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屬加工設備效能提升
輔導計畫
說明會

執行單位：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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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減碳趨勢

(資料來源：DigiZero)

各國法規與品牌大廠驅動淨零碳排，加速供應鏈的淨零布局

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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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今(2022)年3月公布「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圖」。
 以能源、產業、生活、社會等4大轉型策略及科技研發、
氣候法則2大治理基礎，推動臺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

二、臺灣與國際同步邁向淨零
 2021年4月蔡總統宣示，臺灣與國際同步，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

資料來源：蔡英文總統臉書、國發會、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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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製造業生產成本有2成來自能源消耗，其中大約有7成來自電力消耗。
 金屬製品製造業用電量達70億度，排名第4大，占全國製造業用電量的5.5%。
 金管會與環保署要求減碳與碳盤查等，以促進產業永續發展，並介接國際需求。

三、推動緣由

110年度臺灣製造業用電量情形

機械零件
水五金
手工具
金屬刀具
金屬容器

機械加工
金屬鍛造

熱處理
表面電鍍

金屬材料加工 金屬表面處理 金屬製品製造

金管會啟動「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
路徑圖」：
• 2023年起，資本額百億以上的
上市櫃及鋼鐵業等須於年報揭露
公司碳盤查結果。

• 2027年前，全體上市櫃公司於
完成溫室氣體盤查。

約70億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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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及預期效益

協助受輔導廠商
整體設備能耗
下降達15%以上

節能
生產

金屬製品產業

金屬製品加工
(汽機車、自行車零件等)

金屬刀具

其他金屬產業

機械設備(整線整廠)

• 軟體：數位化能耗管理/數
據精準分析 金屬鍛造業

GREENProduction

金屬容器

 透過機械設備業(整機廠為主體)，協助金屬製品製造業舊設備能效提升(包含耗能零

件升級、數位軟體)，建立碳排優化解決方案，滿足廠商低碳生產需求。

熱處理節能技術
導入

• 硬體：升級節能零件/改善
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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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輔導單位申請資格

1.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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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之國內金屬製品製造業者，不得含陸資投資成分。

2.公司或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其對主管機關違約之舊案財
務無責任未清者。

3.近 3 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 金屬製品製造業的定義為：舉凡從事金屬刀具、手工具、
金屬模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金屬容器、金屬加工處
理及其他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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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屬產業類別補充

工廠登記資料

產業類別 主要產品

25金屬製品製造業

251 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製造業

252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253 金屬容器製造業

254 金屬加工處理業

259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

營業項目代碼

CA02 金屬製品製造業

CA03 熱處理業

CA04 表面處理業

CP01 手工具製造業

CQ01 模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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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輔導單位申請資格

1.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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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之國內機械設備製造業者，不得含陸資投資成分。

2.以機械設備製造業者主導提案為原則；若由有學校或技術法人等單位
合作，須說明參與本計畫之分工內容。

3.近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財務狀況淨值不得為負值。

機械設備製造業的定義為：舉凡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之行業；機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類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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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機械設備製造業類別補充

工廠登記資料

產業類別 主要產品

29機械設備製造業

2912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
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12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2 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3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6 化工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
2935 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
2936 事務機械設備製造業
2937 汙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2938 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0



七、申請說明(1/4)

申請限制
 本(112)年度受輔導業者以接受本計畫輔導1案為限。
 本(112)年度輔導單位本計畫以核定輔導2案為限。
 若輔導單位同時申請本計畫多項專案或其他政府計畫，則同一執行人員單月之
總投入人月數不得超過1人月。

計畫期間
本計畫之專案計畫執行期程以8個月(含)以下為原則，結案日期則以112年度10
月31日為限。

實際計畫執行期程由審查委員會審定，相關撥款進度依照本計畫簽約期程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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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說明(2/4)
輔導經費
每案輔導計畫之輔導經費上限為新臺幣200萬元，實際輔導經費由審查委員審定，

專案計畫經費共計補助9案(含以上)至經費用罄。

每案受輔導業者自籌款至少占專案總經費30%(含)以上，自籌款金額約為857,143

元(含稅)。

輔導標的不得重複申請政府相關資源。

(X為廠商自籌款)

X
2,000,000+X

=
30

100

X = = 857,143
2,000,000*30

(100-30)
12

政府
單位

機械設備
業者

金屬製品
業者

政府款
70%

自籌款
30%

200萬元 86萬元

原本要花286萬元做設備節能…假設自籌款
計算方式



• 輔導前後之設備能耗及節能成效，由審查委員依據提案單位提供之佐證資料(如電費單、水費單、油
料採購單等)審核節能效益。

• 若第三方公正單位審核確認，並提供相關審核證明，可作為計畫審查加分之項目。

七、申請說明(3/4)

節能認證

輔導標的與範疇

01 硬體部分 (必要)

更換/優化節能組件。

透過其他硬體改善方式
使單機、整線、整廠能
耗降低。

一

二

02 軟體部分

一

二

建立設備/系統能耗數
位化紀錄與分析功能。

導入能耗管理系統使設
備、系統、整線或整廠
能耗可視化。

整體輔導案工作項目占50%(含)以上

量化效益 質化效益&
 減少碳排量/比例

 減少能耗(度)/比例

 回收年限(年)

 降低成本(千元)

 工廠碳盤查規劃
 衍生其他整廠減碳效益(如：建築照明改善、

水循環節能、運輸方式調整、減少石化燃料、

減少廢料系統、資訊安全防護等)。

 促成投資(千元)

 產能提升量/比例

 營收增加量/比例

 新增國際訂單(千元)

1度耗電量等於0.502公斤碳排量
1度耗水量等於0.152公斤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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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生產節能輔導案作業辦
法。
(112/1/15-112/1/31)

•計畫管理單位舉辦公開說明
會，宣導生產節能輔導方案，
說明導入生產節能之利基及
生產節能輔導案申請作業辦
法。(112/1/5-112/1/31)

•提案單位撰寫計畫書

(112/1/5-112/1/31)

112/01/02-01/31 112/02/01-03/15 112/03/16-10/31 112/10/01-12/15

•公告受理輔導案收件
(112/2/1-112/2/24)

•輔導案提案資格與申請
文件確認。
(112/2/25-112/3/1)

•邀請委員計畫審查，經
審議後核定輔導經費。
(112/3/1- 112/3/15)

結案推廣簽約、執行公告與宣導辦法

•輔導單位彙整輔導成果
與相關文件辦理結案驗

收。

(112/10/1-112/11/30)

•舉辦成果發表會，邀請
業者現身說法。

(112/10/1-112/12/15)

工

作

項

目

作業
時程

•計畫管理單位於輔導審查完
畢後4周內完成委辦分包。
(112/3/16-112/4/15)

•舉辦生產節能輔導啟動儀式。
(112/4/16-112/4/30)

•委辦簽約後開始執行，應於
當年度10/31完成輔導。
(112/3/1-12/10/31)

•辦理廠商查訪
(112/6/1-112/11/15)

申請、提案與審查

七、申請說明(4/4)
規劃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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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資料繳交

(一)本計畫自申請須知公布日期受理提案申請，至112年2月24日(五)下午5:30前檢附申

請文件(包含計畫申請表、專案計畫書)紙本寄出，以郵戳為憑。

(二)提案審查簡報請於 112年2月24日(五)下午 5:30前寄至GMP@mail.pmc.org.tw信

箱，審查日期為收件截止後一個月內辦理，時段會再另行通知。

(三)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收件地址及聯絡窗口

收件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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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件資訊：
地址：40768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七路27號(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收件人：金屬加工設備效能提升計畫推動辦公室
(二) 聯絡窗口：
聯絡窗口：黃小姐、曾小姐
電話：04-23599009 分機 299 、570
Email：e10715@mail.pmc.org.tw、e10015@mail.pmc.org.tw 

mailto:XXX@mail.pmc.org.tw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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