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

            2,480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湯泉美地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美樹館A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森TOWER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及第金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人見仁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遠雄左岸玫瑰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竹城埼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遠雄左岸采梅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環境保護局主管合計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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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長榮大樓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西班牙水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國泰環翠天廈F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遠雄左岸彩虹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名軒皇城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筑美舘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合環御寶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水鑽石社區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峰景翠峰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第2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台北菠爾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園上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低碳設區標章獎勵認證獎勵金運用計畫」 上河雅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新時代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草本山莊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江陵誠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長榮大樓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巴黎愛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合康世紀玫瑰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64 無  V第3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及第金站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69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國賓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文化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2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一匯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4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遠雄左岸彩虹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上景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遠雄左岸采梅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遠雄左岸玫瑰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竹城埼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8 無  V第4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森TOWER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水鑽石社區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國泰環翠天廈F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7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名軒皇城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4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高財生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天閣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2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峰景翠峰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金華龍邸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世界花園橋峰大樓住宅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8 無  V第5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台北菠爾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上河雅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76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富利.天廈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御書園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4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筑美舘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2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全球的家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園上園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松阪大府三期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合康雙捷市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2 無  V第6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立信鼎峰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2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富美堂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5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冠軍123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61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合環御寶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8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站前凱悅大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9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湯泉美地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7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西班牙水花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80 無  V建築及設備 辦理「107年度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計畫」 巴黎香榭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7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五穀先帝廟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 無  V第7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財團法人新北市泰山基督教會美門堂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財團法人新北市召會淡水會所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天南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6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天皇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7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中華基督教板橋浸信會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瑞慈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5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中和行德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8 無  V第8頁，共9頁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是 否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捐捐捐)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助明細表

至至至至107年年年年12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 主辦機關 累計撥付金額 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 處理方式
(如未涉及採購則毋須填列，如採公開招標，請填列得標廠商)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仁和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3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靈菩寺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30 無  V低碳社區發展 辦理「新北市推動宗教場域換裝LED燈具補助計畫』(106年保留款)

三重北安宮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1 無  V

第9頁，共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