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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勞動部職安署鑑於車床及銑床為發生職災傷亡主要媒介物(機械設備)

之一，為保障勞工職業安全，擴大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之列管項目；

爰引用 ISO 23125 及 ISO 16090-1 國際標準實施與國際通用之機械安

全認證規範，於本年度 8 月 1 日起，實施非數值控制項目(Group1)金

屬材料加工用車床或金屬材料加工用銑床/搪床其構造、性能或安全防

護事項應符合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之規定。 

二、 為鼓勵及協助廠商提升該類機械之安全技術能力與促進構造安全，對

廠商輔導其驗證作業，以達到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設定之機械設備

器具安全申報登錄之要求，並符合勞動部 TS 認證之源頭管理要求，

特制訂本申請須知。 

貳、 個案計畫申請之相關規定 

一、 申請資格 

(一) 輔導單位 

1. 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理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法人登記經主

管機關核准設立。 

2. 不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陸資企業。 

3. 財團法人與顧問服務業者財務狀況應符合下列條件： 

(1) 淨值不得為負值。 

(2) 非金融機構拒絕往來戶。 

(3) 3 年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 驗證機構: 符合勞動部「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錄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認可之國內外產品驗證機構。 

5. 顧問服務機構:可取得勞動部「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

錄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認可之國內外產品驗證機構所核

發驗證合格證書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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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輔導業者 

1. 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理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有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之國內製造業者。 

2. 在國內生產、製造、組裝金屬切削用傳統車床、傳統搪銑床之

製造廠。 

3. 不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陸資企業。 

二、 輔導標的 

國內機械業者(受輔導業者)所產製非數值控制項目(Group1)之金屬材

料加工用車床(用以切削使金屬成形之無數值控制之手動控制車削機)、

金屬材料加工用銑床/搪床(適用於金屬材料加工之無數值控制的手動

控制搪床及銑床)。  

三、 申請方式 

(一) 由輔導單位向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 40768 工業區 37 路 27 號)  

(二) 諮詢聯絡方式：郭小姐  TEL：04-23599009 分機 307 

                     e-mail：e10634@mail.pmc.org.tw  

(三) 本須知相關申請資料電子檔可自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網站(http://www.pmc.org.tw)下載。  

四、 輔導模式 

(一) 每個案計畫由 1 個輔導單位針對 1 家受輔導業者進行輔導。 

五、 申請及受輔導案件限制 

(一) 每一受輔導業者全年度接受輔導以 2 型為上限。 

(二) 每一輔導單位全年之申請案件不以 1 案為限，惟輔導單位同一人

不得同時擔任 3 項(含)以上個案之計畫主持人。 

(三) 若輔導單位同時申請本須知多項個案或其他政府計畫，則同一執

行人員單月之總投入人月數不得超過 1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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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個案輔導經費 

(一) 每個案受輔導業者之自籌款至少占個案總經費 30%以上；政府輔

導經費以個案總經費 70%為上限，且每一型之政府輔導經費上限

為新臺幣 14 萬元；實際政府輔導經費由審查委員審定。 

七、 輔導期間 

(一) 個案計畫執行期程以 1 個月為原則，但每一個案計畫之結案日期

以本(108)年度 12 月 6 日為限；實際計畫執行期程由審查委員會審

定。 

參、 申請應備資料 

一、 輔導單位之文件： 

(一) 計畫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1)。 

(二) 專案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2)。 

(三) 聯絡人及計畫執行人員之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個人資料提

供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3) 。 

(四) 聯絡人及計畫執行人員之個人資料保密承諾書(格式如附件 4) 。 

(五)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法人登記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證明文件。 

(六) 驗證機構證明文件，或提供輔導取得驗證合格案例之相關佐證文件。 

(七)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或免稅證明。 

(八) 非金融機構拒絕往來戶之證明文件。 

二、 受輔導業者之文件 

(一) 負責人及聯絡人之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個人資料提供同意

書(格式同附件 3)。 

(二) 計畫執行人員之個人資料保密承諾書(格式同附件 4) 。 

(三) 受輔導業者同意暨聲明書(格式如附件 5)。 

(四) 工廠登記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 營業登記證明。 

(六)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5 

肆、 注意事項 

一、 申請作業 

(一) 輔導單位應自行確認並負責所輔導之標的並未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 

(二) 輔導單位對工業局違約之舊案無財務責任未清情況。 

(三) 受輔導業者於個案計畫執行期間如因故解散、歇業或停業等，

輔導單位應主動告知本須知執行單位，並無條件繳回已撥付之

全額政府款項。 

(四) 已完成簽約之個案計畫，若因工業局所編年度輔導預算被立法

院刪除、刪減或凍結等不可歸責之因素，致輔導經費不足支應

該個案計畫時，本須知執行單位得變更或終止契約。 

(五) 個人資料之規範：輔導單位執行本計畫需蒐集、處理、利用個

人資料，應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範。 

(六) 個案計畫執行人力之學經歷應與個案計畫工作內容所需專長相

符。 

(七) 輔導單位申請本輔導計畫所提送之所有資料，無論審查通過與

否或公司自行撤案，均不另發還。 

二、 會計作業 

(一) 個案總經費區分為政府輔導經費及業者自籌款 2 項，並均列入

查核範圍。 

(二) 輔導單位需設立專帳記載各項收支。各會計科目之支出，應依

核定之政府輔導經費及業者自籌款比例核銷。  

(三) 受輔導業者自籌款應直接入帳於輔導單位之帳戶，不得委由第 3

人代為收受。 

(四) 輔導單位應自行確認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之

填寫應完整，經費科目應與專案計畫書上所列一致。 

(五) 輔導單位應依指定時間繳交會計相關報表(含經費累計表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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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籌款收入明細表)。 

(六) 輔導單位應配合工業局、審計部或本須知執行單位進行財務查

核作業，於指定時間繳交相關財務查核資料，如因財務查核資

料不齊或違反經濟部報核規定，輔導單位需無條件繳回政府款

項。 

(七) 輔導單位應詳讀且同意依金屬切削用傳統車床、搪銑床製造廠

之設備安全驗證輔導計畫之「會計作業報核說明」(附件 6)辦理

相關會計作業之經費編列與核銷。 

(八) 本計畫之政府輔導經費於期末驗收後撥付。 

 

伍、 計畫審查 
 

 
 
 
 
 
 
 
 
 
 

一、 本須知自公布日起至 108年 11月 15日 17時止受理申請，逾期恕不受理。 

二、 計畫審查階段及審查項目說明 

(一) 資格確認 

1. 由本須知執行單位負責申請資格(輔導單位是否為合法登記之

單位、財務是否健全等相關規定)、應備文件及經費編列等資

格要件之審查。倘文件未齊備經通知補送者，需於3個工作天

內(含通知當日)完成補件，逾期視同放棄申請。 

(二) 計畫書審查 

1. 機械設備是否符合源頭管理之列管標的。 

提
案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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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通知補件 
函復結果

 
符合 資格

確認 
計畫驗

收審查  
計畫書

審查 

通過 

不通過 不符合 

通過 

補件

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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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輔導項目是否符合公告標準之要求。 

3. 計畫書完整性、人力與經費編列合理性以及團隊組成及執行經

驗等。 

(三) 計畫驗收審查 

1. 安全技術文件查核(應於下列資料加蓋承辦者及其負責人

印章。) 

（1）符合性聲明書：簽署該產品符合安全標準之聲明書。 

（2）能佐證具有三個月以上效期符合安全標準之測試證明文

件。 

（3）產品基本資料： 

A. 型式名稱說明書：包括型錄、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說、

商品分類號列、主機台及控制台基本規格等資訊。但產品

型式無法以型號辨識者，得以同型式之認定說明替代之。 

B. 產品安裝、操作、保養與維修之說明書及危險對策：包括

產品安全裝置位置及功能示意圖。 

（4）產品安全裝置及配備之基本資料： 

A. 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與防護及符合性說明。 

B. 重要零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度計算。但產品為經加

工、修改後再銷售之單品，致取得相關資料有困難者，得

以足供佐證之檢測合格文件替代之。 

2.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審查 

（1）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須為符合勞動部認可要求之有效證

明書。 

陸、 計畫簽約 

一、 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核定政府輔導經費之個案計畫，應依規定時

限(10個工作日內)備妥專案計畫書、輔導單位已用印契約等簽約資料，

送本須知執行單位辦理簽約，逾期視同放棄簽約。 

二、 輔導單位與本須知執行單位進行簽約時，所需之委辦契約書(格式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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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7)份數至少為正本 2 份(雙方各執 1 份正本)、副本 3 份(執行單位執

副本 2 份，輔導單位執副本 1 份)。 

三、 依計畫審查結果核定補助經費至經費用罄止。 

柒、 計畫管理 

一、 本須知執行單位得於計畫執行期間不定期安排查訪、填寫問卷，業者

必須配合不得拒絕。 

二、 輔導個案計畫若有異常情況發生，屬情節輕微者，得由本須知執行單

位要求輔導單位限期改善，若輔導單位未能於限期改善或異常情節重

大者，得由本須知執行單位提請審查委員會審查，經查屬實者，得予

以終止計畫或解除契約，並追回政府己撥付之政府輔導經費。 

三、 工業局得督導考核本輔導款項之執行情形及申請輔導之廠商相關資料，

有偽造、變造、虛報、浮報或重複領取等情事者，應追繳該部份輔導

經費；涉有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辦。 

四、 受輔導業者及輔導單位於輔導個案計畫結束後 3 年內，有義務配合工

業局及本須知執行單位之要求，填報成效追蹤表，並參與相關成果發

表與展示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