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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台灣電力公司與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1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2:30 

二、地點：漢來大飯店銀寶廳(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6號 9樓) 

三、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曾煥毅、劉美玲 

四、請假：詳簽到單 

五、共同主持人：台灣電力公司業務處                郭處長芳楠先生 

                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蔡理事長茂種先生 

六、主持人 

    郭處長致詞： 

             蔡理事長(茂種)及與會同仁先進，大家午安，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 

         蒞臨漢來大飯店出席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與本公司的業務座談 

         會，至感榮幸。 

             首先要感謝貴會全體會員先進們的齊心協力，使台電各區營業處過去 

         一年無論在業務或電務工作方面皆能順利推展，非常感謝！ 

             今年除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仍需 

         要大家的協助與幫忙，另外在用電量節節高升的處境下，急需各位透過業 

         務承攬的機會，向用戶多多推廣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和協助用戶採取合適的 

         節電優惠計費方案。 

             在合作過程中，倘有需要台電公司服務幫忙之處，也請各位先進們隨 

         時與我們聯繫，未盡周全之處，仍請不吝指正。個人到業務處來，承蒙大 

         家的協助，在未來的日子裡，也請各位先進大力支持共同推動台電公司諸 

         多服務措施。最後，謹代表台電公司向貴會蔡理事長及全體會員先進們表 

         達誠摯的謝意，祝大家新年快樂，健康快樂，事業興隆，感謝各位！ 

    蔡理事長致詞：  

             台電公司業務處郭處長、配電處陳處長、高雄區處李處長、本會張副 

         理事長、監事會陳召集人、高雄辦事處林主委、各位常務理監事、理監事、 

         主任委員、顧問、研究顧問、技術委員及台電各科室長官大家午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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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首先感謝各位，因為疫情關係所以延至今日才舉辦 109年度台電座談 

         會，也感謝台電公司在這麼忙碌的時候仍然撥空與我們承裝業齊聚一堂， 

         為了承裝業與用戶之間就供電問題一起來研討，在此謹代表本會對台電公 

         司、台電各區處及台電公司的長官同仁們對承裝業者的照顧致上最深的感 

         謝，同時也要感謝高雄辦事處安排這麼好的開會場地讓會議能順利進行。 

              同時藉此機會跟各位說明公立中小學冷氣安裝有關電力系統改善工 

         程部分，在台電公司舉辦的各分區說明會場次中本會亦就所需工期、押標 

         金、履約金及保固期等相關問題提出建議並完成修正，在此期許我們會員 

         能以最好的施工品質為後代子孫帶來更舒適的學習環境，同時也祝各位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鴻圖大展。 

七、長官、貴賓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1、報告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臺灣區電氣工程公會會員家數表統計表，詳附

件第 1頁。 

    2、台灣電力公司近期規章修訂與重要措施說明資料，詳附件第 2-4頁。 

    3、108年度業務座談會後續應辦事項辦理情形，詳附件第 5-10頁。         

九、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人：新北市辦事處 

案  由：建請研討現行裝置 3Ø4W380/220V供電 NB與 GB(中性線與接地線)，可否依 

        台電總管理處頒布 NB、GB連接，以利承裝業遵循。  

說  明：目前全國台電各區營業處，檢驗課執行上述供電，上自圖審下至外勤現場

檢驗員，對於 NB、GB是否共接並無共識，造成承裝業困擾。 

台電公司說明： 檢驗計量組 

一、 經濟部能源局已於 109年 8月 20日預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二十七條

第四款修正條文：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其接地線之一端應妥接於接地極，另

一端引至受電箱、表前開關箱或接戶開關箱任擇一處，再由該處引出設備接地

連接線，施行內線系統或設備之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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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期本公司配電處將發文請各區處執行新增設檢驗時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修正條文辦理。 

 

第二案  

提案人：新北市辦事處 

案  由：建請 貴公司修正有關設計與工務單位對施工用戶架空臨時用電，接戶點沿

用戶自備桿垂降至距地面 2.5 公尺處，以排解長期用戶和承裝業(內線)對

台電公司的誤解與怨言。 

說  明：1.同為使用者付費，不解台電設計與工務外線施工，不理承裝業一再提議 

          和協調將上述接戶點沿至距地面 2.5公尺處。 

        2.外線工程機具依章應備，施工簡易，內線承裝商超過離地 2公尺以上， 

          勞安所限，一事兩做，付費者埋怨至極。 

台電公司說明： 配電規劃組 

目前架空接戶線工程係依經濟部頒布之「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及本公司「營

業規章」規定辦理，基於貴會提出之需求，及考量現場本公司接戶線垂降至距地面

2.5公尺處之線路可能因強風或不可抗之因素毀損進而造成危險，倘於架空低壓臨時

用電之接戶點延至距地面 2.5 公尺間配有可供穿線之適當導線管，本公司可配合設

計該段導線。 

 

第三案  

提案人：新北市辦事處 

案  由：建請台電公司台北市區營業處服務中心，申請用戶因用電安全更換進屋線 

        線徑換表同時更換總開關，配合線徑之安全電流，經常有下列不順暢爭辯 

        不予封印情事。  

說  明：建請 貴公司工作人員，前往客戶住處之前，請 

        1.先電話聯絡後前往，不會有用戶不在之理由。 

        2.通令每案都做錶後開關。線徑與開關都合則屋內安全無慮。 

        3.總開關箱拍照，安培數符合線徑安全，並請用戶及承裝業聯合蓋章簽名， 



 4 

          保證亦可，此乃符合 AI時代來臨的作法，貴公司亦有線上用電申請的作 

          法。 

        4.如有稽徵瑕疵之圖面也敦請改正，並以電話聯絡同意即可。 

       上述提議可降低 貴公司人事費用，並為誠信關懷、成長服務。 

台電公司說明： 檢驗計量組 

一、 本公司檢驗送電相關同仁於前往現場辦理檢驗送電前，應事先連絡用戶或業主

委託之電器承裝業為宜，俾利現場檢驗作業，該部分本公司已請區營業處於各

會議場合中加強宣導，以利檢驗送電作業。 

二、 按「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 52 條第 1 款略以每一非接地之進屋導線應有

一過電流保護裝置」、第 56條第 1款略以「進屋線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於屋內接

戶開關之負載側。」及第 7條用詞定義第 4款略以「接戶開關：凡能同時啟斷

進屋線各導線之開關又名總開關。」等規定，並無明確指定接戶開關為表後開

關，故無法通令要求應裝有表後開關。 

三、 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 10條略以「〃〃〃現場檢驗接電應核對竣工報

告審查資料、供電介面設備及保護協調設定，經現場檢驗合格始得接電。」及

本公司「新增設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要點」第六條略以「〃〃〃各區營業處於收

到上述竣工報告資料後，即指派人員檢討竣工報告。檢討後如符合規定則於單

線系統圖左下角加蓋檢討者、檢驗者、審核者、核定者簽章之欄位，派員現場

檢驗送電〃〃〃。」之規定，本公司仍頇派員實地現場檢驗送電，以確保用戶

用電安全。 

四、 依「用戶用電設備檢驗辦法」第 6 條低壓供電單獨設戶者，用戶用電設備工程

設計資料審查得配合竣工報告審查時一併辦理，本公司內線圖審同仁於接獲前

述案件審查時，倘有需請用戶圖面修正時皆於審查之當下告知，請其修正。 

 

第四案  

提案人：高雄辦事處 

案  由：在電表接線時，其動力專線(對地電壓為 190V)各區處規定不一，有在 C 相

或 S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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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因各區處規定不同，等到要掛表時才發現電力專線接錯線，會造成人員因

要修改相序而增加感電事故(因電已送至表前開關)。 

建  議：A、將動力專線統一接至 C相或 S相。 

        B、動力專線接任一相，台電都可以接受。 

台電公司說明： 檢驗計量組 

一、 有關旨案三相三線 220V供電方式，其動力專線(對地電壓 190V)，如屬附 CT電 

     表，應接於電表 P3(電壓線圈)及 3S(電流線圈)端子(如附表 1)，如屬非倍數電 

 表，應接於 3S端子(如附表 2)。 

二、 本處將於相關會議伺機宣導，並發函要求各區處依前述說明辦理。 

 

第五案  

提案人：高雄辦事處 

案  由：建請台電公司案件申請至送電完成，統一使用一組受理號碼，來完成所有

相關流程。  

說  明：目前案件申請流程其案件號碼太繁瑣，先是受理號碼→電腦號碼→設計號

碼→施工號碼→管路號碼…等等。能否請貴單位整合使用一組受理號碼至

送電完成，以免因號碼名目太繁雜，令申請人無所適從。 

辦  法：懇請台電公司邀約相關人員及資訊軟體設計單位，針對以上之問題設計協

調改善，僅以一組受理號碼管理全部系統流程，直至送電完成結案。 

台電公司說明： 工程管理組、行銷組 

    依本公司現行作業方式，受理用戶申請用電時即產生受理號碼，並主動讓申請

用戶知悉，以此受理號碼即可查詢並管控後續相關作業流程案件進度，用戶亦可至

本公司官網查詢案件進度，另倘下載使用台灣電力 App 的承裝業者於臨櫃受理後，

App會自動綁定該案件，承裝業者可至「我的案件」查詢案件進度，統計自動綁定案

件數為 84,935件。當案件進度更新時(如：待繳費、待報竣、待改善、已結案)，App

亦提供案件進度推播通知服務，此外，另可利用 App 繳納線路設置費，加速案件辦

理進度。 

    為利便民及避免類案再發，衍生困擾，本公司已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以傳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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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爰請各區營業處工務段加強向所屬同仁宣導，針對申請用戶(電器承裝業)洽詢案

件狀態，應主動請對方提供受理號碼後，並利用 NDCIS系統，即可協助查詢。 

    

第六案  

提案人：楊常務理事龍盛 

案  由：案件設計建請發包，以改善人員不足，增進工作效率。  

說  明：建議大項工程，規劃案工程及一些配合地方政府(民代)地下化工程，是否

能發包(設計)，比照鄰近區處辦理，以節省設計人員不足，進而影響新增

設案件處理時效。 

台電公司說明： 配電規劃組 

本公司訂有「配電設計工作發包原則」已逾 20年，內詳述設計工作發包之時機、

範圍及適用方式等，各區處設計工作除可經相關設計部門人力相互支援外，倘仍不

足以因應設計工量時，經檢討核准後方可以設計發包方式辦理。 

 

第七案  

提案人：統盟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林大會代表潮金（台中） 

案  由：敬請 貴公司修改營業規章。  

說  明：農業用電超出 1/2kw以上頇申請契約用電不合時宜，此為 50年前法規需修 

改，以前農地種植水果只有幾十坪，現在是大面積栽種因此 1/2kw 噴霧機

不夠使用，農民又無錢繳納線路補助費及每月的基本電費，請 貴公司配合

時宜修改營業規章。 

台電公司說明： 檢驗計量組、行銷組 

一、依本公司報奉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章及電價表規定，直接從事農、林、漁、

畜牧之場所為生產性質場所，其用電應以電力供應。另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農

業發展條例訂定之農業動力用電範圍標準規定，農業動力用電用戶得檢具應備之

證明文件，向本公司申辦電費減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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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為簡政便民，特放寬單相噴霧器等單相動力器具(抽水機除外)合計容量

在二分之一馬力以下者，可由用戶選擇按表燈或電力供應。倘因栽種範圍廣闊，

單相噴霧器合計容量逾二分之一馬力，仍應按前述規定以電力供應。 

 

第八案  

提案人：雲林辦事處 

案  由：建請台電公司協調經濟部簡化對 1相 3線 110伏特 220伏特 2分之 1 HP 農

用噴霧機用電申請手續案。  

說  明：1、目前農地農用申請接水接電，經濟部規定應出具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可之文件始能受理，此乃欲杜絕藉由農業空地申請供水供電後，私自轉

供到違章建築使用之手段。 

        2、1相 3線 110伏特 220伏特二分之一 HP農用噴霧機其用電設備，線徑電

表容量均很小，不足以構成可轉供違章工廠使用，(3 相 3 線 220 伏特

除外)。 

        3、目前農村青壯年齡層均需外出工作謀求生計，留守家鄉務農者，大都份

為年邁長輩，只為申辦小小之農藥噴霧用電，必頇大費周章，徒增民怨。 

辦   法：請台電公司受理用戶 1 相 3 線 110 伏特 220 伏特二分之一 HP 農用噴霧機

是用電申請恢復原只需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即可 

台電公司說明： 行銷組、檢驗計量組 

    為遏止農業用地新增未登記工廠，落實行政院指示應源頭管制、禁止農地違規

接水接電之政策方向，經濟部已於 109年 9月 15日函釋農業用地申請用電案件，如

未出具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容許使用之許可文件，本公司可拒絕供電。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另於 109年 9月 24日及 11月 20日擬定農地農用申請接電容許使用核發作法，

供本公司及各地方農業單位配合辦理，另經濟部亦於 110年 1月 8日以經授中字第 

11000501080號函示民眾申請農地空地用電，不限電壓、相數供電類型，均需出具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如用戶確有農地用電需求，仍請依前述規定申請用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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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提案人：楊常務理事龍盛 

案  由：建議電桿上變壓器可放置容量 167KVA。  

說  明：1、用戶申請新增設案件，市區內常遇到既設變壓器已滿載，需負載分割或 

           協調新地點放置變壓器等情況。造成新增設案件時間的拖長，用戶抱怨 

           聲不斷。         

        2、經探討(不知是公司明文規定，還是某些區處自行訂定)桿上變壓器最大 

           只能掛 100KVA，設計員現場會勘時如既設變壓器容量不足時就需負載分 

           割或協調新地點放置變壓器。如現場能負載分割還好，有些沒辦法負載 

           分割，找新的放置變壓器地點也找不到，這案件可能送電期程被拖長或 

           用戶就直接取消了。希望桿上變壓器能放寬至 167KVA。         

台電公司說明： 配電規劃組 

一、 依據本公司配電技術手冊，考量新設變壓器容量應能應付 5年以上之負載增加，

除特殊情形外，以不超過 50KVA 為原則，不能應付 5 年之負載增加時，應採用

高一級容量之變壓器。 

二、本公司改良套管型桿上變壓器已具備 25、50、100及 167KVA等四種容量，考量 

    167KVA已是桿上變壓器最大容量，倘若負載再超過該容量，現場即有供電及維 

    護上之危機；故現場桿上已裝置 100KVA變壓器，於設計時，發現既設變壓器容 

    量不足供應新增設案件所需，仍先以負載分割或尋找新的放置變壓器地點為優 

    先考量；倘經檢討後，現場條件無法以負載分割及無可放置新的變壓器地點時， 

    得以採用 167KVA容量之改良套管型桿上變壓器。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鄧鍾昌技術委員(台東辦事處) 

案 由：申請水井電力用電，縣政府核發證明文件還要補謄本及鄉鎮公所農業課會 

        勘蓋章才能申請，是否有點要求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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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說明：行銷組 

    依行政院農委會 109年 12月 11日農企字第 1090250831號函釋，為落實源頭管

制農業用地用電，遏止新增未登工廠之政策方向，涉及農業單位需協處事宜之作業

方式，該會業於 109年 11月 20日以農企字第 1090013646號函送相關事項及執行說

明予各縣市政府轉知所轄公所配合辦理，並請各縣市政府可再就實務執行慣例或公

所共識，針對作業細節調修，以利公所協助民眾申請用電。 

 

第二案 

提案人：鄧鍾昌技術委員(台東辦事處) 

案 由：農業水井電力用電屬電力有農業減免(75及 D5用電)，農業噴藥屬於一般用 

       電，功能計費不同，表燈計價同一地號上申請兩種供電為何不准許? 

台電公司說明：行銷組 

    依本公司營業規章第 13 條規定，「用電場所以建築物或構築範圍為單位，作為

設戶標準，同一場所同一種類用電應按一戶供電」，前述訂定設戶標準之目的在確定

用戶用電範圍，依用電範圍內之設備(契約)容量，決定應採取之供電方式，並避免

設戶浮濫及規避以較高電壓供電等情形，如放寬同一用電範圍可依不同用電器具或

電價種類分別設戶，恐因高低電價差異而交互流用，致破壞現行電價結構。另依經

濟部 110年 1月 19日經授中字第 11000505360號函示針對現行於農地申請用電之案

件，倘屬需由鄉(鎮、市、區)公所農業單位協助認定是否從事農業使用者，應以整

筆農地進行認定為宜，以避免該筆農地已有違規使用行為。故申請人於同一用電範

圍內使用水井抽水機及農業噴藥之喷霧器具仍應按一戶供電，惟如用電範圍不同，

且其用電配線獨立配置，得分別設戶供電。 

 

第三案 

提案人：鄧鍾昌技術委員(台東辦事處) 

案 由：台電供電三相電源，大部份電源都是開 V電源 220V/110V/190V的燈力併 

       用電源，為何不能開放中性線使用，台電本身可以使用，用戶只能用自耦 

       變壓器才能用(可以節省變壓器的耗損電力)。現在電子表的功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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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V-480V都可以用嗎? (台電提倡節約能源是否違背)。 

台電公司說明：配電規劃組 

一、 有關臺端建議燈力併用電源，開放中性線給用戶使用，節省用戶自備變壓器 

     的耗損電力一事，其立意良好，與本公司倡導節約能源精神相符，惟經本公 

     司檢討旨案雖節省用戶自備變壓器的耗損電力，但仍有下列影響： 

      1、 原 V-V接電源已影響三相不帄衡，中性線若予用戶使用，因加重燈用變 

          壓器負載，會使三相不帄衡情況更加嚴重，將造成線路損失增加及三相 

          馬達使用效率降低，對節約能源恐產生更大影響。 

      2、 另原有 110V及 220V電壓等級之外，亦會衍生出 190V單相電壓，如用戶 

          110V電器誤接 190V單相電壓，將造成用戶電器損壞；另該燈用變壓器 

          亦可能超載損壞，造成停電或欠相燒損器具。 

      3 、 綜上，目前仍不宜將燈力並用電源，開放中性線給用戶使用。 

二、 有關三相三線 220V電源用戶，目前單相設備如燈具或其他家用設備，有 220V 

     可供選擇，建議向用戶說明儘量選購適用 220V單相設備，以利減少自備變壓 

     器的耗損，俾利節電。 

三、 有關三相不帄衡之影響，本公司歷年來均持續辦理改善中，為響應節約能源政 

     策，建請貴會成員對於新設低壓三相用戶，誘導用戶使用三相四線 380/220V， 

     提升用電品質。 

 

第四案 

提案人：台北辦事處 

案 由：建築用臨時電施工後，因線路施工長度增加，導致線路補助費用重新計算 

       ，延宕檢驗送電時間，建議改善事由。 

說 明：建築用臨時電施工後，因線路施工長度增加，導致線路補助費用需重新計 

       算，作業時間從包商彙整資料加上營業課重新計算費用，所需時間往往超 

       過一周。延宕送電期程，建築工地於臨時電未送電之前無電可用，影響工 

       進且常受業主責難，為何台電外線竣工仍然無法報竣、無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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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建議由申請用電戶於申請時切結，願意無條件補繳因線路增加之台電線路 

       補助費。且外線完工後由貴公司包商先行報竣讓承裝業者也能報竣檢驗送 

       電，如送電完成後未繳納應補繳之台電線路補助費，願受台電拆表並補繳 

       所積欠費用絕無異議。 

台電公司說明：行銷組、工程管理組 

    有關民眾申請臨時用電案件，因故致線路設置費需重新計算，衍生送電期程延

宕一事，本公司相當重視各項用電案件適時供電之處理時效，已另通知各區處加速 

趕辦案件並要求承攬商依契約規定將相關資料儘速送至營業部門辦理計費，避免類

案再發。 

 

十一、散會、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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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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