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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補助期間 

申請補助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已於107年6月8日公告） 

107年1月1日起採購之節能產品 
(以發票開立時間認定)， 
皆可於本要點公告後申請。 

• 期間屆滿前，如補助款將用罄，本市得公告終止補助與提

前截止申請補助期間。 

• 107年補助總額度約為新臺幣1億1,47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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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作業申請受理單位 
項目 

受理申請單位 

及主管局處 

臺南各機關汰換作業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教育局
及其所轄機關、國中小學除外) 

秘書處 

06-6322466 林小姐 

臺南市教育局及其所轄機關(體育處及家庭教育中心等)、國中小學設備汰換作
業(包含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 

教育局 

06-2977000#26  陳先生 

06-2991111#7768  許小姐 

私有民營室內停車場 
交通局 

06-2991111#8949 王先生 

集合式住宅、公寓大廈室內停車場 
工務局 

06-2991111#1395 蔡小姐 

服務業（各大專院校、醫院、百貨，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等非臺南市政府所轄
機關）設備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能源管理系統）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經
發局委託機構) 

聯絡電話  06-3300691 

http://www.noyaceo.com/rshncku/ 

無風管冷氣廢機回收行政作業 

環保局 

06-2686751#319  郭小姐 

06-2686751#301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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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作業申請受理單位 

服務業定義 

• 經濟部商業司之
「公司行號及有
限合夥營業項目
代碼表」，其中
代碼係F~J大類之
營業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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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1/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 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 補助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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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汰換之舊品需依規定辦理回收（回收流程如下頁）。 
補助標準 

• 額定總冷氣能力每 kW 補助新臺幣 2,500元，且以汰換
費用1/2為上限。 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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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2/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回收機制（3擇1） 

冷暖氣機 

銷售廠商 

合格回收 

處理業者 

自行委託合法廢棄

物處理機構 

廢棄物處理廠切結

證明書 

廢冷暖氣 

機暫存場 

處理業者廢冷氣機

拆解處理機構 

臺南市政府 服務業用戶 

廢四機回收聯（第三聯） 

環保局開立舊機回收證明 

廢棄物處理廠出具切結證明書 

1 

2 

3 

證明文件 
（擇一） 

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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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3/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回收機制（3擇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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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4/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回收機制（3擇1） 

 廢冷暖氣機拆解處理機構全台共有41家，其中臺南市有2家 

公民營處理機構 資格 電話 地址 

遠見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民營處理機構 06-3840689 
台南市安南區鹽田里工業七路1

號 

大南方資源再生股份有

限公司 
應回收受補貼機構 06-5704668 台南市麻豆區麻口里1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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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5/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能源效率分級網站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_outweb/product/Approval/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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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6/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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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7/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無風管＆接風管 區分 
室外機 

氣冷分離式- 接風管 
氣冷分離式- 無風管 

接風管 

資料來源：工研院 

室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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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8/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無風管＆接風管 區分 

資料來源：工研院 

水冷單體式- 接風管 氣冷分離式- 無風管 

氣冷單體式- 接風管 

室外機 

室內機 

接風管 

無風管 箱型冷氣機- 接風管 

接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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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9/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無風管＆接風管 區分 

資料來源：工研院 

單體式空調機，沒有
室內外機搭配問題。
但是箱型機仍有可能
是接風管型。 

氣冷單體式(窗型機)- 無風管 

氣冷單體式(窗型機)- 無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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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10/13）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無風管＆接風管 區分 

資料來源：工研院 14 



參、補助項目（11/13） 

2.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 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
與學校汰換既有T8/T9螢光燈具。 補助對象 

• 採用發光效率100 lm/W以上之照明燈具。 補助標準 

• 每具補助1/2汰換費用且以新臺幣750元為上
限。 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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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12/13） 

3.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 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 補助對象 

• LED產品發光效率120 lm/W以上且至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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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標準 

• 每盞補助汰換費用1/2且以新臺幣300元為上
限。 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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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補助項目（13/13） 

4.能源管理系統 

• 契約容量介於51 kW以上之服務業、機關及
學校之電力用戶。 補助對象 

• 一般性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
節能管理，大型用戶（800 kW以上)需具有
空調效率監測功能。 

補助標準 

• 51 kW-800 kW用戶：每套補助設置費用1/2，
且以新台幣15萬元為上限。 

• 800 kW以上用戶：每套補助設置費用1/2，
且以新台幣150萬元為上限。 

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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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作業（1/3） 

1.補助作業流程 

通
過 

送經發局委託機構 
進行資料建檔 

是 

未於期限內補正 

未通過 

補正完畢 

未通過 

申請單位 
(申請書及附件) 

否 

委託機構 
建立補助清單 

否 是 
撤銷 

郵寄或親送 

通
過 

書審期間補正未通過者 
由臺南市政府各局處 

進行撤銷 經發局覆審及核定補
助金額 

撥  款 

受理局
處書面
審查 

退件
補正 

退件
補正 

是否通

過抽查 
是否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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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作業（2/3） 

2.補助申請文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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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作業（3/3） 

3.現場查核 

• 通過書面審查之申請案，必要時將安排現場查核，查核時間

排定後，如申請單位無法配合現場查核作業，將辦理退件。 

• 如經查得申請者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或有虛偽買賣、偽造

不實資料、同一申請案重複申請補助、經補助後逕行退換非

補助產品，得廢止或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21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1/11） 

檢核表 

檢附勾選項目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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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2/11） 

補助申請表 

如勾選不同 
要檢附租賃 
契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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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3/11） 

補助申請表 

補助金額計算方式： 
1. 2,500 元/Kw*6 Kw*2 
      =30,000元 
2. 汰換金額1/2 
      =105,000/2=52,500元 
 
補助金額採用計算方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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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4/11） 

補助申請表 

 

 
 

申請單位如與電費單用 
戶名不同者，須出具 
申請單位與電費單用戶 
租賃該電費單地址建物之 

契約影本，或 
足資證明使用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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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5/11） 

完工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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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檢附室內機及室外機照片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6/11） 

購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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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7/11） 

產品保證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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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8/11） 

回收機制3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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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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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機制3擇1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10/11） 

領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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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冷氣（11/11） 

補助方式計算 

曾有錢先生花了新台幣25,000元，將1台舊的無風管冷氣
汰換成省能1級5.3 kW的無風管冷氣，請問曾有錢先生可
以補助多少錢？ 

 

 補助金額計算方式： 

1. 以/KW計算   2,500 元/ KW *5.3 KW = 13,250元 

 

2. 以汰換金額1/2計算  25,000/2=12,500元 

 

補助金額採用計算方式2 

曾有錢先生可以獲得 12,500元 補助 

32 



陸、問與答（1/7） 

Q1. 節電補助申請管道為何? 

A1. 
可採自行申請或委由販售補助之節能產品的經銷商、通路商、電器行或製造
商等協助申請。本補助作業計畫共分5大受理單位，詳如下表，備妥文件後
以掛號郵寄至下表之受理單位或親送至各局處服務櫃台受理。 

項目 
受理申請單位 

及主管局處 

臺南各機關汰換作業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教育局
及其所轄機關、國中小學除外) 

秘書處 

06-6322466林小姐 

臺南市教育局及其所轄機關(體育處及家庭教育中心等)、國中小學設備汰換作
業(包含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 

教育局 

06-2977000#26  陳先生 

06-2991111#7768  許小姐 

私有民營室內停車場 
交通局 

06-2991111#8949 王先生 

集合式住宅、公寓大廈室內停車場 
工務局 

06-2991111#1395 蔡小姐 

服務業（各大專院校、醫院、百貨，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等非臺南市政府所轄
機關）設備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能源管理系統）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經發局委
託機構) 

聯絡電話  06-3300691 

http://www.noyaceo.com/rshn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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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與答（2/7） 

Q2.受理審查天數與補正期限? 

A2. 
申請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將通
知申請單位補正，補正次數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15日；屆期未補
正者即駁回申請。 

34 



陸、問與答（3/7） 

Q3.補助款的撥付方式為何? 

A3.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一律以電匯方式撥付至申請單位為戶名之指定
帳號（需檢附存摺封面影本，匯費內扣）。 

Q4.領取節能補助款之申請者應配合事項? 

A4.通過書面審查之申請案，必要時將安排現場查核，查核時間排定後，如申
請單位無法配合現場查核作業，將辦理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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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與答（4/7） 

Q5.如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補助。 

A5.  
(一)補助申請表未簽名或蓋章超過補正日數者。 

(二)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不完整、模糊不清無法審核。 

(三)申請者資格不符。 

(四)申請補助項目、設備能源效率或型號不符合補助標準。 

(五)發票或收據之日期非於補助期間。 

(六)廠商保證書(卡)日期非於補助期間。 

(七)申請日期超過補助期間。 

(八)廠商保證書(卡)未載明廠牌及型號。 

(九)發票或收據上未載明受補助產品之廠牌型號。 

(十)申請文件不實、虛偽買賣或偽造變造。 

(十一)經查證未安裝使用或有囤積、轉賣之情事。 

(十二)預算將用罄並經本市公告終止補助。 

(十三)申請表格、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助申請要件之一，申請者應切實遵守；如
經查得申請者有違反本計畫規定事項或有虛偽買賣、偽造不實資料、同一申請案重複申請補
助、經補助後逕行退換非補助產品，各局處得廢止或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十四)未配合進行現場查驗或實地抽查。 

(十五)同一申請補助案件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十六)現場查驗經限期改善未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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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與答（5/7） 

Q6.錢多多賣場原先裝置 1 台 10 kW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因考量空間規劃，

現要汰換成 4 台2.8 kW 的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請問可以補助嗎? 

Q7.非T8或T9之辦公室照明燈具汰舊，可以補助嗎？ 

A6.為鼓勵申請單位汰舊換新節能產品，原則上同意補助 4 台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A7.不行，本計畫補助以汰換既有T8/T9螢光燈具為主，且必須為整具燈具新裝
設方可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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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與答（6/7） 

Q8.原本為中央空調系統，汰換為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可以申請補
助嗎? 

Q9.新設室內停車場導入智慧照明(120 lm/W且有智慧控制)，可
申請補助嗎？ 

A8.不行，需要汰換老舊低效率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才行。 

A9.不行。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補助須為汰舊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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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與答（7/7） 

Q10.忘記拍施工前照片可以申請嗎？ 

A10. 
107年1月1日至107年6月7日安裝者，可免貼施工前照片，但須出具切結並加
蓋大小章； 107年6月8日後安裝者必須黏貼施工前照片方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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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南市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作業計畫 

服務業受理單位：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地址及電話：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2500號   06-3300691 

網址：http://www.noyaceo.com/rshncku/         

信箱：twel@ck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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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照明（1/8） 

檢核表 

22 

檢附勾選項目 

證明文件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照明（2/8） 

補助申請表 

23 

如勾選不同 
要檢附租賃 
契約影本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照明（3/8） 

補助申請表 

24 

補助金額計算方式： 
1. 750 元*20 =15,000元 
2. 汰換金額1/2 
      =26,418/2=13,209元 
 
補助金額採用計算方式2 



伍、補助申請文件範例-照明（4/8）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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