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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15 日

經濟部令

經能字第 10904601370 號

修正「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部分條文
部

長 沈榮津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六

電動車供電設備及系統其他組件，被認定為有意與車輛互連，而作為

電力電源，或提供雙向電力饋送者，應經設計者確認為適合安全充放電，
且不會逆送電力至電力網。但電動車輛作為儲能設備與其他電力電源連接，
並符合第七節儲能系統之適用規定者，得逆送電力至電力網。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一

本節名詞定義如下：
一、太陽光電系統：指可將太陽光能轉換成電能之全部組件與子系
統之組合，適合連接至用電負載。
二、太陽能電池：指暴露於日照下，能產生電力之基本太陽光電裝
置。
三、模板：指太陽光電系統中，將數片模組以牢靠方式整合固定且
完成配線，設計成可作為現場組裝之單元。
四、模組：指太陽光電系統中，由太陽能電池、光學組件及除追日
裝置外之其他組件組成，暴露於日照下能產生直流電力之完整
且耐候之裝置。
五、組列：指太陽光電系統中，將模組或模板以機械方式整合支撐
結構與基座、追日裝置及其他組件，以產生直流電力之組合體。
六、阻隔二極體：指用以阻隔電流逆向流入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二
極體。
七、太陽光電電源：指產生直流系統電壓及電流之組列或組列群。
八、太陽光電電源電路：指介於模組間之電路，或介於模組群至直
流系統共同連接點間之電路。
九、太陽光電輸出電路：指介於太陽光電電源與變流器或直流用電
設備間之電路導體（線）。
十、變流器：指用於改變電能電壓大小或波形之設備，亦稱為電力
調節裝置（PCU）或電力轉換系統（PCS）。
十一、變流器輸入電路：指介於變流器與蓄電池間之導體（線），
或介於變流器與太陽光電輸出電路間之導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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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變流器輸出電路：指介於獨立型系統之變流器與交流配電箱
間之導體（線），或介於變流器與受電設備或其他發電電源
間之導體（線）。
十三、太陽光電系統電壓：指太陽光電電源或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之
直流電壓。若為多線裝設系統者，為任二條直流導體（線）
間之最高電壓。
十四、交流模組：指太陽光電系統中，由太陽能電池、光學組件、
變流器及除追日裝置外之其他組件組成，暴露於日照下能產
生交流電力之完整且耐候裝置。
十五、子組列：指組列之電氣組件。
十六、單極子組列：指在輸出電路中有正極及負極二條導線之子組
列。
十七、雙極太陽光電組列：指就共同參考點或中間抽頭，具相反極
性之二組輸出之組列。
十八、建築一體型太陽光電系統（BIPV）：指整合於建築物之外表
或結構中，並作為該建築物外表防護層之太陽光電系統。
十九、併聯型系統：指與電業之發配電網路併聯，並可供電至該網
路之太陽光電系統。
二十、發配電網路：指發電、配電及用電系統。
二十一、獨立型系統：指不併聯至電業發配電網路之太陽光電系統。
二十二、混合型系統：指由多種電源所組成之系統，包括太陽光電、
風力、微型水力發電機、引擎驅動之發電機或其他電源等，
不包括發配電網路系統及儲能系統。
二十三、充電控制器：指應用於蓄電池充電，可控制直流電壓或直
流電流之設備。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

（刪除）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一

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具備下列規定條件者，應視為符合第三百九十六

條之七十三規定：
一、太陽光電電源電路須與互連電池模組之電壓額定及充電電流要
求匹配。
二、最大充電電流乘以一小時所得之值，小於以安培－小時為單位
之額定電池模組容量之百分之三，或廠家建議值。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二

（刪除）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三

連接至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儲能系統，應符合第七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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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壓超過五○伏或直流電壓超過六○伏，可作為獨立運轉，或

與其他電力電源互連之固定式儲能系統裝設，依本節規定辦理。
儲能系統連接一個以上電源之設備及導線，應裝設足以保護所有連
接電源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有同步發電機併聯運轉時，應具備可維持同
步之必要設備。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五

本節用詞定義規定如下：
一、電池芯：指具有正極及負極，用來儲存及充放電能之電化學電
池基本單元。
二、電池模組：指以串聯、並聯或兩者混合方式連接二個以上電池
芯之電池集合，可提供所需之運轉電壓及電流。本規則電動車
輛充電系統所稱之蓄電池亦屬之。
三、分散充電控制器（Diversion Charge Controller）：指儲能裝置充
電過程中，將電力從對儲能裝置充電轉換至其他直流負載、交
流負載或電力網之調節設備。
四、儲能系統：指由一個以上組件組成能夠儲存、轉換及輸出入電
能之系統，包含變流器、轉換器、控制器及儲能組件等。其中
儲能組件不限於電池模組、電容器及飛輪與壓縮空氣等動能裝
置。分類如下：
(一) 整套型儲能系統：指儲能系統包含電池芯或電池模組，以及
必要之控制、通風、照明、滅火或警報系統等組件，組裝成
單一儲能貨櫃或儲能單元。
(二) 套件型儲能系統：指使用單一廠商提供完整系統之個別組件，
其經預先設計製造，並於現場組裝完成之儲能系統。
(三) 其他型儲能系統：指非整套型及非套件型之儲能系統，而由
個別組件組成之系統。
五、電池間連接導體：指用於連接相鄰電池芯之導電棒或導線。
六、層間連接導體：指用於連接位於同一機架不同層二個電池模組
之電氣導線。
七、變流器輸入電路：指介於變流器與電池模組間之導線。
八、變流器輸出電路：指介於變流器與另一個電力電源間之導線。
九、變流器輸出至用電設備電路：指在併聯型或獨立型變流器與用
電設備間之導線。
十、端子：指電池芯或電池模組外殼供外部連接之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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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系統用之監測器、控制器、開關、熔線、斷路器、電源轉換系

統、變流器、變壓器及儲能元件等設備，應經設計者確認適用於該系統。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七

儲能系統隔離設備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自儲能系統引接之所有非被接地導線，應有可輕易觸及之隔離
設備，且裝設於儲能系統視線可及之位置。
二、啟動儲能系統隔離設備之控制器若不在該系統之視線可及範圍
內者，隔離設備應能閉鎖於啟斷位置，且在現場標註控制器所
在位置。
三、裝設直流匯流排槽系統者，其隔離設備得安裝於該匯流排槽內。
四、隔離設備現場應有耐久而明顯之標示，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 儲能系統之標稱電壓。
(二) 儲能系統之最大可能短路電流。
(三) 儲能系統發生短路電流時，其電弧持續時間或過電流保護裝
置之故障清除時間。
五、儲能系統之輸入及輸出端距離所連接之設備超過一．五公尺，
或該端點引接之電路穿過牆壁或隔板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電路於儲能系統端應有隔離設備，該隔離設備得為熔線或斷
路器。
(二) 若前目規定之隔離設備不在所連接設備之視線可及範圍內者，
應於所連接設備端再裝設隔離設備。
(三) 使用熔線型之隔離設備者，隔離設備之電源側應連接至儲能
系統。
(四) 若儲能系統位於存在爆炸性氣體環境，其封閉箱體經設計者
確認適用於該危險場所者，隔離設備得裝設於該箱體內。
(五) 儲能系統之隔離設備不在所連接設備之視線可及範圍內者，
應在所有隔離設備處裝設名牌或標識，標示其他隔離設備之
位置。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八

儲能系統連接其他電力電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二個以上電力電源供電之負載隔離設備在啟斷位置時，應能啟
斷所有電源。
二、併聯型變流器及交流模組應經設計者確認，始得適用於互連系
統。
三、輸配電業電源中斷時，儲能系統之併聯型變流器應自動隔離與
輸配電業電源連接之所有非被接地導線，並應於輸配電業電源
恢復供電時，始得重新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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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儲能系統與電力電源間之不平衡連接，應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
之五十八規定。
五、儲能系統與電力電源之連接點，應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
九規定。
六、與輸配電業責任分界點之系統保護協調符合輸配電業所訂有關
併聯技術要點規定者，得逆送電力至電力網。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九

儲能系統裝設之場所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儲能系統應有通風設備，以防止儲能裝置所生爆炸性混合物之
累積。套件型或整套型之儲能系統通風措施得依製造廠家建議
辦理。
二、帶電組件應予防護，並依第一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辨理。
三、儲能系統之工作空間：
(一) 最小工作空間應符合表三九六～六九規定。工作空間應從儲
能系統模組、電池模組外殼、機架或托盤之邊緣開始測量。
(二) 機架上電池模組外殼與不需維護側之牆壁或結構間，應間隔
二十五公厘以上。
(三) 套件型及整套型之儲能系統內組件之工作空間，得依製造廠
家之建議辦理。
四、儲能系統機房出入之維修門，應朝出口方向對外開啟，並配備
經設計者確認適用之門把。
五、儲能系統及其設備與組件之工作空間應有照明設備。照明燈具
不得僅倚賴自動裝置控制。若有相鄰光源照射之工作空間，得
免加裝照明燈具。照明燈具之位置不得有下列情況之一：
(一) 維修照明燈具時，維護人員會暴露於帶電之系統組件。
(二) 當照明燈具故障時，對系統或系統組件造成危害。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

儲能系統之標示依下列規定辦理，並應為耐久而明顯者：
一、在每個供電設備位置、所有能夠互連之電力電源位置，及建築
物或構造物外面，應裝有能指出建築物或構造物上面或內部所
有電源之耐久性名牌。
二、建築物或構造物之儲能系統未連接至公用電源，並為獨立系統
者，在建築物或構造物外面應裝有耐久性且視線可及之名牌。
名牌應標示獨立電源系統及其隔離設備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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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電路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一

儲能系統電源電路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特定電路之最大電流：
(一) 儲能系統之名牌應標示其額定電流。套件型或整套型之匹配
組件，若於現場組裝成系統者，應標示組裝成系統後之額定
電流。
(二) 變流器輸出電路最大電流應為變流器連續輸出電流之額定
值。
(三) 當變流器在最低輸入電壓下產生額定功率時，變流器輸入電
路最大電流應為變流器連續輸入電流之額定值。
(四) 當變流器在最低輸入電壓下產生額定功率時，變流器輸出至
用電設備電路最大電流應為變流器連續輸出電流之額定值。
(五) 直流至直流轉換器輸出最大電流應為該轉換器連續輸出電流
之額定值。
二、儲能系統供電至負載之配線系統，其幹線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
於前款規定之額定電路電流，或儲能系統過電流保護裝置額定
值之較大者。
三、單相二線式儲能系統輸出至被接地導線或中性線，及三線式系
統或三相四線式 Y 接系統之單獨非被接地導線，其最大不平衡
中性線負載電流加上儲能系統輸出額定值，不得超過被接地導
線或中性線之安培容量。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二

儲能系統電路導線過電流保護應依第一章第十節規定辦理。儲能系

統電路之保護裝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應依第一章第十節規定及儲能系統之額
定決定，且不得低於依前條第一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之一．二
五倍。
二、用於儲能系統直流部分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為經設計者確認
用於直流電路，且有適用於直流之額定電壓、電流及啟斷容量
者。
三、儲能系統直流輸出電源端應裝設經設計者確認適用之限流型過
電流保護裝置。但儲能系統經設計者確認已有直流輸出之限流
型過電流保護裝置者，得免裝之。
四、熔線二側均有電源者，其二側應裝有隔離設備，使能與所有電
源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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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儲能系統之輸入及輸出端點距離所連接之設備超過一．五公尺，
或該端點引接之電路穿過牆壁或隔板，該儲能系統應有過電流
保護裝置。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三

儲能系統應有控制器調控其充電過程。用於控制充電過程之可調節

裝置，僅限合格人員使用。
分散充電控制器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儲能系統採用分散充電控制器作為調節充電之單一裝置，應配
備第二個獨立裝置，防止儲存裝置過度充電。
二、分散充電控制器及轉換負載之電路：
(一) 轉換負載之額定電流不得超過分散充電控制器之額定電流；
其額定電壓應超過儲能系統之最大電壓；其額定功率應為充
電電源額定功率之一．五倍以上。
(二) 電路之導線安培容量及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應為分散充
電控制器最大額定電流之一．五倍以上。
三、使用與電力網併聯型變流器之儲能系統，將多餘功率轉移至電
力網，控制能量儲存充電狀態，依下列規定：
(一) 此系統不受前款規定限制。
(二) 此系統應有備援機制來控制儲能系統充電過程，以因應電力
網中斷，或原充電控制器故障或失能時運用。
裝用之充電控制器及其他直流至直流轉換器，其輸出電壓及電流隨
輸入而變動者，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輸出電路之導線安培容量以在所選擇輸出電壓範圍下，充電控
制器或轉換器最大額定連續輸出電流值為基準。
二、輸出電路之額定電壓以在所選擇輸出電壓範圍下，充電控制器
或轉換器之最大電壓輸出值為基準。
第 三 款

電化學儲能系統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四

儲能系統之電池模組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住宅內儲能系統之直流線間電壓或對地電壓，不得超過一○○
伏。但儲能系統例行維護時無接觸帶電組件者，不在此限。
二、電池模組串聯電路線間電壓或對地電壓超過二四○伏者，於合
格人員進行現場維護時，應將串聯電路分割成不超過二四○伏
之區段。其分割得使用螺栓式或插入式無載啟斷隔離設備，或
製造廠家建議之隔離方式。
三、儲能系統直流線間電壓或對地電壓超過一○○伏應有隔離設
備，且僅限合格人員可觸及，於維護時隔離電力儲能系統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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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地導線及接地導線。該隔離設備不得啟斷電力系統其他剩
餘被接地導線。其隔離設備得使用額定無載啟斷開關。
四、儲能系統直流線間電壓或對地電壓超過一○○伏，該直流電路
非被接地導線應裝設接地故障檢測及指示器。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五

儲能系統之電池模組及電池芯之裝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電池模組之連接接頭應使用製造廠家建議之抗氧化材料。
二、現場組裝之電池間連接導體及層間連接導體之安培容量，在最
大負載及最高周溫下，應使導體溫升不超過導線絕緣體或導線
支持物材料之安全運轉溫度。
三、在不同層或機架上電池模組間，電池模組與電纜之電氣連接，
不得對電池模組端子造成機械應力。若實務上可行，得使用端
子板。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六

電池模組相互連接之導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機架內之連接方法須經設計者確認者，機架內電池模組端子至
鄰近接線盒間得使用六○平方公厘以上可撓電纜。
二、機架內電池芯間及電池模組間之連接經設計者確認得使用可撓
電纜。
三、前二款可撓電纜應經設計者確認為防潮者。
四、可撓細絞電纜僅連接至端子、接線片、配線器材或連接接頭，
並應符合第一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
電池模組之端子應為輕易可觸及，以利檢視及清潔。電池模組透明

外殼之一側應為輕易可觸及，以利檢查內部組件。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十七

儲能系統之電池模組裝設位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帶電組件應予防護，並依第一章第五節之相關規定辨理。
二、上出線式電池模組若裝設在分層機架上者，在儲能系統組件之
最高點與該點上方之機架或天花板間，應有經設計者確認或儲
能設備製造廠家建議之工作空間。
三、瓦斯管線不得經過電池模組儲存室。

第 026 卷 第 068 期

行政院公報

20200415

財政經濟篇

附件
表三九六～六九 電氣設備最小工作空間
標稱對地電壓（伏）

最小工作空間（公尺）
環境 1

環境 2

環境 3

0～150

0.9

0.9

0.9

151～600

0.9

1.0

1.2

601～1000

0.9

1.2

1.5

註：
環境 1： 暴露之帶電組件位於工作空間之一邊，且另一邊無帶電或無接地組件；或暴露之帶電組
件位於工作空間之兩邊，但由絕緣材質有效地防護。
環境 2： 暴露之帶電組件位於工作空間之一邊，且另一邊為接地組件。混凝土、磚或磁磚牆壁應
視為接地。
環境 3： 暴露之帶電組件位於工作空間之兩邊。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