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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售電價格調整機制探討 
陳玟如* 

摘要 

在國內獨佔電業環境中，台電是唯一的綜合電業，電價由供應者

決定，售電對象為產業及大眾消費者，其發、輸、配電及行銷管理成

本應適度反映於售電價格，但近年來電價調整因政府政策及輿論壓力

屢屢受阻，電價調整不易。在民營電廠與台電公司購售電關係中，民

營電廠為電力供應者，台電為唯一的電力需求者，亦為價格決定者，

為典型的獨買市場，購售費率調整方式已考量各項費率之變動因素明

訂於購售電合約中。本文將分別整理台電公司及民營電廠售電價格調

整機制，並評析調整機制是否合理及提出修正意見。 

關鍵字：台電公司、民營電廠、售電價格調整機制 

 

壹、前言 

在國內獨佔電業環境中，台電是唯一的綜合電業，電價由供應者

決定，售電對象為產業及大眾消費者，其發、輸、配電及行銷管理成

本應適度反映於售電價格，但近年來電價調整因政府政策及輿論壓力

屢屢受阻，電價調整不易。在民營電廠與台電公司購售電關係中，民

營電廠為電力供應者，台電為唯一的電力需求者，亦為價格決定者，

為典型的獨買市場，購售費率調整方式已考量各項費率之變動因素明

訂於購售電合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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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電公司售電價格分析 

電價的訂定涉及面廣泛，若依照經濟的角度，完全反映成本，又

會造成社會大眾的反彈，若未完全反映成本，又會造成電業的虧損，

因此電價的訂定必須符合社會大眾的認同，同時又能避免電業的損

失，此外亦能透過價格訊號來導引用戶用電，達成政府節約能源的政

策。以下分別說明未來電價調整機制原則及現行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

款機制。 

（一）未來電價調整機制原則 

1. 法規面：回歸電業法 

根據「電業法」第2條規定，「所稱電業，謂應一般需用經

營供給電能的事業。」它是規範台灣地區所有電力事業的特別

法。「電業法」立法的目的在第1條便開宗明義的陳述：「為開

發國家電能動力，調節電力供應，發展電業經營，維持合理電價，

增進公共福利，特制定本法。」因此，管制者在制定電價費率，

便需要秉持規範中維持合理電價的本旨，來設計適當的電價制定

程序與費率公式。 

「電業法」第59條第1項與第3項分別對於電費訂定與修正之

呈核及公告加以規定：「電業擬訂或修正營業規則，電價及各種

收費率，應經送地方主管機關或其事業所屬機關，加具意見，轉

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在當地公告之。…國營事業費率之計

算，依國營事業管理法第20條之規定。」。由於目前台灣地區的

電業仍屬國營之公用事業，所以電業之費率計算公式的訂定程序

就須依據「國營事業管理法」第20條規定：「國營之公用事業費

率，應由總管理機關或事業機構擬具計算公式，層轉立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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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變更時亦同。」具體而言，電業之費率計算公式，應由經濟

部加以訂定或變更，再轉呈立法院加以審查核准才能生效。 

另外，對於電費計算公式的訂定原則方面，「電業法」第60

條明定：「電價之訂定應以電業收入，抵償其必需成本，並獲得

合理之利潤。合理利潤應以有效使用中之固定資產重置現值及營

運資金為基準，並參酌當地通行的利潤率計算之。」準此，合理

電價除必須支應一切營業開銷外，尚須以電力事業的固定資產為

主要基礎，使投入營運的固定資產獲得的報酬率。 

2. 重整電價計算公式 

電價計算公式維持立法院原核定之公式不變，將公式中各項

費用重組，分為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可控制項目成本及盈餘等三

大類。 

 

 

 

 

 

 

3. 電價調整考量因素 

電價是否調整，政府將考慮成本合理性、社會負擔及物價上

漲情形、電業永續經營等面向，並以不對一般民眾基本生活用電

產生太大影響為目標，其主要考量因素包括： 

(1)合理反映燃料價格及發購電結構變動所增減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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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用戶正確價格資訊，提升能源效率與節約用電之效

益，並促進能源有效利用。 

(3)比較鄰近國家電價水準，考量電力公司財務規劃、合理利

潤及其永續經營。 

(4)考量調整時機、幅度以及電價調整幅度的影響效果，如對

物價、產業、整體經濟發展及一般民眾生活之影響效果。 

4. 電價調整機制 

(1)電價調整 

根據行政院訂頒「國營事業最適資產規模考核原則」，

資產報酬率(ROA)定義為：稅前淨利/【（期初資產+期末資產）

/2】×100﹪，與中油公司相同，台電公司資產報酬率(ROA)

目標為 3﹪以上。該資產報酬率之資產界定，不包括閒置資

產，僅限與電業營運相關之資產為界定範圍。因台電公司為

國營事業，在考量電業永續經營及達到合理盈餘的前提下，

彈性電價調整機制方宜實施，概述如下： 

A. 變動範圍 

台電公司針對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如燃料成本）及再生

能源優惠購電補貼等政策因素成本，在增減成本達平均售電

單價 1.5%以上（含）時，透過電價雙向調整機制，讓電價適

時調漲或調降，合理反映供電成本，惟調整後之投資報酬率

不得超過法定之合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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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調整機制公式 

未含稅每度用 

 
 
電應調整數 = 

 

C. 基於資訊公開透明原則，台電公司逐月計算當期不可控

制項目及政策因素之金額增減數，併財務報告陳報主管

機關（授權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D. 調整作業：公告新電價 

各類用戶電價＝原電價表電價 ± 未含稅每度用電應調

整數 × （1+營業稅率） 

E. 說明 

(A)不可控制項目金額增減數：燃料及購入電力因燃料價格

及結構變動所增減之成本；利息因利率變動所增減之成

本。 

(B)政策因素金額增減數：法令變動、政府政令或購買再生

能源電力所造成成本變動或收入短少。 

(C)燃料價格變動之衡量以台電公司實際交易價格為準。購

入電力以台電公司實際購電價格為準則。另參照日本電

業，設算平均燃料價格。 

(D)利息以央行公佈「5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增減，按台電

當期計息負債餘額計算。 

當期不可控制項目及政策因素之金額增減數 

當期售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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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計算金額增減數，其基期數據係指最近一次調價案所採

用之數據（應以達成合理報酬為前提）。當期所調整之數

額與售電量均以自調價當季起 1年之預計數。 

(2)建議 

公用電業除了考量適當投資報酬率之外，其費率之訂定

亦應考慮公平、效率與長期穩定。此外，為合理反映供電成

本及達到節約能源目的，電價應及時且適度調整，惟考量社

會負擔、物價波動及對民生影響，因此每次調整幅度不宜過

大。電價調整機制之建議如下： 

A.電價計算公式中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如燃料價格、政策（含

法規修正）等，非屬台電公司經營管理因素，爰建議應

適時反映電價。 

B.有關不可控制項目成本中之「利息」項，電業雖可經由財

務操作規避部分利率造成之風險，但利率仍非屬電業可

完全控制事項，故台電公司將「利息」列入不可控制成

本項目中，利率變動對利息之影響列為可調整電價項目。 

C.為避免對整體經濟成長、物價及民生衝擊過大，並考量公

用電業之合理盈餘及其永續經營，建議未來可按季檢

討，逐步（多次）彈性調整。 

D.為簡化電價調整作業流程，電價調整方向及其幅度授權由

經濟部逕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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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整程序規劃 

台電公司定期提供相關成本、預算及經營績效等資料，經能

源主管機關初步審核後，再召開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會議，

決定電價調整之必要性。電價調整機制之流程，詳見圖 1。 

 

 

 

 

 

 

 

 

 

 

 

 

 

 

 

 

 

 

 

 
 

圖1  電價調整機制之流程圖 

台電公司定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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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達電價調整檢視項目 
3.電價調整幅度討論 

能源局初核 
定期(臨時) 
舉行會議 

經濟部核定 

公告實施 

YES 

能源局 
NO 

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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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短、中、長期電價調整機制原則 

(1)短期：資訊透明化 

A.電價調整檢視項目 

電價調整考量項目涵蓋電業營運「績效導向」、電價調

整合乎「市場法則」、電業成本結構、及電業資訊透明化 4

大檢視項目，概述如下： 

(A)電業營運「績效導向」：檢視電業各種經營績效逐年改善。 

(B)電價調整合乎「市場法則」：(i)檢視電力供需狀況；(ii)

檢視尖離峰電價反映發電成本；(iii)檢視電價調整合乎使

用者付費項目；(iv)檢視電價調整促進能源有效利用。 

(C)電業成本結構 

a. 一般電業電價訂定主要有 2種方法：平均成本訂價法

(average cost pricing)及邊際成本訂價法(marginal cost 

pricing)。依邊際成本訂價之電費收入將超出應計電費收

入，一般電業係依下列方式酌予調整：(i)基本電費參酌

尖載機組固定成本訂價(預防用戶自行投資機組發電自

用)。(ii)離峰流動電費依離峰邊際成本訂價。(iii)尖、半

尖峰流動電費參酌尖、半尖峰平均成本訂價。 

b.未來電價調整時電業應提供下列成本資料： 

l 職能別（發、輸、配等）成本。 

l 用途別（燃料、用人、維護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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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業資訊透明化 

a.台電公司定期或配合時需提供電價相關成本資料予主管

機關以及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相關資料概述如下：

(i)台電發電成本資料：燃料、購電支出、政策、利息、政

策因素（如道路使用費、線下補償費、補貼之政策法令成

本）之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如用人費用維護費用、折舊之

可控制項目成本；盈餘項目。(ii)電業營運績效資料。(iii)

售電成本結構之變動情形。(iv)電價方案之電價表。(v)電

價調整計算及幅度：分配及計算方式；各類用電調整幅

度。(vi)電價調整影響因素分析：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各行

業生產成本增加及整體經濟成長率之影響。 

b.參照國際電業經營績效指標，台電公司提報年度之經營績

效目標値。年度結束後 3個月內，台電公司提報經營績效

實績値，若未達到原訂目標値，台電公司應以書面說明原

由。 

c.根據行政院訂頒「國營事業最適資產規模考核原則」，考

量台電公司獲取合理資產報酬率(ROA)。 

d.召開會議研討台電公司之電價調整方案。 

e.台電公司提供相關電價調整資料之公開上網查詢及問題解

答。 

f.電價調整前事先公告相關資訊以減少社會及經濟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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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期：燃料調整機制 

國際燃料價格對電業的影響以及近來年國際燃料價格

的大幅變動，日本等國電業已採行燃料調整機制，反映絕大

部份的供電成本變化。經由短期電業資訊透明化，以消弭產

業界及社會大眾之疑慮，確認台電公司已達內部經營管理績

效後，可進行中期的燃料調整機制，合理反映燃料價格上漲

成本，期使電業獲取合理盈餘而能永續經營。 

如前所述，參酌日本電業燃料費調整機制，台電公司應

先訂定電價基準點，設定基準燃料價格，並依據每季之平均

燃料實際價格，以兩者之差異數計算燃料費調整單價。但為

避免電價小幅頻繁之變動，凡在基準燃料價格一定範圍內

（如±2%）之變動不予調整。同時，為避免電價大幅調漲，

可設有燃料費調整上限（如基準燃料價格之 1.5倍）。另台電

公司電價表中須配合增訂，於各項燃料價格波動過大時，得

將燃料變動成本反映於電費中等內容。 

(3) 長期：浮動機制 

長期而言，以推動電價合理化為目標，經由中期燃料費

調整機制執行後，評估其執行成效與各項衝擊，減少社會大

眾對電價調整之激烈反應。因台電公司肩負國營事業政策任

務，在考量公用電業永續經營及達到合理投資報酬率之前提

下，方可實施長期浮動電價機制，並依法授權經濟部推動浮

動機制事宜，力求電價調整透明化、合理化。台電公司建議

需等到台電有合理利潤方適合進行電價浮動機制，依據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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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即公司一年總資產報酬率(ROA)需達 3%、股東權益報

酬率(ROE)超過 6 %。 

另外，建議每 2年電業針對其經營管理績效、不可控制

及可控制項目成本、長期電源開發方案，以及合理投資報酬

等作一全盤性檢討，並提出因應對策，確保國內長期電力供

應穩定及電業永續經營發展目標。 

（二）現行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 

由於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電業經營及國內電價均產生重大之影

響，因應立法院要求並回應社會對電價應適時反映能源價格漲跌之期

待，避免電價與發購電使用之能源價格脫節，台電公司於97年底提出

「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經濟部能源局於98年1月12日原則同

意，同年5月6日經濟部同意並修正部分條文，其內容說明如下。 

1. 名詞定義 

(1)基準電價：97年 10月 1日起實施之各類電價。 

(2)實績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各季以天然氣、燃煤

及燃料油三種化石燃料發購電實績價格計算之加權平均

每度燃料成本。 

(3)對應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97年 10月 1日電價調

整所依據之燃料對應價格為基準計算之各季以天然氣、

燃煤及燃料油三種化石燃料發購電對應價格計算之加權

平均每度燃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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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7年10月1日電價之各燃料對應價格 

項 目 各燃料對應價格 

自發

電力 

天然氣 14.8396元/立方公尺 

燃 煤 2,844元/公噸 

燃料油  15,607元/公秉 

購入

電力 

民營燃煤電廠 0.9952元/度 

民營燃氣電廠 2.5308元/度 

30萬瓩以上大型汽電共生 0.9887元/度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2009。 
 

(4)影響電價權重：指化石燃料(天然氣、燃煤及燃料油)加權

平均單位成本變動，電價將隨之反映之程度。影響電價

權重為化石燃料(天然氣、燃煤及燃料油)發購電量除以售

電量之結果。 

(5)每度燃料費調整單價：若啟動燃料條款機制，於基準電

價外附加(減)之燃料調整單價。 

(6)電費月份：電費收費日所屬之月份。 

2. 每度燃料費調整單價之計算、公告及燃料成本結構揭露 

(1)每季起始月(1、4、7、10月)核算上一季「實績價格加權

平均每度燃料成本」，與「對應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

本」比較，並計算其「影響每度電價金額」。 

其計算公式如下： 

A. 實績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 

＝Σ（上一季各化石燃料用量或購電量實績 × 上一季各燃



 13

料實績價格） ÷ 上一季化石燃料發購電量實績 

B. 對應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 

＝Σ（上一季各化石燃料用量或購電量實績 × 電價之各燃

料對應價格） ÷ 上一季化石燃料發購電量實績 

C. 影響每度電價金額 

＝（實績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 － 對應價格加權平均

每度燃料成本）× 影響電價權重（79%）1 

(2) 啟動時機 

基準電價係按97年10月1日起實施之各類電價計收。 

依本機制逐季檢討後計算之「影響每度電價金額」之絕對

值，達上年度平均每度售電單價1％，即啟動燃料條款機制，於

基準電價外附加（減）「每度燃料費調整單價」，該調整單價即

為「影響每度電價金額」；未達上年度平均每度售電單價1％，

則恢復以基準電價收費，原附加（減）「每度燃料費調整單價」

則予取消。 

(3) 公告及實施 

A. 每季公佈上一季「實績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與「對

應價格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之計算情形及其比較結果，

並陳報經濟部。 

B. 如啟動燃料條款機制，應於每季第一個月(1、4、7、10月)

                                                
1 「影響電價權重」係以 97年電價案之化石燃料發購電量 1,561億度占售電 1,977
億度之占比 79%計算，顧及長期能源結構配比變動，該權重應每兩年檢討修訂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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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預告基準電價外應附加(減)之「每度燃料費調整單

價」，並於該季第三個電費月份(3、6、9、12月)起實施。 

茲將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重要資訊及評析彙總於表

2，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基準電價設定時點，由於97年電價案若

充份反映成本，平均電價需調漲50.4％，但該次僅半數調漲，調

幅為25.2％，亦即該燃料條款機制係將未充分反映成本之水準視

為基準點，此仍有討論空間；另外，因每季燃料成本均與基準燃

料成本相比，調幅未達1％則不調整，每季獨立評估，不涉及前

後期關係，清楚易懂，可避免在與前期相比機制中，若當期未達

調整門檻，次期是否要累計反映之困擾。調價反映程度方面，建

議應以全發購電量為分母計算佔比，而非以現行規範的售電量為

分母，另反映程度計算簡易，加上未來核四商轉，結構佔比將明

顯改變，建議宜每年調整。 

表 2  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重要資訊及評析彙總 

項目 內容 評析 
基準電價 97年 10月 1日起實施之電價 u 97年電價案若充份反映成本，平

均電價需調漲 50.4％，該次僅半
數調漲，調幅為 25.2％。 

u 基準點未充分反映成本，尚有討
論空間。 

基準化石燃料成本 

97年 10月 1日實施之電價對應之
化石燃料成本 

影響電價權重 
（反映程度） 

u 97 年電價案化石燃料發購電
量占售電量比例。 
1566億度/1977億度＝79％ 

u 考量長期能源結構配比變
動，該比例每兩年檢討一次。 

u 「影響電價權重」係以化石燃料
發購電量佔比為依據，考量基礎

一致，建議分母應為全系統發購

電量，而非現行規範的售電量。 
u 「影響電價權重」計算簡易，加
上未來核四商轉，結構佔比將明

顯改變，建議宜每年檢討。 

調價頻率 
每季核算上一季「實績價格加權

平均每度燃料成本」，計算其「影

響每度電價金額」。 

 

調價公告＆實施 
時間 

每季第一個月(1、4、7、10 月)月
底前預告基準電價外應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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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評析 
之「每度燃料費調整單價」，並

於該季第三個電費月份(3、6、9、
12月)起實施。 

調價啟動門檻 

「影響每度電價金額」之絕對

值，達上年度平均每度售電單價 1
％時；未達上年度平均每度售電

單價 1％，則恢復以基準電價收
費，原附加（減）「每度燃料費

調整單價」則予取消。 

因每季燃料成本均與基準點相比，

調幅未達 1％則不調整，每季獨立
評估，不涉及前後期關係，清楚易

懂，可避免在與前期相比機制中，

若當期未達調整門檻，次期是否要

累計反映之困擾。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2009；本研究整理。 
 

（三）98年第三季電價燃料條款機制 

98 年第 3 季化石燃料實績價格發購電加權平均每度燃料成本

1.9463元，較 97年 10月 1日電價調整案之對應價格加權平均燃料成

本 1.9368元增加 0.49%，見表 3，換算「影響每度電價金額」為 0.0075

元/度，尚未達 97年度平均售電單價（2.3010元/度）之 1%，依「電

價燃料條款機制」，用戶應繳電費仍依現行電價計收，相關資料則依

規定提送經濟部「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 



 16

表 3  98年第 3季電價燃料條款機制試算結果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台電公司電價燃料條款機制」，2009年 10月。 

 

參、民營電廠售電費率調整方式 

台電公司向民營電廠之購電費率及調整機制已明訂於購售電合

約中，以下按容量費率（資本費、固定運維費）及能量費率（燃料費

率、固定運維費、電源開發捐助基金）進行說明。 

（一）容量費率 

1. 資本費率 

第一、二階段 IPP 每年隨物價指數 2.897％調漲，但此為設

定各年資本費率之物價逐年調整設定，並不影響完工年現值，故

不視為真實的資本費率調整。第三階段 IPP 之資本費率為固定

值，概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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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維護費（固定部分） 

隨前一年與基期年之WPI變動率調整。 

（二）能量費率 

1. 燃料費率 

隨台電相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第一、二階段隨

前一會計年度與基期年之燃料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第三階段則

隨前一年與基期年之燃料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由於第一、二階

段競標時點為民國 84年，當時國內會計年度為當年 7月 1日至

次年 6月 30日，直到 87年 10月 29日預算法將會計年度由「七

月制」改為「曆年制」，87會計年度為 87年 7月 1日至 88年 6

月 30 日，88 年下半年為一獨立會計年度，自 89 年起會計年度

即採曆年制。故於 88年 6月 1日商轉的麥寮汽電，尚屬 87會計

年度，其 88 年燃料費率係依據 86 年會計年度（86.07.01～

87.06.30）與基期年之燃料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依此類推，89

年則依據 87會計年度數值調整，在 88至 89年期間，業者獲得

的燃料費率之於燃料成本至少落後一年半，而自 90 年起，燃料

費率則反映前一會計年度（亦為前一年度）之燃料成本，落後時

間為一年。 

燃料費率落後一年反映燃料成本較適用於價格波動平穩期

間，惟 93 年起國際燃料價格波動甚劇，落後一年反映燃料價格

將使單方蒙受重大成本負擔，當燃料價格呈現上揚走勢，IPP採

購較高價的燃料來發電，但無法反映於當下的售電費率，使 IPP

承擔價格風險；反之，若燃料價格呈現下跌走勢，IPP採購較低

價的燃料來發電，但售電費率仍維持上一年度之高價，台電公司



 18

多支出購電費用，若反映於電價中由全民買單，豈不有「劫貧濟

富」之嫌。 

為使雙方免於承擔燃料成本風險，燃氣 IPP 於民國 94 年 4

月及燃煤 IPP於民國 96年 12月分別向台電公司提出進行有關燃

料成本調整機制協商，爾後台電公司於 96年 10月 9日及 97年

間分別與燃氣 IPP及燃煤 IPP業者協商完成修訂燃料成本費率調

整方式合約。修正後之燃氣 IPP之燃料費率隨中油公告天然氣牌

價換算之熱值成本與基期年之熱值成本變動率，即時調整；而燃

煤 IPP仍採前一年平均燃料熱值成本變動率，主要係因燃煤成本

缺乏一適當的指標價格，加上台電公司難以明確分攤單季、單月

之燃煤熱值成本所致，但維持落後一年反映確實有不妥之處。 

在燃料費率調整機制修正後，以燃氣價格而言，中油天然氣

牌價在 97年 5月調漲 1次，氣價漲幅 27％，因應台電電價僅反

映半數成本上漲，燃氣 IPP 共體時艱，燃料費率半數調漲；97

年 12月與 98年 1月連續 2次調降天然氣牌價，其他月氣價累計

降幅近 24％，台電公司得以立即調降燃氣 IPP 的燃料費率，在

修正機制施行後雙方均有受惠。以燃煤價格而言，97 年中煤價

來到歷史高檔後回跌，98 年煤價相對較低，但台電公司仍以去

年高煤價水準支付燃煤 IPP燃料費率，此部分合理性尚有討論空

間，詳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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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IPP燃料成本調整機制修正前後比較 

 燃氣 IPP 燃煤 IPP 

原

訂

調

整

方

式 

 
燃料成本 
反映時間 

u 第一、二階段：隨台電前一會
計年度與基期年同燃料平均

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 
Ø 88至 89年間，落後 1年半
反映。 
Ø 90年起，落後 1年反映。 

u 第三階段：隨台電前一年度與
基期年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

變動率調整。 

u 隨台電前一會計年度與基期年同
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率調整。 
Ø 88至 89年間，落後 1年半反映。 
Ø 90年起，落後 1年反映。 

調價指標 台電公司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
變動率 

台電公司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

率 

修

正

後

調

整

方

式 

施行時間 96年 10月 9日 97年 

燃料成本 
反映時間 

燃氣 IPP之燃料費率隨中油公
告天然氣牌價換算之熱值成本

與基期年之熱值成本變動率，即

時調整。 

燃煤 IPP之燃料費率隨台電前一年度
與基期年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

率調整。 

調價指標 
中油公告天然氣牌價換算之熱

值成本 
台電公司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

率 

受惠者 

u 中油天然氣牌價在 97年 5月
調漲 1 次，氣價漲幅 27％，
因應台電電價僅反映半數成

本上漲，燃氣 IPP共體時艱，
燃料費率半數調漲。 

u 97年 12月與 98年 1月連續 2
次調降天然氣牌價，其他月氣

價累計降幅近 24％，台電公
司得以立即調降燃氣 IPP 的
燃料費率。 

u 修正機制後雙方均有受惠。 

97年中煤價來到歷史高檔後回跌，98
年煤價相對較低，但台電公司仍以 97
年高煤價水準支付燃煤 IPP 燃料費
率，燃煤 IPP因此受惠。 

瓶頸 

 u 燃煤成本缺乏一適當的指標價格 
u 台電公司難以明確分攤單季、單
月之燃煤熱值成本，但維持落後

一年反映確實有不妥之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營運維護費（變動部分） 

隨前一年與基期年之WPI變動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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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源開發捐助基金 

按變動運維費率與燃料費率合計，提撥一定比例之金額。台

電外購民營電廠電力費率之調整方式詳見表 5。 

表 5  台電外購民營電廠電力費率之調整方式 

購電費率項目 
PPA規定調整方式 

第一、二階段 IPP 第三階段 IPP 

容量

費率 

資本費率 

隨物價 2.897％逐年調整 
（但此為設定各年資本費率之物

價設定，完工年現值仍不變） 
概不調整 

營運維護費 

(固定部分) 
隨前一年與基期年之WPI變動率調整 

能量

費率 

燃料費率 

u 原規定：隨台電前一會計年度
與基期年同燃料平均熱值成

本變動率調整 

u 96年 10月 9日變更：燃氣 IPP
之燃料費率隨中油公告天然

氣牌價換算之熱值成本與基

期年之熱值成本變動率，即時

調整。 

u 97年變更：燃煤 IPP之燃料
費率隨台電前一年度與基期

年同燃料平均熱值成本變動

率調整。 

u 原規定：隨台電前一年度與
基期年同燃料平均熱值成

本變動率調整。 

u 96年 10月 9日變更：燃氣
IPP之燃料費率隨中油公告
天然氣牌價換算之熱值成

本與基期年之熱值成本變

動率，即時調整。 

營運維護費 

(變動部分) 
隨前一年與基期年之WPI變動率調整 

電源開發    

捐助基金 

按當年變動運維費率與燃料費率合計，提撥一定比例之金額（1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結語 

過去台電電價調整考量之成本項目同時包括可控制及不可控制

成本項目，未來電價調整機制建議針對不可控制成本項目（包括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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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購電、政策因素、利息及物價）進行追蹤調整，而目前台電公司執

行的電價燃料條款機制，係針對佔比最大且易有波動之化石燃料及購

電成本進行浮動調整，此為我國電價調整機制的一大邁進，繼油價浮

動調整機制、氣價調整機制後，電價也得以逐季反應燃料成本。 

收購民營電廠電力費率調整機制中，容量費率中的固定運維費、

能量費率中的變動運維費及電源開發捐助基金均有適切的調整方

式，唯燃料費率調整方式仍有些許不合理處。燃料費率落後一年反映

燃料成本較適用於價格波動平穩期間，惟 93 年起國際燃料價格波動

甚劇，落後一年反映燃料價格將使單方蒙受重大成本負擔，以燃煤價

格而言，97 年中煤價來到歷史高檔後回跌，98 年煤價相對較低，但

台電公司仍以去年高煤價水準支付燃煤 IPP燃料費率，此部分合理性

尚有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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