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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環署空字第 1050104834 號 

修正「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 
附修正「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 

署  長 李應元 

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二行程機車，指下列二種情形： 

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指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出廠，

並於補助期間內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公路監

理機關完成報廢，其回收或報廢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有機車排氣定期或不定期

檢驗紀錄之二行程機車者。 
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指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出廠，並於

補助期間內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動車輛回收商回收車體或向公路監理機

關完成報廢，其回收或報廢當年度或前二年度有機車排氣檢驗紀錄之二行程

機車者。 
   本辦法所稱電動二輪車，指下列三類車型： 

一、 電動機車：指依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認可之國內合

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重型、輕型或小型輕型等級

電動機車。 
二、 電動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自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明，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三、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驗

合格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使用鋰電池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我國國民、獨資、合夥或法人，其補助條件如下： 

一、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完成二行程機車報廢及回收且新購電動二輪車於國內使用

者，國民每人限補助一輛，但獨資、合夥或法人購置並事先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補助數量不在此限。該二行程機車及電動機車之車籍須登

記於申請補助之直轄市、縣（市）；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對象

須設籍於申請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二、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新購電動二輪車於國內使用者，國民每人限補助一輛，但

獨資、合夥或法人購置並事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補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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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在此限。該電動機車之車籍須登記於申請補助之直轄市、縣（市）；電

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對象須設籍於申請補助之直轄市、縣（市）。 
三、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完成二行程機車報廢及回收且其車籍登記於申請補助之直

轄市、縣（市）。 
   公務機關、國內製造廠及其經銷商所購買電動二輪車不予補助。 
第 四 條  補助期間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

電動二輪車或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補

助者，以完成報廢或回收日期在後者為準。 
   申請補助者各年度提出申請期限如下： 

一、 申請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度補助者應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日前提出申請，逾

一百零六年一月十日提出申請者，列為一百零六年度申請補助案件。 
二、 申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度補助者應於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前提出申請，逾

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提出申請者，列為一百零七年度申請補助案件。 
三、 申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補助者應於一百零八年一月十日前提出申請，逾

一百零八年一月十日提出申請者，列為一百零八年度申請補助案件。 
四、 申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補助者應於一百零九年一月十日前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補助。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提出補助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補助金額如

附件一。但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不足時，得不予補助。 
   以電匯方式核撥者，得於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第 六 條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交由新購電動二

輪車之經銷商彙整，委託電動二輪車製造廠或經銷商轉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及領據。 
二、 國民身分證明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 二行程機車應檢具中央主管機關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第三聯車主存查

聯）證明文件影本及公路監理機關核發之汽機車異動登記書（報廢）影本。 
四、 新購電動二輪車發票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註明申請補助者姓名

及車架或牌照號碼；電子發票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補助者姓名及車架或牌

照號碼者，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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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電

動二輪車為電動機車者，須另檢具其行車執照影本。 
五、 新購電動二輪車之整車及車架或牌照號碼相片。 
六、 申請補助切結書。 
七、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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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申請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應檢具前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七款之文件，

交由新購電動二輪車之經銷商彙整，委託電動二輪車製造廠或經銷商轉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買電動二輪車並依前條或前項規定申請補助者，應簽

署切結書切結並未重複申請休假補助。 
第 八 條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者應檢具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七款之文件，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第六條至本條之證明文件內容、簽名及核章應清晰可辨。 
第 九 條  新購電動二輪車車主與淘汰二行程機車車主非同一人，應另檢具由新購電動二輪

車車主與淘汰二行程機車車主共同簽署之保證書，由新購電動二輪車車主提出申請。 
第 十 條  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或新購電動二輪車或淘汰二行程機車之補助款，

應依本辦法提出補助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核撥補助款予

申請者。 
第 十一 條  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國內製造廠應檢具補助資格申請計畫書（以下簡稱

計畫書）四份送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交通部核發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審驗合格證明影本及車型照

片。 
二、 廠商保證書。 
三、 年生產規模。 
四、 性能及詳細規格。 
五、 主要元件及成本分析。 
六、 使用鋰電池者，應檢附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商

品之相關檢驗規定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電動二輪車電池交換系統共通電池審

驗規範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檢測規範之證明文件；非使用鋰電池者免附。 
七、 銷售價格及一年預估銷售數。 
八、 車架號碼編碼方式說明，內容至少應包含廠商代碼、生產地區代碼、車型代

碼、年份代碼及流水號等編碼方式說明，並檢附烙印於車架明顯處之車架號

碼相片。 
九、 車主手冊，應包含詳細使用、保養方法及一定期限或使用里程之保固。 
十、 售後服務體系、經銷商名冊、收費標準及執行方式。 
十一、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十二、 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之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資格者，

得延續補助資格並免依本辦法提送補助計畫書審查。 
十三、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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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審核通過補助之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執行新車抽驗，

製造廠應予以配合，未配合或抽驗判定不合格者，廢止該車型之補助。新車抽驗規範

如附件二。 
第 十三 條  申請補助者所檢附之文件有不實造假情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

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 
   前項不實造假情事，屬電動二輪車國內製造廠所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該廠

牌電動二輪車之補助資格；屬國內製造廠所屬經銷商所為者，經要求改善仍不改善或

累計達三次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該廠牌電動二輪車之補助資格；屬經銷商所

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受理資格。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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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淘汰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 
電動機車 

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重型 輕型 小型輕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補
助
金
額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七千元 五千元 五千元 五千元 五千元 

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千元 四千元 四千元 四千元 四千元 

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千元 三千元 三千元 三千元 三千元 

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地方

特性，運用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至少編列本辦法所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之金額，加碼

辦理本項補助。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運用所屬空

氣污染防制基金，編列預算加碼辦理本項補助。 

 
二、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 
電動機車 

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 
自行車 重型 輕型 小型輕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補
助
金
額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四千元 二千元 二千元 二千元 二千元 

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元 

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地方

特性，運用所屬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至少編列本辦法所定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之金額，加碼

辦理本項補助。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特性，運用所屬空

氣污染防制基金，編列預算加碼辦理本項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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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金額 

補助期間 淘汰二行程機車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補
助
金
額 

本辦法施行日起至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一千五百元 

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一千元 

一百零八年一月一

日起至一百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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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車抽驗規範 

一、目的： 
   對於已上市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資格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實施新車抽驗，

以驗證其配備及性能是否與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補助車型所提報內容相同。 
二、 有關新車抽驗之相關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新車抽驗通知時詳細說明。電動自行車或電動

輔助自行車製造廠在接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後，應立即配合新車抽驗相關作業。 
三、 新車抽驗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車型銷售數量決定。 
四、 測試相關事項： 

(一) 中央主管機關執行抽驗，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時

間，將抽驗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送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檢驗機構接受測試，所

有費用由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負擔。 
(二) 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製造廠對抽驗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有任何異議，

或因故致無法測試時，在測試前應事先指明，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對該車修理、調整以回

復至合理操作可以測試狀況。中央主管機關認為該抽驗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已不

具代表性時，得取消該車測試資格，另行選取測試車遞補。 
(三) 測試後不得對該測試車提出任何異議。 

五、 型式確認： 
   抽驗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其配備及設定與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資格核

定時之配備及設定應一致，若不一致則判定為新車抽驗不合格。 
六、測試項目及方法： 
   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實施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新車抽驗時指定測試項目，測試項

目以廠商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時之審查項目為範圍，其測試方法以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

助自行車所訂之測試方法為原則。 
七、 為使測試結果穩定，所抽驗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得由製造廠所訂之測試方法先行

暖測。 
八、 抽驗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時測試不合格之項目，其製造廠得要求重測一次，或逕行

要求判定初測不合格： 
(一) 該測試車在未移除相關測試裝置前，才能要求重測。 
(二) 進行重測時不得做任何修理、調整或測試。 
(三) 電池得恢復至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所規定之測試前準備狀態。 
(四) 重測之測試結果應視為最終結果。 

九、初測判定不合格時，其製造廠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翌日起四星期內，可提出要求複測： 
(一) 複測之取樣數由廠商自行決定，但不得少於初測不合格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數量

之二倍。 
(二) 複測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之選擇、暖測、測試相關事項與初測相同。 



行政院公報 第 022 卷 第 242 期  20161223  農業環保篇 

(三) 複測不合格之項目，其製造廠在該測試車未移除相關測試裝置前，可要求重測一次。複測

重測之測試結果應視為最終結果；複測重測時不得做任何修理、調整或測試。 
(四) 重測時雖判定合格，但初測或複測不合格之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仍須說明不合

格之原因及改正措施，並檢附測試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十、 測試結果有以下情況則判定為抽驗不合格： 

(一) 初測最終結果有任何一輛抽驗車輛之測試結果低於申請補助資格時之標準。 
(二) 複測測試結果之平均值低於申請補助資格時之標準。 
(三) 複測結果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抽驗車輛，其測試結果低於申請補助資格時之標準。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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