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業法（以下簡稱本法）本規則授權依據。
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規則應執行事 一、 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規則
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辦
應執行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
理。
其他機關辦理。
本規則所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二、 第二項明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關得將本規則所定事項委託民間團
科學工業園區及加工出口區內之用
體辦理。
電場所登記管理業務，直轄市或縣（市 三、 第三項明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主管機關得委託該區管理局（處）辦
關得委託科學工業園區及加工出口
理。
區管理局（處）辦理區內之用電場所
登記管理業務。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用電場所，指低壓（ 一、 第一項明定用電場所之定義。
六百伏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 二、 第二項明定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之
瓩以上，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或
範圍。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高壓（超過六
百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與特高壓
（超過二萬二千八百伏特）受電，裝有
電力設備之場所。
前項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如下
：
一、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
廳、夜總會、俱樂部、指壓按摩場
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視聽歌
唱場所、酒家、酒店。
二、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樂園、
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體育館、
健身休閒中心、電子遊戲場、資訊
休閒場所、公共浴室、育樂中心。
三、旅館、有寢室客房之招待所。
四、市場、超級市場、百貨商場、零售
商店。
五、餐廳、咖啡廳、茶室、速食店。
六、博物館、美術館、資料館、陳列館、
展覽場、水族館、圖書館。
七、寺廟、廟宇、教會、集會堂、殯儀
館。
八、醫院、診所、療養院、孤兒院、養
老院、產後護理機構、感化院。
九、銀行、合作社、郵局、電信公司營
業所、自來水營業所、瓦斯公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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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行政機關、證券交易場所。
十、幼兒園（含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學校、補習班、訓練班。
十一、車站、航空站、加油站、修車場。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第四條 前條所稱電力設備，包含開關、 電力設備之範圍。
電線、電纜、斷路器、變比器、電容器、
電抗器、避雷器、斷路器保護控制電驛、
配電盤、分電盤、接地電阻及相關之安
全、控制、計量、指示等附屬裝置。
第五條 用電場所應依下列規定置專任電 一、 第一項明定用電場所應依電壓等級
氣技術人員：
置各級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一、特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高級 二、 第二項明定不同用電場所分界點應
電氣技術人員。
分別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及其例外
二、高壓受電之用電場所，應置中級電
規定。
氣技術人員。
三、 第三項明定用電場所所置專任電氣
三、低壓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
技術人員，得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
之工廠、礦場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業擔任。
物，應置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前項不同分界點應分別置專任電氣
技術人員。但屬同一建築基地、同一用
電場所名稱及同一負責人之分界點，不
在此限。
第一項所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得
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以下簡稱檢
驗維護業）擔任。
第六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得任各級 一、 第一項明定得擔任各級電氣技術人
電氣技術人員：
員應具備之資格。
一、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二、 為保障擔任電氣技術人員之現職人
（一）具有電機技師資格。
員及曾辦理登記且期間超過半年之
（二）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
人員工作權益，爰明定第二項。
路裝修、用電設備檢驗或變壓
器裝修職類甲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合格。
二、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一）甲種電匠考驗合格。
（二）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
路裝修、用電設備檢驗、變壓
器裝修或變電設備裝修職類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三）具有前款規定資格。
三、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一）乙種電匠考驗合格。
（二）室內配線、工業配線、配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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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裝修、用電設備檢驗、變壓
器裝修或變電設備裝修職類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三）具有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資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登記擔任電氣技術人員之
現職人員，或曾辦理登記且期間超過半
年之人員，於修正施行後未符合前項資
格者，仍具擔任其原登記級別之電氣技
術人員資格。
第七條 用電場所申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ㄧ、第一項明定用電場所負責人，向所在
登記，其負責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所
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用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時，應
經審查合格者，並發給登記執照：
檢附之文件。
一、申請書。
二、第二項明定用電場所負責人之定義。
二、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法人者 三、第三項明定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勞工保
免附。
險之投保單位，及非屬勞工保險條例
三、用電場所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足資
規定強制保險之用電場所負責人申
證明其為該用電場所負責人之證明
請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
文件；行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得免附
時，應檢附之文件。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四、第四項考量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四、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身分證影本、相
關實務執行經驗，部分工廠、礦場或
片、符合前條規定資格之證書正、
受電電壓為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申
影本及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時，可能尚
；如委託檢驗維護業者，應檢附檢
無法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爰明定
驗維護業登記執照影本及當年度用
得以負責人姓名為其名稱。
電設備檢驗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會員證書影本。
五、用電場所符合第三條受電電壓及範
圍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用電場所負責人，應
以實際管理用電場所之人為負責人。
第一項第四款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
件影本，應以用電場所所屬團體或所屬
機構為投保單位。但非屬勞工保險條例
規定強制保險之用電場所，得以雇主加
具在職證明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加具專
任切結書辦理。
工廠、礦場或受電電壓為高壓以上
之用電場所，得以負責人姓名為其名稱。
第八條 登記合格用電場所，因用電事實 登記合格用電場所，因用電事實發生變更
發生變更，致不符合第三條規定之用電 ，致不符合本規則所稱用電場所者，應廢
場所者，其負責人應向原登記直轄市或 止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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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廢止登記；未辦 序。
理廢止登記者，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申請
，廢止其登記。
第九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一、第一項明定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申請
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僱
變更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
用合格繼任人員或委託檢驗維護業，並
記之情形、期限及程序。
檢附申請書、原登記執照及相關證明文 二、第二項明定用電場所負責人未向原
件，向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關申請變更登記：
變更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
一、依第五條僱用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記時，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解僱或離職。
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申請
二、與委託之檢驗維護業終止契約。
，通知限期辦理。
三、委託之檢驗維護業停業、歇業或解
散。
用電場所負責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
變更登記時，原登記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據利害關係人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通知該用電場所限
期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條 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 一、 第一項明定電力設備之檢驗週期。
技術人員對所經管之電力設備，每六個 二、 第二項明定電力設備之檢驗結果應
月至少檢驗一次，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
依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
一次，且不得干預檢驗結果。
表作成紀錄，分送相關人員及單位備
前項檢驗結果，應由用電場所僱用
查之期限及程序。
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檢驗維護 三、 第三項明定檢驗電力設備應使用之
業，依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
儀器。
表作成紀錄，並於檢驗後次月十五日前 四、 第四項明定電力設備之檢驗結果應
分送用電場所負責人、原登記直轄市或
載明事項，並由用電場所負責人及專
縣（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輸配電業營
任電氣技術人員簽章。
業處所備查。
五、 第五項明定電力設備檢驗結果不合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執行第一項檢驗
格時之處理程序。
，應以於有效期限內校正之儀器設備為 六、 第六項明定電力設備之檢驗結果應
之。其檢驗結果，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
保存期限。
事。
第二項檢驗結果應載明下列事項，
並由用電場所負責人及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簽章：
一、受檢驗之用電場所名稱與地址及其
用電設備之容量與名稱。
二、檢驗地點、日期及氣候。
三、執行檢驗人員及記錄人員。
四、各項表列之量測數據。
五、檢驗儀器之名稱、廠牌、型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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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序號及校正日期。
六、評判標準及評判結果。
七、改善建議。
第二項檢驗結果不合格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其情節輕重，
通知限期改善並回報改善情形；用電場
所應於規定期限內改善之。
第二項檢驗結果應至少保存二年，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隨時
查驗之。
第十一條 用電場所發生事故，致影響供 用電場所發生影響供電系統之事故，專任
電系統者，其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應填報 電氣技術人員應填報電氣事故報告表，並
電氣事故報告表，於事故發生後五日內 明定分送相關單位備查之期限及程序。
，分送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及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
第十二條 用電場所不得僱用未符合第六 用電場所僱用擔任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
條規定資格之人員或因租借電機技師執 限制。
照、技術士證、電匠考驗合格證而受主
管機關處分之人員，擔任專任電氣技術
人員。
第十三條 依第五條規定受僱於用電場所 一、 第一項明定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不得
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不得同時擔任電
同時擔任之職務規定。
業、自用發電設備、電器承裝業、檢驗 二、 第二項明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維護業及其他用電場所依法登記之職務
關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請求提
。
供有關文件及其他必要資料，以查核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查核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是否同時擔任其
前項人員是否同時擔任其他行業之職務
他行業之職務。
，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請求提供
有關文件及其他必要資料。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用電場所 一、 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用
相關登記事項之電腦資訊系統，供直轄
電場所相關登記事項之電腦資訊系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當地輸配電業
統，供相關單位查核或查閱。
查核或查閱。
二、 第二項明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
關應將用電場所登記管理資料，
用電場所登記管理資料，依中央主管機
傳送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置用電場
關所定格式，傳送至前項電腦資訊系統
所相關登記事項之電腦資訊系統
；變更時，亦同。
。
第十五條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 一、 第一項明定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
記執照登載事項有變更者，除依第九條
人員登記執照登載事項變更時，應
規定辦理外，其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
辦理申請變更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
起一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原登記執照
術人員登記之期限及程序。
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登記直轄市或縣 二、 第二項明定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
（市）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人員登記執照補發或換發之情形。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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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遺失或破損不能辨識時，其負責人應
聲明作廢，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六條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通知
機關得通知用電場所申報或提供有關資 用電場所申報或提供有關資料；必要時得
料；必要時，並得派員檢查，用電場所 派員檢查，用電場所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絕。
第十七條 用電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用電場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 所限期改善及屆期仍不改善，得廢止用電
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得廢止其登 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之情形。
記：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或其僱用之專任
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之檢驗維護業
違反第十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四、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六、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七、違反第十六條規定。
第十八條 本規則所定用電場所專任電氣 本規則所定各類登記執照及書表格式，由
技術人員之各類登記執照、申請書表、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及電
氣事故報告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定之。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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