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場址規劃之海域範圍敏感區域 

附件一之一、海域範圍敏感區域 

註： 

1. 本項附件一所列高敏感區域，係本部彙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本要點發布日前所
提供圖資，惟各高敏感區域之精確範圍及座標，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續因法規
修訂、業務需求致區域有變更情形，仍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或說明內容為準，
申請業者應遵守相關規定辦理。

2. 本部得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布之最新範圍，賡續修正本項附件一所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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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高敏感區域範圍 

圖例 範圍名稱 資料來源 時間 備註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環保署 2020 
飲用水管理條例、土壤及地下

水汙染整治法 土壤汙染管制區範圍 

地下水汙染管制區 

定置漁業權區 

農委會(漁業署) 2020 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人工魚礁禁漁區 

保護礁區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交通部(氣象局) 2020 氣象法 

兩岸直航航道 交通部(航港局) 2020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自然保留區 

農委會(林務局) 2020 

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古蹟保存區 

內政部 2020 國家公園法 

遺址(指定遺址) 

遺址(列冊遺址) 

歷史建築 

重要聚落建築群 

重要聚落保存區 

文化景觀保存區 

林業試驗林地 

國有林事業區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水庫蓄水範圍 

礦業保留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 

(含海域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史蹟保存區 

(含海域史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 

(含海域特別景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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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範圍名稱 資料來源 時間 備註 

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及遊憩區 

(含海域一般管制及遊憩區) 

國際級重要濕地 

濕地保育法 
國家級重要濕地 

地方級重要濕地 

潮間帶 

海洋棄置區 

海委會 2020 

海洋污染防治法 

海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法 

海洋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紀念物 文化資產保存法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 文化部(文資局) 2020 文化資產保存法 

已獲配風場 經濟部(能源局) 2021 
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量

分配作業要點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交通部(民航局) 2020 民航局建議排除範圍 

高雄國際機場 

新竹機場 國防部(空軍司令

部) 
2020 空軍司令部建議排除範圍 

清泉崗機場 

電纜及電信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經濟部(國營

會) 

2020 通傳會、國營會建議排除範圍 

天然氣管線 經濟部(國營會) 2020 國營會建議排除範圍 

北方三島漁場 農委會(漁業署) 2021 漁業署建議排除範圍 

南北通行航道 交通部(航港局) 2021 航港局建議排除範圍 

- 軍事禁限建海域範圍 國防部 - 
依國防部最新規定範圍辦理 

(本範圍無揭示於附件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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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應備文件 

壹、應備文件內容要求

一、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表：如附件三。 

二、再生能源發電業組織或其籌備處、發起人相關證明： 

(一) 包含電業執照、依我國法律規定設立之公司設立登記文件、有效期間內之經

濟部所發籌備處登記預查表、該公司或籌備處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申請允許文

件及配號通知單、對外代表人及各發起人之公司設立證明文件或身分證明文

件等。

(二) 籌備處發起人除名義上發起人外，應包含共同發起、合資或其他合作協議而

實際參與發起程序之成員，並應檢附經我國法院公證或民間公證之共同發起、

合資或合作協議之完整內容。該協議至少應載明參與人對外均負連帶責任之

文意，且應至少足資證明其係經有對外代表執行業務權限之人所為之協議內

容。

三、自有資金之相關財力證明文件：應符合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

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但申請人為政府機關者不在此限。 

四、申請案背景說明：簡述申請案背景資料，含簡要說明整體風場規劃與投資架構，

格式如附件四。 

五、風場位置圖及其邊界範圍：須以最新版海軍大氣海洋局刊行之中華民國海軍水道

圖，採最大比例尺，並以 TWD97 二度分帶座標標示申請場址邊界位置與風力機組

布設位置(並檢附申請場址邊界位置及各機組布設位置座標表 Excel 檔)。 

六、風力機組布設圖：同風場位置圖要求。 

七、資料利用同意書：如附件五。 

八、切結書：如附件六。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貳、申請人提供文件倘屬外文文件，應附上正確中文譯文內容。倘涉及外國人股東、

資金或其他具證明性質條件等文件，應經當地公證或認證機構公證或認證，以及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關認證或驗證；若經要求

補正而未補正，本部得認定為不合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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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表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 目 內 容 

1.申請人
名稱 電話 

地址 傳真 

2.申請人之代表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電話 

地址 傳真 

3.發起人
名稱 電話 

地址 傳真 

4.申請場址名稱

5.場址地點與面積 地點 面積 (平方公里) 

6.申請規劃設置量 設置總容量：__________MW；單機容量：__________MW；每平方公里設置容量: __________MW 

7.申請文件自評

應備文件:（以下文件請提供 A4 格式正本或影本，依需要勾填） 

資格要件及其他文件 

摘要說明 

（或另附相關說明

書） 

檢 附 資 料 

是 否 

再生能源發電業組織或其籌備處、發起人相關證明文件 □ □ 

自有資金相關財力證明文件 □ □ 

申請案背景說明 □ □ 

風場位置圖及其邊界範圍(及其座標檔案) □ □ 

風力機組布設圖(及其座標檔案) □ □ 

資料利用同意書 □ □ 

切結書 □ □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 □ 

申 請   案 連 絡 人 申請人(機構)用印 代表人用印 

姓 名 單 位 /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手 機 

本申請人聲明以上所檢附資料之各文件皆與正本相符，並擔保其真實性。若有有偽造、變造、隱匿或其他虛偽

不實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絕不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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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案背景說明 

一、計畫目的： 

二、計畫概要(含申請案投資、規劃及營運管理工作團隊簡介及過往實績、規劃風場基

本簡介等)： 

三、發起人(股東)股權結構(應包含第一層發起人(股東)之法人名稱，以及第一層以下之

各法人股東，至最後一層法人股東，範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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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資料利用同意書 

申請人：

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利用政府資訊、促進民眾參與離岸風電開發並增進民眾對離岸風電

公共事務之瞭解，申請人同意主管機關得基於此目的下，於網路或其他方式公開申請

人名稱、申請場址座落處、單機容量及設置總容量等場址規劃申請案相關資料供公眾

瀏覽。 

申請人： 

地址： 

電話：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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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依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申請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知悉並同意下列情事： 

一、本要點附件一所列海域範圍高敏感區域，係本部彙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本要點發布日前所提

供圖資，惟各高敏感區域之精確範圍及座標，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續因法規修訂、業務需求

致區域範圍有變更情形，仍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或說明內容為準，且立切結書人應遵守相

關規定辦理。 

二、主管機關依本要點所為之准予備查函，不等同具有技術上之可行性，亦不代表相關法規與行政上

之障礙已全數排除。立切結書人於規劃時，仍應自行考量風場地質、底質、地形、風能等條件，

並綜合技術、財務、法規、政策或相關因素評估其開發可行性，不得對本部或主管機關為任何權

利主張、請求或求償。 

三、主管機關依本要點所為之備查函，係以立切結書人所提及揭露之資料為依據，如有任何不實或隱

匿情形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准予備查函僅供立切結書人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參與取得本部

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相關程序之用，立切結書人於符合離岸風力發電開發各階段

法規及取得相關主管機關要求之文件及許可前，不得逕行從事實質開發作業。 

四、立切結書人後續依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申請籌設許可等電業申設程序所應檢附之相關機關同意

函及意見函，應自行向各主管機關申請及協商，且立切結書人應遵守相關規定辦理。 

五、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經本部審認後，備查失其效力： 

(一) 經本部認定未符本要點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未完成改善。

(二) 申請人所附資料有偽造、變造、隱匿或其他虛偽不實情事，經查明屬實。

(三) 經本部撤銷或廢止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

(四) 本部受理本要點申請之截止日屆滿後六個月，仍未取得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同意證明文件。 

立切結書人：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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