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六：第三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大補助)執行經費規劃表
單位：新臺幣(元)
執行機關

承辦人

執行
經費

臺中市政府
姓名

林其憲

電話

(04)22289111#31433

電子郵
件

c7200054@taichung.gov.tw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43,300,000 元整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行政費用：5,086,638 元整
因地制宜擴大設備汰換補助：186,912,000 元整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行政費用：25,716,914 元整

規劃項目

1. 無風管空
氣調節機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填表日期：109 年 4 月 20 日

2. 服務業老
舊辦公室
照明燈具

3. 室內停車
場智慧照
明

4. 能源管理
系統

內容說明
一、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設備，須符合「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
之 1 或 2 級產品，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5,000kW
三、汰換機制：申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須搭
配廢機回收處理。
一、補助標準：汰換原既有 T8/T9 螢光燈具(組)
者。需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 LED
照明燈具(組)，每盞補助 1/2 費用，且以新台
幣 750 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汰換 30,000 盞
一、補助標準：採用智慧照明，須發光效率
120lm/W 以上之 LED 燈具，且至少需有自動
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一項以上智慧照明
控制功能之照明燈具，每盞補助 1/2 費用，
且以新台幣 400 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汰換 7,000 盞
一、補助標準：
(1.) 中型能源管理系統(契約容量 51kW 至
800kW)：導入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
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系統應可
量測並分析能源使用情形，其系統元件
包括電表及其他感測器、通訊網路、資
料處理與儲存平台等。每套補助 1/2 費
用，且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上限。
(2.) 大型能源管理系統(契約容量 800KW 以
上) ：導入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
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並應包含空
調效率監測功能。系統應可量測並分析

合計 261,015,552
元整
金額(元)

12,500,000

22,500,000

2,800,000

5,500,000

備註

擴
大
補
助
措
施

能源使用情形，其系統元件包括電表及
其他感測器、通訊網路、資料處理與儲
存平台等。每套補助 1/2 費用，且以新
臺幣 150 萬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
規劃補助 5 套中型能源管理系統、3 套大型
能源管理系統
三、汰換機制：
(1.) 中型能源管理系統(契約容量 51kW 至
800kW)：提送完工驗收報告書時，應包
含設置場域之電流、電壓、需量趨勢及
用電累計度數之報表，且上述均含資料
讀取、儲存與呈現。
(2.) 大型能源管理系統(契約容量 800KW 以
上)：提送完工驗收報告書時，應包含設
置場域之電流、電壓、需量趨勢及用電
累計度數之報表；空調冰水系統及各冰
機之需量之報表；冰水系統、冷卻水系
統之出入水溫度、總流量之報表，且上
述均含資料讀取、儲存與呈現。
一、一般事務費預估 4,430,000 元。
二、1 名約用人員人事費用預估 556,638 元(雇用
5. 行政費用
期間預估 1 年)。
三、約用人員及機關人員加班費與差旅費預估
100,000 元。
小計
一、補助標準：符合經濟部公告「空調系統冰水
主機能源效率標準」(中華民國 90 年 9 月 12
日經能字第 09004619170 號)者。每台設備總
1. 冰水主機
容量以 100 冷凍噸計，每冷凍噸補助新臺幣
5,000 元，且以設備購置金額 1/2 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50 台
一、補助標準：符合經濟部能源局核准登錄之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 1 級或 2 級且於補助期間仍
有效之氣冷分離式或水冷式空調機之室外
機，搭配其系列型號室內機之新品。每 kW
2. 接風管冷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
氣機
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15,000KW
 第三期補助對象除原有住商部門之外，再擴大
至集合式住宅。
一、補助標準：符合經濟部公告「辦公室及營業
3. T5 照明燈
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
具
法」或「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

5,086,638

48,386,638

25,000,000

･

37,500,000

6,000,000

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且發光效率 100
lm/W 以上之燈具(組)。每具補助 1/2 費用，
且每盞以新臺幣 750 元為上限。

4. 崁燈、筒
燈、招牌
燈

5. 小型能源
管理系統

6. 服務業電
冰箱

7. 補助汰換
集合式住
宅 T8/T9
燈具

8. 補助汰換
集合式住
宅無風管
冷氣

9. 住宅家電
補助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8,000 盞
 第三期補助對象除原有住商部門之外，再擴大
至集合式住宅。
一、補助標準：發光效率應達 110lm/W 以上之崁
燈、筒燈燈具(組)，或符合經濟部公告「筒燈
暨嵌燈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
4,000,000
每具補助 1/2 費用，且每盞以新臺幣 200 元為
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20,000 盞
一、補助標準：導入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
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契約容量 51KW 以
下之申請案，每套補助 1/2 導入費用，且以新 2,500,000
臺幣 50,000 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50 套
一、補助標準：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冰箱
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
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級、2 級或具有「節
能標章」認證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汰
換服務業 800 公升以下，每台補助新臺幣
3,000,000
3,000 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1,000 台
三、汰換機制：提供廢四機回收聯單、發票、電費
單、申請書等文件，送至本局指定處所審核，
並撥付補助款項。
一、補助標準：汰換原既有 T8/T9 螢光燈具(組)者。
需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 LED 照明燈
具(組)，每盞補助 1/2 費用，且以新台幣 750
11,250,000
元為上限。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汰換 15,000 盞集合式住
宅公共區域老舊照明
一、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設備，須符合「無風
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且
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
6,000,000
二、補助數量：規劃補助 2,400kW 集合式住宅公
共區域無風管冷氣
三、汰換機制：申請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補助須搭配
廢機回收處理。
一、補助標準：
91,662,000
(1.) 冷暖氣機：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所規範之 1、2 級能源效率或具有「節能
標章」認證，且於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
(2.)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1,000
元為上限，且每台不超過 3,000 元。
(3.) 電冰箱：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冰
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
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2 級
能源效率或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且於
補助期間仍有效之產品。冰箱容量每公升
補助新臺幣 10 元為上限，且每台不超過
3,000 元。
二、補助數量：
(1.) 冷暖氣機規劃汰換 20,000 台，約需 6,000
萬元。
(2.) 電冰箱規劃汰換 10,554 台，需 3,166.2 萬
元。
三、汰換機制：民眾提供廢四機回收聯單、發
票、汰換前後相片及新機規格（如冰箱公
升）相片、電費單、申請書等文件，寄送本
府公告之辦公室地點，審件通過後辦理撥
款。

10. 行政費用

一、一般事務費預估 22,290,362 元。
二、4 名約用人員人事費用預估 3,235,080 元(配
合家電補助案件數較多，每名雇用期間預估
25,716,914
1 年半)。
三、約用人員及機關人員加班費與差旅費 191,472
元。
小計
212,628,914
總計
261,015,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