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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填表日期：109 年 11 月 6 日修正

執行機關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承辦人

姓名

孫佩霞

電話

07-3368333#5118

電子郵件

doris122@kcg.gov.tw

執行經費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47,843,004 元整
因地制宜擴大設備汰換補助：153,165,496 元整

合計 221,008,500 元整

行政費用：20,000,000 元整

規劃項目
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

1.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

電

內容說明

金額(元)

備註

1. 補助標準：符合「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

22,867,000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
方式」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 或 2
級產品。
2. 補助金額：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台每 kW 補助 2,500 元
3. 補助數量：9,146.80 kW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冷氣
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針對
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
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並取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
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應
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
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
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2.辦公室照明
汰換(T8/T9)

1. 補助標準：汰換既有整組 T8/T9
之照明燈具，其發光效率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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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0,653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100 lm/W 以上。
2. 補助金額：(1)每具補助汰換費
用 50%；(2)LED 平板燈具：900
元為上限；(3)4 呎格柵型燈具：
800 元為上限；(4)2 呎格柵型燈
具：700 元為上限；(5)其他類型
燈具：500 元為上限
3. 補助數量：32,443 具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燈具
執行必要查核，並依申請時汰換
照片確認現場實際情形，汰換後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舊燈具放置照片、汰換痕跡、施
工單等等。
3.室內停車場
智慧照明

1. 補助標準：於所屬之室內停車場
導入智慧照明之發光效率應達
120 lm/W 以上。同時至少需有
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 1
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2. 補助金額：(1)每盞補助汰換費
用 50%；(2)以 500 元為上限
3. 補助數量：8,911 盞

3,760,442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燈具
執行必要查核，並依申請時汰換
照片確認現場實際情形，汰換後
舊燈具放置照片、汰換痕跡、施
工單等等。
4.能管系統

1. 補助標準：(1)契約容量為 51kW
～800kW 之對象，其導入之系統
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
自動化節能管理；(2)契約容量
為 800kW 之對象，其導入之系統
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自
動化節能管理及空調效率監測。
2. 補助金額：(1)補助 100,000 元
為原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50%；(2)補助 1,000,000 元為原
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50%
3. 補助數量：8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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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4,909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4. 淘汰機制：本項設備為新增及擴
增，無淘汰機制。

規劃項目
因地制宜
擴大設備
汰換補助

1.接風管空氣
調節機

內容說明
1. 補助標準：符合「無風管空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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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氣冷分離
式或水冷式空調機之室外機，搭
配其系列型號之室內機者。
2. 補助金額：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金額(元)

備註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3,048,750

台每 kW 補助 2,500 元
3. 補助數量：1,219.50 kW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冷氣
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
2.辦公室照明
(T5)

1. 補助標準：汰換既有整組 T5 之
照明燈具，其發光效率應達 100
lm/W 以上。
2. 補助金額：(1)每具補助汰換費
用 50%；(2)LED 平板燈具：900
元為上限；(3)4 呎格柵型燈具：
800 元為上限；(4)2 呎格柵型燈
具：700 元為上限；(5)其他類型
燈具：500 元為上限
3. 補助數量：41,562 具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燈具
執行必要查核，並依申請時汰換
照片確認現場實際情形，汰換後
舊燈具放置照片、汰換痕跡、施
工單等等。

3. 能管系統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19,741,950

1. 補助標準：表燈營業用電或契約

本項經費

容量未達 51kW 之對象，其導入
之系統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
視化。
2. 補 助 金 額 ： 補 助 以 新 臺 幣
50,0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設
置費用 50%。
3. 補助數量：48 套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2,400,000
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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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淘汰機制：本項設備為新增及擴
增，無淘汰機制。
4.補助民眾汰
換冷氣機

1. 補助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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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之能源效率 1 或 2
級產品。
2. 補助金額：(1)依額定總冷氣能
力每台每 kW 補助 1,000 元；(2)
最高不逾 3,000 元。
3. 補助數量：29,472 台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冷氣
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針對
小於 9.3 kW 冷氣，依循環保署
廢四機逆向回收制度辦理，並取
得廢四機回收聯單據以佐證汰
換事實；而大於 9.3 kW 冷氣應
由申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
廢棄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
棄物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5.補助民眾汰
換電冰箱

本項經費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84,172,032

1. 補助標準：汰舊換新後之電冰

本項經費

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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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效率 1 或 2 級產品。
2. 補助金額：(1)依有效內容積每
台每公升補助 10 元；(2)最高不
逾 3,000 元。
3. 補助數量：15,364 台
4. 淘汰機制：本府針對汰換之電冰
箱及拆解機構執行必要查核，針

與各項規
畫補助經
費可互相
流用

對 800 公升以下壓縮式之冰箱
者，依循環保署廢四機逆向回收
制度辦理，並取得廢四機回收聯
單據以佐證汰換事實；而大於
800 公升壓縮式之冰箱應由申
請人自行委託環保署合法廢棄
物處理機構辦理，並檢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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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02,764

處理廠切結證明書。
行政費用

執行設備汰換
補助行政作業

20,000,00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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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8,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