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進高壓用電設備管制方式
分區座談會」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1 1 1 年 度 「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及 高 壓 用 電 設 備 管 理 計 畫 ( 2 / 3 ) 」

指 導 單 位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執 行 單 位 ： 台 灣 綜 合 研 究 院

分區 場次

北區 111.09.30 (五)

中區 111.09.16 (五)

南區 111.09.20 (二)

議程



簡報內容
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後市場管理

壹

貳

一. 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二. 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三. 最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四. 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一. 電話稽核說明
二. 能源局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通報作業情形
三. 不定期查核作業流程更新及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四. 能力試驗比對辦理情形檢討與注意事項

附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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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高壓用電設備綜合審查會議決議高壓用電設備綜合審查會議決議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
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
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0點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
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
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0點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

第397條及第401條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

第397條及第401條

電業法
第32條
電業法
第32條

歷年重大決議事項，例如「審查原則相關決
議」、「試驗標準」、「認可登記證登載事
項」、「法規釋疑」及「送電問題」等。

「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及相同或更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
驗報告，送綜合電業審查合格後，始得裝用…。」

「 …輸配電業或自設線路直接供電之再生能源發電業
對用戶用電設備，應依規定進行檢驗，經檢驗合格時，
方得接電…。」

§397「 …適用於超過六百伏至二萬五千伏以下高壓之各項
裝置…。」

§401「 …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比流器、
熔絲、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斷路器及高壓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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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用電設備管制方式

型式試驗報告、
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壹壹



初審/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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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型式試驗審查
作業時程

檢驗機構與原製造
廠家審查作業時程

逐具特性試驗
審查作業時程約5個月 約2.5個月 約2個月

能源局受理案件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實地評鑑

綜審會議綜審會議

核證程序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30天

45天

3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30天

30天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登錄資訊系統

45天

14天

3天

能源局受理案件

書面審查

核證程序

30天

14天

備註：斜線部分為經濟部能源局委辦計畫單位執行。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實務)

14天 初審/複審14天 初審/複審14天

補充：僅限避雷器(18kV以下)、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
壓器、比流器、高壓配
電盤。其餘須報能源局
同意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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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廠名變更

門牌整編

報告簽署人之一離職
/ 身分證改名

主動限縮認可範圍
1.刪除設備項目
2.降低設備規格
3.刪除試驗標準

(一)、原製造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事項

備註：能源局111年8月24日召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專家諮詢會議」(會議紀錄： 111年9月22日能電字第111030123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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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二)、原製造廠家變更申請文件簡化

應備申請文件 標準版 簡易版

1.申請書(附表五) ○ ○

2.出廠試驗能力評核表 ○ ○

3.附件1.資格證明文件(TAF證書) ○ ○

4.附件2.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 ○

5.附件3.試驗設備一覽表、檢測能力證明、設備配置圖及

校正報告
○ ╳

6.附件4.ISO 17025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 ╳

7.附件5.代表性出廠試驗報告 ○ ╳

8.附件6.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附) ○ ○

9.附件7.其他得輔助證明具申請認可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

（請自行舉例）
如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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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三)、原製造廠家變更申請審查流程簡化：不考慮公文往來、廠家補件

審查程序 辦理單位 標準版 簡易版
1.文件審查 台綜院 ○ ○
2.通知及繳交書面審查規費 台綜院、廠家 ○ ○
3.書面審查 台綜院 ○ ○
4.排實地評鑑 >廠家配合 台綜院 ○ ╳
5.通知廠家繳交實地評鑑規費 能源局、廠家 ○ ╳
6.實地評鑑 台綜院、廠家 ○ ╳
7.排核證會議 > 開會 台綜院 ○ △
8.核證會議 能源局 ○ △
9.通知及繳交證照費、確認證書、繳回原

證書
台綜院 ○ ○

10.函送證書 能源局 ○ ○

△：必要時，能源局仍辦理核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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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一、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廠家變更申請簡易審查作業)

(四)、原製造廠家申請變更簡易審查事項時，給予原認可登記證使用緩衝期

因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限期1個月內

變更，及能源局辦理審查之通常期

間為1個月，以此二者為基準，緩衝

期定為2個月，並於原製造廠家認可

登記證內容變更事實日起算。

於簡易審查事項變更之緩衝期內，

廠家應以檢附切結書之方式，申請

台電公司檢驗送電，確保設備之穩

定性。

緩衝期
2個月

開立
切結書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1/9)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12

須檢附申請資料(規定共11項)

申請書(附表五/
附表五-1)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6、7、8、10點規定。

代表性出廠試驗
報告

相關佐證資料

變更差異
對照表

資格證明文件
(國內：TAF證書、
國外：ILAC、等)

校正報告
(勿過期)

試驗設備之名稱與
測試範圍一覽表

檢測能力證明
文件(人員)

設備配置圖或是
場地配置圖

(請與實際相同)

ISO/IEC 170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ISO 9001 驗證證書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
申請者得免附。

所在國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國外授權書
(需要報告簽屬

人簽名)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2/9)

13

申請目的說明

須檢附申請資料(額外)
申請文件確認表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新申請

變更

展延

如是展延 +變更請一併勾選!

1. 製造廠名稱及地址：係依據工廠登記
證所填寫，並檢附上網經濟部工業查詢
資料佐證。

2. 型式及規格：需一併填上對應已取得
能源局型式試驗核可函之型式、型號及
對應之規格。(限ISO 9001資格申請)

3. 出廠試驗標準：僅須填寫年版即可。

4. 報告簽署人：須依各設備項目填寫，
若達3項(含)以上，請檢附各設備之報
告簽署人對照表。

5. 成立日期：請依工廠登記核准日期填
寫。

6. 本國聯絡地址：請填寫通訊地址，以
利寄送收據、證書、公文。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3/9)

14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本國聯絡人：請填寫實際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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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格證明文件：請勾選認證資格。

8. 申請公司：請填寫公司名稱並使用
公司大小章。

9. 申請日期：填寫日期。若審查過程
有修改申請書，請在下方加一條變
更日期，並重新用印。

10.依據應檢附文件準備相關資料並
檢附於送審文件。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4/9)

變更日期：101年5月1日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16

 產品類別及
規格，須與
申請書內容
一致。

 設備項目，倘申請多項
設備，須一設備一表。

 類別，僅限
避雷器項目
須填寫。

 試驗項目，須依作
業要點附表二出廠
試驗項目填寫。

 是否具備檢測設備
及檢測能力評核，
提醒須勾選。

 評核人員，
提醒須簽名
或用印。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5/9)

 日期，提醒
須填寫日期。

 有修改時需
在下方加一
條變更日期。

變更日期：101年5月1日

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之出廠試驗能力評核表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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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書格式：格式內容請勿增修及刪除。

2. 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及能力評核表內容，請於申請書申請日期下方，加註
變更日期，並重新用印。

3. ISO/IEC 17025證書：須連同續頁及附件一並檢附；國外廠家須注意其之認可範
圍(含試驗標準及試驗項目)是否已涵蓋作業要點要求。

4. 高壓配電盤出廠試驗紀錄表參考格式(3990/15156-200)、儀器設備一覽表、生產
製造設備一覽表、製程品質管制表：可參考高壓用電設備資訊系統提供範例格式：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sample/2

5. 檢測能力證明：例：測試人員認定(原則)程序書、受訓紀錄、相關能力證明文件等。
國外：應包含年資、公司(工廠)聲明、職稱、訓練證明等，及應提供完整資料，若
無法提供資料，就要採視訊。無須區分歐盟及非歐盟類別。

6. 檢測儀器校正報告：須注意是否已過期，及缺頁。

7. ISO/IEC 170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檢附實驗室內部管理目錄表即可。

8. 申請項目之代表性出廠試驗報告：須檢附 大規格報告，或相關佐證資料。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6/9)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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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代國外廠家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需檢附國外廠家授權申請者之授權書。

10. 實地評鑑：試驗區域規劃標示與實際狀況不符；雜物堆放；試驗時之相關警
戒作法(柵欄、蜂鳴器等)不足；人員無佩戴防護具；試驗操作熟練度不足；現
場文件管理不妥適；儀器無校正標籤。

11. 異動情形：依作業要點第11點，若原認可登記證登載內容有異動，須於相關
證明文件取得後，1個月內向能源局申請變更，並在資料內檢附變更差異對照
表。

12. 須以函文或是1張A4紙等方式，敘明申請目的，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快
協助辦理貴司/廠申請案。相關範例如下：
主旨：向貴局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變更/展延/展延併同變更，

請查照。
說明：
一、依「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

點」第6點(17025)/第7點(9001)辦理。
二、檢附相關申請資料1份。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7/9)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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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請資料：新申請、展延、變更、展延併同變更，皆須附表五/附表五-1之申請
書，及其「檢附文件」所有資料。

除已用印之申請書、自評表及「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審查文件確認表」
需紙本正本，其他請按照順序，和申請書及自評表之WORD電子檔，燒錄至光
碟或隨身碟內，並附上電子檔案清單紙本。

所有申請資料可使用長尾夾輔助，但請不要膠裝或裝訂，也不要使用難以拆解
或費時之形式檢送，以利能源局掃描作業。

14. 設備配置圖：應包含生產製造場地及測試實驗室場地。另場地圖應標示主要長
寬尺寸或面積，以利書面審查確認是否具生產合理性，並於安排實地評鑑時供
評審委員比對。

15. 廠家若以ISO 9001資格送審，則提交其證書內容應具國際認證論壇(IAF)認可之
標誌。若無該標誌，則應由廠家主動提出該ISO 9001發證之驗證機構及註冊之
認證機構，或可追溯已於(IAF)登錄之紀錄。(查詢教學詳本簡報附件)

16. 廠家以「ISO 9001+能源局型式試驗核可函」資格送審，其提出之出廠試驗報
告應與申請書登載之能源局型式試驗核可函的型號及規格一致，不得以檢驗機
構出具之型式試驗報告作為代表性出廠試驗報告。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8/9)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20

17. 廠家以「ISO 9001+能源局型式試驗核可函」資格送審，其提出之申請書及
試驗能力評核表，登載之試驗標準(含年版)，得以新版試驗標準搭配型式試驗
核可函登載之舊版試驗標準申請。

18. 「原製造廠家辦理初次或提升規格之認可申請，於實評當日無最大規格樣品
者，可提出以下文件之一作為佐證：(一).檢驗機構(包括電業評鑑團認可)出具
之試驗報告或逐具特性試驗報告。(二).運轉實績(3年內，半年內最好) 。
(三).ILAC、MRA測試實驗室出具之試驗報告。」。其中電業評鑑團認可係指
台灣電力公司材料處出具之設備核可函或該公司處級單位出具之會試試驗報
告。

19. 於申請審查中，若仍尚有須變更內容，請於書面審查/實地評鑑期間提出變更。
申請案件提報綜合審查會議(核證會議)後，即無法再調整申請內容。

(一)、原製造廠家審查(9/9)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展延展延新申請新申請 變更變更

注意事項(續)注意事項(續)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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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 須檢附申請資料

• 申請目的說明(函文)

• 申請書(附表六)

• 試驗報告清單

• 型式試驗報告

• 相關佐證資料

• 廠牌資訊

• 申請文件確認表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5點規定。

STLSTL
檢驗機構檢驗機構

STL
檢驗機構

公司/工廠登記資料公司/工廠登記資料

授權書授權書主系差異表主系差異表

差異說明(型號、規格等)差異說明(型號、規格等)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2/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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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 申請書填寫方式(a)

1.公司或營業所名稱：依據公司登記或
工廠登記。

2.地址：依據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可
備註通訊地址(能源局收據、核可函) 。

3.生廠廠場：依據工廠登記證；國外廠
家請檢附相關佐證工廠之名稱及地址
之資料，例如：當地政府核發商業登
記或工廠登記或ISO 9001或ISO/IEC
17025證書等。

4.設備中文、英文名稱、型式及型號：
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寫。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3/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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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 申請書填寫方式(b)

5.系列型式及型號：倘有數個系列，請編號
以示區別；倘未申請，則填寫”無”。

6.設備規格及性能：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
寫，並明確標示規格資訊，例如：相數
(Φ)、額定電壓(V)、額定電流(A)、容量/
負擔(VA)、準確度/誤差(級)及頻率(Hz) 等；
倘有數個系列，同上點方式各別填寫。

7.試驗機構名稱：依型式試驗報告出具單位
完整名稱填寫；倘有數個不同單位，皆須
填寫。

8.型式試驗報告編號：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
填寫；倘有數個系列，請編號以示區別；
倘報告為組合式報告，且數十份等，請填
寫詳「型式試驗報告清單」附件。

9.特性試驗報告編號：倘未檢附，則填寫”
無”。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4/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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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 申請書填寫方式(c)

10.檢附文件(一) ：依實際佐證情形勾選對應資
料選項。

11.檢附文件(二) ，一定要勾選。

12.檢附文件(三)：倘已有出廠證明或進口報價
單，即可勾選。

13.檢附文件(四)：無須勾選。(展延申請用)

14.檢附文件(五)：倘申請設備為氣體絕緣開關
設備，則須檢附；倘有其他佐證資料，可勾選
並列出佐證資料名稱。

15.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內容，請於申請
書申請日期下方，加註變更日期，並記得簽章。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5/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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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試驗報告清單填寫方式(a)

依申請書內容填寫，且須一致。

依作業要點附表
一要求型式試驗
項目填寫。倘不
適用，請說明原
因。

。
請填寫欲申請審查

試驗標準及年版。
(主要試驗標準)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6/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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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 -試驗報告清單填寫方式(b)

試驗報告章節或頁
碼：依試驗報告之
試驗項目，填寫對
應之章節或頁碼。
(強烈建議)

提醒須簽名，如
有修正請加註變
更日期。

依檢附之型式試驗
報告內容填寫：

• 試驗報告編號

• 報告出具單位

• 試驗報告型式型
號/額定規格

• 試驗報告記載標
準及年版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7/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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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申請書及試驗報告清單填寫方式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7點規定。

建議搭配申請目的說明(函文)，
列出欲變更項目及內容

原則上，填寫方式同新申請

申請變更高壓配電盤設備規格及性能，變更
說明如下：

原核可規格3Φ, 24kV, 1250A, 25kA, 60Hz

變更規格3Φ, 24kV, 1250A, 40kA, 60Hz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8/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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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變更 – 相關注意事項

1.申請資料之語言，只接受中文及英文，倘非此兩種語言之文件，請先行翻
譯後再檢附。

2.建議提供審查輔助文件，設備銘牌、型錄、產品圖示或照片等。

3.申請書填寫設備資料內容與型式試驗報告內容查驗(設備名稱、型式型號及
規格性能等)皆須一致，若不一致請另提說明原因。

4.若檢附檢驗機構出具監督型式試驗報告，請確認該檢驗機構監督試驗場所
(認可登記證附表)是否已涵蓋貴(廠)公司之設備及規格範圍。

5.監督試驗須向檢驗機構申請委託，檢驗機構再向能源局申請增加監督試驗
場所。

6.申請系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需檢附主型式合格證明及差異分析表。

7.必須提出報告出具單位(試驗機構)是否符合作業要點第15點規範，具有
ILAC(包括我國TAF認證、德國DAkkS認證等)或STL(包括KEMA、CESI等)等
資格證明文件。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9/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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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變更 – 相關注意事項

8.型式試驗報告所採用的試驗標準年版，
須符合作業要點附表八之型式試驗報告
審查採用基準版本版本。倘不符合審查
基準版本，應就與審查基準版本差異處
及試驗不足處，提出補充報告或說明。

9.相關審查規費，係依據「電業規費收費
標準」第13條收取，並請依收費類別
繳納對應的繳費帳戶。

10.倘貴公司/廠向能源局多項設備或多個
主型式的申請或展延之高壓用電設備
型式試驗報告核可，建議一份包裹內
另裝袋，將多份文件做區隔，並寄送
至能源局，以利能源局收文，並能盡
快協助辦理貴司/廠申請案。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0/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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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變更 – 相關注意事項

11.能源局指示，系列型式型號不得同於主型式，須將系列型式增加支號，以利
用戶及相關人員能夠清楚辨識及區別主型式與系列型式之差異。倘有不可抗
力之因素，敬請回復詳述原因。

12.申請書(作業要點附表六)格式請勿任意增減。

13.申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倘檢附與申請規格不一致之
試驗報告，請填寫差異表。詳如本簡報附件。

14.申請斷路器(包括GIS及高壓配電盤裝用之)建議依所檢附試驗報告內容，填寫
斷路器特性等級規格，例如E：電氣耐久性；M：機械壽命；C：電容性電流；
S：線路連結方式。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1/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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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變更 – 相關注意事項
15.各項設備規格順序建議填寫方式，舉例如下：

1) 避雷器：3Φ、144kV、10kA、Class 3

2)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3Φ、11.4kV×22.8kV：380Y-220V、1000/1333kVA(AN/AF)、Dyn1、
導體材質：銅-銅、鐵心材質：非晶質矽鋼片、60Hz

3) 比壓器：1Φ、12kV×24kV(雙電壓)/24kV-12kV(二次分接頭)、500VA-125VA/0.5-0.5CL、
熱限制輸出2500VA、60Hz

4) 比流器：1Φ、24kV、1000-500：5A、40VA-20VA/0.2S-0.5S、25kA/1s、60Hz

5)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3Φ、12kV、2500A、31.5kA、60Hz。

內零組件：
1、斷路器：型式型號、真空管、級別(E2、M2、C2、S2)；
2、隔離開關：型式型號、級別(M1)
3、接地開關：型式型號、級別(E0、M1)
4、快速接地開關：型式型號、級別(E0、M1)

6) 斷路器：3Φ、24kV、1250A、25kA×3s、60Hz、EPOXY實心模注、E2、M2、C2(CC)、
S1 。

7) 高壓配電盤：3Φ、24kV、1250A、25kA×3s、IP40(箱門關閉)、LSC2B PM、屋內型、
60Hz。

內零組件：
1、斷路器：廠牌、型式型號，規格： 3Φ、24kV、1250A、25kA×3s、60Hz、E2、M2、C1、S2；
2、接地開關：廠牌、型式型號，規格：24kV、25kA×3s、60Hz、E1、M1。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2/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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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須檢附申請資料

• 申請目的說明(函文)

• 符合性聲明書(附表七)

• 原合格證明

• 原型式試驗報告

• 相關佐證資料

• 廠牌資訊

• 申請文件確認表

公司/工廠登記資料公司/工廠登記資料

授權書授權書電機技師執照電機技師執照

差異說明(型號、規格等)差異說明(型號、規格等)

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6點規定。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3/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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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符合性申明書填寫方式(a)

1.設備名稱：依原核可函”設備中文
名稱”填寫，或原核可函附件審查
意見表”設備名稱”填寫。

2.系列型式及型號：倘有數個系列，
請編號以示區別；倘未申請，則填
寫”無”；倘某個系列型式不展延，
則在該型號旁註記”(不展延)”。

3.規格及性能：依原核可函”設備規
格及性能”填寫，或原核可函附件
審查意見表”額定規格”填寫；內
含組件則依型式試驗報告內容填寫
(高壓配電盤)；系列型號產品規格表，
依 原 核 可 範 圍 填 寫 (PT 、 CT 、
GIS(內組件))。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4/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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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符合性申明書填寫方式(b)

4.製造廠商及廠址：依原核可函內容填
寫，及須與工廠登記證或相關佐證工
廠之名稱及地址之資料一致。

5.試驗標準：依原核可函內容填寫。

6.試驗機構地點及名稱：依原型式試驗
報告內容填寫。※記得要寫地址！

7.試驗報告編號：依原核可函內容填寫；
若有核可系列型式，建議分開註記列
出。

8.原審查登錄核准文號及日期：依原核
可函內容填寫；倘系列型式與主型式
不同時間核可，須分開註記列出。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5/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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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符合性申明書填寫方式(c)

9.申請人：依作業要點附表六申請書
內容，其申請人為公司或營業所名
稱；請記得簽章。

10.電機技師：有關電機技師選定，宜
由廠家自選合作之電機技師，並於
申請資料檢附該技師之相關證明文
件，例如電機技師執業執照等；電
機技師應本於專業確認資料正確性，
並就符合型式聲明書所填寫資料、
能源局審查合格證明函及原型式試
驗報告，進行文件間一致性比對；
請記得簽名或用印。

11.申請日期：若有修改申請書內容，
請於申請書申請日期下方，加註變
更日期。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6/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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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相關注意事項

1.原則上，展延若涉及作業要點第17點變更情事，則不受理展延。須先向能
源局申請變更核可後，才能申請展延。

2.早期核可函有附件(審查意見表)，須與原核可函一併檢附。

3.相關審查規費，係依據「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3條收取，並請依收費類
別繳納對應的繳費帳戶。

（僅收取主型式展延審查費8,000元，及證照費500元）

4. 須檢附通訊聯絡資訊，可參考作業要點附表六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位，並檢
附其佐證資料，例如公司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

5.建議附表七內容確認無誤後，再給電機技師簽名。

6.電力及配電變壓器，建議填寫變壓器相序、鐵心、導體材質等資訊。



(二)、型式試驗報告審查(17/17)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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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 – 相關注意事項

7.由於未規定應登載設備規格項目，倘有申請特性規格需求，請另檢附相關佐
證試驗報告，以利審查確認。

8.申請斷路器(包括GIS及高壓配電盤裝用之)建議依所檢附試驗報告內容，填
寫斷路器特性等級規格，例如E：電氣耐久性；M：機械壽命；C：電容性
電流；S：線路連結方式。

9.各項設備規格順序建議填寫方式，如前述。

10.申請書(作業要點附表七)格式請勿任意增減。

(三)、逐具特性試驗審查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二、審查案件常見問題檢討與說明

38註：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13點規定。

1. 設備海關進口證明文件
2. 台灣電力公司圖審報告(含設備單線圖)
3. 電機技師已提台電審查證明文件
4. 產品型錄及設備組立/外型尺寸圖(含設

備銘牌)
5. 特性試驗測試程序書
6. 原廠出廠合格證明(出廠試驗報告)
7. 是否引用特殊標準(如電弧爐或軌道工程)
8. 同型式以往裝置證明或案例(台電送電核

可函)
9. 已具備相關測試報告(如部分型式或特性

試驗項目)
10.現場設備配置情形(現場配置圖)
11.交貨期限(提供合約交貨完成期限證明)

需檢附申請資料
僅限避雷器(18kV以下)、電力及配電變壓器、比壓器、
比流器、高壓配電盤。其餘須報能源局同意核准。



(一)、原製造廠家 (1/4)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39

掃描以下
QR Code

即可線上細部
瀏覽表格內容

掃描以下
QR Code

即可線上細部
瀏覽表格內容

校正報告與儀器一覽表
內容要一致！

檢測能力證明須就人員
部分進行檢附。

校正報告期限要注意不
要檢附過期的！

(一)、原製造廠家 (2/4)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40

國外製造廠家須檢附申
請授權書！



(一)、原製造廠家 (3/4)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41

註1：

規格一定要依此表填寫！

(一)、原製造廠家 (4/4)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42

註2：
經濟部工業局工廠公示資料查詢系統網址：
https://serv.gcis.nat.gov.tw/Fidbweb/index.jsp

註3：
經濟部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試驗與審查資訊系統網址：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
QC工程表參考範例路徑：
首頁 > 表格範例 > 原製造廠家>製程品質管制表範例

註4：
(請廠家自行將下表複製於空白word檔填寫)

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變更前、後對照表 

編號 變更事項 變更前 變更後 

1    

2    

3    

 填表說明：
1.本表表格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增列，不以一張為限。
2.本表之「變更事項」，以按認可登記證所列之登載事項填寫為原則。

若有變更事項一定要
填寫對照表！



(二)、型式試驗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43

新申請、變更

展延

• 附表七：填寫項目請
與原核可函一致。

• 原核可函之附件：請
檢附設備規格及性能
表(PT、CT、GIS內含
組件)。

• 試驗報告編號：請填
寫與原核可函一致，
並請留意有無空格。

• 申請人：為申請之公
司或營業所名稱，並
需蓋公司章。

• 電機技師名稱：需技
師簽名或蓋章。

• 申請人：為申請之公
司或營業所名稱，與
右下申請書(附表六)
公司章一致。

• 型式及型號：如主型
式已核可，請註明核
可日期與文號，並檢
附主型式核可函。

• 申請設備：若為高壓
配電盤，請填寫內含
組件(斷路器及接地
開關)之廠牌、型號
及規格。

• 設備中文名稱、型式
及型號、試驗報告編
號：請與型式試驗報
告填寫一致。

掃描QR Code
即可線上細部
瀏覽表格內容

掃描QR Code
即可線上細部
瀏覽表格內容

(二)、型式試驗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三、 新審查表單說明(申請審查文件確認表)

44

新申請、變更 展延

• 原核可函：為有效期
限內之核可函。

• 電機技師執照：為有
效期限內執照。

• 如申請書(附件七)與
原核可函有不一致部
分，請附上澄清說明
(需有公司章)。

• 試驗報告清單：試
驗項目請依作業要
點附表一填寫。

• 如試驗報告與申請
書(附件六)有不一
致部分，請附上澄
清說明(需有公司
章)。

工廠佐證資料請檢附
半年內更新版本!

送審文件勿膠裝!

送審文件勿膠裝!

送審文件勿膠裝!



依據能源局於102年09月03日函(能電字第10203093020號)有關高壓

配電盤型式試驗，倘有更換不同元件，應是系列型式與主型式之差異並

輔以施行必要之試驗項目。

(一)、不能更換內含零組件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45

依據107年12月4日能電字第10703011240號函，有關高壓配電盤型式

試驗核可函內容登載方式，經在場專家及委員討論後，同意於核可函中

增加登載內容主件之斷路器及接地開關，並加註「廠牌型式及規格」，

以避免經型式認可後任意更換主要組件，致影響用電安全。另有利於送

電前台電人員核對設備廠牌及規格是否一致，以強化後市場管理機制。

(二)、高壓配電盤型式試驗報告核可之內含組件登載

46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須以函文方式，並於函中敘明申請目的，及申請補發之函文資訊

(含發文日期及字號)。

(三)、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補發

申請目的說明 申請補發之函文資訊
(含發文日期及字號)

註：相關規費明細可參考本簡報之附件。 47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四)、申請資料及補件寄送位置

48

申請文件

能源局委辦本院後

能源局受理申請

補件資料

申請人 向能源局申請

有關廠家提出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場廠家、型式試驗等審查申請文件資料之寄送收件
單位資訊如下：

1. 收件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2. 地址：10492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號12樓

3. 連絡電話：(02)2772-1370

※ 請注意收件單位僅填寫經濟部能源局即可；請不要再寄錯給台綜院!!!

請勿填寫
台綜院人員姓名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五)、型式試驗登載廠牌資訊

49

自110年2月3日起，經濟部能源局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核可

函內容須增加登載「廠牌」資訊，敬請提供欲登載之廠牌中文名稱或英

文名稱(或可中英皆登載)，以利後續能源局行政流程。

舉例如下：

台綜院(TRI)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六)、提醒申請展延機制

50

認可廠家
(代理商)

提前須展延申請日2個月

系統每月1日會自動寄信通知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若有更換承辦人或聯絡人請主動告知聯絡資訊。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51

11月中左右

能源局不再
交辦給台綜院

12月31日1月1日

研究計畫開始 研究計畫結束

仍可向能源局
送件申請

(七)、每年度關案截止日期

能源局
交辦給台綜院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高壓用電設備資訊系統—聯絡我們 https://www.highvoltage.org.tw/contact_us

(八)、預審服務

52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九)、申請國外原製造廠家認可授權書

53

情境一
國外原廠委託國內公司申請授權書

情境二
國內公司委託國內其他
公司申請授權書

情境三 = 情境一 + 情境二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十)、屋外型高壓配電盤檢驗送電方式

54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台電公司於111年8月17日配字第1110020564號函，依能源局107年1月26日

能電字第10700050140號函辦理。該函略以：「……屋內型型式試驗報告核可

函並無涵蓋屋外型配電盤，爰仍須辦理取得屋外型高壓配電盤之型式試驗報告

認可，或以檢驗機構實施逐具特性試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報告後，始得裝用」。

台電公司執行竣工報告審查及現場檢驗接電時，依據上述函文執行。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十)、屋外型高壓配電盤檢驗送電方式(續)

55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相關標準規定差異比較情形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查IEC 62271-1(2017)之第6.14.3節及第7.7.1節規定符合IPXW之屋外用高壓配電盤，

即符合CNS標準之防風雨試驗(CNS 3990)/耐候試驗(CNS 15156-1)。

標準名稱 CNS 3990(84) CNS 14165(104)/
IEC 60529(2013)

IEC 62271-1(2017)
Annex C 

試驗項目
附錄EE 屋外用金屬閉
鎖型配電箱及控制箱
防風雨試驗推薦方法

IPX5

Method for the 
weatherproofing 
test for outdoor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灑水方式 淋雨 水柱 淋雨

水壓 46N/ cm ± 10% - 460 kPa ± 10%

噴嘴內徑 20.6 mm 6.3 mm 20.6 mm

水流量 30 l/min ± 10% 12.5 l/min ± 5% 30 l/min ± 3 L/mm

試驗時間 5 mins 3 mins 5 mins

噴嘴距試品表面 2.5m~3m 2.5m~3m 2.5m~3m

(十一)、申請規費收據寄送地址及收件者

56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若能源局開立之申請規費收據寄送地址或收件者與申請書內容不一致時，

請主動告知本院。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十二)、監督試驗申請流程說明(原製造廠家)

57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STEP 1
ILAC認可
之實驗室

STEP 2

檢驗機構
STEP 3

能源局

STEP 4

台綜院

申請資料：
• 檢測設備、範圍
• 校正資料
• ISO/IEC 17025測試

實驗室證書(建議)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十三)、申請規費繳納帳戶說明

58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2條：檢驗機構及
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展延及變更者，按每
一高壓用電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

「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2條：檢驗機構及
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展延及變更者，按每
一高壓用電設備項目之每一試驗類型

法規參考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70

收費類別 書面審查費 實地評鑑費 登記費 證照費 臨場費

細項類別
□認可
□展延
□變更

□評鑑
□複評
□追查

□認可
□展延

□核發
□補發
□換發

□評鑑
□複評
□追查

計費單價 15,000 8,000

□檢驗機構
90,000

□原製造廠家
50,000

500 (註1)

計費數量 共計 項 型
（註2）

人-天
（註3） 0式 0式 0式

金額小計

金額總計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繳費帳戶 經濟部能源局審查費戶
0526960-1019000

經濟部能源局
登記費戶
0526960-
1034000

經濟部能源局
證照費戶
0526960-
1021000

另行通知

註：請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戶名：「經濟部能源局」。

不同帳戶費用不可合併繳納！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十四)、申請規費繳納帳戶說明

59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2條：高壓用電
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規費
「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12條：高壓用電
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規費

法規參考網址：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070

註：請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戶名：「經濟部能源局」。

收費類別 審查費 證照費

細項類別
主型式 系列產品 □展延

□變更

□核發
□補發
□換發

□A類（註2）

□B類
□A類（註2）

□B類

計費單價 A類15,000
B類11,000

A類10,000
B類8,000

展延8,000
變更5,000 500

計費數量 共0型 共0型 0式 1式

金額小計

金額總計 新臺幣○○○ 元整 新臺幣○○○元整

繳款帳戶 經濟部能源局審查費戶0526960-
1019000

經濟部能源局證照費戶
0526960-1021000

不同帳戶費用不可合併繳納！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繳款帳戶有變動！

(十五)、型式試驗比壓器熱負擔容量規定

60

四、宣導其他相關事項

依據 IEC 61869-3(2011)第5.5.302節Rated thermal limiting output. The

rated thermal limiting output shall be specified in voltamperes; the

standard values are: 25 - 50 - 100 VA and their decimal multiples.

舉例說明：

熱負擔 1700 VA接近額定熱極限輸出之標準值為25 - 50 - 100 VA及其十進制

倍數計算後之熱負擔 2500 VA。但因實際熱負擔只有1700 VA，建議限縮熱負

擔為1000 VA。

註：依據IEC 60044-2(2003)第13.4.2節規定，額定熱極限輸出之標準值為15 - 25 - 50 - 75 - 100 VA及
其十進制倍數。

壹、型式試驗報告、原製造廠家認可審查與評鑑作業流程



後市場管理

貳貳

62

貳、後市場管理
一、電話稽核說明

1
2

3

確認證書認可項目是否與初次
認可一致。

112年是否規劃申請原製造廠
展延，以及是否變更認可項目
與變更項目為何。

調查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情形。

調查國內原製造廠於近1年內設備銷售
數量，以利瞭解重電產業之市場需求。

電話稽核(問卷)

 意願調查：公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
及型式試驗認可之聯絡窗口資訊。

★對象：所有國內外原製造廠家
(電話撥打排除：證書已換發 受理審查中 撤證停業)

★電話機核問卷須於9/30前回傳台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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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二、能源局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通報作業情形

為強化已取得認可之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管理作業，確保證書一致，

維持核證有效性、生產檢測能力及設備品質。經濟部能源局於107年

開始與TAF認證證書異動時通報能源局，立即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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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二、能源局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通報作業情形(續)

以函文方式通知能源局 能源局收到函文後，
請智庫台綜院協助
確認。

• 台綜院以郵件方式與廠
家確認異動情形是否涉
及認可登記證內容。

• 提醒須於依作業要點第
11點規定申請變更。

廠家回復預計申請
變更日期。

TAF 能源局 台綜院 廠家

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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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作業流程更新及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一)、作業流程更新說明

新流程

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作業流程更新及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一)、作業流程更新說明(續)

上傳之書面資料檔名請依 自評表順序 編碼，以利委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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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作業流程更新及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一)、作業流程更新說明(續)

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第21點第2款： 「能源局得視需要進行不定
期查核，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經查核不合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將廢止
其認可之一部或全部。 」

查核前10日

本院提供雲端網址

廠家上傳書面資料

本院請委員預審
(如需補充資料，
會再請廠家上傳)

查核日(原則半日)

起始會議
1.本院致詞/雙方人員介紹
2.說明查核程序及配合事項

現場查核
1.設備配置
2.文件審查
(品質管理文件、作業程序
書、儀器設備校正計畫等)
3.人員查核
(人員資格認定及是否異動、
相關受訓紀錄等)

總結會議
委員與廠家確認待改善事項

查核後

本院通知廠家補件

委員複審
是否同意改善措施

是

否

本院彙整查核結果

提報能源局核定
是否保留認可優點：

1.縮短查核當日時程
2.減少缺失事項數目 註

貳、後市場管理
三、不定期查核作業流程更新及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二)、常見不符合事項檢討

生產、製造等事項
1.廠內配置圖與現場實際配置不符

2.缺少相關作業區域標示

3.現場生產人員無法容易查閱相關製造流程資料

人員資格認定
1.缺少人員監督及能力監控程序及記錄呈現

2.內部訓練無考試而無評鑑度、無外部講師

測試實驗室與
試驗設備管理

1.檔案遺失，未達文件保存期限至少6年要求

2.文件以立可白塗改，且未註記塗改人員

品質管理與
顧客抱怨事項處理

1.部份客戶抱怨紀錄未列入管理審查會議檢討

2.已建立風險和機會處理程序，但無相關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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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市場管理
四、能力試驗比對辦理情形檢討與注意事項

(一)、近年執行檢討與注意事項說明

參加說明會人
員並非實際測
試人員

熟讀能力試驗計畫書

確保待測件、儀器狀態均於 佳且
穩定狀態，量測環境於作業規範中
所定義之管控範圍

測試件/樣品傳遞管控

結果的串通、偽造與保密

70

貳、後市場管理
四、能力試驗比對之成果檢討與注意事項說明

(二)、111年能力試驗比對計畫說明

高壓用電設備

商檢中心

傳遞量測
ISO/IEC 17043

交流耐電壓
系統試驗

共20家



意見交流
 意見信箱：tri-power@tri.org.tw

意見回收截止日：111年10月17日止

請務必註明提案人所屬單位、姓名、聯絡電話、電子信箱，以利回復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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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懇請指教



附件

參參

附件：ISO 9001證書追溯至IAF查詢方式

74

提供追溯證書上的認證機構是(IAF-MLA) 會員之作法如下：
①進入IAF網站↓(網址及畫面如下)

74

網頁此欄位可搜尋
各國之認證機構
例:搜尋
Chinese Taipei→
會出現TAF。
搜尋Japan→
會出現JAB。

https://iaf.nu/en/recognised-abs/



附件：ISO 9001證書追溯至IAF查詢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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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此欄位可搜尋
各國之認證機構
例:搜尋Germany→
會出現DAkkS。
然後可按下DAkkS圖塊。由
IAF連結進入DAkkS網站

https://iaf.nu/en/recognised-abs/

https://iaf.nu/member‐details/?member_id=35

76

列印此頁畫面
圈出重點
證明證書上的認證機構如
DAkkS是IAF認可之成員
及符合ISO9001要求如下頁↓

續前頁搜尋說明

附件：ISO 9001證書追溯至IAF查詢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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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說明 :
請列印IAF網站 相關
畫面提交審查佐證，
證明該認證機構
仍持續被IAF認可
ISO9001資格

廠家/申請人，
請於列印之文
件，具結負內
容屬實之責任，
並蓋上公司大
小章，作為佐
證提交。

附件：ISO 9001證書追溯至IAF查詢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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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型號 A B C

GIS規格 24 kV、2000A、25 kA 36 kV、2000A、31.5 kA 36 kV、2000A、31.5 kA

箱體結構

箱體尺寸 450Wx2250H x 1225D

水平銅排尺寸 2 x 8 x 40 mm2

垂直銅排尺寸

CB引出銅排相間距離

接地開關型號/規格

隔離開關型號/規格

CB型號/規格

真空管型號

CB尺寸

差異說明：(說明各項試驗可替代理由)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附件：申請氣體絕緣開關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差異表(範例)



「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
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

張修誠

111年9月30日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1 1 1 年 度 「 電 力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及 高 壓 用 電 設 備 管 理 計 畫 ( 2 / 3 ) 」

Contents

目

錄

作業要點
現行規定修正

附表三~一~
附表三~三
試驗項目修正

01

02



3

現行規定保留交流設備試驗項目規定，並依電壓類型分別規範

增修直流熔絲及斷路器試驗項目以我國CNS標準為主，其餘參酌國際IEC標準規定

參考CNS、IEC增修直流設備試驗項目

110年7月~111年9月召開至少12場討論會議。其中包括

110年9月法規分區宣導座談會

110年11月16日直流熔絲管理策略協調會議

110年11月30日審議及諮詢小組會議

111年3月29日利害關係團體及專家座談會

111年7月19日高壓配電盤試驗項目專家座談會

111年7月28日能源局召開利害關係人會議

111年8月24日能源局召開簡易審查程序之專家諮詢會議

111年8月29日變壓器、比壓器及比流器試驗項目專家座談會

召開會議，收集專家、業者意見

現行規定不合時宜、屬過渡情事等 >> 刪除

依上位法源更名配合調整 >> 修訂

設備設計型式核可後，不因其原定型生產位址影響 >> 刪除

因應儲能等系統所裝用直流熔絲等之試驗項目需要 >> 增訂

法規研修檢討評估

電電公會

電機技師
公會

台電公司

標準
檢驗局 電氣公會

檢驗機構

業者

資深
台電主管

委辦計畫
主持人

委辦計畫
法務人員

作業要點現行規定變動
修正規定 對應現行規定 變動情形

1 法源依據、管轄機關及委託辦理 1、15 Ⅲ 低度修正
2 適用範圍 2 未修正
3 用詞定義 3 低度修正
4 檢驗機構認可資格 4 文字酌修
5 檢驗機構申請文件 5 低度修正
6 原製造廠家 IEC 17025 認可資格及申請文件 6 高度修正
7 原製造廠家 ISO 9001   認可資格及申請文件 7 中度修正
8 申請認可辦理程序 8 中度修正
9 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及展延 10 中度修正
10 認可登記項目變更申請（簡易審查程序） 11 高度修正
11 出具試驗報告範圍 9 文字酌修
12 施行試驗依據之標準 12 文字酌修
13 以逐具特性試驗取代型式試驗之條件 13 文字酌修
14 檢驗機構申請監督試驗之條件 14 中度修正
15 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申請 15 低度修正
16 型式試驗報告合格有效期限及展延 16 中度修正
17 型式試驗報告變更申請 17 中度修正
18 經認可、合格之資料登載資訊系統 18 文字酌修
19 申請文件補正期限及效果 19 低度修正

20
送電前檢驗：型式試驗報告合格證明 &

經認可機構/廠家出廠試驗報告
20 高度修正

21 經認可後之應配合事項 (授益行政處分之附款) 21 高度修正
22 暫停或廢止認可及合格證明之情事 11 Ⅲ、21 (3) 高度修正
23 不定期查核之後市場監督 21 (2) 點次變更
24 施行日 22 低度修正 4

可能
影響
較大



優先修正事項

5

一、作業要點第一點、第十七點(型式設備生產位址)及

第二十一點。

二、型式試驗認可展延之申請書簽署人。

三、原製造廠認可特定事項變更之簡易審查程序。

四、因應太陽光電與儲能之交直流熔絲及斷路器試驗項目。

§ 1_法規目的

6

一、「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近日
將有調整，為免第一項所指之
第四百零一條，於法規調整後
因條次變更失所附麗，酌作用
語調整，主要揭示本作業要點
之目的。

修正規定

一、為辦理用戶高壓用電設備有關檢驗機構與原
製造廠家之認可及高壓用電設備之試驗，特
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以下簡稱
本部)，執行單位為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
能源局)。

現行規定

一、為辦理屋內線路裝置規則第四
百零一條有關檢驗機構與原製
造廠家之認可及高壓用電設備
之試驗，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之執行單位為經濟部能
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

二、本要點以下規定所稱「本部」係
指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簡稱，為
使規定明確，爰修正第二項。



§ 3_用詞定義

7

現行規定試驗機構僅只
有STL會員之實驗室才
符合，考量國內實務情
況，增訂ILAC體系。

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二)試驗機構：指國際短路試驗聯盟(以下簡
稱STL)會員之實驗室，或已取得國際實驗
室認證聯盟(以下簡稱ILAC)體系認可並建
立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CNS 17025
或ISO/IEC 17025制度，為獨立運作且具
有大容量(3相500 MVA)以上短路試驗能力
之機構。

(三)檢驗機構：指依本部認可之高壓用電設備
項目及試驗類型施行試驗之機構。

(六)型式試驗：指為確認高壓用電設備設計之
符合性，對該設備之樣品就附表三～一規
定試驗項目及其標準施行之試驗。

(七)出廠試驗：指為確保出廠之高壓用電設備
品質，於出廠前就附表三～二規定試驗項
目及其標準施行之試驗。

(八)特性試驗：指為確保高壓用電設備之品質
及特性，就附表三～三規定試驗項目及其
標準施行之試驗。

現行規定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二)檢驗機構：指依本部認可之
高壓用電設備項目及試驗類
型施行試驗之機構。

(三)試驗機構：已建立ISO/IEC
17025實驗室標準為獨立運
作且為國際短路試驗聯盟
(以下簡稱STL)會員，並具
有大容量(3相500MVA)以上
短路電流試驗能力之試驗機
構。

§ 5_檢驗機構申請文件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五、申請檢驗機構認可者，應檢附下列書
件向能源局提出；經審查合格者，由
本部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如附表五)。
…
(四)合法之試驗場地使用權證明文件及

場地配置圖。
(五)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

試驗能力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
試驗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符合
計量追溯要求之校正報告。

(六)對申請認可試驗類型之各試驗項目
施行試驗及試驗報告審查能力之專
任人員名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件。

( 七 )CNS 17020 及 17025 或 ISO/IEC
17020及17025之品質管理一覽表

…
(九)原認可登記證；初次申請者得免附

五、檢驗機構申請認可時，應檢附下列書
件，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核發認
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附表四)。
…
(四)試驗場地使用權證明文件及場地配

置圖。
(五)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

檢測能力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
試驗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校正
報告。

(六)具有申請認可試驗類型之各項試驗
種類，其施行試驗及試驗報告審查
能力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
件。

(七)CNS 17025及CNS 14725之品質管理
一覽表。

…
(九)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

附。 8



§ 6_原製造廠家 IEC 17025 認可申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六、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為在其所在國依法設立登記
之工廠及有合法使用之場地，且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檢附下列書件向
能源局提出；經審查合格者，由本部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如附表六)。
(二)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文件，及具有屬於經過或可追

溯到由國際認證論壇(以下簡稱IAF)認可之驗證機
構核發之CNS 12681或ISO 9001證書。

(三)生產製造及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試
驗能力證明文件、製程管制表及設備配置圖。試驗
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符合計量追溯要求之校正
報告。

(五)出示符合前項規定資格認證標誌之代表性出廠試驗
報告。但該代表性設備係於前項規定資格取得前出
廠者，不在此限。

(六)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工廠設立未滿一年者得免附。

六、申請認可為原製造廠家者，
應為在其所在國依法設立登
記之工廠，並應具備下列資
格之一：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
認可者，應檢附下列文件，
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核
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附表五)
(三)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

範圍一覽表、檢測能力
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
試驗設備有應校正者，
應檢附校正報告。

(五)申請項目之代表性出廠
試驗報告。

出廠試驗報告須出示其資格認證單位之認證標誌
強化受第一項資格所示認證單位監督，並增進本要
點認可之公信力。

但書規定：作業要點施行前已有產製超高電壓或超大
容量之高壓用電設備實績，如：3Φ 345 kV電力變
壓器已於核能電廠運轉多年。

製程管制表(Control plan)：
包含製造流程圖、QC工程
表、作業基準等內容。
完稅證明：
為確認原製造廠家係屬持
續運作之工廠。 9

§ 7_原製造廠家 ISO 9001 認可申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七、已取得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合格證明，並具有屬於經過或可追溯到
由國際認證論壇(IAF)認可之驗證機構核
發之CNS 12681或ISO 9001驗證證書之廠
家，得以自我宣告模式，申請原製造廠
家之認可。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檢
附下列書件向能源局申請；經審查合格
者，由本部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如附表七)。
(二)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文件，及於所

在國依法設立登記之工廠與有合法使
用之場地證明文件。

(三)生產製造及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
範圍一覽表、試驗能力證明文件、製
程管制表及設備配置圖。試驗設備有
應校正者，應檢附符合計量追溯要求
之校正報告。

(七)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工廠設立未滿
一年者得免附。

七、已取得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合格證明，並具有屬於經過或可追溯到
由國際認證論壇(IAF)認可之驗證機構核
發之ISO 9001驗證證書之廠家，得以自
我宣告模式，申請原製造廠家之認可。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檢
附下列文件，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
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附表五-1)。
(三)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

檢測能力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試
驗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校正報告

(七)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
附。
必要時，能源局得要求該廠家將該用

電設備送至國內之檢驗機構針對該設備
之出廠試驗項目進行抽測，申請廠家不
得拒絕。

10



附表五、附表六、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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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申請變更認可前、後對照表，以利審查作業。

附表五 檢驗機構認可申請書

原為附表四 檢驗機構認可申請書

附表六 原製造廠家認可申請書
(CNS或ISO/IEC 17025)

原為附表五 原製造廠家認可申請書

原為附表五‐1 原製造廠家認可申請書

附表七 原製造廠家認可申請書
(CNS 12681或ISO 9001)

廠家申請書及檢附
文件應與工廠實際
生產之設備規格一
致，爰增訂實地評
鑑應查證設備規格。

§ 8_申請認可辦理程序
修正規定

八、能源局為辦理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之申請認可，應依序分別
辦理書面審查及實地評鑑。未通過書面審查者，不得進行實地
評鑑。但經該廠家提供相關說明資料並經能源局同意者，不在
此限。

能源局辦理前項認可審查，就國外原製造廠家得不辦理實地
評鑑。辦理實地評鑑時，應查證其工廠或實驗室其場地配置、
設備規格、產製實績及試驗能力，並確認具有施行經本要點附
表規定試驗項目能力，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力之專任人員名
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件。

實地評鑑查證之設備規格、產製實績及試驗能力與書面審查
申請所附書件登載不一致者，認可範圍以實地評鑑結果為準。

能源局提報本部核發認可登記證前，得召開審查會議，並邀
請申請人參與陳述意見。

12

避免實地評鑑廠家
能力與所提書面資
料不一致情形爭議

綜合審查會
現行規定

八、能源局為辦理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之申請認可，應依序分別辦理
書面審查及實地評鑑。未通過書面審查者，不得進行實地評鑑。但
經該廠家提供相關說明資料並經能源局同意者，不在此限。

能源局辦理前項認可審查，就國外原製造廠家，得不辦理實地
評鑑。

實地評鑑時，應查證其工廠或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
試驗能力，並確認具有施行出廠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力之人
員名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件。



§ 9_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及展延

1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九、檢驗機構認可登記證之有效期限為三年。原製

造廠家依第六點取得認可登記證之有效期限為
五年，依第七點取得認可登記證之有效期限為
三年。屆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審查不合格者，
原認可登記證於有效期限屆滿失其效力。

除經能源局同意者外，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
家應於前項規定有效期限屆滿前六個月至一年
內，檢附申請書、原認可登記證及相關證明文
件，向能源局申請展延。

除依第七點認可之原製造廠家每次展延期限
為三年外，依第五點認可之檢驗機構及第六點
認可之原製造廠家每次展延期限為五年。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適用第
五點至第八點有關申請認可規定。但必要時，
得不辦理實地評鑑。

依第七點認可之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應
配合能源局辦理工廠訪察，其訪察項目包括：
(三)合法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設備規格

產製實績及試驗能力，並確認具有施行出廠
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力之專任人員名
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件。
申請展延時，得變更認可登記證之登載事項

其變更內容自核證日起生效。

十、檢驗機構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三年；
依第六點申請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
有效期限為五年；依第七點申請之原製
造廠家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三年。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應於期限屆滿
前六個月，向能源局申請展延。每次展
延期限為三年；逾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
審查不合格者，原認可登記證於有效期
限屆滿失其效力。

依第七點認可之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
時，能源局應派員進行工廠訪察，其訪
察項目包括：
(三)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

績及試驗能力，並確認具有施行出廠
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力之人員
名冊及相關能力證明文件。
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更者，得於

申請展延時，併同辦理。

考量制度已步上軌道，可延長第五點
認可之檢驗機構及第六點認可之原製
造廠家展延期限，爰修正為五年。

§ 10_認可登記項目變更申請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原申請認可所檢附
之文件或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更者，其
負責人應自變更事實完成日起一個月內，檢
附申請書、原認可登記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能源局申請變更。

前項變更申請，涉及認可登記證登載事
項變更者，適用第五點至第八點有關申請認
可規定。但必要時，得不辦理實地評鑑。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之認可登記證遺
失或破損不能辨識時，其負責人應聲明作廢
並向能源局申請辦理補發或換發。

十一、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原申請認可所檢
附之文件或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更者，
其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檢附
申請書、原認可登記證及相關證明文件，向
能源局申請變更。

前項變更申請，涉及高壓用電設備項目
試驗類型、產品類別及規格、試驗項目與測
試範圍及前點第二項展延申請者，適用第五
點、第六點、第七點及第八點有關申請認可
規定。但必要時，得不辦理實地評鑑。

未依規定時限申請變更，本部得廢止認
可登記證；申請變更事項經審查不合格者，
本部得暫停認可登記證之效力，並經通知於
一個月內補正仍未補正者，本部得廢止認可
登記證。

認可登記證遺失或破損不能辨識時，其
負責人應聲明作廢，並辦理申請補發或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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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規定
移列至第22點

展延規定
移列至第9點

• 高壓用電設備項目
• 試驗類型
• 產品類別及規格
• 試驗項目與測試範圍

考量實際變更項目未涉及需實地
訪察始確認項目，為免掛萬漏一

修正第二項規定

認可登記證
登載事項



§ 10_簡易審查程序
修正規定

（§10第4項）變更事實為製造廠名稱變更、門牌整編、報告簽署人刪減或改名，或主動限縮認
可範圍者，得適用簡易審查程序。

適用簡易審查程序者，得不辦理實地評鑑，但必要時，仍辦理審查會議。自變更
事實發生日起算之二個月間，用戶裝用之高壓用電設備涉及簡易審查程序者，於
檢驗送電時，除第二十點所列之文件外，亦應檢附保證設備安全性之切結書。

簡易審查程序之應檢附申請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出廠試驗能力評核表。
(三)資格證明文件。
(四)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原認可登記證。
(六)變更前後對照表及其相關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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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_檢驗機構申請監督試驗

16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四、檢驗機構因情況特殊或配合相關周邊設

施或設備容量，致無法於自有場地施行型式
試驗或特性試驗之特定試驗項目者，得申請
監督試驗。直流設備之出廠試驗亦得申請監
督試驗。

前項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經本部
認可後，始得於其他試驗機構、檢驗機構、
ILAC或STL認可實驗室或原製造廠家處施行
監督試驗，並出具試驗報告。

申請第一項監督試驗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作業程序。
(二)欲施行監督試驗處之試驗設備、範圍及

校正資料。但施行監督試驗處不在國內者
得以ILAC認可之資料取代。

十四、檢驗機構因情況特殊或配合相關周邊設
施或設備容量，致無法於自有場地施行型
式試驗或特性試驗之特定試驗項目者，得
申請監督試驗。

前項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經本部
認可後，始得於其他檢驗機構、試驗機構
ILAC或STL認可之實驗室或原製造廠家處
施行監督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或特性試
驗之特定試驗報告。

第一項監督試驗申請，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作業程序。
(二)欲施行監督試驗處之檢測設備、範圍

及校正資料。但施行監督試驗處不在國
內者，得以ILAC認可之資料取代。

考量國內短、中期間內無法建立直流設備之高電壓大電
流測試實驗室，及考量國外生產設備組件廠家無法配合
本要點規定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爰新增檢驗機構得施
行出廠試驗之監督試驗。



§ 15_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申請

17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五、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者，應

檢附申請書(如附表十五～一)、試驗報告清單(
如附表十五～二)，及下列單位之一所出具所有
規定試驗項目試驗合格之型式試驗報告，向能
源局提出，經審查合格者，應核發合格證明：
(一)本部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ILAC體系認可之ISO/IEC 17025實驗室。
(三)STL會員之實驗室。
(四)其他經本部指定之國內、外檢驗機構。
(五)符合第六點資格之原製造廠家。

前項高壓用電設備為系列型式產品者，得檢
附核發之主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登錄證明文
件，並註明系列產品與原主型式差異之系列產
品型式試驗報告或證明文件，向能源局申請系
列型式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能源局辦理前二項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時，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得要求就一部或全部重新施
行試驗：
(一)原型式之試驗報告審查時所依據之標準已

有變更。
(二)全部或一部試驗項目不符合第十二點規定

標準。
(三)檢附文件有疑慮。

十五、高壓用電設備具下列單位之一所出具所有
規定試驗項目試驗合格之型式試驗報告者，得
檢附申請書(附表六)向能源局申請型式試驗報
告審查，經審查合格者，應核發合格證明：
(一)本部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ILAC認可之實驗室。
(三)STL認可之實驗室。
(四)其他經本部指定之國內、外檢驗機構。
(五)符合第六點資格之原製造廠家。

前項高壓用電設備為型式系列產品者，得
檢附原型式之試驗報告審查合格登錄證明文件
及註明系列產品與原型式差異之系列產品型式
試驗報告或證明文件，向能源局申請型式系列
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能源局辦理前二項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時，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能源局得要求就一部或全
部重新施行試驗：
(一)原型式之試驗報告審查時所依據之標準已

有變更。
(二)全部或一部試驗項目不符合第十二點規定

標準。
(三)檢附文件有疑慮。

附表十五～一

18

一、配合第十五點修正表次編號。

二、增訂申請類別。

三、將現行申請書表格化。

四、檢附文件修正說明如下：

(一)修正GIS應檢附內含組件出廠證明。

(二)刪除檢附進口報價單，考量涉及商業機密。

(三)刪除檢附高壓用電設備符合型式申明書，原
為法規訂立初期希望廠家自我宣告，現已
法規推動已成熟。

(四)新增高壓配電盤應檢附設備明細表。

(五)新增第七項得檢附輔助證明具申請認可資格
之相關證明文件，為免掛萬漏ㄧ。

五、新增申請變更前、後對照表，以利審查作業。



附表十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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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新增，配合第十五點修正增訂。

§ 16_型式試驗報告合格有效期限及展延

20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六、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

明之有效期限為七年。屆期未申請展延或展
延審查不合格者，原合格證明於有效期限屆
滿失其效力。

原申請人應於前項規定有效期限屆滿前
六個月至一年內，檢附符合型式聲明書(如附
表十六)、原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原
型式試驗報告，向能源局申請展延，經審查
合格者，由能源局換發合格證明。必要時得
免附原型式試驗報告。

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
明每次展延期限為五年。系列型式試驗報告
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日期與其主型式試驗報
告審查合格證明有效日期相同。

十六、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期限
為七年。原申請人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六
個月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為三年；屆
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審查不合格者，原合
格證明於有效期限屆滿失其效力。

系列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
日期與其主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有
效日期相同。

前項展延申請，應檢附符合型式聲明書(
附表七)、原合格證明及原型式報告。但必
要時，得免附原型式報告。

展延期限，考量現行制度已步上軌道，可延長
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展延
期限，爰修正為五年。



附表十六、型式試驗報告合格之展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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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第十六點修正表次編號並修
訂本表名稱。

二、為利填寫將現行申請書表格化，
並新增基本資料填寫。

三、申請人意旨公司或營業所名稱，
為避免易使申請者混淆，爰將該
名稱調整與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申請書內容一致。

四、第三方簽章考量檢驗機構屬專業
及公正單位，以及於本要點中扮
演重要監督者角色，爰新增或由
檢驗機構協助確認設備品質。

§ 17_型式試驗報告變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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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七、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高壓

用電設備，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自事實發
生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第十五點第一項規定
文件，向能源局申請變更：
(一)主型式變更。
(二)原技術合作廠家變更者。
(三)商標品牌變更。
(四)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如附表十七)變
更。

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應每年檢討。

十七、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高壓
用電設備，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自事實
發生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第十五點第一項
規定文件，向能源局申請變更：
(一)主型式變更。
(二)主型式設備生產位址變更。
(三)原技術合作廠家變更者。
(四)商標品牌變更。
(五)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如附表八)變

更。
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應每年檢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十九、本要點所訂各項申請，若檢附文件不完

備，能源局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
期不補正或補正後仍不符合規定者，駁
回申請。

十九、本要點所訂各項申請，申請人應於接到
本部或能源局通知檢附文件不完備之次
日起一個月內補正；逾期不補正或補正
後仍不符規定者，駁回申請。

§ 19_申請文件補正期限及效果



§ 20_送電前檢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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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十、用戶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

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及相同或更
新試驗標準之本部認可檢驗機構或原製
造廠家出具之出廠試驗報告，送輸配電
業審查合格後，始得裝用。

符合第十三點規定者，得逐具以檢驗
機構出具之特性試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
報告審查合格證明。該特性試驗項目涵
蓋全部出廠試驗項目者，得同時取代出
廠試驗報告。

符合第六點規定資格之原製造廠家出
具之出廠試驗報告應出示認證標誌。

相同廠牌及規格之熔絲尚未有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前，得以原輸配電
業審查合格證明、已送特性試驗(附表三
～三)證明及切結方式，向輸配電業申請
送電。

二十、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
檢附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及相同
或更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驗報告，送綜
合電業審查合格後，始得裝用。但符合
第十三點規定者，得逐具以檢驗機構出
具之特性試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報告審
查合格證明。

相同規格之熔絲尚未有型式試驗報
告審查合格證明前，得以原綜合電業審
查合格證明、已送特性試驗證明及切結
方式，向綜合電業申請送電。

為強化原製造廠家受
第六點第一項資格所
示認證單位監督，增
訂出廠試驗報告應出
示認證標誌。

§ 20_送電前檢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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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二十、

既設高壓配電盤之改善或汰換，若由
甲級電器承裝業於用電現場承裝，且無型
式試驗報告者，應檢附現場承裝高壓配電
盤設備檢查表，及由該監造電機技師會同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與甲級電器承裝業簽
證之現場承裝高壓配電盤試驗合格報告。

前項高壓配電盤已有本部認可原製造
廠家出具之合格出廠試驗報告者，有關商
頻耐電壓試驗，得於裝用現場安裝後，依
原規定商用頻率試驗電壓值之百分之八十
試驗為原則。

現行規定
二十、

高壓配電盤，除盤內用電設備外，如係
由甲級電器承裝業於用電現場承裝盤內用
電設備，且無型式試驗報告者，應檢附原
監造電機技師簽證之試驗合格報告。高壓
配電盤已有經濟部認可原製造廠家出具之
合格出廠試驗報告者，有關商頻耐電壓試
驗，得於裝用現場安裝後，依原規定商用
頻率試驗電壓值之百分之八十試驗為原則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八月三十一日前已
取得由綜合電業審查合格登錄之高壓用電
設備及能源局核可登錄同意裝用GIS之型式
者，其登錄之高壓用電設備及GIS之型式，
得於一百零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裝用送
電。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CNS17025或ISO/IEC17025實驗室出具附認
證標誌之逐具特性試驗報告得取代該設備
之型式試驗報告。

• 考量高壓配電盤國內原製造廠家產製
實力成熟，以及設備於現場承裝後之
試驗有其限制，較難確保設備品質周
全，爰修正僅限設備改善或汰換時得
於現場承裝。

• 其試驗須由監造電機技師、用電設備
檢驗維護業與該甲級電器承裝業三方
簽證，補強現場試驗不足問題。

• 第4項刪除：期間已屆滿

• 第5項刪除：過渡因應措施



§ 21_經認可後之應配合事項 (授益行政處分之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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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十一、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應配合之
辦理事項如下：

(一)檢驗機構於每年三月底前，將前一
年度之工作報告(如附表二十一～
一)提報能源局。

(二)原製造廠家於每年三月底前，將前
一年度之出廠試驗工作報告(如附
表二十一～二)，提報能源局。

(三)檢驗機構不得代為申請原製造廠家
認可及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
審查。

申請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
查，經審查合格者，應將合格證明及其
依第十五點規定檢附之型式試驗報告保
存七年以上。

二十一、認可登記證得登載下列一部或全
部之附款：

(一)檢驗機構應於每年三月底前，將
前一年度之工作報告(附表九)提
報能源局。

(二)能源局得視需要進行不定期查核
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非有正
當理由，不得拒絕。經查核不合
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將廢止其認可之一部或
全部。

(三)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出具之報
告，若有虛偽不實之情事者，廢
止其認可之一部或全部。

附表二十一～二

26

本表新增

配合第二十一點第二項

為利查核廠家出具報告
情形，維護市場秩序，
並瞭解設備意外事故成
因，以作預防策略，精
進管制方式。



§ 22_暫停或廢止認可及合格證明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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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十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部或能源
局得暫停或廢止認可登記證或型式試驗
報告審查合格證明認可範圍一部或全部
(一)未依規定申請變更，或申請變更事

項經審查不合格。
(二)未符合第二十一點規定。
(三)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出具之試驗

報告，有虛偽不實之情事。
前項之處分應公開登載於高壓用電

設備試驗與審查資訊系統，並通知輸配
電業；廢止一部之效力者，應予換發證
書或證明。

十一、
未依規定時限申請變更，本部得廢

止認可登記證；申請變更事項經審查
不合格者，本部得暫停認可登記證之
效力，並經通知於一個月內補正仍未
補正者，本部得廢止認可登記證。

二十一、認可登記證得登載下列一部或全
部之附款：
(三)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出具之報

告，若有虛偽不實之情事者，廢止
其認可之一部或全部。

§ 24_施行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二十四、本要點自發布日施行。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係於中華民國
一百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輸配電業
圖審通過後，因故緊急汰換之高壓用
電設備而辦理圖面變更者，其圖審通
過日期仍以初次通過日期為準，並可
適用本要點發布施行前之申請送電審
查方式辦理。

二十二、本要點修正發布施行前，廠家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認可登記證之
有效年限，自動展延二年：
(一)已取得原製造廠家認可之廠家。
(二)已向能源局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

於本要點修正發布施行後取得原
製造廠家認可之廠家。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係於中華民國

一百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綜合電業
圖審通過後，因故辦理圖面變更，其
圖審通過日期仍以初次通過日期為準
並可適用本要點發布施行前之申請送
電審查方式辦理。

28

第 一 項 之 過 渡
情 事 已 不 適 用 ，
爰予刪除。

增訂第一項：本次修正之緩衝期
修正第二項：考量原規定之工程時效已久，原未辦理圖面變更者

應已完成檢驗送電程序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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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參考標準

避雷器
間隙型 CNS 1246(70)、IEEE Std C62.11(2012)、IEC 60099-1(1999)

無間隙型 CNS 15871-4(2016)、IEC 60099-4(2004)、IEC 60099-4(2014) 、
IEEE Std C62.11(2012)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CNS 598(2017)、CNS 13390(90)、IEC 60076-1(2011)、IEC 60076-3(2018)、
IEC 60076-5(2006)、IEC 60076-10(2016)、IEC 60076-11(2018)

比壓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3(2011)、
IEC 61869-5(2011)

比流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2(2012)

熔絲 IEC 60282-1(2014)、IEC 60282-2(2008)、IEC 60269系列、CNS 15187系列

氣體絕緣
開關設備

52 kV以下 CNS 15156-200(100)、IEC 62271-200(2021)

超過52 kV CNS 156156-203(100)、IEC 62271-203(2022)

斷路器
CNS 4734(68)、CNS 156156-1(102)、IEC 62271-1(2011) 、IEC 62271-1(2017) 、
IEC 62271-100(2017)、IEC 62271-100(2021)、CNS 14816-2(107)、
IEC 60947-2(2019)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
CNS 3991

CNS 3991(84)、CNS 156156-200(100)
IEC 60694(2001)、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CNS 15156
IEC 62271-200 CNS 156156-200(100)、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21)

1. 試驗項目名稱參考國家標準(CNS)酌作文字修正
2. 參考IEC或IEEE新增試驗項目英文(如紙本資料所示，簡報未納入)
3. 對應參考標準如下：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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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
避雷器(LA)

間隙型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衝擊波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雷衝擊波放電電壓/時間曲線試驗

4.雷衝擊波波前放電電壓試驗

5.開關突波放電電壓/時間曲線試驗

6.阻抗電壓試驗

7.放電電流耐量試驗

8.責務試驗

9.壓力釋放試驗(如避雷器有裝置釋壓裝置

時)(如適用)

10.避雷器隔離器試驗 (如適用)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擊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放電電流耐受試驗

4.責務試驗

5.短路試驗

6.避雷器隔離器試驗(配電級)

7.阻抗電壓試驗

8.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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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
避雷器(LA)

無間隙型

1.絕緣耐電壓試驗

2.殘餘電壓試驗

3.於連續運轉電壓下查證長期穩定性之試驗

4.查證反覆電荷轉移定額試驗

5.試驗樣品之散熱性能特性

6.責務試驗

7.商頻電壓-時間試驗

8.避雷器之隔離器試驗

9.短路試驗

10.彎曲力矩之試驗

11.環境試驗

12.密封洩漏率試驗

13.部分放電試驗

14.查證內部組件之介電耐受的試驗

15.內部均壓組件之試驗

1.外殼絕緣耐電壓試驗

2.放電電流耐受試驗

3.責務試驗

4.壓力釋放試驗

5.避雷器隔離器試驗(配電級)

6.污染試驗

7.部分放電試驗

8.密封性能試驗

9.多柱避雷器電流分布

10.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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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3
電力及配電變

壓器
(TR)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測定

3.極性及相位關係試驗

4.無載損及無載電流測定

5.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6.耐電壓試驗

7.感應電壓試驗

8.衝擊電壓試驗

9.溫升試驗

10.噪音試驗

11.單相配電用(桿上/亭置)變壓器二次側繞組之

漏磁試驗(如適用)

12.耐短路試驗(如適用)

13.部分放電試驗（乾式：包含模鑄式、樹脂型）

14.風扇及油泵馬達損耗之量測(如適用)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及相位試驗

3.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4.無載損及無載電流測定

5.商頻耐電壓試驗

6.衝擊電壓試驗

7.溫升試驗

8.有載電壓切換器試驗(如

適用)

9.感應電壓試驗

10.噪音試驗(特殊試驗)

11.短路試驗(特殊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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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4
比壓器

(PT、CCVT、
CCPD)

1.溫升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濕式注水耐電壓試驗(如適用)

4.電磁相容性試驗 (如適用)

5.誤差試驗

6.外殼保護等級驗證(如適用)

7.環境溫度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如適用)

9.短路承受能力試驗

10.商頻電容及電力因數試驗(CVT、

CCVT用)

11.鐵磁共振試驗(CVT、CCVT用)

12.暫態響應試驗(CVT、CCVT用)

13.載波頻率配件的型式試驗(CVT、

CCVT用)

1.溫升試驗

2.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3.商頻耐電壓試驗

4.短路承受能力試驗

5.衝擊電壓試驗

6.溼式注水耐電壓試驗(屋外型)

7.無線電(RIV)干擾試驗

8.誤差試驗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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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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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 比流器
(CT)

1.溫升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濕式注水耐電壓試驗(如適用)

4.電磁相容性試驗(如適用)

5.誤差試驗

6.外殼保護等級驗證(如適用)

7.環境溫度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如適用)

9.短時間電流試驗

1.溫升試驗

2.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3.商頻耐電壓試驗

4.短時間電流試驗

5.衝擊電壓試驗

6.溼式注水耐電壓試驗(屋外型)

7.無線電波(RIV)干擾試驗

8.誤差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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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5
熔絲

(Fuses)

交流(超過
600V至

1,000V以下)；

直流(超過
600V至

1,500V以下)

1.完整試驗：量測所有熔絲電阻值
2.絕緣性能和隔離適用性之驗證
3.溫升限度及消耗功率之驗證
4.指定不熔斷及指定熔斷電流之驗證
5.額定電流之驗證
6.熔斷時間特性之驗證
7.動作時間特性之驗證
8.極限電流之驗證(如適用)
9.過載
10.一般電纜過載保護
11.指示裝置與撞針
12.啟斷容量之驗證
13.截斷電流特性之驗證
14.I²t特性及過電流鑑別性之驗證
15.外殼保護等級之驗證
16.耐熱性之驗證
17.接點不劣化性之驗證
18.機械試驗
19.雜項試驗(抗風化龜裂性、耐異常熱和耐燃性及耐銹性

之驗證)

5 熔絲
(Fuse)

1.商頻耐電
壓試驗

2.衝擊電壓
試驗

3.溫升試驗
4.啟斷試驗
5.最小熔斷

時間電流
特性試驗

6.污染試驗
7.撞針試驗
8.機械試驗
9.電磁相容

試驗

交流(超過
1,000V) 下頁續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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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

目
試驗項目

5
熔絲

(Fuses)

交流(超過
600V至

1,000V以下)；

直流(超過
600V至

1,500V以下)

參上頁

5 熔絲
(Fuse)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溫升試驗
4.啟斷試驗
5.最小熔斷時間電流

特性試驗
6.污染試驗
7.撞針試驗
8.機械試驗
9.電磁相容試驗

交流(超過
1,000V)

1.電介質試驗
2.溫升試驗
3.功率消耗測量(如適用)
4.啟斷試驗
5.時間-電流特性試驗
6.撞針試驗(如適用)
7.電磁相容性試驗(EMC)(如適用)
8.機械試驗(針對配電用熔絲鏈開關)(如適用)
9.人工汙染試驗(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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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6 8 9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as-insulated switchgear, GIS)

(52 kV以下)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as-insulated switchgear, GIS)

(超過52 kV)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試驗
4.投入及啟斷能力之驗證試驗
5.溫升試驗
6.主回路電阻量測
7.氣體密封性試驗
8.機械操作試驗(斷路器、隔離開

關、接地開關)
9.保護等級驗證
10.外殼抗壓力試驗
11.穩定試驗、限溫下操作試驗、

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1.電介質試驗
2.真空啟斷器之X-輻射試驗程序

(如適用)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溫升試驗（同連續電流測試）
5.額定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試驗
6.保護性驗證
7.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電磁相容性試驗(EMC)
9.輔助及控制電路之追加試驗（如

適用）
10.投入及啟斷容量之驗證
11.機械操作試驗
12.氣體充填型分隔室之壓力耐受

試驗(如適用) 
13.防止人員受電氣危害影響之保

護的驗證(Tests to verify) (如適
用)

14. 內部電弧試驗(如適用)

1.電介質試驗
2.無線電干擾電壓(R.I.V.)試驗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溫升試驗（同連續電流測試）
5.額定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試驗
6.保護性驗證
7.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電磁相容性試驗(EMC)
9.輔助及控制電路之追加試驗（如

適用）
10.投入及啟斷容量之驗證
11.機械操作試驗
12.外殼之保證試驗
13.隔板之壓力試驗
14.於內部故障所產生之電弧條件下

之試驗(如適用)
15.絕緣礙子試驗
16.接地連接之腐蝕試驗(如適用)
17.外殼及輔助設備之封閉系統的腐

蝕試驗(如適用)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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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7 斷路器
(CB)

交流
(超過
600V

至
1,000V
以下)；

直流
(超過
600V

至
1,500V
以下)

1.跳脫極限及特性(Ⅰ)
2.介電特性(Ⅰ)
3.機械操作及操作性能能力(Ⅰ)
4.過載性能(如適用) (Ⅰ)
5.介電耐受能力查證(Ⅰ、Ⅱ、Ⅲ、Ⅳ、Ⅴ、Ⅵ)
6.溫升查證(Ⅰ、Ⅱ、Ⅳ、Ⅴ、Ⅵ)
7.過載釋放器查證(Ⅰ、Ⅱ、Ⅲ、Ⅳ、Ⅴ、Ⅵ)
8.欠電壓及分流釋放器之查證(若適用時) (Ⅰ)
9.主接點位置之查證(Ⅰ)
10.額定使用短路啓斷容量(Ⅱ、Ⅵ)
11.操作性能查證(Ⅱ、Ⅵ)
12.額定極限短路啓斷容量(Ⅲ)
13.額定短時間耐電流(Ⅳ、Ⅵ)
14.最大短時間耐電流下的短路啟斷容量(Ⅳ)
15.選擇性極限電流下之短路(Ⅴ)
16.在1.1倍交接電流下之短路(Ⅴ)
17.在極限短路啟斷容量下之短路(Ⅴ)
18.附錄B 具有殘餘電流保護之斷路器(如適用)
19.附錄C 個別極短路試驗順序(如適用)
20.附錄F 具有電子式過電流保護之斷路器(如適用)
21.附錄H IT系統之斷路器試驗順序(如適用)

7 斷路器
(CB)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溫升試驗
4.無線電(RIV)干擾

電壓試驗
5.主回路電阻測量
6.機械開閉及特性

試驗
7.短時間暨峰值耐

電流試驗
8.短路啟斷試驗
9.電容性電流開閉

試驗
10.電感性電流開

閉試驗

交流
(超過

1,000V)
下頁續

1.試驗標準應依我國國家標準(CNS)、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EC)標準或經本部認可之試驗標準。
2.直流(適用交流無熔線斷路器或交流空氣斷路器)斷路器試驗項目標註之試驗順序Ⅰ為一般性能

特性、試驗順序Ⅱ為額定使用短路啟斷容量、試驗順序Ⅲ為額定極限短路啟斷容量、試驗順
序Ⅳ為額定短時間耐電流、試驗順序Ⅴ為附有熔線斷路器性能及試驗順序Ⅵ為複合試驗順序
係依標準CNS 14816-2(2018)表9規定試驗順序(Test Sequence)。

註 ： 試 驗 標 準 應 依 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IEC)標準或經經濟部認可之試
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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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7

斷
路
器

(CB
)

7 斷路器
(CB)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溫升試驗
4.無線電(RIV)干擾

電壓試驗
5.主回路電阻測量
6.機械開閉及特性

試驗
7.短時間暨峰值耐

電流試驗
8.短路啟斷試驗
9.電容性電流開閉

試驗
10.電感性電流開

閉試驗交流
(超過1,000V)

1.電介質試驗
2.無線電干擾電壓(R.I.V.)試驗(如適用)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溫升試驗（同連續電流測試）
5.短時間耐電流及峰值耐電流試驗
6.保護性驗證(如適用)
7.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電磁相容性試驗(EMC) (如適用)
9.輔助及控制電路之追加試驗
10.真空啟斷器之X-輻射試驗程序(如適用)
11.周溫(ambient temperature)下的機械操作試驗(M1)
12.短路電流投入及啟斷試驗(Terminal fault tests) (E1)
13.特殊使用條件下斷路器延長機械壽命試驗(M2，如適用)
14.低溫及高溫試驗(如適用)
15.濕度試驗(如適用)
16.臨界電流試驗(如適用)
17.短距離故障試驗(如適用)
18.不同步投入及啟斷試驗(如適用)
19.電氣耐久性試驗(E2，如適用)
20.嚴重結冰條件下的操作驗證試驗(如適用)
21.單相接地故障試驗試驗(如適用)
22.兩相接地故障試驗(如適用)
23.電容性電流開閉試驗
24.電感性負載開閉試驗(並聯電抗器及電動機，如適用)

附表三~一 型式試驗(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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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8 12 13

高壓配電盤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CNS 3991)
高壓配電盤

(CNS 15156-200、IEC 62271-200)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4.投入容量及啟斷容量之驗證試

驗
5.額定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試驗
6.溫升試驗
7.主回路電阻量測
8.洩漏電流之測定
9.機構動作試驗
10.保護等級驗證
11.部分放電試驗
12.充氣隔間耐壓試驗
13.充氣隔間密閉性試驗
14.耐候試驗(屋外型)
15.內部故障電弧試驗
16.機械撞擊保護試驗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部分放電試驗(如適用)
4.溫升試驗
5.主電路電阻量測
6.額定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

試驗
7.投入容量及啟斷容量之驗

證試驗
8.機構動作試驗
9.保護等級驗證
10.洩漏電流之測定
11.防風雨試驗(屋外型，同

耐候試驗) 
12.內部故障電弧試驗(如適

用)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衝擊電壓試驗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溫升試驗（同連續電流測試）
5.額定短時間暨峰值耐電流試驗
6.保護性驗證
7.密封性驗證（如適用）
8.電磁相容性試驗 （如適用）
9.輔助及控制電路之追加試驗（如適用
10.真空啟斷器之X光測試程序(如適用) 
11.投入及啟斷容量之驗證
12.機械操作試驗
13.氣體充填型分隔室之壓力耐受試驗

（如適用）
14.防止人員受電氣危害影響之保護的

驗證（如適用）
15.內部電弧試驗（如適用）
16.耐候試驗（屋外型）
17.部分放電試驗（如適用）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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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參考標準

避雷器
間隙型 CNS 1246(70)、IEC 60099-1(1999)、IEEE Std C62.11(2012)

無間隙型 CNS 15871-4(2016)、IEC 60099-4(2004)、IEC 60099-4(2014)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CNS 598(2017)、CNS 13390(90)、IEC 60076-1(2011)、IEC 60076-3(2018)、
IEC 60076-11(2018)

比壓器 CNS 11437(90)、IEC 60044-2(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3(2011) 、
IEC 61869-5(2011)、IEEE Std C57.13(2016)

比流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2(2012) 、
IEEE Std C57.13(2016)

熔絲 IEC 60282-1(2014)、IEC 60282-2(2008)、IEC 60269系列、CNS 15187系列

氣體絕緣開
關設備

52 kV以下 CNS 15156-200(100)、IEC 62271-200(2011)

超過52 kV CNS 156156-203(100)、IEC 62271-203(2011)

斷路器
CNS 4734(68)、CNS 156156-1(102)、IEC 62271-1(2011) 、IEC 62271-1(2017) 、
IEC 62271-100(2012)、IEC 62271-100(2017)、CNS 14816-2(107)、
IEC 60947-2(2019)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
CNS 3991

CNS 3991(84)、CNS 156156-200(100)
IEC 60694(2001)、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CNS 15156
IEC 62271-200 CNS 156156-200(100)、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1. 試驗項目名稱參考國家標準(CNS)酌作文字修正
2. 參考IEC或IEEE新增試驗項目英文(如紙本資料所示，簡報未納入)
3. 對應參考標準如下：

設備 參考標準

避雷器
間隙型 CNS 1246(70)、IEEE Std C62.11(2012)、IEC 60099-1(1999)

無間隙型 CNS 15871-4(2016)、IEC 60099-4(2004)、IEC 60099-4(2014) 、
IEEE Std C62.11(2012)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CNS 598(2017)、CNS 13390(90)、IEC 60076-1(2011)、IEC 60076-3(2018)、
IEC 60076-5(2006)、IEC 60076-10(2016)、IEC 60076-11(2018)

比壓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3(2011)、
IEC 61869-5(2011)

比流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2(2012)

熔絲 IEC 60282-1(2014)、IEC 60282-2(2008)、IEC 60269系列、CNS 15187系列

氣體絕緣
開關設備

52 kV以下 CNS 15156-200(100)、IEC 62271-200(2021)

超過52 kV CNS 156156-203(100)、IEC 62271-203(2022)

斷路器
CNS 4734(68)、CNS 156156-1(102)、IEC 62271-1(2011) 、IEC 62271-1(2017) 、
IEC 62271-100(2017)、IEC 62271-100(2021)、CNS 14816-2(107)、
IEC 60947-2(2019)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
CNS 3991

CNS 3991(84)、CNS 156156-200(100)
IEC 60694(2001)、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CNS 15156
IEC 62271-200 CNS 156156-200(100)、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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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
避雷器(LA)

間隙型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衝擊波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殘餘電壓試驗

4.部分放電試驗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擊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阻抗電壓試驗

4.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2
避雷器(LA)

無間隙型

1.量測基準電壓

2.殘餘電壓試驗

3.部分放電試驗

4.密封洩漏率試驗查證

1.商頻洩漏電流試驗

2.阻抗電壓試驗

3.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3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TR)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測定

3.極性及相位關係試驗

4.無載電流及無載損測定

5.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6.耐電壓試驗

7.感應電壓試驗

8.部分放電試驗（乾式：包含模鑄式、樹

脂型）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及相位試驗

3.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4.無載損及無載電流測定

5.商頻耐電壓試驗

6.感應電壓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3/7)

43

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4
比壓器

(PT、CCVT、
CCPD)

1.端子標誌查驗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如適用)
6.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7.周溫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如適用)
9.鐵磁共振檢查(CVT、CCVT用)
10.載波頻率配件的出廠試驗(CVT、CCVT用)

1.構造檢查
2.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3.商頻耐電壓試驗
4.極性試驗
5.誤差試驗
6.部分放電試驗

5 比流器
(CT)

1.端子標誌查驗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
6.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7.周溫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如適用)
9.二次側繞組測定(如適用)
10.二次側回路時間常數測定(如適用)
11.額定轉折點及額定激磁電流電磁勢(如適

用)

1.構造檢查
2.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3.商頻耐電壓試驗
4.極性試驗
5.誤差試驗
6.部分放電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4/7)

44

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6

熔絲(Fuses)

交流(超過600V
至1,000V)；

直流(超過600V
至1,500V) 

1.逐具量測熔絲電阻值

2.溫升限度及消耗功率之驗證(30A 

以下，以3,000 支內算1 批，每批

次抽測1 支；31A 以上，以500 支

內算1批，每批次抽測1支)

1.構造檢查

2.熔絲鏈電阻量測

3.最小熔斷時間電流特性試驗

熔絲( Fuses)

交流(超過
1,000V)

1.構造檢查

2.熔絲鏈電阻量測

3.最小熔斷時間電流特性試驗

1.構造檢查

2.熔絲鏈電阻量測

3.最小熔斷時間電流特性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5/7)

45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6 7 8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
(52 kV以下)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
(超過52 kV)

1.主回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輔助和控制回路的絕緣試驗

3.主回路電阻測量

4.部分放電測量

5.氣體密封性試驗

6.機械操作試驗(斷路器、隔

離開關、接地開關)

7.接線正確性的驗證

1.主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輔助及控制電路的絕緣試驗

3.接線正確性的驗證

4.功能試驗 (Functional tests)

5.主電路電阻量測

6.密封性試驗

7.設計及目視檢查

8.部分放電試驗

9.機械操作試驗

10. 氣體充填型分隔室之壓力耐受

試驗(如適用)

1.主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輔助及控制電路之絕緣試驗

3.接線正確性的驗證

4.功能試驗(Functional tests)

5.主電路電阻量測

6.密封性試驗

7.設計及目視檢查

8.外殼之壓力試驗查證(如適用)(出具證

明)

9.機械操作試驗

10.控制機構之輔助電路、設備及互鎖

的試驗

11.隔板之壓力試驗查證(如適用) )(出具

證明)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6/7)

46

●新增
●文字酌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9 斷路器
(CB)

交流
(超過600V

至
1,000V
以下)；

直流
(超過
600V

至
1,500V
以下)

1.機械操作
2.過電流釋放器校正查證(200%額定電流)
3.欠電壓及分流釋放器動作查證(如適用)
4.CBRs附錄B追加試驗(如適用)
5.介電特性試驗
6.空間距離查證

7 斷路器
(CB)

1.構造檢查
2.主回路商頻耐電壓
3.主回路電阻量測
4.機械開閉及特性試

驗

交流
(超過1,000V)

參下頁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6/7)

47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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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9 斷路器
(CB)

參上頁

7 斷路器
(CB)

1.構造檢查
2.主回路商頻耐電壓
3.主回路電阻量測
4.機械開閉及特性試

驗

交流
(超過1,000V)

1.構造檢查

2.主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3.輔助及控制電路的絕緣試驗

4.主電路電阻量測

5.機械操作試驗(開閉及特性)

附表三~二 出廠試驗(7/7)

48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8 10 11

高壓配電盤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CNS 3991)

高壓配電盤
(CNS 15156-200、IEC 62271-

200(2011))

1.構造檢查

2.主回路及輔助回路商用頻率

耐電壓試驗

3.主回路電阻量測

4.機構動作試驗

5.配線之確認及電氣動作試驗

1.構造檢查

2.主電路及輔助電路商頻耐電壓

試驗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機構動作試驗

5.操作裝置試驗(如適用)

6.配線之確認及電氣動作試驗

1.主電路及輔助電路商頻耐電

壓試驗

2.主電路電阻量測

3.設計及目視檢查

4.機構動作試驗

5.配線之確認及電氣動作試驗

6.功能試驗(同操作裝置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1/9)

49

設備 參考標準

避雷器
間隙型 CNS 1246(70)、IEEE Std C62.11(2012)、IEC 60099-1(1999)

無間隙型 CNS 15871-4(2016)、IEC 60099-4(2004)、IEC 60099-4(2014)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CNS 598(2017)、CNS 13390(90)、IEC 60076-1(2011)、IEC 60076-3(2018)、
IEC 60076-5(2006)、IEC 60076-10(2016)、IEC 60076-11(2018)

比壓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3(2011)、
IEC 61869-5(2011)

比流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2(2012)

熔絲 IEC 60282-1(2014)、IEC 60282-2(2008)、IEC 60269系列、CNS 15187系列

氣體絕緣開
關設備

52 kV以下 CNS 15156-200(100)、IEC 62271-200(2011)

超過52 kV CNS 156156-203(100)、IEC 62271-203(2011)

斷路器
CNS 4734(68)、CNS 156156-1(102)、IEC 62271-1(2011) 、IEC 62271-1(2017) 、
IEC 62271-100(2012)、IEC 62271-100(2017)、CNS 14816-2(107)、
IEC 60947-2(2019)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
CNS 3991

CNS 3991(84)、CNS 156156-200(100)
IEC 60694(2001)、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CNS 15156
IEC 62271-200 CNS 156156-200(100)、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1. 試驗項目名稱參考國家標準(CNS)酌作文字修正
2. 參考IEC或IEEE新增試驗項目英文(如紙本資料所示，簡報未納入)
3. 對應參考標準如下：

設備 參考標準

避雷器
間隙型 CNS 1246(70)、IEEE Std C62.11(2012)、IEC 60099-1(1999)

無間隙型 CNS 15871-4(2016)、IEC 60099-4(2004)、IEC 60099-4(2014) 、
IEEE Std C62.11(2012)

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CNS 598(2017)、CNS 13390(90)、IEC 60076-1(2011)、IEC 60076-3(2018)、
IEC 60076-5(2006)、IEC 60076-10(2016)、IEC 60076-11(2018)

比壓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3(2011)、
IEC 61869-5(2011)

比流器 CNS 11437(90)、IEC 60044-1(2003) 、IEC 61869-1(2007)、IEC 61869-2(2012)

熔絲 IEC 60282-1(2014)、IEC 60282-2(2008)、IEC 60269系列、CNS 15187系列

氣體絕緣
開關設備

52 kV以下 CNS 15156-200(100)、IEC 62271-200(2021)

超過52 kV CNS 156156-203(100)、IEC 62271-203(2022)

斷路器
CNS 4734(68)、CNS 156156-1(102)、IEC 62271-1(2011) 、IEC 62271-1(2017) 、
IEC 62271-100(2017)、IEC 62271-100(2021)、CNS 14816-2(107)、
IEC 60947-2(2019)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
CNS 3991

CNS 3991(84)、CNS 156156-200(100)
IEC 60694(2001)、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11)

CNS 15156
IEC 62271-200 CNS 156156-200(100)、IEC 62271-200(2003)、IEC 62271-200(2021)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2/9)

50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1 1 2

避雷器(LA)
避雷器(LA)

間隙型

避雷器(LA)

無間隙型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擊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阻抗電壓試驗

4.無線電波干擾試驗

1.商頻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2.雷衝擊波開始放電電壓試驗

3.殘餘電壓試驗

4.部分放電試驗

1.量測基準電壓

2.殘餘電壓試驗

3.部分放電試驗

4.密封洩漏率試驗查證

5.多柱避雷器之電流分布試驗

(如適用)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3/9)

51

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3

電力及配電

變壓器

(TR)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測定

3.極性及相位關係試驗

4.無載損及無載電流測定

5.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6.耐電壓試驗

7.感應電壓試驗

8.溫升試驗報告(由ILAC認可之測試實驗室出具)

之確認或實測(同型式型號之額定容量大於等

於1000 kVA)

9.部分放電試驗（乾式：包含模鑄式、樹脂型）

10.油中氣體分析試驗(4~8項試驗後，由ILAC認

可絕緣油測試實驗室於試驗件中取樣試驗並

出具試驗報告)( Um>72.5 kV須施行)

11有載電壓切換器試驗（如適用）

1.繞組電阻測定

2.匝比及相位試驗

3.負載損及阻抗電壓測定

4.無載損及無載電流測定

5.商頻耐電壓試驗

6.感應電壓試驗

●新增
●文字酌修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4/9)

52

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4

比壓器

(PT、CVT、

CCVT)

1.端子標誌查驗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Polarity test)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

6.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7.周溫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CVT、CCVT用)

9.鐵磁共振檢查(CVT、CCVT用)

10.載波頻率配件的出廠試驗(CVT、CCVT用)

1.構造檢查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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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5/9)

53

項次 設備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
比流器

(CT)

1.端子標誌查驗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

6.感應過電壓試驗(匝間過電壓試驗)

7.周溫下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8.外殼抗壓力試驗(如適用)

9.二次側繞組測定(如適用)

10.二次側回路時間常數測定(如適用)

11.額定轉折點及額定激磁電流電磁勢(e.m.f.)試驗

(如適用)

1.構造檢查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極性試驗

4.誤差試驗

5.部分放電試驗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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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6/9)

54

●新增
●文字酌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5 熔絲
(Fuses)

交流(超過
600V至

1,000V以
下)；

直流(超過
600V至

1,500V以
下)

1.逐具量測熔絲電阻值
2.熔斷時間特性之驗證 (30A以下，以3,000支內

算1批，每批次抽測3支；31A以上，以500支
內算1批，每批次抽測3支)

3. 溫 升 限 度 及 消 耗 功 率 之 驗 證 (30A 以 下 ， 以
3,000 支內算1 批，每批次抽測1 支；31A 以上
以500 支內算1批，每批次抽測1支)

5 熔絲
(Fuse)

1.溫升試驗
(採用逐
批抽測，
每種規格
500支內
算1批。
每批抽測
1支)

2.熔絲鏈電
阻量測

3.最小熔斷
時間電流
特性試驗
(採用逐
批抽測，
每種規格
500支內
算1批。
每批抽測
3支，2A
後援型限
流熔絲抽
測2支)

交流(超過
1,000V) 如右欄現行規定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7/9)

55

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6 8 9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
(GIS)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
(52 kV以下)

氣體絕緣開關設備(GIS)
(超過52 kV)

1.商頻耐電壓試驗

2.主回路電阻量測

3.部分放電試驗

4.密封性試驗

5.操作裝置試驗

1.主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輔助及控制電路之試驗

3.接線正確性的驗證

4.功能試驗(同操作裝置試驗)

5.主電路電阻量測

6.密封性試驗(如適用)

7.設計及目視檢查

8.部分放電試驗

9.機械操作試驗

10.氣體填充分隔室之壓力試驗查證(如適

用)

11.溫升試驗

1.主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輔助及控制電路之絕緣試驗

3.接線正確性的驗證

4.功能試驗(同操作裝置試驗)

5.主電路電阻量測

6.密封性試驗

7.設計及目視檢查

8.外殼之壓力試驗查證(如適用)(出具佐證)

9.機械操作試驗

10.控制機構中，輔助電路、設備及互鎖之

試驗(如適用)

11.隔板之壓力試驗查證(如適用)(出具佐證)

12.溫升試驗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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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8/9)

56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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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項次 設備項目 試驗項目

7 斷路器
(CB)

交流
(超過600V

至
1,000V
以下)；

直流
(超過
600V

至
1,500V
以下)

1.機械操作
2.過電流釋放器校正查證(200%額定電流)
3.欠電壓及分流釋放器動作查證(如適用)
4.CBRs附錄B追加試驗(如適用)
5.介電特性試驗
6.空間距離查證
7.溫升查證(同型式同額定電流同極數抽測1

具)

7
斷路器

(CB)

1.構造檢查
2.溫升試驗
3.商頻耐電壓
4. 衝 擊 電 壓 試
驗
5. 主 回 路 電 阻
測量
6. 機 械 開 閉 及
特性試驗(得以
不超過宣告額
定次數3%試驗)

交流
(超過1,000V)

如右欄現行規定



附表三~三 特性試驗(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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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 修正規定
8 12 13

高壓配電盤
高壓配電盤

(CNS 3990、CNS 3991)

高壓配電盤

(CNS 15156-200、IEC 62271-200)

1.構造檢查

2.商頻耐電壓試驗

3.主回路電阻量測

4.機構動作試驗

5.操作裝置試驗

1.構造檢查

2.主電路及輔助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3.主電路電阻量測
4.機構動作試驗

5.操作裝置試驗(如適用)

6.配線之確認及電氣動作試驗

7.溫升試驗查證(逐批額定電流(大於等於或

超過)1250A者的每一規格，於該規格的第

一具施行特性試驗時，須施行溫升試驗。

但已取得主系列型式試驗核可者，倘斷路

器廠牌異動，得免施行本試驗項目。)

8.防風雨試驗(屋外型，同耐候試驗)

1.主電路及輔助電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2.主電路電阻量測
3.設計及目視檢查(同構造檢查)

4.機構動作試驗

5.配線之確認及電氣動作試驗

6.功能試驗(同操作裝置試驗)

7. 溫升試驗（同連續電流測試）(逐批額

定電流(大於等於或超過)1250A者的每

一規格，於該規格的第一具施行特性

試驗時，須施行溫升試驗。但已取得

主系列型式試驗核可者，倘斷路器廠

牌異動，得免施行本試驗項目。) 

8.耐候試驗（屋外型）

●新增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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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
 意見信箱：hsiucheng.chang@tri.org.tw

意見回收截止日：111年10月15日止

請務必註明提案人所屬單位、姓名、聯絡電話、電子信箱，以利回復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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