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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市場自由化下需量反應制度之可行性研究  

The Feasibility of Demand Response in a Liberalized Power Market 
（93年度研究計畫論文） 

 
吳再益∗ 

 

 

摘  要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制度實際上是傳統需求面管理概

念的變革與延伸，目前亦為美國 FERC 標準市場設計的焦點項目之

一，旨在於發揮需求面的潛在功能，以促進電力市場的有效競爭，並

協助電力系統之安全可靠，目前全美各大系統運轉機構（如 NYISO、

PJMISO、ISO-NE、Cal-ISO等）均積極地推動。 

本文研析國外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背景、制度設計、經驗及其成

效，探討國外需量反應之通訊架構設計，並調查我國需量反應之市場

潛量，綜合分析得知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在電業環境面、經濟效益

面、技術面雖具可行性，惟離制度推動實施尚有財務來源、法規依據

等問題待釐清解決。是故在獨立調度中心（ISO）成立前，初期建議

取經需量反應制度之精神，檢討修正現有需求面管理措施為因應，並

逐步規劃未來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各階段之細部事項，待時機成熟即可

推動需量反應制度，期與未來電業自由化 ISO成立後之市場接軌。 

 

Abstract 

Demand Response (DR) mechanism is a modif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Demand-side Management (DSM). The 

U.S.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 is working on a 

standardized market protocol which allows the demand side to play a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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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omoting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wholesale market, and enhanc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power system. Indeed, major 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North America (such as NYISO, 

PJMISO, ISO-NE, Cal-ISO, etc.) are actively developing DR 

mechanism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wofold. First, we analyze the DR 

programs implemented abroad and their background, their mechanism 

design, their market environment, their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estimated benefit. Second, although implementing the DR mechanism 

in Taiwan is feasible in respect to electric environment, economic benefit, 

and technology,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badly needed financial and 

legislative support this mechanism, are still left to be overcome. Hence, 

we suggest that, first, a revision for the DSM policy is required and 

second, a detailed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before the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 is established is necessary. 

關鍵詞（Key Words）：電力市場自由化（The Deregula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需求面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壹、前言 

以台電 9206電源開發規劃案，目前國內電力系統及未來 10年內

均供電無虞，備用容量率均介於 15.3％∼23.8％，然系統尖峰負載持

續攀高、尖離峰負載差距擴大、區域供需不平衡等問題仍威脅著系統

供應穩定度，為有效降低尖峰需求達到節約能源目標，需求面管理措

施確為政府當前及未來能源政策管理之重要目標。 

自民國 68年需求面管理措施陸續推行以來，抑低尖峰負載績效

顯著，其中以「可停電力電價」制度執行成效最佳，惟其亦面臨執行

績效衡量合理性、事先約定型可停電力制度面設計問題、緊急通知型

可停電力執行率普遍不佳、及人工抄取電腦讀值不效率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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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一片電業改革、自由化市場聲浪中，具維持系統穩定效益

之傳統需求面管理搭配自由化市場衍生出需量反應制度，該制度首次

使零售用戶得以參與批發競價市場之買賣行為。取經於國外需量反應

制度的用戶抑低量核算基準（Customer Baseline, CBL）與通訊技術之

運作，將改善現階段可停電力制度問題，而考量未來可能與電業自由

化後的電力市場接軌，本文將進行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可行性研

究。 

 

貳、國外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情形 

有鑑於美國電力市場在需量反應方面已累積相當程度之經驗，本

文回顧紐約電力調度中心（New York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NYISO）、PJM 電力調度中心（PJM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PJMISO）、新英格蘭電力調度中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for 

New England, ISO-NE）以及加州電力調度中心（California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Cal-ISO）等四大電力市場需量反應制度實施情形

後，以下彙整美國電業市場實施需量反應中各主要單位之角色扮演、

制度實施各階段之配套措施、制度之費率設計與分攤、以及需量反應

制度效益探討，供我國研擬需量反應制度之參考。 

一、管制單位、ISO及配售電業者之角色扮演 

在美國需量反應制度中，管制單位、ISO及配售電業者在其中各

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管制單位包括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州公用事業委員會（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C）及 NERC三個單位，每一專責單位任務各

異。FERC主要管制電力批發市場的價格，PUC 為各州電力零售市場

價格之管制單位，NERC主要為制定可靠度標準及相關法規（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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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外需量反應制度之管制單位、ISO及配售電業者角色扮演 
角色單位 權責範圍 

FERC 管制ISO批發市場價格 
PUC 管制零售市場價格，環保標準 

管制 
單位 

NERC 訂定可靠度標準及相關法規 

ISO 

1. 排程、調度及訂價 
2. 電力網連結(技術、安全)等相關法規 
3. 與負載服務個體*（Load Service Entity, LSE）簽約事宜 
4. 交易市場(不平衡電力、輔助服務) 
5. 壅塞處理 
6. 網路使用 
7. 與LSE、零售業、發電業關係 
8. 電錶租用及讀錶 
9. 結算問題 
10. 爭議處理 
11. 風險與避險問題 

配電及 
零售業 

1. 配電網路服務 
2. 電錶裝置通信系統、控制系統、能源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等主體設施、軟硬體之建置 
3. 與用戶簽約事宜 
4. 用戶需量反應潛力調查 
5. 零售費率計算及成本回收問題 
6. 爭議處理(與負載用戶) 
7. 需量反應制度之設計 

註：*負載服務個體（LSE），係指需量反應制度中與用戶搭配協調抑低負載或改
變需量以維持電力系統可靠度及緩和電力市場高電價，如配電公司、零售

能源供應商、或限電服務業等。 
   **能源管理系統（EMS），依不同需求可發展各類特定功能，一般具備能源資

訊紀錄、分析、計算、傳遞等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國外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各階段之配套措施 

各需量反應制度設計各有差異，但在各階段推動工作要項上則大

同小異，大致可分為初步規劃、規劃設計、先導型試驗、推廣擴大使

用四階段。 

（一）初步規劃 

初步規劃階段的工作包涵調查潛能、分析、參差率分析、效益評

估、法規檢討（電業法及營業規則）、致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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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成熟度及可供性之調查。 

（二）規劃設計階段 

規劃、設計階段的工作包括誘因機制設計，致能技術軟硬體設計

及建置或 Turn Key的引進，需量反應方案及其制度設計，績效衡量

基礎(CBL)，制度之架構、規則、標準作業程序之制定，方案之特徵(參

與對象、通知時間、抑低的量、付款條件、罰款條件)及簽約程序及

內涵(權利及義務及爭議處理)。 

需量反應制度設計之考量因素包括：方案型式、參與者資格要

求、自備電力之機組參與限制、降載績效衡量、支付基礎／支付額／

罰款、設備規格、電力市場系統整合等七大因素。 

（三）先導型試驗 

先導型試驗階段的工作包括選擇優先或適當用戶做為試驗階

段，主體設施之安裝，電錶記錄取得(蒐集)、分析，效益之再評估及

致能技術之運轉維護。 

（四）推廣、擴大階段 

推廣、擴大實施階段的工作包括換裝智慧型電錶、監控設備、通

訊系統安裝，並透過廣告、媒體、報章、雜誌、看板、及會議廣告等

媒介對用戶、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s）、能源服務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進行宣導教育，進而訂定適用之法規，完成點、線、

面的全盤運作。 

三、需量反應制度之費率設計及分攤 

需量反應為一抑低短期尖峰負載，維持電力系統穩定措施。與傳

統需求面管理措施最大差異在於，需量反應提供電力用戶降載配合需

量反應可直接獲得報酬之誘因。對電力公司而言，可在不增加電力供

給的情況下，透過需求面的部分負載抑低，滿足預期中將超荷的尖峰

負載，減少發電成本，可謂雙贏策略。 

正因為經濟誘因為電力用戶參與需量反應之主要動機，制度面的

之費率設計與費用分攤將直接影響需量反應的推動成效。一般而言，

需量反應方案的購回電力之費率設計可分為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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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批發現貨市場價格固定比例作為電力購回價格，比例多寡則

由各家電力公司衡量本身管理費用及合理盈餘自行決定。 

（二）依批發現貨市場價格變動比例作為電力購回價格，比例多寡則

依系統與市場條件決定。 

（三）與用戶事先簽訂固定卸載量及收購價格。 

（四）在電力公司公告收購費率上限內用戶自行決定卸載電力售出價格。 

需量反應費用包括支付給 ISO或 LSE的市場推廣費用、通訊費

用，與支付用戶之電力購回費用、其他需量交易所需之費用。表 3為

美國各電力系統之需量反應制度相關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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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各電力系統之需量反應制度相關實務經驗 
 
 

NYISO PJMISO ISO-NE Cal-ISO 

 ICAP/SCR EDRP  DADRP  緊急負載方案 經濟負載方案 即時需量反應
RTDRP 

即時負載反應
RTPR 

即時價格反應
RTPRP 

日前需量反應
DADRP  

參與負載方案
PLP  

需量紓解方案
DRP  

裁量或控制抑低
方案 DLCP  

市場功能 裝置容量 緊急容量 經濟電能 緊急容量 經濟電能 緊急容量 緊急容量 緊急容量 經濟電能 緊急容量 緊急容量  

方案特性 強制性 強制性 自願性 強制性 自願性 強制性 強制性 自願性 自願性 自願性 強制性 自願性 

參與對象；最
小降載限制 

100KW 100KW 
(無時段電錶可) 

100KW 100KW 
(無時段電錶可) 

 100KW 
無時段電錶裝
置者，至少

1MW 
 1MW 1MW 1MW  

匯集負載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允許匯集 

在地電源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不可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需符合環
保法規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需符合環保
法規  

可供時間 - - - 週一∼週五
(9：00∼22：00) 

- 週一∼週五 
（全天候） 

- - - 週一∼週五 
(12：00∼20：00) 

- - 

限制時數 如合約要求 至少 4小時 視競標結果 至少 2小時 視競標結果 - - - - 第一個月限制小
時 

一天 2-8小時，
一個月至多 30

小時 
 

調度時機 電力供應危
急；優先調度 

電力供應危急；
次調度 

需量標單價格低於
發電標單 

最大電源緊急
事件 

需量標單價格低
於發電標單 

達到運轉程序 4
（OP-4） 

達到運轉程序
4（OP-4） 

當 ISO-NE預期
區域價格將為

$100美元/Mwh
或更高時 

需量標單價格低
於發電標單 

第一階段之緊急
事件 

在可停電力卸載
前調度 

依溫度、負載、
資源預測判斷是

否啟動 

事件通知 2小時前 前一日預告，2 小
時前再通知 

前一日下午前通知 1小時前通知 - 30分鐘或 2小時
前通知 

30分鐘前通知 30分鐘前通知 - 30分前通知 - 前一日通知 

付款基礎 

能量費率
(US$/MWh) 
容量費率

(US$/MW)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能量費率
(US$/MWh) 
容量費率 

(US$/月MW) 

能量費率
(US$/MWh) 

 

經費來源 系統利益金 系統利益金 系統利益金          

CBL 事件日前 10日負載資料取 5筆最高值，計算其每小時 CBL
平均值。氣候敏感度調整 

事件日前 10日負載資料取 5筆最高
值（扣除 NERC假日、假日、事件
日、特殊日），計算其每小時 CBL 平
均值。以THI作為氣候敏感度調整 

事件日前10日有
效值（排除例假
日、LRP 事件
日、及故障日），
並利用卸載前 2
小時的實際負載
量平均值調整

CBL 值 

無 

事件日前 10日有效值（排除例假
日、LRP 事件日、及故障日），並利
用卸載前 2小時的實際負載量平均

值調整 CBL 值 

負載抑低前 10日
平均值 - - 

支付額 Max{LBMP, 
US$500/Mwh } 

Max{LBMP, 
US$500/Mwh } 

競標價格 Max{LMP, 
US$500/Mwh } 

LMP> 
US$75/Mwh 支付

LMP；LMP<  
75/Mwh，支付
LMP -零售費率 

 
Max{RT-LMP, 
US$100/Mwh 

} 
 日前市場LMP   US$20,000/MW, 

US$500/Mwh 
US$350/Mwh起 

比例分攤 10/90  10/90；46/54           

罰款 
以容量不足之
支付款作為罰

款 

為自願參與，參
與者無卸載義
務，無罰款機制 

「日前」市場與「即
時」市場的LBMP
值之較大值，再加

10% 

無罰緩  

實際卸載量低於
合約值 80％，不
足額部分收取一
違約電價。實際
卸載量高於合約
值 120％，超過部
分不支付價款。 

無罰鍰。但將
影響參加
ICAP信用 

無罰則 

用戶實際卸載量
與預定卸載量不
符，用戶支付以
即時區域價格為
基礎結清之罰則

費用 

 減少容量支付額 - 

適用強制停電否   適用 ICAP方案   適用 ICAP方案 適用 ICAP方案 不適用 ICAP方案 適用 ICAP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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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量反應制度之效益探討 

ISO-NE透過 Townsley Consulting Group 進行需量反應實施效益
評估，其評估的方法主要為成本效益分析及對價格影響分析。此外也

可利用可卸載容量(kW)、可抑低之尖峰負載量(kW)、抑制電價竄升
之效益、減少輸電線壅塞之效益、作為輔助性服務中非熱機備轉容量

(nonspinning reserve)/替代性備轉容量(replacement reserve)之效益等
效益項目，用戶履約及違約之電價計算、所需軟硬體經費、所需通訊

費用、需支付給用戶購回電力費用、及市場推廣費用等成本項目進行

需量反應制度之成本效益評估。 

需量反應制度之效益層面很廣，包括電業效益、用戶效益及社會

效益。電業效益包括擴大抑低尖峰負載效果、維持系統供電可靠性、

提供輔助服務、減緩新建電廠與輸電線的壓力。用戶效益包括健全市

場運作機制防止市場操縱、防止批發價格飆漲之影響及降低終端用戶

能源成本。社會效益為減少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排放，緩和全球溫

室效應及改良區域性空氣品質（見圖 1）。茲就三大效益層面述明其
效益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需量反應制度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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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效益 社會效益 

電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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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業效益 

1、擴大抑低尖峰負載效果 

當電力系統達尖峰負載時，通常是以更高電價為代價，調度高

發電成本機組上線，但若供電端無法繼續供給時，即可能造成限電

或分區輪流停電的危機，甚至是系統崩潰的窘境，造成電業、社會、

經濟、產業損失。此時若啟動需量反應機制，透過較無迫切需電用

戶之降載或卸載，滿足迫切需電用戶之電力需求，並對降載用戶予

以補償，共同完成降低尖峰負載及解除限缺電危機，可謂雙贏。 

2、維持系統供電可靠性 

電力系統可靠性通常是以無法提供終端用戶正常供電之電力

事件發生次數及每次持續時間衡量之。電力系統的可靠度向來為政

府設施的關鍵議題，若一電力系統之尖峰負載型態具備次數少、短

暫及區域性等特性，需量反應機制即能有效發揮功能，提升其系統

可靠度。 

3、提供輔助服務 

過去傳統電力系統，維持系統安全運轉所需的輔助服務均由綜

合電業提供，但電業自由化後，發、輸、配、售電業解制後重新管

制，輔助服務必須由市場上購得，而部分的需量反應型式可作為輔

助服務中非熱機備轉容量的來源之一。 

4、減緩新建電廠、輸電線的壓力 

需量反應機制推動短期可維持電力系統穩定度，紓解電力容量

不足之壓力，長期則可遞延發電計畫之投資。在區域性過載貢獻

上，需量反應措施可排除因輸電網路系統故障或線路壅塞造成地區

性的電力短缺或停電，短期可紓解區域性供電不足，長期甚至可遞

延輸電計畫之投資。 

（二） 用戶效益 

1、健全市場運作機制，防止市場操縱 

在電力市場自由化下，當供需平衡時，價格將趨於穩定，但當

供給端吃緊時，如因機組故障、電源開發不足、燃料供給失調、強

大業者操縱市場、氣溫昇高用電急速增加、或經濟景氣復甦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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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等因素導致供需失調（供不應求），價格將飆漲，此時若有需量

反應參與市場，將可抑低負載需求量，壓回電力價格，最後趨向社

會福利最大化的價格平衡點。人為投機操縱為美國加州大停電危機

發生原因之一，若當時有需量反應方案則可減輕損失甚至防止危機

發生。 

2、防止批發價格飆漲之影響 

供需曲線的均衡為雙向競爭市場之必要特徵，若無此功能，市

場上的競爭將僅限於供給面的競爭。電力供給吃緊時價格飆漲，此

時若啟動需量反應，可透過需量用戶降低用電量來抑低需求量及電

力價格，緩和電價飆漲。對配售電業而言，將降低高價購進電力之

風險，對用戶而言亦可免於接受電價轉移風險，故該效益同時為電

業及用戶效益。 

（三） 社會效益 

能源使用與環境衝擊的眾多議題中，最受爭論的包括溫室氣體的

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遷（溫度上升、氣候改變等）；NOx、SOx空
氣污染物的排放，降低地區性空氣品質；以及輸配電系統對周遭環

境、生物體的電磁波影響與有礙觀瞻等污染。需量反應措施可有效抑

低電能消費，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減輕能源使用對環境的衝擊。 

 

參、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可行性探討 

在瞭解美國實施需量反應情形及電業實施需量反應各相關單位

之角色扮演、需量反應制度之費率設計及費用分攤、制度之效益探

討、以及國外實施需量反應所面臨之瓶頸障礙與其因應措施後，茲將

分從電業環境面、法規面、經濟面及技術面分析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

度之必要條件（見表 4）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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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必要條件 
面向 必要條件 

考量未來電力供應之安全性及充足性 
瞭解未來國內產業特性 電業環境面 
需量市場具足夠需量反應潛力 
電業法或營業規則完備 

法規面 
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需量反應個別之經濟性及系統之經濟性 
提供足夠財務支援 經濟面 

制度設計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 
技術面 技術具可行性、經濟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電業環境面 

（一）考量未來電力供應之安全性及充足性 

觀之國內電力系統現況，電源供應並無匱乏之虞，惟區域供需不

平衡問題仍存在，加上北部地區燃氣機組增加，供電可靠度易受挑

戰。為有效降低尖峰需求與達到節約能源目標，實施電力需求面管理

實為政府當前及未來能源政策管理之主要目標。 

（二）瞭解未來國內產業特性 

未來國家之重點產業為高科技產業，其產業用電特性為電力需求

容量大、電力消費量迅速成長、以及要求高供電可靠度與高電力品

質。是故，電業必須提供更多之供電容量與備用電力，而在電力供給

市場日趨飽和下，以需求面管理角度來抑低尖峰負載更顯重要。 

（三）需量市場具足夠需量反應潛力 

需量反應制度在國外已廣泛推行，並獲得良好成效，國內產業特

性不同，社會環境迥異，不論於電業自由化前、後規劃需量反應制度，

應事先進行國內產業用電特性調查分析，評估需量反應制度之市場潛

能，作為推動需量反應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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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意願 

（1）用戶在考量產業自主性及保守避險觀念下，偏好具彈性機制、

無罰緩之需量反應方案。 

（2）需量反應配合意願主因為回饋金吸引人及硬體設備之裝置考

量，而提高回饋金對現階段不願配合之用戶效用不高。 

（3）用戶預計配合需量反應之降載容量來源，以「未參加可停電力

直接配合者」最高；「由可停電力轉移者」次之，預計轉移比例

約為 52.2％∼59.8％；「扣除已參加可停電力額外配合者」最

少。顯示在可停電力措施以外尚存在需量反應制度之開發空間。 

2、降載潛量推估 

（1）整體而言，扣除可停電力可額外配合者或預計由現行可停電力

轉移之高壓/特高壓用戶，其 7、8 月份用電尖峰時段中可降載

總容量最高為 700,175.9kW，最低為 620,225.7kW。由降載容量

與高壓/特高壓用戶總負載量相比，透過需量反應制度可降載

5.2％∼5.6％，約為系統負載之 2.2％∼2.4％。此降載幅度與民

國 92 年可停電力抑低負載量 1,084MW（降載幅度為 3.8%），

及美國需量反應抑低負載幅度目標約 3∼5％（但除 NYISO外，

一般實績值都不到 1％）相較之下，我國需量反應制度值得推

廣。 

（2） 依產業別、地區別、可配合降載時間別、誘因別、及回饋金倍

數別各不同情境下，產業用戶之總需量反應潛量分析如表 5所

示。其中，按地區別降載潛量，以北部地區的至少可降載容量

253MW 最高，其次為南部地區 188MW，中部地區 119MW，

足見需量反應正可紓緩區域供電不平衡問題。按回饋金倍數之

降載潛量，約以 7倍回饋金倍數時負載抑低效果最佳，倍數再

提高則無助於負載抑低，顯示提高回饋金倍數對負載抑低之效

果亦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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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情境之產業用戶總需量反應潛量分析 
項目 情境 總需量反應潛量分析 

產業 1次分類
（12產業別） 

製造業為尖峰用電時段的降載貢獻度最大者，至少為

384MW，佔 61％。 
產業別 

產業 2次分類
（12產業別） 

將製造業細分為 12種產業，鋼鐵業為製造業中潛量最
大者，至少為 119MW，佔 27％。其次為金屬業（8％）、
塑膠業（6％）、造紙業（5.5％）及非金屬業（5.5％）。 

北部 北部降載潛量最大，至少 253MW 

中部 中部降載潛量最少，119MW 地區別 

南部 南部降載潛量次之，至少 188MW 

最快可配合 
降載時間別 

15分、30分、
1小時、2小
時、4小時、24
小時前通知 

u 降載潛量由大至小依序為 24小時、1小時、4小
時、30分、2小時、15分前通知。 

u 顯示在 24小時內，越早通知，用戶準備時間越
長，降載潛量越大。 

誘因一 降載潛量次之，至少 455MW 
誘因二 降載潛量最大，至少 583MW 誘因別* 
誘因三 降載潛量最小，至少 102MW 

回饋金倍數別 1∼10倍 

搭配最快可配合降載時間別來看， 
u 配合時間較長者（2小時、4小時、24小時），當
回饋金額倍數達 2∼5倍時降載潛量最大。 

u 可在較短時間配合者（15分、30分、1小時），
當回饋金額倍數達 6∼7倍時降載潛量最大。 

註：誘因一：「擁有能源管理系統，較易配合」 
誘因二：「回饋金吸引人」 
誘因三：「擁有自備發電設備」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推廣與效益評估計畫（2/2）」，2004年 6月。 

二、法規面 

（一）電業法或營業規則完備 

國內電業相關法規中，與需量反應相關者實屬欠缺，其中與需量

反應較為相關之法規為電業法修正草案2，其第八條規定「電力調度

中心執行電力調度應本安全、公平、公開、經濟及能源政策原則為

之」。惟立法院在審議「電業法修正草案」上出現變數，原預期電業

自由化為我國電力市場之必然趨勢，但經政黨協商後傾向保守作風，

已刪除電業自由化相關條文。 

 

                                                 
2 民國91年 12月26日，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一讀審議通過之「電業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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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立法院審議「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按原電業法修正草案規

劃，將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電力自由化市場以雙邊合約為主，

未設計電力池制度，電量與電價由各電力公司與用戶依長、短期雙邊

合約議定，在競爭下，價格將更能反映成本。電力調度中心則接受電

力公司委託依其規則進行電力調度，並負責處理電力不平衡電能。 

若立法院審議「電業法修正草案」未通過，在電業自由化前，我

國未來電力市場仍維持現有制度，台電公司負責發、輸、配、售電等

業務，發電端開放 IPP加入，IPP與台電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PPA），

合約中明訂 IPP所產生之電力須全數售予台電進行調度使用，不得自

行對用戶供給；一般工商業、機關及住宅用電仍由台電公司獨家經營

購售電。 

無論電業自由化前、後，建議應於電業法修正草案中增列或另外

增訂需量反應制度專屬條例、作業規範，明訂方案設計、參與者資格

要求（開放用戶群代表參加與否？）、降載績效衡量、支付基礎／支

付額／罰款、設備規格、電力市場系統整合等相關機制。此外，亦需

明訂主管機關、執行機關、電力公司、參與者之角色扮演，以建立推

動需量反應制度之法源依據。 

（二）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國外需量反應之卸載容量來源包括抑低平日負載量及啟動備用

發電設備，其中使用備用發電設備者，應做好發電機組末端污染排放

管控及噪音管制，使符合環保法規要求，未來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

時，亦需予以要求。 

三、經濟面 

（一）需量反應個別之經濟性及系統之經濟性 

推動需量反應制度前需針對其投入成本及產出效益進行評估，評

估等級可分為系統成效評估及整體成效評估。需量反應制度效益包括

電力公司效益、用戶效益及社會效益，其中需量反應系統成效評估指

電力公司效益加計成本項目；整體成效評估則指電力公司效益、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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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及社會效益加計成本項目。 

圖 2 為模擬我國實施需量反應所需支出之成本及效益分析示意

圖，成本項目包括管銷費用、投資成本、運維成本、基本電價優惠；

效益項目包括避免容量成本、避免能量成本、環境效益、可靠性效益、

用戶用電差價。表 6為在假設條件下，模擬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整

體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總成本為新台幣 780,604,245 元，總效益為

874,162,359 元，計算其益本比為 1.12，說明需量反應制度在整體成

效評估上效益大於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  需量反應成本效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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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需量反應成本效益分析表  
需量反應    

基本假設    
(1)用戶數(高壓及超高壓用戶，2003年) 
(2)6年的參與率 
(3)6年的參與用戶數 
(4)抑低尖峰容量數(調查資料) 
(5)每戶平均抑低容量數 
(6)節省的能源，每天抑低 2 小時，每月 7 天，一年 6 月~8 月，3
個月計共抑低 42小時 

 23,003 
35 

8,051 
70 

86.9 
0.294 

用戶數 
% 

用戶數 
萬瓩 
瓩 
億度 

成本    
(1)行銷管理費用(每瓩 200元) 
  設備最初成本 
(2)控制模組(每個 60,000元，8051個用戶數) 
(3)接收器(每個 3900台幣；8051個用戶數每戶裝 1個) 
(4)裝設成本(每個 3000元，8051用戶數，每戶裝 1個) 
(5)控制中心(22個單位，每單位百萬元) 
(6)運維成本 
(7)優惠(高壓及超特壓用戶) 
 能量部份(每度 1.96元) 
 容量部份(基本費率的 15%，等於每瓩每月 213元) 

 
 
 
 
 
 
 
 

1.96 
31.95 

140,000,000 
 

483,063,000 
31,399,095 
24,153,150 
22,000,000 

 
 

57,624,000 
22,365,000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總成本  780,604,245 新台幣(元 ) 
效益    

(1)抑低尖峰的避免成本(容量部分每瓩每年 1040元) 
(2)減少高成本機組發電避免成本(能量部分,每度 3.7元) 
(3)CO2污染成本(每度生產 0.0005932279公噸,每公噸成本 1100元) 
(4)NOx(每度生產 0.000003057公噸，而每公噸為 24672元) 
(5)SOx(每度生產 0.000009448公噸，而每公噸為 40039元) 
(6)降低備轉容量要求(LOLP*(VOLL-SMP)) 

GT=1040(NT$/KW) 
GT=3.7(NT$/KWH) 

728,000,000 
108,780,000 
19,359,399 
2,217,416 

11,121,681 
4,683,863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新台幣(元) 

總效益  874,162,359 新台幣(元 ) 
效益/成本   1.12  

註：假設 LOLP＝0.5天/年；VOLL＝120元/Kwh；SMP＝3.7元/Kwh。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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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國外實施需量反應之效益不外乎為提升系統可靠度、經濟考

量及環境考量，其中短期經濟效益之一為電力批發市場價格波動過

大，電業為分攤經營風險（發電業降低發電成本、配售電業降低購電

風險），乃積極參與需量反應方案，期許透過需量反應緩和電價波動，

與用戶均霑利潤。反觀國內在 ISO成立前的電業環境，電價為固定價

格，無波動風險。以短期經濟效益而言，現行可停電力制度對整體用

電型態改變及系統穩定度貢獻頗大，台電公司缺乏推動需量反應制度

之急迫性，惟區域不平衡問題仍待解決。但以台電公司長期效益、用

戶效益及社會效益而言，不可否認需量反應制度之整體效益。 

（二）提供足夠財務支援 

推 動 需 量 反 應 制 度 ， 在 前 期 之 建置 自 動 讀 錶 系 統

（Automatic-meter Reading, AMR）、通訊系統、用戶補助款、宣傳等

項目，需有足夠的財務支援，方能順利推動。 

按原電業法修正草案規劃，綜合電業、發電業與一定裝置容量以

上之自用發電設備為達成能源配比所繳付之金額，以及按其裝置容量

每年應提撥一定金額，作為「電能基金3」來源。電能基金用途包括

能源研究發展、節約電能等，推動需量反應制度屬節約能源範疇，應

可建議由基金中提撥部分金額供其執行使用，然基金之收取基礎需再

詳細審慎的評估。但目前立法院審議「電業法修正草案」，針對收取

電能基金相關條文刪留仍搖擺不定，屆時需量反應制度所需之成本支

出，若無法尋求另一財務支援，則將歸於 ISO、電業或用戶支出，恐

將妨礙需量反應制度之推動。 

（三）制度設計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 

需量反應制度為供電系統緊急時，ISO向需求端要求抑低負載以

維持系統穩定；或電價過高時，電業轉向需求端要求抑低負載以購回

                                                 
3 電業法修正草案（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一讀審議通過版本）第 75條，「除發電業依第 7條
第 2項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自用發電設備依第 72條繳交政府指定之基金外，綜合電業、發電
業及設置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自用發電設備者，應每年按其發電裝置容量繳交一定金額，充作

基金，作為能源研究發展、節約能源、達成能源配比、電力普力及其他經基金保管運用委員會

核准之用途。前項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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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價電力。而在需量反應制度設計上，為激勵用戶參與方案、抑低負

載，可在用戶電錶裝置等固定成本上提供優惠方案、或訂定合理反映

電力邊際價格之抑低負載購回價格。 

在需量反應潛量調查結果指出，當需量電力購回價格以平均電價

倍數增加，將使用戶參與負載量增加，但當購回電價高達平均電價 7

倍以上時，產業受限於自身產程用電需求，已無多餘負載量足以參與

方案，故提高優惠電價對參與率之提高有其限制。 

四、技術面 

傳統需求面管理所運用之硬體設備可分為電錶、通信系統及監控

設備，該設備受限於成本以致應用範圍有限，例如採用時間電價，因

電錶成本較高僅適用於大用戶；用戶資訊限於人工抄表或通信系統，

未能提供即時的雙向通訊及監控。 

未來需量反應制度通訊系統若採自動讀錶系統（AMR），將有利

於電業與用戶間即時電力資料傳送，實際掌握用戶端降載情形，以便

即時瞭解整體計畫擬卸載量與實際卸載量之差距，盡快作出有利電力

系統穩定的下一個反應措施。由於 AMR屬技術及資金密集之投資，

建議可直接向國內、外 AMR技術成熟之廠商購買，而 AMR硬體設

備成本勢將高於傳統通訊方式，為避免高設備成本造成用戶或用戶群

代表之投資風險，與推動需量反應制度之門檻，可研商在裝置通訊設

備初始時給予合理補貼。而就長遠電力系統效益來看，AMR 確實可

達到管理電腦化、效率化、資訊立即性等優勢。 

 

肆、我國因應需量反應制度之配套措施 

為建立我國發展需量反應之市場環境，應透過政策工具規劃整體

電業環境之體質，以朝向需量反應所需之市場環境發展，使需量反應

方案易於融合於電力市場，加速其推動過程。以下就法規面、制度面、

技術面、及財務面四個層面說明我國實施需量反應之配套措施（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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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3  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配套措施 

 

一、法規面 

電業自由化前（即現況）為促成需量反應制度之實施，應增訂需

量反應制度之專法，以使後續制度推動上於法有據。 

電業自由化後，逐步開放部分用戶購電選擇權，以「代輸制度」、

「雙邊合約」為主之電力市場，為促成需量反應制度之實施，除應增

訂需量反應制度專法外，亦應修訂電業自由化方案中相關條文。 

二、制度面 

（一）輔導形成需量反應競價市場 

根據國外電業自由化後需求面管理經驗，需求面競標（Demand-Side 

Bidding）方式可分為長期競標與短期競標。長期競標係指電源開發計

畫與需求面管理計畫之競標。短期競標則指需量反應以及電力池需量競

標，需量反應係由用戶與售電業雙邊簽約進行負載管理，而需量競標則

是由用戶直接參與電力批發市場集中交易。 

我國實施 DR
制度配套措施 

法規面 
u 增訂 DR制度專法 
u 修訂DR相關法規條文

財務面 
u 收取電能基金 
u 必要時給予獎勵補貼 

技術面 
u 成立 DR推廣示範系統 
u DR相關設備標準化 

制度面 
u 輔導形成 DR零售市場 
u 開放 LSE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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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業自由化前的需量市場運作模式，可參考國外短期需求面管

理競標經驗，輔導電力公司、LSE、用戶形成需量反應競價市場，透過

市場競標行為尋求降載量與購回電價之市場均衡點，使電力公司得以維

持電力系統穩定，而LSE與用戶則在降載時段內將未使用之電能售出獲

取財務收益，更可透過改善能源效率而受益。 

我國電業自由後，雖無批發競價市場，但用戶具備購電選擇權，其

需量市場運作模式亦可參考國外短期需求面管理競標經驗，由用戶與售

電業簽訂雙邊合約進行負載管理，除擁有需量反應競價市場機制，更增

加了需量市場中用戶對電力公司之選擇權，將使需量反應競價市場之市

場機制更有發揮空間。 

（二）開放負載服務個體（LSE）之成立 

我國規劃的電業自由化前，由於未能開放發、輸、配電業，在市

場機制運作下，需量反應之推動可透過LSE替代電業自由化後的售電

業。LSE目標在於協助電力用戶瞭解需量反應制度、購買軟硬體設

備、評估用戶需量反應潛量、匯集用戶負載與電力公司簽約、節約能

源或開發備用能源等需量反應相關事項，除了幫助電力用戶獲取降載

得之補償外，更協助業者取得軟硬體投資的融資。未來可能成為LSE

者包括能源工程顧問公司、能源服務公司（ESCO）、電力電器設備

製造商等。 

三、技術面 

由於需量反應方案之通訊技術具技術密集性，為降低技術進入障

礙，在推廣策略上，初期宜成立「需量反應示範系統」來推廣需量反

應制度，提高用戶參與度。 

另外，在需量反應各方案所需之設備規格（如通訊系統、管理系

統等）應力求統一標準化，一來便利於用戶轉換更適合本身條件之需

量反應方案，無須擔心重購設備之成本投入，二來亦可大規模生產同

規格之設備，降低設備之邊際成本及平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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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面 

（一）收取電能基金 

參酌先進國家如美國加州由發電或售電公司，從電費收入中提撥

建立基金供推廣需量反應制度之運用，我國在電業法修正草案所規劃

之「電能基金」，收取之基金即可透過公法人，如電能基金收支保管

委員會的運作，作為能源研究發展與節約電源等用途使用。而提升高

能源效率設備補助、調查研究各產業的用電特性、研擬各產業合宜的

需求面管理方案、以及鼓勵工程顧問公司、學術研究機構、設備製造

商等投入產業需求面管理推動方案（需量反應為其一）等工作即可歸

屬能源研究發展與節約電源範疇。 

（二）必要時給予獎勵與補貼 

需量反應之設計應以不違反市場經濟為原則，當需量反應競價市

場上具有足夠之價格誘因時，LSE與用戶自然會主動參與，政府無須

介入。但當系統備用容量嚴重不足且威脅供電可靠度時，主管機關則

可考慮獎勵或補貼措施，以鼓勵業者或能源用戶推動需量反應之相關

工作。至於補貼額度與方式，可分為「容量」與「能量」兩方面進行。

容量之獎勵補貼，宜藉直接補助、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低利貸款、

加速折舊等方式進行；能量之獎勵補貼，宜藉由每度電額外的補貼或

獎勵。 

 

伍、台電公司實施需量反應之因應策略 

現階段 ISO成立前，台電具維持系統安全穩定之義務，須規劃需

求面管理措施以節約能源及維持電力事件之系統穩定，而需求面管理

措施中，除著重經濟型方案之調整系統負載曲線，更重視緊急型方案

之降載績效。 

而 ISO成立後，ISO權責範圍包括維持系統安全穩定、電力調度

排程、與 LSE、用戶簽訂需量反應合約、市場結清問題、電力調度爭

議處理、及風險規避規劃等事項。屆時，ISO應同時著重經濟型與緊

急型需量反應方案，以目前國內電業市場以台電公司為獨家之綜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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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未來成立 ISO將可能大力借重台電公司現有之專業資源。而身為

電業角色的台電公司，為避免自本身使用高發電成本之機組發電，在

ISO成立後應偏好需量反應經濟型方案，以符合電業之避險規劃。 

在評估需量反應制度之眾多必要條件及其可行性後，雖當前距離

推動需量反應制度尚有經濟面、法規面等問題待克服，但在未來多變

的電業市場及需求面管理措施愈受重視之際，台電公司仍應提早規劃

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各階段之因應策略。本研究初步建議可依初步規劃

階段、規劃設計階段、先導型試驗階段、推廣擴大實施階段等四階段

規劃之（圖 4）。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  台電公司實施需量反應之因應策略 

 

一、初步規劃階段 

為減緩限電之壓力，台電公司自民國 76年開始實施可停電力措

施，成效良好，後續幾年一再擴大可停電力措施之適用範圍，迄今已

初步規劃階段 
u 檢討現行「可停電力電價」制度 

規劃、設計階段 
u 需量反應方案制度設計 
u 建立 ISO、配售電公司及用戶角
色扮演之觀念 

先導型試驗階段 
建立「需量反應制度」示範系統 

推廣、擴大實施階段 

強化用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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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種不同形式之可停電力方案供用戶選用。在民國 76∼90年間由

於經濟持續成長，電力系統供電容量不足，可停電力可迅速有效抑低

尖峰負載，對於用戶獎勵優惠電價之誘因亦高，致用戶熱烈參與，績

效非常顯著。民國 87至 91年參與情形以可停電力（一）參加容量最

多，其次依序為可停電力（三）、（五）、（六）、（二）、（四），區域可

停電力參與容量最少，民國 91年僅 0.4KW（見表 7）。 

表 7 台電公司歷年可停電力用戶統計表 
事先約定型可停電力 緊急通知型可停電力 

可停電力

(一 ) 
可停電力

(二 ) 
可停電力

(五 ) 
可停電力

(六 ) 
可停電力

(三 ) 
可停電力

(四 ) 
區域可停

電力 
項目 

 
年度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用戶

數 
(戶 ) 

抑低

容量 
(瓩 ) 

87 171 1,209 94 125 94 125 168 86 47 117 74 43 10 1 

88 176 1,178 102 128 102 128 262 104 61 153 87 51 10 1 

89 164 1,169 85 118 85 118 87 77 71 171 81 40 9 2 

90 168 1,147 70 116 70 116 141 73 80 148 69 44 33 7 

91 137 1,065 71 120 71 120 112 60 89 122 38 27 2 0.4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03。 

 

可停電力措施執行至今，其貢獻不可抹滅，然制度執行上相繼衍

生下列問題，為維持可停電力之穩定系統供需能力，建議在我國電業

自由化前初期可部分參酌「需量反應制度」之精神，檢討研修「可停

電力電價」制度。 

1、 現行可停電力執行績效評估方式，較無法確實、合理反映用戶

實際降載容量。 

檢討建議：參考需量反應制度之 CBL計算法，以求較合

理、公平、確實之用戶抑低負載基準值。 

2、事先約定型可停電力之用戶執行率大致良好，以民國 91年 7月

實際抑低績效來看，約七成用戶執行率均達 71％以上，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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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執行率低於 10％者，其原因為用戶以生產為重與用戶用電

負載偏低，前者為規劃外因素，後者則為電價制度設計問題。 

檢討建議：修改事先約定型可停電力之電價優惠條件，避免

用電量少、負載低的用戶參與，賺取基本電費扣減，對實際系統

降載無實質助益。 

3、 緊急通知型可停電力之用戶執行率普遍不佳，以民國 91 年 5

月 8日因天然氣無法順利進港致系統供電能力不足，全省啟動可

停電力（三）、（四），其執行率各為 30％、39％，無法充分配合

系統緊急需要，其原因為用戶以生產為重、通知時間緊迫、電費

折扣誘因不足。 

檢討建議：可考慮增加用戶群的參與，降低各用戶同時面臨

尖峰負載之可能，增加彈性調度空間，或可解決生產為重或通知

時間太短等問題。另亦可考慮增訂未履約者之罰則規定，以提高

用戶抑低執行率，但罰則不宜過高以免降低用戶參與意願。 

4、 目前所有可停電力方案之抑低用電期間用戶電力資料，均由人

工每月抄取電腦讀數，再行計算用戶應獲優惠，較不具效率性。 

檢討建議：引進 AMR技術，將可即時掌握用戶電力資訊，

達到管理電腦化及效率化，但 AMR為技術及資金密集投資，需

較長之適應期。 

二、規劃、設計階段 

（一）需量反應方案及其制度設計 

參考 93年度經濟部能源局「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推廣與效益評估

計畫（2/2）」，其需量反應方案制度設計建議之用戶類別、需量購回

價格、CBL、支付款之 LSE 與終端用戶分攤比例、罰則等關鍵項目

如表 8所示。其中，ISO成立前、後最大差異為需量購回價格訂定之

依據，ISO成立前為「邊際機組發電成本為下限、缺電成本為上限，

換算為平均電價某倍數」，為成本面考量；ISO 成立後為「參考各電

力公司雙邊合約電價」，為價格面考量。而未來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

細部規劃事項則應再詳細評估研擬，如各用戶類別之需量潛力、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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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設定之合理性及有效性、合理 LSE與終端用戶分攤比例等項目。 

一般而言，國外的需量反應管理系統大多將用戶分為兩大類，即

表 8之第一、三類用戶，然國內之電業自由化剛處於起步階段，加上

中小企業家數佔國內所有企業家數的九成以上，是台灣產業的一大特

色，該些公司多數並未聘請專責人員負責電力資源的控管，尚需時間

與教育，以進一步認識需量反應之運作規則，並瞭解參與需量反應可

能獲取之利潤。為因應國內獨特的產業結構、環境與現況，在規劃需

量反應方案上特新增第二類用戶，共計將用戶分為二種緊急型及一種

經濟型等三類用戶，使客戶更容易參與需量反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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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需量反應用戶類別特性比較彙總表 
用戶別 

項目 
第一類用戶 第二類用戶 第三類用戶 

卸載能力 500 KW以上 100 KW以上 100 KW以上 
卸載量 合約議定 合約議定 用戶自定 

合約議定 

ISO前：由電力公司 
公告決定(成本面) 

ISO後：參考各電力公司雙
邊合約電價(價格面) 

競標後之得標價 
需量購回價格 

建議以我國平均電價 2∼7倍作為需量反應制度之需量購回參考價格 

卸載通知時程 
DDCS*於卸載 
前 30分鐘通知 

DDCS於卸載 
前 4小時前通知 

DDCS於卸載 
前 24小時前通知 

卸載反應時間 
接收卸載訊號 
後 30分鐘內卸載 

回覆願意卸載訊號後 4
小時內卸載 

用戶接收卸載訊號

後，於卸載前一日 14：
00前回覆是否願意卸
載及願意售出之電

價，DDCS於卸載前一
日 17：00前公告競標

結果 

卸載執行時點 
星期一∼五 

07：00∼23：00 
星期一∼五 

07：00∼23：00 
星期一∼五 

07：00∼23：00 
卸載執行時數 至少 2小時 至少 2小時 至少 2小時 

卸載績效核算 
CBL為卸載日前 10個正常工作日之小時別負載平均值，不包括週末
(星期六與星期日)、例假日、卸載日及異常狀況。亦可依是否調整環
境氣候因子分為無修正型 CBL與修正型 CBL。 

基本月費 有 無 無 
LSE與用戶 
分攤比例 

推廣初期建議 15/85 
推廣後期建議 10/90 

推廣初期建議 15/85 
推廣後期建議 10/90 

推廣初期建議 15/85 
推廣後期建議 10/90 

罰款規則 

u 用戶實際卸載量低於約定卸載量-20%，過低部分將計算違約電價
（現貨市場每小時電價的 110%）作為懲罰。 

u 用戶實際卸載量超過約定卸載量+20%，超出部分電力公司不予計
價作為懲罰。 

用戶可決定 
之項目 

無 參與意願 
卸載量與 
被收購電價 

用戶自由度 無 中 高 

備註 

可規劃為緊急卸載所

須之備用負載，亦可規

劃為需量反應中輔助

性服務之卸載對象 

緊急型 
需量反應方案 

經濟型 
需量反應方案 

註：* 配電調度系統（Distribution Dispatch Control System, DDCS）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推廣與效益評估計畫（2/2）」，2004年 6月；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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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量反應制度中的第一、二類為緊急型方案，第三類為經濟型方

案，前者可與可停電力（三）、（四）及區域性可停電力制度相比較，

後者則可與可停電力（一）（二）（五）（六）作比較。 

就緊急型需量反應而言，其增加用戶群的參與，降低各用戶同時

面臨尖峰負載之可能，增加彈性調度空間，或可解決可停電力（三）、

（四）因生產為重或通知時間太短造成之執行率低等問題。此外，透

過網站功能將訊息通知社會大眾，增加用戶群的參與、擁有良好致能

技術、優惠誘因機制、利用CBL來核算用戶抑低績效，具計費公平與
合理均為緊急型需量反應相對於可停電力（三）、（四）之優勢（表9）。 

表9  緊急型需量反應與可停電力(三) (四)及區域性可停電力之比較 
制度別 

設計因素 
緊急型需量反應 

可停電力(三)(四)及 
區域性可停電力 

用戶群 
用戶多且廣，可彈性調度運用，或

可解決用戶以生產為重及通知時

間太短問題 
只限簽約用戶，用戶群有限 

績效衡量 
利用CBL來衡量績效計費，較公平
合理 

利用契約容量與用電負載之差額

做為衡量績效之標準，容易投機

合理性稍嫌不足 

誘因之優惠性 
以平均電價2~7倍做為優惠之基
礎，可鼓勵用戶參與 

依措施別給予容量費率優惠 

違約罰款 未履約者處以罰款 
未履約者無罰款，恐用戶不認真

執行 

致能技術 
用雙向線上通訊又結合監控、EMS
整體運作 

目前用電腦手動抄表進行，速度

慢較不具效率性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推廣與效益評估計畫（2/2）」，2004年6 月。 

經濟型需量反應與緊急型需量反應方案同，亦具有良好致能技

術、優惠且彈性誘因機制、CBL核算用戶績效以計算電費、結合不同

的用戶群，增加彈性調度空間等優勢（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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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經濟型需量反應與可停電力(一) (二) (五) (六)之比較 
制度別 

設計因素 
經濟型需量反應 可停電力(一)(二) (五) (六) 

用戶群 
用戶多且廣，可彈性運用及掌控各

時段或各區域是否執行可停電力。 
只限簽約用戶，故用戶群有限  

績效衡量 
利用CBL來衡量績效計費，較公平
合理 

利用契約容量與用電負載之差額
之比例數做為衡量基準，欠缺合

理性 

誘因之優惠性 
以平均電價之倍數或訂定最高優

惠價格，由用戶公開競價。可提高

效率。 
依措施別給予容量費率優惠 

違約罰款 未履約者處以罰款 
未履約者無罰款，恐用戶不認真

執行 

致能技術 
用雙向線上通訊又結合監控、EMS
整體運作 

目前用電腦手動抄表進行，速度

慢較不具效率性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電力需求面管理之推廣與效益評估計畫（2/2）」，2004年6 月。 

 

（二）建立 ISO、配售電公司及用戶角色扮演之觀念 

建立 ISO、配售電公司及用戶各重要角色之權責區分，俾利需量

反應制度實施各環節之運作順暢。 

ISO 的權責範圍包括調度排程、訂價、電力網連結(技術、安全)

相關法規、市場交易、壅塞處理以及與 LSE、零售業、發電業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等等。 

配售電業者則負責配電網路服務、電錶裝置通信系統、控制系

統、EMS 等主體設施、軟硬體之建置、與用戶簽約事宜、用戶需量

反應潛力調查、零售費率計算、成本回收問題、以及需量反應制度之

設計等。 

用戶端則應加強其對需量反應制度之瞭解及認識。 

三、先導型試驗階段 

建立「需量反應制度」示範系統：未來在需量反應計費收費上可

參考國外需量反應制度之計費方式，採電子化之線上交易方式，因此

必須有配合之軟、硬體設備，包括線上隨時記錄之計費電錶，雙向之

通迅系統，以及資訊網路線上操作之作業系統。在國內推動需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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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初期可先選擇幾家優良用戶，建置小型需量反應作業示範系統，

檢討適用國內運作之軟、硬體設備，試用成功後，再擴大推廣。 

四、推廣、擴大實施階段 

強化用戶服務：電力市場自由化後，電力價格決定於市場供需，

用戶可自行選擇交易對象之電力公司，因之電力公司須設法留住舊用

戶並能擴大吸收新用戶加入，才能在競爭市場下經營。由於國內至今

未決定電業自由化方案通過與否，故在電業自由化前，台電公司應把

握與電力用戶關係密切之先天優勢，加強對用戶服務，包括宣傳與輔

導使用戶了解需量反應制度。 

 

陸、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可能面臨瓶頸及因應之道 

一、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可能面臨之瓶頸 

國外需量反應制度在批發電力市場中面臨之困難及瓶頸包括：用

戶障礙、管制障礙、文化障礙、技術障礙及量測障礙。其中，用戶障

礙分為價格固定、缺乏通訊設備；管制障礙分為「標準供應服務」、

電錶及結帳主體設施、負載型態、以及 ISO、FERC、州與聯邦各單

位之管轄權、發電業持反對看法；技術障礙包括電錶、通訊、控制、

用戶端能源管理等障礙。國外實施需量反應所面臨之各類障礙，亦可

能為未來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面臨之障礙，茲將其彙整為用戶、零

售業、用戶群代表及輸電業者四個角度探討之。（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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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外實施需量反應面臨之障礙 
對象 障礙項目 

用戶端 

u 零售費率的結構 
u 方案不確定因素 
u 低電力成本比例特性之用戶參與興趣低 
u 技術障礙 

零售業 
u 降低行銷及交易成本之後遺症 
u 交易部門與行銷管理部門缺乏整體性 
u 避險工具的選擇 

用戶群代表 

u 旗下零售用戶缺乏協商需量反應之能力 
u 需量購回價格中之用戶群代表獲得之款項比例較少 
u 具匯集用戶之先天劣勢 
u 一般消費用戶普遍缺乏需量反應的知識及對本身利益的瞭解 

輸電業者 
u 輸電業者收入減少 
u 缺乏需量反應的實務經驗 

資料來源：Eric Hirst: Barrier to price-Responsive Demand in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s.本研究整理。 

 

（一）用戶端面臨之瓶頸 

1、零售費率的結構 

零售費率與批發市場價格之間的連動性問題：部分紐西蘭公用

事業委員是利用彈性費率制度加強二者間的連動性，並非直接由市

場獲得價格訊號，與真實價格有所出入，故無法清楚地讓用戶得知

價格訊號，包括即時、短期及長期的價格。 

2、方案不確定因素 

需量反應方案中的價格反應方案，並未述明參與的時間點，參

與頻率、參與時數等項目，此將影響用戶參與的興趣及方案整體執

行效果。 

3、耗電少之用戶參與興趣低 

耗電少之用戶在產業風險規避與降低成本機制上多數不會著

力於電力消費的抑低，需量反應方案自然不受青睞，再加上參與需

量反應方案之設備成本支出、員工訓練、生產製程因降載可能造成

的損失、以及無法配合降載之罰鍰等成本項目之考量，除非需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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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方案之費率設計具強大經濟誘因，否則該類耗電少用戶之參與度

將難以提高。 

4、技術障礙 

技術的障礙包括監控系統、通訊系統、計算系統軟硬體之操作

上的不熟悉等。 

（二）零售業面臨之瓶頸 

1、降低行銷及交易成本之後遺症 

與用戶接洽簽約上，零售業者均需付出行銷及市場交易成本，

而卸載較小的用戶對零售業而言，僅能以薄利多銷的觀念賺取利

潤，並設法降低每一成功簽約用戶的行銷及市場交易成本，但在降

低成本的同時也影響到對用戶的服務品質，此確為商家大忌。 

2、交易部門與行銷管理部門缺乏整體性 

零售業的行銷部門負責開發需量反應方案的市場及設計反應

機制，注重方案執行的機會及如何進行，交易部門專責於實現需量

反應的真實價值及提出新的方案優惠條件或措施。由於兩部門缺乏

整合機制，不但延緩零售業在需量反應的市場開發，亦無法使需量

反應在零售業投資組合中扮演重要角色。 

3、避險工具的選擇 

零售業對需量反應的避險工具有多種選擇，較為重要者包括：

與用戶或發電業簽訂合約、及自備發電。這些避險工具可協助零售

業在實際卸載時具備靈活運用之能力。但供電吃緊時，各類避險工

具在能源市場上亦可能面臨供應限制，此時零售業將間接受到衝

擊。 

（三）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 

1、用戶群代表旗下之零售用戶缺乏協商需量反應能力。 

2、需量購回價格中之用戶群代表獲得之款項比例較少，對新興用戶

群代表而言，這樣的需量反應方案缺乏經濟誘因。 

3、需量反應之用戶群代表必須與客戶建立良好的商業關係，提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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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忠誠度，但面對零售業在匯集用戶的先天優勢上，新興用戶群

代表難免感受壓力。 

4、一般消費用戶普遍缺乏需量反應的知識及對本身利益的瞭解。 

（四）輸電業者 

1、輸電業者收入減少 

輸電業者之輸電網路收益以電力流動量為計算基礎，需量反應

的負載抑低等同降低輸電網路上的電力流動，對輸電業者而言，將

減少輸電服務費用收入，造成短期上的收益損失及長期上的延緩固

定成本回收。 

2、缺乏需量反應的實務經驗 

輸電網路服務業不須與需量用戶直接接觸，因此缺乏對需量反

應發展機會及實務面的瞭解，加上輸電業事業特性所致，往往以技

術可行性來評估需量反應發展，而忽略市場或商業上考量因素。 

二、需量反應方案執行瓶頸因應措施 

誠如上述，需量反應執行上各單位角色所遭遇的瓶頸，除了文化

障礙與技術障礙可經由加強宣導、建立需量反應示範系統加以克服

外，其餘的用戶障礙、管制障礙、量測標準障礙等，將影響市場機制

能否發揮、是否有足夠誘因促使用戶與零售業者及能源服務業者等

LSE進入市場？茲就用戶障礙、管制障礙、量測標準障礙提出以下三

項啟動市場機制之因應措施： 

（一）開放零售市場 

電力市場中的批發市場及零售市場在實務上互為獨立，欲使需量

反應具備經濟誘因，必須讓零售用戶實質感受批發市場價格變動機

制，而需量反應制度可將零售用戶引入批發競價市場。為健全電力市

場的發展，現今各國均朝向開放零售市場的競爭努力，不僅可使電力

市場價格機能運作正常，對於需量反應市場的發展亦有正面助益。 

電力為民生必需品，其零售價格是否應設定上限，或應完全反映

市場價格？於此，各方看法不同，進而影響零售市場開放程度之差



 

 33 

異。參考國外經驗，英美國家傾向於管制零售價格上限，而亞洲國家

傾向由市場決定零售價格。 

1、管制零售價格上限 

目前英美國家對於電力零售價格與批發價格間的連動關係採

彈性費率制度，利用訂價公式來調整。而為促成零售市場開放，美

國及哥倫比亞特區正積極立法或頒佈法令實施零售市場開放競

爭，消費者可以選擇其售電業者。 

管制障礙中的「標準供應服務」瓶頸，即零售電力的標準供應

價格為固定價格，批發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到零售價格上，不但造成

電力市場自由化的障礙，也因壓制有效價格訊息，使用戶無法體會

價格動態而忽略需量反應方案之執行時機。 

2、由市場決定零售價格 

南韓政府先後於 2004年規劃進入第二階段的電力批發市場競

爭期，集中市場訂價機制改採雙向競標的電力池設計，2009 年起

將全面開放電力零售市場競爭，所有零售用戶均可享有購電選擇

權，預期市場將出現相當數量的電力交易商、仲介商及用戶群代表。 

新加坡為零售市場開放程度較大的國家，其電力批發市場或零

售市場均朝向完全競爭方向邁進，開放具競爭性質的零售商執照許

可、市場支援服務執照商(Market Support Services License, MSSL)

和部分用戶可選擇其零售商。 

新加坡 Seraya Energy Pte Ltd 電力零售商提供給顧客的費率方

案選擇，包括 UniPlan、FlexiPlan及 CustoPlan三種選擇。 

（1）UniPlan：固定費率，可細分為「完全單一費率」與「固定尖峰

及離峰費率」。 

（2）FlexiPlan：為一固定價格再加計一隨燃料油價格及外匯費率而

變動的加項。 

（3）CustoPlan：為配合用戶特殊要求而設計，於第二年依照燃料油

價格及外匯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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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零售市場設計較英、美更為開放，其零售市場需求用戶可

直接向零售商或批發市場購電、或是透過MSSL向批發市場購電。另

外，新加坡電力公司所提供的費率方案較其他國家而言，與批發市場

連動性較高，此將使新加坡未來發展需量反應市場更具吸引力。 

然我國按原電業法修正草案規劃，電業自由化後開放用戶購電選

擇權，電力市場型式主要為雙邊合約市場，雖無批發市場競價機制，

但仍可使零售市場價格更能反映各電業之發電或售電成本，對需量反

應制度之推動亦有正面助益。 

（二）擴大市場範圍 

要達到需量市場成功運作除了價格公開化、透明化外，市場參與

者及參與數量亦須達相當數量以上，否則有價無市，亦無法發展需量

反應市場。故在市場價格透明化後，接著則應擴大市場參與範圍。 

1、參與規則的檢討 

有時瞬間的負載抑低可作為備轉容量使用，但部分負載在降卸

載後，無法於 10分鐘內恢復緊急事件發生前的負載水準，按供給

面調度規則而言，此即喪失作為備轉容量之條件，故是否應重新檢

討參與規則，延長需量用戶在降載後恢復至緊急事件前負載水準的

時間。 

2、開發需量反應之潛能 

ISO 市場為批發競價市場，其設計原意為處理不平衡電能市

場，接觸對象為少數批發市場參與者，而非眾多零售用戶，但為開

發更多的需量容量，可立法修訂開放用戶群代表進入需量反應市

場，並鼓勵用戶群代表協助開發政府單位需量反應之潛能，同時亦

可透過教育、宣導、鼓勵及獎勵等方式，強化用戶對需量反應之認

識及用戶於需量反應中可獲取之利潤。 

（三）建立完善成本回收機制 

凡推動新計畫，期初勢將投入固定成本及後續的變動成本，需量

反應措施亦同，無論是動態訂價和自願負載抑低方案均需裝置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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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通訊系統、精進的能源管理及控制系統、以及中央切換設備等。

故主管機關在推出需量反應方案時，即應在法規面、技術面等層面考

量投資成本回收機制。 

1、法令規範 

需量反應方案中的電錶及其相關設施規範乃方案開始推動時

及未來擴大方案實施範圍的關鍵因素，但因管制法令的不確定性使

地 方電力公司不敢投資，唯恐投資成為套牢成本。再者，若開放

零售市場競爭，用戶在契約期滿後可任意換選電力供應商，屆時用

戶換選供應商後，其原零售供應商資本回收問題如何釐清，此即為

零售供應商對主體設施（特別是精進電錶投資）裹足不前之憂慮，

唯恐用戶今日裝置電錶，明日轉移到別零售供應商，造成資本回收

困難。 

是故主管機關應研擬完善之需量反應方案相關條例，詳細規範

設備投資成本回收機制、用戶轉移零售供應商之投資回收等問題，

以解電力公司、零售供應商等 LSE之疑慮。 

2、設備標準化 

由於需量反應市場將涉及眾多單位，故需量反應方案所需之設

備，其規格必須統一標準化，一來以符合未來用戶轉移零售供應

商、或供應商合併等情況之設備相容性考量，避免因設備規格不一

致使需量反應方案推廣受到限制，二來亦可藉大規模生產需量反應

所需設備，降低設備生產成本。 

 

柒、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依我國電業環境在實施現行需求面管理措施下，仍存

在區域不平衡及尖峰負載過高等問題，而經調查評估需量反應之尖峰

降載潛量約為系統負載之 2.2％∼2.4％，其中又以北部地區降載潛量

最大，正可紓緩區域供電不平衡問題，且需量反應制度之效益層面廣

大，實有實施需量反應制度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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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國內電業自由化進展面臨喊停局勢、電業法修正草案遲遲無

法審議通過及電業法再修正等變數，實施需量反應在經濟面將面臨缺

乏財務支援，在法規面亦缺乏適合之法源依據，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

度雖屬可行，惟離制度推動實施尚有財務來源、法規依據等問題待釐

清解決。是故在 ISO成立前，初期建議取經需量反應制度之精神，檢

討修正現有需求面管理措施為因應，以期提高及確實掌握現有可停電

力之降載績效，並逐步規劃未來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各階段之細部事

項，待時機成熟亦可推動需量反應制度，期與未來電業自由化 ISO成

立後之市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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