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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 

前言 

電業自由化與國際化已是世界潮流，為使現行電業相關法規，諸

如「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能順應國際潮

流並與國際規範相接軌，同時配合我國特有氣候、地理性及使用習性

等因素，期盼研修出符合我國特殊情況需求之電力工程技術規範。 

有鑑於我國「電業法修正草案」隨時可能立法通過頒布施行，為

使國內電力工程業之規範與國際接軌，經濟部必須對於電機技師業、

電器承裝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及重機電設備製造商等電力工程業

之規範，亦應參考國外 IEC、NEC、NESC、JEAC等相關規定，研擬

提出「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等修正草案。

因此，經濟部能源局自民國 95 年度起，預計以三年時間完成「屋內

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兩項法案之逐條修訂，

使其更符合時代之需求。 

台灣綜合研究院團隊為實際執行該計畫之負責研究機構，預期以

三年計畫時間提出「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等二法規之修正草案。第一年(95)計畫，乃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法

例進行蒐集以資參照；另對於相關立法例，如 IEC、NEC、NESC、

JEAC等，將之與現行規範架構交互比較，進而召開五場北、中、南、

東比較分析表研討會，並獲得共識而擬定以 NEC與 NESC為藍本作

為修正草案架構大方向，進而擬定「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

電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之具體新章節架構與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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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之各章節名稱除參照 NEC

外，其主要內容，經蒐集國內外文獻、法規研議、舉辦五場比較分析

表研討會及五場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研討會等、並廣泛蒐集各單位

所提供建議之籌備上，對於各新章節架構之主要內容研擬如表 1，以

便清楚明確所擬訂章節之主要內容，作為將來條文訂定之依據。 

表 1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對照表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通則 法源、適用地區 
第二節 定義 名詞釋義 
第三節 電氣裝置的要求 一般性之規定，包括導線與設備之檢驗與核准、

裝設使通道空間 
第二章 配線與保護  
第一節 接地導體之使用與識別 接地之規定、接地導體大小及接地識別 
第二節 分路 分路之一般規定、負載容量、額定電流、導線大

小、出口線規定 
第三節 幹線 幹線之負載容量、識別、導線大小 
第四節 分路、幹線與供電計算 分路、幹線及供電負載容量計算、需量因數、一

般負載與特定負載 
第五節 屋外分路與幹線 延伸於建築物、住宅之外部分路與幹線之規定 
第六節 供電 控制與保護供電設備之導線與設備及其安裝之規

定，包括架空接戶線、連接接戶線、供電設備（隔

離設備、過電流保護、接地）及進屋線 
第七節 過電流保護 高低壓設備、過電流保護之設備及裝置，包括位

置、外箱、熔絲及斷路器等 
第八節 接地 設備接地之一般要求，與系統接地之規定，接地

方式，接地導線，外箱接地，接地極等 
第九節 避雷器 屋內配線裝設，避雷器之一般般定、安裝及連接

規定 
第十節 暫態電壓突波抑制器 屋內配線安裝暫態電壓突波抑制器之規定 

第三章 配線方法與材料  
第一節 配線方法 配線方法之一般規定，包括高低壓及屋內外架空

與地下之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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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二節 一般配線之導體 導線之一般規定，包括種類、標識、絕緣、機械

強度、安培容量與使用方式 
第三節 接線盒、開關箱與電表

插座外箱 
櫥櫃、開關箱及儀表外箱之安裝與建造規格 

第四節 出口端、裝置、拉線、

接線盒、管路手孔及配

件 

各種線盒與管路主體之安及使用，有關出線盒，

裝置連接，各種外箱，材質及其配件之規定 

第五節 裝甲型電纜AC型 裝甲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六節 扁形電纜配件FC型 FC型扁平電纜組裝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

規格 
第七節 扁平型導體電纜FCC

型 
FCC型扁平導線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
造規格 

第八節 充氣間隔電纜 IGS型充氣間隔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
規格 

第九節 中壓電纜 MV型中壓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節 鎧裝電纜MC型 MC型鎧型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一節 金屬遮蔽電纜MI型 MI型金屬遮蔽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

規格 
第十二節 非金屬被覆電纜

NM,NMC,NMS型 
非金屬電纜 NM,NMC,NMS型之使用方式、裝置
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三節 電力控制盤電纜TC
型 

電力控制(電力、燈光、控制(信號))電纜之使用方
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四節 接戶電纜SE,USE型 接戶電纜 SE,USE型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
規格 

第十五節 地下幹線及分路電纜

UF型 
UF型地下幹線及分路電纜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
及建造規格 

第十六節 金屬管路IMC型 IMC 型金屬管路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式、裝置方
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七節 硬式金屬管路RMC
型 

硬式金屬管路(RMC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式、
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八節 可撓金屬導線管

FMC型 
可撓金屬導線管(FMC型) 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
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十九節 防水可撓金屬導線管

LFMC型 
不透液體可撓金屬導線管(LFMC型)與相關配件
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節 硬式非金屬管路

RNC型 
硬式非金屬管路(RNC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
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一節 高密度聚乙烯管路

HDPE型 
高密度聚乙烯管路(HDPE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
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二節 非金屬地下導管配非金屬地下導管配線(NUCC型)與相關配件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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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線 NUCC型 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三節 防水可撓非金屬導

管 LFNC型 
不透液體可撓非金屬導管(LFNC型)與相關配件之
使用方式、裝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四節 電氣金屬管(EMT
型) 

電氣金屬管(EMT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式、裝
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五節 可撓金屬管(FMT
型)  

可撓金屬管(FMT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式、裝
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六節 電氣非金屬管

(ENT型) 
電氣非金屬管(ENT型)與相關配件之使用方式、裝
置方法及建造規格 

第二十七節 輔助槽 金屬與非金屬溝槽及相關裝置之使用、安裝與結

構需求 
第二十八節 匯流排槽 進屋線、鎧線、分路匯流排槽及相關配件之使用、

安裝與結構需求 
第二十九節 電纜匯流排 電纜匯流排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定 
第三十節 多孔混凝土板管槽 多孔混凝土板管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

規定 
第三十一節 多孔金屬管槽 多孔金屬管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定 
第三十二節 金屬管導線槽 金屬管導線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定 
第三十三節 非金屬管導線槽 非金屬管導線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

定 
第三十四節 多引線出口配件 多引線出口配件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

定 
第三十五節 非金屬分岐管 非金屬分岐管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定 
第三十六節 懸吊型管槽 懸吊型管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與安裝之規定 
第三十七節 表面金屬管槽 表面金屬管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安裝與建造

規格 
第三十八節 表面非金屬管槽 表面非金屬管槽及其相關配件之使用、安裝與建

造規格 
第三十九節 地板下管槽 地板下管槽之使用與安裝規定 
第四十節 電纜架 電纜架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與建造規格 
第四十一節 隱藏式磁珠與管路

配線 
隱藏式磁珠與管路配線之使用方式、裝置方法與

建造規格 
第四十二節 吊線支撐配線 吊線支撐配線之使用、安裝與施工規範 
第四十三節 絕緣體上之裸線 絕緣體上之裸線之使用、安裝與施工規範 

第四章 一般使用器具 (設備)  
第一節 軟線與電纜 軟線與電纜之一般基本需求、應用與建造規格，

包括種類、安培容量、標記等 
第二節 燈具配線 燈具之一般性需求與建造規格，包括種類、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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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容量、最小尺寸等 

第三節 開關 開關之安裝，結構一般需求，包括低壓開關、斷

路器、手控開關等 
第四節 插座、軟線連接頭與附

加插頭 
插座、軟線連接頭與附加插頭之額定、種類與設

置 
第五節 配電盤與配電箱 配電盤與配電箱之分類、裝置方法、建構規格 
第六節 工業用控制盤 一般使用在 600伏以下操作的工業控制面板之定

義、安裝、建構規格 
第七節 燈具配件、燈座及電燈 燈具、燈座、吊燈、電孤燈、放電燈或燈具之配

線及設備以及照明軌道之安裝及結構 
第八節 低於30V電壓電燈操作

系統 
不超過 30V以下運作的照明系統及其相關配件 

第九節 用電器具 住宅使用之電器的如烹飪電器、加熱電器、蓄水

熱水器及特殊電器如廚房垃圾處理機等之安裝、

設置、構造、標記等規定 
第十節 固定式電氣空間加熱設

備 
固定電動空間加熱設備之分路、設置、控制與保

護等規定 
第十一節 戶外固定式除冰裝置

及融雪設備 
使用於馬路、人行道、階梯或排水系統、橋樑、

屋頂或其他結構上之加熱系統之安裝、使用、控

制與保護之規定 
第十二節 管路或容器固定電氣

加熱設備 
適用於液體輸送管或容器中使用之電氣加熱系統

之安裝與使用，包括安裝、連接、控制與保護等

之規定 
第十三節 電動機、電動機電路

與控制器 
包含有關電動機、電動機分路、幹線及其保護、

過載保護、控制電路、控制器和控制中心之規定 
第十四節 空調與冷凍設備 適用於電動機驅動之空調與冷凍設備，有關分

路、安裝、隔離及過載保護、設備相關之規定 
第十五節 發電機 適用於發電機之安裝、位置、過電流保護及安培

容量等規定 
第十六節 變壓器與變壓器室

(包括二次連接電路)  
所有變壓器安裝之規定，包括 I.一般規定如變壓器
種類、過電流保護、連接、標示、空間 II.適用不
同變壓器之特別規定如乾式變壓器、油浸式變壓

器 III.變壓器配電量之相關規定 
第十七節 換相機 規定換相機之安裝與使用，包括導線、過電流保

護、隔離設備、連接識別等 
第十八節 電容器 電容器設備安裝與使用之規定，包括未滿 600 伏

特以及 600伏特以上之電容器，有關標示、保護、
連接、開關等規定 

第十九節 電阻器與電抗器 電路電阻器與電抗器安裝之規定，包括未滿 600
伏特以及 600伏特以上之電阻器與電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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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二十節 蓄電池 蓄電池之固定安裝，包括配線、接地、排氣孔等

之規定 
第二十一節 標稱電壓超過

600V之設備 
對操作於 600伏特以上設備要求之規定，包括啟
斷裝置、金屬封裝電力開關設備、可移動或可攜

式設備之要求 
第五章 特殊場所  
第一節 危險 (分級)場所 訂定本章第一節(500)至第五節(504)有關電氣、設

備及配線適用於本章所列各種危險場所之分類之

一般規定 
第二節 第I級場所 適用於第 I級場所因可燃性氣體、可燃性蒸氣或液

體之危險場所有關電氣設備及配線之規定 
第三節 第II級場所 適用於第 II級場所因有易燃性塵埃，而有火警式

爆炸之危險性場所有關電氣設備及配線之規定 
第四節 第III級場所 適用於第 III級場所因可燃性纖維或飛塵可能存有

火災或爆炸之危險性場所有關電氣設備及配線之

規定 
第五節 本質安全系統 本質安全儀器，配線及用於第 I、II、III級場所之

系統安裝之規定 
第六節 第I級 0、1、2區場所 第 I級場所 0、1、2區域因可燃性氣體、蒸汽或液

體可能存在火災或爆炸危險性場所相關之電氣設

備與配線之規定 
第七節 區域20,21,22場所含易

燃性塵埃、纖維與飛絮 
區域 20,21,22及含有易燃性塵埃、纖維與飛絮場
所之電氣設備與配線之規定 

第八節 危險 (分級)場所-特定 因有危險性物品存放有關之規定列於 511~517條
文中 

第九節 商業修車廠、修理與存

儲 
商業修車廠、維修操作與停放場所之配線與設

備、安裝與使用 
第十節 飛機棚 存放飛機之建築物之配線與設備之安裝與使用 
第十一節 電動機燃料分配設備 電動燃料分配設備之配線與設備之安裝與使用 
第十二節 大容量貯存場 建築物中有經儲藏、導管、管線、儲藏車等接受

可燃性液體有關配線與設備之規定 
第十三節 應用噴水、浸水及塗

鍍製程 
透過噴灑、浸染及塗裝過程施用可燃性液體有關

配線與設備之規定 
第十四節 醫療設備 醫療場所有關電力裝設準則包括項目有 I.通則 II.

配線與保護 III.必要之電力系統 IV.麻醉場所 V. 
X光設備隔離電力系統等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集會場所 規範建築物其設計在 100人或超過 100人之集合
場所供會議、誤樂飲食，候車使用目的有關配線

方式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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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十六節 劇院、電影及電視播

放觀眾區及類似場所 
劇院、電影及電視播放觀眾區、演奏區等包括室

內或室外有關照明、移動與固定式舞台配線以及

化妝室之規定 
第十七節 嘉年華會、馬戲團表

演、展覽會等類似活動 
嘉年華會、馬戲巡迴表演、展覽會等移動式佈線

與設備之安裝，包括電源供應、佈線式、接地與

結合等相關之規定 
第十八節 影視劇院及類似場所 電視劇院或類似場所包括交易場所、工廠、實驗

室、舞台或影片沖洗編輯等場所有關配電設備之

裝置、保護等相關規定 
第十九節 電影放映室 電影放映室使用放映機、白熾燈、弧光燈等專業

或非專業設備有關配線、保護、接地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製造工廠建築物 有關製造工廠建物與建物元件包括結構、電氣、

機械、配管不防火系統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農業用建築物 農場建物有關進屋線、幹線分路到農業用電相關

之規定 
第二十二節 移動式房屋、組裝

式房屋及移動式房屋

停車場 

移動式或組合式房屋及停車場有關電氣導線、設

備之安裝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三節 野營旅遊車與野營

旅遊車停車場 
安裝野營旅遊車與停放場內有關電氣安裝相關之

規定 
第二十四節 拖車停車場 拖車停放場有關供電系統配線、設備、安裝、測

試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節 浮動建築物 對於浮動建築物有關佈線、供電、線路及接地等

相關之規定 
第二十六節 船泊站與修船廠 碼頭內固定或浮動船泊站、造船廠、船庫、維修

廠等有關電氣安裝配線、保護、接地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七節 臨時設施 對於臨時性供電電源與燈具設備安裝、使用之規

定 
第六章 特殊器具（設備）  
第一節 電子招牌與外框照明設

備 
電子招牌與外框照明設備包括螢光燈、放電燈等

設備與安裝相關之規定 
第二節 工業配電系統 使用於工業配電系統有關支線電路、遙控、通信

等安裝之規定，包括電纜或導管、照明等相關規

定 
第三節 辦公室設備(包含電燈

及其接線)  
隔板組成辦公室內安裝電氣設備，照明與配電系

統之相關規定 
第四節 起重機及捲揚機 吊車、起重機及其滑道有關之電力設備與配線安

裝之規定，包括一般規定、配線、啟斷工具、保

護設備、控制與接地等相關規定 
第五節 昇降電梯、昇降機、電升降機、電動扶梯、移動式走道等電源設備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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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扶梯、移動式走道 裝，包括佈線、安裝、超載保護、啟斷與控制、

接地、緊急情況等相關規定 
第六節 電動車充電系統 電動車充電系統安裝設置之相關規定，包括佈線

方法、設備建造、電源設備位置之要求等 
第七節 電焊機 電焊機包括電弧焊接、電阻焊接等設備，有關導

線、過流、超載保護、啟斷與接地、標記等之規

定 
第八節 影音設備、放大器及複

製設備 
影音設備、放大器及複製設備有關設備與線路之

安裝規定，包括導線、連接、接地、電纜使用、

導管或管道、線路保護等 
第九節 資訊技術設備 資訊技術設備有關特殊要求與電源線路、接地、

標示等規定 
第十節 敏感性電子設備 敏感性電子設備上附加系統之安裝與佈線，包括

佈線方法、接地、照明、插座等之規定 
第十一節 管風琴 電力操作的管風琴之電路及元件之要求，包括接

地、導線、安裝與過電流保護等 
第十二節 X線設備 包括所有頻率及電壓之 X光設備之安裝、控制、

保護與接地、變壓器與電容器等相關之規定 
第十三節 感應與電介質加熱設

備 
建造和安裝各種電介質加熱、感應加熱及其他之

加熱設備有關安裝與設備之規定，包括安裝、容

量、電流超載保護、接地、標籤等規定 
第十四節 電解電池 電解電池有關電力供應與配件安裝之規定，包括

導線、電流過載保護、直流加工電力供應等相關

規定 
第十五節 電鍍 電鍍使用電氣設備及其附屬元件之安裝規定，包

括佈線方式、斷啟及過電流保護等規定 
第十六節 工業用機械 工業機具供電導體之定義、名稱、尺寸與過電流

保護裝置 
第十七節 電力導引或電力控制

之灌溉機器 
電力驅動或控制之灌溉機具設備有關之規定，包

括電纜、導體、控制板接地、過電流保護等 
第十八節 游泳池、噴水池及類

似設備 
游泳池、噴水池及類似裝置之接線與設備，包括

安裝、接地、間隔、永久式水池、收藏式水池、

噴泉、水按摩浴缸等設備安裝相關之規定 
第十九節 自然與人工水上設施 水塘、魚池、醫療用池等有關安裝、配線、接地、

保護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整合電力系統 整合式電氣系統有關位置、接地、控制電路氣相

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太陽光電系統 太陽光電系統之安裝與其他電源之連接與輸出之

規定，包括 I.總則 II.電路規定 III.隔離設備 IV.
接線方法 V.接地 VI.標示 VII.連接其他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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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VIII.儲電電瓶等 

第二十二節 燃料電池系統 燃料電池動力系統之安裝要求，包括一般規定、

電路要求、隔離裝置、接線方法、連接其他電源

等之規定 
第二十三節 消防泵 消防泵與電源連接、控制切換之規定，包括引接

電源、隔離裝置、變壓器、過電流保護、接戶導

線、控制器等 
第七章 特殊狀態  
第一節 緊急系統 緊急供電系統之安裝、運作與維護之規定，包括

通則、電路配線、電力來源、緊急照明電路之控

制及過電流保護等之規定 
第二節 法規規定備用電力系統 法定備用電力系統包括電路與設備之安裝、運作

與維護之規定 
第三節 選擇性備用電力系統 選擇性備用電力系統之安裝與操作 
第四節 電力電源互聯系統 一個或多個電力系統相互併聯之安裝規定，包括

額定容量、隔離設備、過電流保護與接地之規定 
第五節 低於50V操作設備與電

路 
運作低於 50伏特之直接或交流設備之安裝規定 

第六節 分類1、2、3遙控、信
號及電力限制迴路 

獨立於設備或電器之外的遠端控制、訊號與限流

電路之規定 
第七節 儀表盤電纜ITC型 儀表使用之儀表板電纜及 150伏特以下電壓與 5

安培以下操作控制電路之使用、安裝與施工規範 
第八節 火警警報系統 火警系統接線與設備之安裝包括控制與供電電路

之規定如電纜、接地、電路識別、保護設備等 
第九節 光纖電纜及管槽 光纖電纜與槽板之安裝，包括電纜類別、接地、

使用之槽板、保護措施等之規定 
第十節 常閉環路與程式化電力

配電 
能源控制設備與公用設備間由傳輸訊號裝置共同

控制之配電系統安裝之規定 
第八章 通訊系統  
第一節 通訊電路 電話、電報、火警系統外部接線等與類似中央站

系統之安裝方法與維護，包括架空或地下電纜之

施工、接地方法、保護等之規定 
第二節 廣播及電視設備 廣播及電視設備之天線、連接電線電纜安裝之規

定 
第三節 社區天線電視與廣播分

配系統 
社區電視（CATV）系統中無線電頻道之中軸電纜
安裝與分配 

第四節 區域網路通訊系統 區域網路寬頻通訊系統、電纜與設備安裝之規定 
第九章 表格 相關圖、表 
第十章 附則 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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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屋內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章節總說明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自 41年 8月 18日經台工字第 4270號令

發布施行後，曾於 79年 8月 20日及 88年 4月 14日二次修正施行，

茲因應時代脈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及考量我國現有電力市場結

構，為使現行電業相關法規，諸如「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及「屋外供

電線路裝置規則」等，能順應國際潮流並與國際規範相接軌，同時配

合我國特有氣候、地理性及使用習性等因素，期盼研修符合我國特殊

情況需求之電力工程技術規範，援擬具「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草案，

計 10章 141節，其章節要點如次： 

(一)現行章節共分 11章 60節 525條，修正章節共分 10章 141節。 

(二)本規則之法源依據、適用地區、名詞釋義及其他一般性規定。(草

案第一章) 

(三)接地、分路、幹線、過電流保護、避雷器及暫態電壓突波抑制

器等相關配線、保護裝置規定。(草案第二章) 

(四)配線、導線、接線盒、電纜、金屬管路、非金屬管路、匯流排

等相關配線方法與材料施工規範。(草案第三章) 

(五)一般使用器具設備，如軟線、開關、配電盤、工業用控制盤、

燈具配件、燈座、低於 30V電壓電燈操作系統、電燈電動機、

電動機電路與控制器標稱電壓超過 600V 之設備等相關裝置規

範。(草案第四章) 

(六)特殊場所之分級與線路裝置規範。(草案第五章) 

(七)特殊器具(設備)之配電系統裝置規範。(草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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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狀態之供電系統裝置維護規範。(草案第七章) 

(九)通訊系統，如通訊電路、廣播及電視設備、社區天線電視與廣

播分配系統及區域網路通訊系統等相關裝置規範。(草案第八

章) 

(十)相關圖表、施行日期。(草案第九、十章) 

表 2  「屋內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章節對照表 

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一、 現行章次。 
第一節 通則 第一節 通則 一、 現行節次。 

二、 現行第一章第一節通則(第一
至六條)部分內容納入修正章
節第一章第三節電器裝置的

要求。 
第二節 定義 第二節 名詞釋義 一、 節次變更 

二、 條文修訂時增加內容。 
三、 現行第一章第二節名詞釋義

(第七條)部分內容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第七條納入本節。 

第三節  電氣裝置
的要求 

第三節 電壓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一章第一節通則(第一

至六條 )、第三節電壓 (第八
條)、第四節電壓降(第九條)、
第七節電路之絕緣(第十條)等
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至六條、第八

至十條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電壓降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四節電壓降納

入修正章節第一章第三節電

器裝置的要求。 
 第五節 導線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五節導線納入

修正章節第三章第二節一般

配線之導體。 
 第六節 安培容量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六節安培容量

(第十六條)納入修正章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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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章第二節分路。 

 第七節 電路之絕緣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七節電路之絕

緣納入修正章節第一章第三

節電器裝置的要求。 
 第八節 接地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八節接地(第二
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納入修正
章節第二章第一節接地導體

之使用與識別。 

 第九節 低壓開關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九節低壓開關

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三節

開關。 
 第十節 過電流保護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十節納入修正

章節第二章第七節過電流保

護。 
 第十一節  漏電斷路

器之裝置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十一節漏電斷

路器之裝置(第五十九至六十
三條)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
二節分路。 

 第十二節  配電盤及
配電箱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十二節配電盤

及配電箱納入修正章節第三

章第三節接線盒、開關箱與電

表插座外箱、第三章第四節出

口端、裝置、拉線、接線盒、

管路手孔及配件、第四章第五

節配電盤與配電箱、第四章第

六節工業用控制盤。 
 第十三節  導線之標

示及應用 
一、 本節刪除。 
二、 現行第一章第十三節導線之

標示及應用(第六十九至七十
六條)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
一節接地導體之使用與識別。 

第二章 配線與保護 第二章 電燈及家庭用
電器具 

一、 章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二章電燈及家庭用電

器具、第三章低壓電動機、電

熱及其他電力工程等納入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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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三、 現行第二章電燈及家庭用電

器具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一

般使用器具(設備)。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一節  接地導體

之使用與

識別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一章第八節接地(第二

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一章
第十三節導線之標示及應用

(第六十九至七十六條)等納入
本節。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燈具

配線相關規範納入修正章節

第四章第二節燈具配線；插座

相關規範納入第四章第四節

插座、軟線連接頭與附加插

頭；燈具配件相關規範納入第

四章第七節燈具配件、燈座及

電燈。 
四、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相關

部分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

九節用電器具。 
五、 現行規定如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七條、第六十九至七十六條

等納入本節。 
第二節 分路 第二節 花線 一、 章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二章第二節花線納入

修正章節第四章第一節軟線

與電纜。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第七十八

至九十二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二章第三節分路與幹

線 (第一百零二至一百零八
條)，分開編排分別納入修正章
節第二章第二節分路及第二

章第三節幹線。 
五、 現行第一章第六節安培容量

(第十六條)、第一章第十一節
漏電斷路器之裝置(第五十九
至六十三條)納入本節。 

六、 現行規定如第十六條、第五十

九至六十三條、第七十八至九

十二條、第一百零二至一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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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八條等納入本節。 

七、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節 幹線 第三節 分路與幹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二章第三節分路與幹

線(第一百零九至一百十條)，
分開編排分別納入修正章節

第二章第二節分路及第二章

第三節幹線；部分條文另列一

節，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四

節分路、幹線與供電計算。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零九至一

百十條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分路、幹線

與供電計

算 

第四節 放電管燈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二章第四節納入修正

章節第六章第一節電子招牌

與外框照明設備。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三節分路與幹

線(第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三
條)之部分條文另列一節，納入
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十一至一

百二十三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節  屋外分路

與幹線 
第五節 屋外電燈裝置

工程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節次內容範圍較小，應予

補充。 
三、 現行第二章第五節屋外電燈

裝置工程(第一百三十至一百
四十六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三十至一

百四十六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六節 供電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八章第一節通則(第四
百四十五至四百四十八條)、第
二節接戶線施工要點(第四百
四十九至四百七十一條)納入
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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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三、 現行第七章高壓受電設備及

第七章第二節高壓受電裝置

(第四百零八至四百十四條)納
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零八至四

百十四條、第四百四十五至四

百七十一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過電流保護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一章第十節過電流保

護(第四十七至五十八條)、第
三章第二節低壓電動機(第一
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條)、第七
章第五節高壓電動機(第四百
二十三至四百二十八條)等有
關過電流保護規定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四十七至五十

八條、第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

十條、第四百二十三至四百二

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第八節 接地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一章第八節接地(第二
十四至二十九條)納入修正章
節第二章第八節接地。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十四至二十

九條等納入本節。 
第九節 避雷器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七章第七節避雷器(第
四百三十九至四百四十四條)
納入本節。 

三、 美國NEC含未滿 1000伏特及
1000伏特以上之電路。 

四、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三十九至

四百四十四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節 暫態電壓突

波抑制器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章節未有此規範。研討會

(南區)建議納入。 
第三章 配線方法與

材料 
第三章 低壓電動機、

電熱及其他電

力工程 

一、 章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低壓配線方法納

入修正章節第三章配線方法

與材料。 
第一節 配線方法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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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二、 NEC含 0∼600伏特及 600伏

特以上電壓；現行第四章第一

節通則(第一百八十六至一百
九十一條)及第七章第一節通
則(第三百九十七至三百九十
九條及第四百零二條)納入本
節。 

三、 NEC含地下安裝；現行第八章
之一地下配線(第四百八十四
條之一至四百八十四條之三)
中部分條文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八十六至

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九十七

至三百九十九條、第四百零二

條、第四百八十四條之一至四

百八十四條之三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節 一般配線之

導體 
第二節 低壓電動機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三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七

節過電流保護、第四章第一節

軟線與電纜、第四章第十三節

電動機、電動機電路與控制

器、第六章第四節起重機及捲

揚機、第六章第五節昇降電

梯、昇降機、電扶梯、移動式

走道。 
三、 現行第一章第五節導線(第十

至十五條)、第一章第六節安培
容量(第十六至十七條)納入本
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十至十七條等

納入本節。 
第三節 接線盒、開

關箱與電

表插座外

箱 

第三節 電熱裝置 一、節次變更。 
二、現行第三章第三節電熱裝置納

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十節固

定式電氣空間加熱設備、第六

章第十三節感應與電介質加

熱設備。 
一、 現行第一章第十二節配電盤

及配電箱(第六十六至六十六
條之一條)部分條文納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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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二、 現行規定如第六十六至六十

六條之一條等納入本節。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出口端、裝

置、拉線、

接線盒、管

路手孔及

配件 

第四節 電焊機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三章第四節電焊機納

入修正章節第六章第七節電

焊機。 
三、 現行第一章第十二節配電盤

及配電箱(第六十八條)、第四
章第五節金屬管配線(第二百
二十六條)、第四章第六節非金
屬管配線(第二百四十七條)納
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六十八條、第二

百二十六條、第二百四十七條

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節  裝甲型電

纜 (AC
型) 

第五節 低壓變壓器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三章第五節低壓變壓

器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十

六節變壓器與變壓器室(包括
二次連接電路)。 

四、 現行第四章第九節鉛皮電纜

配線(第二百六十至二百六十
五條)納入本節。 

五、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六十至二

百六十五條等納入本節。 
第六節  扁型電纜

配 件 (FC
型) 

第六節 低壓電容器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三章第六節低壓電容

器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十

八節電容器。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扁平型導

體 電 纜

(FCC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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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節 充氣間隔電
纜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九節 中壓電纜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節  鎧裝電纜

(MC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將各種不同類型電纜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四章第九節鉛皮電纜

配線(第二百六十至二百六十
五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六十至二

百六十五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一節  金屬遮

蔽電纜

(MI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節 MI 電纜裝

置(第二百六十六至二百七十
四條)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六十六至

二百七十四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二節  非金屬

被覆電

纜 (NM, 
NMC, 
NMS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八節低壓 PVC

電纜、交連 PE電纜、EPR電
纜及 PE電纜配線(第二百五十
四至二百五十九條)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五十四至

二百五十九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三節  電力控

制盤電

纜 (TC
型) 

 、 本節新增。 
、 NEC將電力控制電纜列一節。 
、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四節  接戶電

纜 (SE, 
USE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八章低壓接戶線、進屋

線及電鍍表工程第一節通則

(第四百四十五至四百四十六
條)、第二節接戶線施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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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四百六十一條)部分條文納
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四十五

條、第四百四十六條、第四百

六十一條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地下幹

線及分

路電纜

(UF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八章之一地下配線(第

四百八十四條之一至四百八

十四條之八)部分條文納入本
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八十四條

之一至四百八十四條之八等

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六節  金屬管

路(IM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七節  硬式金

屬管路

(RM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依不同材質金屬管分列

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四章第五節金屬管配

線(第二百二十一至二百二十
九條)部分條文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二十一至

二百二十九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八節  可撓金

屬導線

管

(FM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四節金屬可

撓導線管配線(第二百九十二
條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

十八)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九十二條

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十

八等納入本節。 
第十九節  防水可

撓金屬

導線管

(LFM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依不同材質金屬管分列

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四章第十四節金屬可

撓導線管配線(第二百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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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條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

十八)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九十二條

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十

八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硬式非

金屬管

路

(RN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依不同材質金屬管分列

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四章第六節非金屬管

配線(第二百三十九至二百四
十八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三十九至

二百四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高密

度聚乙

烯管路

(HDPE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二節  非金
屬地下

導管配

線

(NUC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三節  防水
可撓非

金屬導

管

(LFNC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四節  電氣
金屬管

(EMT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規定將 EMT 管相關規範

列於第四章第五節。 
三、 現行第四章第五節金屬管配

線(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
十三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二十一

條、第二百二十三條等納入本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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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節  可撓

金屬管

(FMT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依不同材質金屬管分列

不同節次。 
三、 現行第四章第十四節金屬可

撓導線管配線(第二百九十二
條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

十八)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九十二條

之十一至二百九十二條之十

八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六節 電氣非

金屬管

(ENT
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七節 輔助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366 輔助槽包括金屬、非

金屬附屬溝槽。 
三、 現行第四章第四節木槽板配

線(第二百零八至二百十八條)
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零八至二

百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八節 匯流排

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二節匯流排

槽配線(第二百八十五至二百
九十二條)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八十五至

二百九十二條等納入本節。 
第二十九節  電纜

匯流排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節  多孔混

凝土板

管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導線管槽依材質不同分

列不同節次。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一節  多孔  一、 本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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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金屬管

槽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二節  金屬

管導線

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一節導線槽

配線包括金屬管與非金屬管。 
三、 現行第四章第十一節導線槽

配線(第二百七十五至二百七
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七至二百

七十九條、第二百八十至二百

八十二條、第二百八十三至二

百八十四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七十五至

二百七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七

至二百七十九條、第二百八十

至二百八十二條、第二百八十

三至二百八十四條等納入本

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三節  非金

屬管導

線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一節導線槽

配線(第二百七十九條之一、第
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七十九條

之一、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等

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四節  多引

線出口

配件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五節  非金

屬分岐

管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六節  懸吊

型管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七節  表面

金屬管

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十八節  表面

非金屬

管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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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三十九節  地板

下管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十節 電纜架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含未滿 2000 伏及 2000
伏以上電纜使用電纜架。 

三、 現行第四章第七節電纜架裝

置(第二百四十九至二百五十
三條)適用 600伏以下、第七章
第三節高壓配線(第四百十五
條)之高壓電纜部分條文，合併
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四十九至

二百五十三條、第四百十五條

等納入本節。 
第四十一節 隱藏式

磁珠與

管路配

線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394 含磁管；現行條文僅

規範磁珠配線。 
三、 現行第四章第三節磁珠配線

(第一百九十七至二百零七條)
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九十七至

二百零七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十二節 吊線支

撐配線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章第八節電纜配線

第二百五十五條列有吊線架

設電纜項目。 
三、 現行第四章第八節低壓 PVC

電纜、交連 PE電纜、EPR電
纜及 PE電纜配線(第二百五十
五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五十五條

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十三節 絕緣體

上之裸

線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為礙子上之裸線；現行第

四章第三節磁珠配線為被覆

線。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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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四章 一般使用器

具(設備) 
第四章 低壓配線方法 一、 章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低壓配線方法納

入修正章節第三章配線方法

與材料。 
三、 現行第二章電燈及家庭用電

器具、第三章低壓電動機、電

熱及其他電力工程、第七章高

壓受電設備、高壓配線及高壓

電機器具等納入本章。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一節 軟線與電纜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軟線與電纜含燈具軟線
與電梯電纜等配線。 

三、 現行第四章第一節納入修正

章節第三章第一節配線方法。 
四、 現行第二章第二節花線(第九

十三至一百零一條)、第三章第
二節低壓電動機(第一百六十
四條)可撓電纜設施等相關規
範納入本節。 

五、 現行規定如第九十三至一百

零一條、第一百六十四條等納

入本節。 
六、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節 燈具配線 第二節 磁夾板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部分相關規定納入修正章

節第四章第十四節。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第七

十七至八十一條)燈具配線相
關規範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七十七至八十

一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節 開關 第三節 磁珠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三節磁珠配線

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四十

一節隱藏式磁珠與管路配線。 
三、 現行第一章第九節低壓開關

(第三十至四十六條)納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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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十至四十六

條等納入本節。 
五、 NEC 與現行規定均為低壓開

關。 
第四節 插座、軟線

連接頭與

附加插頭 

第四節 木槽板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第八

十四至八十六條、第八十九

條、第九十二條)插座相關規範
納入本節。 

三、 現行第四章第四節木槽板配

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二

十七節輔助槽。 
四、 現行規定如第八十四至八十

六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

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節  配電盤與

配電箱 
第五節 金屬管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五節金屬管配

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四

節出口端、裝置、拉線、接線

盒、管路手孔及配件、第三章

第二十四節電氣金屬管(EMT
型)、第三章第十七節(硬式金
屬管路 RMC型)。 

三、 現行第一章第十二節配電盤

及配電箱(第六十四至六十八
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六十四至六十

八條等納入本節。 
第六節 工業用控制

盤 
第六節 非金屬管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六節非金屬管

配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

四節出口端、裝置、拉線、接

線盒、管路手孔及配件、第三

章第二十節硬式非金屬管路

RNC型。 
三、 現行第一章第十二節配電盤

及配電箱第六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八條對此有相關敘

述，該相關部分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六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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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及第六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燈具配

件、燈座

及電燈 

第七節 電纜架裝置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七節電纜架裝

置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四

十節電纜架。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第八

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

七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

條、第九十一條)對於本節內容
有部分相關規定，該相關部分

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八十二條、第八

十三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

八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

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節  低於 30V

電壓電燈

操作系統 

第八節 低壓 PVC 電
纜、交連 PE
電纜、 EPR
電纜及 PE電
纜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八節低壓 PVC

電纜、交連 PE電纜、EPR電
纜及 PE 電纜配線納入修正章
節第三章第十二節非金屬被

覆電纜 NM,NMC,NMS型、第
三章第四十二節吊線支撐配

線。 
三、 現行第六章第二節特殊低壓

設施(第三百六十一至三百七
十六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六十一至

三百七十六條等納入本節。 
第九節 用電器具 第九節 鉛皮電纜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九節鉛皮電纜

配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

五節裝甲型電纜 AC型、第三
章第十節鎧裝電纜MC型。 

三、 現行第二章第一節通則(第八
十、九十六、九十九條)相關部
分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第四百二十二條所

稱之用電器具係指適用於居

家之電器如加熱設備、蓄水熱



 27

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水器、熨斗等器具。 

五、 現行規定如第八十、九十六、

九十九條等納入本節。 
六、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節  固定式電

氣空間加

熱設備 

第十節 MI電纜裝置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節 MI 電纜裝

置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十

一節金屬遮蔽電纜MI型。 
三、 現行第三章第三節電熱裝置

(第一百六十六~一百七十一
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六十六~一
百七十一條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一節  戶外固

定式除冰

裝置及融

雪設備 

第十一節 導線槽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一節導線槽

配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

三十二節金屬管導線槽、第三

章第三十三節非金屬管導線

槽。 
三、 電機技師公會提議國內遊樂

場已有設備建議納入。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二節  管路或

容器固定

電氣加熱

設備 

第十二節 匯流排槽配
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二節匯流排

槽配線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

第二十八節匯流排槽。 
三、 電機技師公會提議國內尚無

此設備建議先納入架構，條文

可少列。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三節  電動

機、電動

機電路與

控制器 

第十三節 燈用軌道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含高低壓電動機；現行規

定分列於第三章第二節低壓

電動機、第七章第五節高壓電

動機，均合併納入本節。 
三、 現行第三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第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
五條)、第七章第五節高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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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機(第四百二十三至四百三十
一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五十一至

一百六十五、四百二十三至四

百三十一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四節  空調與

冷凍設備 
第十四節 金屬可撓導

線管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四章第十四節金屬可

撓導線管配線納入修正章節

第三章第十八節可撓金屬導

線管 FMC 型、第三章第十九
節 防 水 可 撓 金 屬 導 線 管

LFMC型、第三章第二十五節
可撓金屬管(FMT型)。 

三、 現行第四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第一百五十二條有相關敘

述，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五十二條

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發電機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七章高壓受電設備第

一節通則之第四百零五條列

有用戶自備電源項目，納入本

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零五條等

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六節  變壓器

與變壓器

室 ( 包 括
二次連接

電路)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包括高低壓變壓器及變

壓器室；現行規定將高低壓變

壓器分列於第三章第五節低

壓變壓器(第一百七十六至一
百七十七條)及第七章第四節
高壓變壓器(第四百二十條至
四百二十二條)；變壓器者列於
第七章第一節通則第四百條

及四百零三條，該相關部分納

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七十六至

一百七十七條、第四百條、第

四百零三條、第四百二十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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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四百二十二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七節 換相機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八節 電容器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章第六節低壓電容

器(第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
五條)及第七章第六節高壓電
容器(第四百三十二至四百三
十八條)等規定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七十八至

一百八十五條、第四百三十二

至四百三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九節  電阻器

與電抗器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含未滿 600伏及 600伏以
上電阻器與電抗器。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蓄電池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標稱

電壓超過

600V 之

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 對於操作於 600 伏特以

上設備之一般要求及特別要

求。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章 特殊場所 第五章 特殊場所 一、 現行章次。 

二、 現行第五章特殊場所納入本

章。 
第一節 危險(分級)
場所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五章第一節通則(第二

百九十三至二百九十四條)及
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體或

蒸氣場所(第二百九十七條)等
規定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九十三至

二百九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七

條等納入本節。 
四、 配合 NEC 危險場所分類與

IEC有符合性關係。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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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二節 第Ⅰ級場所 第二節 有危險氣體或

蒸氣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第Ⅰ級場所為可燃性氣

體、蒸氣或液體之危險場所。 
三、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二百九十五
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

九十八至三百十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部分納入修正

章節第五章第九節商業修車

廠、修理與存儲。 
五、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部分納入修正

章節第五章第十節飛機棚。 
六、 現行規定如第二百九十五

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

九十八至三百十條等納入本

節。 
第三節 第Ⅱ級場所 第三節 有塵埃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第Ⅱ級場所為易燃性塵
埃危險場所。 

三、 現行第五章第三節有塵埃場

所(第三百十一至三百十八條)
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五章第三節有塵埃場

所部分納入修正章節第五章

第七節。 
五、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十一至三

百十八條等納入本節。 
第四節 第Ⅲ級場所 第四節 有危險物質存

在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 第Ⅲ級場所為可能存在

危險物質場所。 
三、 現行第五章第四節有危險物

質存在場所(第三百十九至三
百二十二條)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五章第四節有危險物

質存在場所部分納入修正章

節第五章第八節危險(分級)場
所-特定。 

五、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十九至三

百二十二條等納入本節。 
第五節 本質安全系

統 
第五節 火藥庫等危險

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本質安全儀器，配線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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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三、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三百條、第三
百零一條、第三百零二條)納入
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條、第三百

零一條、第三百零二條等納入

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六節 第Ⅰ級 0、

1、2區場所 
第六節 發散腐蝕性物

質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配合 NEC修訂。 
三、 現行第五章第六節發散腐蝕

性物質場所納入修正章節第

五章第十三節應用噴水、浸水

及塗鍍製程。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區域 20, 21, 

22 場所含
易燃性塵

埃、纖維與

飛絮 

第七節 潮濕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配合 NEC修訂。 
三、 現行第五章第七節潮濕場所

納入修正章節第五章第十三

節應用噴水、浸水及塗鍍製

程。 
四、 現行第五章第三節有塵埃場

所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節 危險(分級)

場所-特定 
第八節 公共場所 一、 節次變更。 

二、 配合 NEC修訂。 
三、 現行第五章第八節公共場所

納入修正章節第五章第十五

節集會場所。 
四、 現行第五章第四節有危險物

質存在場所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九節  商業修車

廠、修理與

存儲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三百十條有

相關規範。 
三、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三百十條)納
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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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十條等納

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節 飛機棚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三百十條有

相關規範。 
三、 現行第五章第二節有危險氣

體或蒸氣場所(第三百十條)納
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十條等納

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一節  電動機

燃料分配

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動機燃料分配設備包括船

舶、建物、加油站泵等。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二節 大容量貯

存場 
 一、 本節新增。 

二、 建物或建物結構中有儲存之

車輛管線運輸工具等設備。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三節  應用噴

水、浸水

及塗鍍製

程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五章第六節發散腐蝕

性物質場所(第三百二十七至
三百三十三條)及第五章第七
節潮濕場所(第三百三十四至
三百四十三條)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二十七至

三百四十三條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四節 醫療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NEC517 醫療設備醫院不同區
域如保健、療養、麻醉等分緊

急、一般所需之電力設備。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集會場所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五章第八節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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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第三百四十四至三百五十四
條)納入本節。 

三、 NEC 將公共場所細分不同類
別分別訂定 518為 100人或超
過 100人聚集之場所；現行規
範僅列一節統稱公共場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四十四至

三百五十四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六節 劇院、電

影及電視

播放觀眾

區及類似

場所 

 一、 本節新增。 
二、 劇院、演奏等使用之建物包括

室內與室外。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七節  嘉年華

會、馬戲

團表演、

展覽會等

類似活動 

 一、 本節新增。 
二、 包括電源供應，車輛、帳篷等

配線。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八節  影視劇

院及類似

場所 

 一、 本節新增。 
二、 包括劇院或製作之工廠、實驗

室、舞台等。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九節 電影放映

室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影放映機，使用燈光等專業

或非專業設備。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製造工

廠建築物 
 一、 本節新增。 

二、 涵蓋工廠建物及建物元件相

關之規定。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農業

用建築物 
 一、 本節新增。 

二、 農業建物或鄰近形成腐蝕

性、潮濕性環境。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二節  移動

式房屋、

組裝式房

屋及移動

式房屋停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機技師公會建議納入，條文

可較少，待國內使用普遍再逐

次增加條文。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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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車場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三節  野營
旅遊車與

野營旅遊

車停車場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機技師公會建議納入，條文

可較少，待國內使用普遍再逐

次增加條文。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四節  拖車

停車場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機技師公會建議納入，條文

可較少，待國內使用普遍再逐

次增加條文。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節  浮動

建築物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六節  船舶

站與  修
船廠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七節 臨時設

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六章特殊設備及設

施、第六章第四節臨時燈設施

(第三百八十六至三百九十六
條)對此有相關規範並納入本
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八十六至

三百九十六條等納入本節。 
第六章  特殊器具

(設備) 
第六章 特殊設備及設

施 
一、 章次變更。 
二、 現行第六章特殊設備及設施

納入本節。 
第一節  電子招牌

與外框照

明設備 

第一節 電氣醫療設備 一、 節次變更。 
二、 NEC包括霓虹燈及招牌等。 
三、 現行第二章第四節關於放電

管燈指日光燈、水銀燈、霓虹

燈(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
九條)等規範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二十四至

一百二十九條等納入本節。 
第二節 工業配電系

統 
第二節 特別低壓設施 一、 節次變更。 

二、 指非現場組裝之輔助裝配如

包括線路、信號、通信線路。 
三、 現行第六章第二節特別低壓

設施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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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八節低於 30V 電壓電燈操作
系統。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節  辦公室設

備 ( 包 含
電燈及其

接線) 

第三節 隧道礦坑等場
所之設施 

一、 節次變更。 
二、 提供隔板組成之照明設備等。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起重機及

捲揚機 
第四節 臨時燈設施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六章第四節臨時燈設

施納入修正章節第五章第二

十七節臨時設施。 
三、 現行第三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第一百六十三條對此有相

關規範，並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六十三條

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節  昇降電

梯、昇降

機、電扶

梯、移動

式走道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章第二節低壓電動

機第一百六十四條對此有相

關規範，並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六十四條

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六節  電動車充

電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技師公會建議納入章節條文

以後可逐次擴充。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電焊機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章第四節電焊機(第
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七十五條)
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七十二至

一百七十五條等納入本節。 
第八節  影音設

備、放大

器及複製

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九節 資訊技術設  一、 本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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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備 二、 資訊設備室之裝置。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節  敏感性電

子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敏感電子設備附加系統之安

裝與佈線。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一節 管風琴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力操作之管風琴、控制聲音

設備。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二節 X線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六章第一節電氣醫療

設備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三百五十五至

三百六十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三節 感應與電

介質加熱

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章第三節電熱裝置

(第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一
條)納入本節。 

三、 現行規定如第一百六十九至

一百七十一條等納入本節。 
第十四節 電解電池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化電解池設備之規定。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五節 電鍍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六節 工業用機

械 
 一、 本節新增。 

二、 組合工業機具之定義、名牌資

料等。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七節  電力導

引或電力

控制之灌

溉機器 

 一、 本節新增。 
二、 灌溉用電，國內已有農場，電

機技師公會建議納入本節。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八節  游泳

池、噴水

 一、 本節新增。 
二、 適用於游泳池、戲水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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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池及類似

設備 
泉、噴水池等。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九節  自然與

人工水上

設施 

 一、 本節新增。 
二、 未訂於其他章節之水池設施。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節  整合電

力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節  太陽

光電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目前國內已逐漸增多，技師公

會建議納入。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二節  燃料

電池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十三節 消防泵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章 特殊狀態 第七章  高壓受電設

備、高壓配線

及高壓電機

器具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高壓受電設備、高

壓配線及高壓電機器具納入

修正章節第二章第六節供

電、第四章第十五節發電機。 
三、 現行規定無相關章節，研討會

建議納入。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一節 緊急系統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一節通則納入

修正章節第三章第一節配線

方法、第四章第十五節發電

機、第四章第十六節變壓器與

變壓器室 (包括二次連接電
路)、第七章第四節電力電源互
聯系統。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節  法規規定

備用電力

系統 

第二節 高壓受電裝置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二節高壓受電

裝置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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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六節供電。 

三、 增訂內容為法定正常之備用

電力相關規定。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節  選擇性備

用電力系

統 

第三節 高壓配線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三節高壓配線

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四十

節電纜架。 
三、 為用戶選用增加之備用電力。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電力電源

互聯系統 
第四節 高壓變壓器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四節高壓變壓

器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十

六節變壓器與變壓器室(包括
二次連接電路)。 

三、 現行第七章第一節通則第四

百零五條，有列出自備電源互

聯系統，並納入本節。 
四、 現行規定如第四百零五條等

納入本節。 
五、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五節  低於 50V

操作設備

與電路 

第五節 高壓電動機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五節納入修正

章節第二章第七節過電流保

護、第四章第十三節電動機、

電動機電路與控制器。 
三、 規定低於 50V 以下 AC、DC

設備。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六節 分類 1、2、

3遙控、信
號及電力

限制迴路 

第六節 高壓電容器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六節高壓電容

器納入修正章節第四章第十

八節電阻器與電抗器。 
三、 目前自備變電所控制甚多，台

電建議增訂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七節  儀表盤電

纜 (ITC
第七節 避雷器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七章第七節避雷器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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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型) 入修正章節第二章第九節避

雷器。 
三、 目前自備變電所控制甚多，台

電建議增訂本節。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節 火警警報系

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九節  光纖電纜

及管槽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十節  常閉環路

與程式化

電力配電 

 一、 本節新增。 
二、 台電正推行配電自動化，建議

增訂本節。 
三、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章 通訊系統 第八章 低壓接戶線、

進屋線及電燈表工程 
一、 章名變更。 
二、 現行第八章低壓接戶線、進屋

線及電燈表工程、第八章第一

節通則、第八章第二節接戶線

施工要點納入修正章節第二

章第六節供電。 
三、 研討會建議增訂本章。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故增

設本章相關規定。 
第一節 通訊電路 第一節 通則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八章第一節通則納入

修正章節第二章第六節供電。 
三、 現行第八章第一節通則納入

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十四節接

戶電纜 SE,USE型。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二節 廣播及電

視設備 
第二節 接戶線施工要

點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第八章第二節接戶線施

工要點納入修正章節第二章

第六節供電。 
三、 現行第八章第二節接戶線施

工要點納入修正章節第三章

第十四節接戶電纜 SE,USE
型。 

四、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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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    明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三節 社區天線

電視與廣

播分配系

統 

第三節 電度表裝置 一、 節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四節 區域網路

通訊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文缺乏相關規範爰增

訂本節相關規定。 
 第八章之一 地下配線 一、 本章刪除。 

二、 現行第八章之一地下配線納

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一節配

線方法。 
三、 現行第八章之一地下配線納

入修正章節第三章第十五節

地下幹線及分路電纜 UF型。 
第九章 表格 第九章 屋內配線設計

圖符號 
一、 章名變更。 
二、 現行章節第九章屋內配線設

計圖符號納入本章。 
第十章 附則 第十章 附則 一、 現行章次。 

二、 現行第十章附則納入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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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之各章節名稱除參照

NESC外，其主要內容，經蒐集國內外文獻、法規研議、舉辦五場之

比較分析表研討會以及五場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研討會等、並廣泛

蒐集各單位所提供之建議籌備上，對於各新章節架構之主要內容研擬

如表 3，以便清楚明確所擬訂章節之主要內容，作為將來條文訂定之

依據。 

表 3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新章節架構及主要內容對照表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通則 法源 
第二節 一般事項 目的、範圍、適用性、排除條款 
第三節 專門名詞定義 名詞定義釋義 
第二章 接地 第二章 接地 
第一節 通則  
第二節 接地點 接地直流、交流、吊線及支線 
第三節 接地線連結方法 規定接地的組成、連接、容量與張力、保護與

防護、地下接地原則、設備共同接地線。 
第四節 接地極 分為既有電極與製造的電極。共同接地極或接

地極系統。接地捧等儘量埋入深處且不易腐

蝕。 
第五節 連結電極的方法 接地連接、管線系統的連接點及接觸表面的處

理。 
第六節 接地電阻 供電站、單一接地、多接地等規定 
第七節 接地線隔離 接地線的間隔及隔離、設備或線路之接地線。

避雷器及任何設備構架。電燈、電力線路。非

裝在接地之金屬構架上之避雷針。 
第八節 通信(訊)設備 通信線的電極、電極的連接裝置、電極的搭接。 
第三章 架空線路裝置與維

護 
第三章架空線路通則 

第一節 通則 目的、範圍與規則適用 
(目的為高架供電線與通訊線及附屬裝備安
裝、操作或維護期間的人員實際安全防護措施) 

第二節 架空線路器材種

類及尺寸 
架空線路之器材種類及尺寸 
線種(桿線、全鋁線、鋼心鋁線、銅線)。搭線(全
鋁線、鋼心鋁線、銅線)、耐熱導線(TA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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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三節 一般需求 可接近性(接近感應電壓時，應以合作方式通知
業主或接近的工作人員) 

第四節 感應電壓  
第五節 檢驗與試驗 檢查、測試、記綠缺點、改進缺點等及停用時

或暫時停用等。爬登空間、工作場所、工作間

隔與設施巡視與檢驗 (線路竣工後，應先經巡
視或檢驗後，方可載電)。電暈、電場強度、電
波的檢驗與試驗 

第六節 電線、支持物和

設備的接地 
共同中性線、非共同中性線、避雷器、保護網

接地 
第七節 開關設置 通達性、顯示「開」、「關」位置、上鎖、及

統一(規定)的位置(其目的減少錯誤)、制訂本
地遙控、自動傳輸等裝置規定。 
支承結構(結構保護措施、可迅速攀爬的支承
結構)、識別、障礙物、照明、特別導體支架。 

第八節支持結構物 結構物的保護、容易攀爬、識別。 
第九節 樹木修剪與間隔 樹木有妨礙線路之安全者應加修剪。架空導線

與樹木保持間隔 
第十節 各種等級供電線

與設備之關係 
若非特殊情況則用標準層級。所謂標準層級即

高壓供電線路與弱電流的電信線路互相跨越

或交叉時則供電線路裝置要求在電信線路之

上。規定單獨兩條導線應互相間隔以免發生衝

突。支持物的共同使用。 
第十一節 通信(訊)保護 通信線位於大電流配電所附近，評估大電流對

電信(訊)的影響及適宜的保護措施。 
第十二節 鐵路電氣化 導體的固件、架空接觸線 

鐵路平交道。 
第四章 架空線路之最小間

隔 
第四章 架空線路之最小間距 
空間(Space):指物體中心與中心的距離。最小間
距(Clearance):指兩物體表面間的距離。 

第一節 通則 特殊處理(架空電線永久伸長或支持物之傾斜
移動以致間隔與本規則不符者，應再拉緊，至

恢復其規定值為準)。距權宜縮減。工作人員與
供電線支持物上之垂直等保持間隔。攀爬空

間、永久或暫時性裝置，間距與空間的量測、

供電電纜、包覆導體、中線導體、光纖導體等。 
第二節 支持物與其他物

體間的間隔 
「其他物體」包括消防栓、街道、道路、公路、

鐵軌等間隔的規定。 
第三節 地上、鐵軌、公

路、水面上與供

電線、導線、電

架空線與地面垂直間隔。中性線之間隔、一般

鐵路(不包括電氣化)間隔、高速公路、快速公
路間隔、低壓線不得跨高速公路、捷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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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纜線、設備等之

垂直間隔 
高速鐵路間隔。水面行船或泛舟所需之間隔。

特殊情況增加間隔、橫跨路橋、水面上的高

度、雪上面的高度。架空線與山腰、運動場、

船舶桅杆的間隔。 
第四節 在不同支持物上

之供電線、導

線、電纜線間之

間隔 

A.不同支持物上兩相鄰或相互跨越之電線間
隔。 

B.兩相鄰線路電線之水平間隔。 
C.相互跨越線路之電線間或相鄰線路之基本
垂直間隔。 

D.交叉及相鄰線路之基本垂直間隔。 
第五節 供電線、導線、

電纜線與建築

物、橋樑、鐵軌、

電車、游泳池和

其他建築物間的

間隔 

A.與其他支持物之間隔。 
B.與建築物、招牌、廣告牌、煙囪，廣播天線、
容器(槽)及其他裝置身(橋樑除外)等間隔。 

C.與橋樑之間隔。 
D.與游泳池上或附近間隔。 
E.與穀倉之間隔。 
F.與鐵軌電車之間隔。 
G.與樓梯間、水槽、路燈之間隔。 

第六節 在同一支持物上

供電線、導線、

電纜線的間隔 

A.規則的適用。 
B.導線間第的水平間隔。 
C.導線間的垂直間隔。 
D.同一支持物、不同水平對角的安全間隔。 
E.與支持物、垂直、橫向導線、支線、吊線間
隔。 

F.同一支持手臂上不同等級電壓的間隔。 
第七節 爬登空間 爬登的位置、大小，爬登空間的結構組成物、

相對爬登空間設備的位置，供電線間的爬登空

間，旋臂桶施工的爬登空間、延平行移動的爬

登空間、延垂直導線移動的爬登空間。 
第八節 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的位置、大小、垂直與側邊供電線的

位置、相對工作場所旋轉臂的位置，「帶電設

備」的防護、帶電設備的間隔(目的是充分靜空
工作場所使工作人員能安全地在支持物上導

線工作) 
第九節 特高壓、高低壓

供電線與電信線

交叉平行共架 

此屬供電線路與電信線路平行交叉共架，我國

有單獨立法。 

第十節 同一支持物上垂

直和旁側設備與

其他設備表面間

間隔 

A.通則 
B.相對於爬登空間、工作場所、電桿步階等垂
直與旁側供電線的位置。 

C.導線不在導線管內。 
D.近地的(機械或材料)保護如用導線管以防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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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線在近地面的暴露。 
E.在供電線結構或在共同使用結構的供電空間
內之垂直和旁側供電線的需求(如街燈供電
線與電桿維持距離看圖 H239E 手冊第 367
頁) 

第五章 架空線路之建設等

級 
第五章 架空線路之建設等級 

第一節 通則 架空線路之建設按其安全強度需要分特級、一

級及二級三種 
第二節 建設等級的適用

性 
適用範圍： 
1.特級線路適用於跨越特殊場所 。 
2.一級線路適用於一般場所。 
3.二級線路適用於其他線路。 
4.相互跨越時，上方線路之電壓及建設等級不
得低於任何下方線路。 

5.其條件可得兩種以上之建設等級時，應以其
中之最高等級建設。 

6.高建設等級設計之線段，應包括其兩端之支
持物。 

第三節 導體建設等級 A.架空導線建設等級之選擇標準。 
B.定電流導體(為因應電壓的變動，且欲維持電
流在管制水準，定電流電路應適當安排)。 

C.鐵軌饋線和電車接觸電路導體(這些情況往
往具有危險性，因此特別考慮)。 

D.專用於供應電線使用之通信導體。 
F.供電線的中性導體(中性導體滿足接地需求
和「電路電壓限制」(circuit-voltage-limitation)
的要求。 

第四節 線支持物建設等

級 
支持物施工(建設)等級。依支持物可能放不同
的導體，當然有不同的橫擔，挿稍(Pin)、繫緊
程度等因此支持物施工需規定等級。 

第六章 架空線路荷重與分

級 
 

第一節 通則 風壓荷重之 
一、種類 

1.甲種風壓荷重 (不下雪) 
2.乙種風壓荷重 (高山下雪) 
3.丙種風壓荷重 (城鎮房屋密集) 
風壓荷重之 
二、適用範圍(甲種風壓荷重表) 

第二節 供電線荷重與安

全係數 
電線承受之荷重 
1.風壓荷重及套冰重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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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2.垂直荷重(:附掛於吊線時，則為電線重量加吊
線重量) 

3.水平荷重 
4.總荷重(垂直荷重與水平符重之合力) 

第三節 線支持物荷重及

安全係數 
A.架空線路支持物及其基礎、橫擔、礙子、線
路鐵器之設計荷重種類、定義。 

B.假設垂直荷重。 
C.假設橫向荷重(電線桿、鐵塔、地基、橫臂、
插腳、絕緣體、與導體扣件上的總橫向荷重) 

D.假設縱向荷重。 
E.同時施加總荷重。 

第四節 支持物、橫擔、

支持硬體、支

線、基礎座、和

錨定物等安全係

數 

安全強度的限制： 
一、架空線路之支持物、基礎、橫擔、礙子及

線路等垂直荷重、水平橫荷重及水平縱荷重 
安全強度的規定(對不同等級言如特級、一級
及二級)。 

二、架空線組成構件之製作與施工之誤差而影

響線路應有之強度應力，設計時得酌予適當

之強度。 
第七章 架空線路機械強度 第七章 架空線路之機械強度 
第一節 通則 初步假設。 

強力因數的應用。 
第二節 特級與第一級的

建設 
A.支持物結構 

1.金屬、預力混凝土、鋼筋混凝土結構、 
2.木質結構 
3.需要側拉線但僅可在遠處安裝的結構橫
向強度要求 

B.基礎強度、裝置、與拉線錨定物 
C.支線與支線礙子強度 
D.橫擔與支撐杆 
E.礙子或絕緣體 
F.針型礙子或類似之施工強度與供電線的緊固
接頭 

G.無臂施工 
H.裸架空供電線和架空遮蔽線 
J.裸通信線 
K.通信電纜 
L.配對通信線 
M.硬體支持物 

第三節 第二級建設 電桿、支線、供電線、橫擔強度、供電線、接

戶線尺寸、電車接觸供電線、通信線、街上和

區域的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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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支線與支撐桿建

設 
何處使用、強度、附著點、支線的標示與訪護、

電解、錨定(狀)棒。 
第五節 支持物基礎建設  
第六節 架空地線 架空地線 

種類 
桿線 
塔線 

第八章架空線路之絕緣 第八章 架空線路之絕緣 
第一節 通則 1.規則的適用 

2.條絕緣礙子材料、品質、記號或標示廠家 
第二節 絕緣礙子電氣強

度 
閃絡電壓與擊穿電壓的比值 

第三節 絕緣等級 供電線路礙子之乾閃終電壓以不低於附表所

列數值 
第四節 出廠試驗 設計(乾閃絡電壓、商用頻率、相間電壓(依照

有關標準試驗)) 
第五節 特殊礙子的使用 定流線路之礙子絕緣基準、單相線路礙子、三

相線路礙子 
第六節 礙子的機械強度 絕緣體應承受的規定 
第七節 架空電纜系統 架空電纜之電氣絕緣需求及機械強度需求 
第八節 拉線與跨距絕緣

礙子 
絕緣體與跨線絕緣體 

第九章 地下供電線路 第九章 地下線路通則 
第一節 通則 目的、範圍、規則的適用 
第二節 地下供電線路的

一般要求 
供電電纜埋設深度 

第三節 安裝與維護 為提供地下線的安全與可靠服務，有賴於地下

設備位置正確知識與受影響團體間的合作。 
第四節 工作空間(進

入、進出) 
A.提供足夠空間，設備、和靜空間隔以供工作
人員有效率與有效益以運作和維護系統。 

B.使用期間必須檢驗或調整的所有零件配置
應有適切的工作空間、工作設施、與空隙，

以便讓授權人員迅速進出。 
第五節 檢驗與試驗 供電線與設備的檢驗與試驗在 JEAC 考慮較

多。 
第六節 地下線路與設備

的接地 
A.方法 
B.接地導體部分 
C.電路(回路) 

第七節 地下線路絕緣  
第八節 通信(訊)保護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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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感應電壓  
第十章 地下管路 第十章 地下管路 
第一節 通則 1.路線安排 

A1.通論 
a.承受最小的實質結構、不能位於結構的下
方或上方，若不可行，要維持適當間隔。

以直線為原則，若要彎曲，要有足夠的彎

曲半徑 
A2.自然災害，應避免穿過不穩定之土壤 
A3.公路與街道的規定 
A4.橋樑與隧道的規定 
A5.鐵路平交道的規定 
A6.水下交會處的規定 
2.地下裝置間隔(供電系統與電信系統的間隔;
排水管、污水管、雨水幹管的間隔；供水管

線;瓦斯管與其他燃料管;蒸汽管等間隔)。 
第二節 開挖與回填 A.壕溝內部填實規定 

B.回填的品質規定 
C.擋土支撐 

第三節 管路與接續 A.槪述： 
A1.導槽材料的防蝕 
A2.導槽材料或導槽構造設計 
A3.導槽系統的設計 
A4.導槽無損害電纜如突緣等設計 
A5.管路內部應平滑，其接續處應牢固 

B.安裝 
B1.約束，應以回填土、混凝土封箱、錨
定物、或其它工具來約束導管 

B2.接頭，限制堅硬物質進入導管線路之
方式來接合導槽 

B3.外部塗裝管，需要外部塗層管之狀
況，該塗層應防蝕並應檢驗與測試 

B4.建物牆壁，穿過建物牆壁安裝的導
管，限制瓦斯可能進入建物的裝置 

B5.橋樑，避免熱脹冷縮、避免土壤沉八
降所生的剪力、有效接地 

B6.人孔附近、導管應安裝在夯實的土壤 
第四節 人孔、手孔、涵

洞 
A.強度 
B.尺寸大小 
C.人孔進出 
D.孔蓋應有適當之設計，使其不致掉落孔內 
E.進出拱頂地下室與公共設施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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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梯子要求 
G.排水設施 
H.有害毒氣偵測與通風 
J.識別 

第十一章 地下管路中之電

纜 
第十一章 地下管路中之電纜 

第一節 通則 A.導體、絕緣、護套、外殼、與屏蔽的設計與
建造應考量預期在安裝及作業期間的機

械、熱、環境、與電應力。 
B.電纜的設計與製造應在製造、盤捲、儲存、
處理、與佈設期間保持指定的尺寸與結構的

完整性。 
C.電纜應以保護每個組件以避免受到其它組
件有害效應的方式來設計與製造。 

D.導體、絕緣、與屏蔽的設計應可承受在作業
期間預期故障電流的大小與持續時間，但故

障電流的附近除外。 
第二節 電纜設備防護與

保全 
需保護絕緣或屏蔽或防潮性之;外皮，以防範溼
氣，或在其它不利環境狀況下應提供護套與或

外殼 
第三節 電纜遮蔽 A.槪述 

1.遮蔽依國家標準認定 
2.絕緣遮蔽可為分段式，每段皆有效接地 

B.材料 
1.由半導電材料與/或非磁金屬組成 
2.材料設計應防 

第四節 電纜附件與接續 A.電纜附件與接頭設計可承受機械、熱、環
境、與應力 

B.設計與建造使電纜附件與接頭的每個組件
可防範來自其它組件的有害效應 

C.設計與建造可保持電纜結構的完整性並可
承受故障電流的大小與持續時間 

第五節 地下電纜結構 NESC342的內容： 
A.電纜與接頭的絕緣遮蔽應有效地接地。 
B.連接至人孔接地裝置上之電纜或遮蔽應搭
接或連接至一般接地裝置上。 

C.搭接與接地之引線應為適合環境使用之耐
腐蝕或適切保護的材質。 

第六節 地下電纜之佈設 A1.為了避免損壞，應控制供電電纜的彎曲。 
A2.為了避免損壞，應限制供電電纜上之牽引
拉力與側壁壓力。 

A3.導槽內會使供電電纜在牽引作業期間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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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的外物清除。 
A4.電纜潤滑劑不應造成電纜或導管系統的損
壞。 

A5.約束在斜坡或垂直方向上佈設的電纜，以
避免坡度造成的滑動 

A6.除非相同事業，否則供電電纜不應與通訊
電纜佈設在相同導槽內 

A7.所有事業單位達成協議，則可將通訊電纜
一起佈設在相同導槽內 

B.人孔與拱頂地下室的電纜 
B1.支架設計以承受活載與靜載;維持適當間
距;水平置放的電纜應高地板 75mm 否則應
保護。 

B2.間隔 
1.提供適度的工作空間 
2.在供電設備與通訊設備 

(1)僅可在相關單位的同意下方可將電纜
與/或裝備安裝在共用的人孔或拱頂地
下室上。 

(2)供電電纜與通電訊電纜應在不同的牆
壁上架裝。應避免電纜的交叉。 

(3)若供電電纜與通訊電纜必須在同一牆
壁上架裝，則供電電纜的架裝位置應在

通訊電纜下方。(與前不同) 
(4)應安裝供電設備與通訊設備，以便在不
需要移動其它任何設備的狀況下進出

設備。 
(5)不同電壓等級之電纜之間隔 

C.識別：永久標籤來識別電纜，標籤易看得
到，避免腐蝕。 

第七節 地下電纜之接地

與搭接 
A.通論。 
B.在人孔內施加接地之電纜金屬護套或遮蔽.
層應連接或跳接於共同接地系統。 

C.在非金屬導管上之導體與電纜的設計應考
量有效接地之遮蔽與/或護套。 

第八節 防災措施 依據各事業單位所提供防護措施以提供可靠

的防火服務。 
第九節 通信電纜(包括

特殊供電線路) 
1.電纜應配置有效接地之導電護套或遮蔽。 
2.電纜內的所有電路應由一個單位持有與使
用，有資格人維護。 

3.應識別這些電纜。 
第十二章 直埋電纜 第十二章 直埋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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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章節名稱 主要內容 

第一節 通則 B.接地電壓 600 V 以上之電纜應有連續金屬
遮蔽、護套、或有效接地的同心中線。 

C.可埋入符合規定 350B 的相同供電電路，不
需考量分隔問題。 

D.接地電壓 600 V 以下且無有效接地之屏蔽
或護套的相同電路電纜應互相緊密地佈設

在附近 (不刻意分開)。 
G.所有直接埋入式有外殼之供電電纜及所有
直接埋入式通訊電纜應清楚地以下列方式

標示。識別符號應以小於 1 m (40 in) 之間
隔縮印或浮印在電纜外殼的最外側 

第二節 位置與路線 A.通論 
A1 受到最小的干擾; 於其它結構的正上方

或正下方應保持間距 
A2 

1.電纜佈設或導引成為直線， 
2.若需彎曲，則彎曲要有足夠大的半徑; 
3.便施工、檢查、與維護的安全進出 
4.挖溝、鬆土、或鑽孔作業前應儘量確定
計畫電纜佈設路徑上的結構位置 

B.自然傷害 
電纜的路線應避免穿過不穩定的土壤，例

如：泥地、位移的土體、腐蝕性土壤 
C.其他條件 
C1.其他狀況 1，供電電纜不得佈設在游泳池
或其輔助裝備 1.5 m (5 ft) 以內 

C2.其他狀況 2，電纜不應佈設在大樓或儲槽
地基正下方 

C3. 
1.應避免在鐵軌石碴段下方縱向地佈設電
纜 

2.電纜在鐵軌下方交叉則需要間隔。 
C4.公路與街道  

應避免在公路與街道行駛路面下方縱

向地佈設電纜 
C5.防止受到潮流與洋流作用的沖蝕 

第三節 佈設 A.挖溝 
1.直埋電纜的壕溝底部應為相當平滑、原
狀、夯實的土地或砂地 

2.回填土應適切地搗實 
B.鬆土 

1.土壤鬆土，不會使電纜損壞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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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鬆土裝備及鬆土作業，使電纜不會因彎
曲、側壁壓力、或過大的電纜張力而受到

損壞 
C.鑽孔 
狀況會使堅硬物質損壞電纜，則電纜應適切

保護。 
D.埋入深度 

1.足夠的距離 (埋入深度) 來保護電纜 
2.埋入深度適宜供電電纜或導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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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審慎隔離 一、(審慎隔離指距離地下結構物或其他的電纜
等於或大於 300mm(12in)的距離) 

A.概述 
1.分隔 300 mm (12 in) 以上時，這些規定適
用於供電及通訊電纜或導體與其它電纜

及與其它地下結構，例如：汙水管、供水

管線、瓦斯與其它燃料管線、建物地基、

蒸汽管線，等的徑向分隔。 
2.應有適切的分隔，以便進出執行任何設施
的維護，避免對其它設施造成損壞。 

B.交叉 
1. 若電纜出入口位於其它地下結構下方，則
應適切地支承該結構避免有害的負載轉

移至電纜系統上。 
2. 若電纜出入口位於其它地下結構上方，則
應適切地支承電纜避免有害的負載可能

轉移至其他結構上。 
3. 安裝有足夠垂直分隔的設施來提供適切
的支承。 

C.併聯設施 
若將電纜系統佈設在其它地下結構正上方

並與並聯，則應在相關各單位達成佈設方法

的協議後方可執行。且應保持適切的垂直分

隔，以便在進出維護任何設施時不會損壞其

它設施。 
D.防熱 
佈設的電纜應與其它地下結構，例如：蒸汽

管線或冷凍劑管線，有足夠的分隔以避免對

電纜造成熱損。若無法提供適切的間隔，應

在兩個設施間放置適宜的隔熱障壁。 
分隔，可將通訊電路與另一個通訊電路的電

纜或導體以相同的深度一起埋入。 
D.供電與通訊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將供電電纜或導體及通

訊電纜或導體以相同的深度一起埋入 
E.供電及通訊電纜或導體與非金屬供水及汙水
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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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隨機隔離 二、(隨機隔離指距離地下結構物或其他的電纜
相距小於 300mm(12in)的距離) 

A.概述 
1.間隔未滿 300 mm (12 in) 時，這些規定適
用於供電與通訊電纜或導體相互之間及

與其它地下結構的間隔 
2.供電與通訊電纜或導體與蒸汽管線、瓦斯
及其它燃料管線的間隔不得小於 300 mm 

3.在導體間使用 300 V 至 600 V 接地電壓
之供電電路施工、操作、與維護，當故障

時，應先將它們迅速地斷電 
B.供電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後，不需要設施之間的審

慎分隔，可將供電電路與另一個供電電路的

電纜或導體以相同的深度一起埋入。 
C.通訊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後，不需要設施之間的審

慎 
第十三章 出地線裝置 第十三章 出地線裝置 
第一節 通則 A.供電導體或電纜的機械保護裝置至少應 30

公分(300mm)。 
B.容許電纜合理彎曲所需的偏差規定。 
C.裝有供電導體或電纜暴露的導電管或護件
應依據規定接地。 

第二節 出地線裝置  
第三節 電桿引上線額外

需求 
 

第十四章 電纜終端 第十四章 電纜終端 
第一節 通則  
第二節 終端支持物 電纜終端應予支持及固定 
第三節 識別  
第四節 涵洞內的間距  
第五節 接地  
第六節 隧道內的裝置  
第十五章  附則 發布日期、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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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章節總說明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自民國 46年 11月 27日經濟部經台

(46)營字第 14653 號令核准施行後，曾於 57 年 5 月 24 日及 77 年 2

月 8日二次修正施行，茲因應時代脈動、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及考

量我國現行電力市場結構，為使現行電業相關法規，諸如「屋內線路

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等，能順應國際潮流並與國

際規範相接軌，同時配合我國特有氣候、地理性及使用習性等因素，

期盼研修符合我國特殊情況需求之電力工程技術規範，援擬具「屋外

供電線路裝置規則」草案，計 15章 87節，其章節要點如次： 

(一)現行章節共分 15章 113條，修正章節共分 15章 87節。 

(二)本規則之法源依據、立法目的、適用範圍、排除條款等一般事

項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章) 

(三)接地、連結電極、接地電阻、接地線隔離及通信(訊)設備等相

關裝置規定。(草案第二章) 

(四)架空線路相關器材裝置與維護相關規定。包括一般需求、感應

電壓、檢驗與試驗、中性線、開關裝置、通信(訊)保護、鐵路

電氣化等相關裝置規定。(草案第三章) 

(五)架空線路之最小間隔之相關規定。包括支持物與其他物體間的

間隔、垂直間隔、爬登空間、工作場所空間等相關保護規定。(草

案第四章) 

(六)架空線路之建設等級之適用性、導體建設等級、線支持物建設

等級等相關分級線路裝置規定。(草案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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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架空線路荷重與分級之相關規定。包括供電線荷重與安全係

數、線支持物荷重與安全係數及支持物、橫擔、支持硬體、支

線、基礎座、和錨定物等過載因數相關限制規定。(草案第六章) 

(八)架空線路機械強度相關規範。包括各分級建設(如特級、第一

級、第二級、支線與支撐桿、支持物基礎建設)、架空地線之線

路裝置規範。I.其內容概括基礎強度、支線、支線礙子強度、橫

擔與支撐杆、針型礙子或類似之施工強度與供電線的緊固接

頭、無臂施工、裸架空供電線和架空遮蔽線、裸通信線、通信

電纜、配對通信線、硬體支持物等項目。(草案第七章) 

(九)架空線路之絕緣相關規範。包括絕緣礙子電氣強度、絕緣等級、

出廠試驗、特殊礙子的使用、礙子的機械強度、架空電纜系統、

拉線與跨距絕緣礙子等項目。(草案第八章) 

(十)地下供電線路相關裝置規範。包括一般要求、安裝與維護、工

作空間、檢驗與試驗、地下線路與設備的接地、通信(訊)保護

需求、感應電壓等項目。(草案第九章) 

(十一)地下管路相關裝置規範。包括通則、開挖與回填、管路與接

續、人孔、手孔、涵洞等項目。(草案第十章) 

(十二)地下管路中之電纜相關裝置規範。包括通則、電纜設備防護

與保全、電纜遮蔽、電纜附件與接續、地下電纜結構、佈設、

接地與護套及防災措施、通信電纜等項目。(草案第十一章) 

(十三)直埋電纜之相關裝置規範。包括通則、位置與路線、佈設、

電纜與其他物件之間隔等項目。(草案第十二章) 

(十四)出地線裝置相關規範。包括通則、出地線裝置及電桿引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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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需求等項目。(草案第十三章) 

(十五)電纜終端相關裝置規範。包括通則、終端支持物、識別、涵

洞內間距、接地及隧道內裝置等項目。(草案第十四章) 

(十六)本規則之發布及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五章) 

表 4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章節對照表 

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一、 現行章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條次第一條法

源納入本節。 
三、 與會者建議納入。 

第二節 一般事項  一、 本節新增。 
二、 大方向的規範，但國

內已納入適用範圍

國內沒有詳細規範

緊急情況之權宜措

施。 
三、 現行條文第二條 適

用範圍、排除條款

「 ⋯ 基 於 安 全 要

求，符合舊規則不須

修改者⋯本規則發

布前，既設備得依舊

規則辦理⋯」等納入

本節。 
四、 本節內容為目的、範

圍、適用性、排除條

款，相關的法律等相

關事項。 
第三節 專門名詞定義  一、 本節新增。 

二、 專有名詞參考國家

譯名重新修定。 
三、 高低壓的定義配合

我國相關規定修改。 
四、 低壓：電壓在六百伏

以下者。高壓：超過

六百伏但未滿三萬

三千伏以上者。特高

壓：超過三萬三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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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以上者。 

五、 現行條文第三條專

有名詞定義納入本

節。 
第二章 接地 第二章 接地 一、 現行章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條目的或

通則納入本節。 
第二節 接地點  一、 本節新增。 

二、 名稱統一為「接地

點」。 
三、 接地點內容為接地

直流、交流、吊線及

支線。 
第三節 接地線連結方法  一、 本節新增。 

二、 規定接地的組成、連

接、容量與張力、保

護與防護、地下接地

原則、設備共同接地

線。 
三、 現行第八至十二條

納入本節。 
第四節 接地極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接地電極」名

稱 統 一 為 「 接 地

極」。 
三、 現行第十三條是國

內特有原則規定，而

第十三條有談及共

同接地問題。 
四、 現行第十三條「接地

極 應 為 永 久 性 裝

置，供電系統及同一

系統之電纜遮蔽層

與 供 電 設 備 之 接

地，可使用一個共同

接地極或接地極系

統」及第十四條「接

地捧等儘量埋入深

處且不易腐蝕」等納

入本節。 
第五節 連結電極的方法  一、 本節新增。 

二、 內 容 包 括 接 地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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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接、管線系統的連接

點及接觸表面的處

理。 
三、 現行「接電極的接線

方法連結」名稱統一

為 「 連 結 電 極 方

法」。 
四、 現行第十五條「接線

處的表面處理」等納

入本節。 
第六節 接地電阻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 要 內 容 為 供 電

站、單一接地、多接

地等。 
三、 現行第十七條「接地

電阻的需求」等納入

本節。 
第七節 接地線隔離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十六條「接地

線的間隔及隔離、設

備或線路之接地線

一、超過七百五十伏

線路之避雷器及任

何設備構架。二、七

百五十伏以下之電

燈、電力線路。三、

非裝在接地之金屬

構架上之避雷針。」

等納入本節。 
第八節 通信(訊)設備  一、 本節新增。 

二、 與會者認為未來通

信設備愈來愈多，故

建議納入。 
第三章 架空線路裝置與
維護 

第三章 架空線路通則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符合NESC體例並

因應研討會決議，爰

變更部分文字。 
三、 本章新增相關內容。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二十條載電

部分與地面或公眾

能到之處應有掩護。 
三、 現行第二十條「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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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線路之載電部分與

地面或公眾所能到

達之處，應有充分之

間隔或相當之掩護」

等納入本節。 
第二節 架空線路器材種

類及尺寸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十四條包

含架空線的種類、尺

寸大小，因此考量我

國已有的規範，建議

納入此條。 
三、 現行第四十四條架

空線路之器材種類

及尺寸、線種、桿線

(全鋁線，鋼心鋁線，
銅線 )、塔線 (全鋁
線，鋼心鋁線)、銅線
等納入本節。 

第三節 一般需求  一、 本節新增。 
第四節 感應電壓  一、 本節新增。 

二、 接近感應電壓時，應

通知業主或接近的

工作人員。 
第五節 檢驗與試驗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十八條檢驗

或調整、爬登空間、

工作場所、工作間隔

與 設 施 等 納 入 本

節；現行第十九條巡

視與檢驗「線路竣工

後，應先經巡視或檢

驗後，方可載電應按

時加以巡視 未能即
時加以修復者，應予

記錄因故暫停供電

之線路與設備，仍應

維持於安全狀態」等

納入本節。 
第六節 電線、支持物和

設備的接地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二十二條敘

述一些不載電零件

的有效接地。 
三、 現行第二十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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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與NESC215部分同。 

四、 現行第二十三條談

及保護網接地擬建

議另列。 
五、 現行第二十一條線

路接地設備、線路一

次側及二次側共同

中性線、非共同中性

線之其他一次側或

二 之 側 之 中 性 導

線、避電器依其接地

來動作者、架空線路

不得利用大地為其

回路輸送電流；第二

十二條線路之不載

電部分應依本規則

有效接地等納入本

節。 
第七節 開關設置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二十四條開

關設置納入本節。 
第八節 支持結構物  一、本節新增。 
第九節 樹木修剪與間隔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五十六條僅

簡單規定，如何做並

無規定。 
三、 現行第五十六條樹

木有妨礙線路之安

全者應加修剪；現行

第三十五條架空導

線與樹木保持間隔

等納入本節。 
第十節 各種等級供電線

與設備之關係 
 一、 本節新增。 

第十一節 通信(訊)保護  一、 本節新增。 
二、 「通訊」或「通信」

與會參與者建議納

入。 
三、 供電線空間的電信

線路其安裝及維護

等的特殊規定，包括

安裝與維護人員安

排、相互之間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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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第十二節 鐵路電氣化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無電聯車的接

觸導體等的規定，故

納入本節。 
第四章 架空線路之間隔 第四章 架空線路之間距 一、 章次變更。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二十六條及

第二十七條僅原則

性的規定。 
三、 現行第二十六條架

空電線永久伸長或

支持物之傾斜移動

以致間隔與本規則

不符者，應再拉緊，

至恢復其規定值為

準；現行第二十七條

間距權宜縮減一、金

屬護套或遮蔽效接

地之電纜八點七千

伏以下多重接地系

統而具有適當金屬

漏洩電流接線之半

導性絕緣遮蔽之電

纜有效接地之中性

線吊線支撐或絞繞

於其上者。二、具有

適當金屬漏洩電流

接線之覆有半導性

絕緣遮蔽之電纜，以

有效接地之吊線支

撐並絞繞於其上者

三、無遮蔽之絕緣電

纜，採自持式撚架或

以有效接地之吊線

支撐並絞繞於其上

者。 
第二節 支持物與其他物

體間的間隔 
 一、 本節新增。 

二、 「其他物體」包括消

防栓、街道、道路、

公路、鐵軌等間隔的

規定。 
三、 現行第二十八條支

持物及其上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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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與其他構物應保持

規定之間隔等納入

本節。 
第三節 地上、鐵軌、公

路、水面上與供

電線、導線、電

纜線、設備等之

垂直間隔 

 一、 本節新增。 
二、 架空線與地面、鐵

軌、公路、或水面之

垂直間隔。 
三、 地上、道路、鐵軌、

或水面的垂直間隔

如列表(略)。 
四、 增訂架空線跨越通

過「捷運系統」、「高

速公路」、「快速公

路」等之垂直間隔。 
五、 現行第二十九條架

空線與地面垂直間

隔、附表一所列、中

性線之間隔、一般鐵

路(不包括電氣化)間
隔、低壓線路不得跨

越高速公路、水面行

船或泛舟所需之安

全間隔、特殊情況增

加間隔等納入本節。 
第四節 在不同支持物上

之供電線、導

線、電纜線間之

安全間隔 

 一、 本節新增。 
二、 無論供電線、導線或

電纜線架設於不同

的支架上，供電線、

導線或電纜間當然

有不同的距離。這些

距離不能大小，因此

有 最 小 間 隔 的 限

制。內容包括水平間

隔、垂直間隔等。 
三、 現行第三十條架設

於不同支持物上電

線之最小相互間隔

納入本節。 
第五節 供電線、導線、

電纜線與建築

物、橋樑、鐵

軌、電車、游泳

池和其他建築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包括： 

A與其他支持物之間隔 
B與建築物、招牌、廣
告牌、煙囪，廣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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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物間的安全間

隔 
線、容器(槽)及其他
裝置身(橋樑除外)等
間隔 

C與橋樑之間隔 
D與游泳池上或附近間
隔 

E與穀倉之間隔 
F與鐵軌之間隔 
G 增加路燈(含燈柱)之
間隔 

三、現行第三十一條架空

電線與房屋、煙囪、

樓梯間、水槽、橋樑

及其他構架建物間隔

等納入本節。 
第六節 在同一支持物上

供電線、導線、

電纜線的安全

間隔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十三條亦

有考慮到支持物及

其上的橫亙導線、支

線、吊線間的間隔，

第三十四條垂直及

橫向導線與支持物

表面及支線、吊線等

間隔。 
三、 現行第三十三條導

線與支持物及其上

之其他垂直、橫亙導

線、支線、吊線等之

間隔規定、應保持之

間 隔 如 附 表 八 所

示、未抑制擺動之懸

垂礙子連應另考慮

附表八間隔增加、附

表八間隔應符合之

條件；現行第三十四

條垂直及橫向導線

與支持物表面及支

線、吊線等間隔如附

表九等納入本節。 
第七節 爬登空間  一、 本節新增。 

二、 本規則對工作人員

登上支持物時需要

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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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三、 現行第三十四條供

電線支持物上之垂

直等不能妨礙工作

人員上、下和作業安

全等應保持間隔納

入本節。 
第八節 工作場所  一、 本節新增。 

二、 充分淨空工作場所

使線的工作人員能

安全地在支持物上

導線工作。 
三、 現行第三十四條供

電線支持物上之垂

直等不能妨礙工作

人員上、下和作業安

全等應保持間隔等

納入本節。 
第九節 特高壓、高低壓

供電線與電信

線交叉平行共

架 

 一、 本節新增。 
二、 此屬供電線路與電

信線路平行交叉共

架，我國有單獨立

法。 
第十節 同一支持物上垂

直和旁側設備

與其他設備表

面間安全間距 

 一、 本節新增。 

第五章 架空線路之建設
等級 

第五章 架空線路之建設
等級 

一、 現行章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建設等級或施工等

級 (Grades of 
Construction)，因為
不同的施工程度會

產生不同的強度和

預期的績效。如都市

與鄉村的施工等級

亦不同。 
三、 現行第三十六條架

空線路之建設按其

安全強度需要分特

級、一級及二級三種

等納入本節。 
第二節 建設等級的適用  一、 本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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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性 二、 現行第三十七條 

1.建設等級之適用範
圍 
2.特級線路適用於跨
越特殊場所 
3.一級線路適用於一
般場所 
4.二級線路適用於其
他線路 
相互跨越時，上方線

路之電壓及建設等級

不得低於任何下方線

路，其條件可得兩種

以上之建設等級時，

應以其中之最高等級

建設 
5.高建設等級設計之
線段，應包括其兩端

之支持物 
6.線路跨越電訊線時
等納入本節。 

第三節 導體建設等級  一、 本節新增。 
二、 新增主要內容包括： 

A.定電流導體(為因應
電壓的變動，且欲維

持電流在管制水

準，定電流被適當安

排。) 
B.鐵軌饋線和電車接
觸回路導體(這些情
況往往具有危險

性，因此特別考慮) 
C.專用於供應電線使
用之通信回路線 

D.火災警報回路導體 
E.供電線的中性導體

(中性導體滿足接地
需求和「電流電壓限

制 」 (circuit-voltage 
-limitation)的要求 

F. 電 湧 保 護 電 線

(Surge-Protection 
W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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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三、 現行以第三十八條

內附表十一說明。 
第四節 支持物建設等級  一、 本節新增。 

二、 支持物施工(建設)等
級。依支持物可能放

不同的導體，當然有

不同的橫擔，挿稍

(Pin)、繫鬆緊程度等
因此支持物施工需

規定等級。 
第六章 架空線路荷重及

分級 
第六章 架空線路之荷重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 符 合 體 例 一 致

性，爰修改章名部分

文字。 
三、 荷重在定義已有，但

簡單的說是架空線

路所能承受最大的

重量。如架空線路是

否能抗拒最嚴重的

氣候。 
四、 「架空線路荷重與

分級」是依台電業務

處建議修改。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三十九條風

壓荷重之種類： 
甲、甲種風壓荷重

(不下雪) 
乙、乙種風壓荷重

(高山下雪) 
丙、丙種風壓荷重

(城鎮房屋密集) 
及適用範圍(甲種風
壓荷重表)等納入本
節。 

第二節 供電線荷重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十條電線

承受之荷重 
1.風壓荷重及套冰重
量計算 

2.垂直荷重:附掛於吊
線時，則為電線重量

加吊線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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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3.水平荷重 
4.總荷重(垂直荷重與
水平符重之合力) 

第三節 線支持物荷重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包括： 

A.架空線路支持物及其
基礎、橫擔、礙子、

線路鐵器之設計荷重

種類、定義 
B.假設垂直荷重 
C.假設橫向荷重 (電線
桿、鐵塔、地基、橫

臂、插腳、絕緣體、

與導體扣件上的總橫

向荷重) 
D.假設縱向荷重 
E.同時施加總荷重 
三、現行第四十一條架空

線路支持物及其基礎、橫

擔、礙子、線路鐵器之設

計荷重、種類、定義等納

入本節。 
第四節 支持物、橫擔、

支持硬體、支

線、基礎座、和

錨定物等過載

因數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四十二條安

全強度的限制 
(一)架空線路之支持
物、基礎、橫擔、礙

子及線路等垂直荷

重、水平橫荷重及水

平縱荷重安全強度的

規定 
(二) 架空線組成構
件之製作與施工之

誤差而影響線路應

有之強度應力，設計

時得酌予適當之強

度等納入本節。 
第七章 架空線路機械強

度 
第七章 架空線路之機械

強度 
一、 章次變更。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第二節 特級與第一級的

建設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括： 
A.支持物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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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金屬、預力混凝

土、鋼筋混凝土結

構、 
 木質結構 
 需要側拉線但

僅可在遠處安裝的

結構橫向強度要求 
B.基礎強度、裝置、與
拉線錨定物 

C.支線與支線礙子強度 
D.橫擔與支撐杆 
E.礙子或絕緣體 
F.針型礙子或類似之施
工強度與供電線的

緊固接頭 
G.無臂施工 
H.裸架空供電線和架
空遮蔽線 

I. 裸通信線 
J.通信電纜 
K.配對通信線 
L.硬體支持物. 
三、 現行第四十三條各

級架空線路之機械

強度 
甲、特級線路 
乙、一級線路等納

入本節。 
第三節 第二級建設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電

桿、支線、供電線、

橫擔強度、供電線、

接戶線尺寸、電車接

觸供電線、通信線、

街上和區域的照設

備。 
三、 現行第四十六條電

桿埋入地中深度等

納入本節。 
第四節 支線與支撐桿建

設 
 三、 本節新增。 

四、 主要內容包括何處

使用、強度、附著

點、支線的標示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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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施、錨定(狀)棒。 

五、 現行第五十七條支

線與支架之裝置等

納入本節。 
第五節 支持物基礎建設  三、 本節新增。 
第六節 架空地線  三、 本節新增。 

四、 架空地線原NESC沒
有單列出，但日本

JEAC 有列出，我國
亦有列，但僅是種類

與跨距而已。日本

JEAC的內容為 
 高壓架空線路之
架空地線 

 特別高壓架空線
路之架空地線 

三、現行第四十五條架空

地線、種類、跨距、

桿線、塔線等納入本

節。 
第八章 電纜絕緣 第八章 架空線路之絕緣 三、 現行章次。 
第一節 通則  三、 本節新增。 

四、 現行第四十八條絕

緣礙子、材料、品

質、標示廠家等納入

本節。 
第二節 絕緣礙子電氣強

度 
 三、 本節新增。 

四、 本節新增內容為機

械、電氣特性。 
第三節 絕緣等級  三、 本節新增。 

四、 現行第五十條屋外

供電線路礙子之乾

閃終電壓以不低於

附表十七所列數值

等納入本節。 
第四節 廠內試驗  三、 本節新增。 

四、 現行第四十九條設

計、乾閃絡電壓、商

用頻率；第五十一條

相間電壓(依照有關
標準試驗)等納入本
節。 

第五節 特殊礙子的使用  四、 本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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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五、 現行第五十二條定

流線路之礙子絕緣

基準、單相線路礙

子、三相線路礙子等

納入本節。 
第六節 礙子的機械強度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為絕緣體

的機械強度。 
第七節 架空電纜系統  一、 本節新增。 

二、 依台電業務處建議

修改為「架空電纜系

統」。 
三、 現行第五十四條架

空電纜之電氣絕緣

及機械強度等納入

本節。 
第八節 拉線與跨距絕緣

礙子 
 一、 本節新增。 

 第九章 架空線路之雜則 一、 本節刪除。 
第九章 地下供電線路 第十章 地下線路通則 一、 章次變更。 

二、 原第九章雜則已刪

除，原第十章改為第

九章。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第二節 地下供電線路的

一般需求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六十三條供

電電纜埋設深度等

納入本節。 
第三節 安裝與維護  一、 本節新增。 

二、 為提供地下線的安

全與可靠服務，有賴

於地下設備位置正

確知識與受影響團

體間的合作。 
第四節 工作空間(進入、

進出) 
 一、 本節新增。 

二、 提供足夠空間，設

備、和淨空間隔以供

工作人員有效率與

有效益以運作和維

護系統。 
三、 使用期間必須檢驗

或調整的所有零件

配置應有適切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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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作空間、工作設施、

與空隙，以便讓授權

人員迅速進出。 
第五節 檢驗與試驗  一、 本節新增。 
第六節 地下線路與設備

接地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為： 
A方法 
B接地導體部分 
C電路 

三、現行第六十二條地下

線路與設備之接地方

式等納入本節。 
第七節 地下線路絕緣  一、 本節新增。 
第八節  通信(訊)保護需

求 
 一、 本節新增。 

第九節 感應電壓  一、 本節新增。 
第十章 地下管路 第十一章 地下管路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配合現行第九章

之刪除，爰修正章

次。 
三、 地下管路系統簡稱

為地下管路。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為： 
A.路線安排 

A1通論 
a.承受最小的實質結
構、不能位於結構

的下方或上方，若

不可行，要維持適

當間隔。以直線為

原則，若要彎曲，

要有足夠的彎曲

半徑。 
A2 自然災害，應避免
穿過不穩定之土壤 

A3公路與街道的規定 
A4橋樑與隧道的規定 
A5鐵路平交道的規定 
A6 水下交會處的規定 

B.地下裝置間隔(供電系
統與電信系統的間隔；排

水管、污水管、雨水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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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的間隔；供水管線；瓦斯

管與其他燃料管;蒸汽管
等間隔) 
三、現行第六十五條直線

為原則；第六十六條

穿設之電纜超過一回

路以上時管路直徑的

需求；第六十四條間

距及強度；第六十八

條管路應避免經過不

穩定之土壤；第六十

九條橋樑或隧道敷設

時應選擇交通危害最

小且易於巡檢或維護

之處所；第七十條電

車軌道下方時之間

距；第七十一條鐵路

軌道下方時之間距；

第七十九條配電室、

涵洞應加鎖；第七十

二條供電管路與其他

敷設之間距、混凝

土、磚石、泥土等納

入本節。 
第二節 開挖與回填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規定 
A.壕溝內部填實規定 
B.回填的品質規定 

第三節 管路與接續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 槪述: 

A1導槽材料的防蝕 
A2 導槽材料或導槽構
造設計 

A3導槽系統的設計 
A4 導槽無損害電纜如
突緣等設計。 

B安裝 
B1約束，應以回填土、
混凝土封箱、錨定

物、或其它工具來約

束導管 
B2接頭，限制堅硬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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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進入導管線路之方

式來接合導槽 
B3外部塗裝管，需要外
部塗層管之狀況，該

塗層應防蝕並應檢

驗與測試 
B4建物牆壁，穿過建物
牆壁安裝的導管，限

制瓦斯可能進入建

物的裝置 
B5 橋樑，避免熱脹冷
縮、避免土壤沉八降

所生的剪力、有效接

地 
B6人孔附近、導管應安
裝在夯實的土壤 

三、現行第六十七條管路

內部應平滑，其接續處

應牢固等納入本節。 
第四節 人孔、手孔、涵

洞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強度 
B、尺寸大小 
C、人孔進出 
D、蓋子 
E、進出拱頂地下室與
公共設施隧道 

F、梯子要求 
G、排水設施 
H、通風 
J、識別 
三、現行第七十六條人、

手孔及其孔蓋之設計

三.孔蓋應有適當之設
計，使其不致掉落孔內

等納入本節。 
第十一章 地下管路中之

電纜 
第十二章 地下管路中之

電纜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配合現行第九章

之刪除，爰修正章

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包括： 
A.導體、絕緣、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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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外殼、與屏蔽的設計

與建造應考量預期

在安裝及作業期間

的機械、熱、環境、

與電應力 
B.電纜的設計與製造應
在製造、盤捲、儲

存、處理、與佈設期

間保持指定的尺寸

與結構的完整性 
C.電纜應以保護每個組
件以避免受到其它

組件有害效應的方

式來設計與製造 
D.導體、絕緣、與屏蔽
的設計應可承受在

作業期間預期故障

電流的大小與持續

時間，但故障電流的

附近除外 
第二節 電纜設備防護與

保全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需保護絕緣或遮蔽，以

防範溼氣，或在其它不

利環境狀況下應提供護

套與或外殼。 
三、現行第八十三條地下

電纜應有防潮性之外

皮等納入本節。 
第三節 電纜遮蔽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計有： 
A.槪述 

(1)遮蔽依國家標準
認定 

(2)絕緣遮蔽可為分
段式，每段皆有效

接地 
B.材料 

(1)由半導電材料與/
或非磁金屬組成 

(2)材料設計應防蝕 
第四節 電纜附件與接續  一、 本節新增。 

二、 電纜附件與接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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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主要內容有： 

A.電纜附件與接頭設
計可承受機械、熱、

環境、與應力 
B.設計與建造使電纜附
件與接頭的每個組

件可防範來自其它

組件的有害效應 
C.設計與建造可保持電
纜結構的完整性並

可承受故障電流的

大小與持續時間 
第五節 地下電纜結構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電纜與接頭的絕緣
遮蔽應有效地接地 

B.連接至人孔接地裝
置上之電纜或遮蔽

應搭接或連接至一

般接地裝置上 
C.搭接與接地之引線
應為適合環境使用之

耐腐蝕或適切保護的

材質 
第六節 地下電纜佈設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1 為了避免損壞，應
控制供電電纜的彎

曲。 
A2 為了避免損壞，應
限制供電電纜上之牽

引拉力與側壁壓力。 
A3 導槽內會使供電電
纜在牽引作業期間損

壞的外物清除。 
A4 電纜潤滑劑不應造
成電纜或導管系統的

損壞。 
A5 約束在斜坡或垂直
方向上佈設的電纜，

以避免坡度造成的滑

動 
A6 除非相同事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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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則供電電纜不應與通

訊電纜佈設在相同導

槽內 
A7 所有事業單位達成
協議，則可將通訊電

纜一起佈設在相同導

槽內 
B.人孔與拱頂地下室的電
纜 

B1 支架設計以承受活
載與靜載;維持適當間
距;水平置放的電纜應
高地板 75mm 否則應
保護。 

B2間隔 
1.提供適度的工作空
間 

2.在供電設備與通訊
設備 
(1)僅可在相關單位
的同意下方可將

電纜與 /或裝備
安裝在共用的人

孔或拱頂地下室

上。 
(2)供電電纜與通電
訊電纜應在不同

的牆壁上架裝。

應避免電纜的交

叉。 
(3)若供電電纜與通
訊電纜必須在同

一牆壁上架裝，

則供電電纜的架

裝位置應在通訊

電纜下方。(與前
不同) 

(4)應安裝供電設備
與通訊設備，以

便在不需要移動

其它任何設備的

狀況下進出設

備。 



 77

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C.識別：永久標籤來識別
電纜，標籤易看得到，避

免腐蝕。 
三、 現行第八十七條遮

蔽 層 彎 曲 半 徑 規

定、使用波形鋁護

套、使用銅帶者、使

用 銅 線 或 無 遮 蔽

者、電纜支持物之機

械強度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八十五條電

纜於斜坡或垂直敷

設時，應設計制止其

下移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第八十六條非

由同一單位維護或

運轉之供電、控制及

通訊電纜，不得裝設

在同一導管內等納

入本節。 
六、 現行第八十七條電

纜在人孔內應有適

當之標示及支持等

納入本節。 
七、 現行第八十九條共

用人孔內供電與通

訊電纜或設備間應

有適當之維護空間

等納入本節。 
八、 現行第八十七條不

同電壓等級之電纜

之間距等納入本節。 
第七節 地下電纜接地與

護套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有： 
A.在人孔內施加接地之
電纜金屬護套或遮蔽層

應連接或跳接於共同接

地系統 
B.在非金屬導管上之導體
與電纜的設計應考量有

效接地之遮蔽與/或護套 
三、現行第九十條在人孔

內施加接地之電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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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屬護套或遮蔽層應連

接或跳接於共同接地

系統等納入本節。 
第八節 防災措施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為依據各

事業單位所提供防

護措施以提供可靠

的防火服務。 
第九節 通信電纜(包括特

殊供電線路)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1)電纜應配置有效
接地之導電護套或遮

蔽 
(2)電纜內的所有電
路應由一個單位持有

與使用，有資格人維

護。 
(3)應識別這些電纜 

第十二章 直埋電纜 第十三章 直埋電纜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配合現行第九章

刪除，爰修正章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 接地電壓600V以上
之電纜應有連續金

屬遮蔽、護套、或有

效接地的同心中線。 
B 可埋入符合規定

350B的相同供電電
路，不需考量分隔問

題。 
C. 接地電壓600V以下
且無有效接地之屏

蔽或護套的相同電

路電纜應互相緊密

地佈設在附近  (不
刻意分開)。 

D 所有直接埋入式有
外殼之供電電纜及

所有直接埋入式通

訊電纜應清楚地以

下列方式標示。識別

符號應以小於 1m(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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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in)之間隔縮印或浮
印在電纜外殼的最

外側 
三、 現行第九十四條連

續遮蔽金屬護套或

同心中性線，以供有

效接地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一百零二條

同一回路之電纜應

緊靠敷設等納入本

節。 
五、 現行第九十六條電

纜之上方應覆蓋沙

粒並加一層標示層

或標示帶等納入本

節。 
六、 現行第九十一條直

埋電纜除應有防潮

性之外皮外，其上層

應另裝置標誌物納

入本節。 
第二節 位置與路線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通論 

A1 受到最小的干擾 ; 
於其它結構的正上

方或正下方應保持

間距 
A2 

(1)電纜佈設或導引
成為直線， 

(2)若需彎曲，則彎曲
要有足夠大的半

徑 
(3)便施工、檢查、與
維護的安全進出 

(4)挖溝、鬆土、或鑽
孔作業前應儘量

確定計畫電纜佈

設路徑上的結構

位置 
B自然傷害 
電纜的路線應避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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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過不穩定的土壤，例

如：泥地、位移的土

體、腐蝕性土壤 
C其他條件 

C1其他狀況 1，供電電
纜不得佈設在游泳

池或其輔助裝備 1.5 
m (5 ft) 以內 

C2 其他狀況 2 電纜不
應佈設在大樓或儲

槽地基正下方 
C3 

(1)應避免在鐵軌石
碴段下方縱向地

佈設電纜 
(2)電纜在鐵軌下方
交叉則需要間

隔。 
C4公路與街道  
應避免在公路與街

道行駛路面下方縱

向地佈設電纜 
C5 防止受到潮流與洋
流作用的沖蝕 

三、 現行第九十八條電

纜穿越其他地下結

構物之上、下方時，

該結構物應加保護

並用支撐維持適當

之間距等納入本節。 
四、 現行第九十三條儘

量以直線敷設，如須

彎曲，依彎曲半徑之

規定等納入本節。 
五、 現行第九十五條避

免經過不穩定之土

壤如爛泥等納入本

節。 
六、 現行第九十七條供

電電纜與游泳池及

其輔助設備之距離

等納入本節。 
七、 現行第九十九條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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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纜應避免敷設於建

築物或貯存槽之基

礎下等納入本節。 
八、 現行第一百條電纜

橫越海底時，應避免

海潮及潮流之侵蝕

與衝擊等納入本節。 
第三節 佈設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 
A挖溝 

(1)直埋電纜的壕溝底
部應為相當光滑、原

狀、夯實的土地或砂

地 
(2)回填土應適切地夯
實 

B鬆土 
(1)土壤鬆土，不會使電
纜損壞的方式來進

行 
(2)鬆土裝備及鬆土作
業，使電纜不會因彎

曲、側壁壓力、或過

大的電纜張力而受

到損壞 
C鑽孔 
狀況會使堅硬物質損

壞電纜，則電纜應適切

保護。 
D埋入深度 

(1)足夠的距離  (埋入
深度) 來保護電纜 

(2)埋入深度適宜供電
電纜或導體使用 
三、現行第一百零一條直

埋電纜之溝底必須平

滑，且應搗實等納入本

節。 
第四節 審慎隔離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為： 
(一) 
A. 概述 

(1)分隔300mm(12 in)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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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上時，這些規定適用

於供電及通訊電纜

或導體與其它電纜

及 與 其 它 地 下 結

構，例如：汙水管、

供水管線、瓦斯與其

它燃料管線、建物地

基、蒸汽管線，等的

徑向分隔。 
2應有適切的分隔，
以便進出執行任何

設施的維護，避免對

其它設施造成損壞。 
B. 交叉 

(1)若電纜出入口位於
其 它 地 下 結 構 下

方，則應適切地支承

該結構避免有害的

負載轉移至電纜系

統上。 
(2)若電纜出入口位於
其 它 地 下 結 構 上

方，則應適切地支承

電纜避免有害的負

載可能轉移至其他

結構上。 
(3)安裝有足夠垂直分
隔的設施來提供適

切的支承。 
C. 並聯設施  
若將電纜系統佈設在

其它地下結構正上方

並與並聯，則應在相關

各單位達成佈設方法

的協議後方可執行。且

應保持適切的垂直分

隔，以便在進出維護任

何設施時不會損壞其

它設施。 
D.防熱 
佈設的電纜應與其它

地下結構，例如：蒸 
汽管線或冷凍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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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線，有足夠的分隔以避

免對電纜造成熱損。若

無法提供適切的間

隔，應在兩個設施間放

置適宜的隔熱障壁 
三、現行第九十二條敷設

電纜與其他地下結構

物如排水溝、自來水

管、燃料管、蒸氣管之

間距及間距不得小於

三十公分等納入本節。 
第五節 隨機隔離  一、 本節新增。 

(二) 
A. 概述 

(1)間隔未滿300mm(12 
in)時，這些規定適
用於供電與通訊電

纜或導體相互之間

及與其它地下結構

的間隔。 
(2)供電與通訊電纜或
導體與蒸汽管線、

瓦斯及其它燃料管

線的間隔不得小於 
300mm 

(3)在導體間使用300V
至600V接地電壓之
供電電路施工、操

作、與維護，當故障

時，應先將它們迅速

地斷電 
B.供電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後，

不需要設施之間的審慎

分隔，可將供電電路與

另一個供電電路的電纜

或導體以相同的深度一

起埋入。 
C通訊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後，

不需要設施之間的審慎

分隔，可將通訊電路與

另一個通訊電路的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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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或導體以相同的深度一

起埋入。 
D供電與通訊電纜或導體 
相關單位達成協議，將

供電電纜或導體及通訊

電纜或導體以相同的深

度一起埋入 
E.供電及通訊電纜或導體
與非金屬供水及汙水

管線 
第十三章 出地線裝置 第十四章 出地線裝置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配合現行第九章

之刪除，爰修正章

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二、 主要內容有： 
A 供電導體或電纜的
機械保護裝置至

少 應 30 公 分

(300mm) 
B 容許電纜合理彎曲
所需的偏差規定。 
C 裝有供電導體或電
纜暴露的導電管

或護件應依據規

定接地。 
三、現行第一百零三條出

地線之裝置以機械保

護，其保護範圍自地面

下三十公分起至地面

上二百五十公分止；第

一百零五條出地線之

外露載電部分與地面

之間距不得小於附表

十九所列之規定(出地
線之外露載電部分與

地面之間距)等納入本
節。 

第二節 出地線裝置  一、 本節新增。 
第三節 電桿引上線額外

需求 
 一、 本節新增。 

第十四章 電纜終端 第十五章 電纜終端 一、 章次變更。 
二、 為配合現行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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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 現行章節 說明 
之刪除，爰修正章

次。 
第一節 通則  一、 本節新增。 
第二節 終端支持物  一、 本節新增。 

二、 現行第一百十一條

電纜終端應予支持

及固定等納入本節。 
第三節 識別  一、 本節新增。 
第四節 涵洞內的間隔  一、 本節新增。 
第五節 接地  一、 本節新增。 
第六節 隧道內的裝置  一、 本節新增。 
第十五章 附則  一、 本章新增。 
 

 
 

對於「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與「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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