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最後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8 日 資料整理：聚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經濟部 發文字號：經能字第 10804605380 號修正 
來源網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1096 
本區資料素材皆來自於經濟部，未來內容如有所異動，請一律以經濟部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第 1 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撤銷、廢止及其他
相關業務委任經濟部能源局辦理。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同意備案至設備登記，經
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並發給相關證明文件之程序。 
二、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發電業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設置利用
再生能源發電之發電設備。 
三、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裝置容量在二千
瓩以上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 
四、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
之自用發電設備。 
五、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指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六、風力發電設備：指利用風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七、離岸風力發電設備：指設置於低潮線以外海域、不超過領海範圍，利用
風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八、小水力發電設備：指利用圳路或既有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萬瓩之水力
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九、圳路：指灌溉水渠或其他用途之水流渠道。 
十、地熱能發電設備：指直接利用源自地表以下蘊含於土壤、岩石、蒸氣或
溫泉之能源，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十一、海洋能發電設備：指利用海洋溫差能、波浪能、海流能、潮汐能或鹽
差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十二、生質能發電設備：指利用農林植物、沼氣或經處理之有機廢棄物作為
料源，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十三、廢棄物發電設備：指利用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經處理製成
較直接燃燒可有效減少污染及提升熱值之燃料作為料源，轉換為電能且發電
效率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發電設備。 
十四、燃料電池發電設備：指以再生能源為能量來源，進行氫氣與氧氣電化
學反應並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十五、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經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第 4 條 設置前條第五款至第八款或第十款至第十五款之發電設備，其總裝置容量在

一瓩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申請，其裝置容量達二千瓩以上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未達二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但於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者，應續行
辦理。 

第 5 條 前條第一項之認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每年訂定之推廣目標量及其分配方
式，決定受理、暫停受理或不予認定。 

第 6 條 同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於下列地點之一者，於主管機關發給同意備案文
件前，其裝置容量應合併計算： 
一、同一用電場所之場址。 
二、非用電場所同一地號之場址。 
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所設置之土地地號於同一小段或無小段之同一段，且
土地所有權人同一。但設置於住宅建物、科學工業園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其他政府機關開發園區、政府機關所有或管理之土地，或土地共有人依契約
於其管理之土地設置者，不在此限。 
同一申請人設置同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主管機關發給同意備案文件前，
其設置場址之土地或建物為相鄰或相同者，裝置容量應合併計算。但設置於
住宅建物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主管機關合併計算者，其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合
併後裝置容量之級距；其裝置容量達二千瓩以上者，應依電業法規及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 

第 7 條 申請人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時，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同意備案申請表（附件一 開啟附件一.docx 檔 開啟附件一.odt 檔 開啟附
件一準.pdf 檔），並按設備型別及使用能源種類，分別檢附下列文件： 
一、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核發之電業籌設許可
文件影本。 
二、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核發之自用發電設備
工作許可函影本。 
三、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設置場址使用說明。 
（三）設置場址之電費單據。但未供電者，免附。 
（四）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五）輸配電業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但經輸配電業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並公告符合一定容量及條件者，免附。 
（六）地政機關意見書（設置於屋頂者，免附），但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或風
力發電設備設置於地面者，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之相關規定，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四、設置小水力發電設備，應另檢附水利主管機關出具之水權狀或農田水利
會出具之圳路使用同意函或其他證明文件。但由水利主管機關或農田水利會
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 
五、設置生質能發電設備，應另檢附發電設備所使用燃料來源，應為百分之
百農林植物、沼氣或經處理之國內有機廢棄物之切結書。 
六、設置廢棄物發電設備，應另檢附發電設備所用燃料來源，應為百分之百
國內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切結書，及廢棄物燃料來源、製程、熱
值、發電效率、進料、成本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說明書。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或第四款至第六款應備文件不全而可以補正
者，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補正。 
申請人未檢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六目文件、未於前
項規定期限內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第 8 條 前條同意備案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並依第五條規定獲得年度裝置容量分配
者，主管機關應發給同意備案文件；其記載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型別及使用能源。 
三、計畫設置之發電設備數量、總裝置容量及設置場址。 
四、同意備案編號。 
五、其他依法應履行之事項。 
前項審查，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邀集有關機關（構）代表及學者、專家開會審
查。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記載事項，不得變更。但有正當理由，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者得依規定格式填具變更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件二 開啟
附件二.docx 檔 開啟附件二.odt 檔 開啟附件二.pdf 檔），向主管機關申請變
更。 
前條申請案未獲得年度裝置容量分配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目但書免附輸配電業併網審查意見書之申請案，嗣後
如經輸配電業確認其應備條件不符者，其同意備案文件自始無效。 

第 9 條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個月內與公用售電業辦理
簽約；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六個月內與公用售
電業辦理簽約。 
未於前項期限內辦理簽約者，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 
輸配電業經營者經營之發電業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主管機關發給
同意備案文件日，視為簽訂契約日。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但仍
需符合電業法及本條例相關規定： 
一、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直供或轉供。 



二、自用且無躉售電能。 
三、銷售電能予再生能源售電業。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逾第一項期限未辦理簽約，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場址
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同意備案。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前項正當理由，主管機關除申請人所提理由外，並得就申請人之辦理簽約情
形、簽約費率及相關因素審核之。 

第 10 條 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於取得同意備案文件後，應檢附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文件，並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申請發電業執照；以
取得發電業執照視同設備登記文件。 
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於取得同意備案文件後，應檢附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文件，並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申請自用發電設備登
記證；以取得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視同設備登記文件。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除屬自用且無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
自同意備案之日起一年內外，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一年內，完成第
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逾期未
完成設置及併網，並申請設備登記或辦理展延者，得依第七條重新申請同意
備案。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者，得於屆期前二個月
內，依規定格式填具展延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件三 開啟附件三.docx
檔 開啟附件三.odt 檔 開啟附件三.pdf 檔），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
延期間不得逾六個月；逾期未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併網、申請設
備登記或經核准展延者，其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 
前項展延之申請，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
率審核之。 

第 11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設備登記時，應依規
定格式填具設備登記申請表與設備設置聲明書（如附件四 開啟附件四.docx
檔 開啟附件四.odt 檔 開啟附件四.pdf 檔），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主管機關原核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證明文件、產品型錄及設備
序號電子檔案。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應符合該標準並取得商品
檢驗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但設備所
適用之標準於國內未有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取得認可者，得以製造廠出具之
測試報告替代。 
六、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竣工試驗報告；如設置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達一百瓩以上，符合電業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工程設計及監造範
圍認定標準者，應另檢附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設計



與監造之證明文件及監造技師簽證之竣工試驗報告。 
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之使用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證明文
件影本。但依法令得免請領建造或雜項執照者，應檢附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
建築機關之免建造或雜項執照同意備查函影本及竣工同意備查函影本。 
八、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購售電合約（無售電需求者，免附）及輸配電業核
發之完成併網通知函或無併網證明文件。 
九、任用主任技術員相關證明文件。但裝置容量未達五百瓩者，免附。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設置地熱能發電設備，應另檢附於有效期間內之溫泉水權登記證明文件。 
前二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者，主管機關得通知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就設備登記之審查，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派員或委託專業
機構，或會同輸配電業至現場查驗，申請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其設置
情形經現場查驗與設備登記申請表所載不符者，得令申請人說明並限期改
善。 

第 12 條 前條設備登記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主管機關應發給設備登記文件；其記載
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型別及使用能源。 
三、發電設備數量、總裝置容量、設置場址、設置型式、併網電號及簽約與
併網日期。 
四、同意備案編號及設備登記編號。 
五、其他依法應履行之事項。 
設備登記申請案，經主管機關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設備登記文
件： 
一、申請文件不符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期間內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二、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情形與設備登記申請表不符或經限期改善
仍未改善。 
三、申請人拒絕、規避或妨礙查驗。 
四、有違反法令之情形。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記載事項須變更者，準用第八條第三項但書規定。 

第 13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設備老舊、損壞或其他相關事由，
申請更換與裝置容量有關之設備者，應經由輸配電業核轉主管機關同意後，
始得更換，且更換設備後之總裝置容量不得超過原設備登記文件所記載之總
裝置容量。 
前項更換，應自主管機關同意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更換及併網；必要時，得於
屆期前二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如因而有暫停電能躉售之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間之計
算，與更換之期間同。 



第一項裝置容量設備更換後，應檢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
款、第八款與第九款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4 條 基於供電可靠度、電力品質、供電安全及購售電量等因素，公用售電業與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簽訂之購售電契約中，應約定併網、運轉、更換設備
及查核相關事項。 

第 15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故須搬移其部分或全部設備至同一
設置場址之其他位置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搬移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
件五 開啟附件五.docx 檔 開啟附件五.odt 檔 開啟附件五.pdf 檔），向主管
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搬移。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於完成搬移及併網後，應依規定格式填具
搬移備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件六 開啟附件六.docx 檔 開啟附件
六.odt 檔 開啟附件六.pdf 檔），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搬移，應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搬移及併網；必要時，得
於屆期前二個月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如因而有暫停電能躉售之
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間之計算，與搬移之期間同。 

第 16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故須遷移至另一設置場址，且其新
設置場址與原設置場址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者，準用前條規定。 
前項遷移，其新設置場址與原設置場址分屬不同直轄市、縣（市）者，準用
前條第一項規定向原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向新設置場
址所在地主管機關，準用第七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二項情形如屬遷移部分設備者，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經
核准後，其遷移部分準用第七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其未遷移部分準用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依第二項申請遷移全部設備者，於取得新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機關發給同意
備案文件之日起，原設置場址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文件失其效力。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遷移，應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一年內完成遷移及併網；
必要時，得於屆期前二個月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如因而有暫停
電能躉售之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間之計算，與遷移之期間同。 

第 17 條 申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模組回收
費用： 
一、適用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二、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規定
取得同意備案文件。 
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或第十三條規定申請更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而有前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模組回收費用。 
前二項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檢討後每年另以公告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模組回收費用之收取相關作業方式及時程如附件七 開啟附
件七.docx 檔 開啟附件七.odt 檔 開啟附件七.pdf 檔。 
逾期未繳納模組回收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繳。 



第 18 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申請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之文件有變造、偽造、虛
偽不實或違反法令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撤銷同
意備案或設備登記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
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文件： 
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情形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文
件記載事項不符或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二、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取得之電業籌設許可或自用發
電設備工作許可函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 
三、違反第八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
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變更。 
四、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提供運轉資料之規定，且情節重大。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終止運轉發電。 
六、自行申請放棄。（附件八 開啟附件八.docx 檔 開啟附件八.odt 檔 開啟
附件八.pdf 檔） 
七、未依前條規定繳納模組回收費用。 
前項除第六款自行申請放棄情形外，按其情形得改善者，主管機關於廢止前
得先通知限期改善。於限期改善期間，得通知公用售電業暫停電能躉購。 
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取得之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有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設備登記失其效力。 

第 19 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經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認定文件後，同一設置者於同一設置場址二年內不得再申請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同意備案。 

第 2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撤銷、廢
止及其他相關業務，應將申請案之申請表及檢附文件等檔案資料建檔並掃描
傳送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變更時，亦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與查核及其教育訓練、業務座談、研習，並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依規定格式
填報前一月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業務月報表（附件九 開啟附
件九.docx 檔 開啟附件九.odt 檔 開啟附件九.pdf 檔），及每年一月三十一日
前將前一年度辦理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與查核業務年報表（附件十 開啟
附件十.docx 檔 開啟附件十.odt 檔 開啟附件十.pdf 檔），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執行業務訪視。必要時，得不定期
為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21 條 本辦法除第四條第二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