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一百零八年度補助建築物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4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0831675300號公告訂定 

一、 為鼓勵民眾於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推動本市太陽光電能

之應用，並塑造以再生能源供電之優質生活型態，建構節能減碳之

建築，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指利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

電設備。 

（二） 峰瓩（kWp）：為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容量計算單位，指所裝

設之太陽光電模組於標準狀況(太陽電池溫度 25℃，AM1.5  

1,000W/㎡太陽光照射)下額定功率之總和。 

（三） 建 築 整 合 太 陽 光 電 設 施 （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縮寫 BIPV）：指以建築設計手法將具有建材

功能之太陽光電模板導入與建築物結合。 

三、 申請補助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申請人資格： 

1、 設籍於本市之市民，或設立登記或立案於本市之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 

2、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建築物所有權人或起造人。 

(2) 建物所有權人之配偶或一親等親屬。 

(3) 申請人為公寓大廈得由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提出申

請。 

3、 前開建築物為二人以上所共有者，應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並

設籍於本市，且需取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書。 

4、 申請人應同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之同意

備案申請人。 



（二） 申請條件： 

1、 設置於本市轄區內非全棟從事營業行為之私有合法建築物

上，且其使用執照登載為全部或部分集合住宅、住宅或農舍

使用。 

2、 申請人應於一百零七年及一百零八年度期間取得權責機關

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同意備案(依權責機

關同意備案發文日為準)，或一百零七年及一百零八年度取

得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3、 申請人須自行出資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4、 申請人將建築物出租或出借於他人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者，不得申請補助。 

5、 建築物依「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

饋辦法」規定設置最低太陽光電裝置容量者不予補助，額外

設置之容量不在此限。 

6、 明定合法建築物屋頂若有違章建築且依「設置屋頂太陽光電

免請領雜項執照處理原則」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備類型：（一）

結構分立型、（二）結構共構型、（三）設備安裝型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者，不得申請補助。 

四、 補助方式如下： 

（一） 補助之順序，依本局受理申請先後順序辦理。 

（二） 本年度補助預算額度由本局公告，申請補助案件累積金額達預

算額度時，本局得公告停止補助申請。但本局另有預算得支應

時，得公告繼續受理補助之申請，補助迄預算用罄為止。 

五、 補助建築物類別與標準如下： 

（一） 獨棟建築物 

1、 應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八千元。 

2、 免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六千元。 



（二） 連續三棟（含）以上相連之建築物，各棟相鄰間隔不得超過一點

五公尺。（需共同提出補助申請） 

1、 應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2、 免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八千元。 

（三） 連續五棟（含）以上相連之建築物，各棟相鄰間隔不得超過一

點五公尺。（需共同提出補助申請） 

1、 應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2、 免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者，

每峰瓩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四） 符合下列各目條件之一者，其補助標準依第一款規定之標準採二

倍計算。 

1、 連續十棟（含）以上相連之建築物者（需共同提出申請）。 

2、 建築物整合太陽光電設施(BIPV)，檢附設計圖說經審查合格者。 

3、 申請人為領得使用執照一年以上，且戶數達二十戶以上之公寓大

廈者。 

（五） 前款建築物類別如符合二款以上之申請案，該申請案依補助標準

較高者計算。 

（六） 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同一申請人有

多案申請補助累積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七） 本局公告停止補助前之最後ㄧ申請案，其申請補助額度較賸餘預

算多者，以賸餘預算補助之。 

六、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補助許可 (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核) 

1、 申請期間：自一百零八年三月八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月十五

日止。 

2、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本局申請補助許可；收件



日期以申請案件送達本局之日為準，逾期不予受理。申請補

助案件累積金額達本年度預算額度時，本局得公告停止補助

之申請。 

(1)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1-1）（未依本附件格式提出申請

者，逕以退件，不得補正）。 

(2) 委託書。（格式如附件 1-2） 

(3) 申請人證明文件：自然人者之身分證影本；以其他法人

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或經報備之非法人團體

（組織）申請者，應檢附登記、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

文件及管理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格式如附件

1-3）。 

(4) 二張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施工前之現場照片

（格式如附件 1-4）。 

(5)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築物為二人以上共有者，由

其中一人提出時，應檢具其他共有人之同意文件；公寓

大廈由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且前已依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取得同意備案者，得免檢

附相關同意文件（格式如附件 1-5）。 

(6)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經權責機關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7)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影本（免請領

雜項執照者免附）。 

(8)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築物所有權狀或六個月內地

政機關核發之建物登記第一類謄本影本。 

(9)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無使用執

照者應提出舊有合法房屋證明）。 

(10)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築物之門牌整編證明影本（門

牌號碼與建築物使用執照相符者免附）。 

(11) 依前點第四款第二目申請補助者，應檢具 BIPV 施工設

計圖說。 

3、 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局通知補正之

次日起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應予駁



回。 

4、 申請案件經本局審查符合本計畫規定者，核准補助之，並應

將核定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二） 經費請領及核銷程序 (第二階段：經費請撥及核銷) 

1、 申請人完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置後，應於一百零八年十

一月十五日前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日期依本局收文日期

為準)向本局申請補助款撥付。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准補助

處分失其效力。 

(1)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撥付申請書 (附件 2-1)。 

(2) 委託書(附件 2-2)。 

(3)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建築物位置圖、基地現況圖

(附件 2-3)。 

(4) 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完工現場照片 2 張(附件

2-4)。 

(5)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領據(附件 2-5)。 

(6) 切結書(附件 2-6)。 

(7) 本局核准補助許可文件影本。 

(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太陽光電發電系併聯完

成證明文件。 

(9)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使用執照或免請領雜項執照備查

函影本。 

(10)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規劃設計圖說。 

(11) 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文字須清晰)。 

2、 本局接獲申請人申請補助款撥付，應於十四日內派員現勘，

申請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經審查符合本計畫規定者，

一次撥付全額補助款；如經審查未符合本計畫規定者，得要

求受申請人說明並限期改善。 

3、 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申請人應於接獲經本局通知補正

之次日起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不全者，予以

駁回。經駁回之案件，本局得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 

4、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完成之數量與申請核准補助之數量



不同時，依下列規定補助： 

(1) 建置完成之數量較申請核准補助之數量多者，依申請

核准補助之數量核給補助款。 

(2) 建置完成之數量較申請核准補助之數量少者，依建置

完成之數量核給補助款。 

5、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免申請雜項執照)經申請核准補助後，再

行申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雜項使用執照者，依原核准補助金

額補助之。 

七、 受補助者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 配合本局執行設置完成後經補助款撥付之日起三年內之示範

展示，並同意本局將受補助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計、圖像、

模型運用等於各式文宣、網站及各類宣導展覽場合，以達推廣

宣導太陽能光電之目的。 

（二） 受補助者自補助款撥付之日起三年內將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或

設置光電之建築物出售者，應於買賣契約內註明買受人應配合

履行本計畫所規定之各項義務。 

（三） 同意本局或本局委託之承辦單位派員實地抽查接受補助之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利用情形及現場資料之收集。 

（四） 應維持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安全運轉，並善盡維護責任；未經本

局同意不得擅自拆除受補助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五） 配合高雄市政府取得溫室氣體減量額度，俾利將來高雄市政府

將高雄市受補助之太陽能設施，一併申請碳權之統籌運用。 

八、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補助款之全部或

一部，並請求返還該補助款之全部或一部： 

（一） 受補助者未履行前點之義務，經本局或相關主管機關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 

（二） 向 2個以上機關或計畫提出相同性質之補助申請者。 

（三） 經權責機關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撤銷或廢

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者。 



（四） 依本計畫所檢附或提供之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違法之情事，

經本局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 

（五） 自補助款撥付之日起三年內自行申請撤回或停用太陽光電設

施者。 

九、 依本計畫申請補助之案件，如有爭議得由本局提高雄市政府太陽光

電設施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