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據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修正公布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 ，
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以鼓勵再生能源發展，引導契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電力用戶 ，
落實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之義務。爰擬具「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
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其要點如
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並得委任經濟部能源局辦理本辦
法第四條至第十條所定相關事項。（草案第二條）
三、再生能源義務人之範圍及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再生能源義務人名冊公
告、義務契約容量計算及異動等相關事項。（草案第三條至第四
條）
四、再生能源義務人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裝置容量、期限及履行
義務之替代方式。（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及第十條）
五、再生能源義務人應定期申報履行義務情形，以及中央主管機關查核
與管理其辦理情形之相關事項。（草案第八條）
六、公用售電業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提供電力用戶名冊及契約容量相
關資料。（草案第九條）
七、得排除適用本辦法規定之行業及機構。（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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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契約容量以上之電力用戶應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管理辦法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並得將第四條至第十條所定事
項委任經濟部能源局辦理。

說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明

本辦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並得
將本辦法第四條至第十條有關再生能源
義務人名冊公告、義務量計算、異動、
申報、查核與管理及其相關業務委任經
濟部能源局辦理。
一、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二、第一項第一款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
範圍，指與公用售電業簽訂用電契
約，其契約容量達五千瓩以上之電
力用戶。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義務人：指與公用售電
業簽訂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達
五千瓩以上，且應依本條例第十
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履行義
務之電力用戶。
二、契約容量：指電力用戶與公用售
電業簽訂用電契約之經常契約容
量。
三、義務契約容量：指經中央主管機
關依本辦法第四條公告或通知之
再生能源義務人，應依本條例第
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履行
義務之經常契約容量。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符合本條
例第三條第十一款規定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
五、儲能設備：指符合本條例第三條
第十四款規定之儲能設備。
六、再生能源憑證：指符合本條例第
三條第十三款規定之再生能源憑
證。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中華民國一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本辦法規範對
百零八年五月一日之契約容量為基
象之再生能源義務人名冊公告作法
準，通知再生能源義務人其義務契約
及義務契約容量計算之基準；每年
容量，並公告再生能源義務人名冊。
定期檢討用電大戶名單，如有新增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度起，中央
契約容量者，於次一年度進行公
主管機關得依前一年度平均契約容
告。
量，於每年五月底前通知再生能源義 二、 第三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減少契
務人其新增義務契約容量，並公告新
約容量達義務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
增再生能源義務人名冊。前一年度實
以上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變
際用電週期未滿一年者，其年度平均
更義務契約容量。但為避免再生能
契約容量應採實際用電週期之契約容
源義務人透過切分契約容量規避本
量平均值。
辦法義務規範，爰明定同一用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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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義務人減少契約容量達
義務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以上者，得
檢具契約容量異動證明文件並敘明異
動原因，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義
務契約容量。但同一用電場所之同一
法人，經合併計算其契約容量後，未
減少達義務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以上
者，不得變更。
再生能源義務人為同一法人，得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併計算其
義務契約容量。
第五條 再生能源義務人應於用電場所
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應達義
務契約容量之百分之十以上，且其所
生產之電力，須由再生能源義務人自
行使用。
再生能源義務人投資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
電力為自行使用者，得檢具投資比例
證明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依
其投資比例或使用電力度數占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總發電量之比例，併入前
項之裝置容量計算之。
前項依投資比例或使用電力度數
占比所計算之裝置容量若有不同者，
取其低者計算之。
再生能源義務人於本辦法施行日
已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或提供
場所予他人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如該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
力由再生能源義務人自行使用者，得
併入第一項裝置容量計算之。
再生能源義務人應於第四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之名冊(含新增名冊)公告
之日起五年內，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置。

第六條 再生能源義務人無法設置或未
足額設置達第五條第一項裝置容量
者，得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之儲能設
備，或每年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替代。
前項儲能設備參加輸配電業非傳
統機組輔助服務者，其裝置容量不得

所之同一法人，經合併計算其契約
容量後，未減少達義務契約容量之
百分之十以上者，不得變更。
三、第四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為同一
法人，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
併計算其義務契約容量。

一、 第一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應達義務契約容
量之百分之十以上；另考量本條例
第十二條第三項及本辦法立法意
旨，並與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
作法一致，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為
符合本辦法規範義務所設置之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其生產之電力須由
其使用，以符合促使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之立法意旨，並促進再生能源
義務人確實使用對環境友善之潔淨
電力，同時符合國際綠色供應鏈趨
勢，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為給予再生能源義務人規劃彈性，
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投資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之裝置容量，得出具證明
文件，如出資證明、股權占比、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等文件證明其
投資所占比例，並按其使用電力度
數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總發電量比
例，取其較低者計算納入第一項裝
置容量。
三、第四項明定本辦法施行日前，再生
能源義務人已自行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或提供場所予他人設置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如其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力由其自
行使用者，得作為再生能源義務人
履行義務成果。
一、 第一項依據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再生能源義務人無法透過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履行義務時，明定
得以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之儲能設
備，或每年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
源電力及憑證替代。
二、 為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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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第五條第一項裝置容量。本項所
源發電設備之作法一致，第二項明
稱儲能設備於運轉壽齡內之運轉功
定再生能源義務人為符合義務所設
率，須維持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每
置之儲能設備，僅供其用電調度使
年定期申報設備運轉資料。
用，不銷售其容量或電能，若參加
未依前條及本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輸配電業非傳統機組輔助服務者，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再生能源義
則不計入第五條第一項裝置容量，
務人於一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納入再
以符合相關義務履行作法皆採自用
生能源發展基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
之原則。另其設備須維持百分之八
用。
十發電運轉功率以上。
再生能源義務人已依地方政府自 三、第三項依據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
治法規繳納代金之金額，得予扣除。
規定，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仍無法
第一項及第三項設置儲能設備、
透過第一項義務作法完成履行義務
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繳納代金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再生能源
之計算公式如附件。
義務人於一定期限內繳納代金，納
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專作再生能源
發展之用；另考量地方政府得於自
治條例規範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相關義務，若再生能源義務人業依
該自治條例規範繳納代金者，避免
疊加再生能源義務者代金負擔，中
央主管機關得僅以本辦法所計算之
代金金額較再生能源義務人已繳納
代金金額所增加之差額收取代金。
第七條 再生能源義務人以設置再生能 為鼓勵再生能源義務人提早履行設置再
源發電設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 生能源發電設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
證、設置儲能設備履行義務，且符合 憑證、設置儲能設備等義務，明定針對
下列條件者，得予以減免第五條裝置 再生能源義務人提早履行義務者，得予
容量：
減免其第五條裝置容量。
一、於三年內完成達義務契約容量百
分之八以上者，得減免剩餘之百
分之二。
二、於四年內完成義務契約容量百分
之九以上者，得減免剩餘之百分
之一。
第八條 再生能源義務人自中華民國一 一、第一項配合第七條提早履行義務之
百十二年起，應於每年三月底前申報
減免義務措施，明定再生能源義務
前一年度依本辦法第五條或第六條規
人自本辦法施行日第三年起，應於
定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
每年三月底前申報前一年度依本辦
之設備運轉資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
法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設置再生能
及憑證，應提供再生能源憑證及電能
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之設備運轉
轉供證明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資料；購買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應
查。申報方式及文件格式，由中央主
提供再生能源憑證及電能轉供證明
管機關另定之。
文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派員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
或委託專業機構實地查核，再生能源
於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核，並考
義務人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
量相關技術高度專業，中央主管機
避、妨礙或拒絕。
關得委託專業機構，並得邀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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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於執行查核業務
前，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再生能源義務
人；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構）
代表、學者及專家偕同辦理。
再生能源義務人未依第一項申報
或申報文件不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通知義務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者，再生能源義務人應按其
未履行義務之剩餘裝置容量，以繳納
代金之方式履行其義務。
依本條例應繳納之代金，經通知
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機關(構)代表、學者及專家協同，
再生能源義務人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三、第四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之申報
補正作業，若未於期限申報或申報
不全者，再生能源義務人應依其未
完成申報之裝置容量，以繳納代金
履行其義務。
四、第五項明定再生能源義務人未依規
定繳納代金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
行政執行法規定交由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強制執行之。

第九條 公用售電業應配合中央主管機
關，提供第四條所定之名冊、契約容
量等資料。
第十條 再生能源義務人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因設備毀損致
不符第五條或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履行義務
期限，每次展延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兩次為限。
第十一條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
作服務業、運輸業、政府機關、火力
發電廠及受政府監督管理之研究機
構，得排除適用本辦法。

公用售電業應配合本辦法之執行，提供
本辦法第四條之名冊、契約容量等資
訊，不得拒絕。
再生能源義務人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或儲能設備，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
設備毀損致不符規定者，得申請展延履
行義務期限之規範。

一、考量部分電力用戶之契約容量雖達
五千瓩以上，但其主要用電具有服
務社會意涵，本辦法不應依其用電
規範額外企業社會責任；另火力發
電廠其主要用電為維持其發電設備
運作，其角色仍以供電為主，與本
辦法以用電戶之規範對象不同，爰
明定電力用戶之主要用電為教育
業、醫療保健業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運輸業、政府機關、火力發電
廠、受衛生福利部、科技部或經濟
部等部會依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
院設置條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
射研究中心設置條例、經濟部主管
財團法人管理監督作業辦法等相關
規定管理監督或政府之研究機關
(構)等經營使用者，得排除適用本
辦法規定。
二、本條所稱之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與運輸業之行業分類
為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行業
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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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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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項履行義務方式之一定裝置容量、一定額度及代金之計算公式

註：當年度太陽光電、陸域風力發電及離岸風力發電躉購費率按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之當年度再生能源
電能躉購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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