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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3 日 

經能字第 11003803510 號 

修正「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附件五，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附件五 

部  長 王美花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補助產品、補助金額、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如下： 

(一)補助對象： 

1.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 

2.依法設立之公法人。 

3.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醫療機構。 

(二)補助產品：於能源局公告補助購買期間內所購置合於下列條件

之空氣壓縮機、風機及泵，且已內含電動機之完整產品： 

1.空氣壓縮機、風機及泵之能源效率要求及能源效率標示應符合

規範(如附件一至附件三)，且登錄備查於能源局所設「動力及公

用設備補助產品系統」。 

2.安裝於補助產品之電動機，若屬感應電動機，能源效率應達 

International Efficiency 3(簡稱IE3)以上等級，且應依

「低壓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含安裝於特定設備之一部者)

能源效率基準、效率標示及檢查方式」相關規定，登錄備查

於能源局所設「容許耗用能源效率基準管理系統」。 

3.安裝於補助產品之電動機，需非貿易法第十一條限制輸出入之

貨品及「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入規定」欄列內

有「MP1」代號者；安裝於補助產品之可變速裝置(變頻器)亦

同。 

4.屬新品設備。 

(三)補助金額： 

1. 依下二表補助基準規定計算每臺補助金額: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3.7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200kW 

空 

氣 

壓 

縮 

機 

固定轉速迴轉式 

空氣壓縮機(d= 15) 
2,700(元/kW) 2,400(元/kW) 

固定轉速迴轉式 

空氣壓縮機(d= 5) 
1,000(元/kW) 700(元/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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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式 

空氣壓縮機(d= 15) 
1,100(元/kW) ─ 

活塞式 

空氣壓縮機(d= 5) 
1,000(元/kW) ─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7.5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200kW 

空 

氣 

壓 

縮 

機 

可變轉速迴轉式 

空氣壓縮機(d= 25) 

 

 3,300(元/kW)  3,000(元/kW) 

可變轉速迴轉式 

空氣壓縮機(d= 15)  1,000(元/kW)  700(元/kW) 

 

補助產品 

補助基準 

0.75kW 至 37kW 
大於 37kW 至 

75kW 

大於 75kW至 

150kW 

大於 150kW 

至 200kW 

風機 2,200(元/kW) 2,000(元/kW) — — 

泵 2,400(元/kW) 2,200(元/kW) 2,800(元/kW) 3,200(元/kW) 

2.補助上限及加成規定: 

(1)同一補助對象同一年度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補

助上限。但補助對象屬年營業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以新

臺幣一千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2)補助對象屬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中小企業者，其

補助金額依補助基準乘以一點二倍。 

(四)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由能源局視年度預算每年公告補助

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預算經費用罄時，能源局得公告提前終

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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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動力與公用設備能源效率標示要求 
 

 

應於空氣壓縮機、風機、泵等設備明顯處以金屬銘牌至少標示下列事項， 除單

位符號或特殊符號無法以中文標示外，應以中文為之，並不得隱匿、毀損或其

他方式致無法辨識。 

一、空氣壓縮機 

(一)產品名稱：如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

壓縮機、活塞式空氣壓縮機 

(二)產品型號 

(三)額定功率(kW)：指三相電動機之額定輸出功率 

(四)額定電壓(V)及頻率(Hz)：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或活塞式空

氣壓縮機標示其額定頻率、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則標示滿

載運轉頻率 

(五)滿載消耗電功率(kW) 

(六)滿載入口體積流量 (立方公尺/分鐘，m3/min) 

(七)出口壓力(kgf/cm2)、冷卻方式(如氣冷、水冷等) 

(八)效率(%) (等熵效率)及能效等級 (如d=5、15) 

(九)產品登錄編號 

(十)製造年份及製造號碼(產品序號應為唯一) 

(十一)生產國別或地區 

(十二)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其為進口者，應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

稱、進口商(或代理商)名稱 

 

二、風機 

(一)製造廠商名稱或商標 

(二)產品名稱：(如軸流式風機、離心式風機) 

(三)產品型號 

(四)風機種類(如前傾式或後傾式) 

(五)額定功率(kW) 

(六)靜壓(毫米水柱，mm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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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風量(立方公尺/分鐘，m
3
/min) 

(八)葉輪直徑(公尺，m) 

(九)效率(%) (全壓時之效率) 

(十) 能源效率等級(如 FMEG 58、49、64) 

(十一) 製造年份及製造序號(產品序號應為唯一) 

 

三、泵 

(一)製造廠商名稱或商標 

(二)產品名稱：單吸單段迴轉動力水泵 

(三)產品型號 

(四)額定功率(kW) 

(五)額定電壓( V) 

(六)轉數(rpm)及極數(pole) 

(七)泵口徑(公釐，mm)，以進口徑×出口徑表示，如 100×80mm 

(八)葉輪直徑(公尺，m)，應標示實際葉輪直徑 

(九)流量(立方公尺/分鐘，m
3
/min)，應標示最佳效率點時流量 

(十)揚程(公尺，m) ，應標示最佳效率點時揚程 

(十一)效率(%)，應標示最佳效率點 

(十二)製造年份及製造序號(產品序號應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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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一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申請暨自我檢查表 

【適用於依法設立之公司(非中小企業)、法人、公法人或醫療機構】 

申請者基本資料 

申請者名稱： 

申請者地址： 申請者電話： 

申請者之負責人姓名： 

申請者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人： 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補助款電匯帳號(限匯入申請者帳戶)：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別   

帳 號 □□□□□□□□□□□□□□ 

購置補助產品資訊 

產品
名稱 

製造廠商名
稱/商標 

產品
型號 

產品能源
效率登錄
編號 

額定功率
(kW)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請勾選 

數量 
(臺) 

申請補助
金額 
(元) 

安裝地址 
/  

電號 
 

汰舊 
 

新購 

            

            

            

            

            

合 計： 

註：一.本表於網路填報完成後，下載印出。 

二.申請者為申請辦理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所提供之所有個人資料，均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所必要，能源

局得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或依相關法律規定，予以蒐集、處理、利用及保存。 
 

申請者自我檢查 

檢 查 項 目 
廠商檢查 

備 註 
是 否 

（一）申請者為公司： 

最新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一份。(影本須加蓋申

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 

 

□ 

 

（二）申請者為公司以外之法人： 

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文件及最近一年結算申報

書。(影本須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 

 

□ 

 

 
（三）申請者為公法人 

 

     □ 

 

□ 

 

（四）申請者為醫療機構：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文件影本一份。(影本須加蓋申請者及

負責人印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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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自我檢查 
（五）購買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收執聯；發票正本如已供其他

用途而無法檢附者，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由經手

人註明無法提出之原因並簽名或蓋章，並須加蓋申請者

及負責人印章。該發票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發票應有買受人名稱之抬頭及統一編號；電子發票或收

銀機發票應有買受人統一編號。 

2.應載明補助產品之品名及型號；未載明者，應檢附載明

補助產品品名及型號之送貨或出貨證明文件。 

3.發票日期須在能源局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發票如以影本辦理補助申請，對於留存之發票正本，受

補助者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

之銷毀，應函報能源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

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

形，函報能源局轉知審計機關。 

 

 
 

□ 

 

 
 

□ 

 

（六）補助產品與產品裝置地點彩色照片，並應清楚呈現能源效 

率標示。包括補助產品及安裝環境、補助產品內含之電動

機(含銘牌)、補助產品內含標示之變頻器(若無則免附)、

補助產品(含銘牌)之照片各一張。 

 

□ 

 

□ 

 

（七）補助產品安裝地址最近一期之電費收據影本。(受補助產 

品安裝地址電費收據之用戶原則上應與申請者相同，若電

費收據上之用戶名稱非申請者，則應提供該用戶屬申請者

之證明或申請者確於安裝地址使用受補助產品之相關證

明)。 

 
 

□ 

 
 

□ 

 

（八）申請者之金融機構帳號，並附金融機構存戶帳號封面影本 □ □ 
 

（九）補助產品自用聲明與切結書，並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 □ 
 

 

 

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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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二 
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申請暨自我檢查表 

【適用於依法設立登記之中小企業】 
 

申請者基本資料 

申請者名稱： 

申請者地址： 申請者電話： 

申請者之負責人姓名： 

申請者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人： 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補助款電匯帳號(限匯入申請者帳戶)：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別   

帳 號 □□□□□□□□□□□□□□ 

購置補助產品資訊 

產品
名稱 

製造廠商名
稱/商標 

產品
型號 

產品能源
效率登錄
編號 

額定功率
(kW)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請勾選 

數量 
(臺) 

申請補助
金額 
(元) 

安裝地址 
/  

電號 
 

汰舊 
 

新購 

            

            

            

            

            

合 計： 

註：一.本表於網路填報完成後，下載印出。 

二.申請者為申請辦理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所提供之所有個人資料，均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所必要，能源

局得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或依相關法律規定，予以蒐集、處理、利用及保存。 

 

申請者自我檢查 

檢 查 項 目 
廠商檢查 

備 註 
是 否 

 
（一）最新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一份。(影本須加蓋申請者及

負責人印章) 

 

□ 

 

□ 
 

（二）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需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之一(影本須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1.實收資本額證明影本(若最新之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有登

載者免附)。 

2.最近一年(十二個月)勞保月投保人數證明影本一份及投保

人數切結書一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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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自我檢查 
（三）購買補助產品之統一發票收執聯；發票正本如已供其他用途

而無法檢附者，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由經手人註明無
法提出之原因並簽名或蓋章，並須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
章。該發票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發票應有買受人名稱之抬頭及統一編號；電子發票或收銀機

發票應有買受人統一編號。 

2.應載明補助產品之品名及型號；未載明者，應檢附載明補助

產品品名及型號之送貨或出貨證明文件。 

3.發票日期須在能源局公告之補助購買期間內。 
發票如以影本辦理補助申請，對於留存之發票正本，受補

助者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

毀， 應函報能源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

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

能源局轉知審計機關。 

 

 

 

 

 
 

□ 

 

 

 

 

 
 

□ 

 

（四）補助產品與產品裝置地點彩色照片，並應清楚呈現能源效率 

標示。包括補助產品及安裝環境、補助產品內含之電動機(含

銘牌)、補助產品內含標示之變頻器(若無則免附)、補助產品

(含銘牌)之照片各一張。 

 

□ 

 

□ 

 

（五）補助產品安裝地址最近一期之電費收據影本。(受補助產品安 
裝地址電費收據之用戶原則上應與申請者相同，若電費收據

上之用戶名稱非申請者，則應提供該用戶屬申請者之證明或

申請者確於安裝地址使用受補助產品之相關證明)。 

 
□ 

 
□ 

 

（六）申請者之金融機構帳號，並附金融機構存戶帳號封面影本。 □ □  

（七）補助產品自用聲明與切結書，並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 □  

 

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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