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貳~十六~2-(1)]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立契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願

依「能源管理法」及中央主管機關依同法第十條第三項頒訂

之相關子法規定，訂定購售電契約如下： 
 

第  一  條：乙方辦妥登記設置於                 
之汽電共生系統發電機組共計    組，合計裝置容量
為              瓩： 
一、乙方汽電共生系統發電機組於「汽電共生系統實施

辦法」發布施行前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自用發
電設備工作許可證，且火力、內燃力發電設備登記

為合格系統未滿十五年，氣渦輪、複循環發電設備
登記為合格系統未滿十年之機組共計    組，合
計裝置容量為     瓩，各機組設置情形如下： 

機組代號 動力別 裝置容量(KW) 合格登記系統日期 主燃料

     

     

     

     

     

     

     

     

     

     

 
二、前款以外之機組共計  組，合計裝置容量為   

瓩，各機組設置情形如下： 

機組代號 動力別 裝置容量(KW) 合格登記系統日期 主燃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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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乙方汽電共生系統發電機組所產生之電能除供自用
外，餘電概躉售予甲方。其自用範圍經甲方核定如附件

一。 
 
第  二  條：乙方之汽電共生系統與甲方系統連接時，應依經濟部訂

頒之併聯規範及甲方「汽電共生併聯技術要點」（如附
件二）辦理，並裝置所需設備。 
前項甲、乙雙方系統併聯之電壓為    仟伏。 

 
第  三  條：甲、乙雙方責任分界點如附件三，責任分界點以下之發

、供、變電設備、安全保護開關及計量電表，概由乙方

自費置備並負責管理維護，惟設置前應將其相關資料送
交甲方認可，變更時亦同。 

 

第  四  條：計量設備應經雙方會同封印，如因維護作業或其他情形
需要拆封時，應事前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對方會同辦理，
工作完畢後會同封印。 

 
第  五  條：計量電表應裝用經政府認可之度量衡檢定機關（構）檢

定合格者，且應每年校驗一次，由雙方會同辦理，費用

由乙方負擔。如有必要時，任一方當事人得要求校驗電
表，惟相關費用應由要求之一方負擔。 
前項計量電表如亦用於計量乙方向甲方申請之備用電力

者，其每年一次之定期校驗費用，由雙方各半負擔。因
校驗而拆換電表，換表作業期間，如乙方仍售電予甲方
時，該期間之售電量，以當月份之換表相同時段（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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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峰）平均每小時售電度數推
算，且不計平均售電容量。 

 
第  六  條：乙方為備發、供、變電設備機組故障及維修需要，得向

甲方申請備用電力使用，並依甲方營業規則及電價表等

有關規定辦理。 
前項發、供、變電設備機組之定期維修，原則上應安排
於非夏月期間（每年六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以外之期間

）進行，對裝置容量在十萬瓩（含）以上之機組，乙方
應於每年十月一日前提出次年起四年之發電機組維修計
畫起迄時間送甲方安排機組維修時程。惟乙方如需修改

該時程，應於每年四月三十日前提出；乙方並應於預定
開始維修日七天前提出停止要求書，送甲方確認停機維
修日期；裝置容量未達十萬瓩之機組，則乙方需於預定

開始維修日三個月前發函向乙方汽電共生系統登記設置
地點之甲方區營業處提出申請，以便甲方檢討安排乙方
機組停機日期。若乙方未於上述時限前提出申請維修，

甲方則不予安排定期維修之停機日期。 
乙方各機組於甲方檢討同意之期間進行定期維修時，應
持續進行至完成為止。乙方機組於甲方原檢討同意定期

維修計畫期間提早完成維修，併聯後三日內發生異常時
，經甲方當地區營業處查證確認屬實，可再申請維修一
次，再維修期間視為原定期維修之接續進行，惟申請再

維修時程不得逾甲方原檢討同意之定期維修計畫期間。
乙方逾甲方同意之定期維修期間完成維修或未經甲方同
意排定之期間進行維修，或其他不符本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之維修在本合約下均以非定期維修視之。 
乙方如機組臨時故障而停機檢修時，應立即通知甲方調
度部門並提供預定之停機時程。 

 
第  七  條：甲方如發生電力系統事故及系統低載期間有安全顧慮時

或因修理設備及其他之需要，乙方應配合甲方要求，暫

停或減少供應電能。 
前項甲方要求停減供應電能期間，乙方超出甲方要求出
力供應之電能，應於當月份各時段購電度數扣除，不計

購電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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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災致當地政府宣布停止上班時，乙方取得甲方調度
部門同意暫停供應電能時，其購電電費計算方式，比照

第一項甲方要求乙方暫停供應電能辦理。 
乙方機組合計裝置容量在二十萬瓩（含）以上者，如需
與甲方電力系統併聯、解聯或升、降載達五萬瓩（含）

以上之售電變化時，應事先通知甲方調度部門。 
 
第  八  條：乙方汽電共生系統安裝計量電表壹套，由雙方每月於該

地區甲方電力用電抄表日會同抄表，作為核計乙方售電
計算電費依據（乙方應每小時記錄供售甲方之售電量並
於每旬結束次日前將售電旬報以電子郵件寄送至甲方電

力調度處）。如該計量電表，因故障或其他情事不能正
確計量時，當月份售電量按正常之過去三個月售電量平
均或去年同期售電量推算。如必要裝置兩套電表時，其

故障等無法正確計量之推算方法另行協訂。 
  
第  九  條：乙方汽電共生系統供應甲方電能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

量為        瓩： 

一、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瓩發電機組
部分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為        瓩。 

二、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瓩發電機
組部分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為         瓩
（除專業處理廢棄物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外，餘以

本款發電機組裝置容量之半數為限）。 
前項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係指於保證可靠容量之尖
峰時段（週六及離峰日以外日期每日十時至十二時，十

三時至十七時，每日六小時），乙方所能保證提供甲方
之平均售電容量。 

 

第  十  條：甲方向乙方躉購電力，其購電費率按下列方式計算： 
一、在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發電

機組裝置容量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所發之電力部分： 
容量費率：夏月每瓩每月        元，非夏月每瓩

每月        元。 
能量費率：尖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半尖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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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夏月每度     元，非夏月每度      
元；週六半尖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
，非夏月每度      元；離峰時間夏月
每度      元，非夏月每度      元。 

二、前款以外乙方合格系統所發之電力部分，經乙方採

用(□內勾選)： 
□按時間電價扣除輸配電及銷管費用之計價方式計得

之購電費率： 
(一)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發

電機組超過裝置容量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所發之電
力部分： 
容量費率：夏月每瓩每月      元，非夏月每瓩

每月        元。 
能量費率：尖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半尖峰

時間夏月每度        元，非夏月每
度      元；週六半尖峰時間夏月每
度        元，非夏月每度      元
；離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非夏
月每度        元。 

(二)在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乙方合格系統

發電機組所發之電力部分： 
容量費率：夏月每瓩每月      元，非夏月每瓩

每月       元。 
能量費率：尖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半尖峰

時間夏月每度        元，非夏月每
度      元；週六半尖峰時間夏月每

度        元，非夏月每度      元
；離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非夏
月每度        元。 

□按反映替代綜合電業相當電源發電成本之計價方式
計得之購電費率： 
(一)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各

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超過裝
置容量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所發之電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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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量   費   率 

動力別
尖峰、半尖峰時間 週六半尖峰、離峰時間

火 力

內燃力

1.6959元/度(含容量

費率1.1839元/度) 0.5120元/度 

複循環

氣渦輪

2.8999元/度(含容量

費率1.0708元/度) 1.8291元/度 

當月份適用本款購電費率之尖峰、半尖峰時間購

電度數大於按下列方式計算之本契約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
、複循環氣渦輪）購電容量於尖峰、半尖峰時間

發電量時，其超出部分概按尖峰、半尖峰時間能
量費率扣除內含之容量費率之價格，作為每度購
電費率，計算該部分購電電費。 

適用本款購電費率時，本契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四)目之購電容量於尖峰、半尖峰時間發
電量，按下列方式計算： 

本契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各發電
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購電容量於
尖峰、半尖峰時間發電量（度） 

＝本契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各發
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購電容
量（瓩）×［當月份尖峰、半尖峰時數（小時

）－乙方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
渦輪）設備故障、定期檢修或其他非甲方原因
而暫停供電時數（小時）］ 

(二)在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乙方合格系統
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所發
之電力部分： 
容量費率：夏月每瓩每月      元，非夏月每瓩

每月       元。 
能量費率：尖峰時間夏月每度        元，半尖

峰時間每度          元，週六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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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時間每度        元，離峰時間每
度       元。 

夏月、非夏月、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峰時間
，依照經濟部頒布之「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規定。 

 

第 十一 條：前條購電費率計算之容量電費及能量電費，合計為當月
份購電電費，其計費有關之購電容量及購電量，依本契
約第十條第二款乙方擇定之計價方式，按下列方式劃分

（□內勾選者）： 
□按時間電價扣除輸配電及銷管費用之計價方式計得之

購電費率： 
一、購電容量(瓩)： 

(一)當月份購電容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發

電機組裝置容量（瓩）× 20％ 
(二)當月份購電容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當月份購電容量（瓩）］×［本契約第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瓩）÷ 

本契約第九條第一項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
（瓩）］｝－ 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三)當月份購電容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當月份購電容量（瓩）－ 當月份購電容量按本

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一)目之
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四)購電容量係指尖峰時段乙方同意提供之保證可靠

容量。如當月份尖峰時段每日平均售電容量未達
保證可靠容量時，除合於第十二條所列情形外，
當月份購電容量按尖峰時段每日平均售電容量之

最低值計算。 
(五)當月份實際購電容量小於按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發電機組裝置容量百分之

二十計得之數值時，則按實際數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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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款第(二)、(三)目計得之購電容量為負值時，
概按零計算。 

(七)購電容量計算至整數，小數點以下捨去不計。 
二、購電量(度)： 

(一)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購電
費率計算部分（度）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合格系統發電機

組裝置容量（瓩）× 20％ × 當月份各時段時數
（小時） 

(二)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當月份各時段購電量（度）］×［本契約第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裝置容量（瓩）÷ 本契約
第一條第一項之裝置容量（瓩）］｝－ 按本契
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

度） 
(三)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當月份各時段購電量（度）－ 當月份各時段購

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第(

一)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四)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發電機組設備

故障、定期檢修或其他非甲方原因而暫停供應電

能時，其暫停供電期間之時數，於計算當月份各
時段時數時應予扣除。乙方應於每月抄表日後三
工作天內將前述機組當月份運轉時數表（格式如

附表）及運轉紀錄提供甲方，俾甲方查對該等機
組運轉時數。 

(五)如當月份各時段之實際購電量小於按本契約第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發電機組裝置容
量計得之數值時，則按實際數值計算。 

(六)本款第(二)、(三)目計得之各時段購電量為負值

時，概按零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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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時段購電量計算至整數，小數點以下四捨五入
。 

□按反映替代綜合電業相當電源發電成本之計價方式計
得之購電費率： 

一、購電容量(瓩)： 
(一)購電容量係指尖峰時段乙方同意提供之保證可靠

容量。如當月份總表計得之尖峰時段每日平均售
電容量未達保證可靠容量時，除合於第十二條所

列情形外，當月份購電容量以總表計得尖峰時段
每日平均售電容量之最低值計算。 

(二)當月份按甲、乙雙方責任分界點裝置之計量電表

（以下稱總表）計得之尖峰時段每日平均售電容
量最低值當日，按乙方複循環、氣渦輪機組併聯
處裝置之計量電表（以下稱複循環、氣渦輪機組

電表）計得之尖峰時段平均售電容量（以下稱複
循環、氣渦輪機組平均售電容量）低於本款第(一
)目計得之當月份購電容量時，複循環、氣渦輪機

組購電容量按該項複循環、氣渦輪機組平均售電
容量計算，火力、內燃力機組購電容量，則按當
月份購電容量超出複循環、氣渦輪機組購電容量

部分計算；如該項複循環、氣渦輪機組平均售電
容量大於本款第(一)目計得之當月份購電容量時
，複循環、氣渦輪機組購電容量按本款第(一)目

計得之當月份購電容量計算，火力、內燃力機組
購電容量則按零計算。 

(三)當月份乙方各發電機組 (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

渦輪) 購電容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各

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裝置
容量（瓩）× 20％ 

(四)當月份乙方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

渦輪）購電容量適用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之購電費率部分（瓩） 
＝｛［當月份乙方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

循環氣渦輪）購電容量（瓩）］×［本契約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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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瓩
）÷ 本契約第九條第一項之尖峰時段保證可靠

容量(瓩)］｝－ 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五)當月份乙方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

渦輪）購電容量適用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二)目之購電費率部分（瓩） 
＝按本款第(二)目計得之乙方合格系統各發電機

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購電容量（
瓩）－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第(一)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瓩) 

(六)當月份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
統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實
際購電容量小於按其裝置容量百分之二十計得之

數值者，則按實際數值計算。 
(七)本款第(四)、(五)目計得之購電容量為負值時，

概按零計算。 
(八)各發電機組（火力內燃力、複循環氣渦輪）購電

容量計算至整數，小數點以下捨去不計。 
二、購電量(度)： 

(一)當月份複循環、氣渦輪機組電表計得之購電度數
低於總表計得之購電度數時，當月份複循環、氣
渦輪機組購電量，按複循環、氣渦輪機組電表計

得之購電度數計算，火力、內燃力機組購電量，
則按總表計得之購電度數超出複循環、氣渦輪機
組購電量部分計算；當月份複循環、氣渦輪機組

電表計得之購電度數大於總表計得之購電度數時
，當月份複循環、氣渦輪機組購電量按總表計得
之購電度數計算，火力、內燃力機組購電量則按

零計算。 
(二)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乙方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

力）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購電
費率計算部分（度）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乙方合格系統各

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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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量（瓩）× 20％ × 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
尖峰、週六半尖峰、離峰）時數（小時） 

(三)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乙方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
力）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

峰、離峰）各（複循環、火力）發電機組購電

量（度）］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裝置容量（瓩）÷ 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之裝置
容量（瓩）］｝－ 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

峰、週六半尖峰、離峰）各（複循環、火力）
發電機組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計算部分（度） 

(四)當月份各時段（尖峰、半尖峰、週六半尖峰、離
峰）乙方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
力）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當月份各時段（度）乙方各發電機組（複循環

氣渦輪、火力內燃力）購電量－當月份各時段

乙方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力
）購電量按本契約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第(一)目之購電費率計算部分（度） 

(五)乙方合格系統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
內燃力）設備故障、定期檢修或其他非甲方原因
而暫停供應電能時，其暫停供電期間之時數，於

計算當月份各時段時數時應予扣除。乙方應於每
月抄表日後三工作天內將各發電機組當月份運轉
時數表（格式如附表）及運轉紀錄提供甲方，俾

甲方查對該等機組運轉時數。 
(六)如當月份各時段乙方合格系統各發電機組（複循

環氣渦輪、火力內燃力）實際購電量小於按乙方

合格系統各發電機組（複循環氣渦輪、火力內燃
力）裝置容量百分之二十計得之數值者，則按實
際數值計算。 

(七)本款第(三)、(四)目計得之各時段購電量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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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概按零計算。 
(八)各時段各﹙複循環、火力﹚發電機組購電量計算

至整數，小數點以下四捨五入。 
 
第 十二 條：乙方在尖峰時段每日平均售電容量未達保證可靠容量，

有如下情形者，當月乙方容量電費，依下列方式計算： 
一、因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事由而暫停或減少供應電

能期間，乙方供應電能未達尖峰時段保證可靠容量

時，甲方不得扣減。 
二、乙方系統定期檢修，經甲方同意安排於非夏月（六

月一日至九月卅日以外之時間）期間進行者，其當

月尖峰保證容量電費應依乙方系統定期檢修天數每
日按三十分之一扣減，惟乙方應於開始定期檢修日
之前一天以前及結束檢修時，書面通知甲方，以憑

計費。 
 
第 十三 條：甲方向乙方收購餘電及乙方向甲方申請備用電力，依中

央主管機關修正公告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購電費率與備
用電力費率調整。 

 

第 十四 條：甲方每月應付購電電費，由甲方於每月抄表日後七工作
天內將金額通知乙方，並由乙方開立收據（發票）逕向
甲方請款。 

乙方未按本契約第八條規定將售電旬報送交甲方，或未
按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提供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乙方發電機組之運轉時數表及運轉紀錄，經甲方通

知限期改善，仍逾期未改善時，甲方得暫停付款。 
 
第 十五 條：乙方除於訂約時，應提供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合格汽電共

生系統之設計熱平衡圖（如附件四）外，並應定期提供
下列資料予甲方，及依甲方通知之日期，接受甲方之查
驗（查驗事項如附件五）： 

一、每月二十日前，提供上月份「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熱
能、電能之生產銷售及燃料使用量月報表」、「合
格汽電共生系統有效熱能產出比率及總熱效率月報

表」，格式如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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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年一月二十日前，提供前一年「合格汽電共生系
統有效熱能產出比率及總熱效率年報表」，格式如

附件七。 
三、每年七月下旬提供未來二年度之躉售餘電量計畫，

格式如附件八。 
乙方如屬專業處理廢棄物者，除應配合提供前項第三款
之資料予甲方外，免提供其餘資料，且無需接受甲方查
驗。 

 
第 十六 條：乙方有下列任一情事，甲方得書面通知乙方立即終止本

契約：  

一、乙方之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登記經主管機關註銷或廢
止者。 

二、乙方經主管機關核准歇業者。 
三、乙方經主管機關勒令停業者。 
四、乙方公司或工廠登記經主管機關註銷或廢止者。 
五、乙方有解散、清算、破產和解或破產宣告聲請之提

出者。 
六、乙方違反本契約第一條所定自用範圍，私自將汽電

共生系統所產生電能轉供售他人使用者。 
七、乙方違反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第十條各款事由者

或本契約第二條併聯規範。 
 

第 十七 條：乙方有下列任一情事，經甲方書面通知，逾三十日仍未
改善或該事由仍持續者，甲方得終止本契約： 
一、乙方未依本契約第二條裝置所需設備者。 
二、乙方未依本契約第三條，將其發、供、變電設備等

資料提供甲方者。 
三、乙方未依本契約第十五條及其附件格式定期提供各

項資料予甲方者。 
四、乙方連續五個月（不包括定期維修期間）未供電予

甲方者。 
五、乙方拒絕或不配合甲方查驗者。 
六、乙方經甲方查驗有不合於合格系統規定者。 
七、乙方未依本契約第七條配合暫停或減少供應電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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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本契約有效期間一年，自民國    年   月    日起，
至民國    年   月    日止。期中，雙方當事人得經

合意隨時終止。期滿前，雙方均未提出書面異議，於期
滿後再展延一年，嗣後亦同。 
本契約有關條款，如遇政府頒訂或修訂汽電共生有關法

令規定時或契約期間本契約第一條第一項乙方機組登記
合格系統日期已逾第一條第一項之年限時，應隨同修正
之。 

 
第 十九 條：因本契約所生之爭議，經雙方合意得提付仲裁，如需訴

訟，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二十 條：本契約正本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送經濟部能源局

及   縣市政府各一份備查；副本四份，甲乙雙方各

執二份存照。雙方正本應依印花稅法規定由雙方各自貼
銷。 

立契約人： 

甲方：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貴明 

乙方：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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