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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109 年 1 月 30 日

執行機關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承辦人

姓名

李文堯

電話

08-7320415#3311

電子郵件

a251494@oa.pthg.gov.tw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設備汰換補助：18,275,000 元整

執行經費

因地制宜擴大設備汰換補助：21,576,250 元整
行政費用：4,427,942 元整

規劃項目

合計 44,279,192 元整
( 原 核 定 經 費 為 44,279,424
元，未足額 232 元)

內容說明

1.無風管空
氣調節機
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
電(政府機
關、學校、
醫院、服務
業)

1.

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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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10,000,000
元，額定總冷氣能力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金額(元)

10,000,000 元

3.

補助數量:預計補助 4,000kW。

4.

汰換機制:完成廢機回收作業，並由申
請補助之用戶提交申請書(含購置證
明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由審核單位查
驗無誤後，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換新皆可申請
補助。

1.

補助標準:符合補助對象之舊燈具須
為 T8、T9 規格之耗能燈具進行更換，
更換後之燈具不限定採用已通過經濟
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 LED 燈具產
品，但須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
3,000,000 元
證登錄證書，或符合 CNS 相關標準之
測試報告，且燈具發光效率應在
100(lm/W)以上。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3,000,000
元，每具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2.老舊辦公
室照明燈
具

備註

1/2 為原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每盞
750 元(不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補助 4,000 盞。

1.

補助標準:契約容量為 51kW 以上未達
800kW，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
自動化節能管理。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1,500,000
元，每套補助不逾設置費用 1/2 為原
1,500,000 元
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 500,000 元(不
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補助 3 套。

1.

補助標準:契約容量達 800kW 以上，其
能源管理系統功能具備用電資訊可視
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並應包含空調
效率監測功能。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3,750,000
元，每套補助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3,750,000 元
為原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 125 萬元
(不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補助 3 套。

1.

補助標準:指含燈座及光源之完整照
明燈具，且其發光效率需 120(lm/W)
以上，且符 CNS14115(電器照明與類
似設備之射頻干擾限制值與量測方
法)、CNS14335(燈具安全通則)等認
證，若該燈具採用 LED 燈管為光源， 25,000 元
燈管需符 合 CNS15438(雙燈帽直管
LED 光源-安全性)或 CNS15983(雙燈
帽整合型 LED 燈管-安全規定)認證。
符合經濟部公告之「室內停車場智慧
照明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

3.中型能源
管理系統

4.大型能源
管理系統

5.室內停車
場智慧照
明

示方法」
，經能源局核准登錄之節能標
章「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獲證
之產品。
2.

補助額度:補助總經費為 25,000 元，
每盞補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原
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每盞 500 元(不
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盞數為 50 盞。

1.

補助標準:指含燈座及光源之完整照
明燈具，且其發光效率需 120(lm/W)
以上。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650,500 元，
每盞補助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原
650,500 元
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每盞 500 元(不
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盞數為 1,301 盞。

1.

補助標準:契約容量未達 51kW，其能
源管理系統功能需具備用電資訊可視
化等項目之設備。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500,000 元，
每套補助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為原
500,000 元
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 10 萬元(不含施
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台數為 5 套。

1.

補助標準:符合補助對象之舊燈具須
為 T5 規格之耗能燈具進行更換，更換
後之燈具不限定採用已通過經濟部能 303,750 元
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 LED 燈具產品，
但須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
錄證書，或符合 CNS 相關標準之測試

1.室內停車
場照明燈具

因地制宜
擴大設備
汰換補助
2.小型能源
管理系統

3.老舊辦公
室照明燈
具

報告，且燈具發光效率應在
100.0(lm/W)以上。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303,750 元，
每具補助額度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為原則且補助金額上限為每盞 750 元
(不含施工費用)。

3.

可追溯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
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4.

補助數量:預估盞數為 405 盞。

1.

補助標準:應符合「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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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250,000 元，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 元。

4.服務業接
風管空氣
3.
調節機

補助數量:預計補助 100kW。

4.

汰換機制:完成廢機回收作業，並由申
請補助之用戶提交申請書(含購置證
明及相關佐證文件)，經由審核單位查
驗無誤後，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
可追溯日期為 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
舊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1.

補助標準：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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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補助總經費為 6,270,000，冰箱每公
升補助新台幣 10 元，每案申請總額度
不得逾 3,000 元。

5.服務業電
冰箱
3.

250,000 元

6,270,000 元
補助數量:電冰箱 2,090 台

4.

汰換機制: 民眾完成設備汰舊換新及
廢機回收作業後，提交申請書及相關
作證文件，經由審核單位查驗無誤後，
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5.

回收方式:



依據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者：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正本)，
該回收聯單除勾選廢機品項外，亦請
於該品項空白處填寫回收數量，若無
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必須至本府
取得切結書經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簽
切結書。



自行委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
者：該廢棄物處理機構切結廢冷氣機
已進廠之文件影本。

1.

補助標準：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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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補助總經費為 1,047,000 元，冰箱每
公升補助新台幣 10 元，每案申請總額
度不得逾 3,000 元。

3.

補助數量:電冰箱 349 台。

4.

汰換機制: 民眾完成設備汰舊換新及
廢機回收作業後，提交申請書及相關
作證文件，經由審核單位查驗無誤後，
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108 年 11 1,047,000 元
月 1 日後汰舊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5.

回收方式:



依據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者：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正本)，
該回收聯單除勾選廢機品項外，亦請
於該品項空白處填寫回收數量，若無
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必須至本府
取得切結書經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簽
切結書。



自行委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
者：該廢棄物處理機構切結廢冷氣機
已進廠之文件影本。

6.住宅電冰
箱

7.住宅冷氣 1.
機

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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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5,000 元
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

產品。

行政費用

合計

業務費

2.

補助金額：補助總經費為 12,555,000
元，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1,000 元，每案申請總額度不得逾
3,000 元。

3.

補助數量:預估補助 4,185 台。

4.

汰換機制:民眾完成設備汰舊換新及
廢機回收作業後，提交申請書及相關
佐證文件，經由審核單位查驗無誤後，
再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108 年 11
月 1 日後汰舊換新皆可申請補助。

5.

回收方式:



依據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
者：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正本)，
該回收聯單除勾選廢機品項外，亦請
於該品項空白處填寫回收數量，若無
廢四機回收聯單第三聯，必須至本府
取得切結書經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簽
切結書。



自行委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
者：該廢棄物處理機構切結廢冷氣機
已進廠之文件影本。



9.3kW 以上機型必須經合法廢棄物處
理機構簽切結書。

辦理節電業務所需其費用他。

4,427,942 元
44,279,19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