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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止，整體工作量完成度已達５６．４５％。目前已完成工作
項目包含補助案件行政審查５萬５，２４５件、補助案件申請簡訊
發送６萬２，４１５則、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３，２０１件、網
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１１個月、宣導單張印製１４萬３，
２８０張、宣導海報印製１，０４０張、新聞稿５則、老舊機車汰
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業流程１式、規劃辦理
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１式、官方ＬＩＮＥ帳號發布訊息８
次、辦理宣導作業暨抽獎活動３場次、辦理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１場次。  

十六、英文摘要：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reached 56.45% since the 
contract date from January 1, 2021 to November 30,2021. The 
completed items included the followings, 55,245 applications of 
both eliminated older motorcycles and the purchase of 
low-pollution vehicle. 62,415 text messages of allowance 
applications have been sent. 3,201 incentive applications of 
disseminating about scrapping old motorcycles.  Regular 
maintain web site in every month has continued 11 months. Flyers 
has been copied 143,280 copies., Posters has been printed 1,040 
copies. 5 messages on the news have been repli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The plan of eliminated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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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cycles and the purchase of low-pollution vehicle has been 
reviewed and improved 1 time. Planning for the incentive 
applications of disseminating about scrapping old motorcycles 
1 time. Delivering Info to a multitude of users by LINE official 
account 8 times. Website promote and the draw for the raffle was 
taken place 3 times. 1 evaluation meetings cross-departments of 
applications. 

 



報告大綱 

本工作報告大綱主要分為 5 個章節，章節名稱、內容與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 前言 

本章內容針對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執行工作項目及預期工作成效作

完整說明。 

第二章 環境與背景狀況概述 

以臺中市地理環境、氣候條件、人口分布等環境背景開始介紹，再分

別闡述臺中市老舊機車現況，及各區烏賊車檢舉狀況與歷年比較，探討各

行政區老舊機車數量變化趨勢，從中分析出應列入重點宣導與管制區域。

另針對六都之老舊機車數量與管制策略進行比較，統計各縣市淘汰狀況並

探討其促進老舊機車汰換策略，以作為後續規劃政策參考依據。此外，本

章分析電動機車現況及比較各廠牌暢銷之電動機車車款、七期燃油機車車

款，以瞭解低污染車輛發展趨勢。 

第三章 工作內容及執行成果 

本章依計畫之各工作項目講述工作流程、細節及工作成果，自計畫起

始日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工作項目已完成補助案件行政審查

5 萬 5,245 件（案件經審查造冊並已提送之案件數量）、補助案件撥款簡訊

發送 6 萬 2,415 則、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 3,201 件、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

新維護工作 11 個月、宣導單張印製 14 萬 3,280 張、宣導海報印製 1,040 張、

媒體宣導費用 25 萬元刊登使用完畢、相關網站宣導暨抽獎活動 3 場次與官

方 LINE 帳號發布訊息 8 次。此外計畫執行期間完成新聞稿 5 則、修訂臺中

市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業流程 1 式、規

劃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 1 式、計畫人員職前教育訓練 1 場次與

計畫間教育訓練 2 場次。本章節亦針對 109 年與 110 年補助辦法及六都補助

方案進行比較，並分析各項目案件審查重點及退補正原因，以作為未來補

助計畫修訂相關辦法與辦理宣導活動之依據。截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含

109 年度超收案件與 110 年度案件總計補助 6 萬 2,102 件（以送黏貼憑證案

件數計算），其中符合加碼補助之案件為 6 萬 7,407 件，以追加經費後總加

碼補助經費 2 億 7,000 萬元計算，加碼補助經費使用率達 67.1%。 



第四章 環保署考評與減量成效 

本章節主要探討 110 年老舊機車汰換案件補助案件數量與考評分數得

分狀況，行政院環保署針對機車補助案件辦理訂定了行政效率考評目標，

汰換補助案件自申請日至撥款日之辦理天數應在 60 天內。由於經費須先支

應 109 年度龐大超收案件，且老舊機車換購補助案件撥款須環保署與環保

局經費皆到位，因此本年度受環保局加碼補助經費追加與環保署經費追加

及分期撥款影響，許多案件常處於等待款項狀態，辦理天數皆超過 60 天。

經向環保署爭取後，得以不採計環保署未核撥經費期間申請的案件，可扣

除之案件申請日期區間為 5 月 14 日前、5 月 15 日（含）至 5 月 16 日（含）、

5 月 17 日（含）至 9 月 14 日（含）、9 月 23 日（含）至 10 月 5 日（含）。

統計 1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之 110 年度老舊

機車汰換案件，受理案件中符合補助資格件數總計約 6,750 件，其中 1,822

件已完成撥款，已撥款案件中計 1,815 件辦理天數小於 60 天，考評目標達

成率 99.62%，考評分數約得 3 分。 

110 年度延續 109 年推動汰換目標，汰除對項同樣為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老舊機車，提供多元補助方案與高額加碼補助，讓民眾汰換車

輛後能夠選購到合乎需求之低污染車輛，以提高老舊機車車主汰換意願。

截至 110 年至 11 月 30 日止，補助措施總計協助汰除 6,414 輛二行程機車、

4 萬 4,301 輛老舊四行程機車，各項空氣污染物減量推估 PM2.5達 7.39 公噸/

年、PM10達 9.81 公噸/年、SOX達 0.05 公噸/年、NOX達 24.84 公噸/年、NMHC

達 140.36 公噸/年，CO2削減量相當於種植 93 萬棵樹或設置 7.1 座臺中都會

公園固碳量。 

第五章 工作現況檢討及後續執行重點 

本章列出本年度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執行成果，針對工作執行狀況提出

提出改善方法，另針對電動機車推廣狀況進行說明，建議未來修訂補助辦

法時可參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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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研究及計畫期末成果報告摘要 
計畫名稱：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

計畫 
計畫編號：P1091112104 
計畫執行單位：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胡宗文 
計畫期程：110 年 1 月 1 日起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新臺幣 1,008 萬 8,000 元整 
 
摘要 

統計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臺中市老舊機車剩餘 46萬 5,988

輛，以本年度環保署淘汰目標數 6 萬 1,660 輛估算，淘汰目標達

成率為 82.2%。計畫執行期程自簽約日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目前整體工作量完成度已達 56.45%，本階段完

成之主要目標有(1) 辦理老舊機車汰舊補助作業，加速本市高污

染機車汰除，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提升本市空氣品質，建構

宜居城市，生活首都；(2) 宣導及補助推廣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

具體相關執行成果如下：目前已完成工作項目包含補助案件行政

審查 5 萬 5,245 件、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 6 萬 2,415 則、宣導

報廢案件行政審查 3,201 件、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 11

個月、宣導單張印製 14 萬 3,280 張、宣導海報印製 1,040 張、新

聞稿 5 則、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

作業流程 1 式、規劃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 1 式、官方

LINE 帳號發布訊息 8 次、辦理宣導作業暨抽獎活動 3 場次、辦理

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1 場次。透過上述相關執行工作，現階段

達成空氣污染物減量成果為 PM10：9.81 公噸、PM2.5：7.39 公噸、

NOX：24.84 公噸、NMHC：140.36公噸、SOX：0.05公噸，未來希冀

持續推動老舊機車汰換，達到低碳城市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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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November 30, 2021, there are 472,138 older motorcycles 

in Taichung City. 50,715 older motorcycles has been elimated 

in this year. Elimination rate has been ranked first for 

twelve months. The elimination rate goal of EPA is 82.2%.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reached 56.45% since the 

contract date from January 1, 2021 to November 30, 2021. The 

completed subjects include (1.)Handle the applications of 

both eliminated two-stroke motorbikes and the purchase of 

eletric two wheelers to promote eliminating of older 

motorcycles. (2.)The promotion and educated of 

low-pollution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has reached 56.45% since the contract date from 

January 1, 2021 to November 30, 2021. The completed items 

included the followings, 55,245 applications of both 

eliminated older motorcycles and the purchase of 

low-pollution vehicle. 62,415 text messages of allowance 

applications have been sent. 3,201 incentive applications 

of disseminating about scrapping old motorcycles.  Regular 

maintain web site in every month has continued 11 months. 

Flyers has been copied 143,280 copies., Posters has been 

printed 1,040 copies. 5 messages on the news have been 

repli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The plan of 

eliminated older motorcycles and the purchase of 

low-pollution vehicle has been reviewed and improved 1 time. 

Planning for the incentive applications of disseminating 

about scrapping old motorcycles 1 time. Delivering Info to 

a multitude of users by LINE official account 8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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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promote and the draw for the raffle was taken place 

3 times. 1 evaluation meetings cross-departments of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execution work done above, the air 

pollution in the stage has been reduce to  PM10：9.81ton、、

PM2.5：7.39ton 、NOX：24.84ton、NMHC：140.36 ton、SOX：0.5ton. 

We hope to continue to promote eliminating older motorcycl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carbon cities. 

前 言 

美國於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23 日召集全球 40 多國領袖，

召開全球氣候視訊峰會，各國於會中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

共識，期望能淘汰化石燃料並發展到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因

此，我國行政院環保署跟進於今年提出「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正草案，擬將法案名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並修正為

139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逐期檢視排放量達成情形並進行滾動

式調整。 

鑒於近年來空氣污染相關議題受到市民重視，臺中市是全國

第二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市民健康成為市

府首要執行工作之一，須持續積極落實各項空污防制措施，除了

備受矚目的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與日常生活最為相

關的移動源對人體健康影響甚大，亦列為管制重點項目。 

由於越來越多民眾願意更換交通工具，改使用出廠時排氣檢

驗標準更為嚴格的低污染車輛，對行駛過程零排放的電動車接受

度也日益提高。臺中市於 110 年度繼續配合中央政策，辦理淘汰

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相關補助，另提供換購電動二輪車、新

購電動機車與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以加速老舊機車汰除，提升

本市電動車輛占比。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已受理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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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申請數達 6 萬 856 件，並透過辦理網站宣導、LINE 官方訊息群

發、媒體宣導、宣導單張與海報印製、發布新聞稿等多元宣導方

式，希冀加大補助資訊傳播廣度，提高民眾汰換意願。 

執行方法 

一、辦理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審查作

業 

本計畫工作團隊於年初修訂本市標準作業程序，據此

辦理民眾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

審查作業，包括申請案件之收件整理（含協助申請者登打

相關文件內容）、審查、製冊、進度追蹤管制、不合格案

件之退補件通知處理及案件資料彙整、鍵檔、歸檔等作業，

並於撥款後以簡訊通知申請人。為服務無法操作電腦的民

眾，亦於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設置補助櫃檯，協助民眾

進行線上申請。諮詢服務管道方面，本計畫設有補助專線

電話，協助民眾諮詢、疑難排解與查詢案件外，另提供 LINE@

官方帳號，以 LINE 一對一聊天室便利不同年齡層民眾洽詢

補助辦法或是瞭解案件進度，另可提供協助補正服務。 

本年度除了按月辦理工作檢討會議，掌握各工項期

程，亦邀集相關科室辦理 2 場次補助案件核銷，就案件審

查與核銷等行政程序進行討論，以精進辦理方式，縮短民

眾等待期程。 

二、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線上申請及

審核系統更新功能作業（以下簡稱補助線上系統） 

補助申請及審核自 106 年起已全面採線上作業，110

年持續以補助線上系統進行案件申請與審查作業，並彙整

民眾與相關審查人員使用建議規劃系統功能更新。因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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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老就機車宣導報廢獎勵計畫，以及環保署取消檢附回收

管制聯單，除了修改宣導報廢獎勵競賽欄位，另刪除回收

管制聯單上傳欄位、發票號碼欄位，再新增經銷商聯絡資

訊填寫欄位，以利審查人員審理與聯繫經銷商盡速處理案

件問題。此外，為加速案件審查及實現 E 化作業，本年度

試辦國民身分證字號欄位介接戶政系統，讓民眾在填寫國

民身分證字號時即進行驗證是否為臺中市民，以減少未來

人工檢核和不合格案件退件程序。 

三、辦理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作業 

為讓市民能知悉 110 年度各項補助方案，本計畫工作

團隊規劃印製宣導海報與宣導單張，加強布達補助資訊。

宣導海報共印製 1,040 張，以吸睛且意象強烈的標題強化

政策訴求，發放對象除了各定檢站與公家機關等，本年度

另加發公立小學及大專院校，提供其刊登於車輛停放處或

布告欄，擴大補助資訊觸及族群。宣導單張則印製 A6 大小

14 萬 3,280 張，發放給本市定檢站供其向民眾宣導使用。 

此外，本計畫工作團隊共發布 4 則新聞稿、辦理 2 次

多元媒體宣導，透過市政新聞、主流紙本報紙、網路媒體

等全方位布達補助資訊，鼓勵民眾儘早汰換老舊機車以把

握本年度補助金額。 

結 果 

本計畫於 110 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已完成 56.45%契約書所規定之工作量，其完成成果

如下： 

補助案件行政審查 4 萬 9,624 件、補助案件申請簡訊

發送 5 萬 5,245 則、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 3,201 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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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單張印製 14 萬 3,280 張、宣導海報印製 1,040 張、新聞

稿 5 則、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

標準作業流程 1 式、規劃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 1

式、官方 LINE 帳號發布訊息 8 次、辦理宣導作業暨抽獎活

動 3 場次、辦理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1 場次。 

延續補助線上化作業，110 年完成修訂本市老舊機車

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業流程 1 式、

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 11 個月。 

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臺中市老舊機車剩餘 46

萬 5,988 輛，已淘汰 5 萬 715 輛老舊機車（含 6,414 輛二

行程機車、4 萬 4,301 輛老舊四行程機車），以本年度環保

署淘汰目標數 6萬1,660輛估算，淘汰目標達成率為 82.2%。 

結論 

一、辦理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審查作

業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臺中

市「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

畫」，修訂淘汰老舊機車暨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標準作業

流程及相關規範，並依此辦理補助案件行政審查，確認案

件是否符合環保署及加碼補助之補助資格。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總計已完成審查、造冊與取號案件數達 5

萬 5,245 件（含 109 年度未能核銷之超收案件），執行進

度達 85.0%，並於撥款後發送簡訊予申請人共計 6 萬 2,415

則。 

二、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線上申請及

審核系統更新功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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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線上系統因應本年度宣導報廢獎勵計畫辦理方式

及彙整案件審查人員意見，做了部分更新調整，將原網頁

顯示「宣導報廢獎勵競賽」之名稱皆更新為「宣導報廢獎

勵計畫」，並更改線上申請表之公司行號名稱與統一編號

為必填，讓審查人員能夠確認公司資訊。另因宣導報廢獎

勵計畫至年底才會一併統計獎勵金件數與金額，故取消檔

案上傳欄位之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讓車業先進申

請時更加便利快速，以提高其宣導報廢意願。 

此外，配合環保署規定及參酌其他縣市做法，移除回

收管制聯單、發票號碼上傳欄位再於換購項目新增車業聯

繫資訊欄，因應疫情三級警戒措施，延長 1/1 至 8/31 申請

案件之補正天數為 60 天。今年另首度試辦國民身分證字號

欄位介接戶政系統，使非臺中市案件能在申請前被擋下。 

三、辦理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作業 

（一）設計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之宣導單

張，採取小尺寸 A6 印製，將印製數量提高至 14 萬

3,280 張。文宣上均有登載「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

告」等字樣，並改變發放策略，改寄發予臺中市各

定檢站供其向臨店顧客宣導時發放。 

（二）設計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之宣導海

報，分別印製 A1 及 A2 兩種尺寸，文宣上均有登載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總計印製

1,040 張。A1 尺寸寄發至臺中市各國小、監理站所、

公有市場、公家機關等，A2 則寄發予臺中市機車公

（工）會、定檢站，增加資訊曝光度。 

（三）辦理 3 場次網站宣導暨抽獎活動，宣導內容以補助

資訊為主，以低門檻參與條件及實用超商 500 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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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商品卡作為獎品，共計吸引逾 5,000 人次參加抽

獎。  

（四）以原有 LINE 官方帳號，挑選曾聯繫過的有效互動

民眾、車業設定群發訊息，配合防疫圖卡、購物節

資訊等進行發放，提醒民眾應留意措施或及早參與

購物節。 

建議事項 

一、補助案件行政審查作業 

（一）縮短案件辦理期間，提高民眾滿意度 

受到 109 年龐大超收案件影響，雖已延後至 4

月收件，但因臺中市經費撥付超收案件時用罄須辦

理超支併決算追加經費、環保署亦因經費不足而須
追加及分期撥款，10 月之前申請的案件都經歷了漫

長等待撥款期間。 

 111 年環保署擬不再採計補助案件辦理天數
作為考評績效指標，但110年底至隔年 1月初申請案

件仍會成為 110 年超收案件，亦會占用明年度加碼

補助經費。惟本年度截至目前為止，案件申請量還
未因屆臨年底顯著攀升，不確定是否受到疫情影響

而推延至年末才湧現，且 111 年不再補助換購七期

機車後，預期申請量將大減，建議 111 年仍延後開
放受理案件，避免辦理超收案件導致新年度案件辦

理期程拉長。 

（二）跨科室合作與協商 

若 111年案件積累至年底才大量申請，仍須協
商會計室同意大量取號進行批次審查，並協調秘書

室行政人員及臺銀匯款窗口協助消化大量匯款，盡

可能在關帳前將可核撥案件匯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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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老舊機車汰舊換購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 

本年度補助計畫相關宣導工作項目為印製宣導文宣、

發布新聞稿、多元媒體宣導、網站宣導抽獎等，亦配合民

眾關切之購物節發布新聞稿、辦理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導及

LINE 群發訊息。明年度建議在老舊機車設籍數較高的行政

區，選擇重點路口之大型電子看板推播補助資訊，另持續

提供宣導單張給各定檢站協助發放。 

三、加強推廣電動車輛、提高市占率 

111 年度將不再補助換購七期燃油機車，建議除了提

高換購、新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另可邀請業者共同協商，

針對申請補助民眾提供首年換電月租費減免。例如 GOGORO

於 110 年 10 月曾辦理 10 月購車者月租費減免活動，一年

間每月減免 299 元，民眾仍可依自身使用習慣調整每月欲

使用費率，無論選擇費率為何都可減免 299 元、最低減免

至 0 元，獲得不錯迴響。因此，若能協商業者將類似活動

推展至整年度進行，降低民眾對電動機車固定月租費的負

面觀感、提高使用黏著度，將更有助於推廣電動機車。在

補助方案方面，亦可另外提供固定金額電費補助，一方面

避免充電車款車主權益受損，另一方面則讓民眾依實際需

求選擇換電方案，不會為了申請更高補助而於首月浮濫提

高月租費，待申請到補助金額後又降低。 



臺中巿政府環境保護局「期末報告」基本摘要 

一、基本資料內容： 

計畫名稱：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執行單位：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胡宗文             聯絡人：戴以堯 

聯絡電話：04-22271888          傳真號碼：04-22298111 

期    程：110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全程)：10,088 仟元     (年度)：10,088 仟元 

執行情形: 期中報告 

1.執行進度:預定(％)       實際(％)          比較(％) 

      年度   57.49           56.45              -1.04 

    總進度  100.00           56.45              -43.55 

2.經費支用:預定(千元)     實際(千元)       支用比率(％) 

 年度經費 10,088         3,973.78            39.39 

  總經費   10,088         3,973.78            39.39 

3.主要執行內容: 計畫執行期程自簽約日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整體工作量完成度已達

56.45%。目前已完成工作項目包含補助案件行政審查 5 萬 5,245 件、

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 6 萬 2,415 則、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 3,201

件、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 11 個月、宣導單張印製 14 萬

3,280 張、宣導海報印製 1,040張、新聞稿 5 則、老舊機車汰舊暨低

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業流程 1 式、規劃辦理老舊機車

宣導報廢獎勵活動 1 式、官方 LINE 帳號發布訊息 8 次、辦理宣導作

業暨抽獎活動 3 場次、辦理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1 場次。 

4.計畫變更說明: 

（1）第一次契約變更： 

A.工作項目「審件人員」，原規劃 5 人執行 12 個月計 60 人月，

增加 4 人執行 9 個月計 36 人月，變更後數量為 96 人月。 

B.補助案件行政審查工作量，原規畫數量為 3 萬 5,000 件，增

加 3 萬件，變更後數量為 6 萬 5,000 件。 

C.工作項目「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原規劃數量為 2,000



件，增加 3,000件，變更後數量為 5,000 件。 

D.工作項目「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原規劃數量為 41,250

件，增加 3 萬件，變更後數量為 7 萬 1,250 件。 

E.履約期限結束時，倘「補助案件行政審查」未達工作量 6 萬

5,000 件，每件依新臺幣 160 元(含稅)辦理減價收受。 

F.第 1 期款：應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不含當日)完成附表一

第一期款工作量及交付期中報告定稿本及光碟，並提送成果

摘要、成果報告，核付契約價金總額 45%，計新臺幣肆佰伍

拾參萬玖仟陸佰元（453 萬 9,600 元)整。 

G.第 2 期款：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含當日)完成附表一

第二期款工作量及交付期末報告定稿本及光碟，並提送成果

摘要、成果報告。提送計畫結案報告確認表。完成「計畫成

果亮點分析」相關簡報，如全國比較或例年比較，製成簡報

電子檔 3 到 5 頁及 12 頁之成果簡報（含電子原始檔）各一

份及將期末報告定稿本登錄於環保署環境資料詮釋系統並

經機關審核，且無待辦事宜時，核付契約價金之 55%，計新

臺幣伍佰伍拾肆萬捌仟肆佰元(554 萬 8,400 元)整。 

（2）第二次契約變更： 

A.變更前之工作規範貳、十一規定：「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

每半年與本局秘書室及會計室，針對補助案件核銷流程之問

題，召開檢討會議」。 

B.變更後之工作規範貳、十一規定：「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每年與本局秘書室及會計室召開 2 次會議，第 1 次應於 110

年 7 月 31 日(不含當日)前完成辦理；第 2 次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含當日)完成辦理。倘經本局通知無召開之必

要，則依契約標價清單工作項目扣除，不加計懲罰性違約

金」。 

 

5.落後原因分析:無 

6.解決辦法:無 

7.主管機關管考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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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進度表-I 

期末報告執行成果進度表 

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項次 工作項目 
契約 

目標量 

現階段 

執行量 

達成率 

（%） 
備註 

1 
補助案件行政審查（工作規

範規定之工作量） 
65,000 件 55,245 件 84.99% ─ 

2 
補助案件行政審查（案件超

過工作規範規定的工作量） 
6,250 件 ─ ─ ─ 

3 
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工

作規範規定之工作量） 
25,000 件 3,201 件 12.80% ─ 

4 

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案

件超過工作規範規定的工作

量 2 萬 5,000 件） 

5,000 件 ─ ─ ─ 

5 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 41,250 件 41,250 件 100.00% ─ 

6 
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第

1 次契約變更） 
30,000 件 21,165 件 70.55% ─ 

7 補助線上系統更新功能作業 1 式 ─ ─ 

覈實核銷 

已使用經費 

37,800 元 

8 
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

工作 
12 月 11 91.67% ─ 

9 補助案件考評績效獎金 1 式 ─ ─ ─ 

10 
辦理宣導作業暨抽獎活動

（配合相關網站宣導） 
4 場次 3 75.00% ─ 

11 
官方 LINE 帳號發布相關活

動訊息 
10 次 8 80.00% 依局內需求辦理 

12 辦理媒體宣導作業 1 式 ─ ─ 

覈實核銷 

已使用經費 

115,000 元 

13 宣導單張 35,000 張 143,280 100.00% ─ 

14 宣導海報 1,000 張 1,040 100.00% ─ 

15 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 2 場次 1 50.00% ─ 



期末報告執行成果進度表 

成果摘要表-II 

 

項次 工作項目 
契約 

目標量 

現階段 

執行量 

達成率 

（%） 
備註 

16 新聞稿 6 則 5 則 83.33% ─ 

17 

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

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

業流程 

1 式 1 式 100.00% ─ 

18 
規劃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

獎勵活動 
1 式 1 式 100.00% ─ 

19 彩色印表機租用及影印耗材 1 式 ─ ─ ─ 

20 電話費 1 式 ─ ─ ─ 

21 駐點櫃台相關費用 1 式 ─ ─ ─ 

22 電腦軟硬體租賃 9 組 9 組 100.00% ─ 

23 期（中）末報告印製 1 式 ─ ─ ─ 

計畫整體達成率（%） 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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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美國於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23 日召集全球 40 多國領袖，召開全球氣候

視訊峰會，各國於會中達成 2050 年淨零碳排目標共識，期望能淘汰化石燃料並

發展到使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因此，我國行政院環保署跟進於今年提出「溫室

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擬將法案名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並修

正為 139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逐期檢視排放量達成情形並進行滾動式調整。 

鑒於近年來空氣污染相關議題受到市民重視，臺中市是全國第二大城市，人

口密度高，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市民健康成為市府首要執行工作之一，須持續積

極落實各項空污防制措施，除了備受矚目的火力發電廠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與

日常生活最為相關的移動源對人體健康影響甚大，亦列為管制重點項目。 

由於越來越多民眾願意更換交通工具，改使用出廠時排氣檢驗標準更為嚴

格的低污染車輛，對行駛過程零排放的電動車接受度也日益提高。臺中市於 110

年度繼續配合中央政策，辦理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相關補助，另提供換

購電動二輪車、新購電動機車與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以加速老舊機車汰除，提

升本市電動車輛占比。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已受理補助案件申請數達 6

萬 631 件，透過辦理網站宣導、LINE 官方訊息群發、媒體宣導、宣導單張與海報

印製、發布新聞稿等多元宣導方式加大補助資訊傳播廣度，並辦理宣導報廢獎勵

計畫鼓勵車主接觸到的第一線車行協助宣導補助資訊，提高民眾汰換意願。 

1.2 計畫目標 

一、辦理老舊機車汰舊補助作業，加速本市高污染機車汰除，以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提升本市空氣品質，建構宜居城市，生活首都。 

二、宣導及補助推廣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 

1.3 執行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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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審查作業 

計畫第 1 個月內各項作業依據 109 年本局所訂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

應於簽約後 1 個月內完成補助標準作業程序修訂，並依修訂後之標準作業

程序執行。 

（一）辦理補助案件行政審查（不含補助款代墊作業），老舊機車汰舊暨低

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案件審查作業，其作業包括：申請案件之

收件整理（需含協助申請者登打相關文件內容）、審查、製冊、統計、

進度追蹤管制、不合格案件之退補件通知處理及案件資料彙整、鍵

檔、歸檔、車籍及戶籍查證等作業。 

（二）補助案件行政審查作業量為 6 萬 5,000 件，依實際數量減價驗收，不

加計懲罰性違約金；案件超過規定的工作量 6 萬 5,000 件時，按實際

數量計算（依實際數量驗收，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三）補助案件申請簡訊發送，於撥款時應併採簡訊方式通知申請者。 

（四）補助案件審查作業： 

1. 當週（於每週五統計）剩餘案件超過 700 件時： 

應每月完成 3,000 件經承辦核章出科室（農曆春節除外，如

遇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局認定不可抗力因素等，未能完成 2,500

件需先報經本局同意），另申請案資料文件不全或不符者，應

於審件日起 14個工作天內敘明補正或退件原因並以公文退還申

請人，未依規定期限完成審查或退補件者，依契約規定罰款。 

2. 當週（於每週五統計）剩餘案件少於 700 件時： 

應於收件日起 14個工作天內完成初審（申請內容審核完成）；

另申請案資料文件不全或不符者，應於審件日起 14個工作天內

敘明補正或退件原因並以公文退還申請人，未依規定期限完成

審查或退補件者，依契約規定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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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 109 年度尚未完成補助申請案件審查作業，應自完成計畫

移交及交接日起依上述規定辦理。各類申請案件審查作業，以

109年度受理案件優先執行完畢後接續執行 110年度申請案件。 

二、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及行政審查作業 

（一）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活動規劃草案應於簽約日起 2 個月

內提交，經本局核定後始得辦理。 

（二）辦理機車業者上傳案件之行政審查作業，其作業包含申請案件之收件

整理（需含協助申請者登打相關文件內容）、審查、製冊、統計、進

度追蹤管制、未符合案件之退補件通知處理及案件資料彙整、鍵檔、

歸檔、車籍查證等作業。 

（三）宣導報廢案件行政審查作業量為 2 萬 5,000 件，依實際數量減價驗收，

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案件超過規定的工作量 2 萬 5,000 件時，按實

際數量計算（依實際數量驗收，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四）本局公告之宣導報廢獎勵活動截止日後 14 日內，應完成相關行政審

查作業，每逾期 1 日罰款 1,000 元。 

三、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線上申請及審核系統更新功

能作業（以下簡稱補助線上系統） 

（一）依據本局要求更新補助線上系統功能，如項目名稱修改、增加補助項

目、類別、資料庫版本更新等，依本局要求更新並經核定後始得辦

理，惟本局未提出需求，依契約標價清單工作項目扣除，不加計懲

罰性違約金(需檢據覈實核銷)。 

（二）網頁平台及伺服器主機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如遇有伺服器主機或

網頁弱點產生、資訊錯誤、系統故障、異常或經本局指示修正等情

形，應於通知後 3 日內完成修復（逾期維護更新或修復者，每逾期 1

日罰款 1,000 元），倘涉重大修正時，以本局通知改善期限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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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因廠商未修復網頁或伺服器主機弱點致申請人個人資料遭竊取、外

洩等情形，廠商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並依契約規定罰款。 

四、協助外縣市函轉符合資料之補助案件申請作業，倘函轉之案件未檢附相關

申請資料，須主動聯繫申請人協助辦理補助事宜(倘無法取得申請人聯絡資

料者不在此限)，並做成紀錄併同月報提送。 

五、廠商於履約期內，就標價清單工作項目－「補助案件考評績效獎金」，依實

際審查案件達成環保署 110 年考評要點內機車汰換補助案件目標辦理天

數，給予一次性補助案件撥款時效獎金，該考評項目成績達六都直轄市前 2

名者全數核撥，餘則按得分比率核撥，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六、設計與低污染車輛推廣或汰除老舊機車政策相關之宣導單張並印製 3 萬

5,000 張，均應註明刊登「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 

七、設計與低污染車輛推廣或汰除老舊機車政策相關之宣導海報並印製 1,000

張，均應註明刊登「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 

八、配合本局相關網站宣導，需於本局相關社群網站，每 3 個月辦理 1 場次淘

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相關推廣宣導作業暨抽獎活動，每次活動所

需獎品名額至少 50 名以上(該項所得須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及參加活

動人數須達 200 人以上，活動辦理需於 14 日內提報本局，經本局同意後始

得辦理。五、設計與低污染車輛推廣或汰除老舊機車政策相關之宣導海報

並印製 1,000 張，均應註明刊登「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 

九、配合機關需求，辦理市府新聞議題發布、協助媒體聯繫廣宣、新聞露出、

政令宣導、媒體宣導、記者會等及配合本計畫執行必要之相關工作 1 式；

上述執行方式需經機關同意後、始得據以執行。於計畫執行結束時，依實

際執行經費額度進行驗收及給付(應檢據相關憑證覈實核銷)，不加計懲罰性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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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透過官方 LINE 帳號群體發布訊息，惟本局未提出需求時，依契約標價清

單工作項目扣除，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十一、 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每年與本局秘書室及會計室召開 2 次會議，第

1 次應於 110 年 7 月 31 日(不含當日)前完成辦理；第 2 次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含當日)完成辦理。倘經本局通知無召開之必要，則依契約標價

清單工作項目扣除，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十二、配合本局相關業務需求，宣導本市低碳或空氣污染防制等作為，經本局

通知(含公文、書信、電話及各種網路電子通訊等方式)，於計畫執行期間依

限提交新聞稿或針對網路、臉書或新聞輿情回應共計 6 則。 

1.4 預期效益 

一、辦理老舊機車汰舊補助作業，加速本市高污染機車汰除，以減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提升本市空氣品質，建構宜居城市，生活首都。 

根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明訂得公告特定區域或時段僅准

以低碳車輛、綠色運輸、特殊情形外或限制高污染車輛。截至 110 年 10 月

底，臺中市尚有 47 萬餘輛為數眾多之老舊機車，其中包含近 5 萬輛二行程

機車，將持續透過管制作為與補助措施促使高污染車輛汰換，實現低碳城

市規劃願景。 

110 年度除了行政院環保署補助之汰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方案，臺中

市亦配合編列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之加碼補助金額來提高民眾報廢老

舊機車、換購電動車輛意願，此外特別制定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機

車加碼補助方案，鼓勵市民持續汰除高污染車輛並優先選購電動機車，達

成汰除 6 萬 1,660 輛老舊機車目標。 

二、宣導及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 

110 年度採多元宣導模式，宣導單張採取小型廣告文宣形式，大幅增加

印製數量，並寄發予全市定檢站供其發放給有需求民眾，以達更大宣導效

能。宣導海報除了發放至全市定檢站、各公家單位、公有市場等處，另寄發

予本市各國小張貼於家長接送區，吸引學生與家長注意力，引導其留意自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1-6 

家車輛是否已屆汰換高齡，提高報廢意願。此外，另不定期發布新聞稿及

LINE 官方訊息、透過不同媒體進行宣導，並於每季辦理網站宣導抽獎，使

市民可從各管道知悉補助規定並順利申請補助、加速報廢老舊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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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主要敘述計畫辦理緣由與預計達成之計畫目標，再以計畫目標條列出應

完成之計畫工作項目及逐項說明，並評估計畫預期達成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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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與背景狀況概述 

2.1 臺中地理環境 

臺中市為臺灣人口排名第二大城市，也是臺灣第二大都會區「臺中彰化

臺中市為臺灣人口排名第二大城市，也是臺灣第二大都會區「臺中彰化都會區」

的核心都市，其地理位置位於臺灣西側中部，為中部唯一的直轄市。轄內共分

為 29 行政區（詳如圖 2.1-1 所示），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臺中市人口數為 281

萬 4,422 人，全市土地面績為 2,214.9 km2，占全臺灣地區面積 6.1%，人口密度

為 1,271 人/ km2。 

臺中市季節風明顯，夏季屬高溫潮濕偏南氣流，冬季則為乾冷之偏北氣

流；故每年雨季約在 3 月至 8 月間；4 月至 11 月亦屬溫暖之氣候型態。自 1991

至 2020 之氣候資料值顯示：臺中年平均降雨量為 1762.8 毫米，年雨量日數為

112.1 天，年平均氣溫為 23.7 度，年平均相對溼度為 74.5%。 

 

 

圖 2.1-1  臺中市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網站 https://www.taichung.gov.tw/8868/9945/10014/676413/post 

https://www.taichung.gov.tw/8868/9945/10014/676413/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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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區人口分布概況 

中市民政局統計臺中市各行政區人口數量如表 2.2-1 所示。依行政區域劃

分，人口密度最高行政區市中心為北區 2 萬 902 人/km2，屯區為大里區 7,347

人/km2，山線為潭子區 4,234 人/km2，海線為梧棲區 3,583 人/km2。 

臺中各行政區至今年 11 月人口成長數增加最多為北屯區，其中又以北屯

區廍子里及舊社里成長最多，推測是廍子里有許多已開發與未開發的新興重劃

區，如：東臨大坑風景區、北臨十四單元重劃區、西臨十三單元重劃區、南臨

太平新光重劃區等，及各項建設計畫陸續推動，周邊機能發展逐漸到位；而舊

社里包含捷運綠線北屯總站、舊社站及松竹站，其中松竹站為兩鐵共構，且捷

運總站附近有大型美式賣場搶先設點，加以許多建設案陸續完工，推測人口移

入主力應與新屋設籍及交通便捷性提高兩者有關。 

表 2.2-1  臺中市人口統計表（1/2） 

區域別 
區域面積 

（km²） 

人口數 

（人） 

人口密度 

（人/km²） 
地理區域 

中區 0.9 17,722 19,691 市區 

東區 9.3 75,587 8,128 市區 

南區 6.8 126,120 18,547 市區 

西區 5.7 112,948 19,815 市區 

北區 6.9 144,226 20,902 市區 

西屯區 39.8 230,957 5,803 市區 

南屯區 31.3 176,766 5,647 市區 

北屯區 62.7 290,423 4,632 市區 

太平區 120.7 195,563 1,620 屯區 

大里區 28.9 212,319 7,347 屯區 

霧峰區 98.1 64,652 659 屯區 

烏日區 43.4 77,129 1,777 屯區 

豐原區 41.2 164,866 4,002 山線 

后里區 58.9 53,985 917 山線 

石岡區 18.2 14,450 794 山線 

東勢區 117.4 48,449 413 山線 

新社區 68.9 23,677 344 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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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臺中市人口統計表（2/2） 

區域別 
區域面積 

（km²） 

人口數 

（人） 

人口密度 

（人/km²） 
地理區域 

潭子區 25.8 109,240 4,234 山線 

大雅區 32.4 95,519 2,948 山線 

神岡區 35.0 64,933 1,855 山線 

大肚區 37.0 56,513 1,527 海線 

沙鹿區 40.5 95,872 2,367 海線 

龍井區 38.0 77,986 2,052 海線 

梧棲區 16.6 59,484 3,583 海線 

清水區 64.2 88,444 1,378 海線 

大甲區 58.5 75,596 1,292 海線 

外埔區 42.4 31,580 745 海線 

大安區 27.4 18,525 676 海線 

和平區 1,037.8 10,891 10 山線 

總計 2,214.9 2,814,422 1,271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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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老舊機車現況與分析 

2.3.1 六都之老舊機車歷年情況比較 

一、臺中市機動車輛現況 

臺中市機動車輛數量龐大，依據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臺中市車輛成長

數由 100 年底至 110 年 11 月已成長 8.7%，自縣市合併後，機動車輛數幾乎

皆為逐年成長。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臺中市機動車輛登記總數為 291 萬

8,035 輛，各車種中以機車數量最為龐大，占機動車輛總數 61.1%達到 178

萬 2,717 輛，其次為小客車 97 萬 9,327 輛，約占 33.6%，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臺中市 100 年至 110 年 10 月機動車輛登記數 

單位：輛 

年度 總計 
車種 

大客車 大貨車 小客車 小貨車 特種車 機車 

100 2,684,874 2,830 23,971 796,970 111,476 5,225 1,744,402 

101 2,726,395 3,014 23,582 819,550 113,215 7,134 1,759,900 

102 2,669,109 3,241 23,538 842,075 114,705 7,158 1,678,392 

103 2,662,965 3,547 22,169 866,282 116,048 7,167 1,647,752 

104 2,693,465 3,697 22,398 891,966 117,408 7,118 1,650,878 

105 2,725,634 3,807 22,469 908,883 117,997 7,362 1,665,116 

106 2,766,307 3,717 22,261 926,625 118,828 7,512 1,687,364 

107 2,800,681 3,731 21,691 941,539 119,511 7,523 1,706,686 

108  2,835,886 3,524 21,126 953,063 120,312 7,617 1,730,244 

109 年 2,872,294 3,433 21,188 963,099 121,256 7,755 1,755,563 

110 年 11 月 2,918,035 3,368 21,621 979,327 122,971 8,031 1,782,717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統計期間為 100 年 1 月至 110 年 11 月底 

二、六都老舊機車汰除狀況比較 

110 年度，臺中市小客車數排名為全國第一，機車總數則為全國第三，

由於目前公眾運輸網仍在發展階段，市民交通仍以使用私人運具為主，因

此移動源所貢獻之空氣污染量不容小覷。行政院環保署自 109 年起將老舊

機車定義為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一至四期排放標準之機車，擴大鼓

勵老舊機車車主將車輛汰換為低污染車輛，達到污染排放減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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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移動污染源管制網統計數據，統計至 109 年底，

六都中老舊機車總數最多為新北市，設籍車輛數為 63 萬 25 輛，臺中市則

以 51 萬 6,703 輛排名六都第三（如表 2.3-2）。截至 110 年 11 月底，淘汰目

標達成率第一為桃園市的 97.4%，共淘汰 3 萬 5,994 輛老舊機車；淘汰目標

達成率第二則為新北市的 94.0%，淘汰數量 7 萬 645 輛。 

臺中市於 3 月公告 110 年加碼補助辦法，公告後老舊機車淘汰量平均每

月超過 4,000 輛，今年為提高電動二輪車普及率，減少空氣污染量，不再額

外加碼補助七期機車，可能讓習慣燃油機車之市民汰換意願降低，加以 5

月初本土疫情再度升溫、全國進入三級警戒，許多民眾收入受到嚴重影響

或生活型態改變因而減少出門頻率，故臺中市淘汰目標達成率不盡理想。

不只是被動等待民眾汰換，臺中市仍主動辦理宣導報廢獎勵計畫，提供報

廢每輛 200 元獎勵金來鼓勵機車業者協助宣導及報廢老舊機車、提供宣導

單張予定檢站宣導使用，再結合排氣定檢通知夾帶補助金額表、刊登雜誌

媒宣、發布新聞稿、辦理網站宣導暨抽獎活動等方式增加補助訊息之曝光

度，年底亦配合臺中購物節抽獎活動，以五倍券購車增加抽獎機會，提高

民眾購車意願，加速本市老舊機車汰換。 

表 2.3-2  六都 108 年至 110 年 11 月老舊機車淘汰狀況比較 

單位：輛 

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8 年總數 359,973 748,236 368,139 619,445 442,456 680,415 

109 年總數 304,721 630,025 309,734 516,703 368,392 569,549 

110 年 11 月總數 271,137 559,380 273,740 465,988 327,162 510,696 

110 年淘汰量總計 33,584 70,645 35,994 50,715 41,230 58,853 

110 年淘汰率（%） 11.0 11.2 11.6 9.8 11.2 10.3 

110 年淘汰目標數 36,364 75,183 36,962 61,660 43,962 67,966 

110 年淘汰 

目標達成率（%） 
92.4 94.0 97.4 82.2 93.8 86.6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移動污染源管制網，統計期間至 110 年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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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臺中市各行政區域烏賊車檢舉數量統計與歷年差異 

一、臺中市各行政區老舊機車狀況 

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臺中市各行政區的老舊機車數量與各區面積，計算

目前各行政區內老舊機車之密度，如表 2.3-3 所示。北屯區為老舊機車設籍

數量最多的行政區，占全臺中總車籍數的 9.9%，大里區則為設籍數第二多

的行政區，占總車籍數的 7.7%；以各區老舊機車設籍數量與密度評估，北

屯區、大里區、西屯區、太平區、豐原區與北區均可列為重點宣導及管制

區域。 

表 2.3-3  110 年臺中市 29 個行政區老舊機車車輛數及密度 

行政區 
車輛數 

（輛） 

占比 

（%） 

密度 

（輛/km2） 
行政區 

車輛數 

（輛） 

占比 

（%） 

密度 

（輛/km2） 

中區  3,422  0.7 3,887.3 神岡區  11,396 2.5 325.2 

東區  14,541  3.1 1,566.0 潭子區  19,701 4.2 762.1 

南區  21,792  4.7 3,200.0 大雅區  14,458 3.1 446.1 

西區  19,243  4.1 3,373.5 新社區  4,354 0.9 63.2 

北區  27,036  5.8 3,897.0 石岡區  2,610 0.6 143.3 

西屯區  34,971  7.5 877.6 外埔區  4,904 1.1 115.6 

南屯區  24,976  5.4 799.0 大安區  2,847 0.6 103.9 

北屯區  46,213  9.9 737.0 烏日區  11,589 2.5 267.0 

豐原區  31,390  6.7 762.2 大肚區  9,119 2.0 246.4 

東勢區  10,445  2.2 89.0 龍井區  11,639 2.5 306.0 

大甲區  11,636  2.5 198.8 霧峰區  10,980 2.4 112.0 

清水區  12,942  2.8 201.7 太平區  34,782 7.5 288.1 

沙鹿區  13,907  3.0 343.7 大里區  35,835 7.7 1241.0 

梧棲區  8,229  1.8 495.6 和平區  2,090 0.4 2.0 

后里區  8,941  1.9 151.7 總計 465,988 100 — 

資料來源：本計畫工作團隊自行篩選老舊機車車籍數，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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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團隊若利用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統計之 109年及 110年臺中市

各行政區人口數與設籍於各行政區老舊機車數量，計算各行政區平均每人

擁有的老舊機車數，由表 2.3-4 可看出，110 年各區域平均每人擁有老舊機

車數都少於 109 年所統計數量，顯示各區域老舊機車都有減少的趨勢。另

比較 109 年及 110 年各區域平均每人擁有的老舊機車數減少量，減少量最大

的行程區為潭子區與豐原區，每人平均擁有老舊機車數量減少 0.021 輛，減

少量最少之區域為中區 0.014 輛。 

表 2.3-4  各行政區每人平均擁有老舊機車數 

單位：輛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減少情形 行政區 109 年 110 年 減少情形 

中區  0.207  0.193 0.014  神岡區  0.195  0.176 0.019  

東區  0.212  0.192 0.020  潭子區  0.201  0.180 0.021  

南區  0.191  0.173 0.018  大雅區  0.169  0.151 0.018  

西區  0.186  0.170 0.016  新社區  0.198  0.184 0.014  

北區  0.205  0.187 0.018  石岡區  0.200  0.181 0.019  

西屯區  0.166  0.151 0.015  外埔區  0.173  0.155 0.018  

南屯區  0.156  0.141 0.015  大安區  0.171  0.154 0.017  

北屯區  0.176  0.159 0.017  烏日區  0.167  0.150 0.017  

豐原區  0.211  0.190 0.021  大肚區  0.180  0.161 0.019  

東勢區  0.236  0.216 0.020  龍井區  0.167  0.149 0.018  

大甲區  0.173  0.154 0.019  霧峰區  0.187  0.170 0.017  

清水區  0.164  0.146 0.018  太平區  0.198  0.178 0.020  

沙鹿區  0.163  0.145 0.018  大里區  0.187  0.169 0.018  

梧棲區  0.155  0.138 0.017  和平區  0.207  0.192 0.015  

后里區  0.183  0.166 0.017   

資料來源：本計畫工作團隊自行篩選老舊機車車籍數，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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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老舊機車歷年烏賊車檢舉情形 

自 102 年 11 月 1 日環保署修正「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

勵辦法」第六條，若檢舉案件經查證已於通知檢驗或改善期限內者，各級

主管機關得併案處理。即，若被檢舉之車號已由其他檢舉人檢舉，烏賊車

系統會自動合併被重複檢舉之案件，致使得檢舉人檢舉烏賊車意願降低，

機車檢舉案件數量亦於 102 年之後大幅度減少，並於 103 年起逐年遞減。除

民眾檢舉外，臺中市更進一步利用雲端車牌辨識系統、路邊攔檢、烏賊車

檢舉獎勵、煙度大於 30%車輛加驗粒狀污染物等管制措施，並在寄發檢驗

通知時加入當年的補助資訊，主動提高補助資訊的曝光率，促使老舊機車

車主汰換舊車的意願，以管制層面與補助政策並行之方式期以減少老舊機

車。 

利用烏賊車檢舉系統資料庫，統計機車 100 年至 110 年 11 月被總檢舉

之總案件數如圖 2.3-1 所示，顯示老舊機車被檢舉數例年皆佔總檢舉數 96%

以上。被檢舉的烏賊車大部分為老舊機車，可能因使用人保養不良或無合

適的替換耗材，使內部濾網、空氣濾清器等零件耗損而無法有效減少產生

之污染物。若能更進一步提高老舊機車之車主汰換意願，對於空氣品質應

能有所提升。 

 

圖 2.3-1  臺中市歷年老舊機車檢舉數量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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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老舊機車重點宣導汰換區域 

依各區 109 年及 110 年老舊機車數量可計算出各區淘汰率，並依淘汰率

排出前十名行政區，如圖 2.3-2 所示。110 年度老舊機車數量最高的行政區

為北屯區、大里區、西屯區與太平區，設籍於上述轄區內的老舊機車輛數

均超過 3 萬 4,000 輛，其中又以北屯區的 4 萬 6,213 輛數為最；淘汰率前十

名的行政區卻分別為大甲區、大安區、外埔區、石岡區、大雅區、神岡區、

大肚區、龍井區、清水區與豐原區。對比設籍數量多的行政區，均沒有較

優異的淘汰率，未來可針對老舊機車車輛設籍數最多之行政區域加強路邊

攔檢，其他相關宣導活動亦可於此類行政區優先辦理，宣導單張的張貼數

量，來提高補助訊息與相關議題的曝光度，增加老舊機車車主的汰換意願。 

 

圖 2.3-2  110 年老舊機車淘汰率前 10 名行政區 

2.3.3 老舊機車管制法規之六都比較 

中央政府持續在空氣污染防制法上修正調整，制定更嚴謹的制度來

管控污染源，維護國人健康。109 年 5 月，行政院擬定之「空氣污染防治

方案」（109 年至 112 年），訂定各項污染源管制措施及排放標準，修正方

向包含移動污染源燃料成分管制、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及

機車汰舊補助辦法等，加強對移動污染源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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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地地方政府以「空氣污染防制方案」為基礎修正地方自治

條例，加強各項污染源管制。在機車汰舊補助方面，各縣市地方政府亦配

合施政願景進行加碼補助，提升民眾換購或新購低污染車輛意願。 

因應 5 月起新冠肺炎疫情相關警戒措施，每年定期車輛排氣檢驗規

定亦有所調整，如環保署定調延長定檢時間，避免民眾為此外出或群聚，

各地方政府針對特定車輛檢驗也致力於開發智慧化排氣檢驗線上系統，方

便民眾在防疫期間也能快速、安全的檢測，兼顧空品與疫情管制。 

一、六都車輛管制法規比較 

以下探討國內六都車輛管制方法，如表 2.3-5 所示，雖然六都管制的方

式不同，但方向一致，皆期望透過車輛管制改善空氣品質，以宜居低碳城

市為目標努力。車輛管制策略粗略可分為「補助、管制、取締」這三個面

向，而六都各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推出適合當地的車輛管制措施，加速改

善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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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方法（1/4） 

縣市 條例名稱 管制方法 執行方法 

臺 

北 

市 

空氣污染

防制法 

管制高污

染交通工

具 

 導入智慧型科技執法利器「環保車輛辨識系

統」，藉由自動拍攝、智慧比對及電子化統整等，

提醒行經臺北市的機車車主儘速實施年度定期

排氣檢測。 

 110 年 1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劃設第一期空氣品質

維護區，未取得有效期限內之優級（或同等級）

以上自主管理標章之柴油大客車、柴油大貨車、

柴油小貨車，以及未完成年度定期檢驗之燃油機

車，皆禁止進入維護區。 

 推廣臺北市 LINE@官方帳號「定檢好康愛報

報」，每年皆可收到電子定檢通知，提醒車主按

時完成機車排氣檢驗之義務。還可查詢定檢結果

及申請汰舊補助等功能。 

 劃定「低污染排放示範區」，針對未定檢機車或

高污染車輛加強取締。 

 111 年 1 月 1 日起公告實施劃設第二期空品維護

區，對於北市柴油車的管制對象，將由柴油大客

車擴大到柴油貨運及垃圾清運的車輛，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未符合管制規定之車輛行駛於空品

維護區者將先予稽查勸導；自 4 月 1 日起，違規

車輛將直接取締告發。 

 因應 2050 年淨零排碳及鼓勵電動運具，臺北市

政府推出「振興加碼 電動熊讚」方案，無論換

購或新購電動機車，均再加碼補助 8,000 元，且

不限使用振興五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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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方法（2/4） 

縣市 條例名稱 管制方法 執行方法 

新 

北 

市 

空氣污染 

防制法 

增設空氣 

品質維護

區 

 劃設臺北港為新北市第一處空氣品質維護區，也

是全國第一個劃設之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進出

入臺北港之一、二期柴油車，如未取得一年內排

煙檢驗合格紀錄，將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

處車輛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最高 6 萬元罰鍰，

並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於 6 處空品淨區架設 12 座車牌辨識系統及感測

器，未完成年度排氣定檢者直接開罰。 

 透過新北里環境認證計畫，由里長及義工協助宣

導二行程機車汰舊及機車定檢政策，藉由在地深

入訪查高污染車輛使用狀況。 

 「新北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

勵辦法」，鼓勵民眾檢舉有污染之虞之車輛，維

護空氣品質。 

 新北市聯營公車業者所轄各路線公車應全數到

檢。 

 推動汰換 1~3 期柴油車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推出「電動機車好康再加碼」方案振興經濟，配

合已公告的補助計畫相關規定，使用五倍券或新

北加倍券購買電動機車，再加碼補助 8 千元。 

桃 

園 

市 

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

治條例 

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

色城市低

碳運具設

施補助計

畫 

 舉辦「空氣污染防制績優廠商聯合頒獎典禮」，

表揚包含「空氣污染物減量優良廠商」、「配合空

品不良減量廠商」、「優良機車排氣檢驗站」、「廢

棄二行程機車查報績優單位」、「授權認證保養廠

優良廠家」及「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績優單位」。 

 指定特定路段、區域或時段，限制行人徒步或排

氣污染物量低於一定濃度之車輛。 

 市府環保局、警察局、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跨機關

整合查報占用道路之廢棄機車。 

 首創柴油車智慧檢驗系統，強化柴油車智慧 E 化

管理，自動辨識車號匯入檢驗系統，即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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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方法（3/4） 

縣市 條例名稱 管制方法 執行方法 

桃 

園 

市 

桃園市發

展低碳綠

色城市自

治條例 

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

市低碳運具

設施補助計

畫 

即列印檢驗測試結果，有效縮短檢測時間，大

幅提升檢測率。 

 為配合五倍券上路，並增加低污染運具數量及

提升空氣品質，用五倍劵購買電動機車，再加

碼 7,000 元。 

 打造全國首座機場空氣品質維護區，於 111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期藉由管制柴油車來提升桃

園市空氣品質，藉由智慧車牌辨識系統、路邊

攔檢等稽查手段進行管制。 

臺 

中 

市 

臺中市發

展低碳城

市自治條

例 

提升機車定

檢率 

高額加碼補

助 

 首創「機車排氣檢驗人員 E-learning」系統，線

上遠距教育訓練機車排氣檢驗站人員。 

 通過「臺中市檢舉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案件獎

勵辦法」與「臺中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

物檢舉及獎勵辦法」，民眾透過書面、網路或電

子郵件即可檢舉烏賊車。 

 加碼老舊機車汰換電動機車補助，提供老舊機

車汰換電動二輪車及新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

提升民眾使用低污染車輛意願。 

 自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得公告指定區

域內禁止行駛高污染車輛。 

 首創車牌影像自動辨識系統結合人工智慧，判

讀道路上排煙機車，若經複審判定超過標準將

寄發公文通知檢驗，以管制高污染排放機車。 

 結合四大機車公（工）會、415 站機車排氣檢驗

站共同推廣機車排氣定檢，提升定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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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方法（4/4） 

縣市 條例名稱 管制方法 執行方法 

臺 

南 

市 

臺南市 

低碳城市 

自治條例 

補助與加強

稽查自然淘

汰老舊機車

及推動綠色

運輸 

 加強列管逾期未定檢機車，持續以雙掛號寄出

限期改善公文，車主接獲公文後若未改善，最

重處 3,000 元罰鍰更會註銷車籍。 

 設置定檢站檢驗人員線上學習 E 化系統，透過

數位課程，針對定檢站評鑑各項指標及移動污

染源未來管制加以說明，藉此提升定檢服務品

質與專業檢測能力。 

 設置低碳車輛停車格或低碳車輛充電系統，促

進低碳車輛使用。 

 推動特定區域車輛管制，加強攔查進出特定區

域之柴油車，須取得排煙自主管理標章。 

 市區公共運輸車輛若超過一定年限，將逐年汰

換為一定比例之低碳車輛。 

 111 年 1 月起將在「奇美博物館及臺南都會公

園」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進入的車輛。 

高 

雄 

市 

高雄市 

環境維護

管理自治

條例 

加強路邊取

締提升定檢

率 

 污染熱點加強目測判煙，針對柴油車出入重點

路段進行路邊稽查，並同時首創行動檢測站，

深入大型停車場檢測。 

 規劃 4 處空氣品質維護區，包含澄清湖風景

區、壽山動物園、駁二藝術特區及高雄港區。

進出入之大型柴油車及機車進出應符合排放標

準。 

 於民眾檢舉較高路段加強機車路邊稽查取締，

並經常性辦理機車排氣檢測調修宣導活動。 

 加強老舊二行程機車汰換，並提供淘汰二行程

機車與換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方案。 

 環保局定期派檢驗車至未設檢驗站的田寮、杉

林、茂林、內門、桃源、那瑪夏區，提供當地

民眾免費檢驗服務。 

 鼓勵民眾檢舉高污染車輛，特訂定「使用中汽

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 

 2 年內預計汰換燃油公車 100 輛，將投入 3 千萬

元，加速汰換燃油公車為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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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團隊另彙整六都民眾對於高污染車輛管制策略之正反意見，

以作為後續擬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受到疫情影響，車輛管制政策非民

眾關注焦點，故截至 110 年 10 月底，相關政策之理性討論內容較少，輿情

彙整如表 2.3-6 所示。 

表 2.3-6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策略之輿情蒐集（1/2） 

縣

市 

管制策略之民眾意見 

正面意見 反面意見 

臺

北

市 

1. 支持盡快淘汰老舊機車。 

2. 支持政府的綠能和電動車政策才是

國家正道。 

1. 空污不是禁二行程機車就能解決。 

2. 請重視機車問題，不要只是想著限縮

機車權益。 

新

北

市 

1. 過年空氣突然變好了，幾乎都是綠燈

居多，天空放晴而不是霧濛濛的。 

2. 空污要改善範圍實在太大，如果真要

改善勢必要犧牲經濟還有新增設備

或汰換。 

1. 固定污染源能改的真的不多，而且餐

廳排放油煙與寺廟紙錢集中焚燒以

及農田禁燒稻草也嚴格實施，反觀移

動污染源真的沒有任何改善。 

2. 要請私人企業更換二三期以下柴油

車，沒有足夠誘因是不會汰換或者加

裝設備的。 

3. 補助買車，嫌台灣車不夠多嗎？補助

報廢才是正確。 

桃

園

市 

1. 有的二行程或貨車開到整條馬路都

煙還在開，是該強制淘汰才對。 

2. 舊的柴油車，綠燈起步就噴一堆黑

煙，裡面是滿滿的碳微粒...汰舊換新

是好事，不會再被噴的滿臉。 

1. 電動機車那麼貴，充電又不方便，廢

電池回收也沒處理方案。 

2. 不合理的換電合約與天價的維修費

用，才是電動機車滯銷的根本，政府

補助只是在阻礙車商改革腳步。 

3. 電動機車價格不親民、維修不方便、

充電站不普遍、充電方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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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六都高污染車輛管制策略之輿情蒐集（2/2） 

縣

市 

管制策略之民眾意見 

正面意見 反面意見 

臺

中

市 

1. 雙十公車對沒有交通工具來移動的

我來說是最大優惠政策，省錢又響應

環保。 

2. 任何會污染的都要強制降低，不然秋

冬中部地區很可憐。 

1. 二行程也好四行程也好，甚至汽車也

好，全部都改成電動車，就目前的供

電來源我想很清楚是火力發電廠，這

樣空氣真的會變好嗎？ 

2. 臺中空污嚴重最大問題在於火力發

電廠，別再拿市井小民的代步車開刀

了。 

臺

南

市 

1. 由於二行程機車因引擎設計，容易因

燃燒不完全而產生青白煙，造成空氣

污染，對空氣污染的防制影響相當

大，有必要再加速淘汰。 

1. 把二行程機車趕盡殺絕，工業區的污

染不聞不問。 

2. 請一視同仁 不要只抓特定族群（二

行程機車）。 

高

雄

市 

1. 支持加速淘汰噴黑煙的老舊機車和

柴油車。 

2. 支持高污染車輛加強嚴格取締。 

1. 機車汰換補助金額太低，要換早換

了。少了二行程，天空有變藍嗎？ 

2. 讓人民樂於搭乘便捷的公共交通工

具，進而減少購買使用汽機車的需求

量，才能真正減少汽機車之廢氣排放

量，而不是迫使已經日子難過的人民

去貸款購買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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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申請淘汰及汰購補助之老舊機車背景資料分析 

110 年度案件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開放受理，本節針對 110 年度至 11

月底申請案件進行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之車輛狀況分析，比較其老舊機

車車輛之廠牌、車齡、設籍行政區、排氣檢驗以及報廢前是否曾遭檢舉為

烏賊車、申請人戶籍等，進而瞭解申請補助之老舊機車背景，作為擬定未

來政策參考依據。本計畫工作團隊以 110 年度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與淘汰

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案件中符合規定的案件為分析樣本，樣本數總計

為 2 萬 4,216 件，相關分析如下說明。 

一、淘汰老舊機車之廠牌 

由圖 2.3-3 所示，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報廢的老舊機車廠牌以燃油機

車三大龍頭的比例為最高，其中一般民眾報廢老舊機車數量最多的廠牌為

三陽，占比近 39.8%，中低收入戶則為光陽，占比達 36.5%。 

 

圖 2.3-3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淘汰老舊機車之廠牌比例圖 

二、老舊機車之車齡 

依車齡背景分析可得知，一般民眾和中低收入戶報廢的老舊機車車齡主

要皆落在 11~20 年之間，兩者車齡相差不大。燃油機車在一般使用情況下，

車齡 11 至 20 年通常皆能正常使用，推測是為了把握補助方案而提早汰換，

車齡為 20 年以上者，則可能是車輛已不堪使用才會辦理報廢，如圖 2.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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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淘汰老舊機車之車齡分布圖 

三、老舊機車之設籍行政區 

本計畫工作團隊統計申請補助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老舊機車車籍資

料，依各區設籍數排出前十名行政區，如圖 2.3-5 所示，兩者淘汰之老舊機

車設籍區域重疊率高。行政院環保署自 109 年起變更補助辦法規定，中華

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後，須向新購機車車籍地或新購電（輔）自行車車主戶

籍地提出申請，因此老舊機車設籍外縣市之案件占比較往年高出許多。 

一般民眾老舊機車設籍數前五名的行政區依序為北屯區、大里區、豐原

區、太平區、西屯區，中低收入戶老舊機車設籍數前五名的行政區則分別

為北屯區、北區、太平區、大里區、西屯區，由此也可歸納出除了這些行

政區申請補助的比例較高、較易獲得補助資訊。 

 

圖 2.3-5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老舊機車前 10 名設籍行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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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舊機車之排氣檢驗情況 

將一般民眾與中低收入戶報廢之老舊機車最新檢驗資料進行比較，110

年 4 月至 6 月底，一般民眾之老舊機車排氣檢驗合格比例與中低收入戶差

異不大，一般民眾排氣定檢不合格率高於中低收入戶，但整體來看，檢驗

合格車輛皆占 86.6%以上，顯見並非無法維修保養或擔心受烏賊車檢舉才進

行報廢，如圖 2.3-6 所示。 

 

圖 2.3-6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淘汰老舊機車之排氣檢驗結果比例圖 

五、淘汰之老舊機車是否曾被檢舉為烏賊車 

前一段探究申請補助之老舊機車排氣檢驗狀況，本計畫工作團隊亦統計

案件中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老舊機車被檢舉為烏賊車比例，調查結果彙

整如圖 2.3-7。如圖所示，一般民眾車輛曾被檢舉之比例為 2.6%，中低收入

戶則為 8%，可推測民眾之所以選擇把老舊機車淘汰，應是剛好有換購需求

才辨理報廢而非害怕被檢舉或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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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老舊機車報廢前被檢舉烏賊車比例 

六、申請人設籍之戶籍行政區 

統計申請補助之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申請人戶籍資料，依各區設籍數

排出前十名行政區，如圖 2.3-8 所示。一般民眾申請人戶籍設籍數前五名的

行政區依序為北屯區、豐原區、大里區、太平區、西屯區，中低收入戶申

請人戶籍設籍數前五名的行政區則分別為北屯區、豐原區、東區、北區、

南區，大致與老舊機車設籍數高之行政區吻合。 

 

圖 2.3-8  一般民眾及中低收入戶申請人設籍之戶籍前 10 名行政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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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低污染車輛現況與分析 

2.4.1 電動機車歷年數量統計 

機車為我國人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具有機動性高以及便利等特

性，使得機車數量維持連年成長。近年來，電動二輪車相關產業不斷成長

與精進技術發展，加上政府提倡同時以補助政策支持，民眾逐漸願意在報

廢機車後優先選購電動二輪車代步，讓電動機車數量呈現逐年快速成長。

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4 年 7 月 20 日公告「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

動二輪車補助辦法」後，電動機車數量便開始向上攀升，尤其 109 年起擴

大補助民國 96 年 6 月之前出廠之老舊機車汰換，更有效帶動電動機車數

量增長。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交通部統計資料，統計全國電動車車輛設籍

數如表 2.4-1 所示，至 110 年 11 月底止，全國電動機車總數為 53 萬 2,933

輛（相較 109 年 45 萬 5,764 輛增加 7 萬 7,169 輛，成長約 16.9%），其中以

新北市 8 萬 0,999 輛、占比 15.2%為最多，其次為桃園市 8 萬 0,372 輛、占

比 15.1%，臺中市則排名第三，數量為 7 萬 2,731 輛、占比 13.6%。 

臺中市為提高全市電動車輛比例，致力建置電動車輛友善使用環境，

於 109 年 1 月公告「109 年度臺中市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置補助計畫」，每

站最高可補助 1 萬元，另配合市長政見，請各公務機關至少設立 1 站電動

機車充電站，並盤點所轄場所提供可設置換電站之場域，由環保局媒合業

者設置。根據環保局充電站普查資料顯示，至 110 年 11 月底止，臺中市

電動二輪車充電站已達 757 站；而電池交換站分別為 GOGORO 睿能 324

站以及 KYMCO 光陽 158 站，共計 482 站。 

睿能電池交換站壓倒性的建置數量能大幅提升消費者換電便利性，

此建置成果亦反映在銷售數量上，睿能因而站穩電動機車銷量龍頭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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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全國電動機車設籍情況統計表 

項

次 
縣市 

107 年 

設籍數

（輛） 

108 年 

設籍數

（輛） 

109 年 

設籍數

（輛） 

110 年 11 月 

設籍數（輛） 

全國 

占比 

（%） 

107 年迄 

110 年 11 月 

成長數（輛） 

107 年迄 

110 年 11 月 

成長率（%） 

1 新北市 28,184 48,006 66,250 80,999 15.2 52,815 187.4 

2 臺北市 19,689 39,927 49,199 59,667 11.2 39,978 203.0 

3 桃園市 38,720 69,833 75,892 80,372 15.1 41,652 107.6 

4 臺中市 23,060 43,649 60,383 72,731 13.6 49,671 215.4 

5 臺南市 15,607 34,777 43,941 49,820 9.3 34,213 219.2 

6 高雄市 27,110 46,610 60,665 72,636 13.6 45,526 167.9 

7 宜蘭縣 1,459 4,573 5,770 6,693 1.3 5,234 358.7 

8 新竹縣 2,138 6,296 8,813 10,653 2.0 8,515 398.3 

9 苗栗縣 1,411 2,478 3,798 4,972 0.9 3,561 252.4 

10 彰化縣 4,876 10,527 14,069 16,945 3.2 12,069 247.5 

11 南投縣 1,760 3,827 5,105 6,757 1.3 4,997 283.9 

12 雲林縣 4,294 9,063 10,429 11,113 2.1 6,819 158.8 

13 嘉義縣 1,746 3,729 4,443 5,062 0.9 3,316 189.9 

14 屏東縣 7,025 12,824 15,779 17,331 3.3 10,306 146.7 

15 臺東縣 1,794 2,394 3,140 3,777 0.7 1,983 110.5 

16 花蓮縣 4,010 4,696 5,910 6,965 1.3 2,955 73.7 

17 澎湖縣 3,363 3,309 3,497 3,491 0.7 128 3.8 

18 基隆市 916 1,667 2,963 3,905 0.7 2,989 326.3 

19 新竹市 3,188 5,721 8,200 10,509 2.0 7,321 229.6 

20 嘉義市 2,525 3,887 5,025 5,841 1.1 3,316 131.3 

21 金門縣 1,642 2,013 2,354 2,545 0.5 903 55.0 

22 連江縣 116 128 139 149 0.0 33 28.4 

總計 194,633 194,633 359,934 455,764 532,933 100.0 338,300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全國電動機車車輛登記數，統計至 110 年 11 月底，

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https://stat.motc.gov.tw/mocdb/stmain.jsp?sy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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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電動機車趨勢分析 

近年來，各車廠積極發展電動車產業，不斷精進續航力和電池效能

及研發新車款，使得民眾選用電動機車意願大幅提升。以 110 年民眾申請

的新購電動機車與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案件來看，電動機車最受消費者

青睞的廠牌仍以大廠牌為主，分別為睿能、宏佳騰、山葉、中華及光陽等，

且睿能仍為目前市占率第一，申請案件量遙遙領先其他廠牌，如圖 2.4-1

所示。 

 

圖 2.4-1  110 年補助案件申請人購車廠牌比例圖 

睿能結合宏佳騰、山葉、PGO 組成 PBGN（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動機車聯盟，共同使用 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交換平台，於 109

年底再加入長期耕耘電動機車的中華，讓消費者在電動機車選擇上更多元、

換電也更便利。從銷量前幾名皆為 PBGN 聯盟車款來看，可得知民眾對於

電動車輛充電便利性非常在乎，期待能像燃油機車一樣可用最短時間蓄滿

能源再出發。 

本計畫另歸類補助申請各類型電動機車購買比例，如圖 2.4-2 所示，

由於重型電動機車機動性高、最高行駛極速與燃油機車差不多，因此為民

眾購買電動機車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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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110 年補助案件購車類別比例圖 

統計 110 年至 11 月底電動機車總申請案件數為 10,039 件，與 109 年

相比，輕型及小型輕型月均成長率分別衰退 30.0%及 16.5%，近年各家廠

商皆推出平價車款，購買馬力大及續航力久的重型電動機車成為民眾首選，

故重型電動機車申請量相較 109 年成長 9.8%；今年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導致消費者購車意願不如往年，但因環保署換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逐

年遞減，年底申請案件增加，且各家車廠配合振興五倍券推出優惠加強市

場買氣，整體 110 年月均成長率相較於 109 年成長 2.0%，詳如表 2.4-2。 

表 2.4-2  臺中市 109 年與 110 年補助申請案件量比較表 

年度 
109 年 

（件） 

109 年 

月均申請量 

（件） 

110 年至 11 月 

（件） 

110 年 

月均申請量 

（件） 

月均 

成長率（%） 

重型 12,412 1128.4 8,673 1,239.0 9.8 

輕型 2,965 269.5 1,321 188.7 -30.0 

小型輕型 85 7.7 45 6.4 -16.5 

總計 15,462 1405.6 10,039 1,434.1 2.0 

註：月均申請量=年度總案件量/年度收件起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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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工作團隊比較 109年及 110年各大廠牌申請補助案件量最多之

重型車款，依據其款式、價錢、性能、充電方式、車款特色、月租費用等

項目進行比較，根據 109 年與 110 年熱賣車款，平價車款為今年趨勢，入

手門檻更低，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如表 2.4-3 所示。 

表 2.4-3  臺中市申請案件熱門重型電動機車型號比較 

廠牌 睿能 宏佳騰 山葉 中華 光陽 

年度 
109 

年 

110 

年 

109 

年 

110 

年 

109 

年 

110 

年 

109 

年 

110 

年 
110 年 

申請量

排名 
1 2 4 3 3 4 5 

熱銷 

型號 
GB6RL GJ6C2 AE0338T 

EHG 

050  

EHG 

050A 
MJ4P1 EA25AA 

價格

（元） 
83,980 69,980 84,800 99,800 107,800 67,800 88800 

性

能

表

現 

功

率 

最大 

6.4kW 

最大 

6.0 kW 

最大 

6.4kW 
6.4kW 6.0 kW 7.2kW 

續

航 

170 

公里 

150 

公里 

170 

公里 

170 

公里 
155 公里 

特色 

車 身 高

度 調 降

並 採 用

省 力 駐

車架 

軸 距 短

且 車 身

輕，符合

日 常 代

步用 

搭載自主研

發系統，透過

連網服務導

航及路線規

劃等功能 

外型由日本山葉

設計，更符合人

體工學，乘車更

加舒適，110 年

新增 ABS 版 

智慧定速巡航

維 持 相 同 速

度，節電省力，

3 度電可騎乘

60 公里 

加速至 50km 只需

3.7 秒， 極速可達

92km，具優越性能

極流暢駕車體驗 

能源 

方案 
換電 充電 換電+充電 

月租費 

●自由省：299 元至 1199 元，可享電池折抵金 87.0

至 1304.3 安時，超過每安時 2.3 元計算，電池折抵

金可遞延抵扣。 

 

●騎到飽：1199 元不限騎乘里程數。 

●月租 599、799

及 999 元，799

元送充電 100

分鐘，999 元送

充 電 400 分

鐘，超級充電站

每分 3 元，快速

充電站每分 1

元 

● 換 電 版 - 月 租

299、499 及 799 方

案，並 1 安時收取

2.3 元至 1.7 元費用 

●充電版-月租 399

及 699 方案，分別

可以騎乘 5 千及 1

萬公里，超過 1 公

里收取 1.2 元 

※光陽 109 年未推出重型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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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能於 2018 年宣布與各家機車大廠成立 PBGN 聯盟（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至 2021 年為止，包括山葉、宏佳騰、摩特動力、台鈴

及中華電動加入生產換電式的車款。由睿能授權 Gogoro 電控系統、智慧

電池及電池交換系統，共同研發及生產車輛，使其他廠商減少研發時間，

快速推出新車款，讓消費者有更多車款可選擇，並讓換電方式成為市場

上的主流；睿能依舊維持電動機車龍頭的地位，除了持續更新高性能的

Gogoro 1、2、3 產品線外，更推出了平價親民的 VIVA 系列，持續搶攻市

占率；宏佳騰智慧電車因Ai-1系列成功搶占電動機車市場第2名的寶座，

趁勝推出 Ai-3 系列，輕巧車身及多彩時尚的造型，深受女性消費者喜愛，

2021 第四季則推出首款三輪商務智慧電車 Ai-2 系列，主打穩重靈活的操

作及寬大的後置車架，且所有車款皆搭載自行研發的 Croxera 智慧儀表，

透過手機網路即可達到導航、路線規劃、尋找車輛等更多功能；山葉 EC-05

系列雖與睿能共同研發，但在外型設計上則由日本山葉設計，是一部臺

日混血的電動機車，因此一推出就受到許多注目；摩特動力 Ur1 系列則

以復古外型成為焦點，並相容 Gogoro 擴充配件，打造專屬獨一無二的電

動機車；台鈴 eReady Run 則主打專業動力調教，提供更舒適及安全的乘

車體驗；中華電動機車除了維持以充電方式，讓民眾可以在家充電，建

置更多快速充電站外，於 2021 年推出該品牌首款換電式輕型機車 EZ1。 

光陽則採用充電換電並行策略，各門市積極建置換電站外，並首創

懸掛式換電站，體積大幅縮小，一般狹小巷弄、騎樓皆可設置，截止目

前已建置 600 多處換電站，2021 年並推出首款重型機車 S7 及 S7R 系列，

並提供充電版及換電版車款，加速 0-50km只要 3.5秒，最高速達到 95km，

續航力最多可達 155km，馬力及續航力皆較先前車款提升不少。 

受惠於睿能Gogoro Network智慧電池交換平臺，不僅較為省時便利、

且換電站數量全國最多，因此目前換電方式為主流；PBGN 聯盟雖以在

Gogoro 的基礎進行研發，但外型及軟硬體部分也極力做到產品差異化；

光陽作為全臺最大燃油機車廠商，於 2018 年推出 iONEX 1.0，至今已升

級至 iONEX 3.0，特色不僅是充電及換電的雙軌並行，除了提供消費者充

電器再家自行充電，近年來也積極設置換電站。電動機車市場從睿能的

一枝獨秀到現在百花齊放，不僅提供市場更多元的選擇，更積極建置友

善電動機車的發展環境，朝向淨零碳排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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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七期機車趨勢分析 

以 110 年度截至 11 月底的補助案件數量來看，臺中市即使未提供換

購七期機車加碼補助，民眾換購車款仍以燃油機車為最大宗，依據案件購

買車款廠牌進行統計，民眾購車廠牌數量最多是三陽，其數量占總案件比

例 41.6%，其次為光陽 31.0%，如圖 2.4-3 所示。 

 

圖 2.4-3  110 年換購七期機車補助案件購車廠牌比例圖 

另外，本計畫工作團隊彙整補助案件中各大廠牌申請數量最多的七

期燃油機車型號資料，依款式、價錢、車體規格、排氣量、煞車系統、能

源效率、維修據點等民眾較關心項目進行比較，各家規格、價錢及油耗表

現相差不多，比較有趣的是女性似乎為消費主力，各家熱門車款大多為適

合女性使用車款，結果詳如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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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臺中市換購七期燃油機車熱門車款比較表 

年度 109 年 110 年 109 年 110 年 109 年 110 年 

廠牌 三陽 光陽 山葉 

銷售名稱 WOO 115 NICE 100 AXIS Z JOG 125 

型號 HJ11U1 SN20PD LTS125C LSA125 

價格 59,000 元 58,000 元 69,000 元 63,000 元 

車體 

規格 

車重 99.0 kg 94 kg 100 kg 95 kg 

車長 174.8 cm 170.5 cm 179 cm 174 cm 

車寬 65.2 cm 64 cm 68.5 cm 67.5 cm 

車高 106.2 cm 123.5 cm 114.5 cm 108 cm 

排氣量 115.6 cm3 101.7 cm3 125 cm3 125 cm3 

煞車 

系統 

前煞車 鼓式煞車 鼓式煞車 碟式煞車 鼓式煞車 

後煞車 鼓式煞車 鼓式煞車 鼓式煞車 鼓式煞車 

能源 

效率 

耗油值 54.8 km/L 50.6 km/L 56.5 km/L 57.6 km/L 

年耗油量 82 L 89 L 80 L 78 L 

能源效率

等級 
1 級 2 級 1 級 1 級 

維修據點 各大經銷商 

特色 

主打零後仰懸吊

系統，更輕更省

油，線條可愛，銷

售對象以女性為

主 

專為女性設計，省

油、輕巧、好駐

車，加長腳踏板供

採購置物並有大

容量置物箱 

降低啟動噪

音與震動，

加長加厚椅

墊，提高支

撐性與舒適

性，外型中

性不拘性別 

輕 巧 易 操

作，車身高

度降低，適

合不同身高

的人使用，

色系選擇多

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工作團隊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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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低污染車輛推廣成效 

一、二行程機車與電動機車占比變化比較 

統計至 110年 11月底，臺中市機車總數自 175萬 5,563輛來到 178萬 2,717

輛，成長了 1.5%，而二行程機車在管制措施與汰換補助雙管齊下推動下，

數量自 5 萬 4,249 輛下滑至 4 萬 7,835 輛，共汰除 6,414 輛，於全市機車總數

占比則下降至 2.7%。 

由於環保意識抬頭，加上補助措施推波助瀾，臺中市電動機車數量於

110 年較 109 年增加 1 萬 2,348 輛，成長率達 20.4%。電動機車於全市機車總

數占比方面，109 年占比達 3.4%即已超越二行程機車占全市機車數占比，

至 110 年 11 月底止，占比更達到了 4.1%，如表 2.5-1 所示。 

表 2.5-1  臺中市 109 年至 110 年二行程機車及電動機車統計表 

年度 109 年 110 年 11 月止 110 年成長率 

機車總數（輛） 1,755,563 1,782,717 1.5% 

二行程機車總數（輛） 54,249 47,835 -11.8% 

二行程機車占比（%） 3.1 2.7 - 

電動機車總數（輛） 60,383 72,731 20.4% 

電動機車占比（%） 3.4 4.1 -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自行統計 

二、補助措施與老舊機車汰除狀況比較 

圖 2.5-1 係統計至 11 月底，比較 109 年及 110 年同期收件數與老舊機車

數量，以下將據此進行分析說明。 

109 年為首度擴大補助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老舊機車，環保署補助金

額較高加以臺中市提供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加碼補助，促使老舊機

車車主更有意願把握補助福利，亦由圖可看出 109 年補助案件申請數逐月

快速攀升、老舊機車數量下降趨勢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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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為加速辦理前一年度大量超收案件，至 4 月始開始受理案件，故

前幾月累積收件數皆於 4 月湧現。110 年為機車汰換補助第 2 年，環保署補

助金額降低且臺中市不再加碼補助換購七期機車，此外，5 月起本土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中央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管制，三級警戒期間自 5 月 19 日

起至 7 月 26 日止，不僅民眾畏懼染疫而減少外出機會，許多公司機關亦調

整為遠距離辦公。綜合補助金額減少、民眾交通需求降低、避免接觸感染

心理、經濟受創等因素，導致報廢舊車與購買新車計畫推延，在疫情最為

嚴峻期間，無論案件申請數與老舊機車報廢數皆相當低迷，整年度來看，

各月收件數皆較 109 年減少許多。 

 

圖 2.5-1  各月收件數量及老舊機車數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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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以介紹臺中市地理環境、人口分布等背景狀況做為開頭，再分別探討臺

中市及六都老舊機車現況、歷年烏賊車檢舉數量變化與各行政區老舊機車汰除狀

況，並比較六都機車管制策略，以分析各縣市所提出管制策略與臺中市差異之處。

本章亦針對電動機車進行分析，探討歷年數量變化及補助成果，另針對補助案件

中各廠牌電動機車、七期機車最熱門車款進行分析，以探討影響民眾選購車輛的

原因，作為未來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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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內容及執行成果 

3.1 淘汰老舊機車暨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方案 

行政院環保署制定109年至110年淘汰一至四期之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

電動二輪車補助項目，擴大補助對象，並提供民眾更多購車選擇，希冀能鼓

勵老舊機車車主提早汰舊換新，降低移動污染源總量。 

環保署制訂之 110 年補助規定與 109 年相同，於 108 年底一次公告兩年度

補助規定，臺中市則採逐年公布方式，滾動式調整補助策略，亦配合政策擬

定加碼補助計畫，以下即針對環保署及環保局當年度與前一年度補助規定進

行比較並探討補助成果，以瞭解補助政策是否提升民眾換車意願。 

3.1.1 109 年與 110 年環保署及臺中市加碼補助規定之差異 

一、109 年與 110 年環保署補助規定之差異 

109 年環保署補助項目分為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

（輔助）自行車以及老舊機車換購七期燃油機車，由於二行程機車相關補

助辦理多年，剩餘二行程機車已越來越少，難以促使堅持留用的民眾辦理

報廢，因此 109 年起改以老舊機車為推動汰換對象，另修改補助方案，僅

提供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並提供換購七期排放標準之燃油機車

供民眾選擇。除補助辦理期限外，109 年與 110 年補助規定皆相同，補助辦

法對照整理如表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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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  109 年與 110 年環保署補助辦法對照表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報廢車輛 
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

老舊機車（不限二、四行程） 

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

老舊機車（不限二、四行程） 

車籍 

109 年 8 月 31 日前向舊車車籍

所在地環保局申請補助，109

年 9 月 1 日起改向新車車籍所

在地環保局申請補助 

向新車車籍所在地環保局申請

補助 

補助方案 

1.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 

2.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輔

助）自行車 

3.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 

1.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 

2.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輔

助）自行車 

3.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 

補助對象 

1. 年滿 18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

國民 

2. 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

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持非

永久居留證者，應有任一年

度納稅證明） 

3. 獨資、合夥或法人 

1. 年滿 18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

國民 

2. 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

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持非

永久居留證者，應有任一年

度納稅證明） 

3. 獨資、合夥或法人 

汰換補助年度 以購車發票日期認定補助年度 以購車發票日期認定補助年度 

補助辦理期限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申請 109

年度補助者，應於 110 年 1 月

11 日前完成補助申請，逾期則

核發 110 年補助金額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應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補助申請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108 年 12 月 12 日公告發布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109

年 8 月 21 日公告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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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 年與 110 年環保局加碼補助規定之差異 

因應環保署補助政策不同，臺中市於 109 年 9 月 8 日公告修正「109 年

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以配合環保署

政策擬定補助對象、汰換車輛等，雖然環保署於 109 年起不再提供淘汰二

行程機車補助，但考量臺中市二行程機車至 109 年底尚餘 5 萬餘輛，仍編

列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提供無購車意願市民多一種方案選擇，有意

購買七期機車且符合資格者，亦能較其他換購七期機車補助申請者多領到

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以激勵二行程機車汰除。有關新購低污染車輛

補助方案，自 109 年起環保署不再提供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故臺中市配

合城市發展願景，自行編列了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方案，鼓勵市民選用電動

車輛。 

有關 109 年度與 110 年度臺中市加碼補助方案與補助相關規定，本計畫

工作團隊將之彙整分類如表 3.1-2、表 3.1-3。 

表 3.1-2  109 年與 110 年環保局加碼補助項目對照表 

年度 

補助項目 
109 年 110 年 

純淘汰二行程機車 V V 

新購電動機車 V V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 V V 

淘汰老舊機車 

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 
V V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 V 僅有環保署補助 

資料來源：本計畫工作團隊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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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109 年與 110 年環保局加碼補助辦法之差異（1/2） 

項目 109 年 110 年 

加碼補助計畫名稱 

「109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

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

實施計畫」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

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 

補助期限規定 

 補助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申請 109 年補助者，舊車應

於 110年 1月 11日前完成報

廢及回收；新購電動機車或

換購電動二輪車、七期機車

應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購車，並於 110 年 1 月 11

日前完成領牌與申請程序。 

 補助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申請 110 年補助者，舊車應

於 111年 1月 10日前完成報

廢及回收；新購電動機車或

換購電動二輪車、七期機車

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購車，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領牌與申請程序。 

舊車定義 

 二行程機車：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廠之二行程機

車。 

 老舊機車：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並符合一至四

期排放標準之機車。 

 二行程機車：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廠之二行程機

車。 

 老舊機車：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並符合一至四

期排放標準之機車。 

舊車車籍規定 

 二行程機車與老舊機車：須

於 108 年 1 月 1 日（含）前

即已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

籍者且 108 年 1 月 1 日起未

曾有遷出紀錄。 

 二行程機車與老舊機車：須

於 109 年 1 月 1 日（含）前

即已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

籍者且 109 年 1 月 1 日起未

曾有遷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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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3  109 年與 110 年環保局加碼補助辦法之差異（2/2） 

項目 109 年 110 年 

新舊車主規定 
新舊車主可不同人，檢附新舊

車主不同人保證書即可。 

新舊車主可不同人，檢附新舊

車主不同人保證書即可。 

補助對象 

 年滿 18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

國民 

 獨資、合夥或法人 

 中低收入戶 

 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

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持非

永久居留證者，應有任一年

度納稅證明或夫妻共同申

報納稅證明亦可） 

 年滿 18 歲以上之中華民國

國民 

 獨資、合夥或法人 

 中低收入戶 

 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

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持非

永久居留證者，應有任一年

度納稅證明或夫妻共同申

報納稅證明亦可） 

新車規定 

 新車須為新領牌車，不得有

過戶紀錄。 

 領取補助後可過戶。 

 新車須為新領牌車，不得有

過戶紀錄。 

 領取補助後可過戶。 

備註 1：經環保署釋義，新車若有過戶紀錄且經向監理站函文確認申請人（第 2 任

車主）為繼承過戶方式取得車輛，其過戶紀錄不影響申請人補助資格。 

 

備註 2：行政院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100025264 號函釋，辦理機車汰舊換新遇新購

車主死亡時： 

（1）查對車籍資料所載第 1 任車主（即新購車主）與補助案申請者（下稱

申請者）相同，未違反本辦法「新購」規定。 

（2）查對車籍資料所載第 1 任車主（即新購車主）與申請者不同，遇申請

者主張係因第 1 任車主死亡而過戶取得，且申請者確為車籍資料所載

第 2 任車主時，應行文監理單位確認是否為繼承過戶，倘屬繼承過戶

致新購車主改變，可認定申請案尚符合本辦法「新購」規定。 

 

資料來源： 

「109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條文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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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六都 109 年及 110 年補助狀況比較 

一、109 年與 110 年之六都補助金額比較 

109 年度，環保署僅提供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因此六都各縣

市皆依地方經費與低污染車輛推動政策研擬各自之加碼補助方案，另由 109

年六都各項目補助金額可看出，今年起六都幾乎都減少了加碼補助金額，

推測為預期老舊機車淘汰母數較二行程機車龐大，考量地方經費有限故以

降低補助金額因應。此外，新北市與桃園市自 109 年起不再補助淘汰二行

程機車，臺北市與高雄市則全力推動老舊機車汰換，未提供新購電動二輪

車補助。臺中市響應盧市長推廣電動車政見並兼顧弱勢族群代步車需求，

在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與新購電動機車之（中）低收入戶補助方案，

編列六都最高之加碼補助金額。 

110 年度，環保署的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金額遞減，六都各縣

市的加碼補助方案也有些微的變動，例如臺北市與臺南市換購七期機車補

助金額調降、臺中市於 110 年不再提供換購七期機車補助，推測為 109 年換

購七期機車申請項目申請數量龐大，考量到經費有限，因此將不再提供換

購七期機車之補助，並提高電動機車補助金額，增加民眾購買較低污染的

電動機車意願。減少燃油機具產生的移動污染源為目前各大城市的施政目

標之一，因此臺北市於 110 年提高換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金額，並新增新

購電動機車補助項目、臺中市則以六都第一之高額加碼補助提高弱勢民眾

將舊車汰換為電動機車的意願，換購電動機車與新購電動機車之（中）低

收入戶加碼補助金額皆較 109 年提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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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109 年六都各項目補助金額 

經費 

來源 

補助 

對象 

109 年六都各項目補助金額 

淘汰二行

程機車 

（元）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元） 新購（元） 

電動（輔

助） 

自行車 

電動機車 
七期 

機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電動機車 

臺北市 

一般民眾 500 或公

共運輸定

期票 1,280 

3,000 10,100~15,000 5,000 - - 

（中）低收入戶 13,000 20,100~25,000 15,000 - - 

新北市 
一般民眾 - 4,200 12,100~18,000 5,000 500 7,100~11,000 

（中）低收入戶 - 9,000 22,100~26,000 5,000 3,000 17,100~ 21,000 

桃園市 

一般民眾 - 6,000 13,100~21,000 14,000 900 8,100~13,000 

（中）低收入戶 - 9,000 23,100~31,000 24,000 3,900 18,100~23,000 

復興區 - 9,000 23,100~31,000 24,000 3,900 18,100~23,000 

臺中市 
一般民眾 500 6,000 15,100~19,000 8,000 - 8,100~10,000 

（中）低收入戶 1,500 11,000 30,900~34,800 11,000 - 24,100~26,000 

臺南市 

一般民眾 1,000 6,000 12,100~21,000 8,000 900 7,100~13,000 

（中）低收入戶 2,000 9,000 18,600~27,000 13,000 900 9,100~17,000 

偏鄉（左鎮區、

楠西區、南化

區、龍崎區） 

1,000 7,500 16,500~24,000 8,000 900 8,100~15,000 

高雄市 
一般民眾 500 5,000 10,100~15,000 2,500 - - 

低收入戶 2,000 9,000 9,000~14,000 7,500 - - 

註 1：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含環保署+環保局+工業局、新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含

環保局+工業局，工業局電動機車補助為小型輕型 5,100，輕型/重型 7,000 元，使用國產電

池車款再加碼 3,000 元。 

註 2：高雄市汰舊換購加碼補助僅補助老舊機車為二行程機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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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110 年六都各項目補助金額 

經費 

來源 

補助 

對象 

110 年六都各項目補助金額 

淘汰二行

程機車 

（元）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元） 新購（元） 

電動（輔

助） 

自行車 

電動機車 
七期 

機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電動機車 

臺北市 

一般民眾 - 1,000 11,100~19,000 3,000 - 7,100~11,000 

（中）低收入戶 - 11,000 21,100~29,000 13,000 - 17,100~ 21,000 

新北市 
一般民眾 - 2,200 11,100~19,000 3,000 500 7,100~11,000 

（中）低收入戶 - 7,000 21,100~29,000 3,000 3,000 17,100~ 21,000 

桃園市 

一般民眾 - 2,500 11,100~19,000 6,000 500 7,100~11,000 

（中）低收入戶 - 5,500 21,100~29,000 16,000 3,500 17,100~ 21,000 

復興區 - 5,500 21,100~29,000 16,000 3,500 17,100~ 21,000 

臺中市 
一般民眾 500 4,000 13,100~17,000 3,000 - 8,100~10,000 

（中）低收入戶 1,500 9,000 36,100~40,000 3,000 - 30,100~32,000 

臺南市 

一般民眾 1,000 3,000 10,100~18,000 4,000 900 7,100~13,000 

（中）低收入戶 2,000 7,000 21,100~25,000 11,000 900 9,100~17,000 

偏鄉（左鎮區、

楠西區、南化

區、龍崎區） 

1,000 5,500 18,100~22,000 6,000 900 8,100~15,000 

高雄市 
一般民眾 500 3,000 10,100~17,000 4,000 1,000 6,600~12,000 

低收入戶 2,000 8,000 14,100~22,000 9,000 4,000 9,100~17,000 

註 1：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含環保署+環保局+工業局、新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

含環保局+工業局，工業局電動機車補助為小型輕型 5,100，輕型/重型 7,000 元，使用國產

電池車款再加碼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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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補助相關宣導活動 

3.2.1 製作宣導海報 

一、目的 

110 年度，臺中市改變補助策略，雖未配合中央採補助金額逐年遞減政

策，但改以提供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新購電動機車、淘汰二行

程機車加碼補助方案，以提高本市電動車輛市佔率、維護道路空氣品質。 

為讓本市市民能獲知補助資訊，海報設計概念為搭配民眾熟知時事，藉

此吸引民眾駐足關注，進一步瞭解補助方案、提高老舊機車報廢意願，或

能將資訊轉知親友，增加資訊布達廣度。 

二、張貼地點 

提供予監理站（所）、四大工（公）會、臺中市廢機動車輛回收商、臺

中市各區公所以及公家機關、臺中市各機車定檢站、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

臺中市立國民小學、國立國民小學、市立實驗教育學校、臺中市立中小學、

大專技職院校、里民活動中心等單位或場所。 

三、印製規格及數量 

印製 A1 及 A2 兩種尺寸，單面印刷加防水膜，A1 尺寸共印 590 張、A2

尺寸共印 450 張，總計 1,040 張。 

四、海報內容及樣式 

海報內容以補助方案與金額為主，民眾另可藉由 QR-code 連至臺中ㄅㄨ

ㄅㄨ網閱讀詳細補助規定，或撥打補助專線由專人說明等，藉此更瞭解自

身權益及相關規定，相關成果如圖 3.2-1、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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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宣導海報設計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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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A1 尺寸印製成品 

 

  

說明： A2 尺寸印製成品 

圖 3.2-2  宣導海報印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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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製作宣導單張 

一、目的 

行政院環保署於 108 年底頒布 109 年至 110 年補助辦法，補助金額採逐

年遞減。110 年延續 109 年補助規定與方式，持續以汰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

助方案推動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老舊機車退場。 

臺中市 110 年仍受理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及七期機車、新購電

動機車與淘汰二行程機車等補助項目申請案件，考量空污基金負荷與市政

發展方向，不再加碼補助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並提高中低收入戶換購、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以鼓勵民眾優先選用電動車輛。為讓民眾知悉 110

年度補助方案，提高老舊機車車主報廢意願，以近期時事作為宣導單張設

計發想，引導民眾閱讀宣導文宣並瞭解可獲知詳細資訊之管道。 

二、發放對象 

原規劃發放對象為臺中市各市立或國立小學作為聯絡簿夾頁傳單，由於

各級學校因疫情管制措施停課，故改寄發至臺中市各機車排氣定檢站，供

其發放予臨店民眾以宣導老舊機車汰換補助。 

三、印製規格及數量 

印製 A6 尺寸，採雙面印刷。原契約量為 A4 尺寸 3 萬 5,000 張，共印製

A6 尺寸 14 萬 3,280 張。 

四、單張內容及樣式 

搭配時事梗讓民眾知道市民享有的補助好康，並檢視自家老舊機車是否

符合補助資格，另能以QR-Code連結至臺中ㄅㄨㄅㄨ網閱讀詳細補助規定，

或以補助專線、官方 LINE 洽詢，印製成果如圖 3.2-3、圖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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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宣導單張正面設計樣式 

 

說明：宣導單張反面規劃設計樣式 

圖 3.2-3  宣導單張設計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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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宣導單張印製成品-正面 說明：宣導單張印製成品-反面 

 

說明：宣導單張印製及分裝成果 

圖 3.2-4  宣導單張設計印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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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發布新聞稿 

民眾獲知資訊管道不一，有部分民眾仍習慣透過網路或平面新聞汲取

各種最新消息，因此本計畫工作團隊不定期發布新聞稿，配合補助辦理或

成果等擬定新聞稿內容進行發布，加強宣傳施政措施和政府機關辦理成果，

由市政新聞發布，再透過其他網路媒體轉發，使不同年齡層或居住地區民

眾皆有機會知悉相關資訊。 

一、第 1 則 

（一）標題：牛轉新氣象，中市再推高額加碼補助老車換新 

（二）新聞稿內容（新聞圖卡參見圖 3.2-5） 

109 年度，臺中市與中央合計編列 2.8 億，辦理淘汰 1 至 4 期老

舊機車暨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不僅帶動逾 10 萬輛老舊機車報廢，

PM2.5削減量達 16.8 公噸/年，全年度總計新增 1 萬 6,734 輛電動機車，

成長率居六度之冠。110 年持續推動老舊機車汰換，配合行政院環保

署辦理 93年 6月 30日前出場 1~4期排放標準老舊機車汰舊換購低污

染車輛補助，臺中市另編列 1.2 億加碼補助經費，額外加碼補助老舊

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新購電動機車與淘汰二行程機車，以加速達

成低碳城市目標。 

為提高市民優先選用電動車輛意願、減少車輛行駛過程中的污

染排放，臺中市不同於環保署補助金額逐年遞減政策，110 年仍提供

一般市民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最高補助 1 萬 7,000 元、淘汰老

舊機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最高補助 4,000 元、淘汰二行程機車最

高補助 500 元、新購電動機車最高補助 1 萬元。 

對於經濟弱勢民眾，臺中市將於 110 年度大幅提高換購電動機

車與新購電動機車補助金額，讓中低收入戶能減輕購車負擔進而優

先選購電動機車代步。符合資格的中低收市民，淘汰老舊機車換購

電動機車最高補助 4 萬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最高

補助 9,000 元、淘汰二行程機車最高補助 1,500 元、新購電動機車最

高則可補助至 3 萬 2,000 元。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將同步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3-16 

公告於「臺中ㄅㄨㄅㄨ網」(http:// https://green.epb.taichung.gov.tw/)，

歡迎有換車需求的市民朋友多加把握補助機會。由於 109 年度補助

案件申請非常踴躍，許多案件尚未結案，本年度將優先辦理 109 年

案件，有關 110 年度老舊機車汰換補助受理開放時間，請市民朋友

可密切關注臺中ㄅㄨㄅㄨ網補助最新消息，或撥打補助專線

04-22201661、04-22289111 分機 66213 洽詢，亦可搜尋老舊機車汰換

補助官方 LINE 帳號@pzb4753f，無須加入好友即能向專人諮詢補助

資訊。 

 

圖 3.2-5  110 年度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金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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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則 

（一）標題：老車汰換助減碳，中市民眾參與踴躍 

（二）新聞稿內容（新聞圖卡參見圖 3.2-6） 

近年環保意識高漲，空氣品質更為臺中市民最關切的環境議題，

中市府也積極改善空氣污染，維護民眾健康。109 年共汰除了 10 萬

2,742 輛 1 至 4 期老舊機車，汰除率位居六都第二，可抵減中火燃煤

7.9 萬噸所產生 PM2.5 排放量 16.8 公噸；另可抵減中火燃煤 1.6 萬噸

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3.8 公噸。目前臺中尚有 51 萬輛老舊機車，中火

如減燒 38 萬噸生煤，即可達到與老舊機車全數汰除相同的污染減量

效益，市府呼籲台電應更加重視減煤的重要性。 

曾於 109 年申請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的市民楊先生表示，

對經濟較弱勢民眾來說，想配合市府政策改使用低污染車輛代步，

但購買新車費用總讓他們望而卻步，而臺中市特別針對中低收入戶

訂定六都最高的補助金額，確實大大減輕購車負擔，也感謝市府提

供高額補助讓他能提早汰換掉老舊機車，騎乘電動機車上路後再也

不用擔心因車輛冒煙被民眾側目，並表示 110 年也將鼓勵家中親友

汰換老舊機車，響應補助政策。 

另冠 O 機車行童小姐表示，臺中市未限制汰舊換購補助名額，

無須擔心名額有限，補助金看得到領不到，確實有助提高民眾報廢

意願，亦給予市府大力肯定。另指出市府亦會辦理相關宣導報廢獎

活動，讓機車業者更有動力願意於民眾檢修機車時，一併宣導補助

方案，鼓勵民眾汰換。 

110 年臺中市與中央持續推動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

補助，預計 4 月起開始受理，相關補助規定可上「臺中ㄅㄨㄅㄨ網」

查詢，補助案件開放受理時間亦將同步公告於補助最新消息。歡迎

市民朋友撥打補助專線 04-22201661、04-22289111 分機 66213 洽詢，

或搜尋老舊機車汰換補助官方 LINE 帳號@pzb4753f 向專人諮詢，以

掌握補助最新資訊，共同創造清新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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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車行宣導老舊機車汰換補助情境圖 

二、第 3 則 

（一）標題：獎勵車業神助攻 中市再祭 600 萬高額宣導報廢獎勵金 

（二）新聞稿內容（新聞圖卡參見圖 3.2-7） 

由於民眾十分仰賴車行提供修車服務與汰舊換新資訊，臺中市

110 年再度辦理宣導報廢獎勵計畫，總獎金高達 600 萬元，鼓勵車行

業者共同加入宣導行列，於維修或驗車時主動向民眾宣導老舊機車

汰換相關補助，並協助民眾完成老舊機車報廢、回收手續。每件符

合的申請案件提供 200 元獎勵金，以加速本市老舊機車汰換。 

109 年臺中市首次辦理「淘汰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競賽」，僅

辦理 9 至 10 月就獲得逾 50 家車行踴躍報名參與，其中「冠泰機車

行」於兩個月內協助報廢了 84 輛老舊機車榮登冠軍，對於市府辦理

宣導報廢獎勵活動給予高度肯定，認為的確能提高車業宣導意願，

也有助增加補助資訊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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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辦理期間老舊機車報廢狀況，10 月單月報廢量達 1 萬 807

輛，創當年度1至10月新高，較辦理宣導報廢獎勵競賽前成長57.8%。

車業鼎力協助，也讓臺中市 109 年的老舊機車汰換成效交出亮麗成

績單，汰除數量 10 萬 2,742 輛榮登全國第 3，淘汰率達 16.6%，則排

名六都第 2，車業宣導功不可沒。 

110 年臺中市宣導報廢獎勵計畫將自 4 月 18 日起實施至 10 月 31

日止，凡於期間協助報廢與回收老舊機車，且申請經審查符合者，

每件案件皆可獲得 200 元宣導報廢獎勵金(同 1 輛車僅計算 1 次)，最

高獎勵 3 萬件！請逕至「臺中ㄅㄨㄅㄨ網」補助專區－宣導報廢獎

勵計畫查詢相關規定與提出申請，諮詢可撥打補助專線 04-22201661、

04-22289111 分機 66213，老舊機車汰換補助官方 LINE 帳號@pzb4753f

也有專人提供服務，歡迎車業積極爭取高額獎勵金，共同提升臺中

空氣品質。 

 

圖 3.2-7  110 年度宣導報廢獎勵金宣傳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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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4 則 

（一）標題：舊車換新抽 3 億！臺中購物節攜手五倍券，壓軸再抽千萬好

宅 

（二）新聞稿內容（新聞圖卡參見圖 3.2-8） 

第 3 屆臺中購物節於 11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9 日盛大舉辦，

只要活動期間於登記營業地點為臺中市區域內商家消費，即可憑發

票登錄取得抽獎資格，發票登錄金額每滿 500 元可獲得 1 組抽獎號

碼(滿 1,000 元可得到 2 組抽獎號碼，大筆金額消費單次最高上限可

得 600 組抽獎號碼)，抽獎號碼越多、中獎機率越高。抽獎活動天天

抽、週週抽、月月抽，壓軸再抽千萬好宅。 

臺中市積極推動低碳交通，以補助措施鼓勵民眾儘早報廢老舊

機車、優先選用低汙染車輛。110 年度祭出淘汰二行程機車、老舊機

車換購電動二輪車及新購電動機車補助方案，其中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機車最高可補助 1 萬 7,000 元至 4 萬元、新購電動機車最高補助 1

萬元至 3 萬 2,000 元，購物節期間選車還可憑購車發票參與臺中購物

節抽獎活動。 

以電動機車為例，購買 1 台 7 萬元的電動機車，一般市民可申

請汰舊換新補助最高 1 萬 7,000 元、中低收入戶最高補助 4 萬元，購

車發票上網登錄在參加臺中購物節抽獎活動，累計每 500 元獲得 1

次抽獎號碼，等同可獲得 140 次抽獎機會！歡迎家中有老舊機車或

購車需求民眾一同響應臺中購物節，是用低污染運具不僅能維護空

氣品質、獲得補助、參加抽獎活動抽獎金 500 元至 100 萬元及多項

好禮，最後還有機會入主千萬好宅！ 

臺 中 購 物 節 活 動 詳 情 請 上 臺 中 市 經 發 局 網 站 查 詢

https://funtaichung.tw/2021shopTaichung/；本年度機車汰舊換新相關補

助受理期限至 111 年 1 月 10 日止，詳情請參閱臺中ㄅㄨㄅㄨ網

https://green.epb.taichung.gov.tw/index.aspx，若有補助相關問題歡迎電

洽補助專線 04-22201661 或 04-22289111 轉 66212，或以 LINE 官方帳

號(@pzb4753f)洽詢，皆有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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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110 年臺中購物節暨振興加碼宣導圖卡 

五、第 5 則 

（一）標題：中市拍板定案！明年起不再補助七期機車 

（二）新聞稿內容（新聞圖卡參見圖 3.2-9） 

為有效降低移動污染源總量，鼓勵民眾使用電動機車，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111 年起不再補助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臺中市政府

環保局呼籲，民眾如有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的老舊機車，請盡早

把握機會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汰換老舊機車，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共同維護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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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說明，環保署自 109 年起擴大將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的

老舊機車納為優先汰換對象，除了針對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給

予補助，另首次提供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補助方案，以增加老舊

機車報廢誘因，。110 年度老舊機車換購重型電動機車最高可補助 1

萬 7,000 元至 4 萬元，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最高則補助 7,500 元至

8,500 元，可大幅降低民眾購車負擔，提高汰換老舊機車意願。 

環保局統計，從 109 年至 110 年 10 月止，臺中市已淘汰 14 萬

7,307 輛老舊機車（含 1 萬 9,328 輛二行程機車），汰除數量名列全國

第 3，推估每年可減少 PM2.5 排放達 21.6 噸，減碳量則相當於種植

了 269 萬棵樹或建置 20 座臺中都會公園，可見推動老舊機車汰換確

實有助提升空氣品質。 

環保局長陳宏益強調，臺中市機車總數與老舊機車總數雙雙位

居全國第 3 高，車輛行駛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影響市民健康甚鉅，

在積極推動老舊機車汰換之餘，仍須減少新增車輛的污染排放，才

能從源頭降低移動污染源總量。 

110 年度老舊機車汰換相關補助受理至 111 年 1 月 10 日止，不

限補助名額，歡迎市民把握機會，儘早汰換老舊機車。詳情請參閱

臺中ㄅㄨㄅㄨ網 https://green.epb.taichung.gov.tw/index.aspx，若有補助

相關問題歡迎電洽補助專線 04-22201661 或 04-22289111 轉 66212，或

以 LINE 官方帳號（@pzb4753f）洽詢，皆有專人為您服務。 

 

圖 3.2-9  車行協助申請補助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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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媒體宣導 

3.2.4.1 第 1 次媒體宣導 

一、目的 

臺中市於109年度首度辦理96年6月30日前出廠之老舊機車汰換補助，

全市共推動汰除 10 萬 2,742 輛老舊機車，不僅淘汰數量與淘汰率成績名列

前矛，亦對移動污染源減量有所助益。此外，許多補助案件申請民眾是經

由車行告知補助訊息，若未到車行修繕機車或進行機車排氣檢驗，可能錯

失補助辦理。一般大眾可能不甚瞭解政策施行之施行成效與未來規劃，除

了在臺中ㄅㄨㄅㄨ網公告布達補助資訊，亦將借助平面雜誌媒宣力量，透

過發行於各書店、全家超商之讀者雜誌，擴大補助政策宣導，提高民眾響

應意願。 

二、刊登媒體 

讀者雜誌之廣編頁。 

三、廣編稿篇幅與刊登則數 

每則 600 字以內，附 1 張彩色圖片，共 1 則。 

四、刊登成果 

刊登於讀者雜誌 2021-4 期，刊登成果如圖 3.2-8 所示。 

五、刊登篇幅與費用 

彩色內頁 1 頁，尺寸高 28.5 公分、寬 21 公分，刊登 1 期共計 5 萬元整

（詳如圖 3.2-10、圖 3.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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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之 2021-4 期雜誌封面 

 
刊登完成之成果展示 

圖 3.2-10 補助績效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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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1 媒體宣導費用發票 

3.2.4.1 第 2 次媒體宣導 

一、目的 

臺中市政府近年來積極解決空污問題，多管齊下對各項污染源進行管制，

對於臺中市龐大車輛數所造成的污染排放亦非常重視。109 年擴大推動 1~4

期排放標準的老舊機車報廢後，臺中市在減少老舊機車與新增電動車輛方

面成效斐然，老舊機車淘汰成績在六都與全國皆為名列前矛，電動機車成

長率更是六都第一，有效促使移動污染源減量。 

空品改善非一蹴可幾，要讓民眾有感於空氣品質提升，除了政府努力外，

亦需要民眾齊力協助。希冀經由高閱讀率的平面報紙與易轉發的數位媒體

來宣導政策施行成效，使民眾瞭解日常的交通行為若能使用低污染車輛，

確實有助降低臺中市的空氣污染物，進一步瞭解補助措施。 

二、刊登媒體與費用 

如圖 3.2-12 所示 

三、刊登篇幅與則數 

每則約 600 字另附 1 張彩色圖片，如表 3.2-1 所示。 

四、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 

如表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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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刊登媒體與費用列表 

項次 類別 名稱 

1 數位媒體 ATA 亞太新聞網 

2 數位媒體 大全民前衛新聞 

3 數位媒體 TNN 臺灣地方新聞 

4 數位媒體 指傳媒 

5 數位媒體 台灣電報電傳媒 

6 數位媒體 民生好報 

7 數位媒體 電傳媒 

8 數位媒體 蘋果新聞網 

9 平面媒體 聯合報 

刊登費用 

總計 6 萬 5,000 元 

費用收據如圖 3.2-X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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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1/9) 

主題：熱烈響應老車汰換 台中市民一起守護空品 

刊登媒體：ATA 亞太新聞網 

網址：https://www.atanews.net/?news=79305 

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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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2/9) 

主題：熱烈響應老車汰換 台中市民一起守護空品 

刊登媒體：大全民前衛新聞 

網址：https://reurl.cc/KAa3ny 

刊登成果： 

 

https://reurl.cc/KAa3ny


第三章 工作內容及執行成果 

3-29 

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3/9) 

主題：熱烈響應老車汰換 台中市民一起守護空品 

刊登媒體：指傳媒 

網址：http://www.touchmedia.tw/?p=893815 

刊登成果： 

 

 

http://www.touchmedia.tw/?p=89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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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4/9) 

主題：守護空品 中市持續補助機車汰舊換新 

刊登媒體：TNN 臺灣地方新聞 

網址：http://tc.news.tnn.tw/news.html?c=5&id=151006 

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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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5/9) 

主題：守護空品 中市持續補助機車汰舊換新 

刊登媒體：台灣電報電傳媒 

網址：https://enn.tw/?p=76199 

刊登成果： 

 

https://enn.tw/?p=7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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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6/9) 

主題：守護空品 中市持續補助機車汰舊換新 

刊登媒體：民生好報 

網址：https://17news.net/?p=115200 

刊登成果： 

 

https://17news.net/?p=1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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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7/9) 

主題：守護空品 中市持續補助機車汰舊換新 

刊登媒體：電傳媒 

網址：http://2udn.com/?p=35551 

刊登成果： 

 

http://2udn.com/?p=3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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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8/9) 

主題：為守護空品，台中市民大力熱烈響應老車汰換 

刊登媒體：蘋果新聞網 

網址：https://reurl.cc/Gm3nqp 

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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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刊登媒體與刊登內容(9/9) 

主題：守護空氣品質 中市持續補助機車汰舊換新 

刊登媒體：聯合報 A7 版 

網址： 

刊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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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媒體刊登費用收據 

3.2.5 相關網站宣導暨抽獎活動 

為了讓更多民眾可以瞭解到老舊機車汰舊換購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

資訊，並進一步吸引市民響應低碳交通以維護空氣品質，本計畫工作團隊

於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官方臉書－臺中好環保，每季舉辦 1 場次有獎徵答抽

獎活動，共計執行 4 場次。活動內容規劃以機車汰舊換新及換購低污染車

輛相關政策為主題來設計拍照留言抽獎活動，另外參加的民眾需將貼文分

享至個人頁面，藉此達到更多的宣傳效果，並透過不同階段內容以宣導政

策鼓勵民眾、申請補助為主要目標。 

活動每場次將提供獎品至少 50 份以上，每場次參與民眾於活動結束前

皆須達 200 人次以上，並配合環保局所要宣導事項、結合補助資訊來設計

活動內容，各場次抽獎活動辦理成果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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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 場次 

（一）活動目的 

110 年度，行政院環保署延續 109 年補助方案，仍提供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老舊機車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七期燃油機車補

助，以推動全國老舊機車汰換為低污染車輛，降低移動污染源總量。

為了讓更多民眾瞭解老舊機車汰換補助、知悉補助資訊公告與辦理

網站，於臺中市環境保護局官方臉書「臺中好環保」舉辦有獎徵答

抽獎活動，讓民眾知道如何關注淘汰老舊機車相關補助。抽獎活動

提供超商商品卡 50 份作為獎項，參與民眾達 200 人次以上。 

（二）活動主題 

舊車換新、牛年納金 

（三）活動期間 

110 年 4 月 12 日至 110 年 4 月 18 日止，活動期間內於臺中好環

保臉書抽獎活動貼文內完成指定項目即可參加抽獎，貼文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recycle.tcepb/posts/3653971018059084。 

（四）抽獎日期 

110 年 4 月 19 日以程式進行抽獎。 

（五）辦理方式及抽獎流程 

1. 辦理方式：活動期間內於「臺中好環保」臉書本次活動貼文按

讚並轉發，再於貼文下方留言回答正確答案並同時標記 1 位好

友即可符合抽獎資格，抽獎活動貼文如圖 3.2-13 所示。參加人

數逾 3,000 人，合乎契約規範，達 200 人以上。 

2. 抽獎流程：於 109 年 4 月 19 日舉辦抽獎，抽獎方式係透過臉書

程式「Facebook 抽獎小幫手」進行，並自貼文下方留言名單中隨

機選出符合資格的 50 位中獎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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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3 第 1 場次抽獎活動貼文 

（六）抽獎獎品 

抽獎獎品共計準備 50 份，獎項內容如表 3.2-3、圖 3.2-14 所示。 

表 3.2-3  抽獎獎品與數量統計表 

項次 獎項 單價 數量 獎品總價 

1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500 元 50 張 2 萬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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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 超商 500 元商品卡準備完成圖 

（七）得獎名單 

以抽獎程式抽出 50 名得獎者並分別檢核資格，統整得獎名單如

圖 3.2-15 所示。 

 

圖 3.2-15 第 1 場次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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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場次 

（一）活動目的 

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自 5 月初再度爆發

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全國自 5 月 15 日起至 6 月 14 日止疫情警戒

標準提升至第三級，人民日常活動與機關事務辦理皆須符合防疫規

範。為讓民眾更加瞭解最新防疫措施，特辦理本次網站宣導暨抽獎

活動，以強化民眾防疫意識並結合機車汰換補助宣導。 

（二）活動主題 

小招數大防護，戰疫 So Easy。 

（三）活動期間 

110 年 6 月 13 日至 110 年 6 月 19 日止，凡於活動期間內於臺中

好環保臉書抽獎活動貼文內完成指定項目即可參加抽獎。 

（四）抽獎日期 

110 年 6 月 25 日以程式進行抽獎。 

（五）辦理方式及抽獎流程 

1. 辦理方式：活動期間內於「臺中好環保」臉書本次活動貼文按

讚並轉發，再於貼文下方留言回答正確答案並同時標記 1 位好

友。最後完成 google 表單填寫（收件地址位須為臺中市）

https://forms.gle/FFgifopWs9VbywZM9，即可符合抽獎資格。抽獎

活動貼文如圖3.2-16所示，參加人數逾700人合乎依契約規範，

達 2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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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6 臺中好環保臉書抽獎貼文內容 

2. 抽獎流程：抽獎活動於 110 年 6 月 25 日辦理，抽獎方式係透過

臉書程式「Facebook 抽獎小幫手」來進行抽獎，抽獎方式為自貼

文下方留言名單中隨機選出符合資格的 50 位中獎民眾，並比對

google 表單資料，確認有完成填寫 google 表單且符合收件地址

為臺中市之規定。 

（六）活動規則 

1. 參加對象：凡於活動期間內，於臺中好環保臉書貼文完成指定

動作即可具備抽獎資格。 

2. 兌獎方式：中獎名單將公告於臺中好環保臉書粉絲專頁，活動

工作人員將於得獎名單公告後一一聯繫得獎者確認寄件資訊，

110 年 7 月 2 日 17:30 前未接聽電話者均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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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規定： 

（1）得獎者須無條件同意提供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由環保

局及指定之執行單位，基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予以蒐集、

處理及使用。 

（2）抽獎活動獎品以實際出貨為主，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更換

款式、顏色或更改獎品。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

導致獎品內容變更，本局有權變更獎品，改由等值商品取

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 

（3）若有未盡事宜，環保局得隨時補充之，保留活動內容最終

核准、變更、修改、取消本活動內容之權利，相關異動以

環保局網頁最終公告為主；環保局將視參加本活動者，均

已了解並同意遵守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 

（七）抽獎獎品 

 抽獎獎品共計 50 份，獎項內容如表 3.2-4、圖 3.2-17 所示。 

表 3.2-4  抽獎獎品與數量統計表 

項次 獎項 單價 數量 獎品總價 

1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500 元 50 張 25,000 元 

 

圖 3.2-17 超商 500 元商品卡準備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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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得獎名單 

以抽獎程式抽出 50 名得獎者並分別檢核資格，統整得獎名單後

進行公告，公告內容如圖 3.2-18 所示。 

 

圖 3.2-18 得獎名單公告圖 

（九）獎項寄出 

共 49 位得獎者經聯繫完成確認收件資料，除了 1 位採親領外，

其餘 110 年 7 月 6 日以掛號信函寄出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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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場次 

（一）活動目的 

推動低碳運輸為世界趨勢，臺中市亦致力於減少交通運具污染

排放量，並持續完善電動車使用環境、提供加碼補助措施等鼓勵民

眾改用電動車輛代步，推動全市電動機車數量往三倍增目標邁進。

為瞭解一般民眾對於補助政策瞭解度及對於電動機車推廣相關意見，

進一步宣傳補助資訊，故設計問卷調查抽獎來辦理本次網站宣導，

吸引民眾參與並提供建言，以作為日後擬定相關政策之參考依據。 

（二）活動主題 

為城市發聲，讓好事發生。 

（三）活動期間 

110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 23 時 59 分止，凡於活動期間內於

臺中好環保臉書抽獎活動貼文內完成指定項目即可參加抽獎。 

（四）抽獎日期 

110 年 10 月 6 日以抽獎程式進行抽獎。 

（五）辦理方式及抽獎流程 

1. 辦理方式：活動期間內完成 google 表單問卷，並於「臺中好環

保」臉書本次活動貼文按讚、公開分享，再於貼文下方留言留

言『一起發聲，讓好事發生』同時 tag 1 位好友，即可符合抽獎

資格。抽獎活動貼文如圖 3.2-19 所示，參加人數逾 1,000 人，合

乎依契約規範達 200 人以上。 

2. 抽獎流程：抽獎活動於 110 年 10 月 6 日辦理，抽獎方式係透過

臉書程式「Facebook 抽獎小幫手」來進行抽獎，自貼文下方留言

名單中隨機篩選出符合設定資格的 50 位中獎民眾，並比對

google 表單資料，確認其有完成填寫 google 表單且符合收件地

址為臺中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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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臺中好環保臉書抽獎貼文內容 

（六）活動規則 

1. 參加對象：凡於活動期間內，於臺中好環保臉書貼文完成指定

動作即可具備抽獎資格。 

2. 兌獎方式：中獎名單將公告於臺中好環保臉書粉絲專頁，活動

工作人員將於得獎名單公告後一一聯繫得獎者確認寄件資訊，

110 年 10 月 8 日 17：30 前未接聽電話者均視同放棄。 

3. 其他規定： 

（1）得獎者須無條件同意提供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由環保

局及指定之執行單位，基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予以蒐集、

處理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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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獎活動獎品以實際出貨為主，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更換

款式、顏色或更改獎品。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

導致獎品內容變更，本局有權變更獎品，改由等值商品取

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 

（3）若有未盡事宜，環保局得隨時補充之，保留活動內容最終

核准、變更、修改、取消本活動內容之權利，相關異動以

環保局網頁最終公告為主；環保局將視參加本活動者，均

已了解並同意遵守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 

（七）抽獎獎品 

抽獎獎品共計 50 份，獎項內容如表 3.2-5、圖 3.2-20 所示。 

表 3.2-5  抽獎獎品與數量統計表 

項次 獎項 單價 數量 獎品總價 

1 超商商品卡 500 元 500 元 50 張 25,000 元 

 

 

圖 3.2-20 超商 500 元商品卡準備完成圖 

（八）得獎名單 

以抽獎程式抽出 50 名得獎者並分別檢核資格，統整得獎名單後

進行公告，公告內容如圖 3.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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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1 得獎名單公告圖 

（九）獎項寄出 

50 位得獎者經電話聯繫確認資料後，計 1 位因非本人參加且可

收件地址位於南投縣，自願放棄領獎資格，故實際寄發獎品總計 49

份，並於 110 年 10 月 13 日以掛號信函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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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LINE 官方帳號訊息發布 

在本國，幾乎每個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都有使用 LINE APP 交流的習

慣，即使在高齡族群中也有相當高的普及率。為使民眾、機車相關業者都

能有更便捷的溝通管道，本計畫工作團隊開設補助諮詢 LINE 官方帳號，提

供民眾有別於補助諮詢專線、線上留言、補助服務櫃台以外的諮詢管道，

亦可直接傳送圖片與文件，即時協助解決民眾問題。 

一、辦理方式 

於補助辦法公告後、補助最新訊息發布與辦理網站抽獎等重要訊息發布

期間，透過補助官方 LINE 帳號，挑選近一年曾聯繫過的諮詢民眾、車業，

設定群發訊息，群發訊息設定與發送方式如圖 3.2-22 所示。 

 

圖 3.2-22 群發訊息發送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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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帳號訊息發放內容 

（一）第 1 次群發訊息 

1. 發布日期與時間：110 年 5 月 21 日 16 時 16 分。 

2. 發布內容與成果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國升至三級警戒，外出不戴口

罩將予以開罰，故特以圖卡提醒民眾日常倒垃圾應遵守措施，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3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499 人 

圖 3.2-23 第 1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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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配合 110 年臺中購物節活動，以群發訊息加強活動推廣，

群發內容。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 525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0 月 7 日 15 時 8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4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00 人 

圖 3.2-24 第 2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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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配合 110 年臺中購物節活動，以群發訊息布達累計每滿 500

元即可獲得抽獎機會，並加強推廣臺中購物節 APP。 

2. 發放對象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

助」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568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 11 時 17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5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496 人 

圖 3.2-25 第 3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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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4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透過LINE群發訊息公布壓軸大獎為千萬好宅，以吸引

民眾踴躍參加 110 年臺中購物節活動，同步提供臺中購物節

APP 下載連結來加強臺中購物節廣告效果。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587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 10 時 58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6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54 人 

圖 3.2-26 第 4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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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5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LINE 群發訊息說明購物節抽獎活動，以總獎金高達 3 億元

的多元抽獎活動提高民眾參與意願，訊息內再次提供臺中購物

節 APP 下載連結，讓民眾能以 APP 查詢活動及登錄發票。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592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 15 時 19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7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52 人 

圖 3.2-27 第 5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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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6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以LINE群發訊息說明購物節辦理期間、抽獎活動與獎金，

另還有加碼抽獎，並提供 APP 下載連結來提醒民眾下載臺中購

物節 APP 登錄發票。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598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1 月 5 日 17 時 54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8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52 人 

圖 3.2-28 第 6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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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 7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以 LINE 群發訊息提醒臺中購物節已於 10 月 10 日開始，鼓

勵民眾踴躍使用振興券消費來抽大獎，再提供臺中購物節 APP

下載連結供民眾取得 APP 登錄發票。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567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 17 時 12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29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57 人 

圖 3.2-29 第 7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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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 8 次群發訊息 

1. 發放內容 

以LINE群發訊息告知民眾臺中購物節活動已接近尾聲，天

天都有抽獎機會，越早買、買越多，越有機會抽到大獎，並提

醒民眾記得登錄發票才有中獎機會，群發內容如圖3.2-X所示。 

2. 發放對象 

近期於「臺中ㄅㄨㄅㄨ網－老舊機車汰舊換購相關補助」

LINE 官方帳號有互動且加為好友之民眾，共篩選出 653 名。 

3. 群發訊息發布日期：發布於 110 年 12 月 3 日 17 時 15 分。 

4. 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訊息編輯畫面與傳送成果如圖 3.2-30 所示。 

 

說明：訊息發布預覽畫面 

 

說明：訊息發布成果，有效送達人數為 564 人 

圖 3.2-30 第 8 次群發訊息發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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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宣導報廢獎勵計畫 

臺中市 1 至 4 期老舊機車數量高居全國第 3 名，為鼓勵機車相關業者協

助向市民宣導淘汰老舊機車，109 年曾辦理為期約 2 個月的宣導報廢獎勵競

賽。競賽活動以排名制方式激勵車業踴躍申請，審查通過案件數達 35 件以上

且數量最多之前 33 名即可獲得獎勵金，第一名獎金高達 8 萬元！統計 9 月至

10 月收件期間，臺中市總計淘汰 1 萬 8,500 輛老舊機車，尤其 10 月單月報廢

數量 1 萬 807 輛，較辦理宣導報廢獎勵競賽前增加了 57.8%，成效斐然。 

一般機車行、定檢站等為民眾首要接觸補助資訊的管道之一，當民眾有

車輛檢驗、修繕、報廢或換車需求時，往往會先洽詢車行再從車行獲知補助

相關資訊，因此希冀於 110 年再度結合民間力量，透過文宣以外管道宣導補

助資訊，增加相關訊息觸及人數，加速臺中市老舊機車汰換。 

一、規劃內容 

（一）辦理期程：自實施日 110 年 4 月 18 日起，每件符合案件可獲得 200

元獎勵金，限額 3 萬件，額滿或 110 年 10 月 31 日為止（以先達者

為準），並以案件上傳及資料完備之先後順序判定。 

（二）參加淘汰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從事機車及其零件銷售、維修與取得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

件之機車業，並向民眾宣導且協助民眾完成報廢及回收老舊機

車者。 

2. 機車業須登記於臺中市。 

3. 老舊機車須為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出廠，車籍須

於 109 年 1 月 1 日（含）前即已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

109 年 1 月 1 日起未曾有遷出紀錄，同 1 輛車僅計算 1 次。 

4. 老舊機車須於實施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間完成報廢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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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日期須界於實施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間），並於實施日起

至 110年 10月 31日間上傳檢附資料至臺中ㄅㄨㄅㄨ網，上傳日

期以線上系統受理案件日期判定。 

（三）參加本計畫者需檢齊下列證明文件，逐案上傳至臺中ㄅㄨㄅㄨ網，

以利本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進行統計，各證明文件之內容、

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1. 檢附老舊機車之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 

2. 檢附老舊機車照片，照片之老舊機車車牌及機車業招牌須同時

入鏡並清晰可辨，若無法拍攝到招牌，須以店內店名標誌或門

牌照片取代，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  宣導報廢獎勵活動案件照片範例 

（四）上傳文件如有欠缺，經環保局通知日起 15 日內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退件不納入獎勵，同意延長補正期限或再

次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倘上傳文件未於競賽期間內完成補正，

環保局不負延遲之責。 

（五）獎勵計畫規則： 

1. 經審查後，每件符合案件可獲得 200 元獎勵金，限額 3 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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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額滿或 110 年 10 月 31 日為止（以先達者為準），以案

件上傳及資料完備之先後順序判定之。 

表 3.3-1  宣導報廢獎勵金上傳案件數量及競賽得獎金額表 

核撥單位 金額 限額 

件 200 元 3 萬件 

2. 案件額滿或 110 年 10 月 31 日收件截止後 14 日內，完成案件審

查與統計，各車業上傳之符合案件數統計表將公告於臺中ㄅㄨ

ㄅㄨ網，並一次匯款予各車業（提供非臺灣銀行帳戶者，另內

扣 30 元跨行匯款手續費）。 

3. 完成案件審查與統計後將另以公文通知，各機車業於文到 7 日

內郵寄領據及公司或公司負責人之存簿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

章）至環保局。 

4. 老舊機車須於實施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間完成報廢及回收

（文件日期須界於實施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間），並於實施日

起至 110年 10月 31日間上傳檢附資料至臺中ㄅㄨㄅㄨ網，上傳

日期以線上系統受理案件日期判定。 

5. 其他規定： 

（1）依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 1,000 元，須列入個人綜合所

得稅申報；超過 2 萬元者，國人須代扣 10%中獎所得稅。

中獎人須於領獎時繳付該扣繳稅款，並應遵從稅法，根據

稅制依法繳納。 

（2）領獎之機車業須無條件同意提供公司（行號）、負責人姓

名、地址、聯絡電話及政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由環

保局及指定之執行單位，基於辦理本活動之目的予以蒐集、

處理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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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加本計畫者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

獎勵金，環保局得撤銷其資格，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獎勵

金。 

7. 本計畫倘有異動，本府得公告修正之。 

二、申請文件審查重點分析 

申請文件審查重點如表 3.3-2 所示，因申請者拍照或掃描文件之設備不

一，審查時主要針對重點資訊審理，圖檔只要符合應審查重點並清晰可辨

即可。 

表 3.3-2  申請文件審查重點 

文件名稱 主要審核項目 

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 

1. 淘汰老舊機車之車號 

2. 回收日期 

3. 報廢車輛出廠年月 

4. 登記回收清除廢車專用章 

老舊機車照片 

老舊機車車牌及機車業招牌須同時入

鏡並清晰可辨，若無法拍攝到招牌，應

以店內店名標誌或門牌照片取代 

三、申請件數與符合件數之數量及分析 

申請件數由實施日 110 年 4 月 18 日起統計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總

申請案件數為 3,201 件，其中符合案件計 2,864 件，不符合資格案件計 337

件。由於舊車需完成報廢及回收手續始可申請宣導報廢獎勵金，若照片不

符合規定，車體也已回收無法補拍照片，因此案件幾乎只有符合及退件兩

種狀況。 

四、錯誤樣態分析 

接續前一段所述，不符合資格案件占總申請件數比約 10.5%，相當於近

1/10 案件經審查後會以退件辦理，其退件原因分析彙整如圖 3.3-2。宣導報

廢獎勵計畫之獎勵對象為車行，須檢附文件僅有兩項，分別為回收管制聯

單及老舊機車照片，且已辦理多年，但因 110 年度之實施日為公告日一個

月後（110 年 4 月 18 日），非公告後即開始實施，因此案件不符申請資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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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件案件中，以舊車報廢日期非 110 年 4 月 18 日之後者為最大宗。 

 

圖 3.3-2  宣導報廢獎勵案件審查結果分析圖 

此外，109 年環保署曾修正補助規定為 109 年 9 月 1 日起須向新車車籍

所在地環保局申請補助，自此舊車車籍所在地非臺中市之案件量大增，而

許多車行延續一條龍辦理模式，協助顧客舊車報廢回收與申請汰舊換新補

助後，直接向臺中市申請宣導報廢獎勵，故有 6.4%比例案件之舊車車籍地

非臺中市因而資格不符被退件，另有少部分退件係因車籍於 109 年後有異

動紀錄或是無法提供符合規定之舊車照片，以及重複申請的案件。 

在審查過程中，若有照片不符合規定案件，會立刻聯繫車行確認是否有

其他照片可提供，除了說明如何拍攝正確照片，亦會建議車行多拍幾張照

片上傳，降低退件率，確保機車業者申請獎勵金權益來協助提升其宣導汰

換意願，提高本市老舊機車汰除數量，加速改善臺中市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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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補助線上系統 

3.4.1 網頁平臺主機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 

為確保臺中ㄅㄨㄅㄨ網站運行狀況，本計畫工作團隊每月定期進行更

新維護工作，並設計系統主機維護檢核表（參見圖 3.4-1），於每日進行功能

檢核，每月隨工作成果月報提送當月系統主機維護紀錄，以便業務科掌握

補助系統狀況。本年度檢核表下方增加了備註欄位，便於檢核人員紀錄。

除了不定時測試臺中ㄅㄨㄅㄨ網前臺、後臺各項功能，紀錄各項案件補助

資訊、新增項目等訊息更新狀況，另測試檢核網頁各項功能是否正常運作，

每月並由專業工程人員不定期辦理一次系統與主機弱點掃描，若有中度以

上風險將主動進行維修（掃描結果參見圖 3.4-2）。此外，相關網頁如遇有資

訊錯誤、系統故障、異常或經環保局指示修正等情形，皆於通知後儘速完

成修復回報環保局計畫承辦人員，相關內容呈現方式如圖 3.4-3。 

 

圖 3.4-1  系統主機更新維護檢核表內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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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系統主機弱點掃描成果圖 

 

圖 3.4-3  更新維護紀錄回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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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補助線上系統更新功能作業 

因應本年度宣導報廢獎勵計畫辦理方式及彙整案件審查人員意見，110

年度系統做了部分更新調整，調整內容如下說明。 

一、宣導報廢獎勵計畫相關欄位 

（一）原網頁顯示「宣導報廢獎勵競賽」之名稱皆更新為「宣導報廢獎勵

計畫」，包括首頁主選單、次選單等，如圖 3.4-4。 

 

圖 3.4-4  顯示名稱更新為宣導報廢獎勵計畫完成圖 

（二）修改申請表填寫內容，公司行號名稱與統一編號改為必填，刪除僅

第一次申請填寫即可之備註，如圖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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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宣導報廢獎勵計畫申請表修改完成圖 

（三）宣導報廢獎勵之檔案上傳，原「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欄位

名稱改為「－」，欄位 1、2 都設定為非必要上傳，另刪除老舊機車

照片上傳欄位備註說明，如圖 3.4-6。 

 

圖 3.4-6  宣導報廢獎勵計畫文件上傳欄位修改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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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上傳欄位 

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淘汰二行程機車、宣導報廢獎勵計畫」

檔案上傳欄位的「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上傳欄位，改為非必要上傳，

如圖 3.4-7。 

 

圖 3.4-7  宣導報廢獎勵計畫文件上傳欄位修改完成圖 

三、線上申請表欄位 

（一）「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申請表，增加經辦經銷商名稱及經辦經銷商連絡電話，

非必要填寫欄位，自行辦理者亦可略過不填，如圖 3.4-8。 

 

圖 3.4-8  宣導報廢獎勵計畫文件上傳欄位修改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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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新購電動機車」線上申請表移除發票編號填寫欄位，如

圖 3.4-9。 

 

圖 3.4-9  線上申請表移除發票編號欄位修改完成圖 

四、一般民眾之線上申請表增加身分別選項 

淘汰二行程、新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項目，一般民眾線上申請表申請身分欄

位改為下拉式選單，其他欄位為鎖定狀態，須先選擇才能再往下填寫，如

圖 3.4-10。選擇公司行號或外籍人士時，下方欄位隨即開放填寫，無須連線

戶政系統驗證；選擇本國國民時（中低收入戶亦同），申請表僅開放填寫申

請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並出現「送出」按鈕與相關說明，如圖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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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一般民眾身分別修改為下拉式選單完成圖 

 

圖 3.4-11 本國國民身分證字號檢核機制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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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民眾身分證驗證機制 

淘汰二行程、新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項目，申請人身分別若選擇為本國國民，

身分證字號欄位旁會出現送出按鈕，填寫完身分證字號須按「送出」進行

身分證查驗，驗證後身分證字號欄位將鎖定，若要修改須重新檢核及填寫

申請表。 

（一）申請人經查驗身分證字號為臺中市市民，跳出「身分證字號確認為

臺中市市民，可向本市申請補助，請完成申請表及上傳檢附文件。」

提示視窗，關閉視窗後即可繼續進行申請程序，如圖 3.4-12。 

 

圖 3.4-12 一般民眾身分證字號驗證通過圖 

（二）申請人經查驗身分證字號非為臺中市市民，跳出「身分證字號非為

臺中市市民，請向戶籍所在地環保局洽詢補助申請。」提示視窗，

視窗上另備註「戶政系統資料庫有時間差，若為剛遷入臺中市者，

請於遷入後 24 小時再提出申請。」，如圖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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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 一般民眾身分證字號驗證不通過圖 

六、中低收入戶身分證驗證機制 

淘汰二行程、新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老舊機車換購電

動自行車、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項目，新增身份別申請欄位，選定後身

分證字號欄位旁會出現送出，在填寫完身分證字號須按「送出」進行身分

證查驗（如圖 3.4-14），申請過程中身分證字號欄位將鎖定，若要修改，須

重新驗證身分證字號及填寫申請表。 

 

圖 3.4-14 中低收入戶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檢核機制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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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經查驗身分證字號為臺中市市民，跳出「身分證字號確認為

臺中市市民，可向本市申請補助，請完成申請表及上傳檢附文件。」

提示視窗，按下確認後即可繼續進行申請程序，如圖 3.4-15。 

 

圖 3.4-15 中低收入戶身分證字號驗證通過圖 

（二）申請人經查驗身分證字號非為臺中市市民，跳出「身分證字號非為

臺中市市民，請向戶籍所在地環保局洽詢補助申請。」提示視窗，

視窗上另備註「戶政系統資料庫有時間差，若為剛遷入臺中市者，

請於遷入後 24 小時再提出申請。」，如圖 3.4-16。 

 

圖 3.4-16 中低收入戶身分證字號驗證不通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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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執行人員教育訓練  

3.5.1 職前教育訓練成果 

一、目的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自 110 年 1

月 1 日簽約開始執行，目前優先辦理 109 年度超收案件審查。行政院環保

署 110 年度為延續 109 年之補助方案，僅調降補助金額，本市加碼補助規定

則考量到賸餘空污基金與市政推動方向而稍有調整。新年度為使執行人員

對計畫目標及相關作業能熟悉及瞭解，將針對移動污染源減量、老舊機車

補助規定相關事宜、常見問題等，規劃 6 小時教育訓練，授以完整之訓練

課程，期使計畫人員瞭解在執行計畫工作內容中習得專業技能，另掌握計

畫執行要點及進度控管能力，維護計畫品質。 

二、辦理日期及時間 

110 年 1 月 25 日（一） 14：00 ~ 16：00 

110 年 1 月 26 日（二） 14：00 ~ 16：00 

110 年 1 月 27 日（三） 14：00 ~ 16：00 

三、辦理地點 

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會議室 

四、辦理對象 

（一）環保局相關業務人員 

（二）本計畫執行人員 

五、課程規劃 

有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規劃、時間及講師如表 3.5-1 所示，教育訓練上

課成果紀錄如圖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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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測驗成績 

職前教育訓練之筆試測驗成績，全員成績皆達 80 分以上，統計如表 3.5-2

所示。 

表 3.5-1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課程項目 主講人 時數 地點 

1/25 

（一） 

14：00 

至 

16：00 

移動污染源管制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系 

盧昭暉教授 

2 

創騏環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1/26 

（二） 

14：00 

至 

16：00 

1. 110 年度補助辦法規定解說 

2. 修正條文重點說明 

3. 審件判定原則與實例討論 

創騏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2 

創騏環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1/27 

（三） 

14：00 

至 

16：00 

1. 110 年度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說明 

2. 服務禮儀要點 

3. 報告圖表製作講解 

創騏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2 

創騏環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16：00 

至 

16：30 

教育訓練筆試 
創騏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0.5 

創騏環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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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講師講解機車污染管制內容 

  
說明：講解計畫執行內容背景與本年度補助規定、審查重點 

  
說明：瞭解本年度計畫執行工項、服務禮儀與常用圖表製作技巧 

  
說明：駐局與櫃檯同仁補上教育訓練課程 

圖 3.5-1  教育訓練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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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教育訓練測驗成績統計表 

項次 人員 分數 

1 蕭伊琳 100 

2 戴以堯 100 

3 蕭丞培 100 

4 張雅雯 100 

5 林汝婷 100 

6 謝佑欣 100 

7 張家瑜 100 

8 江培琴 95 

9 古蔚辰 95 

10 江玫慧 100 

更換人員及支援人力 

1 胡宗文 100 

2 潘佳倫 95 

3 蔡怡安 100 

4 楊易妮 100 

5 林怡君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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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第 1 場次教育訓練成果報告 

一、目的 

交通運具行駛所產生的移動污染源為臺中市空污三大來源之一，除了發

展網絡完善的大眾運輸取代私人運具外，要改善空氣品質，亦必須從源頭

控管交通運具污染排放量。本計畫以辦理補助協助高污染老舊機車汰除，

從中推廣低污染交通工具，因此規劃本次教育訓練課程，讓計畫人員能進

一步瞭解本市交通現況，知曉推動低碳運輸及低碳運具策略，期能對空品

管制與低碳運輸有更深入認識。 

二、辦理日期及時間 

110 年 6 月 24 日（四） 14：00 ~ 16：00 

三、辦理方式 

因應國家疫情三級警戒，以預錄影片方式提供同仁於個人座位同步觀看，

保持社交距離。 

四、辦理對象 

本計畫執行人員 

五、課程規劃 

有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規劃、時間及講師如表 3.5-3 所示，教育訓練上

課成果紀錄如圖 3.5-2。 

六、測驗成績 

本次教育訓練之測驗成績，全員成績皆達 80 分以上，有關教育訓練測

驗成績統計如表 3.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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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課程項目 主講人 地點 

6/24 

（四） 

14：00 

至 

16：00 

臺中市推動低碳運輸

策略方針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

基金會 

李克聰副教授 創騏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16：00 

至 

16：30 
筆試 - 

 

  
說明：配合防疫措施，於個人座位觀看教育訓練影片 

  
說明：同仁補看教育訓練影片，座位維持安全距離 

圖 3.5-2  教育訓練上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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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  教育訓練測驗成績統計表 

項次 人員 分數 

1 胡宗文 100 

2 戴以堯 100 

3 蕭丞培 100 

4 張雅雯 100 

5 林汝婷 100 

6 謝佑欣 92 

7 張家瑜 100 

8 江培琴 100 

9 古蔚辰 94 

10 江玫慧 92 

11 潘佳倫 100 

12 蔡怡安 100 

13 楊易妮 100 

14 林怡君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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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第 2 場次教育訓練成果報告 

一、目的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迄今執行

10 個月餘，已屆臨本年度成果彙整之際。計畫人員因分工屬性不同，文書

軟體操作能力不一，為使新進人員與計畫原有人員皆能具備資料彙整、演

算公式應用與撰寫成果報告能力，特安排本次教育訓練課程，教授報告撰

寫與簡報設計技巧，讓計畫人員知悉報告撰寫時應呈現的方式、精進其統

整數據能力，並藉由期末報告更加瞭解計畫內容，將計畫執行至今之成果

完整呈現。 

二、辦理日期及時間 

110 年 11 月 3 日（三） 14：00 ~ 16：00 

三、辦理地點 

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會議室 

四、辦理對象 

本計畫執行人員 

五、課程規劃 

有關教育訓練課程內容規劃、時間及講師如表 3.5-5，教育訓練上課成

果紀錄如圖 3.5-3。 

六、測驗成績 

本次教育訓練之測驗成績，全員成績皆達 80 分以上，有關教育訓練測

驗成績統計如表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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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5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課程項目 主講人 地點 

11/3 

（三） 

14：00 至 15：00 EXCEL 實用技能與實作練習 

創騏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創騏環境科

技有限公司 

15：00 至 15：30 報告內容與重點格式說明 

15：30 至 16：00 簡報呈現概念及設計技巧介紹 

16：00 至 16：30 筆試 – 

  

說明：講師說明 EXCEL 常用技巧 說明：講師指導同仁實作練習 

  

說明：進行報告敘寫及簡報設計講解 
說明：同仁補看教育訓練影片同步實作

練習 

圖 3.5-3  教育訓練上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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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6  教育訓練測驗成績統計表 

項次 人員 分數 

1 胡宗文 100 

2 戴以堯 100 

3 蕭丞培 92 

4 張雅雯 96 

5 林汝婷 100 

6 謝佑欣 92 

7 張家瑜 100 

8 江培琴 92 

9 古蔚辰 92 

10 江玫慧 84 

11 潘佳倫 96 

12 蔡怡安 88 

13 楊易妮 100 

14 林怡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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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審查作業 

3.6.1 修訂臺中市補助標準作業流程及相關補助辦法 

一、定義 

行政院環保署自 109 年起擴大推動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之 1 至 4

期排放標準老舊機車報廢，為鼓勵車主儘早將老舊機車汰換為低污染車輛，

祭出為期兩年「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並採逐年遞減政策，以促使老舊

機車提早汰除。臺中市配合中央政策，另參酌 109 年度辦理狀況與市政推

動方向，研擬「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與

其補助審核標準作業流程（詳如圖 3.6-1、3.6-2），讓市民與審查人員得以依

循，使補助案件審查標準一致、效率提高，提升市民對於市政之滿意度。 

二、適用對象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符合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或臺中市政府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者。 

三、認定基準說明 

（一）淘汰二行程機車、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淘汰老舊機車換

購七期機車申請補助資格 

1. 老舊機車指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含）前出廠之機車，並於

補助期間完成回收及報廢手續。 

2. 二行程機車指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出廠，並於補

助期間完成回收及報廢手續。 

3. 電動二輪車指符合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第二條第

三款規定之車型。 

4. 七期機車指符合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第二條第四

款規定之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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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助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其他相關規

定依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辦理。購車發票須為 110

年開立，老舊機車、二行程機車應於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10日（含）間完成報廢及回收作業，並於111年1月10日（含）

前提出申請。 

6. 回收及報廢老舊機車、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 109 年 1 月 1

日（含）前即已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 109 年 1 月 1 日起

未曾有遷出本市轄區之紀錄。 

7. 同一輛老舊機車僅可申請一項補助，申請淘汰換購補助之電動

機車、七期機車或新購電動機車者，須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10 日（含）間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牌，其機車須為新領牌

機車，不得有過戶紀錄。 

8. 申請者為年滿 18 歲之我國國民，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本市轄

區；申請者為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登記地址須於申請時設籍本市轄區，且新購機車及申請補助受

理日期應介於居留證核發日期及有效日期間。獨資、合夥或法

人，須於本市登記或設立。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者，應領有本

市轄區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書。以上年齡認定，

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 

9. 中華民國國民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

助一輛。獨資、合夥或法人新購電動機車或淘汰老舊機車換購

車輛達 2 輛以上者，須提出補助計畫書，並經本局核准。 

10.新購電動二輪車或七期機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非同一人

時，應檢具由新購電動二輪車或七期機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

車主共同簽署之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由新購車輛車主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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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購車證明須為發票，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並加

蓋發票章；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特殊情形無法開立發票，另經

本局核可後提出收據證明。 

12.申請人於本計畫施行前已申請過本府環境保護局及環保署相關

新購、淘汰換購電動二輪車或燃油機車或自行車等補助者，不

予補助。 

13.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七期燃油機車或電動二輪車，並

依本計畫規定申請補助者，應切結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14.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

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購買電動二輪車

或七期燃油機車不予補助。 

15.申請案件經受理後若須更換補助類別，僅限案件於「已受理」（未

經審查）之階段，須填寫更換項目申請書並以一次為限，但經

審查判定有資格不符者，得重新申請。 

16.本計畫補助種類金額及條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應檢附文件如

附表三。申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三之證明文件，向本局提出線

上申請。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17.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並依申請

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倘申請

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用罄

無法予以補助，主管機關不負延遲之責。 

18.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

續費採累計扣除。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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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手續費。 

19.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日起 30 日內限期補正而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予以駁回其申請，同意延

長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20.其餘請詳閱「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

計畫」。 

（二）新購電動機車申請補助資格 

1. 電動機車指符合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三

款規定之車型。 

2. 補助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其他相關規

定依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辦理。購車發票須為 110

年開立，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含）前提出申請。 

3.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10 日（含）間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

牌，其機車須為新領牌機車，不得有過戶紀錄。 

4. 申請者為年滿 18 歲之我國國民，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本市轄

區；申請者為年滿 18 歲以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

登記地址須於申請時設籍本市轄區，且新購機車及申請補助受

理日期應介於居留證核發日期及有效日期間。獨資、合夥或法

人，須於本市登記或設立。申請中低收入戶補助者，應領有本

市轄區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書。以上年齡認定，

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 

5. 中華民國國民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

助一輛。獨資、合夥或法人新購電動機車或淘汰老舊機車換購

車輛達 2 輛以上者，須提出補助計畫書，並經本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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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購車證明須為發票，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並加

蓋發票章；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特殊情形無法開立發票，另經

本局核可後提出收據證明。 

7. 申請人於本計畫施行前已申請過本府環境保護局及環保署相關

新購、淘汰換購電動二輪車或燃油機車或自行車等補助者，不

予補助。 

8. 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七期燃油機車或電動二輪車，並

依本計畫規定申請補助者，應切結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9. 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

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購買電動二輪車

或七期燃油機車不予補助。 

10.申請案件經受理後若須更換補助類別，僅限案件於「已受理」（未

經審查）之階段，須填寫更換項目申請書並以一次為限，但經

審查判定有資格不符者，得重新申請。 

11.本計畫補助種類金額及條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應檢附文件如

附表三。申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三之證明文件，向本局提出線

上申請。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12.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並依申請

先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倘申請

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用罄

無法予以補助，主管機關不負延遲之責。 

13.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

續費採累計扣除。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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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手續費。 

14.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日起 30 日內限期補正而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予以駁回其申請，同意延

長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15.其餘請詳閱「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

計畫」。 

四、審件作業流程 

 

圖 3.6-1  汰舊暨換購低污染車輛審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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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電動機車申請補助資格

1. 申請者為年滿18歲以上之我國國民，戶籍須於申請時設籍於本市轄區；年滿18歲以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

之外籍人士，登記地址須於申請時設籍本市轄區；獨資、合夥或法人，須於本市登記或設立。以上年齡認

定，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

2. 購車發票須為110年開立，須110年1月1日至111年1月10日（含）間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牌，其機車須為

新領牌機車，不得有過戶紀錄。

3. 中華民國國民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助一輛；外籍人士新購機車及申請補助受理

日期應介於居留證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間。

4. 申請人於本計畫施行前已申請過本府環境保護局及環保署相關新購、淘汰換購電動二輪車或燃油機車或自

行車等補助者，不予補助。 
5. 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機車，並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者，應切結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9. 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

所購買電動機車不予補助。

10.其餘請詳閱「110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

申請新購電動機車
小型輕型/輕型/重型（一般）3,000元

小型輕型/輕型/重型（中低）：25,000元

填寫申請表及上傳相關文件圖檔
（1）身分證正反面、居留證正反面或公司證明文件
（2）新購電動機車發票收執聯
（3）新購電動機車行車執照
（4）車主本人存摺
（5）切結書
（6）中低或低收證明（中低收需檢附）
（7）所得稅納稅證明（持非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須檢附）

環保局線上收件

初審

已撥款（秘書室撥款）

請補正案件
內容

複審（及核銷案件造冊）

待撥款（會計室覆核及經費核銷）

應補正案件
內容

逾期未補正
退件

已完成補正案件

 

圖 3.6-2  新購電動機車審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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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110 年補助申請期間至 111 年 1 月 10 日止，申請文件全面線上申請，

不收紙本文件，審查順序以申請順序排序。 

（二）經環保局審核通過者，一般民眾，環保署及環保局加碼之補助總金

額如下說明：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 500 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

機車補助 8,000 元至 1 萬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

補助 4,000 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 3,000 元及新購電動機車

補助 3,000 元。中低收入戶，環保署及環保局加碼之補助總金額如下

說明：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 1,500 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

助 3 萬 1,000 元至 3 萬 3,000 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輔助）自

行車補助 9,000 元、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補助 3,000 元及新購

電動機車補助 2 萬 5,000 元。 

（三）淘汰二行程機車、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淘汰老舊機車換

購七期機車應檢附文件 

1. 身分證正反面或居留證正反面或法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新車之發票收執聯。 

3. 電動機車或七期機車之行車執照，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車架

號碼及整車照片。 

4. 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 

5. 車主本人存摺。 

6. 其他文件： 

（1）車主死亡須檢附：除戶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二擇一）、

法定繼承委託書（必檢附）。 

（2）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老舊機車車主身分證明文件（新

舊車主不同人時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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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低收入戶須檢附：中低或低收證明。 

（4）持非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須檢附：所得稅納稅證明。 

（四）新購電動機車應檢附文件 

1. 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或居留證正反面或法人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2. 新購電動機車發票收執聯。 

3. 新購電動機車行車執照。 

4. 車主本人存摺。 

5. 其他文件： 

（1）中低收入戶須檢附：中低或低收證明。 

（2）持非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須檢附：所得稅納稅證明。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者為年滿 18 歲以上之我國國民，戶籍須於申請時設籍本市

轄區；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登記地址須於申請時

設籍本市轄區；獨資、合夥或法人須於臺中市登記或設立。 

2. 購車發票須為 110 年開立，二行程機車及老舊機車應於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0 日（含）完成報廢及回收作業，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 

3.  回收及報廢老舊機車、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 109 年 1 月 1

日（含）前即已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 109 年 1 月 1 日起

未曾有遷出本市轄區之紀錄。 

4. 同一輛老舊機車僅可申請一項補助，申請淘汰換購補助之電動

機車、七期機車或新購電動機車者，須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 月 10 日（含）間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牌，其機車須為新領牌

機車，不得有過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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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於本計畫施行前已申請過環保局及環保署相關新購、淘

汰換購電動二輪車或機車或自行車等補助者，不予補助； 獨

資、合夥或法人新購電動機車或淘汰老舊機車換購車輛達 2 輛

以上者，須提出補助計畫書，並經本局核准。 

6. 中華民國國民及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

助一輛，外籍人士新購機車及申請補助受理日期應介於居留證

核發日期及有效日期間。 

7. 新購電動二輪車或七期機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非同一人

時，應檢具由新購電動二輪車或七期機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

車主共同簽署之保證書，由新購車輛車主提出申請。購車證明

須為發票，特殊情形無法開立發票，另經本局核可後提出收據

證明。 

8. 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機車，並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

者，應切結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9. 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

售商，以及將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所購買電動二輪車

或七期機車不予補助。 

10.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

續費採累計扣除。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

匯款手續費。 

11.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日起 30 日內限期補正而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予以駁回其申請。 

12.凡申請人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

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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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110 年審查重點及各項目退補正情形分析 

申請人於線上申請補助案件後，審查人員依環保署與臺中市加碼補助

規定、審查作業流程及各文件審查事項等依序進行審查後，將案件須補正

之內容或不符合資格之原因以公文通知申請者，符合資格且文件齊全案件

則進入造冊等核銷程序。各項目申請案件檢附文件資訊繁多，本計畫工作

團隊條列申請補助所須審查文件重點，彙整出退補正原因，分別說明如下。 

一、申請文件審查重點分析 

（一）申請文件審查重點如表 3.6-1，審查時針對重點資訊審理，案件檢附

圖檔只要審查重點清晰可辨即可。 

（二）申請老舊機車汰舊換新電動二輪車加碼補助者須符合以下辦法之規

定： 

1. 老舊機車須為 96年 6月 30日前出廠，於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0 日（含）間完成車籍報廢及車體回收作業，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含）前提出申請。 

2. 回收及報廢之老舊機車之車籍，須於 109年 1月 1日前設籍臺中

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3. 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臺中市轄區。 

4. 新購置之電動機車、電動（輔助）自行車之發票須為 110 年開立，

並於 111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新車領牌。 

5. 新、舊車主不同人之案件，需檢附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舊

車主身分證明文件。 

6. 新購之電動機車須設籍於臺中市。 

7. 申請汰舊或新購電動機車者，須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牌，為新

領牌機車沒有過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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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民及持有本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助一輛。 

（三）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者須符合以下辦法之規定 

1. 淘汰二行程機車須為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廠。 

2. 報廢、回收及申請時間，須於 110 年 1 月 10 日至 111 年 1 月 10

日之間。 

3. 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臺中市轄區。 

4. 回收及報廢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 109年 1月 1日起設籍臺中

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四）申請新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者須符合以下辦法之規定 

1. 申請汰舊換購補助或新購電動機車者，須於臺中市監理單位掛

牌，為新領牌機車沒有過戶紀錄。 

2. 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戶籍須設籍臺中市轄區。 

3. 國民及持有本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購車每人限補助一輛。 

表 3.6-1  申請文件審查重點（1/2） 

文件名稱 主要審核項目 

身分證正、反面/公司登記證/ 

居留證正、反面 

1. 車主姓名/公司名稱 

2.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3. 戶籍地址 

4. 申請人生日（購車時應年滿 18 歲） 

新購電動二輪車/七期機車 

發票收執聯 

或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1. 車主姓名 

2. 新購車車牌號碼或引擎號碼 

3. 車架號碼/型號/廠牌 

4. 購買日期 

5. 經銷商統編章 

6. 購買金額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3-94 

表 3.6-1  申請文件審查重點（2/2） 

文件名稱 主要審核項目 

電動機車/七期機車行車執照 

1. 車主姓名/公司名稱 

2. 車牌號碼、車身號碼（七期機車） 

3. 型號、排氣量（七期機車） 

4. 出廠年份 

全車照片及車架號碼照片 車架號碼與補助車款型號相符 

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 

1. 舊車主資料 

2. 新車主資料 

3. 日期 

4. 車牌號碼或車架號碼 

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 

1. 車主姓名 

2. 淘汰老舊機車/二行程之車號 

3. 回收日期 

4. 報廢車輛出廠年月 

5. 登記回收清除廢車專用章 

金融機構帳戶 

1. 帳戶名稱 

2. 金融帳號 

3. 銀行代碼 

4. 通匯代碼 

其他文件： 

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 

法定繼承委託書 

中低或低收證明 

舊車主身分證明文件 

納稅證明 

1. 原車主姓名 

2. 原車主身分證字號 

3. 原車主死亡日期 

4. 法定繼承委託書需簽名、蓋章 

5. 中低收證明之姓名、有效期限 

6. 舊車主身分證明文件 

7. 納稅證明 

8. 更換項目申請書 

9. 公務人員切結書 

註 1：審查人員將於造冊前，另對補助案件之七期機車型號與行政院環保

署公告之七期機車合格證清冊進行核查，以確保皆為補助車款 

註 2：7 月 19 日之後應檢附文件將刪除回收管制聯單，亦不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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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正原因分析 

本計畫工作團隊統計淘汰二行程、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與新購

電動機車申請案件之應補正案件及不符合資格案件之原因，探討民眾對於

補助規定是否瞭解與線上申請程序是否有困難點等，作為宣導或系統功能

簡化之參考依據。 

針對車行代辦之補助文件，若補正原因屬於發票或收據等須由車行進行

補正之文件，均會優先通知車行協助申請人補正，除了可減少補正程序，

也能讓該車行更了解文件審核的重點，以減少重複性的錯誤發生。 

（一）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案件之補正原因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多數案件多為申請人委託車行協助辦理，

且多數民眾在淘汰老舊機車後仍需有代步工具，因而汰換後多為申

請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僅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的案件申請量

較少。統計 110 年開放申請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半數補正案件均

是切結書版本年度錯誤或檢附其他項目之切結書而需補正，其餘多

為身份證明文件或存摺檢附錯誤，補正原因比例如圖 3.6-3 所示。 

 

圖 3.6-3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案件補正文件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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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補助案件之補正原因分析 

民眾淘汰老舊機車並購買電動機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與七

期機車後，幾乎皆由車行協助辦理補助申請，部分規模較大業者甚

至聘有專門處理申請文件之專員，但案件經審查後仍有部分案件資

料缺漏或錯誤。由圖 3.6-4 可見，切結書、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

身分證明文件和發票占各類補正項目最大宗。 

切結書補正原因多因車行未更新正確版本或是誤下載前一年度

補正專用切結書，且換購七期機車項目另有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

期機車版本之切結書，因此補正原因多為檢附版本錯誤。此外，109

年度起，加碼補助規定不再限定新舊車主須為同一人，新舊車主不

同人的案件量與相關文件補正皆大幅增加，如檢附舊版切結書、未

檢附雙方車主之身分證明文件與新舊車主不同人保證書資訊未填寫

完整等。發票或收據則因開立後須額外寫上車主姓名、車號或車架

號碼等資訊，常有誤繕或塗改後未加蓋經銷商大小章而須補正的狀

況。 

 

圖 3.6-4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案件補正文件比例圖 

（三）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之補正比例 

110 年起不再加碼補助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但部分民眾汰除

之老舊機車亦符合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資格，為節省民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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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起不再加碼補助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但部分民眾汰除

之老舊機車亦符合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資格，為節省民眾手續

與切結書印製，本年度另提供「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

書」予民眾下載使用。由於首次在同項目提供不同版本切結書，許

多民眾未仔細分辨差異導致案件需要補正。統計 110 年案件至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總計 5,039 件補正案件，其中

應補正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案件數為 676 件，占該

項目補正案件比例 13.4%，如圖 3.6-5 所示。進一步分析各月份補正

案件中補正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的案件數量與占比，

如圖 3.6-6 所示，補正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案件數量

與占比在 4 月至 6 月呈現逐月減少的趨勢，推測可能原因有下載切

結書連結處加註說明後能讓民眾較為清楚應下載之切結書版本、代

辦車行已逐漸熟悉申請文件等原因；8 月至 11 月補正淘汰二行程機

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的案件數量也略微提升，推測為案件申請量

逐月提高導致，但整體的占比仍比 4 月至 6 月低。 

許多民眾接獲補正公文仍不明白為何須補正切結書，另經通知

後，尚有部分民眾未將原切結書補正為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

車切結書，考量原案件若無其他補正原因應保障其補助權益，未完

成補正者皆由審查人員將案件狀態修正回初審狀態，以繼續後續行

政流程。倘若民眾欲享有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金，於 110 年受

理期限前另完成淘汰二行程機車加碼補助申請即可。 

 

圖 3.6-5  補正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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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  補正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七期機車切結書案件數量與占比 

（三）新購電動機車之補正原因分析 

民眾申請電動二輪車相關補助大多交由購車車行協助辦理，近

年來因環保意識抬頭，許多經銷商雖跨足電動車銷售，讓消費者有

更多選擇，但也因不甚瞭解電動車輛補助申請流程產生文件錯漏狀

況。由圖 3.6-7 可見，發票為補正比列最高文件，係因業者漏寫或寫

錯環保署指定資訊。新設之經銷商可能因系統操作上不熟悉，導致

圖片拍攝不完整，或是出現上傳錯誤圖檔等情形。 

 

圖 3.6-7  新購電動機車案件補正原因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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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案件內容不符合資格之原因分析 

臺中ㄅㄨㄅㄨ網雖已有公告補助辦法，申請補助頁面亦有彈出

式提醒視窗，仍有少數民眾不甚清楚規定或以僥倖心態提出申請，

致補助案件不符申請資格遭到退件。淘汰二行程機車、淘汰老舊機

車換購低污染車輛與新購電動機車之退件原因分別整理如圖 3.6-8、

圖 3.6-9、圖 3.6-10。由圖表可知，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案件退件原

因主要為變更申請項目，推測為不熟悉補助規定或申請項目選擇錯

誤而需變更申請項目，其次為車籍不在臺中市或本就非二行程機車

而無法申請補助。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及新購補助案件主

要退件原因則為重複申請與新購車輛非補助車款。機車汰換補助已

行之有年，部分民眾忘記有無申請過補助，車行在售車前也未至低

污染補助資訊網確認民眾資格，導致重複申請被退件。 

此外，新購電動機車為臺中市環保局自行加碼補助項目，退件

原因主要為重複申請與變更申請項目，變更申請項目比例較高原因

推測為經銷商提出補助申請後，申請人才告知有符合補助規定之舊

車，因而變更為申請換購電動機車項目，其次為新購電動機車非 110

年度購買，因此無法申請補助。 

 

圖 3.6-8  淘汰二行程機車案件退件原因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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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低污染車輛案件退件原因比例圖 

 

圖 3.6-10 新購電動機車案件退件原因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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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補助申請之受益者分析 

為消弭城鄉、性別與不同社會背景資訊觸及度差距，另著眼於車行據

點密度高且民眾容易接觸，自 108 年即有舉辦不同形式之宣導報廢獎勵，

鼓勵車行協助向辦理排氣檢驗或機車修繕之民眾布達汰舊換新補助資訊，

進而協助民眾申辦，使符合資格者能獲知補助資訊與申請補助。此外，中

低收入戶屬於經濟弱勢族群，須大幅減輕購車負擔才能促使其汰換老舊機

車，因此臺中市也為中低收入戶制定專屬補助方案，並訂定六都第一之老

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 3 萬元、新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 2 萬 5,000 元

作為誘因，鼓勵中低收入戶汰換老舊機車後改以電動車輛代步。 

加碼補助項目制定時亦將不同族群需求與城市發展皆納入考量，共編

制淘汰二行程機車、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新購電動機車等補助

項目，新、舊車主不同人也同樣能符合補助資格，讓單純想報廢舊車與家

中無老舊機車的民眾，都能享有補助。 

本計畫工作團隊彙整 110 年度各項目符合之補助案件，分析一般民眾

與中低收入戶申請者性別比例，用以瞭解本補助計畫制定是否提供平等獲

取社會資源的機會。統計 110 年度案件至 10 月 31 日，各補助項目中非公司

法人申請之符合案件數總計 3 萬 11 件（含外籍人士），其中，申請中低收

入戶類別比例總計占 2.7%（如圖 3.6-11）。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第三季統

計資料，臺中市中低及低收入戶人口數總計為 7 萬 6,514 人，占全市總人口

比例亦為 2.7%，申請補助之中低收人數比例與臺中市中低收入戶人數占比

相當，推測可能原因為臺中市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之中

低收入戶加碼補助金額為六都第一高，此外，老舊機車汰換補助辦理期間

為 109 年至 110 年，民眾會擔心是否明年不再補助，間接促使中低收入戶較

願意購買新車。另從補助案件申請性別比例來看，無論是一般民眾或中低

收入戶，女性申請者比例皆高於男性，對照臺灣推動性別平權之各項措施

與成果，或許可推論女性在家庭中能控管收支，或在汰換或新購機車方面

具有較高經濟決策權，且獲知社會資源訊息的能力不亞於男性，相關數據

詳參見表 3.6-2。（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尚未發布第四季統計資料，故相關數值

將待第四季統計資料發布後一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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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1 補助案件申請身份別與性別比例圖 

表 3.6-2  補助受益者性別比例表 

類別 一般民眾 中（低）收入戶 

總計（人） 2 萬 9,205 806 

類別占比 98.3% 2.7% 

申請者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數量（人） 5,469 人 6,617 人 92 人 121 人 

性別占比 45.3% 54.7% 43.2% 56.8% 

資料來源：本計畫工作團隊自行彙整 110 年度案件，統計至 110 年 10 月底 

3.6.4 補助方案執行成果 

110 年延續汰除高污染車輛目標，1 至 4 期排放標準之老舊機車無論是

否為使用中車輛，汰舊換購補助車款且符合補助資格者皆可申請補助。臺

中市為鼓勵民眾儘早汰換二行程機車，優先購買低污染車輛，仍未限制補

助名額，另額外自行辦理淘汰二行程機車與新購電動機車加碼補助。109 年

補助案件申請非常踴躍，超過 109 年編列經費所能支應之超收案件，皆於

110 年持續辦理審查、優先核撥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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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10）年臺中市共計編列 1 億 2,000 萬元加碼補助經費，由於不足

以支應 109 年度超收與 110 年度案件，再辦理超支併決算再追加 1 億 5,000

萬元加碼補助經費，使 110 年度加碼補助經費總額達到 2 億 7,000 萬元。以

黏貼憑證送出簽核日期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109 年度超收及 110 年

度案件總計補助 6 萬 7,407 件，其中符合加碼補助資格案件共計 4 萬 8,845

件，加碼補助經費總計已使用 1 億 8,120 萬 4,200 元，以總加碼補助經費 2

億 7,000 萬元計算，經費使用率達 67.1%，詳細資料統整如表 3.6-3 所示。 

表 3.6-3  110 年度加碼補助經費核銷統計表（1/2） 

 

類

別 
方案 年度 

符合件數

（件） 

符合加碼

補助件數

（件） 

符合加碼 

補助件數 

使用經費

（元） 

完成匯款

數（件） 

符合案件 

已匯款比例

（%） 

一
般
民
眾 

淘
汰
老
舊
機
車
換
購 

電動機車 

109 超收 3,486 3,315 23,205,000 3,315 100.0 

110 2,608 2,524 17,668,000 2,524 100.0 

電動（輔助）

自行車 

109 超收 162 147 441,000 147 100.0 

110 66 65 195,000 65 100.0 

七期機車 

109 超收 37,434 34,441 103,323,000 34,441 100.0 

110 16,486 - - - - 

新購電動機車 

109 超收 946 1,109 3,327,000 1,109 100.0 

110 5,059 5,139 15,417,000 5,139 100.0 

純淘汰 

二行程機車 

109 超收 96 96 48,000 96 100.0 

110 109 1054 527,000 1052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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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110 年度加碼補助經費核銷統計表（2/2） 

類

別 

方

案 
年度 年度 

符合件數

（件） 

符合加碼

補助件數

（件） 

符合加碼 

補助件數 

使用經費

（元） 

完成匯款

數（件） 

符合案件 

已匯款比例

（%） 

中
低
收
入
戶 

淘
汰
老
舊
機
車
換
購 

電動機車 

109 超收 82 79 1,801,200 79 100.0 

110 145 144 4,320,000 144 100.0 

電動（輔助）

自行車 

109 超收 5 5 40,000 5 100.0 

110 1 1 8,000 1 100.0 

七期機車 

109 超收 345 345 2,070,000 345 100.0 

110 10 - - - - 

新購電動機車 

109 超收 45 48 912,000 48 100.0 

110 314 315 7,875,000 314 100.0 

純淘汰 

二行程機車 

109 超收 2 2 3,000 2 99.7 

110 6 16 24,000 16 100.0 

符合加碼補助案件已使用經費（元） 181,204,200 

環保局經費使用率（%） 67.1 

註：110 年度加碼補助經費總計 2 億 7,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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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 

為讓案件核銷作業能順利進行，提升撥款效率以提高民眾汰舊換購低污染

車輛意願，本計畫工作團隊將每半年邀集秘書室及會計室等補助案件審查核銷經

辦科室，召開跨科室之檢討會議，並針對各項目補助案件執行進度、審查及核銷

狀況進行檢討與改善，以提升整體核銷效率。 

3.7.1 第 1 場次 

一、會議目的 

為鼓勵市民踴躍汰換老舊機車並推動低污染運具，臺中市不限制補助

案件受理名額，因此 109 年度補助案件申請人數非常踴躍，目前尚未核銷

完畢。由於本年度補助案件辦理天數仍為行政院環保署考評績效控管項目，

且 110 年度案件已於 110 年 4 月 1 日開放受理，故辦理本次跨科室檢討會

議，共同研議補助案件審查與核銷流程中可精進內容，以達簡政便民並縮

短案件辦理天數，爭取考評分數。 

二、會議日期 

11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 

三、會議時間 

14：00 至 15：00。 

四、會議地點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行政大樓 5 樓會議室 

五、與會對象 

（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二）會計室 

（三）秘書室 

（四）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六、會議議程 

有關補助案件核銷檢討會議主題、時間及負責單位如表 3.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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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第 1 場次會議議程 

時間 會議主題 負責單位 

14：00~ 

14：20 

一、109 年超收案件及 110 年案件審查與撥款進

度說明。 

二、說明 110 年度各補助項目批次代碼之編制。 

三、說明回收管制聯單不再檢附之審查方式，以

及發票應核對項目。 

創騏環境科技 

14：20~ 

14：50 

一、批次案件數量因應臺銀大量作業需求，調整

為每批 60 件之討論。 

二、ACH（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服務）代付業務（由

委託單位委託臺銀代付款項給收款人）作業

方式討論。 

與會全體 

14：50~ 

15：00 
綜合討論 與會全體 

15：00~ 會議結束 

七、會議成果 

（一）追加經費核撥後仍有相關行政流程須處理，109 年待撥款案件應可於

8 月 2 日前全數執行完畢。 

（二）預先審查案件應如期交予會計室以利安排期程審查，勿累積過多複

審案件於業務科，匯款明細亦應儘早提供予秘書室。 

（三）由於環保署經費後續須再次追加，新購電動機車、淘汰二行程機車

等僅使用加碼補助經費項目批次可先提送，繼續完成核銷流程。 

（四）因應回收管制聯單審查方式變更，老舊機車回收狀況查核比照車籍

資料，同批查核結果皆放置於每批第一筆案件之其他文件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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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向環保署確認，新購車發票號碼非必要審查項目，發票號碼有模

糊不清或遮蔽等狀況可不予補正。 

（六）新購車發票皆須有發票章，唯三聯式發票之發票章不須附帶負責人

姓名，可辨識經銷商統編號碼即可。 

（七）關於臺灣銀行反映匯款資料每批案件數事宜，核銷清冊各批次案件

數維持 40 件，另於製作匯款明細時將 5 批合併為一個電子檔讓匯款

批次件數提高至最高 200 件，便於臺銀加速匯款程序，並避免退匯

狀況發生時耽擱過多案件。 

（八）匯款方式改以 ACH 代付後，提供臺灣銀行帳戶者亦會收取匯款手續

費，因牽涉補助辦法條文與切結書內容修正，故擬於明年度實施，

將釐清辦理細節後於下一場次核銷檢討會議時說明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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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推動綠色運輸方面，推廣低污染交通運具為重要的一環，對於本市龐

大的燃油機車使用者來說，祭出高額補助方案來提高民眾優先選購電動機車

意願很重要，亦需要瞭解民眾真實需求與目前電動機車推廣困難點，故於第

3 季網站宣導抽獎活動－「『填問卷問卷抽好禮』為城市發聲，讓好事發生」。

中納入問卷調查，以獎項吸引民眾踴躍提供意見，相關結果彙整如下。 

一、民眾對於補助措施瞭解程度 

（一）是否知道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 

機車汰換相關補助辦理多年，雖然每年補助辦法會有所不同，

但長期透過報章媒體、車行宣傳、管制措施、夾頁通知單等各式宣

導手段，大多數民眾都已知道機車汰換可申請補助。本題有效問卷

人數為 830 人，高達 94.9%民眾知道臺中市有辦理淘汰老舊機車及新

購低污染車輛補助，剩餘 5.1%則是不知道，比例如圖 3.8-1。 

 

圖 3.8-1  是否知道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比例圖 

（二）受訪民眾對補助辦法瞭解程度為何 

由於大多數車行皆會協助民眾辦理補助案件申請，故一般民眾

對補助辦法內容普遍處於概略瞭解，中高齡民眾則常有全權委由車

行辦理，包括重要文件也交給車行代簽的狀況，因此，推論完全不

瞭解或不甚清楚的樣本中可能大多是中高齡或無汰換需求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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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有效問卷人數為 830人，對補助辦理瞭解程度比例如圖 3.8-2，

高達 8 成民眾算是對補助辦法有所瞭解，近 2 成民眾則不甚清楚，

未來研議補助辦法時或許可將條文敘寫得更白話易懂，以提高民眾

對補助規定的瞭解程度。 

 

圖 3.8-2  受訪民眾對補助辦法瞭解程度比例圖 

二、民眾申請補助經驗調查 

（一）受訪民眾是否曾申請過補助 

本題有效問卷人數為 830 人，曾申請過機車汰換相關補助的民

眾約占 3 成，如圖 3.8-3 所示。不過以往淘汰二行程機車的民眾有相

當高比例是回收商在回收車輛後直接協助申請，民眾並不知道自己

有申請過補助，也有不少民眾因為時間久遠而忘記曾申請過的補

助。 

 

圖 3.8-3  受訪民眾是否曾申請過補助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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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民眾申請過之補助項目 

承上，參與問卷調查的民眾之中，有 245 位回答曾申請過機車

汰換相關補助，因此進一步分析民眾所申請的項目，其中以汰舊換

購燃油機車為最大宗，占 47.8%，其次為淘汰二行程機車占 35.5%，

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則占 12.7%，如圖 3.8-4 所示。 

 

圖 3.8-4  受訪民眾申請過之補助項目比例圖 

三、民眾對於電動車意見彙整 

為瞭解民眾優先選擇及不選擇電動車輛原因、對於電動機車推廣相關建

議，故以下問題以複選題形式讓民眾能盡量提供意見。 

（一）受訪民眾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 

在申請過補助的民眾當中，有 41 位曾申請新購或汰舊換購電動

二輪車補助，其中 73.2%的民眾是因響應環保而選擇電動車，因為補

助誘因或自身對於電動車的喜愛而購買的則分別占 63.4%及 58.5%。

由此可見，要推廣電動車輛，政府在空污及綠能方面的宣導、高額

補助方案與電動車業者產品研發行銷缺一不可，亦可看出民眾相當

在意政府提供的電動車優惠措施和充電便利性。各項選購電動車原

因比例，詳如表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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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受訪民眾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統計表 

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 占比 

響應環保 73.2% 

補助誘因 63.4% 

喜歡電動車特性 58.5% 

就近有充電設施 31.7% 

免牌照稅、燃料稅 24.4% 

公有停車格免費停車、充電 22.0% 

喜歡該廠牌車輛特色或外型 19.5% 

滿足短程移動需求 14.6% 

親友推薦 12.2% 

其他 4.9% 

（二）受訪民眾未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 

受訪民眾中有 204 人曾申請過淘汰二行程機車或汰舊換購燃油

機車補助，由表 3.8-2 可看出，民眾未選購電動車主要因素是電動機

車高昂的售價和電力補給方式不方便。由於目前充、換電站主要分

布在市八區，且許多民眾都居住在公寓大樓，可能沒有專屬機車充

電停車格，因此充、換電不若加油來得便利，此外，電動機車更換

零件、配件費用普遍高於燃油機車，加上維修據點不像一般車行遍

布大街小巷，進廠維修較為耗時等，皆影響了民眾選購電動車意願。 

表 3.8-2  受訪民眾未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統計表 

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 占比 

電動機車售價太高 53.7% 

充電/換電不方便 50.2% 

維修費用太高 44.4% 

習慣使用燃油機車 35.1% 

維修據點少/不方便 32.2% 

續航力不符需求 20.5% 

補助金額不具誘因 20.1% 

對安全性有疑慮 10.7% 

其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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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民眾對於電動車推廣相關建議 

在問卷的最後，本計畫亦針對全數受訪民眾詢問電動機車推廣

相關建議，有效問卷人數為 830 人，統計歸納如表 3.8-3。由表可知，

「費用」為民眾所關心之最，是電動車普及化最亟需解決的問題點。

購車與維修費用以外，現在電動機車主要發展趨勢與最受青睞車款

皆為快速便利的換電式電動機車，因此換電月租費亦是民眾相當關

心的重點，不少民眾很在意使用電動機車須每月固定支出月租費，

而燃油機車僅有使用時會需要加油費用。 

表 3.8-3  受訪民眾對於電動機車推廣相關建議統計表 

選購電動車主要原因 占比 

提高補助金額 78.8% 

協調廠商降低售價 55.8% 

降低維修成本 53.5% 

增加充/換電站點 46.6% 

降低充/換電成本 45.9% 

補助汰換電池 45.1% 

增加補助廠牌、型號選擇 36.3% 

提供電動車專用停車格 26.1% 

其他 1.4% 

除了上述建議，亦有民眾提供其他推廣意見，彙整如下： 

1. 減少加油站數量，讓民眾改選用充、換電的電動機車。 

2. 提升電動機車電池續航力。 

3. 電動機車置物箱容量不足以置放安全帽，對機車族不方便，此

外，電動機車運行音量很小，可能會因未能及早發現而閃避不

及，會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危。 

4. 不少民眾購買充電式車款，因公寓大廈未設置充電站，而以充

電線垂掛出大樓外牆供電動機車充電，不當的充電方式有安全

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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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動機車廠商廣告減少，售價回饋給消費者。 

6. 擔心電動車電池成為未來的環保浩劫，應降低電池材料的污

染。 

7. 常常在社群平台以及新聞看見電動機車突發故障、維修、事故

等相關新聞，讓民眾對於電動機車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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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依計畫之各工作項目講述工作流程、細節及工作成果，自計畫起始日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工作項目已完成補助案件行政審查 5 萬 5,245 件（案

件經審查造冊並已提送之案件數量）、補助案件撥款簡訊發送 6 萬 2,415 則、宣導

報廢案件行政審查 3,201 件、網頁平台每月定期更新維護工作 11 個月、宣導單張

印製 14 萬 3,280 張、宣導海報印製 1,040 張、媒體宣導 11 萬 5,000 元、相關網站宣

導暨抽獎活動 3 場次與官方 LINE 帳號發布訊息 8 次。此外計畫執行期間完成新聞

稿 5 則、修訂臺中市老舊機車汰舊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換（新）購補助標準作業流

程 1 式、規劃辦理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活動 1 式、計畫人員職前及教育訓練共

計 3 場次。本章節亦針對 109 年與 110 年補助辦法及六都補助規定進行比較，並分

析各項目案件審查重點及退補正原因，以作為未來補助計畫修訂相關辦法與辦理

宣導活動之依據。截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含 109 年度超收案件與 110 年度案件

總計補助 6 萬 7,407 件（以送黏貼憑證案件數計算），其中符合加碼補助資格案件

共計 4 萬 8,845 件，加碼補助經費總計已使用 1 億 8,120 萬 4,200 元，以總加碼補助

經費 2 億 7,000 萬元計算，經費使用率達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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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保署考評與減量成效 

4.1 考評績效控管作業程序 

一、110 年度考評機車績效指標說明 

（一）辦理天數目標（詳如表 4.1-1）係依 110 年底實際上傳至「機車汰舊

換新補助審查資訊整合系統」資料檢核通過數認定。 

（二）辦理天數係以「收件日期」到「撥款日期」並扣除「通知補件日」到

「收到補件日」進行計算。 

（三）補助機車汰換行政效率總分 3 分，考評分數計算方式如表 4.1-2 所示，

係計算辦理案件中符合辦理目標天數案件數比例，依比例計算可得

多少比例之總分。 

表 4.1-1  辦理目標天數說明表 

項次 補助件數 辦理目標天數 

1 2,500 件以下 30 天 

2 2,500 件~5,000 件 40 天 

3 5,000 件~10,000 件 50 天 

4 10,000 件以上 60 天 

表 4.1-2  補助機車汰換行政效率計算說明表 

汰換行政效率 ＝ 
符合辦理目標天數案件數 

X 100%  X 3 
總案件數(符合案件) 

（四）辦理天數為計算「受理日」到「已撥款」所花天數，案件若有經過補

正，則再扣除「通知補件日」到「收到補件日」所花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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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保署各辦理階段對應之案件辦理期程說明如下： 

1. 收件日期：案件申請後，系統判定之案件已受理日期。 

2. 撥款日期：批次匯款明細所登錄日期。 

3. 通知補件日：案件經審查判定資料未完備，系統「首次」更改案

件狀態為應補正補助案件內容之日期。 

4. 收到補件日：案件完成補正後，經審查判定資料完備，系統更

改案件狀態為初審之日期。 

（六）若為歸責於環保署預算問題而延宕撥款之申請、追加經費之等待期間，

均會自整體案件辦理時間扣除。 

二、考評績效控管作業程序 

（一）以系統狀態日期掌握各階段辦理天數 

自後台匯出指定案件 Excel 時，會一併匯出已受理、請補正補助

案件內容、已完成補正補助案件內容、補助案件內容不符合資格、初

審、複審、待撥款、已撥款、逾期未補正退件、應補正補助案件內容、

應補正補助案件內容（首次）等各階段，如圖 4.1-1 所示。除了已撥

款日期須以人工改為匯款明細製作日期外，其餘依系統狀態日期以

Excel 公式進行辦理天數計算。 

 

圖 4.1-1  匯出之狀態日期示範圖 

（二）案件初審日期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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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考評所須計算之辦理天數不包含通知補正與收到補正文

件之間的天數，因此案件初審花費天數之計算方式為「初審」日期與

「已受理」日期相減之天數，再扣除首次設定為「應補正補助案件內

容」日期至「初審」日期之間天數。案件經過初審後尚有複審與會計

室審查、撥款等程序，由於後端期程非計畫所能掌控，因此計畫以控

管初審天數為主，降低補助案件自申請至完成初審所需天數，使總辦

理天數能盡可能低於 60 日。 

（三）分數控管 

110 年案件自 110 年 4 月 1 日始開放申請，因此開放後湧進為數

龐大案件量。計畫工作團隊先進行 109 年超收案件行政審查，於 110

年 4 月 28 日審到 110 年度案件，因此規劃於 5 月第 1 週起，每週最

後一個工作日統計老舊機車換購案件辦理天數，扣掉補正期間後，針

對辦理天數超過 30 日仍未完成初審案件，檢核人員審查狀況、案件

進件量，並調整審查人力至落後案件。若經費充足狀況，將針對辦理

天數超過 40 日仍未完成撥款案件，協調增加複審與取號案件量，並

協請秘書室優先安排匯款。 

三、案件上傳環保署系統檢核機制 

案件造冊經會計室審查通過及撥款後，皆須將批次上傳至環保署系統。

有鑑於 109 年曾發生第一次上傳審查符合案件與撥款後上傳件數不符，因

而考評分數被倒扣狀況，110 年將加強檢核案件上傳程序。 

 （一）確實完成各批次資料上傳系統 

於業務科內共享資料夾之「110 汰購線上案件工作進度表」新增

註記欄位，除了原批次上傳環保署系統後註記上傳日期，另再紀錄匯

款後上傳環保署系統之日期，以避免有批次遺漏上傳，如圖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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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批次上傳紀錄圖 

（二）系統核實件數檢核 

匯款後案件完成上傳系統後，確認上傳總筆數是否正確，須再點

選資料內容，確認每筆案件皆有上傳完成（如圖 4.1-3），並於每星期

至逐筆確認一次，檢視案件數是否上傳完整以及是否有不符合資格

之案件，避免有案件資料誤繕遭系統退件。 

 

圖 4.1-3  逐筆確認檢核通過與否示範圖 

4.2 計畫考評目標達成狀況及執行情況檢討 

一、計畫考評目標達成狀況 

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環保署評分標準計算考評分數，而臺中市年度補

助案件數確定會達 1 萬件以上，故以辦理目標天數 60 天作為基準。由於經

費須先支應 109 年度龐大超收案件，且老舊機車換購補助案件撥款須環保

署與環保局經費皆到位，因此本年度受環保局加碼補助經費追加與環保署

經費追加及分期撥款影響，許多案件常處於等待款項狀態，辦理天數皆超

過 60 天。經向環保署爭取後，得以不採計環保署未核撥經費期間申請的案

件，可扣除之案件申請日期區間為 5 月 14 日前、5 月 15 日（含）至 5 月 16

日（含）、5 月 17 日（含）至 9 月 14 日（含）、9 月 23 日（含）至 10 月 5

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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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統計 1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之

110年度老舊機車汰換案件，受理案件中符合補助資格件數總計約 6,750件，

其中 1,822 件已完成撥款，已撥款案件中計 1,815 件辦理天數小於 60 天，考

評目標達成率 99.62%，統計結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考評目標達成狀況統計表 

統計案件受理日期區間：1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 

補助項目 符合案件數 已撥款數 
已撥款案件辦理天

數小於 60 天件數 

已撥款案件 

平均辦理天數 

老舊機車換購

電動機車 
995 件 284 件 284 件 28.2 天 

老舊機車換購

電動自行車 
32 件 9 件 9 件 25.7 天 

老舊機車換購

七期機車 
5,723 件 1,529 件 1,522 件 24.3 天 

總計 6,750 件 1,822 件 1,815 件 － 

考評分數自評（以完成撥款案件計算）= 1,815 / 1,822 x 100% x 3 ≒ 3.0（分） 

二、核撥清冊檢核情形 

案件通過審查確定可撥款後皆須上傳至環保署系統，統計 110 年 1 月

至 11 月底，共計上傳案件數為 2 萬 7,216 件，另統計申請日期為 110 年 1

月至 11 月已開立黏貼憑證之換購案件數總計亦為 2 萬 7,216 件，與檢核系

統上傳數量相符無誤，環保署每季抽查案件情形誤差數亦小於 1%。 

三、減量成效 

110 年度補助項目為淘汰二行程機車、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七期機車與新購電動機車五大類，統計至 110 年至 11 月

30 日止，補助措施總計協助汰除 6,414 輛二行程機車、4 萬 4,301 輛老舊四

行程機車，以空氣污染物減量係數（如表 4.2-2 所示）推估各項空氣污染物

之減量成效，彙整如表 4.2-3，減碳成效約相當於種植 93 萬棵樹或建置 7.1

座臺中都會公園之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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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各項空氣污染物減量係數 

項目 
活動強度 排放係數（g/km） 

公里/年 PM10 PM2.5 SOx NOx CO NMHC 

二行程

機車 
1,941 0.1883 0.1528 0.0003 0.0595 2.5170 2.3615 

四行程

機車 
3,577 0.0471 0.0346 0.0003 0.1521 1.2400 0.7002 

資料來源：TEDS11.0 版 

表 4.2-3  各項空氣污染物削減量統計表 

空氣污染物 
淘汰二行程機車 

減量（公噸/年） 

淘汰四行程機車 

減量（公噸/年） 
總計（公噸/年） 

PM10 2.34 6.53 8.65 

PM2.5 1.90 4.80 6.52 

SOx 0.00 0.04 0.04 

NOx 0.74 21.10 21.77 

CO 31.34 172.01 200.27 

NMHC 29.40 97.13 123.64 

CO2 1219.63 13,589.72 14,689.55 

註：削減量（公噸）=車輛報廢數 x 活動強度 x 污染排放係數（g/km）x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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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節主要探討 110 年老舊機車汰換案件補助案件數量與考評分數得分狀況，

行政院環保署針對機車補助案件辦理訂定了行政效率考評目標，以臺中市受理案

件數逾 1 萬件為基準，汰換補助案件自申請日至撥款日之辦理天數應在 60 天內。 

由於前一年度案件須先完成結案，110 年案件分別受到加碼補助經費用罄與環

保署經費不足須追加、分期撥款等影響，案件辦理天數幾乎都大幅超過目標天數 60

天。經向環保署爭取後已准予不採計受到經費影響之案件，可扣除之案件申請日期

區間為 5 月 14 日前、5 月 15 日（含）至 5 月 16 日（含）、5 月 17 日（含）至 9 月

14 日（含）、9 月 23 日（含）至 10 月 5 日（含）。統計 110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10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之 110 年度老舊機車汰換案件，受理案件中符合補助

資格件數總計約 6,750 件，其中 1,822 件已完成撥款，已撥款案件中計 1,815 件辦理

天數小於 60 天，考評目標達成率 99.62%，考評分數約 3.0 分 

110 年度延續 109 年推動汰換目標，汰除對象同樣為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

廠之老舊機車，提供多元補助方案與高額加碼補助，讓民眾汰換車輛後能夠選購到

合乎需求之低污染車輛，以提高老舊機車車主汰換意願。截至 110 年至 11 月 30 日

止，補助措施總計協助汰除 6,414 輛二行程機車、4 萬 4,301 輛老舊四行程機車，各

項空氣污染物減量推估 PM2.5達 7.39 公噸/年、PM10達 9.81 公噸/年、SOX達 0.05 公噸

/年、NOX達 24.84 公噸/年、NMHC 達 140.36 公噸/年，CO2削減量相當於種植 93 萬

棵樹或設置 7.1 座臺中都會公園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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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工作現況檢討 

110 年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截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各工作項目皆按照工作計畫期程完成。針

對本計畫各主要工作項目之執行狀況進行檢視，相關結論如下： 

一、補助案件行政審查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機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臺中市「110 年臺中市

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修訂淘汰老舊機車暨換購低污

染車輛補助標準作業流程及相關規範，並依此辦理補助案件行政審查，確

認案件是否符合環保署及加碼補助之補助資格。統計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

止，總計已完成審查、造冊與取號案件數達 5 萬 5,245 件（含 109 年度未能

核算之超收案件），執行進度達 85.0%。 

針對補助案件審查作業流程，以下列舉計畫執行期間曾發生狀況並進

行檢討，使後續審查流程更加順利。 

（一）計畫人員未審慎核對申請人生日，確認申請人皆於購車時年滿 18 歲，

以致有 4 筆案件不符資格誤撥款而須追繳回補助款。 

（二）計畫執行至今有部分案件在匯款後發生退匯情形，統計本年度撥款案

件總計有 227 件退件，其中，142 件為民眾問題或匯款流程疏失；85

件為審件疏失。民眾問題多為提供問題帳戶或已無法匯款之舊帳戶，

較無法事前預防，屬於審件品質導致退匯原因則有未確認為無法匯款

帳戶（如軍公教帳戶、外幣帳戶等、分行代碼或匯款帳號錯誤、解款

行錯誤、戶名錯誤等，係因審查人員未確實核對帳戶資訊而導致無法

匯款成功，造成後續重新匯款使民眾等待時間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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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建立帳戶資料參考，讓審查人員可據此核對應特別注

意的金融機構，如已整併或修改帳號的銀行、不可匯款帳戶類別等，

除了請審查人員更加細心留意，也於造冊前先針對各銀行帳號數量

進行核對，篩出多碼或短少的帳號，戶名亦為造冊時進行資料篩核，

經由戶名資料篩核後已未再發生未核對到戶名的退匯狀況。 

（三）由於未確認清楚檢附文件，因而誤發補正通知給民眾，使民眾須再來

電確認正確補正原因，亦拖延到該案件辦理進度。 

今年案件進件量較少，當審案件不足時，則將審查人員分組進行案件

覆核，針對易錯項目再次提醒人員確實核對，核對匯款明細時亦須逐筆重

新核對銀行代碼、通匯代碼、帳號等，避免後續之退匯與重匯。 

另外，造冊人員將於造冊前再次比對篩選機車型號、以戶籍資料篩選

未滿 18 歲者，確保補助案件皆符合補助資格。須特別留意之銀行帳號如北

富邦銀，則會以公式再次確認是否皆為 14 碼之新帳號。 

二、補助線上申請及審核系統更新功能作業（以下簡稱補助線上系統） 

補助線上系統因應本年度宣導報廢獎勵計畫辦理方式及彙整案件審查

人員意見，做了部分更新調整，將原網頁顯示「宣導報廢獎勵競賽」之名稱

皆更新為「宣導報廢獎勵計畫」，並更改線上申請表之公司行號名稱與統一

編號為必填，讓審查人員能夠確認公司資訊。另因宣導報廢獎勵計畫至年

底才會一併統計獎勵金件數與金額，故取消檔案上傳欄位之政府機關核准

登記證明文件，讓車業先進申請時更加便利快速，以提高其宣導報廢意願。 

此外，配合環保署規定及參酌其他縣市做法，移除回收管制聯單、發票

號碼上傳欄位再於換購項目新增車業聯繫資訊欄，因應疫情三級警戒措施，

延長 1/1 至 8/31 申請案件之補正天數為 60 天。今年另首度試辦國民身分證

字號欄位介接戶政系統，使非臺中市案件能在申請前被擋下。 

三、相關推廣宣導作業 

（一）設計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之宣導單張，採取小尺寸 A6

印製，將印製數量提高至 14 萬 3,280 張。文宣上均有登載「臺中市政

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並改變發放策略，改寄發予臺中市各定檢站

供其向臨店顧客宣導時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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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老舊機車汰換及新購低污染車輛推廣之宣導海報，分別印製 A1

及 A2 兩種尺寸，文宣上均有登載「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廣告」等字樣，

總計印製 1,040 張。A1 尺寸寄發至臺中市各國小、監理站所、公有市

場、公家機關等，A2 則寄發予臺中市機車公（工）會、定檢站，增加

資訊曝光度。 

（三）辦理 3 場次網站宣導暨抽獎活動，宣導內容以補助資訊為主，以低門

檻參與條件及實用超商 500 元面額商品卡作為獎品，共計吸引逾 4,800

人次參加有獎徵答抽獎。 

（四）以原有 LINE 官方帳號，挑選曾聯繫過的有效互動民眾、車業設定群

發訊息，配合防疫圖卡、購物節資訊等進行發放，提醒民眾應留意措

施或及早參與購物節。 

 四、配合環保局相關業務需求，宣導臺中市低污染車輛推廣、老舊機車汰換補

助及空氣污染防制等作為，已於計畫執行期間內完成 4 則新聞稿，另辦理 2

次媒體宣導，於讀者雜誌、平面報紙與網路媒體刊登廣編稿，讓傳統紙本

與線上閱讀習慣群眾皆有機會接觸補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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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事項 

一、補助案件行政審查作業 

（一）縮短案件辦理期間，提高民眾滿意度 

受到 109 年龐大超收案件影響，雖已延後至 4 月收件，但因臺

中市經費撥付超收案件時用罄須辦理超支併決算追加經費、環保署

亦因經費不足而須追加及分期撥款，10 月之前申請的案件都經歷了

漫長等待撥款期間。 

 111 年環保署擬不再採計補助案件辦理天數作為考評績效指標，

但 110 年底至隔年 1 月初申請案件仍會成為 110 年超收案件，亦會

占用明年度加碼補助經費。惟本年度截至目前為止，案件申請量還

未因屆臨年底顯著攀升，不確定是否受到疫情影響而推延至年末才

湧現，且 111 年不再補助換購七期機車後，預期申請量將大減，建

議 111 年仍延後開放受理案件，避免辦理超收案件導致新年度案件

辦理期程拉長。 

（二）跨科室合作與協商 

若 111 年案件積累至年底才大量申請，仍須協商會計室同意大

量取號進行批次審查，並協調秘書室行政人員及臺銀匯款窗口協助

消化大量匯款，盡可能在關帳前將可核撥案件匯款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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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老舊機車汰舊換購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 

本年度補助計畫相關宣導工作項目為印製宣導文宣、發布新聞稿、多

元媒體宣導、網站宣導抽獎等，亦配合民眾關切之購物節發布新聞稿、辦理

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導及 LINE 群發訊息。明年度建議在老舊機車設籍數較高

的行政區，選擇重點路口之大型電子看板推播補助資訊，另持續提供宣導

單張給各定檢站協助發放。 

三、加強推廣電動車輛、提高市占率 

111 年度將不再補助換購七期燃油機車，建議除了提高換購、新購電動

機車補助金額，另可邀請業者共同協商，針對申請補助民眾提供首年換電

月租費減免。例如 GOGORO 於 110 年 10 月曾辦理 10 月購車者月租費減免

活動，一年間每月減免 299 元，民眾仍可依自身使用習慣調整每月欲使用

費率，無論選擇費率為何都可減免 299 元、最低減免至 0 元，獲得不錯迴

響。因此，若能協商業者將類似活動推展至整年度進行，降低民眾對電動機

車固定月租費的負面觀感、提高使用黏著度，將更有助於推廣電動機車。 

在補助方案方面，亦可另外提供固定金額電費補助，一方面避免充電

車款車主權益受損，另一方面則讓民眾依實際需求選擇換電方案，不會為

了申請更高補助而於首月浮濫提高月租費，待申請到補助金額後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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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以本年度計畫之主要工作項目探討工作成果，列舉計畫執行至今工作狀

況及執行時所發生之問題，檢討缺失並提出改善方式。另外針對計畫執行狀況條列

出精進方式，使明年度宣導量能提升，加速汰除臺中市老舊機車並提高電動機車市

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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