： 裝置名稱：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裝置名稱： 裝置名稱：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於方框內，不得超出範圍） 

廠牌 ○○○○ 安裝地點  管委會辦公室（範例） 

型號 ○○○○   

 



  「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7 

「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整體經費支出明細表 

申請社區 

（全銜） 
○○○○○社區管理委員會 

申請項目 「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支出日期 

摘要 發票編號 

金   額（新臺幣） 

年 月 日 
拾

萬 
萬 仟 百 拾 元 

○ ○ ○ 
（範例）安裝1級能效
分離式冷氣 

       

○ ○ ○ 
（範例）安裝 LED照
明設備 

       

○ ○ ○ 
（範例）建置能源管
理系統 

       

           

           

           

施作總金額合計       

備註： 

1.支出日期請依發票開具日期填寫。 

2.金額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社區管委會章 

（大章） 

社區管委會主委章 

（小章） 
社區經手人或財務委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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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照明設備/智慧燈具/空調設備/能源管理系統 保固書 

（請檢附於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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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空調設備能源效率標示/標準證明 

（請檢附於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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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原始核銷憑證（收據或發票正本） 

 

管理委員會名稱：                                                管理委員會黏貼憑證用紙  
                                                       

     黏貼單據               張 

金  額 
用途說明 

（請勾選）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汰換 LED逃生、避難、樓層指示燈 

□汰換燈具為 LED燈具 

□汰換燈具為 LED智慧燈具 

□汰換空調為1級認證之機種 

□新增能源管理系統 

 

註：金額請用中文大寫填寫，所填寫的金額必須與下欄所黏貼憑證之總金額一致。若填寫錯誤， 

        可用立可帶修正，但塗到立可帶的部分皆必須蓋管委會大章 

社區管委會章 

（大章） 

社區管委會主委章 

（小章） 
社區經手人章 

 

 

 

………………………………………（請浮貼於下）……………………………………… 

【說明】： 

1. 請依金額黏貼原始（正本）憑證及發票，不得黏貼影本憑證及發票、銷貨單或出貨

證明單。 

2. 原始（正本）憑證及發票買受者名稱需為「○○○○○管理委員會」全名，不得縮寫。  

3. 必須要蓋滿3個章（經手人、主委、社區管委會大章），且此3個章都必須一半蓋到

發票一半蓋到格子，才具有騎縫章之意義。 

4. 必須貼正本之統一發票，除非為貴社區施作的廠商屬於免用統一發票事業，才得以

只開收據，但所開的收據必須為免用統一發票專用收據，收據上還必須蓋免用統一

發票專用章，該章內也必須有該商家之統一編號。 

5. 統一發票為三聯式發票者，需將第二聯扣抵聯與第三聯收執聯一併檢附貼上。 

6. 發票若有誤植，必須重新開立，不得進行修改或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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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支出機關分攤表 

                               管理委員會 

支 出 機 關 分 攤 表 

     年     月     日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新台幣：                           元整（阿拉伯數字）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 

基準 

（%） 

分攤 

金額 

（元） 

說明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左列藍框內文字由環

保局填寫。 

2. 各分攤機關以社區管

委會出具之領據，附

本分攤表。 

管理委員會     

合計   

        

社區填表人蓋章 社區財務委員蓋章 
社區管委會用印（大章） 

與主任委員蓋章（小章） 

   

備註1：支出機關分攤表每一個蓋章欄位，社區必須確實蓋章不得空白 
備註2：若有塗改，一律於塗改處用印社區管委會大章 

 

管委會用印（大章） 

主委用印（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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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社區管委會匯款帳號及存摺影本 

□  匯入社區管理委員會金融機構帳戶： 

    金融機構（分行亦請註明）： ○○○○銀行○○分行 

        帳戶名稱：○○○○○社區管理委員會 

        金融機構代碼：○○○     分行代碼： 

        帳號：  

□  匯入社區管理委員會在郵局之帳戶： 

    立帳郵局：○○○○郵局        郵局代號：○○○ 

        戶名：○○○○○社區管理委員會 

        局號（含檢號）：○○○○○○○     帳號（含檢號）：○○○○○○○ 
 

備註：金融機構或郵局帳戶請擇一填寫，本局均以電匯方式撥付款項。 

存摺（限社區管委會）影本務須清晰 

需註記「與正本相符」 

（請黏貼於本方框內） 

（若管委會並未申請銀行帳戶，需簽署附表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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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社區收款領據 

領    據 

茲收到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年度「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

計畫」補助款新臺幣      萬      千      百      拾     元整，特立此據。                                               

                                                                     【金額請用中文大寫填寫】 

此致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管理委員會名稱：                                             【請蓋社區管委員大章】 

 

 

 

社區統 一 編 號：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字號：                                 

社區主任委員姓名：                                                  【請簽名或蓋章】 

 

管委會地址：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14 

切結書 

                                          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年參與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之「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已施作完成並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完工查驗通過，因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並未申請銀行帳戶，特立本切結書同意臺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將補助款                          元整匯入此帳戶（帳戶資訊如下）。 

 

帳戶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理委員會 

戶名 銀行代碼 帳戶號碼 所屬銀行 社區地址 

     

 

此致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委蓋章 

管委會蓋章（大章）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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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未設立管委會之社區） 

                                           （社區名稱）於民國          年參與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舉辦之「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已施作完成並經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完工查驗通過，因本社區並未設立管委會，特立本切結書同意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將補助款                          元整，匯入社區代表人 

                                 帳戶中（帳戶資訊如下）。 

帳戶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社區名稱） 

社區地址 

 

代表人戶名 銀行代碼 帳戶號碼 所屬銀行 

    

此致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切結書人（社區代表人）：                                              （簽名+蓋章）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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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社區節能改造補助計畫 

 

廢空調機回收證明聯單 

 

（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正本或臺北市縣市共推設備汰換回收聯單

第三聯正本） 

 

請將此份資料於繳交成果報告書時一併附上 

 

 

（汰換空調設備者需檢附） 

回收聯單黏貼處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