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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家電汰舊補助及節電認同券活動辦法 

 

 

壹、目的 

為鼓勵市民參與節電，除可申請家電汰舊換新補助，還可加入「新

北市節電認同券」成為會員，填問卷拿好禮，每 2 個月拿節電獎勵金，

讓市民逐步養成自主節電好習慣。 

 

貳、 活動期間 

一、 節電認同券活動自 108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 家電汰舊補助申請：自 10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購

買 1、2 級節能冷氣機或電冰箱日期可回溯至 107 年 12 月 7 日，以統一

發票收執聯或收據開立時間為證明)。  

 

參、活動內容及獎勵標準 

一、節電認同填問卷拿好禮(住宅用戶)： 

(一) 適用對象：一般民眾，該用戶電號為表燈非營業者且用電地址位於新

北市轄區內。 

(二) 獎勵標準：成為正式會員且填妥問卷者，可獲 50 元之超商商品兌換

券。 

(三) 領取方式：憑簡訊 PIN 碼兌換超商商品，於確認問卷完成後 10 個工作

天，發送簡訊 PIN 碼至會員手機號碼；每則簡訊 PIN 碼皆會註記該碼

使用期限，請會員應於期限內兌換完畢。 

(四) 參加方式：於「新北市節電認同券」活動網站登錄並填寫問卷 

(網址：https://lcc-savepower.epd.ntpc.net.tw/ )。 

 

 

 

https://lcc-savepower.epd.ntp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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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電汰舊換新補助(一般民眾及社區)： 

(一) 適用對象：一般民眾及社區；購買 1、2 級能效電冰箱或冷氣機，所申

請汰舊及新購之家電，都必須安裝於申請補助用電戶(台電表燈非營業

電號登載地址)，且該地址亦須位於新北市轄內。 

(二) 獎勵金額：符合規定者，獎勵金額如下表 1，計算範例如下表 2。 

 

表 1 家電汰舊換新獎勵金 

品項 回收證明 汰舊換新獎勵金 

 

電冰箱 

  

廢四機回收聯單 

1、2 級能效； 

有效內容積每公升補助 10 元，每台

最高 3,000 元 

 

冷氣機 

  

廢四機回收聯單 

1、2 級能效； 

額定冷氣能力每 kw(計算至小數點後

第一位)1,000 元，每台最高 3,000 元 

 

表 2 家電汰舊換新獎勵金計算範例 

編號 品項 購買單位 補助金額 

1 電冰箱 279 公升 2,790 元 

2 電冰箱 375 公升 3,000 元 

3 冷氣機 2.2KW 2,200 元 

4 冷氣機 4.2 KW 3,000 元 

 

(三) 領取方式：審核通過者，一律於審核通過後隔月匯款至指定帳戶（匯

款手續費由獎勵金內扣除）；如因申請人填寫資料錯誤致匯款失敗，

所衍生費用仍由同筆獎勵金內扣除。 

(四) 申請方式： 

1. 網站申請：於「新北市節電認同券」活動官網登錄會員，線上申請(網

址：https://lcc-savepower.epd.ntpc.net.tw/ )。 

2. 紙本申請：自 10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掛號郵寄

或親送至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節電認同券小組收」(地址：2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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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57 號)，收件人應載明「家電汰舊換新補助」，

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或現場收件戳章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文件不論補助與否概不退還。 

3. 電子郵件申請：民眾可至本局官網或活動網站下載表單，填妥後

Email 至 新 北 市 節 電 認 同 券 小 組 信 箱 ：

ERI_NTPLCCS@eri.com.tw 。 

4. 應附文件： 

(1)裝機地址證明（最近一期台電電費的紙本帳單或電子帳單，用電

地址應於新北市轄內）。 

(2)回收證明文件(廢四機回收聯單)。 

(3)新機購買證明文件(統一發票或電子發票，應載明產品型號；若無

載明，可另檢附保固卡)。 

(4)家電汰換前後照片(非必要)。 

(5)申請表(一般民眾如附件一，社區如附件二) 

(五) 注意事項： 

1.申請人應注意舊機是否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委員

會規定國內廢電子電器項目： 

(1)電冰箱：使用交流電，容量 800 公升以下，壓縮式且兼具冷藏

及冷凍功能或電動吸收式之冰箱。 

(2)冷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0 仟卡/小時 (kcal/hr)或小於

9.3 kW 以下之窗型、箱型或分離式冷氣機。但不包括水冷式冷、

暖氣機及機動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上使用之冷、暖氣機。 

2.回收證明=廢四機回收聯單；請務必記得於購買電器並請電器廠商協

助回收時，向電器廠商索取。 

3.若經確認申請之汰舊換新家電有退貨、換貨、銷貨折讓等情形，立刻

取消節電獎勵金及相關活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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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家電若已獲新北市或其他縣市政府等公務機關補助新購或汰舊

換新者，本局不再補助或申請人應主動繳回(107 年 12 月 7 日後汰

舊換新並已參加新北市節電認同券 2.0 活動之民眾可擇一申請)。 

5.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補助： 

(1)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不完整、模糊不清無

法審核。 

(2)申請之交易憑證(統一發票、電子載具)登載買受人及其統一編號(社

區除外，惟買受人與統一編號應與社區登記相符)。 

(3)申請補助、獎勵項目，設備能源效率或型號不符合補助標準。 

(4)申請日期超過補助、獎勵期間。 

(5)申請補助於審核單位退件後，未於期限內補件者。 

(6)申請文件不實或偽造變造。 

(7)經新北市環保局公告終止補助、獎勵。 

 

三、節電有成獎勵金(一般民眾及社區)： 

(一) 適用對象：一般民眾及社區，電號為表燈非營業者且用電地址位於新

北市轄區內。 

(二) 獎勵標準：以申請人電號經向台電購得用電數據，用電週期有節電成

效大於 0%計者，其節電成效依比例給予不同節電獎勵金；節電比例計

算公式：(去年同期每日平均用電度數-今年同期每日平均用電度數)/ 

去年同期每日平均用電度數，節電比例與獎勵金額如下表 3，計算範

例如下表 4。 

表 3 節電比例及獎勵金 

獎項 節電比例 獎勵金額 

節電獎勵金 

0%~5% 50 元 

5%~10% 100 元 

>10%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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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節電獎勵金計算範例 

獎項 

每日平均用電度數 

節電比例 
超商抵用券 

金額 108 年 

3~4 月 

107 年 

3~4 月 

某甲 48.5 50 (50-48.5)/50 3.0% 50 元 

某乙 47 50 (50-47)/50 6.0% 100 元 

某丙 43 50 (50-43)/50 14.0% 250 元 

(三) 領取方式：匯款至存摺或超商兌換券，由節電認同券會員自行擇一方

式領取： 

1.匯款至存摺：依台電電費單每期計費頻率(每 2 個月)發放，匯款手續

費由獎勵金扣除；如因申請人填寫資料錯誤致匯款失敗衍生費用仍

由同筆獎勵金內扣除。 

2.超商兌換券：憑簡訊 PIN 碼兌換超商商品，依台電電費單每期計費頻

率(每 2 個月)發送至會員手機號碼；每則簡訊 PIN 碼皆會註記該碼使

用期限，請會員應於期限內兌換完畢。 

(四) 參加方式：於「新北市節電認同券」活動網站登錄認同並填妥問卷，

即自動獲得參加資格。 

 

肆、審查流程 

一、家電汰舊換新補助： 

(一) 審查結果：申請文件以收件日期排定審查順序，審查進度及結果可至

「新北市節電認同券」網站查詢，經審查通過以簡訊通知。 

(二) 審查補件：經審查不符合規定或文件缺漏者，將以簡訊或電話通知補

正，補正次數原則以一次為限，補正期限不得超過 10 日，逾期未補正

者，視同放棄，予以退件。 

二、節電有成獎勵金： 

依照台電電費單每期計費頻率(每兩個月或每月)統計節電比例，隔月以

匯款或發送簡訊(商品兌換 PIN 碼)，並以簡訊通知節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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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蹤查核： 

(一) 每月通過書面審查之申請案，由本局隨機抽樣進行電話訪查或回收清

冊比對，申請者應配合辦理，拒絕配合查核者，即辦理退件。 

(二) 如追蹤查核發現申請者有申報不實、違反規定造假情形，即辦理退件。 

(三) 參與本活動必須同意本局委託派員到府進行節電情形輔導與訪談。 

 

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依據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勵金額價值新臺幣 1,000(含)元以上，其所得

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 

二、活動期間每期用電量須達 41 度(含)以上。 

三、1 年(當期電費往前推 1 年)內不得辦理分戶、暫停用電、變更用電計費區

間、終止契約、廢止用電或用電種類變更。 

四、本活動申請人不得重複，且經審核通過後不得更換申請者資料(包含姓名、

身分證字號、獎勵金匯款金融帳戶、登記電號與地址等)。 

五、參加本活動用電戶之申請人以實際居住之使用者為優先。 

六、若經本活動確認會員所申請之汰舊換新家電有退貨、換貨、銷貨折讓等

情形，立刻取消節電獎勵金及相關活動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