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臺中市電動汽車充電站(AC 交流)設置補助
計畫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度臺中市電動汽車充電站(AC 交流)
設置補助計畫」係於 111 年 3 月 28 日以中市環空字第 11100308971 號函
訂定下達施行，為鼓勵本市廣增電動汽車充電站，修正本計畫，其修正
內容如下：
一、 修正充電設備及安全用電規範。
（第三點）
二、 配合將補助金額調整至第六點說明，刪除部分文字。（第五點）
三、 增加補助對象，並規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要項。（第六點）
四、 配合增加補助對象，修正申請補助及核銷應備文件說明。
（第七點）
五、 規範公寓大廈設置之充電站無需開放供社區住戶以外民眾使用，但
仍需開放予社區住戶使用。（第八點）

111 年度臺中市電動汽車充電站(AC 交流)設置補助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本計畫充電設備應符合中華民國
三、 本計畫充電設備應符 增加充電設備及
國家標準 CNS 15511 充電系統規定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安全用電規範。
或檢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電動車輛
CNS 15511 充電系統
充電設備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證
規定。充電站設施與施
書。充電站設施與施工應符合「屋
工應符合
「屋內線路裝
內線路裝置規則」、「用戶用電設
置規則」、「用戶用電
備裝置規則」及「電業供電線路裝
設備裝置規則」及「電
置規則」等電工法規，並依「台灣
業供電線路裝置規則」
電力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
等電工法規。
要點」規定提送台灣電力公司審查
後興工。
五、本計畫補助經費由臺中市環境保護
基金經費項下支應，經費不足時即
停止補助。

五、依本計畫提出電動汽車
充電站(AC 交流)補助
申請經本局審核通過
者，每一充電站補助金
額上限為新臺幣 5 萬
元整，設置費用未達新
臺幣 5 萬元者，以實
際設置費用為補助上
限。本計畫補助經費由
臺中市環境保護基金
經費項下支應，經費不
足時即停止補助。

配合將補助金額
調整至第六點說
明，刪除部分文
字。

六、本計畫補助條件：
六、本計畫補助對象（申請 一、現行規定第
(一)補助對象（申請者）及補助金額說
者）為：
一款及第二
明：
(一)將充電站(AC 交流)設
款統一於修
置於公有權管停車場
正規定第一
之本市各公務機關。
款說明，並
(二)將充電站(AC 交流)設
增加補助對
置於本市私立停車場
象及補助金
之業者（需檢具本市主
額。
管機關 核發之「停車 二、現行規定第
場登記證」
）
。
三款移列至
(三)申請者最多得申請充
第二款。
電站(AC 交流)補助 4 三、現行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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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者最多得申請充電站(AC 交
站，申請 5 站（含）
四款配合加
流)補助 4 站，申請 5 站（含）以
以上者， 需先發函至
碼補助，修
上者，需先發函至本局敘明電動汽
本局敘明電動汽車充
正不得向其
車充電站規劃設置方案，經本局審
電站規劃設置方案，經
他單位重複
核（必要時得至規劃設置地點現
本局審核（必要 時得
申請補助，
勘）通過，取得本局核可函後，始
至規劃設置地點現勘）
並補充臺中
得進行設置。
通過，取得本局核可函
市政府交通
(三)不得向其他單位重複申請補助，且
後，始得進行設置。
局權管之公
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補助；其屬臺 (四)如有申獲其他政府機
有停車場，
中市政府交通局權管之公有停車
關（構）設置補助經
不列為補助
場者，不列為本計畫補助對象。
費，與本市補助經費加
對象。
(四)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提出充電站
總後每站不得逾新臺 四、新增公寓大
申請：
幣 5 萬元，且不得重
廈申請規
1. 應檢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理
複申請本計畫補助。
定。
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紀錄中須清
楚敘明充電站設置地點為公共車
位或專有(約定)專用車位，倘非公
共車位設置充電站應同意開放供
社區住戶使用。
2. 應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1 年
7 月 25 日發布之「臺中市既有公寓
大廈增設電動車充電設備指引」辧
理，並檢具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
案通過之相關申請文件（申請書與
檢查表、充電設備安裝承諾書、充
電設備施工切結書等文件）。
七、 充電站設置申請、審核及核銷原則 七、充電站設置申請、審核 增加申請及核銷
(一)申請設置補助應備文件
及核銷原則
應備文件規定。
申請者應備齊申請文件提出申
(一)申請設置補助應備文
請，申請文件包括：
件申請者應備齊申請
1.申請表。
文件提出申請，申請文
2.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設立證明文件影
件包括：
本。
1.申請表。
3.申請者切結書。
2.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設
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可充電站證明
立證明文件影本。
文件影本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電
3.申請者切結書。
動車輛充電設備實施自願性產品
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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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證書文件影本。
5.充電站設計圖及配置圖說。
6.施工人員合格證照及身分證影本。
7.充電站施工廠商證明文件影本。
8.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依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111 年 7 月 25 日
發布之「臺中市既有公寓大廈增設
電動車充電設備指引」辦理，並檢
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通過之
相關文件影本。
(二)設置及核銷期程
1.申請者應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含）
前完成充電站(AC 交流)設置並將
竣工經費申請書及核銷文件送
（寄）達至本局辦理核銷事宜，逾
期未完成設置或未辦理核銷視同
放棄申請補助資格。
2.申請核銷應備文件
(1)竣工經費申請函。
(2)充電站竣工證明文件（統一發票
或收據）
：
a.申請者為公務機關：採就地審
計方式辦理，原始憑證應妥為
保存，請檢附統一發票或收據
影本送本局審核。
b.申請者為私立停車場之業者：
請檢附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送
本局審核。
(3)充電站設置前及竣工照片。
(4)合格充電站廠商供貨證明文件。
(5)切結書。
(6)申請者帳戶存摺封面影本（須加
蓋印鑑章、負責人章及統一發票
專用章（依法免用統一發票者免
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7)領據正本乙份。
(8)台灣電力公司審查通過之「用電
申請證明」文件影本。

可充電站證明文件影
本。
5.充電站設計圖及配置
圖說。
6.施工人員合格證照及
身分證影本。
7.充電站施工廠商證明
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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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表繕寫不完整，或
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
欠缺者，由本局依申請
文件上所載聯絡電話
或以公文通知申請者
應補正事項，申請者應
於文到日起 14 日內完
成補正，逾期未補正或
未依補正通知事項完
成補正者，駁回其補助
之申請。
(二)符合補助資格者採電
匯
（補助款需扣除電匯
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
方式撥款，僅限撥付申
請者所屬帳戶。
(三)申請並獲本計畫補助
者應依稅法相關規定
申報所得。
(四)受補助之申請者應配
合本局辦理之查核及
宣導。本計畫補助設置
之電動汽車充電站後
續安全維護及管理由
申請者自行負責。
(五)本局僅補助設置經
費，後續電費、維護費
用應自行支應。電動汽

補充要求公寓大
廈設置之充電站
無需開放供社區
住戶以外民眾使
用，但仍需開放
予社區住戶使
用。

(9)符合用電場所者，檢具提送直轄
市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
及輸配電業營業處所提報自主維
護管理計畫證明文件。
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及核章應
清晰可辨，必要時本局得要求申請
者提示正本供查驗，申請文件如有
塗改處，請務必加蓋與申請表相同
之印章。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表繕寫不完整，或應提出之文
件不符或欠缺者，由本局依申請文
件上所載聯絡電話或以公文通知申
請者應補正事項，申請者應於文到
日起 14 日內完成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未依補正通知事項完成補正者，
駁回其補助之申請。
(二)符合補助資格者採電匯（補助款需
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方式
撥款，僅限撥付申請者所屬帳戶。
(三)申請並獲本計畫補助者應依稅法相
關規定申報所得。
(四)受補助之申請者應配合本局辦理之
查核及宣導。本計畫補助設置之電
動汽車充電站後續安全維護及管理
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五)本局僅補助設置經費，後續電費、
維護費用應自行支應。電動汽車充
電站應開放供公眾使用；設置地點
除應劃設充電暫停區，並需預留未
來配合本局設置統一標示之空間或
牆面。
(六)充電站應包含設置電表或其它電量
記錄裝置，或由申請者（或設置地
點管理單位）於補助款撥付日起 3
年內，每半年提報一次使用紀錄（每
年 7 月底前，提報當年度 1 至 6 月
使用電量、次數及充電時間；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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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底前，提報前年度 7 至 12 月使
車充電站應開放供公
用電量、次數及充電時間）
，以利本
眾使用；設置地點除應
局查核充電站使用狀況或成果。
劃設充電暫停區，並需
(七)自本局補助款撥付日起 3 年內，電
預留未來配合本局設
動汽車充電站倘經本局查獲或有民
置統一標示之空間或
眾透過臺中市政府相關陳情管道反
牆面。
映有未提供公眾使用（公寓大廈設 (六)充電站應包含設置電
置之充電站得無需開放供社區住戶
表或其它電量記錄裝
以外民眾使用，但仍需開放予社區
置，或由申請者（或設
住戶使用。）或故障等不良紀錄經
置地點管理單位）
於補
查證屬實，經本局限期改善屆期仍
助款撥付日起 3 年
未改善，累積達 3 次以上者，本局
內，每半年提報一次使
得廢止補助並追繳補助款。
用紀錄（每年 7 月底
前，提報當年度 1 至 6
月使用電量、次數及充
電時間；每年 1 月底
前，提報前年度 7 至
12 月使用電量、次數
及充電時間）
，以利本
局查核充電站使用狀
況或成果。
(七)自本局補助款撥付日
起 3 年內，電動汽車充
電站倘經本局查獲或
有民眾透過臺中市政
府相關陳情管道反映
有未提供公眾使用或
故障等不良紀錄經查
證屬實，經本局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累積
達 3 次以上者，本局得
廢止補助並追繳補助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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