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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9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6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鑑於民進黨政府修訂電業法，擴大
再生能源產業之發展，並定下民國 114 年再生能源將占發電
量 20%之目標，為提升國內再生能源發展之環境，有效落實
乾淨、環保之能源政策，爰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修訂小水力發電之定義與認定條件。
二、修正條文第五條，配合電業法有關自用發電設備容量，改為兩千瓩。
三、修正條文第六條，為確實管控再生能源發展計畫之執行，如遇執行率不佳以致進度落後，
應依相關規定懲處；若因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以致進度延宕，應將執行機關與相關主管移送
監察院調查，以利政策如期推行。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配合電業法之修正，明定配輸電業對於發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裝置者要
求與其電力網互聯時之義務；及明定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未達二千瓩者，得單獨
或共同設置變電站及引接線路與電力網互聯，其權利義務由設置者協議之。
五、修正條文第九條，刪除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訂定下限費率之規定；明定直供、轉供再生能
源電能者，改依本條例躉售時，應依首次提供電能時之當年度公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
率及其計算公式」之適用費率；增列本條例公布施行前，已與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者，其
設備生產再生能源電能之費率，仍依原訂契約辦理。
六、修正第十四條，增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供電線路承租所需承租公有土地使用之期間與程
序，不得低於電業權之有效期間，並不受國有財產法、森林法、水利法、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規定限制。
七、修正第十五條，增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設置於海岸地區範圍者，應
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準用海岸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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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

目前水庫等水利設施，是作為

下：
一、再生能源：指太陽能、

下：
一、再生能源：指太陽能、

灌溉、防洪等目的為主，利用
其設施發電雖可活化水利設施

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
、風力、非抽蓄式水力、

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
、風力、非抽蓄式水力、

於再生能源之推廣，卻無法適
用本條例等相關獎勵，故修正

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
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

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
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

其名詞與定義，以鼓勵小水力
和民營業者活化既有水利設施

處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

處理所產生之能源，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

。

永續利用之能源。
二、生質能：指農林植物、

永續利用之能源。
二、生質能：指農林植物、

沼氣及國內有機廢棄物直
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

沼氣及國內有機廢棄物直
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之

能源。
三、地熱能：指源自地表以

能源。
三、地熱能：指源自地表以

下蘊含於土壤、岩石、蒸
氣或溫泉之能源。

下蘊含於土壤、岩石、蒸
氣或溫泉之能源。

四、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指
設置於低潮線以外海域，

四、風力發電離岸系統：指
設置於低潮線以外海域，

不超過領海範圍之離岸海
域風力發電系統。

不超過領海範圍之離岸海
域風力發電系統。

五、小水力發電：指利用圳
路或其他水利設施，設置

五、川流式水力：指利用圳
路之自然水量與落差之水

未達十萬瓩之水力發電系
統。

力發電系統。
六、氫能：指以再生能源為

六、氫能：指以再生能源為
能量來源，分解水產生之

能量來源，分解水產生之
氫氣，或利用細菌、藻類

氫氣，或利用細菌、藻類
等生物之分解或發酵作用

等生物之分解或發酵作用
所產生之氫氣，做為能源

所產生之氫氣，做為能源
用途者。

用途者。
七、燃料電池：指藉由氫氣

七、燃料電池：指藉由氫氣
及氧氣產生電化學反應，

及氧氣產生電化學反應，
而將化學能轉換為電能之

而將化學能轉換為電能之
裝置。

裝置。
八、再生能源熱利用：指再

八、再生能源熱利用：指再
生能源之利用型態非屬發

生能源之利用型態非屬發
電，而屬熱能或燃料使用

電，而屬熱能或燃料使用

條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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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

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
除非川流式水力及直接燃

除直接燃燒廢棄物之發電
設備及非小水力發電之水

燒廢棄物之發電設備外，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力發電設備外，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依第

符合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規定之發電設備。

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規定
之發電設備。

十、迴避成本：指電業自行
產出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非

十、迴避成本：指電業自行
產出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非

再生能源電能之年帄均成
本。

再生能源電能之年帄均成
本。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
範圍所定低潮線，由中央主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
範圍所定低潮線，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

管機關公告之。
第五條

設置利用再生能源之

第五條

設置利用再生能源之

配合已修定電業法有關自用發

自用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
不及二千瓩者，不受電業法

自用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
不及五百瓩者，不受電業法

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
第七十條及八十二條規定之

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
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及

限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

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之限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

前項、第八條、第九條及第
十四條另有規定者外，其申

前項、第八條、第九條及第
十四條另有規定者外，其申

請設置、工程、營業、監督
、登記及管理事項，適用電

請設置、工程、營業、監督
、登記及管理事項，適用電

業法之相關規定。
前項工程包括設計、監

業法之相關規定。
前項工程包括設計、監

造、承裝、施作、裝修、檢
驗及維護。

造、承裝、施作、裝修、檢
驗及維護。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
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
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

民進黨政府提出「2025 非核
家園」計畫，亦即台灣在民國

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
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

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
影響，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

114 年不必依賴核能發電，核
一、核二與核三廠可以按時除

二十年內，每二年訂定再生
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

二十年內，每二年訂定再生
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

役，核四廠也可以不必商轉，
並訂出擴大再生能源發展於

比率。
再生能源發電量應達到

比率。
本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

114 年達發電量 20%的政策目
標。

下列目標：
一、民國一百零七年：不得

備獎勵總量為總裝置容量六
百五十萬瓩至一千萬瓩；其

為確實管控再生能源發展計畫
執行進度，如遇執行率不佳致

低於全國發電總量百分之
八；

獎勵之總裝置容量達五百萬
瓩時，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各

進度落後，應依相關規定懲處
，若因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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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一百零九年：不得
低於全國發電總量百分之

類別再生能源之經濟效益、
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檢討

十八；
三、民國一百十四年：不得

依第四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規定之再生能源類別。

低於全國發電總量百分之
二十；

再生能源熱利用推廣目
標及期程，由中央主管機關

四、民國一百十九年：不得
低於全國發電總量百分之

視其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
相關因素定之。

進度延宕，應將執行機關與相
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調查。

三十；
五、民國一百二十九年：不
得低於全國發電總量百分
之五十。
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目
標未達時，如因執行率不佳
致進度未達預定進度百分之
八十時，應依相關規定進行
懲處；如因公務人員違法失
職而致進度未達預定進度百
分之八十時，應將執行機關
首長及相關人員移送監察院
調查懲處，以達本法推廣再
生能源目的。
再生能源熱利用推廣目
標及期程，由中央主管機關
視其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
相關因素定之。
第八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者要求與電力網互聯時，

第八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
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

一、修正第一項，配合電業法
106 年 1 月 26 日之修正，

輸配電業應依電業法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其併網技術規

地經營電力網之電業，衡量
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

明定配輸電業對於發電業或
自用發電設備裝置者要求與

範，由輸配電業擬訂，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
予以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

其電力網互聯時之義務；修
正「電業」為「輸配電業」

依前項規定互聯時，在
既有線路外，其加強電力網

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
電力；電業非有正當理由，

，以明確併網相關責任主體
；刪除原有關「提供該發電

之成本，由輸配電業及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攤；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拒絕；必要時，中央主管

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電
力」規定。

其分攤方式，由輸配電業擬
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機關得指定其他電業為之。
前項併聯技術上合適者

二、規範主體由「電業」修正
為「輸配電業」，並明定加

。
再生能源發電業與設置

，以其成本負擔經濟合理者
為限；在既有線路外，其加

強電力網成本之分攤方式與
程序。

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
備未達二千瓩者，得單獨或

強電力網之成本，由電業及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

三、增列第三項，配合電業法
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明定

委 415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共同設置變電站、引接線路
與電力網互聯；其共同設置

攤。
電業依本條例規定躉購

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
備未達二千瓩者，得單獨或

之相關權利義務，應由設置
者協議之。

再生能源電能，應與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簽訂契約

共同設置變電站及引接線路
與電力網互聯，其權利義務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電
力網連接之線路，由再生能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併聯之技術規範

由設置者協議之。
四、現行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

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
及維護；必要時，與其發電

及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力之
計價方式，由電業擬訂，報

文第九條第四項，爰予刪除
。

設備併網之輸配電業應提供
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電

五、現行第四項刪除。
六、現行第五項移列為修正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負
擔。

力網連接之線路，由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

文第四項，將規範主體由「
電業」改為「輸配電業」，

及維護；必要時，與其發電
設備併聯之電業應提供必要

及修正「併聯」改為「併網
」。

之協助；所需費用，由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負擔。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
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
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

一、考量各類再生能源躉購費
率每年皆由審定會審定，已

體組成委員會，審定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

體組成委員會，審定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

給予合理報酬保障，且國際
上採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制

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必要時
得依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

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必要時
得依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

度者，無訂定下限費率之作
法，故刪除現行第三項。

後公告之，每年並應視各類
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

後公告之，每年並應視各類
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

二、新增第三項，明訂躉購義
務由公用售電業負擔，並保

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
因素，檢討或修正之。

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
因素，檢討或修正之。

留於本條例施行前或施行後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

前項費率計算公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

前項費率計算公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

置者均有自由選擇電能銷售
方式及自用之機會。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帄均裝
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帄均裝
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

三、第四項，由現行第八條第
三項移列，並酌予文字修正

護費、年發電量及相關因素
，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護費、年發電量及相關因素
，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
四、現行第四項移列第五項，

。

。
於本條例施行前、後設

為鼓勵與推廣無污染之

並配合本項規範主體，將「
躉購」修正為「躉售」；另

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
所產生之電能，除依電業法

綠色能源，提升再生能源設
置者投資意願，躉購費率不

規定與公用售電業者簽訂購
售電契約者，方依公告費率

直供、轉供、自用及售予再
生能源售電業外，應由公用

得低於國內電業化石燃料發
電帄均成本。

躉售。
五、增訂第六項，明定直供、

售電業躉購。
公用售電業依前項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依

轉供再生能源電能者，改依
本條例躉售，或有多餘電能

躉購再生能源電能，應與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簽訂

前條第三項規定與電業簽訂
契約者，其設備生產之電能

依本條例躉售時，應依首次
提供電能時之當年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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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費率躉購。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
計算公式」之適用費率。且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者自本條例公布施行之日起

本條例施行前，已與電
業簽訂購售電契約者，其設

本項費率之規定亦適用於既
設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目前

，依前項規定與公用售電業
簽訂契約者，其設備生產之

備生產之再生能源電能，仍
依原訂費率躉購。

依本條例躉售全部生產電能
，爾後改依電業法直供或轉

電能，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躉購費率躉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屬下
列情形之一者，以迴避成本

供而仍有多餘電能依本條例
躉售之情形。

依電業法直供或轉供之
再生能源電能，如改依本條

或第一項公告費率取其較低
者躉購：

六、現行第五項移列第七項，
並修正本條例施行前，已與

例躉售，或有多餘電能依本
條例躉售者，適用再生能源

一、本條例施行前，已運轉
且未曾與電業簽訂購售電

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者，其
設備生產再生能源電能之費

發電設備首次提供電能時之
公告費率。

契約。
二、運轉超過二十年。

率，改依原定契約辦理。
七、現行第六項移列第八項，

本條例於民國九十八年
七月八日公布施行前，已與

三、全國再生能源發電總裝
置容量達第六條第二項所

第三款酌予文字修正。
八、第九項由現行第十條第三

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者，其
設備生產再生能源電能之費

定獎勵總量上限後設置者
。

項移列，並酌予文字修正。

率，仍依原訂契約辦理。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屬下
列情形之一者，以迴避成本
或第一項公告費率取其較低
者躉購：
一、本條例施行前，已運轉
且未曾與電業簽訂購售電
契約。
二、運轉超過二十年。
三、全國再生能源發電總裝
置容量達第六條第二項所
定目標後設置者。
前項迴避成本，由公用
售電業擬具，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第十四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第十四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對於土地使用之期限，應與電

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裝
置容量以上者，其再生能源

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裝
置容量以上者，其再生能源

業權之有效期間吻合，否則無
法吸引合法投資人的投資及其

發電設備及供電線路所需使
用土地之權利取得、使用程

發電設備及供電線路所需使
用土地之權利取得、使用程

權益。

序及處置，準用電業法第三
十八條至第四十四條規定。

序及處置，準用電業法第五
十條至第五十六條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供
電線路承租所需公有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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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及程序，不得低於電業
權之有效期間，且不受國有
財產法、森林法、水利法、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地方政
府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
限制。
第十五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之土地

第十五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之土地

一、新增第二項。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

使用或取得，準用都市計畫
法及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中

使用或取得，準用都市計畫
法及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中

變電相關設施，若設置於海
岸地區範圍者，為有效管理

有關公用事業或公共設施之
規定。

有關公用事業或公共設施之
規定。

及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應納
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準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
輸變電相關設施，設置於海

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
其輸變電相關設施用地所必

用海岸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

岸地區範圍者，應納入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並準用海岸

要，租用國有或公有林地時
，準用森林法第八條有關公

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

用事業或公共設施之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

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
其輸變電相關設施用地所必

輸變電相關設施用地，設置
於漁港區域者，準用漁港法

要，租用國有或公有林地時
，準用森林法第八條有關公

第十四條有關漁港一般設施
之規定。

用事業或公共設施之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

燃燒型生質能電廠之設
置，應限制於工業區內。但

輸變電相關設施用地，設置
於漁港區域者，準用漁港法

沼氣發電，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有關漁港一般設施
之規定。
燃燒型生質能電廠之設
置，應限制於工業區內。但
沼氣發電，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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