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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器承裝業之申請・申報等指南 (中譯版)
陳姸彣 譯
壹、
電器承裝業(電気工事業法)之申請・申報等指南
這份指南根據「電器承裝業之業務適正化相關法律」(以下稱「電器承裝業
法」(「電気工事業法」))，敘述關於經營電器承裝業之程序方法。
此電器承裝業法是執行電器承裝業者之經營登記及業務規範，以確保其業務
的適當實施為目標，促進一般用電氣工程裝置及自用發電設備裝置之保安。
因此，即使經建設業法第 3 條第 1 項核准之建設業者，經營電器承裝業，也
必須依據電器承裝業法（みなし登録）提出申報手續。
一、
1.
1)

關於向經濟產業大臣登記之方法
登記
電器承裝業之登記申請 (法第 4 條)
I. 提出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II. 申請書內容:

樣式第 1 電器承裝業者登記申請書（PDF 形式：213KB）
2. 支付規定之登記執照稅
1) 向經濟產業大臣登記: 90，000 日圓（登記執照稅）
【登記牌照稅之繳納方式】
持麹町税務署制定之繳款單(也可至日本銀行 (總部、分部、代收
機構、稅務局(包括郵局)繳納)，請將蓋有繳費戳章之收據(繳款單
之第 3 聯)黏貼於登記申請書後繳交。
（参考）税目番号：
「221」
、税務署名「麹町」
、税務署番号「00031017」
I. 檢附文件 (施行規則第 2 條等)
甲、誓約書 申請者個人)
乙、誓約書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
申請者本人為電器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
士於營業地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丙、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從業證明 (僱用證明書)
申請者本人為電器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
士於營業地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丁、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官方制定之表
格樣式等)
i.
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複本 (第 1 種電氣工程技術士
須包括講習受訓紀錄)或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證明
書。
ii.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書 (官方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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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格樣式)
戊、登記執照副本(僅限公司法人)
i.
登記執照納稅繳款收據證明聯(繳款單第 3 聯) 。
注意:關於以上第 2、3、4 點，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副本請依序裝訂。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為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場合請檢附第 4 點 a
之文件。
二、
變更登記申請期限: 電器承裝業營業前。
依據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向都道府縣知事登記時，應於 30 天內向營業場
所 隸屬都道府縣申請登記。
請注意若超過此期限，原登記則失效，變更為無登記狀態。
1.

變更登記
1)
2)

檢送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申請書內容
I.

樣式第 2 電器承裝業者變更登記申請書 (（PDF 形式：
209KB）
繳納所定之手續費。
向經濟產業大臣申請登記: 14，400 日圓
向都道府縣申請登記:依據地方公共團體手續費標
準 相關法令，各都道府縣所定費用。(標準額:12,000
日圓)

II. 檢附文件 (實施規則第 2 條)
甲、誓約書 (申請者個人)。
乙、誓約書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
申請者本人為電器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
士於營業地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丙、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從業證明 (僱用證明書)
申請者本人為電器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士於營
業地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丁、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官方制定之
表格樣式等) 。
a 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副本 (第 1 種電氣工程技術士須包
括講習受訓紀錄)或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證明書。
b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書 (官方制定之
表格樣式) 。
戊、登記執照副本(僅限公司法人) 。
注意：關於以上第 2、3、4 點，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副本請
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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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為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場合請檢
附第 4 點 a 之文件。
3) 申請期限

三、
1.

2.

3.
四、
1.
2.

變更登記申請期限必須於登記有效期限內提出申請。
請注意登記有效期限自登記日隔日至 5 年期間。
變更行政機關之登記申請
檢送申請書機關
營業場所原登記於隸屬都道府縣知事變更向經濟產業大臣或產業
保安監督部長申請登記。檢送申請登記至經濟產業大臣或產業保安
監督部長。
申請書內容
1) 樣式第 5 變更行政機關登記申請書 (（PDF 形式：
145KB）
申請期限:新變更登記時，應即辦理。
登載事項變更 (第 10 條)
檢送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必須提出申請之場合:
1) 電器承裝業者變更以下之登載事項
I. 姓名、名稱及住址或公司法人之代表人姓名變更登記。
II. 包括營業場所名稱及所在地等該營業所之相關電氣工程
業務設立及註銷之變更。
III.公司法人董事姓名。
IV. 包括新僱用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姓名及電氣工程技術
士證書之登記變更。
2)

3)

樣式第 11 變更登載事項申請書 (（PDF 形式：206KB）
電氣工程種類相關之姓名、名稱及住所之變更須繳納所規定之
手續費。
I. 向經濟產業大臣申請變更:2,150 日圓。
II. 向都道府縣申請變更
依據地方公共團體手續費標準 相關法令，各都道府縣所
定費用。(標準額:12,000 日圓)
檢附文件
I. 誓約書 (限董事相關變更) 。
II. 誓約書 (限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變更) 。
III.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從業證明 (限主任電氣工程技術
士之變更) 。
IV.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限主任電氣
工程技術士等變更。依據官方制定之表格樣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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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副本 (第 1 種電氣工程技術

3.
五、

士須包括講習受訓紀錄)或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證
明書。
b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書 (依據
官方制定之表格樣式)
V. 登記執照 (限電氣工程相關姓名、名稱及地址相關種類之
變更) 。
注意: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為第一種電氣工程
技術士之場合請檢附第 4 點 a 之文件。
申請期限: 變更後 30 日內。
申請電器承裝業註銷登記

1.

檢送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申請書內容: 樣式第 12 電器承裝業註銷申請書(（PDF 形式：101KB）

3.

申請期限: 自註銷日起 30 日內。
補發登記執照 (第 12 條)

1.

檢送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允許補換發之申請

六、

3.

1)

執照汙損或破損使登載事項不能辨識時

2)

執照遺失時

申請書內容
1)

樣式第 13 補發登記證申請書 (（PDF 形式：103KB）
提出補發申請必須繳納所規定之手續費。

I. 向經濟產業大臣申請補發:2,150 日圓。
II. 向都道府縣申請補發
依據地方公共團體手續費標準 相關法令，各都道府縣所定費
用。(標準額:2,200 日圓)
繳回登記執照 (第 15 條)

七、
1.

檢送申請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應繳回登記執照
1)

符合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之新登記業者，已註銷之原登記執
照。

2)

依據第 11 條規定，已廢止之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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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第 28 條規定，已註銷之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

4)

依據第 34 條第 6 項規定，已變更為建設業者之登記執照。

3.

繳回形式尚無規定，允許任意形式繳回。

4.

繳回期限:自註銷日起 30 日內。

八、
1.
2.

申請電器承裝業者登記簿謄本等請求
申請謄本等之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申請之電器承裝業者登記於
經濟產業大臣) 。
申請書內容
1) 樣式第 14 電器承裝業者登記簿謄本交付(閱覽)請求書(（PDF
形式：105KB）
提出(閱覽)交付謄本請求必須繳納所規定之手續費。
I. 向經濟產業大臣請求
 謄本每張:820 日圓
 閱覽每次:710 日圓
II. 向經濟產業大臣請求
依據地方公共團體手續費標準 相關法令，各都道府縣所
定費用。
 標準額謄本每張:600 日圓
 閱覽每次:440 日圓

九、
1.
2.
3.

4.

十、

自用發電設備相關之電氣承包工程設置通知 (第 17 條之 2)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通知內容: 樣式第 14 之 2 電器承包業者開始通知書 (（PDF 形式：
150KB）
檢附文件
1) 誓約書 (通知者本人)
2) 登記簿謄本 (限通知者為公司法人)
通知期限
電氣承包工程開始前 10 日。
行政機關變更通知 (第 17 條之 2)

1.
2.
3.
十一、
1.
2.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通知書內容: 樣式第 14 之 3 通知行政機關變更之通知書 (（PDF
形式：101KB）
通知期限: 新設立時，應即辦理。
通知事項變更登記 (第 17 條之 2)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變更通知之必要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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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

1)

若有以下之變更場合，電器承裝業者必須通知

2)

I. 姓名、名稱及住址或公司法人之代表人姓名變更登記
II. 營業場所名稱及所在地
III.公司法人董事姓名
通知內容: 樣式第 14 之 4 通知事項變更通知書 (（PDF 形式：

103KB）
3) 檢附文件
I. 誓約書 (僅限變更董事相關事項) 。
4) 通知期限: 變更後 30 日內。
電器承裝業廢止登記通知 (第 17 條之 2)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通知書內容: 樣式第 14 之 5 電器承裝業廢止登記通知書 (（PDF

3.

形式：102KB）
通知期限: 自廢止日 30 日內。

十三、 みなし登録電器承裝業者(建設業者)之電器承裝業設立登記申請
書 (第 34 條)
1.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申請書內容: 樣式第 18 電器承裝業設立登記申請書 (（PDF 形式：
3.

210KB）
檢附文件
1) 誓約書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文件) 。

2)

3)

申請者本人為電器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士於營業地
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從業證明 (僱用證明書) 。
申請者本人為電氣工程技術士變更電氣工程技術士於營業地
點執行業務者不需要。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官方制定之表格
樣式) 。
a 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副本 (第 1 種電氣工程技術士須包括講
習受訓紀錄)或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證明書。
b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書 (官方制定之表格

樣式) 。
4) 登記申請期限: 電器承裝業設立時，應即辦理。
十四、 みなし登録電器承裝業者 (建設業者)之變更登記事項申請 (第
34 條)
1.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必須檢送變更登記書之場合:
建設業者有以下變更事項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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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名稱及住址或公司法人之代表人姓名變更登記。

2)

3.

依據建設業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得到核准之年月日及核准編
號。
3) 電氣承裝業之營業場所名稱、所在地及該營業所之電氣工程相
關業務等變更。
4) 包括 1) 所登記以外之營業場所之設立及廢止變更。
包括新僱用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姓名及電氣工程技術士證書之
變更登記。
申請書內容:
1) 樣式第 19 電器承裝業相關事項變更登記申請書 （
( PDF 形式：
2)

168KB）
檢附文件: (僅限承包一般用電氣工程裝置相關營業場所之設
置或變更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 。
I. 誓約書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文件) 。
II.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從業人員證明書。
III.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實務經驗證明文件 ((官方制定之表
格樣式) 。
a 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副本 (第 1 種電氣工程技術士須包括講
習受訓紀錄)或電氣工程技術士相關證明書。
b 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實務經驗證明書 (官方制定之表格
樣式) 。

注意: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等為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之場合請檢附第
3 點 a 之文件。
申請營業場所設立、廢止之行政機關變更登記，必須檢送 「電器承裝
業相關變更登記申請書」至變更登記之行政機關及原行政機關。
逕送變更登記後之行政機關文件需檢附原登記及變更後登記事項之登
載內容及變更後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所有成員相關文件。
於變更事由一欄附註新設營業場所等其他，如原登記機關、開始申請年
月日、原行政機關核准編號等及新設立之營業所管轄機關由誰變更為誰
等簡要說明。
另附相同變更登記申請書逕送原登記行政機關，檢附文件可省略。
4.

申請登記期限
變更時，應即辦理。
十五、 みなし登録電器承裝業者 (建設業者)廢止電氣工程登記申請 (第
34 條)
1.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申請書內容: 樣式第 20 電器承裝業廢止登記申請書(（PDF 形式：
145K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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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六、
1.
2.

申請期限: 廢止時，應即辦理。
みなし通知電器承裝業者(建設業者)開始通知 (第 34 條)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通知書內容:樣式第 21 電氣工程開始通知書(（PDF 形式：
104KB）
)
通知期限:電氣工程開始時，應即辦理。
みなし通知電器承裝業者 (建設業者) 通知事項變更通知(第 34

3.
十七、
條)
1.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必須通知之場合:
建設業者有以下變更事項之場合。
1)
2)

姓名、名稱及住址或公司法人之代表人姓名變更登記。
依據建設業法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得到核准之年月日及核准編
號。

3)

電氣承裝業之營業場所名稱、所在地及該營業所之電氣工程相
關業務等變更。
4) 包括 1) 所登記以外之營業場所之設立及廢止變更。(（PDF 形
式：104KB）)
3. 通知書內容: 樣式第 22 電器承裝業相關變更通知書。
注意: 申請營業場所設立、廢止之行政機關變更登記，必須檢送 「電
器承裝業相關變更登記通知書」至變更登記之行政機關及原行政機關。
逕送變更登記後之行政機關文件需檢附原登記及變更後登記事項之登
載內容及變更後主任電氣工程技術士所有成員相關文件。
於變更事由一欄附註新設營業場所等其他，如原登記機關、開始申請年
月日、原行政機關核准編號等及新設立之營業所管轄機關由誰變更為誰
等簡要說明。
另附相同變更登記申請書逕送原登記行政機關，檢附文件可省略。
通知期限: 變更時，應即辦理。
十八、 みなし通知電器承裝業者(建設業者)之廢止通知 (第 34 條)
1. 檢送通知書機關: 經濟產業大臣。
2. 通知書內容: 樣式第 23 電器承裝業廢止通知書 (（PDF 形式：
3.

102KB）
)
通知期限: 廢止時，應即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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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檢送申請書之機關
1. 於都道府縣區域內設置一個營業所
都道府縣知事
2. 於都道府縣區域內設置兩個以上營業所
位於一個產業保安監督部區域內之場合
跨越兩個產業保安監督部區域之場合

產業保安監督
部
經濟產業大臣
部

注意: 申請登記機關分為上表所示之三個行政機關。
只設立一個營業所之業者全為案例 1.，請向都道府縣知識申請登記。
（各都道府縣之聯絡窗口）（PDF 形式：91KB）
設立兩個以上營業所之業者為案例 2.，請參照 2.之申請機關。
2.1 隸屬 1 個產業保安監督部、分部區域
→該產業保安監督部長、分部長
例如:於福岡縣及鹿兒島縣設置營業所場合→九州產業保安監
督部。
於香川縣及愛媛縣設置營業所場合→中國四國產業保安監督
部四國分部。
於富山縣及石川縣設置營業所場合→中部近畿產業保安監督
部北陸產業保安監督署 等。
2.2 跨越產業保安監督部本部及分部區域
→該產業保安監督部長
例如:於宮城縣及東京都設置營業所場合→關東東北產業
保安監督部。
於富山縣及愛知縣設置營業所場合→中部近畿產業保安
監督部。
於廣島縣及香川縣設置營業所場合→中國四國產業保安
監督部 等。
2.3 跨越兩個產業保安監督部區域。
→經濟產業大臣 (本省)
例如:於東京都及大阪府設置營業所場合。
於北海道及愛知縣設置營業所場合。
於福岡縣及沖繩縣設置營業所場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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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記機關為產業保安監督部長之場合申請樣式及檢送機關:

向產業保安監督部長等登記場合(參照上述之「檢送申請書機關」)的樣式及
檢送機關請參照以下連結:
 関東東北産業保安監督部東北支部
 関東東北産業保安監督部
 中部近畿産業保安監督部
 中部近畿産業保安監督部北陸産業保安監督署
（請使用中部近畿産業保安監督部等樣式）
 中部近畿産業保安監督部近畿支部
 中国四国産業保安監督部
 中国四国産業保安監督部四国支部


九州産業保安監督部
（北海道內及沖繩縣內之場合請洽詢北海道及沖繩縣各聯絡窗口。不得向產業
保安監督部申請登記。）
(各產業保安監督部位址:
http://www.meti.go.jp/policy/safety_security/industrial_safety/links/kantokubu.html）

二、

登記記官為經濟產業大臣場合:
商務流通保安グループ 電力安全課 資格班
〒100-8901
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 1 丁目 3 番 1 号

TEL 03-3501-1742
三、
用語定義
1. 營業場所: 管理電氣工程施工的店鋪。不論名稱為總店、分店、營業所、
辦事處等，有實際執行其管理業務者皆符合營業場所。僅執行電氣工程
簽約、經營管理等總部等，而所有下層組織管理相關具體電氣工程施工，
其總部等則不符合營業場所之定義。
2. 一般電氣設備
依電氣工程技術士法第 2 條第 1 項 (（「一般電氣設備」依電気事業法
（昭和 39 年法律第 170 号）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之電氣設備(無連接 600V
以下受電或輸出低發電裝置結構內之受電電線以外等高安全性之電氣

3.

設備)稱為電氣設備。
廣義而言，一般家庭、商店等屋內配線設備等皆稱為一般電氣設備。
自 用 發 電 設備
依電氣工程技術士法第 2 條第 2 項 (「自 用 發 電 設備 」依電器承裝業
法第 38 條第 4 項規定自用發電設備(發電所、變電所、最大電力 500KW
以上之需求設備(為了用電，所設置同一場所同一種類用電結構 (發電
所或變電所除外)所設置之電氣設備。(依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4 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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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稱為電氣設備)的總稱。) 其他通商產業省令所制定項目除外)之規定

4.

稱為電力設備。
廣義而言，最大電力 500KW 以下，符合中小型建築物等電力需求設備。
電氣工程
依電氣工程技術士法第 2 條第 3 項(設置或變更一般電氣設備或自用發
電設備)之規定稱為電氣工程。

5.

電器承裝業登記
從事電氣工程事業經營者。

6.

通知電器承裝業者
僅從事自用發電設備相關電氣工程之電器承裝業者。

7.

みなし登録電器承裝業者
經建設業法核准之建設業者經營電器承裝業。

8.

みなし通知電器承裝業者
經建設業法核准之建設業者，僅經營自用發電設備相關電氣工程之電器
承裝業者。

資料來源：
1.

電気工事業法の申請・届出等の手引き
http://www.meti.go.jp/policy/safety_security/industrial_safety/sangyo/electric
/detail/tebiki_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