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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六條  本規則條文若與國家標準 (ＣＮＳ) 有關時，應以國家標準

為準；國家標準未規定時，得依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標準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標準。 

第七條  本規則除另有規定外，名詞定義如下： 

一、開關：用以「啟斷」、「閉合」電路之裝置。 

二、接戶開關：凡能同時啟斷進屋線各導線之開關又名總開

關。 

三、分路：係指最後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與導線出線口間之

線路。 

四、分路開關：用以啟閉分路之開關。 

五、幹線：由總開關接至分路開關之線路。 

六、導線：用以傳導電流之金屬線纜。 

七、安培容量：以安培表示之導線容量。 

八、實心線：由單股裸線所構成之導線，又名單線。 

九、絞線：由多股裸線扭絞而成之導線，又名撚線。 

十、連接盒：設施木槽板、電纜、金屬管及非金屬管時用以

連接或分岐導線之盒。 

十一、出線盒：設施於導線之末端用以引出管內導線之盒。 

十二、敷設面：用以設施電路之建築物面。 

十三、出線頭：凡屬用電線路之出口處並可連接用電器具者

又名出線口。 

十四、金屬管：以金屬製成用以保護導線之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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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管子接頭：用以連接專線管之配件。 

十六、管子彎頭：彎曲形之管子接頭。 

十七、明管：顯露於建築物表面之導線管。 

十八、暗管：埋藏於建築物內部內導線管。 

十九、接戶線：由屋外配電線路引至用戶進屋點之導線。 

二十、進屋線：由進屋點引至電度表或總開關之導線。 

二十一、單獨接戶線：單獨而無分岐之接戶線。 

二十二、共同接戶線：一端接有連接接戶線之接戶線。 

二十三、連接接戶線：自共同接戶線分岐而出之接戶線，包

括簷下線路。 

二十四、高壓接戶線：以三三○○伏級以上高壓供給之接戶

線。 

二十五、低壓接戶線：以六○○伏以下電壓供給之接戶線。 

二十六、共同中性導體（線）：以兩種不同之電壓或不同之供

電方式共用中性導體（線）者。 

二十七、配 (分) 電箱 (以下簡稱配電箱) ：具有框架、箱

體及門蓋，並裝置電氣設備。 

二十八、配電盤：具有框架、箱體、板面及門蓋，並裝置電

氣設備及機器之落地型者。 

二十九、斷路器：於額定能力內，電路發生過電流時，能自

動切斷該電路，而不致損及其本體之過電流保護器。 

三十、分段設備：藉其開啟可使電路與電源隔離之裝置。 

三十一、馬達開關：以馬力為額定之開關，在額定電壓下，

可啟斷具有與開關相同額定馬力之電動機之最大過

載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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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管槽：為容納導線、電纜或匯流排而設計，得為金

屬或絕緣物製成，包括可撓性金屬管、 EMT 管、地

下管槽、地板管槽、表面管槽、導線槽及匯流排槽

等。 

三十三、導線槽：容納或保護導線和電纜等，具有可掀開蓋

子之管槽。 

三十四、匯流排槽：容納絕緣或裸匯流排之管槽。 

三十五、防爆電具：一種封閉之裝置可忍受其內部特殊氣體

或蒸氣之爆炸，並可阻止由於內部火花、飛弧或氣

體之爆炸，而引燃外部周圍之易燃性氣體。 

三十六、對地電壓：對接地系統而言，為一線與該電路之接

地點，或被接地之導線間之電壓。對非接地系統而

言，則為一線與其他任何線間之最大電壓。 

三十七、接地：線路或設備與大地或可視為大地之某導電體

間有導電性之連接。 

三十八、被接地：被接於大地或被接於可視為大地之某導電

體間有導電性之連接。 

三十九、被接地導線：系統或電路導線內被接地之導線。 

四十、接地線：連接設備、器具或配線系統至接地極之導線。 

四十一、多線式電路：指單相三線式、三相三線式、三相四

線式交流電路或三線以上直流電路。 

四十二、雨線：自屋簷外端線，向建築物之鉛垂面作形成四

十五度夾角之斜面；此斜面與屋簷及建築物外牆三

者相圍部分屬雨線內，其他部分為雨線外。 

四十三、設計者：指依電業法規定得設計電業設備工程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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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用電設備工程者。 

四十四、合格人員：指依法具設計、承裝、施作、監造、檢

驗及維護電氣設備資格之人員。 

第一百零三條  分路之設置規定如下： 

一、分路導線安培容量應不小於所供應負載最大電

流；供應移動性負載插座分路，其導線之安培容

量應不小於分路保護額定。 

二、分路之設置，分路額定五○安以下採用金屬管配

線時，應按表一○三選用；若採非金屬管配線或

分路額定大於五○安者，其最小分路導線線徑，

應依第十六條規定修正。 

三、非金屬管配線在三條以下者，周溫在攝氏三十五

度以下時，線徑為二．○公厘之分路導線得用於

保護額定為二○安之分路。 

第一百零五條  分路許可裝接負載規定如下： 

一、一五及二○安分路以供應普通電燈及小型電器為

限，如僅供應移動電器，其容量最大不得超過分

路額定之百分之八○。至於分路同時供應電燈、

移動電器及固定電器時，其中固定電器容量總和

不得超過分路額定之百分之五○。 

二、三○安分路以供應住宅以外之重責務型固定電燈

或任何處所之大型電器。如僅供應移動電器，其

容量最大不得超過分路額定之百分之八○。 

三、四○及五○安分路以供應住宅以外之重責務型固

定電燈及紅外線電燈或任何處所之固定烹飪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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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輛供電設備。但普通電燈不得併用。 

四、大於五○安之分路，應僅供電給非照明出線口負

載。 

第六章 特殊設備及設施 

第五節 電動車輛充電系統 

第一款 通則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一  以傳導或感應方式連接電動車輛至電源之電動

車輛外部電氣導體（線）與設備之裝設，應適用本

節規定；電動車輛充電有關設備與裝置之裝設，亦

同。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  本節名詞定義如下： 

一、電動車輛：指在道路上使用，且由可充電

蓄電池、燃料電池、太陽光電組列或其他

方式提供電力至電動機，作為主要動力之

自動式車輛及電動機車。 

二、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PHEV）：指在道路

上使用，具備可充電儲存系統，能儲存及

使用車外之電能，且有其他種類動力來源

之一種電動車輛。 

三、可充電儲存系統：指具有可被充電及放電

能力之各種電源。 

四、電動車耦合器：指相互搭配之電動車充電

接口與電動車連接器。 

五、電動車供電設備：指以轉移用戶配線與電

動車輛間能量之目的而裝設之器具，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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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被接地、接地、設備接地之導體（線）

與電動車連接器、附接插頭，及其他所有

配件、裝置、電源出線口。 

六、電動車連接器：指藉由插入電動車充電接

口，建立電氣連接至電動車輛，以達電力

轉移及資訊交換目的之裝置。 

七、電動車充電接口：指在電動車輛上所設非

屬電動車供電設備之組件，而以供電力轉

移及資訊交換之連接器插入裝置。 

八、人員保護系統：指結合人員保護裝置與構

成防護功能組合之系統，於一併使用時，

可保護人員避免遭受電擊。 

九、電動車輛非開放式蓄電池：指由一個以上

可充電之電氣化學電池所組成之密閉式蓄

電池。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  本節供電設備應採用交流系統電壓一一○、一

一○／二二○、一九○Ｙ／一一○、二二○、三八

○Ｙ／二二○及三八○伏。 

第二款 配線方法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  電動車耦合器規定如下： 

一、極性：電動車耦合器應分正負極。但該系

統部分經設計者確認為適合安全充電者，

不在此限。 

二、不可互換性：電動車耦合器應有不與其他

電源設備互換配線設備之構造。非接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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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動車耦合器不得與接地型電動車耦合

器互換。 

三、構成及裝設：電動車耦合器之構成及裝設，

應能防護人員碰觸到電動車供電設備或電

池之帶電組件。 

四、無意間斷開：電動車耦合器應有防止無意

間斷開之裝置。 

五、接地極：電動車耦合器應有接地極。但該

充電系統之一部分經設計者確認符合第一

章第八節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接地極連接：應採用先連接後斷開之設計。 

第三款 設備構造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  電動車供電設備額定值，電壓為單相一二五

伏、電流為一五安或二○安，或此系統部分經設計

者確認適合安全充電，且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

十、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一及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

八規定，得以附插頭軟線連接。其他所有電動車供

電設備應為永久連接，並牢靠固定。 

電動車供電設備之帶電組件不得暴露。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  電動車供電設備應具足夠額定容量供負載使

用。 

本節電動車輛充電負載應視為連續負載。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七  電動車供電設備標示規定如下： 

一、應由製造商標示「電動車輛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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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需通風之電動車供電設備，應有製造廠

商明顯標示之「不需通風」標識。設備裝

設後，該標識應位於視線可及處。 

三、強制通風之電動車供電設備，應有製造廠

商明顯標示之「強制通風」標識。設備裝

設後，該標識應位於視線可及處。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八  電動車耦合方法應採用傳導或感應方式。 

附接插頭、電動車連接器及電動車充電接口應

經設計者確認適合安全充電者。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九  電纜安全電流量應符合表九四中五．五平方公

厘或十 AWG以下，或表一六之三中八平方公厘或八

AWG以上規定。 

電纜總長度不得超過七‧五公尺或二五英尺。

但配有經設計者確認適合安全充電之電纜管理系統

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  當電動車連接器從電動車輛脫離時，電動車供

電設備應有互鎖，以啟斷電動車連接器及其電纜之

電力。但額定電壓為單相一二五伏及電流為一五安

或二○安之可攜式附插頭軟線連接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一  電動車供電設備或設備之電纜連接器總成，

受到拉扯時可能導致電纜破裂或電纜與電力連接

器脫離，並露出帶電組件者，應採自動斷電方式

將電纜及電動車連接器斷電。但用於單相額定電

壓為一二五伏及電流為一五安或二○安插座之可

攜式附插頭軟線連接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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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控制與保護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二  電動車供電設備之幹線及分路過電流保護裝

置，應為連續責務型，其額定電流不得小於最大

負載之一．二五倍。非連續負載由同一幹線或分

路供電者，其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電流，不得

小於非連續負載加上連續負載一．二五倍之總和。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三  電動車供電設備應有經設計者確認之人員保

護系統。 

使用附插頭軟線連接電動車供電設備者，其

人員保護系統應裝設啟斷裝置，且為整組插頭之

組件，或應位於距附接插頭不超過三○○公厘或

一二英寸之供電電纜上。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四  電動車供電設備之額定電流超過六○安，或

對地額定電壓超過一五○伏者，應於可輕易觸及

處裝設隔離設備，並能閉鎖於開啟位置。用於鎖

住或加鎖之固定裝置，應於隔離開關、斷路器處

或其上方裝設。開關或斷路器不得採用可攜式裝

置加鎖。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五  當電業或其他電力系統電壓喪失時，應有使

電動車輛及供電設備之電能不得反饋至用戶配線

系統之裝置。 

電動車輛及供電設備若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

之十六規定者，其電能得反饋至用戶配電系統。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六  電動車供電設備及系統其他組件，不論是車

載或非車載，其被認定為有意與車輛互連，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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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力電源，或提供雙向電力饋送者，應經設計

者確認為適合安全充放電，且不會逆送電力至引

接戶之接戶開關負載端。 

第五款 電動車供電設備場所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七  電動車供電設備或配線裝設在特殊場所時，

應符合第五章第一節至第八節規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八  屋內場所包括整體、附加與獨立之停車場或

車庫、封閉地下型停車構造物及農業用建築物等

裝設電動車供電設備規定如下： 

一、位置：電動車供電設備應位於可直接連

接至電動車輛處。 

二、高度：電動車供電設備之耦合裝置應設

於離地面高度四五○公厘或一八英寸以

上，一．二公尺或四英尺以下處。但經

設計者確認為安全充電之場所者，不在

此限。 

三、不需通風：電動車輛使用非開放式蓄電

池，或電動車供電設備符合第三百九十

六條之七第二款規定，並經設計者確認

可用於建築物內充電而不需通風者，不

需設置機械式通風。 

四、強制通風：電動車供電設備符合第三百

九十六條之七第三款規定，並經設計者

確認可用於建築物內充電，並須通風

者，應設置機械式通風。通風應同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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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氣及排氣設備，且應永久裝設於建

築物內供外面空氣引入或排出口。僅經

特殊設計之正壓通風系統得用於經設計

者確認適用之建築物或區域。同時可被

充電之全部電動車輛，其每部之最小需

要通風量依下列規定擇一辦理： 

（一）符合表三九六之十八～一或表三九

六之十八～二之規定。 

（二）依下列公式計算最小需要通風量： 

１.單相： 

  

1718

(伏)(安)

(立方公尺/分鐘) 通風

=  

48.7

(伏)(安)

(立方英尺/分鐘) 通風

=  

２.三相： 

1718

(伏)(安) 1.732

(立方公尺/分鐘) 通風

=  

48.7

(伏)(安) 1.732

(立方英尺/分鐘) 通風

=  

（三）電動車供電設備通風系統由合格人

員設計，作為建築物總通風系統整

體之一部分者，最小需要通風量得

以符合工程研究之計算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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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前款規定設置之機械式通風設備，其

供電電路應與電動車供電設備電氣連

鎖，且於電動車充電週期內保持通電。

電動車輛之供電設備，其插座額定電壓

為單相一二五伏、電流為一五安及二○

安，應裝設開關，且機械式通風系統應

透過供電至插座之開關為電氣連鎖。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十九  屋外場所包括停車場、道路、路邊停車場、

開放式停車構造物及商業充電設施等裝設電動車

供電設備規定如下： 

一、位置：電動車供電設備應設於能直接連

至電動車輛之位置。 

二、高度：電動車供電設備之耦合裝置應設

於離停車位置之地面高度六○○公厘或

二四英寸以上，且一．二公尺或四英尺

以下處。但經設計者確認為安全充電之

場所者，不在此限。 

第六節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第一款 通則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以下簡稱太陽光電系

統），包括組列電路、變流器及控制器等，參見

圖三九六之二十～一及圖三九六之二十～二所

示，應符合本節規定。 

前項所稱之太陽光電系統不論是否具備蓄電

池等電能儲存裝置，均得與其他電源併聯或為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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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型系統，並得以交流或直流輸出利用。 

太陽光電系統之裝置，依本節規定；本節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章節規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一  本節名詞定義如下： 

一、太陽光電系統：指可將太陽光能轉換

成電能之全部組件與子系統之組合，

適合連接至用電負載。 

二、太陽能電池：指暴露於日照下，能產

生電力之基本太陽光電裝置。 

三、模板：指太陽光電系統中，將數片模

組以牢靠方式整合固定且完成配線，

設計成可作為現場組裝之單元。 

四、模組：指太陽光電系統中，由太陽能

電池、光學組件及除追日裝置外之其

他組件組成，暴露於日照下能產生直

流電力之完整且耐候之裝置。 

五、組列：指太陽光電系統中，將模組或

模板以機械方式整合支撐結構與基

座、追日裝置及其他組件，以產生直

流電力之組合體。 

六、阻隔二極體：指用以阻隔電流逆向流

入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二極體。 

七、太陽光電電源：指產生直流系統電壓

及電流之組列或組列群。 

八、太陽光電電源電路：指介於模組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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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或介於模組群至直流系統共同

連接點間之電路。 

九、太陽光電輸出電路：指介於太陽光電

電源與變流器或直流用電設備間之電

路導體（線）。 

十、變流器：指用於改變電能電壓大小或

波形之設備，亦稱為電力調節裝置

（PCU）或電力轉換系統（PCS）。 

十一、變流器輸入電路：指介於變流器與

蓄電池間之導體（線），或介於變流

器與太陽光電輸出電路間之導體

（線）。 

十二、變流器輸出電路：指介於獨立型系

統之變流器與交流配電箱間之導體

（線），或介於變流器與受電設備或

其他發電電源間之導體（線）。 

十三、太陽光電系統電壓：指太陽光電電

源或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之直流電

壓。若為多線裝設系統者，為任二

條直流導體（線）間之最高電壓。 

十四、交流模組：指太陽光電系統中，由

太陽能電池、光學組件、變流器及

除追日裝置外之其他組件組成，暴

露於日照下能產生交流電力之完整

且耐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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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子組列：指組列之電氣組件。 

十六、單極子組列：指在輸出電路中有正

極及負極二條導線之子組列。 

十七、雙極太陽光電組列：指就共同參考

點或中間抽頭，具相反極性之二組

輸出之組列。  

十八、建築一體型太陽光電系統（BIPV）：

指整合於建築物之外表或結構中，

並作為該建築物外表防護層之太陽

光電系統。 

十九、併聯型系統：指與電業之發配電網

路併聯，並可供電至該網路之太陽

光電系統。 

二十、發配電網路：指發電、配電及用電

系統。 

二十一、獨立型系統：指不併聯至電業發

配電網路之太陽光電系統。 

二十二、混合型系統：指由多種電源所組

成之系統，包括太陽光電、風力、

微型水力發電機、引擎驅動之發

電機或其他電源等，不包括發配

電網路系統及儲能系統。 

二十三、充電控制器：指應用於蓄電池充

電，可控制直流電壓或直流電流

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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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分散充電控制器：指將電力從儲

能裝置分配給連接之電網、直流

負載或交流負載之調節蓄電池充

電程序之設備。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二  太陽光電系統、設備或配線裝設於特殊場

所，應符合第五章第一節至第八節規定。 

最大系統電壓超過直流六○○伏之太陽光

電系統，應符合第七章規定及其他額定超過六

○○伏之裝設規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三  太陽光電系統之裝設規定如下： 

一、與其他非太陽光電系統之裝設：太陽

光電電源電路及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不

得與其他非太陽光電系統之導線、幹

線或分路，置於同一管槽、電纜架、

電纜、出線盒、接線盒或類似配件。

但不同系統之導體（線）以隔板隔離

者，不在此限。 

二、標示： 

（一）下列太陽光電系統之導線，於終

端、連接點及接續點應予標示。

但第三目規定之多重系統因空

間或配置可明顯辨別每一系統

之導線者，不在此限。 

１.太陽光電電源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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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太陽光電輸出電路、變流器輸入

及輸出電路之導線。 

３.二個以上太陽光電系統之導線

置於同一連接盒、管槽或設

備，其每一系統之導線。 

（二）標示方法得採個別色碼、標示

帶、標籤或其他經設計者確認

者。 

三、組群：二個以上太陽光電系統之導線

置於具有活動外蓋之接線盒或管槽，

每一系統之直流及交流導線至少應有

一處以紮線或類似之方式個別組群

後，於間隔不超過一．八公尺或六英

尺處再組群。但每一個別系統之電路

從單一電纜或唯一之管槽進入有組群

之電路者，不在此限。 

四、模組或模板之連接：應設計使其於太

陽光電電源電路模組或模板拆卸時，

不會中斷接至其他太陽光電電源電路

之被接地導體（線）。 

五、用於太陽光電系統之變流器、電動發

電機、太陽光電模組、太陽光電模板、

交流光電模組、電源電路組合器及充

電控制器等設備，應經設計者確認適

用於該用途。 



 19 

六、配線及連接：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

設備與系統、所有相關之配線及互連

應由合格人員裝設。 

七、電路路徑：建築物或構造物內之太陽

光電電源及太陽光電輸出導線，其路

徑應沿建築結構可觀測之橫梁、屋

椽、桁架、柱子等構件位置敷設。在

未被太陽光電模組及相關設備覆蓋之

屋頂區域，若電路置於事先組裝、疊

片、薄板之屋頂材料內，電路之位置

應明顯標示。 

八、雙極太陽光電系統：在不考量極性下，

二個單極子組列之太陽光電系統電壓

總和超過導體(線)及所連設備之額定

值者，單極子組列應予實體分離，且

每一單極子組列形成電力輸出電路，

應裝設於個別管槽，直至連接變流

器。每一單極子組列輸出之隔離設備

及過電流保護裝置應置於個別之封閉

體內。但經設計者確認之開關設備，

其額定為電路間最大電壓，且於每一

單極子組列有實體屏障分離隔離設備

者，得用以取代個別封閉體之隔離設

備。 

九、多組變流器：太陽光電系統得於獨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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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或構造物內部或上方裝設多組

電網併聯型變流器，並應於每一直流

太陽光電系統隔離設備、每一交流太

陽光電系統隔離設備及主要接戶隔離

設備處設標識，標示建築物所有交流

及直流太陽光電系統隔離設備之位

置。但所有變流器之隔離設備及太陽

光電直流隔離設備組群位於主要接戶

隔離設備處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四  被接地之直流太陽光電組列，其直流接地

故障保護措施裝設規定如下： 

一、接地故障偵測及啟斷： 

（一）接地故障保護裝置或系統，應能

偵測接地故障電流、啟斷故障電

流並提供故障指示。 

（二）故障電路之被接地導體（線）得

自動開啟以啟斷接地故障電流

之路徑，且同時自動開 啓該故障

電路之所有導體（線）。 

（三）以手動操作太陽光電系統主直流

隔離開關時，不得使接地故障保

護裝置動作，或導致被接地導體

（線）呈現非被接地狀態。 

二、故障電路之隔離：故障電路應以下列

方法之一予以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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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障電路之非被接地導體（線）

須自動隔離。 

（二）由故障電路供電之變流器或充電

控制器須自動停止供應電力至

其輸出電路。 

三、標示：於併聯型變流器上，或視線可

及之鄰近接地故障指示器處，應設警

告標識。若太陽光電系統包括蓄電池

組者，於蓄電池組鄰近處應設相同警

告標識。其警告標識應標示下列字樣： 

警告 

小心！觸電危險！ 

若有接地故障指示時，正常時被接地

導體（線）可能成為非被接地並呈現

帶電狀態。 

非被接地之直流太陽光電組列，應符合第

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一規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裝設接地故障

保護： 

一、裝於地面或裝於桿上之太陽光電組列

在不超過二個並聯電源電路，且所有

直流電源及直流輸出電路均與建築物

完全隔離之情況。 

二、裝設於非住宅之太陽光電組列，每一

設備接地導線線徑符合第三百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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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四十五規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五  本節有關太陽光電電源電路規定，不適用

於交流模組。 

交流模組規定如下： 

一、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太陽光電電源電

路、導體（線）及變流器，應視為交

流模組之內部配線。 

二、變流器輸出電路：交流模組之輸出應

視為變流器輸出電路。 

三、隔離設備：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

十三及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五規定

之單一隔離設備，得用於結合一個以

上之交流模組輸出。多個交流模組系

統之任一交流模組，應具備螺栓型連

接器或端子型隔離設備。 

四、接地故障偵測：交流模組系統得使用

單一偵測裝置，偵測交流接地故障，

並藉由移除供應至交流模組之交流電

力，以阻斷組列產生電力之功能。 

五、過電流保護：交流模組之輸出電路得

有過電流保護，其引接至分路電路之

導線線徑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二○安分路電路：○‧九平方公

厘或一八 AWG，佈設長度最長

至一五公尺或五○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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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安分路電路：一‧二五平方

公厘或一六 AWG，佈設長度最長

至三○公尺或一○○英尺。 

（三）二○安分路電路：二．○平方公

厘以上或一四 AWG。 

（四）三○安分路電路：二．○平方公

厘以上或一四 AWG。 

（五）四○安分路電路：三．五平方公

厘以上或一二 AWG。 

（六）五○安分路電路：三．五平方公

厘以上或一二 AWG。 

第二款 電路規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六  太陽光電系統中有關電路之電壓規定如

下： 

一、最大電壓之計算及認定：  

（一）於直流太陽光電電源電路或輸出

電路中，太陽光電系統最大電

壓，應依最低預期周溫修正計算

串聯太陽光電模組額定開路電

壓之總和。若最低預期周溫低於

攝氏零下四○度者，或使用單晶

矽或多晶矽以外之模組者，其系

統電壓之調整應依製造廠商之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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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晶矽及多晶矽模組之額定開路

電壓應乘以表三九六之二十六

所列之修正係數。太陽光電模組

說明書中已提供太陽光電模組

之開路電壓溫度係數者，不適用

之。 

（三）電纜、隔離開關、過電流保護裝

置及其他設備之電壓額定應以

最大電壓認定。 

二、直流用電電路：直流用電電路之電壓

應符合第八條規定。 

三、二戶以下住宅之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及

輸出電路，除燈座、燈具或插座外，

其系統電壓最高得為六○○伏。 

四、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之電路：二戶

以下住宅之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及輸

出電路，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之帶

電組件，應為非合格人員不易觸及。 

五、雙極電源電路及輸出電路：連接至雙

極系統之二線電路，符合下列全部條

件時，其最大電路電壓應為二線電路

導線間之最高電壓：  

（一）雙極子組列每組電路之其中一條

導線直接被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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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個雙極組列分成二個相互隔

離，且與用電設備隔離者，接地

故障或電弧故障裝置之異常動

作得切斷其與大地之連接。 

（三）每組電路連接至個別子組列。 

六、前款規定之設備應設明顯標識，標示

下列字樣： 

警告 

雙極太陽光電組列中性導體（線）或

被接地導線之切離，可能導致組列或

變流器過電壓。 

七、超過六○○伏系統之電纜及設備額定

之電壓認定： 

（一）蓄電池電路：在蓄電池電路中，

採用充電狀態下或均衡化情況

下之最高電壓。 

（二）太陽光電電路：在直流太陽光電

電源及輸出電路中，採用最高系

統電壓。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七  電路線徑選定及電流規定如下： 

一、各個電路之最大電流之計算： 

（一）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最大電流為

並聯模組額定短路電流之總和

乘以一‧二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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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為

前目並聯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

電流總和。 

（三）變流器輸出電路之最大電流應為

變流器連續輸出額定電流。 

（四）獨立型系統變流器輸入電路之最

大電流應為變流器以最低輸入

電壓產生額定電力時，該變流器

連續輸入之額定電流。 

二、安培容量及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定或

標置之規定如下： 

（一）太陽光電系統電流應視為連續性

電流。 

（二）過電流保護裝置：  

１.載流量不得小於依前款計算所

得最大電流之一‧二五倍。但

電路為含過電流保護裝置之組

合，且經設計者確認用於百分

之一百額定連續運轉者，得採

用其百分之一百額定值。  

２.端子溫度限制應符合該端子使

用說明書規定，並不得超過其

所連接終端、導體（線）或裝

置溫度額定中之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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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運轉溫度超過攝氏四○度，適

用使用說明書所載之溫度修正

係數。 

４.過電流保護裝置得依第一章第

十節規定。 

（三）導線安培容量：不得小於下列載

流量之較大者：  

１.依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之

一‧二五倍，而無以溫度修正

係數作修正。 

２.依環境以溫度係數作修正後，

按前款計算所得最大電流。 

３.依環境以溫度係數作修正後，

若有規定過電流保護裝置者，

應配合過電流保護之額定選用

導線。 

三、多重直流電壓系統：太陽光電電源具

備多重之輸出電路電壓，且共用同一

回流導線者，此共用回流導線之安培

容量，不得小於個別輸出電路過電流

保護裝置安培額定之總和。 

四、模組電路互連導線之安培容量：若採

用單一過電流保護裝置保護一組二個

以上之並聯模組電路者，每一模組電

路互連導線之安培容量不得小於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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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線額定加上其他並聯模組短路電流

一‧二五倍之和。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八  太陽光電系統之過電流保護規定如下： 

一、電路及設備：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太

陽光電輸出電路、變流器輸出電路及

蓄電池電路之導線與設備，應依第一

章第十節規定予以保護。若該電路連

接超過一個電源時，應於適當位置裝

設過電流保護裝置。 

二、太陽光電模組或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導

線線徑依前條第二款規定選定，且該

導線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免裝設過

電流保護裝置： 

（一）無並聯連接電源電路、蓄電池或

變流器反饋等外部電源。 

（二）所有電源之短路電流總和未超過

導線安培容量，或未超過太陽光

電模組銘牌上所示之最大過電

流保護裝置容量。 

三、電力變壓器：電力變壓器之每側各有

一個以上電源時，應裝有符合第一百

七十七條及第四百二十二條規定之過

電流保護裝置，並應先考慮一側為一

次側後，再考慮另一側。但電力變壓

器連接至電網併聯型變流器輸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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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其額定電流不小於變流器輸出連

續電流之額定值者，該變流器側得免

設過電流保護。 

四、太陽光電電源電路： 

（一）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得以分路或附

屬之過電流保護裝置作為過電

流保護。 

（二）過電流保護裝置應為可觸及。 

（三）附屬過電流保護裝置之設置，依

其標準安培額定值應從一安開

始至一五安，每次增加一安；超

過一五安者，應符合第四十九條

及第五十條規定。 

五、直流額定：用於太陽光電系統任何直

流部分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應為經設

計者確認用於直流電路，且有適當之

額定電壓、電流及啟斷容量者。 

六、串接之模組：太陽光電電源電路得採

用單一過電流保護裝置，以保護太陽

光電模組及互連導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九  獨立型系統之用戶配線系統，應符合獨立

型系統接戶設施規定。 

建築物或構造物之電源側隔離設備之配線

規定如下： 

一、變流器輸出：獨立型變流器之交流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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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供應交流電力至建築物或構造物

之隔離設備，其變流器輸出電流等級

得低於連接至隔離設備之計算負載。

變流器輸出額定值或替代電源額定值

應不低於連接至系統之最大單一用電

設備負載。經計算所得之一般照明負

載不視為單一負載。 

二、導線之線徑與保護：介於變流器輸出

與建築物或構造物隔離設備間電路之

導線，應以變流器之輸出額定決定其

線徑。導線應依第一章第十節規定予

以保護，並應設於變流器輸出端。 

三、單相一一○伏供電： 

（一）獨立型系統之變流器輸出得供電

一一○伏至單相三線一一○／

二二○伏之受電設備或配電

箱，該受電設備或配電箱應無二

二○伏出線口且無多線式分

路。其所有裝設中，連接至變流

器輸出端過電流保護裝置之額

定值，應小於受電設備中性導體

（線）匯流排額定值。 

（二）前目受電設備應標示下列字樣： 

警告 

單相一一○伏供電不得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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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線式分路！ 

四、反饋斷路器： 

（一）於獨立型系統或併聯型系統，以

插入式反饋斷路器連接至獨立

型變流器輸出者，應以附加固定

件固定，使其不能被拉離固定

處。 

（二）標示有電源側及負載側之斷路器

不得反饋。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  太陽光電系統之直流電源電路或直流輸出電

路，貫穿或於建築物上，其最大系統運轉電壓為

八○伏以上者，得裝設經設計者確認之直流用電

弧故障電路斷路器，且屬於太陽光電型式，或經

設計者確認為提供同等保護之其他系統組件。 

太陽光電電弧故障保護系統規定如下： 

一、具有偵測及中斷直流太陽光電電源及輸

出電路之導線、連接器、模組或其他系

統組件之連續性失效所引發之電弧故

障。 

二、使下列之一失能或切斷： 

（一）當偵測到故障時，連接至該故障

電路之變流器或充電控制器。 

（二）於電弧電路範圍內之系統組件。 

三、作動使設備失能或切斷後，以手動方式

再行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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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警示器提供電路斷路器在運轉之燈光

警示。此警示信號不得自動復歸。 

第三款 隔離設備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一  太陽光電系統之所有載流直流導體（線）

應裝設隔離設備，使能與建築物或其他構造物

內之其他導體（線）隔離。 

開關、斷路器或其他裝置之操作可能使標

示為被接地導體（線）處於非被接地及成為帶

電狀態者，不得裝設於被接地導體（線）。但符

合下列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開關或斷路器為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

十四規定之接地故障偵測系統之組

件，或為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規定

之電弧斷路器偵測／切斷之系統組

件，且於接地故障發生時，會自動切

離。 

二、開關僅用於太陽光電組列之維護，其

額定適用於任何運轉狀況下呈現之

最大直流額定電壓及額定電流，包括

接地故障情況，且僅為合格人員可觸

及。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二  隔離設備之裝設規定如下： 

一、隔離設備非作為接戶設備者，其組成

應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五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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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陽光電電源隔離開關、過電流保護

裝置及阻隔二極體等設備，得設於隔

離設備之太陽光電電源側。 

三、建築物或其他構造物之所有導體（線）

應裝有隔離設備，與太陽光電系統之

導體（線）隔離，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位置：應裝設於建築物或構造物

外部，或最接近系統導體（線）

進屋點內部之可輕易觸及處，且

非屬浴室。但符合第三百九十六

條之三十七第五款規定者，隔離

設備得遠離系統導體（線）進屋

點。 

（二）標示：每個隔離設備應永久標

示，以利辨別其為太陽光電系統

之隔離設備。 

（三）適用性：每個隔離設備應適用於

大多數之環境條件。裝設於特殊

場所之設備，應符合第五章第一

節至第八節規定。 

（四）隔離設備之最大數量：隔離設備

裝設於單一封閉體、同一群分開

之封閉體或在開關盤之內或之

上者，其開關或斷路器之數量不

得超過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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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群：隔離設備應與該系統之其

他電源系統之隔離設備組群，使

系統符合前目規定。 

四、併聯型變流器得裝設於屋頂或屋外非

輕易觸及處，並依下列規定裝設： 

（一）直流或交流隔離設備應裝設於變

流器內部或變流器外視線可及

處。 

（二）從變流器及其附加之交流隔離設

備，引出之交流輸出導線，應符

合前款第一目規定。 

（三）每一受電設備位置及所有電力電

源系統可被互連之所在位置，應

設永久固定之銘牌，標示屋內或

屋頂上之所有電力電源；具有多

個電力電源之裝置得以組群標

示。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三  變流器、蓄電池、充電控制器及其他類似

設備應裝有隔離設備，使能與所有電源之全部

非被接地導體（線）隔離。 

設備由二個以上之電源供電者，隔離設備

應組群並標示。 

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五規定之單一

隔離設備，得用於二個以上變流器或併聯型系

統交流模組之集合交流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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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四  太陽光電系統之熔線規定如下： 

一、隔離設備：若熔線二側均有電源者，

應裝有隔離設備，使能與所有電源隔

離。熔線應能獨立斷開，不受其他位

於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之熔線影響。 

二、熔線維護：若以熔線作為過電流保護

裝置係屬必須維護，不能與帶電電路

隔離者，隔離設備應裝在太陽光電輸

出電路上，且應位於熔線或整組熔線

座位置視線可及且可觸及處，並符合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五規定。若隔

離設備距過電流保護裝置超過一．八

公尺或六英尺，於過電流保護裝置位

置應設標識，標示每一隔離設備之位

置。隔離設備非為負載啟斷額定者，

應標示「有負載下不得開啟」。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五  非被接地導體（線）之隔離設備應由符合

下列規定之手動操作開關或斷路器組成：  

一、設於可輕易觸及處。 

二、可外部操作，且人員不會碰觸到帶電

組件。  

三、明確標示開或關之位置。 

四、對設備線路端之標稱電路電壓及電

流，具有足夠之啟斷額定。 

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九規定，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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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確認適合此用途之連接器者，得作為交

流或直流之隔離設備使用。 

隔離設備之所有端子在開啟位置可能帶電

者，於隔離設備上或鄰近處應明顯標示下列字

樣： 

警告 

小心！觸電危險！ 

切勿碰觸端子！ 

開啟狀態下線路側及負載側可能帶電。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六  為進行組列之裝設及維修，應採開路、短

路或不透光外罩法，使組列及部分組列失效。 

第四款 配線方法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七  配線方法依下列規定： 

一、配線系統：本規則規定管槽及電纜之

配線方法，及其他專用於太陽光電組

列之配線系統及配件，經設計者確認

者，得使用於太陽光電組列之配線。

有整合封閉體之配線裝置，其電纜應

有足夠之長度以利更換。裝設於可輕

易觸及處之太陽光電電源及輸出電

路，其運轉之最大系統電壓大於三○

伏者，電路導體（線）應裝設於管槽

中。 

二、單芯電纜：太陽光電電源電路中，太

陽光電組列內用於連接太陽光電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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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單芯電纜，其最大運轉溫度為攝

氏九○度且耐熱、耐濕，並經設計者

確認及標示適用於太陽光電配線者，

得暴露於建築物外。但有前款規定之

情形時，仍應使用管槽。 

三、可撓軟線及電纜： 

（一）連接至追日型太陽光電模組可動

部分之可撓軟線及電纜，應符合

國家標準規定，且經設計者確認

屬於防水、耐日照、耐用型之軟

線或可攜式電力電纜。 

（二）安培容量應依第九十四條規定。

但周溫超過攝氏三○度或華氏

八六度者，安培容量應依表三九

六之三十七所示修正係數調整。 

四、小線徑導線電纜：經設計者確認為供

建築物外使用之耐日照及耐濕之單芯

電纜，其線徑為一．二五平方公厘或

一六 AWG 與○．九平方公厘或一八

AWG，安培容量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

二十七規定者，得作為模組互連使

用。該電纜安培容量調整及修正係

數，應依第十六條規定。 

五、建築物內之直流太陽光電電源及輸出

電路：建築一體型或其他太陽光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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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直流太陽光電電源電路或輸出電

路，配線佈設於建築物或構造物內

者，該電路自建築物或構造物表面之

貫穿點至第一個隔離設備間，應裝設

於金屬管槽、金屬封閉體內，或採用

可供接地用之鎧裝電纜，並符合下列

規定： 

（一）屋頂下方：除太陽光電模組及關

聯設備覆蓋之屋頂表面正下方

外，在屋頂鋪板或包板二五○公

厘或一○英寸範圍內，不得配

線。於屋頂下方配線時，電路應

垂直貫穿屋頂，其下管線敷設應

與屋頂鋪板底面平行，並維持至

少二五○公厘或一○英寸之間

隔。 

（二）可撓配線方法：太陽光電電源及

輸出電路導線穿於直徑小於二

一公厘或標稱管徑四分之三英

寸之可撓金屬導線管（ＦＭ

Ｃ），或採用直徑小於二五公厘

或一英寸之鎧裝電纜，於跨越天

花板或樓板托梁時，管槽或電纜

應有與該管槽或電纜高度以上

之實體護條保護。若管槽或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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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佈設，其配線方法應緊沿建

築物表面，或以避免外力損壞之

適當方法為之。但與設備連接處

相距不超過一．八公尺或六英尺

者，不在此限。 

（三）標示：下列包括太陽光電電源導

線之配線方法及封閉體應永久

標示「太陽光電電源」字樣： 

１.暴露之管槽、電纜架及其他配線

方法。 

２.拉線盒及接線盒之外殼或封閉

體。 

３.預留之導線管開口處管體。 

（四）標示方法及位置：太陽光電電源

電路之配線系統每一區段均應

於視線可及處標示。該區段係指

被封閉體、牆、隔板、天花板或

樓板隔開者。標識之間隔不得超

過三公尺或一○英尺。 

（五）隔離設備：裝設應符合第三百九

十六條之三十二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四款規定。 

六、可撓細絞電纜：可撓細絞電纜僅能使

用端子、接線片、電氣連接裝置或連

接器作終端連接，並應確保其連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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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對導體（線）不致造成損害，且

須以包括固定螺栓型壓接接頭、熔銲

接頭或以可撓線頭接合。使用導體

（線）接合螺栓、柱螺栓或附有朝上

接頭及同等配備螺帽連接時，限用於

五‧五平方公厘或一○AWG 以下之導

線。用於超過一條導線之接頭，應予

標示。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八  經設計者確認適用於現場組裝時被隱藏之

配件及連接器，得用於現場模組或其他組列之

組件連接。 

前項配件及連接器在絕緣、溫升及耐故障

電流能力應與現場之配線相同等級，且能承受

工作環境所造成之影響。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九  連接器規定如下： 

一、構造：應有正、負極性，且與用戶之

電氣系統插座具不可互換性之構造。 

二、防護：建構及裝設，應能防止人員誤

觸帶電組件。 

三、型式：應為閂式或鎖式。用於標稱最

大系統電壓超過三○伏之直流電路，

或三○伏以上之交流電路，且可輕易

觸及者，應使用需工具解開之型式。 

四、接地構件與搭配之連接器，在連接及

解開時，應先接後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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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路啟斷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具備足夠啟斷能力而不會危害操

作人員。 

（二）需使用工具才能解開，並標示「有

負載下不可切離」或「不具備電

流啟斷能力」。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  裝設於模組或模板後方之接線盒、拉線盒及

出線盒，其裝設應能直接接近內部之配線，或利

用拆移可拆式之固定扣件及可撓性配線連接之模

組或模板，以利接取內部配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一  非接地型太陽光電電源及輸出電路符合下

列規定者，得併入太陽光電系統運轉：  

一、隔離設備：所有導線均具有本節第三

款規定之隔離設備。 

二、過電流保護：所有導線均依第三百九

十六條之二十八規定，設有過電流保

護。 

三、接地故障保護：具有接地故障保護裝

置，或符合下列規定之系統： 

（一）接地故障偵測。 

（二）接地故障顯示。 

（三）自動隔離所有導線，或使連接至

故障電路之變流器或充電控制

器自動停止供電至輸出電路。  

四、太陽光電電源導線係以非金屬外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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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芯電纜或導線裝設於管槽內，或經

設計者確認適用於太陽光電配線之暴

露單芯導線組成。 

五、非接地型蓄電池系統符合第三百九十

六條之六十第七款規定。 

六、經設計者確認適用於非接地型之變流

器或充電控制器。 

前項太陽光電電源之帶電及非被接地電路

可能暴露者，每個接線盒、連接盒、隔離設備

及裝置應標示下列字樣： 

警 告 

小心！觸電危險！ 

本太陽光電系統之直流電路導線未被

接地，可能帶電 

第五款 接地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二  太陽光電系統電壓超過五○伏二線式系統

之其中一條導線，及雙極系統之中間抽頭導

線，應直接被接地，或採其他方法使達到等效

之系統保護，且採用經設計者確認適用於該用

途之設備。但符合前條規定之系統者，不在此

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三  直流電路之接地連接，應設置在太陽光電

輸出電路之任一單點上。該接地連接點，應儘

量靠近太陽光電電源，使系統於雷擊產生突波

電壓時，能受到更好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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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二十四所述接地故

障保護裝置之系統，得由接地故障保護裝置內

建必要之被接地導線對地搭接，該裝置之外部

不得再接地。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四  設備接地導體（線）及裝置規定如下： 

一、設備接地：太陽光電模組框架、電氣

設備及導體（線）線槽暴露之非載流

金屬組件，不論電壓高低，均應符合

第二十八條規定。 

二、設備接地導線：太陽光電組列及其他

設備間之設備接地導體（線）應符合

第二十八條規定。 

三、構造物作為設備接地導體（線）：經設

計者確認用於太陽光電模組或其他設

備等金屬框架接地用之裝置，得作為

搭接暴露之金屬表面或其他設備至支

撐構造物之用。非為建築物鋼材之金

屬支撐構造物，用於接地時，應為經

設計者確認之設備接地導體（線），或

為經設計者確認之連接各區段金屬間

之搭接跳接線或裝置，並應搭接至接

地系統。 

四、太陽光電裝配用系統及裝置：用於模

組框架接地者，應經設計者確認為可

供太陽光電模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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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鄰近模組：經設計者確認用於搭接太

陽光電模組金屬框架之裝置，得用於

搭接太陽光電模組之暴露金屬框架至

鄰近太陽光電模組之金屬框架。 

六、集中佈放：太陽光電組列及構造物之

設備接地導體（線），應與太陽光電組

列導體（線）裝設於同一管槽或電纜

內。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五  太陽光電電源及太陽光電輸出電路之設備

接地導線大小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一般規定：線徑應符合第二十六條規

定，且須為二．○平方公厘或一四 AWG

以上。 

二、無接地故障保護：每條設備接地導線

之安培容量，至少應為該電路導體

（線）考慮溫度及導管內導線數修正

後安培容量之二倍。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六  太陽光電模組之設備接地導線線徑小於一

四平方公厘或六 AWG 者，應以管槽或電纜之鎧

裝保護，以免受外力損壞。但位於牆壁或隔板

之空心部分，不致受外力損壞，或已受保護免

受外力損壞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七  接地電極系統規定如下： 

一、交流系統：應符合第二十九條規定，

導線之裝設應符合第二十七條規定。 



 45 

二、直流系統： 

（一）應符合第二十六條規定，導線之

裝設應符合第二十七條規定。於

非接地系統應有接地電極導體

（線）連接至接地電極供金屬箱

體、管槽、電纜及暴露設備之非

載流金屬組件接地用。 

（二）共同接地電極導體（線）得供多

個變流器使用。共同接地電極及

其引接導體（線）之大小應符合

第二十六條規定。引接導體（線）

應以熱銲或經設計者確認用於

接地及搭接設備之連接器，連接

至共同接地電極導體（線）。 

三、兼具有交流及直流之系統：直流及交

流被接地導線間未直接連接而設置之

直流接地系統應以下列方法之一搭接

至交流接地系統：  

（一）個別直流接地電極系統搭接至交

流接地電極系統：交流與直流系

統間搭接跳接線之線徑，以既設

交流接地電極導體（線）及依第

二十六條規定選定之直流接地

電極導體（線）二者中較大之大

小為準。直流接地電極系統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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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或搭接至交流接地電極

系統之搭接跳接線，不得替代任

何交流設備接地導體（線）。 

（二）共同直流及交流接地電極：符合

第二十六條規定大小之直流接

地電極導體（線），從標示為直

流接地電極之連接點佈放至交

流接地電極。若交流接地電極為

不易觸及，直流接地電極導體

（線）係與交流接地電極導體

（線）連接，並以經設計者確認

用於設備接地及搭接之不可回

復式壓接接頭或熱熔接方式作

接續。此直流接地電極導體（線）

不得替代任何交流設備接地導

體（線）。 

（三）結合直流接地電極導線及交流設

備接地導線：無接續或不可逆接

續之結合接地導線，從標示直流

接地電極導線之連接點，沿交流

電路導線，佈放至關聯交流設備

之接地匯流排。此結合接地導線

線徑依第二十六條規定線徑中

之較大者，且依第二十七條規定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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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用前二目之方法時，既設交流

接地電極系統應符合第一章第

八節規定。 

四、前款不適用於交流太陽光電模組。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八  移除設備將造成接地電極導線與太陽光電

電源或輸出電路設備之暴露導線表面間之搭接

不連續，移除時，應裝設搭接跳接線。 

移除併聯型變流器或其他設備將造成接地

電極導線與太陽光電電源或輸出電路之被接地

導線間之搭接不連續，移除時，應裝設搭接跳

接線。 

前二項使用設備搭接跳接線時，應符合第

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六規定。 

第六款 標示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九  模組應標示端子或引線之極性、保護模組

之最大過電流保護裝置額定及下列額定： 

一、開路電壓。 

二、運轉電壓。 

三、最大容許系統電壓。 

四、運轉電流。 

五、短路電流。 

六、最大功率。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  交流太陽光電模組應標示端子或引線及下列

額定： 

一、標稱運轉交流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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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稱運轉交流頻率。 

三、最大交流功率。 

四、最大交流電流。 

五、保護交流模組之最大過電流保護裝置額

定。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一  於太陽光電隔離設備處應永久標示下列直

流太陽光電電源項目：  

一、額定最大功率點電流。 

二、額定最大功率點電壓。 

三、最大系統電壓。 

四、短路電流。 

五、若有裝設充電控制器，其額定最大輸

出電流。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二  所有併聯型系統與其他電源之併聯連接點

應於隔離設備之可觸及處，標示電源及其額定

交流輸出電流與標稱運轉交流電壓。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三  具儲能裝置之太陽光電系統，應標示最大

運轉電壓，包括任一均衡化電壓及被接地電路

導線之極性。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四  電源識別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或構造物僅有獨立型太陽光電

系統，且未連接至電業電源者，應於

建築物或構造物外部視線可及明顯處

永久標示系統隔離設備之位置及此建

築物或構造物具有獨立型電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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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或構造物具有電業電源及太陽

光電系統者，應永久標示電源隔離設

備之位置；若電業電源與太陽光電系

統之隔離設備非位於相同位置，應同

時標示二者之位置。 

第七款 連接其他電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五  含多個電源之負載隔離設備，當其位於切

斷（ＯＦＦ）位置時，應隔離所有電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六  經設計者確認用於併聯之變流器及交流模

組，始得使用於併聯型系統。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七  與發配電網路連接之太陽光電系統，當發

配電網路喪失電壓時，太陽光電系統之變流器

或交流模組應自動停止電力輸出至所連接之發

配電網路，至該發配電網路之電壓恢復為止。 

併聯型系統得當作獨立型系統，供電給前

項發配電網路切開之負載。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八  不平衡互連規定如下： 

一、單相：混合型系統及併聯混合型系統

交流模組之單相變流器，不得連接至

三相電力系統。但被併聯系統不因此

產生嚴重之不平衡電壓者，不在此限。 

二、三相：併聯型系統之三相變流器與三

相交流模組之一相以上電壓喪失或失

去平衡時，該併聯型系統之每相均應

自動斷電。但被併聯系統不因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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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之不平衡電壓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五十九  併聯型變流器之輸出端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連接： 

一、供電側：電力輸出電源得連接至接戶

隔離設備之供電側。  

二、超過一○○瓩，且符合下列全部情況

者，輸出端得於用戶區域內在一點以

上連接： 

（一）非電業電源聚合容量超過一○○

瓩，或供電電壓超過一○○○

伏。 

（二）確由合格人員從事系統之維護及

監管。 

三、併聯型變流器：併聯型變流器之輸出

端得連接至用戶任何配電設備之其他

電源供電隔離設備之負載側，且符合

下列規定： 

（一）專用之過電流保護及隔離設備：

各電源之併聯連接，應採用專用

斷路器或具熔線之隔離設備。 

（二）匯流排或導線之額定：供電電路

之匯流排或導線，其過電流保護

裝置額定安培容量之總和，不得

超過該匯流排或導線額定之

一‧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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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地故障保護：併聯連接點應在

所有接地故障保護設備之線路

側。若所有接地故障電流源流經

之設備，其具接地故障保護者，

連接點得設在接地故障保護之

負載側。連接至負載端子之接地

故障保護裝置，應經設計者確認

適用於逆送電者。 

（四）標示：內含過電流保護裝置之設

備，供電至由多重電源供電之匯

流排或導線者，該設備應標示所

有電源。 

（五）適用於逆送電流：電路若有逆送

電流者，斷路器應能適用於此情

況之運轉。 

（六）固定件：經設計者確認為併聯型

變流器逆送電流之併聯用插入

式斷路器，得省略裝設附加固定

件。 

（七）變流器輸出之連接： 

１.除配電箱安培額定不低於供電

至該配電箱之所有過電流保護

裝置安培額定之總和外，配電箱

內之連接點應設置於輸入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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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或主電路位置之反向端，即

負載端。 

２.匯流排或導線之安培額定應依

第二章第三節規定之負載適用。 

３.有串接配電箱之系統，直接連接

至併聯型變流器輸出端之第一

只過電流保護裝置額定，應納入

全部匯流排及導線額定計算之。 

（八）配電設備應永久標示下列字樣： 

警告 

變流器輸出連接過電流保護

裝置不得移位 

前項第三款所稱配電設備包括開關盤及配

電箱，係由主電源及一台以上併聯型變流器同

時供電，且該配電設備具有供應多分路或饋線

之能力。 

第八款 儲能蓄電池組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  蓄電池組之裝設規定如下： 

一、太陽光電電源依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

二裝設，其互連之蓄電池組應視為被接

地。 

二、住宅用規定：  

（一）運轉電壓：住宅用蓄電池組蓄電池

間之連接，應使其運轉電壓標稱值

小於五○伏。住宅用之鉛酸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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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不得超過二四個串聯之二伏蓄

電池。但於蓄電池例行保養時，其

帶電組件非可觸及者，蓄電池系統

電壓得採用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條

之二十六規定之電壓。 

（二）帶電組件之防護：不論電壓高低或

蓄電池組型式，住宅用蓄電池系統

之帶電組件，應加以防護，避免人

員或物品之意外碰觸。 

三、電流限制：  

（一）若蓄電池或蓄電池組列之短路電

流，超過該電路其他設備之啟斷或

耐受額定者，靠近蓄電池組之每一

電路，應裝設經設計者確認之限

流、過電流保護裝置。 

（二）以限流熔線作為限制裝置，應適用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三十四規定。 

四、蓄電池組之不導電性外殼及導電性支架： 

（一）超過二四個串聯之二伏蓄電池之溢

流、開放式鉛酸蓄電池組，不得使

用導電性外殼或裝設在導電性封

閉體內。但於任何閥調式鉛酸

（VRLA）蓄電池組或其他需鋼製外

殼以正常運轉之密閉式蓄電池

組，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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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導電性外殼頂端一五○公厘或六

英寸內無支架時，得使用導電性支

架作為非導電性外殼之支撐。 

五、串聯蓄電池電路之隔離：現場使用之蓄

電池組電路，若超過二四個串聯之二伏

蓄電池時，應具有可將每段二四個以下

串接蓄電池隔離之設施，以供合格人員

維修使用。串接蓄電池之隔離得使用無

載啟斷栓型或插入型之隔離器。 

六、蓄電池組維修隔離設備：超過二四個串

聯之二伏蓄電池之蓄電池組裝設，應具

有可將蓄電池電路系統內被接地電路導

線之隔離設備，其得採用無載啟斷額定

開關，以供合格人員維修使用。此隔離

設備不得隔離太陽光電電力系統中之其

餘被接地電路導線。 

七、超過四八伏之蓄電池組系統：在太陽光

電系統中，蓄電池組系統超過二四個串

聯之二伏蓄電池，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時，該蓄電池組系統得在導線非被接地

情況下運轉： 

（一）太陽光電組列之電源及輸出電路符

合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四十二規定。 

（二）直流及交流負載電路直接被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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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非被接地蓄電池組之主要輸入

／輸出電路導線，具有開關型隔離

器及過電流保護。 

（四）裝設接地故障偵測器及指示器。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一  充電控制規定如下： 

一、一般規定：太陽光電系統具儲能蓄電

池組者，應提供可控制蓄電池組充電

過程之設備。若太陽光電電源電路業

已設計為匹配互連蓄電池間之電壓額

定及充電電流之需求，且前述最大充

電電流乘以一小時所得之值，小於以

安培－小時為單位之額定蓄電池容量

之百分之三，或依蓄電池廠商建議

值，可免充電控制。所有控制充電過

程之調整裝置，僅為合格人員可觸及。 

二、分散充電控制器：   

（一）調整充電之單一裝置：太陽光電

系統以分散充電控制器作為調

整電池充電之單一裝置者，應設

置備用獨立裝置，防止電池過度

充電。 

（二）具直流分散充電控制器及分散負

載之電路： 

１.分散負載之額定電流應不大於

分散負載充電控制器之額定電



 56 

流。分散負載之電壓額定應大於

蓄電池之最大電壓。分散負載之

額定功率應不低於太陽光電組

列額定功率之一‧五倍。 

２.電路之導線安培容量及過電流

保護裝置額定應至少為分散充

電控制器最大額定電流之一‧五

倍。 

（三）使用併聯型變流器控制蓄電池充

電狀態，以轉移多餘電力至公用

電力系統： 

１.使用充電調節電路，應符合第三

百九十六條之二十七規定。 

２.應具有備用獨立控制蓄電池充

電過程之裝置，以供公用電力系

統停電或主充電控制器故障或

失能時使用。 

三、裝設降壓／升壓充電控制器及其他直

流電力轉換器，使對應輸入電壓之輸

出電流或輸出電壓增加或減少： 

（一）選定輸出電壓範圍時，輸出電路

導線安培容量應以充電控制器

或轉換器之最大額定連續輸出

電流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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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定輸出電壓範圍時，輸出電路

之額定電壓應以充電控制器或

轉換器之最大輸出電壓為基準。 

第三百九十六條之六十二  經確認之可撓性電纜，線徑為六○平方公

厘或二/○AWG 以上者，得用於連接封閉體內之

蓄電池端子至鄰近接線盒。可撓性電纜具重責

務型且為耐潮者，亦得使用於蓄電池封閉體內

之蓄電池組間及蓄電池間之連接。 

蓄電池用之可撓性細絞電纜僅能以包括固

定螺栓型之壓接接頭、熔銲接頭或以可撓線頭

接合之端子、接線片、裝置及連接器做終端。 

第四百九十四條  (刪除) 

第四百九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二年四月

十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四年十一月一日施行； 

一百零二年十二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四

年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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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三九六之十八～一 同時可被充電之全部電動車輛，其每部之最小需要通風量 

（立方公尺／分鐘） 

分路額定（安） 

分路電壓 

單相 三相 

110V 
220V或 

 110/220V 

190V或 

190Y/110V 
220V 

380V或 

380/220V 

15 1.0 1.9 - - - 

20 1.3 2.6 3.8 4.4 7.7 

30 1.9 3.8 5.7 6.7 11.5 

40 2.6 5.1 7.7 8.9 15.3 

50 3.2 6.4 10 11 19 

60 3.8 7.7 11 13 23 

100 6.4 12.8 19 22 38 

150 - - 29 33 57 

200 - - 38 44 77 

250 - - 48 55 96 

300 - - 57 67 115 

350 - - 67 78 134 

400 - - 77 8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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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九六之十八～二 同時可被充電之全部電動車輛，其每部之最小需要通風量  

（立方英尺／分鐘） 

分路額定（安） 

分路電壓 

單相 三相 

110V 
220V或 

 110/220V 

190V或 

190Y/110V 
220V 

380V或 

380/220V 

15 34 68 - - - 

20 45 90 135 156 271 

30 68 136 203 235 405 

40 90 181 270 313 541 

50 113 226 338 391 676 

60 136 271 405 469 811 

100 226 452 676 782 1352 

150 - - 1014 1174 2029 

200 - - 1352 1565 2704 

250 - - 1690 1958 3381 

300 - - 2029 2349 4058 

350 - - 2367 2740 4735 

400 - - 2705 3131 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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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僅供辨識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組件、電路及連接之方式，不含隔離設備、系統接地、設備接地

之說明，亦不強制所有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按此圖例設計施作。 

 

圖三九六之二十～一  太陽光電系統組件 

 

 

太陽光電電源電路 

太陽光電 

輸出電路 阻隔二極體 

 

熔線(絲) 

 
太陽能電池 

 

模組 

 
模板 

 

組列或太陽光電電源 

 

發配電網路之專用分路 

變流器輸出 

 交流模組，含變流器 

 
交流模組之組列 

 
交流模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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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圖僅供辨識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組件、電路及連接之方式，不含隔離設備、過電流保護、系統接

地、設備接地之說明，亦不強制所有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按此圖例設計施作。 

 

圖三九六之二十～二  一般系統架構下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組件 

 

 

太陽光電電源電路 變流器輸入電路 
變流器輸出 

發配電網路 

變流器 
太陽光電輸出電路 

併聯型系統 

風力、引擎發電機、微型水力

發電及其他電力電源 
 
儲能裝置、充電控制器及系統控制 

變流器輸入電路 

變流器輸出 

變流器 直流負載 

太陽光電 
輸出電路 

混合型系統 

太陽光電輸出電路 

充電控制器 

變流器輸入電路 

變流器輸出 

交流負載主電源

設備 
變流器 

直流負載主電源設備 

儲能裝置 
獨立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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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九六之二十六  單晶矽及多晶矽模組之電壓修正係數 

周溫(℃) 周溫低於 25℃(77℉)之修正係數註 周溫 (℉) 

24 - 20 1.02 76 - 68 

19 - 15 1.04 67 - 59 

14 - 10 1.06 58 - 50 

9 - 5 1.08 49 - 41 

4 - 0 1.10 40 - 32 

-1 - -5 1.12 31 - 23 

-6 - -10 1.14 22 - 14 

-1 - -15 1.16 13 - 5 

-16 - -20 1.18 4 - -4 

-21 - -25 1.20 -5 - -13 

-26 - -30 1.21 -14 - -22 

-31 - -35 1.23 -23 - -31 

-36 - -40 1.25 -32 - -40 

註：以表所列修正係數乘以額定開路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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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九六之三十七  修正係數 

周溫 

(℃) 

導體(線)之溫度額定 
周溫 

(℉) 60℃ 

(140℉) 

75℃ 

(167℉) 

90℃ 

(194℉) 

105℃ 

(221℉) 

30 1.00 1.00 1.00 1.00 86 

31 - 35 0.91 0.94 0.96 0.97 87 - 95 

36 - 40 0.82 0.88 0.91 0.93 96 - 104 

41 - 45 0.71 0.82 0.87 0.89 105 - 113 

46 - 50 0.58 0.75 0.82 0.86 114 - 122 

51 - 55 0.41 0.67 0.76 0.82 123 - 131 

56 - 60 - 0.58 0.71 0.77 132 - 140 

61 - 70 - 0.33 0.58 0.68 141 - 158 

71 - 80 - - 0.41 0.58 159 - 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