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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營運規章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5 日發布(系規處主辦)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8 日修正(系規處主辦) 

第一章 總則 

一、 為利本公司承辦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業務，依電業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

條、第七十條等相關規定及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直供審查規則，以符合公平、

公開原則，特訂定本規章。 

二、 有關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相關事宜，應依本規章規定辦理；本規章未規範事

項，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規定辦理。 

三、 本規章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轉供：指輸配電業設置電力網，傳輸電能之行為。 

(二) 併網型直供：再生能源發電業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得設置電源線，直

接聯結用戶並供電予用戶。其中，用戶得同時接受再生能源發電業以電源

線聯結方式直接供電，以及聯結電力網由本公司公用售電業供電，並可由

本公司輸配電業給予輔助服務。 

(三) 輔助服務：為完成電力傳輸並確保電力系統安全及穩定所需採行之服務

措施。 

(四) 依身分性質區分： 

1. 轉供發電端：係指生產且需轉供電能者。 

2. 轉供用電端：係指接受電能轉供者。 

3. 直供發電端：係指生產且需直供電能者。 

4. 直供用電端：係指接受電能直供者。 

5. 業者：係指再生能源發電業、再生能源售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四、 本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之費率，依電業法第四十九條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公告之收費費率收取。 

五、 申請電能轉供者，應與本公司簽訂「電能轉供契約」。  

六、 申請併網型直供者，應與本公司簽訂「併網型直供契約」。 

七、 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辦餘電購售電能者，應與本公司簽訂「餘電購售契約」。 

八、 簽訂第五點至第七點相關契約時，應使用本規章所訂定之標準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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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能轉供申請及計費 

九、 本章適用業者，悉依本章向本公司辦理電能轉供相關事宜，其轉供用電端應先

完成與本公司電力網併網。 

十、 再生能源發電業應依電能轉供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逕洽電能轉供計畫之

最大裝置容量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源併網點所在區營業處辦理下列事項： 

(一) 電能轉供計畫審查： 

1. 填具電能轉供計畫書。 

2. 再生能源發電業之發電機組如為新增設者，應依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併聯技術要點提出系統衝擊分析報告(十份)。並依本公司審查業者

發電機組與本公司電力系統併聯計畫收費要點規定計收併聯審查作業

費，或擇一提出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再生能源發電業施工之許可函、

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之許可函、本公司核給有效期間內之

併聯審查意見書等證明文件影本。 

3. 再生能源發電業之發電機組如為既設者，應提出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

影本。 

(二) 再生能源發電業應於本公司核給之有效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申請電能

轉供： 

1. (電能轉供)登記單。 

2. 擇一提出備註有轉供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再生能源發電業施工之

許可函、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之許可函等證明文件影本。 

3. 證明其與轉供用電端有購售電能合意之相關文件。 

4. 本公司函復電能轉供之文件影本。 

5. 乙式二份電能轉供契約書。 

6. 再生能源發電業如已簽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需提出本

公司同意終止契約函。 

十一、 再生能源售電業應依電能轉供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一)，逕洽電能轉供計畫

之最大裝置容量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源併網點所在區營業處辦理下列事項： 

(一) 電能轉供計畫審查： 

1. 填具電能轉供計畫書。 

2. 提出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影本。 

3. 轉供發電端之發電機組如為新增設者，應提供本公司核給有效期間內

之併聯審查意見書，或擇一提出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再生能源發電業

施工之許可函、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之許可函等證明文件

影本。 

4. 轉供發電端之發電機組如為既設者，應提出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影本。 

(二) 再生能源售電業應於本公司核給之有效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申請電能

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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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能轉供)登記單。 

2. 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及擇一提出備註將所發電能銷售予再生能源售電

業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再生能源發電業施工之許可函、再生能源發

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之許可函等證明文件影本。 

3. 證明其與轉供發電端及轉供用電端有購售電能合意之相關文件。 

4. 本公司函復電能轉供之文件影本。 

5. 乙式二份電能轉供契約書。 

6. 轉供發電端已與本公司簽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者，需提

出本公司同意終止契約函。 

十二、 辦理轉供自用之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依電能轉供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

一)，逕洽電能轉供計畫之最大裝置容量自用發電設備電源併網點所在地之

區營業處辦理下列事項： 

(一) 轉供自用計畫審查：  

1. 填具電能轉供計畫書。 

2. 屬既設自用發電設備，應提出備註有轉供自用且符合電業法第 70 條第

2 項之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影本或設備登記文件影本，其餘應擇一提出

同意備案文件或本公司核發之併聯審查意見書函影本。 

(二)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本公司核給之有效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申請

電能轉供： 

1. (電能轉供)登記單。 

2. 擇一提出備註有轉供自用且符合電業法第 70 條第 2 項之之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影本或設備登記文件影本、或提出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3. 本公司函復電能轉供之文件影本。 

4. 乙式二份電能轉供契約書。 

5.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已與本公司簽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者，需提出本公司同意終止契約函。 

十三、 計費方式： 

(一) 電能轉供費用包含轉供輸電費、轉供配電費、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

費用之計算期間為上次抄表日至本次抄表日之前一日按月計費。 

(二) 電能轉供量係由電度表每十五分鐘表計資料，依照各契約分配轉供度

數，逐段計算各別轉供用電端及發電端之電能轉供量，未滿一度採四捨

五入計算至整數，計算規則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15 分鐘媒合： 

1.計算各別轉供發電端𝑚在不同契約 i 各別 15 分鐘時段可參與轉供發電

度數(Gmi)。 

Gmi = Rm × Pmi 

其中： 

Rm：各別轉供發電端 m 各 15 分鐘時段實際發電度數，若發電度數超



4 
 

過 1/4 裝置容量(15 分鐘容量)則以容量上限 1/4 計算； 

Pmi：各別轉供發電端 m在不同契約 i之發電量轉供比例； 

2.計算各別轉供用電端𝑛在不同契約 i 各 15 分鐘時段可參與轉供用電

度數(Uni)。 

Uni = min[Mni , Yni, Cni] 
其中： 

Mni：各別轉供用電端𝑛在不同契約 i每月約定轉供上限度數之剩餘數； 

Yni：各別轉供用電端𝑛在不同契約 i每年約定轉供上限度數之剩餘數； 

Cni：各別轉供用電端𝑛在不同契約 i 分配之用電度數；依照各契約在該

15 分鐘時段之所有轉供發電端(1~M)發電量總和比例分配。若全部契

約(1~I)發電量總和∑ 𝐺mi
I
i=1 為 0，則依轉供發電端裝置容量乘上該契約

轉供比例分配。 

Cni = Cn ×
∑ Gji

𝑀
𝑗=1

∑ ∑ Gjk
M
j=1

𝐼
𝑘=1

 

Cn：轉供用電端𝑛各 15 分鐘時段實際用電度數。 

 

3.計算各別契約 i 各 15 分鐘時段可媒合之總轉供量(Qi)  

             Qi = min[∑ Gji
M
j=1  , ∑ Uji

N
j=1 ] 

其中： 

∑ Gji
M
j=1 ：參與契約 i 所有轉供發電端(1~M)總參與轉供發電量； 

∑ Uji
N
j=1 ：參與契約 i 所有轉供用電端(1~N)總參與轉供用電量。 

 

4.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𝑛在各 15 分鐘時段媒合之轉供度數(qni)，

依各用電端Uni比例分配。 

qni=Qi ×
Uni

∑ Uji
N
j=1

 

5.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 n 媒合發電端 m 在各 15 分鐘時段媒合之

轉供度數(qmni)，依各發電端Gmi比例分配。 

qmni=qni ×
Gmi

∑ Gji
M
j=1

 

6. 計算下一 15 分鐘時段之每月/年約定轉供契約度數之剩餘數。 

Mni(下個 15 分鐘時段) = Mni(本時段) − qni 

Yni(下個 15 分鐘時段) = Yni(本時段) − qni 

 

7. 本次 15 分鐘時段轉供量計算完成，回到步驟 1 開始下一 15 分鐘時

段電量分配及轉供量媒合，直到完成當期計費周期後，依高壓及特

高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時間固定)將qmni依尖峰、半尖峰、

離峰、週六半尖峰各時段統計為𝑞𝑚𝑛𝑖
𝑡𝑝

，tp=尖峰、半尖峰、離峰、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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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半尖峰。後續進入第二階段計算。 

第二階段─時間電價同時段餘電再媒合： 

8.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電源端 m 在各 15 分鐘時段未媒合之餘電度數

(𝐵𝑚𝑖)，並依高壓及特高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時間固定)統計尖

峰、半尖峰、離峰、週六半尖峰各時段電量(𝐵𝑚𝑖
𝑡𝑝

 )。標準型時間電價

三段式與低壓電力用電三段式依自身時間電價時段統計。 

𝐵𝑚𝑖 = Gmi − ∑ 𝑞𝑚𝑗𝑖

𝑁

𝑗=1
 

=> 𝐵𝑚𝑖
𝑡𝑝，𝑡𝑝 = 尖峰、半尖峰、離峰、週六半尖峰時段 

 

9.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 n 在各 15 分鐘時段未媒合之公用電度數

(Sni)，並依高壓及特高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尖峰時間固定)統計

尖峰、半尖峰、離峰、週六半尖峰各時段電量(𝑆𝑛𝑖
𝑡𝑝

)。標準型時間電

價三段式與低壓電力用電三段式依自身時間電價時段統計。 

𝑆𝑛𝑖 = Cni − 𝑞𝑛𝑖 

=> 𝑆𝑛𝑖
𝑡𝑝，𝑡𝑝 = 尖峰、半尖峰、離峰、週六半尖峰時段 

 

10. 計算契約 i 各用電端 n 於各時間電價時段 tp 之轉供上限(𝐴𝑛𝑖
𝑡𝑝

)。依

各時間電價時段公用電量𝑆𝑛𝑖
𝑡𝑝
比例分配。 

𝐴𝑛𝑖
𝑡𝑝

= Ani ×
𝑆𝑛𝑖

𝑡𝑝

∑ 𝑆𝑛𝑖
𝑗

𝑗=各時間電價時段

 

Ani：各別轉供用電端 n 在不同契約 i 約定轉供上限度數之剩餘

數，由年上限Yni與月上限Mni取最小者，若Ani為 0 則用電

端 n 不參與第二階段媒合： 

Ani = min[Mni , Yni] 

 

11.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 n 於各時間電價時段 tp 可參與轉供用電

度數(𝑈𝑈𝑛𝑖
𝑡𝑝

)。 

𝑈𝑈𝑛𝑖
𝑡𝑝

= min[𝐴𝑛𝑖
𝑡𝑝

, 𝑆𝑛𝑖
𝑡𝑝

] 

，𝑡𝑝 = 尖峰、半尖峰、離峰、週六半尖峰時段 

 

12. 計算契約 i 各時間電價時段 tp 第二次媒合總轉供量(𝑄𝑄𝑖
𝑡𝑝

) 。 

𝑄𝑄𝑖
𝑡𝑝

= min [∑ 𝐵𝑗𝑖
𝑡𝑝

M

j=1

 , ∑ 𝑈𝑈𝑗𝑖
𝑡𝑝

N

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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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 n 在各時間電價時段 tp 媒合之轉供度

數(𝑞𝑞𝑛𝑖
𝑡𝑝

)。依各用電端𝑈𝑈𝑛𝑖
𝑡𝑝
比例分配。 

𝑞𝑞𝑛𝑖
𝑡𝑝

= 𝑄𝑄𝑖
𝑡𝑝

×
𝑈𝑈𝑛𝑖

𝑡𝑝

∑ 𝑈𝑈𝑗𝑖
𝑡𝑝N

j=1

 

 

14. 計算契約 i 各別轉供用電端 n 媒合發電端 m 在各時間電價時段 tp

媒合之轉供度數(𝑞𝑞𝑚𝑛𝑖
𝑡𝑝

)。依各發電端𝐵𝑚𝑖
𝑡𝑝
比例分配。 

𝑞𝑞𝑚𝑛𝑖
𝑡𝑝

= 𝑞𝑞𝑛𝑖
𝑡𝑝

×
𝐵𝑚𝑖

𝑡𝑝

∑ 𝐵𝑗𝑖
𝑡𝑝M

j=1

 

 

第三階段─結果統計： 

15. 計算各時段第一、二階段加總轉供量(𝑞𝑚𝑛𝑖
𝑡𝑝

+ 𝑞𝑞𝑚𝑛𝑖
𝑡𝑝

)取整數後(採四

捨五入)，全部時段再加總即為契約 i 本期發電端 m 至用電端 n 之

轉供量。 

 

(三) 每十五分鐘轉供發電端實際發電度數超過總裝置容量所換算之度數部

分不予列入電能轉供量計算。 

(四) 電能轉供量乘以當年度經電價費率審議會審議公告之轉供輸電費率、轉

供配電費率、輔助服務費率及電力調度費率即為轉供輸電費、轉供配電

費、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註：前述各項費用之計算，計至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未滿一元者不予寄發帳單。 

(五) 依各轉供用電端於電能轉供期間使用之電能轉供量及其所使用之電網，

計算應收之轉供輸電費、轉供配電費、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上述

累計之費用即為業者該期之總轉供費用。 

(六) 轉供起始日為完成抄表計量日次月一日，契約變更時以契約變更完成日

次月一日起適用變更後之電能轉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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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併網型直供申請及計費 

十四、 申請併網型直供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其併網型直供用電端，應符合再生能源

發電業申請直供審查規則、本公司營業規章、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

點及雙方之併聯協商事項等併網相關規範。 

十五、 辦理併網型直供者，應依併網型直供申請作業流程(如附件二)，逕洽併網點

所在地之區營業處辦理下列事項： 

(一) 併聯計畫審查： 

1. 填具併網型直供計畫書。 

2. 除既設已併網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發電設備容量及併網點無變動

不致對電網造成衝擊外，其餘應提出系統衝擊分析報告(十份)。 

3. 併聯計畫審查收費方式依照本公司審查業者發電機組與本公司電力系

統併聯計畫收費要點辦理。 

4. 再生能源發電業之發電機組如為既設者，應提出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

影本。 

(二) 再生能源發電業應於本公司核給之有效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申請併網

型直供： 

1. 填具(併網型直供)登記單。 

2. 擇一提出備註設置電源線連結用戶並直接供電予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

業執照、再生能源發電業施工之許可函、再生能源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

建之許可函等證明文件影本。 

3. 電業管制機關核發之再生能源併網型直供核准函影本。 

4. 本公司核給併網型直供之併聯審查意見書影本。 

5. 證明其與直供用電端有購售電能合意之相關文件。 

6. 乙式二份併網型直供契約書。 

7. 再生能源發電業已簽訂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者，需提出本公

司同意終止契約函。 

十六、 計費方式： 

(一) 併網型直供費用包含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費用之計算期間為上次

抄表日至本次抄表日之前一日按月計費。 

(二) 採用雙向電度表每日每十五分鐘表計資料，用以記錄餘電躉售至電網之

電量及使用公用售電業之電量，並配合發電端雙向電度表計量資料，計

算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 

(三) 如併網點屬發電端，直供電量為直供發電端雙向電度表之電網供應方向

計量減去併網點雙向電度表之電網供應方向計量;如併網點屬用電端及

用電端內線，直供電量為直供發電端雙向電度表之電網接收方向計量減

去併網點雙向電度表之電網接收方向計量。所得到之總直供電量乘以當

年度經電價費率審議會審議公告之輔助服務費率、電力調度費率即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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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註：前述各項費用之計算，計至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未滿一元者不予寄發帳單。 

(四) 每十五分鐘直供總發電度數超過直供機組總裝置容量所換算之度數部

分不予列入直供量計算。 

(五) 併網型直供起始日為完成抄表計量日，契約變更時以契約變更完成日起

適用變更後之併網型直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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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戶及發電業相關規定 

十七、 使用電能轉供或併網型直供之發電端及用電端如有使用公用售電業之電能

者，應依本公司營業規章、電價表與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辦理相關作業。 

十八、辦理餘電購售電能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應逕洽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電源併網點

所在區營業處辦理： 

(一) 應備齊下列文件： 

1. 認定憑證（同意備案文件、電業執照等影本）。 

2. 電能轉供契約/併網型直供契約影本。 

3. 業者向主管機關申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設計圖。 

4. 設置範圍。 

5. 授權書（授權分支機構辦理售電及電費請款事宜）。 

(二) 注意事項： 

1. 設置者應檢附前述文件辦理簽訂餘電購售契約，各（機）組發電設備如

為第一次併入電力系統運轉之日期為各（機）組發電設備之首次併聯

日，設置者應於完成發電設備試運轉後，補附主管機關核發之電業執照

影本辦理開始躉購電能，本公司辦理餘電契約補登。 

2. 餘電購售契約係以電能轉供契約或併網型直供契約有效為前提，電能

轉供契約或併網型直供契約終止時餘電購售契約同時終止。 

3. 再生能源發電業如改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躉售，或原依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躉售轉換為電能轉供或併網型直供多餘電能躉售予本公司者，應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暨其子法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4. 自用發電設備如依「電業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透過電力網轉供自用

者，生產之電能不得售予公用售電業或輸配電業。 

十九、 申請電能轉供或併網型直供如涉及工程施作時，按下列方式計收工程費： 

(一)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或增設機組如需加強電力網時，依本公司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第三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網及代辦工程費計費方式及

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等相關規定計收工

程費。 

(二) 自用發電設備增設機組之加強電力網工程費按實耗工程費計收。 

(三) 電能轉供用電端之線路增設工程費及併網型直供用電端之併網工程費，

按本公司營業規章之第七章線路設置費收費費率規定辦理。 

(四) 如需配合換裝各有關保護設備時，按實耗工程費計收。 

二十、 計量設備： 

(一) 變比器等計量設備之裝設，應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八章第三節

電度表裝置、本公司營業規章、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計量設備裝置準則及

電表裝置位置準則之電度表裝設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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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量電能轉供或併網型直供購售電度數之電度表需由發電設備設置者

依本公司營業規章之器材租用規定向本公司租用，變比器得由發電設備

設置者自行裝設或依本公司營業規章之器材租用規定向本公司租用，計

量設備租賃合約之租用期間由本公司與發電設備設置者洽定，其規格應

符合度量衡法及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計量設備裝置準則等相關規

定。 

(三) 必要時，任一方當事人得要求校驗電度表並應負擔相關費用。  

(四) 變比器及電度表接線箱得經發電設備設置者會同本公司封印，如因維護

作業或其他情形需要拆封時，應事前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另一方會同辦

理，工作完畢後會同封印。 

(五) 執行電能轉供時，因校驗等情事拆換計量設備，再生能源發電業及自用

發電設備設置者仍經由電網轉供予其轉供用戶時，該拆換作業期間之轉

供電量，以當期計費期間之相同時段平均每十五分鐘再生能源發電業及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實際發電量或該轉供用戶實際用電量推算為原則，

必要時由雙方協商推算之。 

(六) 執行併網型直供時，因校驗等情事拆換計量設備，再生能源發電業仍經

由電網售電予其併網型直供用戶時，該拆換作業期間之直供電量，以當

期計費期間之相同時段平均每十五分鐘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實際發電量

或併網型直供用戶實際用電量推算為原則，必要時由雙方協商推算之。 

(七) 轉供發電端、轉供用電端、直供發電端及直供用電端裝表原則必須可單

獨或採多表裝設以獲得整廠發電或用電度數資訊，倘新增機組併聯時需

能區分並計算轉直供電量及餘電量。 

二十一、 申請條件及抄表週期： 

(一) 本公司包制用戶、三段式尖峰時間可變動時間電價用戶及參與「時間電

價時間帶調整之試辦電價方案」之直供用電端、轉供用電端，不適用電

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作業；表燈非時間電價用戶，則須配合轉換為本公

司簡易型時間電價或標準型時間電價，始得適用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

作業。 

(二) 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 

參與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之發電端及用電端，定抄日與開票日依本公

司指定之開票日程。 

二十二、 再生能源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併網端於併網型直供用戶應按

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電力調度原則綱要與本公司依前揭原則綱要訂定之

電力調度相關事項規定等接受穩定安全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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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二十三、 業者得依電能轉供契約及併網型直供契約相關規定辦理契約變更或契約

終止。 

二十四、本規章經董事會審定後自發布日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電能轉供申請作業流程 附圖一               台灣電力公司電能轉供服務申請作業流程

再生能源發電業
再生能源售電業

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轉供用戶 台灣電力公司

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
電能轉供計畫審查

申請電能轉供服務
及遞交電能轉供契約

核發審查函復文件

正式電能轉供服務

電能轉供契約執行

簽約

電能轉供檢驗裝表
及會同抄表開始計量

辦理電能轉供計畫審查

是否需施作工程 工程施作
是

否

  
 

 



 
 

附件二 併網型直供申請作業流程 附圖一                 台灣電力公司併網型直供申請作業流程

再生能源發電業電業管制機關 併網型直供用戶 台灣電力公司

向台灣電力公司
申請併網型直供
併聯計畫審查

申請併網型直供
及

遞交併網型直供契約

核發併網型直供之
併聯審查意見書

向電業管制機關
申請併網型直供

資格審查

是否需施作工程 工程施作

正式併網型直供

併網型直供契約執行

簽約

併網型直供檢驗
裝表及會同抄表

開始計量

是

否

核發併網型直供
核准函

辦理併網型直供
併聯計畫審查

辦理併網型直供
資格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