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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計畫作

業辦法」業經本署於107年11月13日以環署毒字第1070090

937號令訂定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為鼓勵國內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投入氣候變遷調適或溫

室氣體減量管理之研究，爰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27

條第2項規定，訂定本補助計畫作業辦法。

二、本補助計畫作業辦法明定補助對象、應備文件、申請期限

、作業程序、管理規定、審查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等

。

正本：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教育部、科技部、國內大專院校（均含附件） 2018-11-13
10: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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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
計畫作業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研究：指原創且有計畫之探索，以獲得科學性或技

術性之新知識。 

二、發展：指將研究發現或其他知識應用於全新或改良

之材料、器械、產品、流程、系統、制度或服務

之專案或設計。 

三、申請單位：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計畫者。 

四、執行單位：指經核定補助計畫者。 

五、計畫主持人：指負責執行及協調研究發展計畫之人

員。 

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計畫對象，為公私立大專院校及依學

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研究發展計畫徵求書，辦理補助。 

前項計畫徵求書，應包括下列事項，並每年公告：  

一、計畫主題。 

二、申請方式。 

三、審查程序。 

四、執行管考。 

五、其他相關事項。 

第 五 條  申請單位應檢具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於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期限內，以書面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

提出者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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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時程及進度。 

四、預期效益。 

五、人力配置。 

六、經費分配。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 六 條  同一研究發展計畫不得向二以上機關（構）重複申請補

助。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補助計畫之申請，應就申請資格、申

請文件、計畫內容與公告指定之主題之相關性進行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就計畫

內容與實施方法、經費合理性、執行能力及預期效益等項目

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  

第 八 條    執行單位接受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告金額以上者，

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中央主管機關之監督。 

第 九 條    執行單位接受經費補助，其經費請撥、核銷及結案，應

依會計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執行單位接受補助款，應依計畫執行，專款專用，不得

抵用或移用。如有變更計畫之必要者，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後方得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考核執行單位之實際執行情

形。 

第 十一 條    執行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補

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其補助，並追繳全部或部分之

補助款：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 

二、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三、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或進度落後，且未能依限完成改

善。 

四、對於補助之事項重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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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有前項各款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情節輕

重，三年內不受理其依本辦法所提之補助申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所定補助計畫之受理、審查、核定、查驗、撥

付、追繳補助款及其他相關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

人或團體辦理。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支應。但因溫

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不足時，得停止補助。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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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
計畫作業辦法總說明 

為鼓勵國內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投入氣候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減

量管理之研究，爰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計畫作業辦法」，

共計十四條，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用詞定義。（第二條） 

三、補助對象。（第三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研究發展計畫徵求書，辦理補助相關事宜。

（第四條） 

五、申請補助計畫之應備文件及申請期限。（第五條） 

六、同一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第六條） 

七、補助計畫審查程序。（第七條） 

八、執行單位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規定。（第八條） 

九、執行單位經費核撥、核銷及結案規定。（第九條） 

十、對執行單位之督導及考核。（第十條）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補助、撤銷、廢止、追繳補助款及不得再申請

補助之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補助計畫相關事項。（第十

二條） 

十三、補助經費來源。（第十三條） 

十四、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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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發展

計畫作業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研究：指原創且有計畫之探索，以獲

得科學性或技術性之新知識。 

二、發展：指將研究發現或其他知識應用

於全新或改良之材料、器械、產品、

流程、系統、制度或服務之專案或設

計。 

三、申請單位：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助

計畫者。 

四、執行單位：指經核定補助計畫者。 

五、計畫主持人：指負責執行及協調研究

發展計畫之人員。 

用詞定義。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計畫對象，為公

私立大專院校及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

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補助對象。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研究發展計畫

徵求書，辦理補助。 

前項計畫徵求書，應包括下列事

項，並每年公告： 

一、計畫主題。 

二、申請方式。 

三、審查程序。 

四、執行管考。 

五、其他相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公告補助之研究發

展計畫相關事項，據以辦理補助事

宜。 

第五條 申請單位應檢具申請計畫書及相關

資料，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期限內，以書

面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提

出者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 

三、執行時程及進度。 

四、預期效益。 

申請補助計畫之應備文件及申請期

限。 



 3 

五、人力配置。 

六、經費分配。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

項。 

第六條 同一研究發展計畫不得向二以上機

關（構）重複申請補助。 

研究題目或研究內容相同之同一計

畫，不得向二以上機關（構）重複申

請補助。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補助計畫之申

請，應就申請資格、申請文件、計畫內

容與公告指定之主題之相關性進行審

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專家學者，召

開審查會議，就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經費合理性、執行能力及預期效益等項

目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

到場說明。 

補助計畫審查程序規定。 

第八條  執行單位接受補助辦理採購，其補

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

在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告金額以上者，適

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中央主管機

關之監督。 

執行單位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補助，

如其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之情

形，應依該法規定辦理。 

第九條  執行單位接受經費補助，其經費請

撥、核銷及結案，應依會計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執行單位經費核撥、核銷及結案之規

定。 

第十條  執行單位接受補助款，應依計畫執

行，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移用。如有變

更計畫之必要者，應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後方得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考核執行

單位之實際執行情形。 

一、執行單位應依計畫執行並專款專

用，如有變更應先申請核准，爰

於第一項規定。 

二、中央主管機關得查核執行單位補

助款之運用情形。 

第十一條  執行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

央主管機關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

廢止其補助，並追繳全部或部分之補助

款：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 

二、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

之情事。 

三、未依核定計畫執行或進度落後，且未

能依限完成改善。 

四、對於補助之事項重複申請。 

執行單位有前項各款情形，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情節輕重，三年內不受理其

依本辦法所提之補助申請。 

受補助單位有不當情形時，中央主管

機關不予補助、撤銷、廢止、追繳補

助款及不得再申請補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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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補助計畫之受理、審

查、核定、查驗、撥付、追繳補助款及其

他相關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或

團體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

補助計畫相關事項。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支應。但因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預算

不足時，得停止補助。 

補助經費來源。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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