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發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機車行業者資格認定申請書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投資臺灣事務所台鑒： 
申請人申請 
日期及字號 

                  
  

 

(一)申請事項及名稱 依據「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申請核發資格認定核定函   

(二) 

申 

請 

人 

企 業 名 稱  

登 記 地 址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負責人/職稱  電 話  

手機  Email  

核准設立日期  
聯絡人/職稱  電 話  

手機  Email  

(三)適用資格 

共同資格：（須全部符合）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 

□使用統一發票 

□未曾申請通過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 

特定資格： 

□服務業：投資項目與導入創新營運服務、科技整合應用或國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四)公司行業別 

行業類別(需至少勾選一項) 

□機車維修業(S9591) 

□機車批發業(G4652) 

□機車零售業(G4842)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G4653)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G4843) 

(五)預計投資金額 

(每一家企業投資計畫總金額

上限為新臺幣 600 萬元) 

本次投資計畫總金額：新臺幣________________元 

(六) 
新(擴)建營業場所地點  

設備安裝地點  

(七)預計投資計畫期間 自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八)檢附文件：  

1.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商業登記文件影本 1 份 

2.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3. 最近 12 個月投保勞工保險人數證明文件(企業投保期間

未達 12 個月者，以實際投保月份之平均投保人數認定) 

4. 機車維修技術訓練結訓證書 

5. 機車行業者投資計畫書 15 份 

6. 機車行業者切結書 

7. 投資意向證明文件(如投資意向書等) 

(九)上開投資計畫書之變更，以一次為限，且應於投資計畫完成

前提出申請 

(十)專人專案客製化服務： 

為利加速申請人文件準備，申請人請先洽詢投資臺灣事務

所，由專人進行輔導 

(十一)本書表請以「投資臺灣入口網」網站最新版本為主，請下

載填寫(網址: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申請人保證申請書及其所附資料均屬正確，如有

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請蓋公司登記印鑑章及負責人登記印鑑章) 

送件地址：10046 臺北市襄陽路 1 號 8 樓 投資臺灣事務所   服務電話：(02)2311-2031                       

                                                                         109 年 08 月 30 日版本 

 

 



機車行業者申請「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優惠需求表 

 

申請人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請蓋公司登記印鑑章及負責人登記印鑑章)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類別 申請項目 主管機關 

融資需求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專案貸款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機車行業者投資計畫書 
(業者請依需求自行修改本計畫書格式)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一、 自評投資總體效益(詳細投資項目請填寫下頁「二、投資計畫項目與金額」) 

（一） 營業現況： 

項目 說明 

_____年營業額 新台幣_________仟元 

總員工數 _____人 

營業項目占比 

(合計 100%) 
1. 維修服務：_____％ 

2. 車輛販售：_____％ 

3. 材料販售：_____％ 

4. 其它：如有其他營業項目請詳細說明 

（二） 預期投資效益 

項目 說明 

預期營業額效益 預計年度營業額可提升_____％， 

預計年營收可達新台幣___________仟元。 

預計投資後總員工數變化 增聘_____人，總員工數共_____人。 

預期營業項目占比變化 

(合計 100%) 
1. 維修服務：_____％ 

2. 車輛販售：_____％ 

3. 材料販售：_____％ 

4. 其它：如有其他營業項目請詳細說明 

 

  



二、 投資計畫項目與金額(請勾選所需項目。可複選) 
 

單位：新臺幣仟元 

貸款用途 類別 
勾
選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新/擴建
營業場所 

(一 )營業
場所相關 

□ 於新地點新建營業場所    
□ 於原地點擴建營業場所    

(一)小計    

中期營運
資金 

(二 )營業
場所裝修 

□ 專銷店面裝修    
□ 營業場所修繕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三 )特殊
工具設備 

□ 維護保養機台工位    
□ 高壓空壓機    
□ 拆胎機    
□ 噴油嘴清洗機    
□ 扭力板手    
□ 電動起子    
□ 排氣檢測儀器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四 )加盟
投資金與
其他項目 

□ 加盟__________投資金    
□ 系統維護費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二)~(四)小計    
投資計畫總金額 
(一)~(四)合計 

 

說明： 

1. 新地點新建：於目前營業場所之外的新地點建造新營業場所(機車行店面/維修中心等)。 

2. 原地點擴建：將目前營業場所擴建(如單店面擴建為雙店面)。 

 

 

 

 

 

 

 

 



三、 投資計畫總金額及融資需求(投資計畫總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600萬元) 
 

單位：新臺幣仟元 

投資項目 109 年 110 年 _____年 合計 
資金來源 

自籌 融資 

新/擴建營業場所 

(融資上限 80%) 

      

中期營運資金 

(融資上限 80%) 

      

合計       

註：依據「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融資額度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申請「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公開資訊意願調查表 

公司名稱： 

項目 是否公開 

通過審查後發布新聞稿 □全部可公開 

□部分公開(複選)： 

  可公開項目 □公司名稱 □投資金額 □投資地點 □投資計畫 

□全部不公開 

政府長官參訪 □同意    

□不同意 

接受媒體訪問 □同意    

□不同意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機車行業者申請核發符合「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資格核定函切結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機車行名稱，以下簡稱本機車行）為申請「中
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資格核定函。 

本機車行保證遵守並符合以下規定： 
一、 申請書所提出之行業類別、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及檢附文件不得

有造假、謊報、偽造之情事。 

二、 經本方案所核貸之信用貸款不得使用於非申請用途之項目。 
三、 不得有借新還舊、重複融資之情事。 
 

為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以資為證。 
      此致 

 

        投資台灣事務所 

 

立聲明書人：  

代  表  人：  

公司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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