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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營收減少5成以上：
有公司、商業、有限合夥或稅籍登記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商業服務業、會議展
覽服務業之營利事業。

申請條件 補助期間，不可實施減班休息(無薪假)、裁員、減薪、解散或歇業。

減免/紓困內容
員工薪資補貼：
補貼正職員工4、5、6月每人經常性薪資
4成，上限2萬元。

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
按正職員工數計算，每位員工補貼1萬元。

適用期間 自109年4月21日起至7月31日

申請方式

應備文件 :
申請書、業績衰退5成之證明文件(例如
營業稅申報書)、全職員工清冊、薪資清
冊及轉帳證明、領據等
(諮詢窗口：
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02-27091640 分
機214 濮小姐。
商業服務業： 02-7716-9888。)

撥款方式
1) 審核通過後，匯款方式撥款
2) 營運資金補貼：一次性發給
3) 薪資補貼：逐月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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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協處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及小規模商業。

申請條件 今年「任連續兩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較「今年任一個月」或「去年下半年月平均」
或「去年同期月平均」或「前年同期月平均」平均營業額減少達15%。

減免/紓困內容

防疫千億保

非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註)

舊有貸款展延：維持舊貸額度；維持原
保證成數。
營運資金貸款：最高500萬元；提供10成
保證且免保證手續費。
振興資金貸款：最高5億元；提供8-9成
保證且免保證手續費。

舊有貸款展延：維持舊貸額度；維持原
保證成數；利率補貼0.81%，每家利息補
貼上限22萬元，最長1年。
營運資金貸款：最高500萬元；提供10成
保證且免保證手續費；依貸款利率全額
補貼，每家利息補貼上限5.5萬元，最長
6個月。
振興資金貸款：最高1.5億元；提供8-9成
保證且免保證手續費；利率補貼0.845%，
每家利息補貼上限22萬元，最長1年。

申請方式 應備文件：受影響證明(例如營業稅申報書)；貸款文件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56-476)

(註)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事業 :
1.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8,000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
2.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台幣1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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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協助(貿易)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申請條件
出口保險：出口至受疫情影響地區確有保險需要之我國廠商。
出口貸款：廠商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平均營業額較前1年任1月之營

業額減少達8%。

減免/紓困內容 補助出口保險行政費用：
徵信費全免、保險費減免80% 補貼出口貸款利息0.3%

申請方式 以書面或網路向輸出入銀行申請
(諮詢窗口：輸出入銀行(02)3322-0581 王廷傑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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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減收及緩繳

項目 公設維護費減收 租金緩繳及減收 污水費緩繳

適用對象
本部轄管工業區內承租購
土地或廠房建築物者(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不適用)

本部轄管工業區內承租土地、
公設用地或國有房舍者(再
生能源發電業者不適用)

本部轄管工業區內已申
請聯接使用廠商 (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不適用)

減免/紓困內容

1.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減收
50%。

2.經公告為閒置土地者不得
適用(已取得建造執照、
申報開工及動工之事實者
除外) 。

1.租金緩繳：
(1)承租者，無積欠違約金。
(2)得申請緩繳1年，分3年
平均攤還，緩繳期間免
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

2.租金減收：(增修中，奉核
後即實施)
(1)承租者，無積欠違約金。
(1)得申請租金減收2成，
為期6個月。

1.得申請緩繳1年，分3
年平均攤還。

2.緩繳期間免計收滯納金
及延遲利息。

適用期間 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止

申請方式

諮詢窗口：
經濟部工業局
(02)-2754-1255 
李國龍科長

諮詢窗口：
經濟部工業局
(02)-2754-1255 
曾世杰科長、李國龍科長

諮詢窗口：
經濟部工業局
(02)-2754-1255 
林政江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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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區相關費用緩繳及減收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

減免/紓困內容

五項紓困措施(均免息)
• 土地及建物租金：減收2成，為期6 個月；或緩繳1年 (二擇一)
• 投資計畫：展延投資建廠期限
• 污水處理費：緩繳1年
• 管理費：營收衰退15%者緩繳1年
• 餐飲業房屋租金：減半4個月

適用期間
自公告或法規修正發布令生效 日至110年6月30日止。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施行期間辦理)

申請方式 窗口：經濟部加工處07-3611212-231黃鐘聖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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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創新研發
項目 說明

適用對
象

• 製造業及其技術服務業之產業公協會。
• 受影響企業，應符合下列條件：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不含本國設立及外國營利企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或陸資企業】
2. 製造業：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3. 技術服務業：營業項目屬自動化服務、資訊服務、智慧財產技術服務、設計服務、管理顧問服務、研究

發展服務、檢驗及認驗證服務、永續發展服務、資料經濟服務、系統整合服務或資訊安全服務等類別。

申請條
件

• 申請業者自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平均營業額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前1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
15%。

• 本次申請計畫內容曾獲其他政府計畫補助者不得申請。
• 執行期限：原則不超過110年3月31日。
• 不限中小企業申請

補助內
容

補助標的 補助經費

補助業者開發國內業界未上市、未開發之新產品或技術(不得
為國內製造業已使用之既有產品或技術)：
(一)生產自動化、數位化及智慧化
(二)供應鏈數位化及智慧化
(三)關鍵技術及零組件國產化
(四)防疫技術或產品開發

每案以200萬元為上限，政府經費以50%為上限。

適用期
間 採線上受理申請。自109年3月19日至109年6月1日止。

申請方
式 窗口：工業局 02-27090638 分機212 曾小姐

函知審查結果 辦理簽約業者線上申請 書面/簡報審查 決審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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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製造業即時輔導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1. 業者：依法辦理登記之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者。
2. 技術服務單位：依法辦理登記之財團法人、大專院校或技術服務業者(如屬技術服務業者，不
得為陸資企業)。

申請條件

• 申請業者自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平均營業額較108年12月以前6個月或前1年同期平均
營業額減少達15%。

• 本次申請計畫內容曾獲其他政府計畫補助者不得申請。
• 執行期限：原則不超過110年4月30日。
• 不限中小企業申請

補助內容

補助標的 補助經費

補助受影響企業結合技術服務單位專業能量，導入下
列既有成熟技術，提升技術水準：
(一)企業持續營運技術
(二)生產自動化、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三)供應鏈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四)防疫技術

每案以25萬元為上限，無須業者自籌款。

適用期間 由1家申請業者結合1家提供技術來源之技術服務單位申請。採線上受理申請。
自109年3月19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

申請方式
窗口：工業局 02-27091640 分機301 陳先生

函知審查結果 辦理簽約
業者線上申請 書面及簡報審查 決審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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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創新研發
項目 說明

適用
對象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事業。

申請
條件

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較109年內任1個月、108年下半年之月平均、108
年同期、107年同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少達15%。

補助
內容

補助標的 補助經費

• 創新技術
1. 創新研發：應具有創新性或能提高國內產業技術水準
2. 創新應用/技術升級轉型：

a) 「創新應用」以未曾獲SBIR計畫補助之申請者所提計畫之技術應用，具有創新性或能提
高本身技術水準，達到技術升級，並有明顯效益者。

b) 「技術升級轉型」係因應貿易自由化就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產
業之中小企業製造業，所提計畫能提升既有技術水準，達到技術升級以強化競爭優勢，
具顯著效益者或規劃以原有核心技術藉由擴大產業應用層次，期轉換其他型態產業者。

• 創新服務
1. 有助於產業發展之具創新性或前瞻性之知識創造、流通及加值等核心知識服務平台、系統、模

式等建立。
2. 以需求為導向，透過科技之整合與創新運用，驅動創新經營模式與新興服務業之興起，或透過

服務創新、創新企業或產業價值活動。
3. 整合與運用相關技術、建構或展現具科技含量、智慧價值之創意設計或數位內容。

於核定補助款額外
加成30%，補助經
費不超過核定總經
費50%為限。執行
期限為4~12個月。

適用
期間

隨到隨受理、簡報申請、視訊審查。自109年3月18日起至 110年5月31日止 (俟1億元經費用罄，即停止收件)

申請
方式 窗口： SBIR計畫專案辦公室 0800-888-968 或(02)2396-4828 # 845、824、814

計畫核定 簽約執行線上申請 簡報審查 指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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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平台特案補助
項目 說明

適用
對象

•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申請
條件

• 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均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較109年內任1個月、108年
下半年之月平均、108年同期、107年同期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少達15%。

• 同一公司或同一負責人於本次特案補助沒有申請件數限制，但本次申請計畫內容如已獲其他政
府計畫補助不得申請，亦不得同時申請其他研發補助計畫。

• 不限中小企業申請

補助
內容

補助標的 補助經費

• 補助開發防疫自主技術或產品。
• 補助投入下列智慧化、領先同業之關鍵技術研
發：
1. 生產自動化、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2. 供應鏈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3. 企業持續營運技術

1. 計畫並無申請經費上下限。
2. 政府補助款比率為核定計畫總經費至少

40%以上，不超過50%，其餘部分由申請
單位自籌。

適用
期間

採線上或紙本申請。自109年3月19日起至109年6月1日止

申請
方式 窗口：工業局 02-27044844 分機124 謝先生

辦理簽約執行業者投件申請 資格文件審查 技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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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在職充電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企業在職員工培訓

申請條件 受疫情影響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企業之本國籍在職員工

補助內容 • 補助範疇: 員工培訓津貼
• 補助經費: 每人5,056元。每一企業員工領取津貼以20人為限

適用期間 自5月15日起至9月30日止

申請方式

諮詢窗口：工業局
曾小姐 02-2701-6565分機222 /張小姐 02-2701-6565分機335在職充電方案網址：
www.italent.org.tw/retraining

企業資格審查

企業在職員工培訓:
自4/15開始受理，採線上申請，批次審查

線上報名課程
(課程額滿或報名截止後，將派案由

培訓單位受理正式報名)
學員訓滿32小時
核發培訓津貼

http://www.italent.org.tw/re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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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拓銷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
 辦理貿易相關業務之公協會

補助內容

提供等值2萬元之台灣經貿網輔
導服務，包括：產品素材(專業
拍照、翻譯等)、數位廣告(關鍵
字廣告、社群曝光等)、跨境電
商平台上架。

設立數位貿易學苑
 4類課程：跨境電商、數位轉
型、數位行銷、數位商務

課程合作夥伴：Google、
Facebook 、 LinkedIn 、
Amazon、DHL等

補助公協會於重要國際展覽建
置產品主題館，預計35案，每
案上限150萬元

適用期間 109年4月下旬起至
110年4月30日止

 109年4月下旬起開設實體課
程(含線上直播)

 109年5月起開設線上課程
於疫情趨緩後公告受理申請

申請方式

線上
報名

註冊台灣經貿網
免費或付費會員

申請資格
審查

依參加活動
提供服務

申請+
審核

核定主題館
補助金額，
並於展後核銷

數位貿易諮詢窗口: 外貿協會台灣經貿網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506-088

網址：digitalcommerce.taiwantrade.com
主題館諮詢窗口: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02)2397-7315林華堂科長



財政部紓困與
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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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租金或權利金緩繳減免及興建或
營運期間延長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申請條件 促參案民間機構

減免/紓困內容 協助民間機構辦理土地租金及權利金分期、緩收或減免，或適度延長
興建、營運期間

適用期間 109年1月至12月

申請方式

洽主辦機關申請，諮詢窗口：
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洪科長美菁 (02)2322-8460
謝專員子凡 (02)2322-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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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金緩繳措施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合法使用權人*(出租承租人、設定地上權人、委託經營受託人)
*向政府租借土地來營業/使用的人，例如農、漁業用地...開發商建築基地等等

申請條件
109年度按契約約定應繳納租金，尚未繳納或未屆繳款期限者，得申請展延繳納
期限至109年12月底前繳清，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含提出申請前因
遲延繳納所產生者)

減免/紓困內容 109年度按契約約定應繳納租金，得申請展延繳納期限至109年12月底前繳清，
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適用期間 109年1月至12月

申請方式 合法使用人填具申請書→向不動產所在國產署各分署臨櫃或通訊提出申請→國產
署各分署函復申請結果

國產署北區分署 國產署中區分署 國產署南區分署

陳怡婷股長
電話：(02)2781-4750
分機1406

張淑女股長
電話：(04)23025353
分機1356

洪曉竹股長
電話：(07)2293670
分機631

http://www.mof.gov.tw/covid19/download/ca78f676ff084d6091852ac0ccf45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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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緩繳因應方案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向政府租借國營事業土地來營業/使用者

減免/紓困內容
109年度按契約約定應繳納租金，尚未繳納或未屆繳款期限者，得申請展延繳
納期限至109年12月底前繳清，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遲延利息。 (含提出申請
前因遲延繳納所產生者) 屆時如無法一次繳清，可分期最長36期（3年）繳納。

適用期間 109年1月至12月

申請方式 不限格式，由承租人自行填寫

出租承租人
填具申請書

向所有不動產國營
事業洽詢提出申請

國營事業回復
辦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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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減收因應方案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向政府租借國營事業土地來營業/使用者

減免/紓困內容
本部所屬國營事業所有不動產除行政院專案核定租金率或法律(令)明定以法定稅費(如
地價稅等)計租者外，109年1月至12月應繳租金減收2成，由本部所屬國營事業主動減
租，惟減租後租金收入以不低於持有成本為原則，無須承租人提出申請。

適用期間 109年1月至12月

申請方式 由本部所屬國營事業主動減租，免申請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管理部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不動產暨放款部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部總務科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產權管理部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
公司

劉容如專員
電話：02-2349-4215
陳宜旻辦事員
電話：02-2349-3353

陳金田科長
電話：02-27963986分
機3090

簡若宇科長
電話：02-23882188
分機526

黃為祈副科長
電話：02-23483456
分機3499

施尹琪
電話02-2321-4567
分機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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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所稅與綜所稅報繳期限延至109年6月30日
• 繳稅困難者可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繳稅延期及分期申請與審核原則

審核原則

營利事業 個人

中央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提供紓困相關措施者

其
他

短期內營業收入受疫情影響驟減 所服務營利事業受疫情影響實施減班休息

連續2個月平均月營業額

其
他

被減薪

較前一年同期平均月營業額減少15%
或
較108年7月到12月平均月營業額減少
15%

非自願性離職

工作日少於1/2月份達2個月

詳情請參照：財政部稅務協助 –繳稅延長及分期

1. 不限繳稅金額 2. 延期最長1年 3. 分期最長3年

https://www.mof.gov.tw/covid19/singlehtml/1620ad619b1a4d7e836fed01a72b78e9?cntId=a97313a672c84279934501eafc7800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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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期間：
109/1/15至110/6/30

 免申請（報稅時依規定
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文
件）

 未來10年內可扣除虧損
減稅

 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得
減除109年上半年度估
計虧損

 免申請（報稅時附文件
即可）

 查定課徵之營業人

 除由國稅局主動調減外，
亦提供營業人申請機制

員工請防疫隔離假
雇主給薪加倍減除

營利事業受疫情影
響發生虧損

查定課徵營業人受
疫情影響

符合規定→稅務減免 主動調降查定銷售額及
營業稅額

符合規定→薪資費用
之加倍減除優惠

稅務減免/調降因應方案

詳情請參照：財政部稅務協助 – 渡過難關

https://www.mof.gov.tw/covid19/multiplehtml/1620ad619b1a4d7e836fed01a72b78e9


其他部會紓困與
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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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就保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緩
繳協助措施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受疫情影響之投保單位及職業工會被保險人

申請條件

1.經向各縣（市）政府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減班休息之投保單位。
2.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之規定，由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受影響之產業或事業，及與產業相關之職業工會被保險人。除「公共行
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行業外，其餘均符合申請資格。

減免/紓困內容

1.投保單位受疫情影響無法按期繳納保險費時，可填具「勞保、就保保險費暨勞工退休金緩
繳申請書(一般投保單位)」，以郵寄或傳真(傳真號碼：02-23214665或02-23910630)方式
向本局申請辦理。如有疑義請洽詢本局分機2222、3666。

2.職業工會所屬被保險人如有受疫情影響，無法按期向所屬職業工會繳納保險費時，可填具
「勞保保險費緩繳申請書(限職業工會被保險人)」經由職業工會向本局提出申請。

3.被保險人提出申請緩繳保險費時，職業工會應一併向本局列報該等月份欠費。

適用期間 109年2月份至109年7月份計6個月的保險費:自寬限期滿日起算，得延後半年繳納，此半年期
間免徵滯納金。

申請方式 詳參: https://www.bli.gov.tw/0104102.html

https://www.bli.gov.tw/0104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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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
工作環境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橡膠製品製造業

申請條件

(一)接受本署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及輔導者，並依法辦理工廠及公司登記，
且營業項目包括橡膠製品製造業。

(二)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三)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補助內容

(一)工作場所製程機械設備之安全衛生改善：補助不得超過總費用40%，最高補助新臺幣200萬元。
(二)整體廠房作業環境之改善：補助不得超過總費用40% ，最高補助50萬元。

•  同一事業單位同一年度申請補助，以一案為限；整體廠房申請補助總金額合計不超過50萬元
•  以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及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致影響營運者，優
先予以補助。

適用期間
(一)109年度：自109年4月1日起至109年9月30日止。
(二)110年度：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
同一事業單位同一年度申請補助，以一案為限。

申請方式

委辦單位聯絡資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
會鄭先生(04)22601153#34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
9/28004/28444/28591/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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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事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
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措施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依法辦理工廠、公司、商業登記或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立案，且為就業保險之投保單位。

申請條件

(一) 符合下表類別，但不含公有機關。
(二) 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三)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營運者，優先予以補助。
類別:
甲. 勞保投保人數在299人以下，且一年內曾接受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之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或

其他計畫現場訪視輔導者。
乙. 中高齡勞工健康服務或健康伙伴合作示範企業、勞動部人因工程改善輔導之示範企業。
丙. 本署專案輔導之健康家族或安衛家族之核心企業、健康伙伴合作企業。
丁. 勞保投保人數在299人以下，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已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

臨場健康服務者。

申請方式 詳參:勞工健康服務統籌管理單位
(702台南市南區南門路261號3樓)/

補助
內容適用期間

受理申請補助期間如下:
- 109年3月18日至109年10月20日截止，逾
期不予受理。

- 統一發票開立期間，應為108年10月21日
至109年10月20日之間。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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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事業單位改善製程安全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行業別 :
1.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
維製造業

3.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4. 橡膠製品製造業
5. 塑膠製品製造業
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 化學原材料及其製品批發業
8. 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
9.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0.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 基本金屬製造業
12.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3. 用水供應業。

申請條件 • 未接受政府機關相同事項補助。
• 不限中小企業申請

補助內容

一、設置全新生產線或汰換部分生產線：
1.指經由汰換既有生產線80%以上數量之主 要製程生產設備或設置全新生產線，其 應設有符
合IEC 61511-3 分析方法評估後之安全連鎖或適當削減系統，且須包 含補助要點附表一所
列，至少二種以上 之主要製程生產設施。

2.每案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40%；同一事業單位每年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200萬元。
二、既有設施製程安全改善：

1.指增設或汰換廠內既有設施或系統，以 改善工作環境之製程安全，其改善設施 或系統應符
合補助要點附表二所列項目。

2.每件設施補助不得超過其購入費用40%；同一事業單位每年最高補助上限為新臺幣50萬元。

適用期間
受理事業單位申請補助之年度及期間如下
1.109年度：本要點修正生效日起至109年11月15 日止。
2.110年度：109年11月16日起至110年11月15日 止。

申請方式 詳參: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513/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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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補助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依法辦妥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事業單位：

1. 金屬製品製造業
２. 機械設備製造業
３.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４.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５.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６.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７. 塑膠製品製造業
８.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９. 基本金屬製造業
１０.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申請條件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致影響營運
（二）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事業
（三）符合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

補助內容

一、廠房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每案補助不得超過申
請案總費用40%；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200萬元。

二、廠房改善既有產線為自動化安全產線：每案補助不得
超過申請案總費用40%；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200萬元。

三、廠房改善既有產線附屬設施為安全設施：
每案補助不得超過申請案總費用40%，且
同一事業單位補助總金額合計不超過50
萬元。

適用期間 事業單位應依下列年度申請期間，向受委託機構提出補助申請：（一）109年度：自108/11/16起至
109/11/25日止。（二）110年度：自109/11/16起至110/11/15日止。

申請方式

1. 經費補助申請表。
2. 事業單位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經費補助
計畫書。

3. 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4.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5. 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
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 後之勞保投保人
數證明。

6. 切結書。
7. 補助款領據。

8. 發票收執聯影本(需蓋經手人章)。
9. 建置全新自動化安全產線、改善既有產
線或產線附屬設施前 後之設施照片。

10. 補助款經費報告表。
11. 補助成果報告。
12. 人力進用承諾書。
13. 人員培訓計畫。
14. 既有人力影響評估表。
15. 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委辦單位聯絡資訊:
310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
號52館413室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邱祺文先生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
9/28004/28444/28746/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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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施
及器具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接受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輔導或加入安全衛生家族

申請條件 1. 依法設立之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一百人以下之中小企業。
2. 前項中小企業三十人以下或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致影響營運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補助內容

補助項目
危害類型：中小企業設置之設施或器
具，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有發生感電、墜落、物體飛
落、切割夾捲、衝撞、火災爆炸或與
有害物接觸等危害。

補助方式
1. 同一種設施或器具購置金額在6萬元以下者，最多補助80%；
超過6萬元之部分，最多補助50%。

2. 個人防護具及鋼筋護套，最多補助申請金額80%，且同一種
器具不超過一萬元。

3. 每種設施補助金額不超過10萬元，同一中小企業補助總金
額每年合計不超過20萬元，其中個人防護具合計不超過5萬元。

適用期間 自109年3月31日起至109年12月1日止。

申請方式

1. 申請表
2. 申請補助之經費總額統一發票收執
聯原本相符之影本

3. 領據
4.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5. 經費報告表
6. 工廠登記證或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
件之影本

7.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8. 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

9.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
輔導確認表影本或安全衛生家族
臨廠專業輔導報告影本。

10.所有申請補助設施或器具之改善
前後照片。

11.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
12.其他如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
合格、正字標記、產品認證等
證明書影本或器具正字標記或產
品認證照片等證明。

1.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03-5836885分機110劉小姐或
分機126陳小姐

2.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02-89956666分機8134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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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中小企業新購合格機械及改
善既有機械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一)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中小企業。
(二)依法辦妥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但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免辦理工廠登記者，不在此限。
(三)未接受政府機關相同事項補助。

申請條件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之事業

補助內容

(一)同一中小企業於同一年度新購合格機械之補助經費總額不超過新臺幣( 以下同) 十五萬元，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1.單價三萬元以下者：每臺機械補助其售價百分之五十，不含安裝費用，且每臺機械之補助額度
不超過三千元；同一臺機械以補助一次為限。

2.超過單價三萬元者：每臺機械補助其售價百分之十，不含安裝費用，且每臺補助額度不超過三
萬元；同一臺機械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改善既有機械之安全設施：
改善既有機械之安全設施，以補助改善經費之百分之五十為限，且每臺機械補助額度上限不超過
二萬元，同一臺機械以補助一次為限，同一中小企業於同一年度改善之補助經費總額上限為十五
萬元。

適用期間 申請補助時間:108年11月1日至110年10月31日截止

申請方式
07-3513121#2919黃小姐/蕭先生
e-mail至：machinesafety01@gmail.com 
寄件地址：81159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01號

詳情網頁：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
28509/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9/28004/28444/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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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藥商紓困措施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藥品製造業或西藥販賣業者

申請條件

符合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構事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第26條所定
發生營運困難之藥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製造藥品所需之原料藥或中藥材有不足供應情形，致該原料藥、其他來源替代原料藥之平

均單位成本超過該原料藥或中藥材前3年平均單位成本之1.5倍，或製劑輸入成本超過該製
劑前3年平均單位成本之1.5倍。

(二)未能足量取得製造製劑所需之原、物料或可替代之原、物料，或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所為應變處置，致國內之製劑產線減產或停產，難以維持藥商該製劑前3年平均生產量
80%。

補助內容 提供受影響而有前述營運困難情形的藥商，成本差額或生產成本的補貼，單一原料藥或製劑品
項，最高補貼新臺幣20萬元，單一家藥商最高可補貼新臺幣200萬元。

適用期間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期間發生符合本辦法第26條營運困難要件，皆能提出申請。
但最遲應於110年6月30日提出，以衛生福利部公文收文戳為憑。

申請方式

申請公文:詳參

- 所申請受影響品項之藥品許可證影本。
- 足資證明符合所稱營運困難情形之相關憑
證及證明文件、資料。

- 申請補貼金額之計算說明。
- 藥商執照影本。

1.申請人提出申請(*請於申請信封上註明「西藥
商申請補貼」或「中藥廠申請補貼」)

2.衛生福利部初審，申請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3.衛生福利部審議(得邀集中央經濟主管機關、
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或學者專家共同審議)，是
否有待釐清議題

https://topics.mohw.gov.tw/COVID19/cp-4718-52172-205.htm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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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韌性 – 企業防疫因應專區
新冠肺炎(COVID-19) 衝擊全球經濟，
KPMG安侯建業整合各產業議題專家，
提供維持企業整體彈性的觀點以及如
何協助客戶解決當前全球性危機的實
用方法，提供短中長期的因應措施，
陪伴客戶從疫情中持續因應與恢復。

KPMG安侯建業
企業防疫因應專區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html
https://home.kpmg/tw/zh/home/insights/2020/03/the-business-implications-of-coronavir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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