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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類型

第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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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型：

指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設置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
設備。

第三型：

指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2MWp)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
電設備。

註：欲採直、轉供方式者，需申請發電業籌設。先送地方政府核
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註：

1. 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併計達2MWp
以上者，應申請第一型(發電業籌設)。

2. 裝置容量達二千瓩(2MWp)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
達二千瓩(2MWp)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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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申請流程-以第一型(籌設發電業)申請

審查發電業籌設許
可之地方主管機關

同意函

審查養殖及綠能設
施容許

申請養殖及綠能
設施容許、發電
業籌設許可

申請者 海洋局 經發局

審查是否具養
殖經營事實

否
否

取得養殖及綠
能設施容許

審查通過核發養
殖及綠能容許

會審相關單
位是否涉及
權管禁限建
規定

是

是

核發地方主管機關同
意函及核轉能源局

核發發電業籌
設許可

如裝置容量併
計後>2MW

取得發電業
籌設許可

申請再生能源
設備同意備案

審查再生能源設備同意備案
(設備達2000瓩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未達2000瓩者，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

能源局

審查發電業籌
設許可

符合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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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申請流程-以第三型申請

審查養殖及綠能設
施容許

申請養殖及綠能
設施容許

申請者 海洋局 經發局

否

取得養殖及綠
能設施容許

審查通過核發養
殖及綠能容許

審查是否具養
殖經營事實

是

申請再生能源
設備同意備案

審查再生能源設
備同意備案

核發同意備案函文
取得同意備案

函文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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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型

第一、三型再生能源設備認定申請流程

併聯審查 同意備案 簽約 施工 併聯試運轉 設備登記 售電

第一型

籌設許可

同意備案 簽約

施工許可 售電電業執照
(視同設備登記)

施工

太陽光電2個月內；
其他再生能源6個月內

1年內申請設備登記，
屆期前2個月內得展延

逾期未辦理簽約，同一申請人於同一
場址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同意備案

同意備案
(2MWp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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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備案審查流程

文件寄達，受理審查

審查合格

審查不合格

發文准予

裝置容量2,000kW以上

不可補正

可以補正

駁回申請

駁回申請

補正合格

補正不合格

發文准予

駁回申請

進行簽陳

限期補正函

可
可視個案情形復請
申請人再行補正

1

2

3

掛文號

系統登打

合併計算

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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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登記審查流程

新申請案，審查並將
案件資訊輸入系統

案件已失效

審查合格

審查有缺失

駁回函不可補正

通知限期補正
補正函

核准函

補正審查合格

補正不合格且逾期 駁回函

核准函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獲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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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期限最長30天。

1. 未於時效內簽約：太陽光電2個月內；其他再生能

源6個月內。

2. 未於時效內申請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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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聯絡窗口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07-3368-333分機 2164、5110、3165

發電業籌設

07-3368-333分機 5109、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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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附件



法源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

 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

 於109年12月31日修正部分條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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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認定對象：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離岸風力、小水力、地熱能、

海洋能、生質能、廢棄物、燃料電池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等。

 於108年5月1日修正公告

 第4條第2項明訂：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二千瓩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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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法源依據-發電業籌設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

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

設或擴建許可。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於籌設或擴建許可期間內，取得電業管制機關核發

之工作許可證，開始施工，並應於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施工完竣。

 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於施工完竣後三十日內，備齊相關說明文件，報經

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核發

或換發電業執照。

電業法



同意備案應檢附文書-地面型

項次 文件 注意事項

1 申請表(附件一)
1.自然人需簽名及蓋章

2.公司為大小章

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自然人應檢附身分證影本

2.公司應檢附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影本

3 台電併聯審查意見書
1.受文者需與申請人姓名一致

2.設置場址一致

4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影本
1.謄本3個月內

2.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皆空白者，應另檢附有效期

限內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5 土地使用同意書 土地所有權人與申請人不一致時須檢附

6
地政機關意見書/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相關證明文件(太陽光電&風力)

1.容許使用：非都市土地使用許可、綠能設施容許

2.用地變更：完成用地變更編定或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證明文件

3.完成興辦事業計畫內容變更審查證明文件

7 設置場址之電費單據 若該場址有供電時須檢附

8 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駁回

駁回



設備登記應檢附文書(1/3)

項次 文件 注意事項

1 申請表(附件四)
1.自然人需簽名及蓋章

2.公司為大小章

2 原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備案函注意事項需另檢附文件(如建物謄本、加油站核准

文等)，如曾辦理展延或修正也需檢附該函文影本

3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聲明書

(附件四)

1.填寫發電設備相關資訊

2.未達一百瓩者，需另由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簽章，

並檢附太陽光電設置乙級技術士證照影本。

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附

件四範例二)及平面配置圖

1.設置場址屬依法禁止攝影之場所者，應由主管機關以其

他確認完工之方式替代之。

2.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未達一百瓩者，應檢附模組

序號照片五張；設置達一百瓩以上未達五百瓩者，應檢

附模組序號照片十張；設置達五百瓩以上未達一千瓩者，

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十五張；設置達一千瓩以上未達二

千瓩者，應檢附模組序號照片二十張。



項次 文件 注意事項

5 發電設備支出憑證(附件四範例一)
買受人應為申請人，

買受人非申請人時應檢附採購委託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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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序號表(附件四範例三)

檢附發電設備(如太陽光電模組、變流器)型錄文件，及

發電設備之出廠證明、序號表；並提供設備序號電子檔

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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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發電設備符合我國或國際標準之驗證證書，如標準

檢驗局核發之VPC證書

8 竣工試驗報告
1.填寫竣工試驗報告表格並由申請人及安裝廠商蓋章

2.若總裝置容量達100kW以上需蓋電機技師簽章並檢附

電機技師執照影本

設備登記應檢附文書(2/3)



設備登記應檢附文書(3/3)

項次 文件 注意事項

9

太陽光電設施

合法證明文件

三擇一

使用執照影本

本府工務局核發之免雜

照備查函及竣工備查函
太陽光電設施依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時需檢附

雜項工程使用執照

10 購售電合約 有售電檢附售電合約，無售電免附售電合約

11 併聯試運轉通知函 併聯型檢附併網通知函，獨立型檢附無併網證明文件

12 任用主任技術員相關證明文件 裝置容量未達五百瓩者，免附

13 其他指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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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電業籌設、施工及執照應檢附之文件

電業籌設-「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
有效期間為三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兩個月前，申請延展一次；
其延展期限以兩年為限：
(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
(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
(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
(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
(五)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
(六)其他應備文件：
6.太陽光電發電廠：其設置廠址位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
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
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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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電業籌設、施工及執照應檢附之文件

施工許可-「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發電業應於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內，開始施工；施工前，應備下列書圖申
請核發工作許可證；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五年。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限
屆滿兩個月前申請延展；每次延展，以一年為限：
(一)工程計畫書（含初步圖樣及規範書）。
(二)發電廠廠址土地完成變更或容許使用證明文件。
(三)發電廠廠址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四)設置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應檢具海底電纜路線劃定舖設許可。
(五)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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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電業籌設、施工及執照應檢附之文件
成立給照-「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
發電業應於工作許可證有效期間內，施工完竣，並應於施工完竣後三十日內，檢具
第五條規定登記書圖及下列文件，申請電業管制機關派員查驗；其經查驗合格，並
核發或換發發電業執照後，始得營業：
(一)再生能源發電廠應檢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二)離岸式風力發電廠及海洋能發電廠，應檢具前目文件及海底電纜完成後備查文件。
(三)除再生能源發電業，自有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十八外，其餘發電業，自有
資金至少占總投資額百分之二十五之財力證明文件。但公營發電業，不在此限。
(四)簽訂完成之購售電合約。但公營發電業，不在此限。

成立給照-「電業登記規則」第5條：
發電業申請核發或換發發電業執照，其應備書圖如下：
一、經營計畫書。
二、工程概要表。
三、水力工程計畫書：如係水力發電者，應擬具簡要計畫書附送。
四、內線圖：應按照通用線路格式，載明發電廠內全部接線方法。此圖應由專任主

任技術員署名蓋章。
五、線路分布圖：應註明發電廠位置及容量暨各段線路之電壓及所用導線，必要時

高壓、低壓可分別繪製。此圖應由專任主任技術員署名蓋章。
六、證件：專任主任技術員應檢附電業主任技術員任用規則所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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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躉購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