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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 

活動報名書 
社區名稱：○○○○○○ 

 
 (請勾選報名類組及獎項項目) 

參選類組(單選)  參選獎項(可單選或複選) 
 93年底前取得使用執照之

舊型社區組   幸福安居金質獎 

 94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
小型社區組（149戶以下）   管理特色獎 

 
94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
中型社區組（150 戶以上
至 299戶） 

  綠環境特色獎 

 94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
大型社區組（300戶以上）   營造與關懷特色獎 

 山坡地社區   防災推動獎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108 年度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白皮書 2  
活動報名書製作說明 

1、 請由左自右(直式橫書)以電腦繕打方式編輯。 
2、 各章節的紙張張數不夠使用時，可自行增加頁數。 
3、 各項佐證資料，其掃描內容應清晰可辨。 
4、 活動報名書請以A4紙張尺寸大小沿左側裝訂。請不要

以膠裝方式裝訂。 
 

 

 

 

 

 

 

 

 

 

 

 

 

 

 

 

 

 

 

 

 

 

 

 

 



108 年度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白皮書 3  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評選活動評選活動評選活動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08 年    月    日 連絡資料

 

名稱： 主任委員姓名： 社區連絡電話： 社區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 基地資料

 

土地坐落 
地段地號： 門牌地址： 面  積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建築物資料

 

構造概要 

          造，地上      層，地下      層 

 

     層建築物     棟，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日期：    年    月    日 專有部分 共計      個獨立使用單元（戶） 檢送資料
(1

0
7年度

5月
1日至

1
0

8年度
3月

3
1日

) 

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國宅社區免附) 

(另檢附 106年度至 108年度間最新區公所核准報備公文影本)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社區創意作品 四、社區管理服務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之登記證或認可證及委託服務契約書 五、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社區建物基本資料 

2. 社區外觀之管理維護 

3. 安全與門禁管理 六、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資源再利用（回收）處理情形 

2. 環境清潔維護紀錄(例如：無菸檳環境) 

3. 節能實施情形及成效 七、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管理組織之組織運作 

2. 社團、文藝、公益活動 

3. 社區 e化措施(例如加入政府即時通、社區 fb 粉絲專業、使用社區管理 app 等)  八、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安全防災小組 

2. 社區環境安全檢查 

3. 社區防災演練(例如：滅火器操作、逃生演練之照片或動態影片，影片尤佳)  參選類組
(單選

) 

□ 93 年底前取得使用執照之社區組 □ 94 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小型社區組（149 戶以下） □ 94 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中型社區組（150 戶以上至 299 戶） □ 94 年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之大型社區組（300 戶以上） 參選資格

 

應同時符合下列二項資格者，始得參加評選活動：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於 106年度至 108年度經轄內各區公所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准予成立或改選報備有案者或依國民住宅條例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宅社區。 

2.106年 5月 1日前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108 年度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白皮書 4  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評選活動評選活動評選活動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108 年    月    日 連絡資料

 

名稱： 主任委員姓名： 社區連絡電話： 社區管理維護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 基地資料

 

土地坐落 
地段地號： 門牌地址： 面  積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建築物資料

 

構造概要 

          造，地上      層，地下      層 

 

     層建築物     棟，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日期：    年    月    日 

 專有部分 共計      個獨立使用單元（戶） 檢送資料
(1

0
7年度

5月
1日至

1
0

8年度
3月

3
1日

) 

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國宅社區免附) 

(另檢附 106 年度至 108 年度間最新區公所核准報備公文影本)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三、社區創意作品 四、社區管理服務公司或管理服務人員之登記證或認可證及委託服務契約書 五、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管理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社區建物基本資料 

2. 社區外觀之管理維護 

3. 安全與門禁管理 六、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綠環境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資源再利用(回收)處理情形 

2. 環境清潔維護紀錄(例如：無菸檳環境) 

3. 節能實施情形及成效 七、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管理組織之組織運作 

2. 社團、文藝、公益活動 

3. 社區 e化措施(例如加入政府即時通、社區 fb 粉絲專業、使用社區管理 app 等)(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八、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社區防災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詳可參考活動計畫第參項) 

1. 安全防災小組 

2. 社區環境安全檢查 

3. 社區防災演練(例如：滅火器操作、逃生演練之照片或動態影片，影片尤佳) 

4. 山坡地社區組專有其他相關資料 參選類組 
山坡地社區組 參選資格

 

應同時符合下列二項資格者，始得參加評選活動：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於 106 年度至 108 年度經轄內各區公所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准予成立或改選報備有案者或依國民住宅條例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宅社區。 

2.106 年 5 月 1 日前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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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壹、社區管理特色 
一、 社區建物基本資料………………………………………………………………… 
二、 社區外觀之管理維護(外牆管理維護、廣告招牌管理)………….……… 
三、 安全與門禁管理(包括消除治安死角、監視器裝置及協助警方治安維護等

資料)….………………………………………………….…………………………….. 
四、 其他………………………………… 

貳、社區綠環境特色……………………………………………………….. 
一、 資源再利用（回收）處理情形 ………….……………………………………… 
二、 環境清潔維護紀錄………….………………………………………………………………. 
三、 節能減碳(省電/紙/水/天然氣、低碳生活推廣情形、省電節能實施情形) 
四、 其他………………………………… 

參、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 
一、 管理組織之組織運作………………………………….………………………………… 

� 管理組織業務執行情形(含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會議紀錄、使用執
照謄本、竣工圖說及有關文件之保管；住戶各項服務工作及反應意見處理)。 

� 財務(含管理維護費、公共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 
�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情形。 
� 公寓大廈規約訂定內容及執行情形。 
� 管理組織之成立、接管、人員進用及會議召開情形。 

二、 社團、文藝、公益活動(各項鄰近社區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及住戶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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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各項文康、體育活動) ………………………………… 

三、 社區 e化措施(例如加入政府即時通、社區 FB粉絲專頁、使用社區管理
app等) 

四、 其他……………………………………………………………….. 
肆、社區防災特色………………………………… 
一、 安全防災小組(成立守望相助組織情形、社區防救災組織、防災會議紀錄)、

防災專員證書…………………………………………………………………… 
二、 社區環境安全檢查(含磁磚掉落處理、老屋健檢)………………………………… 
三、 社區防災演練…………………………………………………………………… 
四、 坡地災害自主檢查(傾斜監測、裂縫監測、雨量監測) (山坡地社區組專

有)……………..……………………… 
五、 家庭技師之合作、管理維護手冊、水保設施及擋土構造物之管理維護等(山

坡地社區組專有) ………………………………………………… 
六、 防災工作坊(山坡地社區組專有)…………………………..………………… 
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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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社區管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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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社區建築類檢附資料 
一、 社區建物基本資料 

基   

地 

土地坐落 地段地號： 門牌地址： 

面  積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建  

築  

物 

構造概要 

            造，地上       層，地下       層 
 
      層建築物      棟，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領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日期：    年    月    日 

專有部分 共計      個獨立使用單元（戶）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二、 社區建物外觀之管理維護 
請敘述社區對於外觀的管理維護方式，例如大樓外牆巡檢的頻率與方式(UAV、目視)、外牆清

洗的周期次數、外牆廣告招牌的管理，並請提供照片或文件予以佐證。另請說明社區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是否有針對外牆訂有管理維護辦法。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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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與門禁管理 
請檢附包括消除治安死角、監視器裝置及協助警方治安維護等資料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四、 其他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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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社區綠環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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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社區環保類檢附資料 
一、 資源再利用（回收）處理情形 
請敘述社區目前垃圾與資源回收管理的方式與現況(請輔以照片說明)，例如資源回收環境空間

規劃、資源回收場標示牌設置、資源循環再利用解說牌設置或電動機車充電解說牌設置等。另

請說明社區規內有無相關管理公約制訂。 

若曾參與新北市社區資源回收工作補助計畫，並獲得補助，請檢附補助款領據或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近 2年內)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二、 環境清潔維護紀錄 
請敘述或檢附社區環境清潔維護之管理維護、防疫行動等之情形或紀錄或無菸檳環境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三、 節能減碳(省電/紙/水/天然氣、低碳生活推廣情形、省電節能實施情形) 
請敘述社區省電/紙/水/天然氣之現況，並說明社區規約內有無相關管理公約制訂。另檢附參

與新北市工務局節電專家到你家計畫之照片及文件內容。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四、 其他﹝低碳生活推廣情形、綠建築之管理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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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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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社區營造及關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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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社區營造與關懷類檢附資料 
一、    管理組織之組織運作 
請檢附 107 至 108年度管理組織之組織運作相關資料(須包含下列項目)，並作簡述。 

管理組織業務執行情形(含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

工圖說及有關文件之保管；住戶各項服務工作及反應意見處理)。 
甲、財務(含管理維護費、公共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 
乙、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情形。 
丙、公寓大廈規約訂定內容及執行情形。 
丁、管理組織之成立、接管、人員進用及會議召開情形。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二、    社團、文藝、公益活動(各項鄰近社區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及住戶互動等活

動、各項文康、體育活動) 
請將社區在一年內舉辦的活動、社區居民參與情形簡單做描述，並檢附相關紀錄及照片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三、    社區 e化措施 
請描述社區 e 化措施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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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四、    其他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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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社區防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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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社區防災類檢附資料 
一、 安全防災小組(成立守望相助組織情形、社區防救災組織、防災會議紀錄)、

防災專員或防災士證書 
請描述社區管委會組織，設置安排安全委員或防災任務編組小組之實際情形及相關紀錄，並檢

附防災專員證書等相關證明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二、 社區環境安全檢查(含磁磚掉落處理、老屋健檢) 
請敘述社區磁磚掉落的預防及處理、以及老屋健檢的申請及維修處理的情形或者了解的資訊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三、 社區防災演練 
請描述社區防災及緊急應變之措施或計劃，簡述實際模擬推演相關行動或活動情形，或提供滅

火器操作、逃生演練之照片或動態影片(影片尤佳)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影片及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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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坡地災害自主檢查(傾斜監測、裂縫監測、雨量監測) (山坡地社區組專有) 
張貼宣導本局自主檢查海報，並實際填寫本局自主檢查表格(請檢附相關資料)。 

五、 家庭技師之合作、管理維護手冊、水保設施及擋土構造物之管理維護等(山 
       坡地社區組專有) 
請描述社區長期與專業技師(建築、土木、大地、結構、水保、水利、應用地質)配合，由專業

技師為社區量身訂做管理維護手冊，內容包含社區水保設施圖、防災應變計畫、防災地圖、災

害 SOP等等相關內容。定期檢視社區內水保設施、邊坡及建物等狀況，且依專業建議執行維

護管理工作。 

六、 防災工作坊(山坡地社區組專有) 
報名參與建築中心或其他單位辦理之防災工作坊，請檢附相管佐證資料及活動照片。 

七、 其他 
火災防治(定期檢查消防設備及滅火器使用年限紀錄)、震災應變(宣導避難安全地點、準備緊急

避難用品)、水災防治(社區排水設備管理維護、防洪應變措施)……..等等 

(可另外提供照片或文件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