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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全国電器承装検験維護登記管理業務

聖賢訊系統講習座談合」合議純銀

一、時間：103年10月30日、31日（星期四、五）

二、地鶏：台北教師合館

三、出列席単位及人員（如附登到表）

四、主席：

103年10月30日　高科長登賢

103年10月31日　高科長登賢　　　記録：黄勝禄

五、報告事項：

（一）資拓宏宇公司報告資訊系統斬増功能o（略）

（ニ）鮭漁局報告電器承東栄、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用電設

備検験維護業法規業務説明。（略）

六、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法規及業務面提案

提案1：台電公司（若符合法規第3條時）需要登記用電場

所執照鴨？

合議決議：「電業法」第75條之1第l項規定：「装着

電力設備之工廠、板場、供公沫使用之建築物

及受電電屡属高屋以上之用電場所・慶喜専任

電鼠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検験維護業負

責維護興電業供電設債分界湛以内一般及緊

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中之「用電場所」係

指用電用戸・不包含台電公司，募集須耕理用

電場所登記；借台電公司自願蹄理登記，則由

各地方主管機開運依職権決定是否受理登記。

提案2：低屡達50珪以上之公設需要登記用電報照鴫？

合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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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低塵受電旦契約容量達50珪以上之公設非

属「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用電設備検験維護業

管理規則」第3條所列席電場所之範囲・原則

無須登記。

2．至該公設借方其他用途致布原上聞應登記範

囲之疑義・則應就其貴際用途判断是否属上聞

應登記範囲；有必要時・各地方主管機関可先

沿請台電公司現場執行人員就共用電範囲及

貴際用途先行査核確認o借縫台電公司現場執

行人員査核認符上聞應登記範囲・則即應依法

蹄理登記；侶該公設不符上聞應登記範囲，尚

請各地方主管機関以書面函復・以杜争議o

3．有閑上聞査核確認事項，諦台電公司食後行文

各匝庭産己合耕理。

提案3：用電場所以授権書授権員工出任用電場所員貴

人・但該員王君末依法登記為経理大武廠長・便

無法徒公示資料稽核是否運在職。

合議決議：依「電業法」第75條之1第l項及第2項規定，

係賊子「用電場所員貴人」維薬用電場所用電

安全之法定義務・男依「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

用電設備検験維護業管理規則」第6條第2項

規定，用電場所員貴人應為貫際管理用電場所

之人・麦各地方主管機関可依職権要求用電場

所出真相開講明文件・以利査核o

提案4：用電場所受廃止庭分後・仰持巳廃止之執照向台

電球理電力変更・幹然巳提供査拘系統給匡庭使

用・惟各地服務所偏在無法査核之情況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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廃止如同塵設o

合議決議：請台電公司行文各匝虔要求於在受理巳全部或

部分暫停用電之用電場所申請快復供電時・應

配合確認該用電場所是否初荷有設置専任電気

技術人員登記軌照o

提案5：定検表依第9條第4項第3款應載明「気候」・

惟貴務上多数検験人員表示因検瞼時間長短不
一・着闘表中之気候環境（天気、気温及澄度）等

薮接之填寓是否可免除。

合議決議：考量天気図素為影響絶縁判断反故備状況之主

要因素・麦価庶子栽明夫鼠、気温及淫度等気

候條件資料o

提案6：用電場所反共技術員於申請書資料未使用電字音

填具而取得之執照・事後発現應依郡一條法規慶

畳？

合議決議：地方主管機開封於己塀理登記之用電場所所桧

附之申請文件如有疑慮・可要求業者於一定時

間内補正（含提送佐軽資料展説明）o借核繁後

発現申請文件填報不貫・得倣「行政種序法」

第117侮規定：「違反行政庭分於法定救済期

間経過後・原産分機軸得依職権為全部或一部

之撒鏑；其上級機関，亦得為之o」抜錨原核

療之登記軌照。

提案7：電器承袈業因中央受訓課程時間調整（應有本局

或其委任単位書面説明以作為其不慮婦責於申

請人之澄明）・以致展延期限内末能取得結訓謹

書，其展延種序是否得依行政種序法第50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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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取得結訓誼明之目起10日内輔理（順延期限

不待避一年）？若同意前項・在完成展建前之執

照途期期間・該承袈業執照是否伽為有数？

合議決議：

1．封於登記執照到期御尚末派員受訓之電器承

衷業者・建議採イ固案方式庭理o由各地方主管

機関於受理前開業者展延摸照申請時・得請業

者登具切結書・敏明同意於一定期限内（如3

個月）完成受訓並補足受訓誇明後・先子換療

附條件（具期限）之登記執照0

2．地方主管機関於換繁上聞登記執照時・婿上聞

切結書内容及期限載明於登記執照上作為附

款條件・並於敏明借業者末於期限内検送受訓

澄明摸蚕登記執照・該登記執照将自動失敗○

男該吹回訓不計大乱照展延後之訓練紀錦0

3．上聞執照鮭換照後・軌照有放期限伽為原申請

展延時報照有数期限加5年計。

4．上聞切結書兵乱照附款内容帝も本局研擬範

本供各地方主管機関参考。

5．上開業者申請展延應仮親定紋納規費・男検送

受訓軽明摸蚕登記執照時・原則上仰需再綴納

摸照費用。借台湾匡電気工程工業同業会禽特

有不同意見・賂倹該合正式行文本局後再行正

式函文繹示。

提案8：用電場所依第7條検附申請書、原登記執照度底

止理由之誇明輝理廃止登記時・而中央公告申請

書上之廃止原因主要明列三伯要件：1．停止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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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款業3．契約容量変更為五十珪以下・惟高屋

及特高屋場所即使其登記之菅業主魅己停敬

業・在英電力設備偏屈高屋以上時・傭符合第3

條規定之用電場所・應不符合第　7條之廃止要

件o在此用電事貴下・是否得俵申請書及停款業

澄明准其廃止？或應依第24條請業者蹄理嬰吏？

合議決議：

1．該用電場所員貴人借以個人名義未登記・則無

停款業問題o只要供電車貫存在・即需技量専

任電気技術人員0

2．借除以公司名義登記・爾後該公司停散業但末

向台電公司申請停止供電・且砺有用電事貴，

或有供電維持之必要，各地方主管機関可要求

該用電場所於一定期間内・将負貴人嬰吏為該

用電場所所有権大武管理人（如屋主或厚東）

為義務承撰者・並由該所有権大武管理人依規

定雇用専任電気技術人員・以維護該用電場所

之安全o

3．相聞個案発生・初應以事貫判断為庭理o

提案9：有朗高屋及特高屋受電之用電場所・以地菰耕理

正式用電，是香椎其覇理電気技術人員登記o（建

築法第73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縫領得使用

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o一般以地龍城理

高屋及特高屡受電之電気技術人員登記営為臨

時用電・惟台電営業税章有一「空地供電」之規

定・亦可蹄理正式用電・並非臨時用電？）

合議決議：由於建築法規範前提要件安着建築物・而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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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営業規章所規範的空地・係指地面上無建

築物之意・並無須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所以

両者規定所規範封象不同・尚無抵簡情形o就

本提案而言・借空地有供電事貴旦為高屋及特

高屋受電之用電場所・即應向各地方主管機関

輝理専業電鼠技術人員登記。至於是否石其他

違法情事・可於核准執照同時副知相聞単位庭

理o

提案10：用電場所主要用途為余儀業・且低塵超過50千

瓦，是否需要登記専任電気技術人員？

合議決議：借倉儲業無対外営業情事・僅単純徒事余儀工

作・係属特定場所・則無須揮理登記；借倉偉

業貴際上方営業情形（如大貴場等相関公沫使

用場所）・則魔弾理登記o

提案11：若桧測時間較長（例如103．3．1－103．6．30）・右脇

高低屋電気設備定期桧測記録終末中之検測（目

期．気候）欄位・在貴訊系統之検測日朝該如何填

報？

合議決議：

1．記載検測日期係為判断用電場所是否於6個

月内進行定期桧測o借検測期間較長・則定期

検測先鋒縄表之検測日期原則上條填列「完成

目期」・共棲測期間應男行記録o男気候資料

可填列最後完成検験常夫之気候資料o

2．着闘検験附表需配合修正事項，将於修法時併

同考量o

提案12：専任電気技術人員登記為個人之高屋用戸・該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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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電気技術人員執照之電気技術人員可否多大登

記維護o

合議決議：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原則上只登記一位・以利責

任愛着o

提案13：封於用電場所供電範囲（左／右側、前／後段）無法

明確匡分署・共用電地址應如何註記・請台電協

助統一登記方式o

合議決議：請台電公司興提案単位共同研議通常之詳記方

式・以利貸方之管理o

提案14：用電場所専任技術人員登言己為イ国人・共栄俣投保

年資最終日朝興貫陳述件目期有差異的情況

下，其緩衝期間應如何計算？

合議決議：原則上以1個月為宜・然各地方主管機関得依

イ図案情事的子調整o

提案15：同一建築基地、同一用電場所名籍及同一負貴

人・可登記為同一専任電気技術人員（係指維護

業或個人登記均可）・男君該用電地址有多筆電

競資料・其系統電気設備明細表如何載明？（参

考附件七）・電検維護業用電場所庭数・其登記

維護庭所應如何計算？上述情形・借差足登記

個人・系統又該如何登載o

合議決議：

1．借用電地址有多竿電競資料時・資訊系統登載

以第1竿電競之電気設備明細資料為主・並加

註説明其為多筆電龍資料登載o

2．「専任電気接待人員及用電設債検験維護業管

理規則」第4條第2項但書・係例外允許不同

第7頁・共13頁



用電場所得設置同一位専任電気技術人員・並

非婚数個用電場所合併威同一用電場所，夏目

前賢訊系統計算用電場所方式請配合修改o

提案16：石鯛用電場所団員貴人嬰吏申請之嬰吏登記案，

是否砺須依「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用電設債検瞼

維護業管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検

附「用電場所符合第3條受電電屋及範囲規定之

誇明文件」e

合議決議：

地方主管機関依職権可要求用電場所出具相関

護明文件o

提案17：申請書表部分・建議く用電設債桧験維譲葉人員

明細表〉増加iI電機技師一一欄位・以便核封電機技

師之明細資料o

合議決議：請資拓宏宇公司配合修正o

提案18：起請各孫市主管機朗粒子電器承袈業登記執照於

103年10月起至104年4月止到期中蹄展延時・

囚無法取得「電力工程行業技術専業人員培訓」

回訓謹明暗・暫時依切結書方式輔理摸領執照，

提請商対案o

合議決議：同提案7決議輝理o

提案19：同時据任検験維護業及電器承装業両家公司之負

貴人・若具有「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検験維護業

管理規則」第五條規定之各級電気技術人員資格

者・建議可据任具申一家専任技術人員並塀理登

言己。

合議決議‥依接自前規定・電器承袈業及検鹸維護業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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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之負貴人可据任該公司電器承衷業

或検験維護業之電気技術人員。男有閲非同一

家公司之同一負貴人・該負貴人可否据任真申
一家之電気技術人員部倹・可於修法時併同討

論。

提案20‥請台電公司毎半年封有登記電気技術員之用電

戸・於電費車上加卸「請依法定期検験並送検

験報告」・以通知用電戸了解検験維護業管理規

則反技術人員執行業務o

説明：為維護用電場所安全・加強用電場所責

任及落貢用電場所定期検験及検送定検純銀送

借を・建議應多方面童等・請台電公司同意配

合於電費車上加印「請依法定期桧験並送検験

報告」o

合議決議：請台電公司研議其可行住。

提案21‥建請各孫市政府封定期桧瞼紀録結末送備査後予

以回文或登枚o

説明：一、本合食員賂定検紀録結末煉送孫市政

府及台電備査・部倹孫市政府並無回文或登枚・

易造成事後是否有送報表之争議・増加本命合

員、地方主管機関輿業主之困撞。

二、本案本命曽於99年度及100年度「全国電

器承袈桧験維護登記管理業務堅資訊系統講習

座談禽」合議提出・惟初方今員業己送出・地方

孫市政府資訊系統顧示定検純銀末送之情形。

合議決議：為方便作業・爾後請台湾匝用電設備検験維護

工程工業同業会合輯知合員・於検送定期検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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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録結末時自備済冊奥田侮・請各地方主管機

関承塀人確認後発炊o

提案22：請同意桧験維軽業可定期至孫市政府申請列印登

記維護用電場所済冊以維護権益o

説明：一、本合食員蹄理解借用電場所専任電気

技術人員並炊到地方主管機関書面函准・但合員

徒資訊系統締出維護各級電気技術人員家敦看

出並末解促・鮭拘地方主管機関解繹為資訊系統

問題〇二・為維護本命合員権益・並使検瞼維護

業貴際所維護之用電場所興資訊系統相符・請同

意検験維護業可持負貴人授権書定期（如一年一

女）向孫市政府申請列印登記維護用電場所済

冊。

合議決議：本提案請各地方主管機関依権責興業務負荷量

協助蹄理。

（二）資訊系統功能修正提案

提案1：依接「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用電設備検験維護業

管理規則」第14條規定：「依第四條規定安佐於

用電場所之専任電気技術人員・不得同時据任電

業、自用発電設備・電器承装業、検瞼維護業反

共他用電場所依法登記之職務」o建議賛訊系統

中有朗人員資格査拘興審査作業之功能・増加比

封用電場所員貴人資料o

合議決議：由於用電場所依法登記之職務並不包含其負貴

人，故賛訊系統不須修改。

提案2：依接電器承衷業管理規則第5－8條奥申請書表（申

請事項表、人員明細表）中・右脇従業人員級別

第10頁・共13頁



名籍分別為第一日及第二目・而興資訊系統之職

稲為第一類典第二類有所不同・建諦資訊系統配

合修正o

合議決議：同意蹄理並列入今（103）年度強化維護項目執

行o

提案3：建議資訊系統枚文作業斬増査拘電龍功能・避免
i用電場所重覆登記・困目前只有佐址査拘・不一

定着耕法全面節選重複資料・故建議増加査拘電

菰o

合議決議：本項建議同意蹄理・並列入明（104）年度強化維

護項目o

提案4：為能確貴掌撞業者登記資料・若電器承装業之資

料有所異動（登記申請、資料更正、軌照途期失

赦…等状況）時・建議資訊系統可毎日主動通知。

合議決議：本項建議同意耕理・亦列入明（104）年度強化

維護項目o

（三）臨時動議：

提案l：「電器承袈桧験維護系統」興「台電系統」作連

結・如営某電現在台電蹄理暫停供電登記時，則

於登入電器承製粉鹸維護系統時主動跳出「告知

此電競最新用電状況」的親笛o此功能便利南科

管理局掌握公司用電状況・以便通時提出執照変

更申請要求o（高科管理局提出）

合議決議：請台電公司函知各匝慶・於巳全部或部分暫停

用電之用電場所申請快復供電時・應先行確認

是否巳耕理用電場所専任電気技術人員登記。

提案2：用電場所新嘗用戸有朗貫際電競上遇戸興執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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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負貴人変更之問題？（桃園鼎政府提出）

合議決議：請台電公司協助提案単位依個案方式萌理o

提案3：因桃国籍婿於103／12／25升格為五轄市・地址部

分不微調整・依99年合議決議不採完全摸照，

因改制両用電場所名稲随之改変・相関規費問題

興行政機関名籍更正問題。（桃国籍政府提出）

合議決議：原則上典先前五都政制時作法一致o

提案4：以個人登記用電場所専任電気技術人員時・自前

登言己軌照上顧示該人員之身分譲線一編菰・是否

渉及個人隠私。（桃園孫政府提出）

合議決議：図本提案渉及個貴問題，後績再誇拘法律意見○

提案5：有用電場所興研委託之検験維護業合約到期，既

不績約亦不男暗合格検験維護業・地方主管機関

無法即時核准原登記維護之検験維譲葉蹄理離

職登記・用電場所若期間発生電気事故・恐造成

責任上的争議0又建請各地方主管機関厳格ね

朗・拝領退職督促用電場所補佐専任電気技術人

員並輔理嬰更。（検験維護業会合提出）

合議決議：

1．依「専任電気技術人員及用電設備検験維譲葉管

理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原登記地方主管機

関得依職権或接利害関係人検附相聞撞明文件

申請・通知該用電場所限期耕理変更登記者，僅

限該條第1項所列3種情形・借不符該3種情形・

尚難振以輝理離職登記o

2．借期間繋生電気事故，由常時登記之専任電気技

術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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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6：建議修改周電場所専任電気技術人員登記執照格

式o（南科管理局食後提出）

合議決議：資訊系統可配合修改専用登記執照版本・請南

科管理局後拘其他科学園直走否一併修改。

七、散合：中年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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