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際燃料價格變動對我國電價及產業之影響分析 

摘  要 

我國自產能源極為匱乏，發電用燃料大多仰賴進口供應，且台電

公司燃料成本占總支出三分之一，發電成本受到國際燃料價格波動影

響甚巨。自 2003 年以來，國際油、煤價格均大幅上漲，使得近四年

來台電公司燃料採購成本增加近五成。經濟部基於台電公司為公用事

業，必須永續經營，不應發生長年虧損現象，以免影響公司形象及債

信等考量，遂於 2006年 5月 29日通過電價調整方案，自同年 7月 1

日起調漲電價，平均漲幅為百分之五點八。電價調整後，台電預估

2006 年仍將虧損新台幣百億元以上。國內電價調整除對整體經濟成

長與物價有一定程度影響之外，更關係到社會大眾用電權益及產業競

爭力。 

本研究旨在蒐集及分析國際燃料價格變動情形；蒐集及分析我國

電業發購電成本結構及燃料成本變動情形；分析國際燃料價格變動對

我國電價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評估電價變動對我國產業及物價

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參酌國外經驗，研議電價調整機制方案，

力求電價調整透明化、合理化，以消弭產業界及社會大眾之疑慮，期

使電業獲取合理經營利潤，俾利推動長期電源開發，確保國內長期供

電穩定及電業永續經營，達成社經環境永續發展之終極目標。本研究

經深入分析探討後，獲得下列重要研究發現： 

一、國際燃料價格變動分析 

國際燃料價格及我國燃料進口價格變動情形方面，過去四年多

（2002年 1月至 2006年 10月）澳洲燃煤價格、WTI價格、我國 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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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價格（2002年 1月至 2006年 9月）漲幅各達 61％、199％、152

％。2003年 8月至 2004年 7月國際燃煤價格因大陸大量進口礦砂等

物資、大陸政府確保內需，緊縮燃煤出口、澳洲煤輪候港及印尼煤礦

罷工等因素大幅上揚，澳洲 Newcastle 燃煤價格於 2004 年 7 月創下

新高價 62.21美元/公噸，2005年 12月回落至 38.91美元/公噸，之後

揚升至 2006年 7月的 53.16美元/公噸，後再跌至 10月的 44.51美元

/公噸，燃煤價格上漲海運費亦隨之水漲船高；國際油價自 2004年 5

月突破 40美元/桶後，幾乎維持在 40美元/桶之上，之後屢次因大陸

油需大幅增長、重要產油國產油設施遭攻擊破壞及罷工事件、地緣政

治不穩定、全球煉製能力不足、氣候（寒流、颶風）等因素一再推高

油價，2006年 7月創下WTI月均價新高 74.38美元/桶，之後因伊朗

停止鈾濃縮計畫爭議傾向和平解決、颶風威脅減弱、美國油品市場季

節性需求下滑、全球石油需求減緩，油價一路下滑，10 月均價來到

58.82美元/桶；我國 LNG進口價格追隨國際油價波動呈現雷同走勢，

2006年 2月創下新高價 536.81美元/公噸，2006年 9月為 499.10美

元/公噸。 

本研究評估因國際燃料價格變動造成台電公司發電成本增加的

外在影響因素，估算民國 95 年度台電公司因外在環境影響項目可能

增加之發電成本幅度：（1）燃料上漲增加自發電燃料成本計 128 億

元。（2）因 94年度燃料上漲，依約調漲 95年度民營電廠購電之燃料

成本計 72億元。（3）發購電結構改變，增加燃料成本計 53億元。以

上三個項目導致台電公司 95年所增加之成本為 253億元，而除以預

估 95年總售電量 1,824億度後，平均每度所增加成本為 0.1388元。 

另外，本研究以日本電業為例，說明國外電業對國際燃料價格變

動之因應措施，再就台電公司對燃料價格波動因應對策有關國外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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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內電業對國際燃料價格變動之因應措施，如財務結構調整、精簡

用人成本、投資或開發礦源、提升經營績效、提高能源效率等對策。 

二、國際燃料價格變動對我國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本研究使用 Liang-Jorgenson (2001)的台灣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aiwan, DGEMT)來分析。除介

紹理論模型外，分別探討油價、天然氣及煤價變動對產業及總體經濟

之影響。 

（一）油價變動對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1. 油價上漲以對水電燃氣業價格的影響為最大。以油價上漲 10％

為例，將使水電燃氣業的價格上漲 2.01％，以下依序為礦業（1.72

％）、運輸業(1.26%)、製造業（0.56%）、營建業(0.69%)、農業

（0.41%）及服務業（0.28%），GDP平減數則增加 0.48%。在製

造業中影響最大的五個產業依序為石油及煤製品業(10.73%)、非

金屬礦物製品業(1.10%)、基本金屬工業(0.96%)、化學業及塑膠

業(0.78%)與紡織業(0.56%)。 

2. 油價上漲 10％，對整體經濟總產值之影響達-0.27%，對各產業

總產值成長之影響則以運輸業的影響為最大。其將使運輸業的總

產值減少 1.63％，以下依次為水電燃氣業(-1.12％)、礦業(-0.78

％)、農業(-0.34％)、製造業(-0.23％)、營建業(-0.19％)及服務業

(-0.09％)。製造業中，總產值成長受影響最大的前五大產業依序

為石油及煤製品(-9.52％)、基本金屬業(-0.57％)、非金屬礦物製

品業(-0.42％)、化學及塑膠業(-0.41％)與木竹製品業（-0.18％）。 

（二）天然氣價變動對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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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氣價變動對七大產業價格的影響，以對水電燃氣業的影響

為最大。以天然氣價增加 10％為例，將使水電燃氣業的價格

增加 0.755％，以下依序為營建業(0.104%)、製造業（0.100%）、

農業（0.051%）、服務業（0.025%）、運輸業(0.021%)及礦業

(0.018%)，GDP 平減數則減少 0.064%。製造業中影響最大的

五個產業依序為石油及煤製品業(0.281%)、成衣及服飾品業

(0.142%)、紡織業(0.135%)、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業（0.104％）

與基本金屬工業（0.101％）。 

2. 天然氣價上漲 10％，對整體經濟總產值之影響達-0.02317%。

對各產業總產值之影響，以水電燃氣業的影響最大，其總產值

將減少 0.464％，以下依次為礦業(-0.086％)、製造業(-0.045％)

及服務業(-0.001％)。製造業中總產值成長受影響最大的前五

大產業依序為非金屬礦物製品業(-0.0949％)、基本金屬工業

(-0.0576％)、石油及煤製品業（-0.0523％）、化學及塑膠業

(-0.0132％)與電力及運輸工具製造業（-0.0035％）。 

（三）煤價變動對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1. 煤價上漲對水電燃氣業的影響為最大，將使水電燃氣業的價

格上漲 0.8842％，以下依序為礦業 (0.0828%)、製造業

（0.0655%）、營建業(0.0509%)、農業（0.0399%）、服務業

（ 0.0335%）及運輸業  (0.0302%)，GDP 平減數則增加

0.0618%。製造業中影響最大的五個產業依序為造紙、紙製品

及印刷出版業（0.1522%）、紡織業（0.1322%）、非金屬礦物

製品業(0.1134%)、化學業及塑膠業(0.1119%)、基本金屬工業

(0.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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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價上漲 10%對整體經濟總產值之影響達-0.0131％。其中對

水電燃氣業的影響為最大，將使水電燃氣業的總產值減少

0.1202％，以下依次為製造業(-0.0182％) 、礦業(-0.018％)、

農業(-0.0137％)、運輸業(-0.0118％)、營建業(-0.008％)及服務

業(-0.0058％)。製造業中總產值成長受影響最大的前五大產

業，依序為基本金屬業(-0.141％)、造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

業(-0.0407％)、紡織業（-0.0362％）、木竹製品業（-0.0328％）

與傢俱業(-0.0318％)。 

三、國際電業比較及我國電業成本分析 

（一）國際電業比較 

為瞭解台電公司經營績效現況及及績效水準，本研究彙整台電公

司、日本、韓國電力公司電力技術面、人力資源面及經營財務面等指

標進行分析比較，期能提供台電公司經營指標之目標訂定參考。 

1.電力技術面 

（1）汽力廠淨熱效率 

2004年日本電力公司淨熱效率最高 39.28％，其次依序韓電 36.83

％、台電 35.26％。（註：台電公司係採高熱值 HHV計算，相較民營

電廠或國際慣用之低熱值 LHV計算，其淨熱效率較低。） 

（2）線路損失率 

1998∼2004 年間，我國、韓國、日本的線路損失率大致呈現下

降走勢。2004年日本的線路損失率為 5.2﹪，韓電與台電分別為 4.46

﹪及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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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資源面 

（1）每員工平均售電量 

2004年韓國電力之每位員工平均售電量最高，為 9,604千度/人，

其次為台電公司 7,581千度/人、日本電力公司 6,625千度/人。 

（2）每員工服務用戶數 

2004年日本每位員工服務戶數最多，為 626戶/人，其次依序為

韓國 525戶/人、我國 519戶/人。 

3.經營財務面 

（1）資產報酬率(ROA) 

2002∼2004年台電公司之税後資產報酬率(ROA)平均值（2.13﹪）

較韓電為低，較東京電力為高。 

（2）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2002∼2004 年台電公司之税後股東權益報酬率(ROE)平均值

（3.62﹪）均較韓電及東京電力為低。 

（二）綜合電業發購電成本結構 

在台電公司自發電成本結構方面，台電公司的發電量由 90 年

130,493 百萬度增加到 94 年 135,884 百萬度，95 年則預計增加到

192,744 百萬度，而平均發電成本則由 90 年 1.30 元/度上升到 94 年

1.40元/度，95年預計上升到 1.49元/度，上漲 14.62﹪。 

在台電公司購電成本結構方面，台電公司的購電量由 90年 22,956

百萬度逐年增加到 94 年 49,068 百萬度，95 年則預計增加到 49,986

百萬度，而購電成本則由 90年 30,388百萬元上升到 94年 90,928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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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95年預計上升到 97,984百萬元，增加 2.22倍。 

在台電公司燃料別發電成本結構方面，台電公司的燃煤電廠的發

電量占比最高，由 90年 54,940百萬度逐年增加到 94年 62,090百萬

度，95年則預計增加到 66,003百萬度，增加 20﹪；而燃煤發電成本

則由 90年 50,273百萬元上升到 94年 70,763百萬元，95年預計上升

到 71,790 百萬元，增加 43﹪。燃氣電廠的發電量由 90 年 18,367 百

萬度逐年增加到 94 年 22,309 百萬度，95 年預計增加到 23,657 百萬

度，增加 29﹪；而燃氣發電成本則由 90 年 42,308 百萬元上升到 94

年 58,727百萬元，95年預計上升到 65,809百萬元，增加 56﹪。此外，

燃油電廠的發電量由 90年 19,802百萬度逐年下降到 94年 10,429百

萬度，95年預計下降到 13,667百萬度，減少 31﹪；而燃油發電成本

則由 90年 42,442百萬元上升到 94年 28,776百萬元，95年預計上升

到 42,775百萬元，增加 1﹪。 

（三）民營電廠發電成本結構 

根據民國 93年各民營電廠估算電廠發電成本資料顯示，IPP燃煤

電廠發電成本中的固定費用（容量費率）平均佔比為 46％，變動費

用（能量費率）平均佔比為 54％，其中燃料成本約佔發電成本的 47

％。此外，民營電廠歷年來燃煤及燃氣機組之燃料佔比均呈現逐年上

升趨勢，其中民國 93 年燃煤機組之燃料佔比較 92 年增加 6∼8％，

燃氣機組燃料佔比增加 4％。 

民營電廠售電統計情形，民營電廠裝置容量由 89年的 2,700千瓩

增加到 94年 7,220千瓩，售電量由 89年的 8,974百萬度增加到 35,517

百萬度，售電平均單價由 89年的 1.12元/度增加到 1.91元/度。此外，

在民營電廠燃料別平均單價方面，燃煤平均單價由 89年的 1.08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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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1.37元，燃氣平均單價則由 89年的 1.71元增加到 2.65元。 

（四）台電公司燃料成本合理性 

依台電公司會計成本對於發電成本的分攤方式，火力發電燃料成

本 100%全部列為變動成本，外購電力亦為 100%全部列為變動成本，

意即燃料價格上漲影響台電公司自行發電成本以及外購電力成本上

漲，均直接反映到台電公司之總發電成本。 

由於燃料成本係屬不可控制因素之成本項目，亦即燃料價格受市

場因素變化而決定，非台電公司可以掌握，目前燃料成本係 100%反

映到發電成本，此屬於因不可控制因素變化影響直接反映到成本，應

屬合理。 

依台電公司近五年來之發購電結構成本、水力、火力與核能之比

例均維持穩定狀態無明顯變動，可知台電發購電結構並未因燃料價格

變動而有改變。火力包括燃油、燃煤、燃氣與汽電共生部分 94、95

年平均維持 75.6%。但台電購電與外購電力佔比則有增減，自發電由

94年之 73%到 95年提高至 79%，外購電力則由 94年之 27%降為 95

年之 21%，此與燃料成本大幅上漲，民間電廠較不願多發電，而由台

電公司發電彌補有關。 

四、電價調整機制及電價變動影響之探討 

（一） 電業訂價方式 

1.平均成本訂價法(average cost pricing) 

（1）電價係採以電業的實際平均供電成本(含合理利潤)訂定，可回

收預計財務上所發生之成本，但缺乏促進電力效能之提升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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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業開發電源及輸、變、配電等設施建設日益困難，致未來

供電設備成本逐年上揚，形成邊際成本超出平均成本而為一

遞增之曲線。 

（3）依平均成本訂價無法回收未來電業發生之較高供電成本，致

邊際用電增加之電費將低於電業增加供電之成本。 

2.邊際成本訂價法(marginal cost pricing) 

（1）用戶增加之電費等於電業增加供電之邊際成本。 

（2）可直接反映供應邊際電能之成本，而提高電能使用效率。 

（3）以尖載機組反映容量費用，各時段增分燃料成本反映能量成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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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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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離峰流動電費依離峰邊際成本訂價。 

（3）尖、半尖峰流動電費參酌尖、半尖峰平均成本訂價。 

（二） 現行電價調整機制及電價調整面臨問題 

1.現行電價公式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20條、「電業法」第 59條及立法院民國

49年之決議，電價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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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次台電公司電價調整幅度及其原因 

過去台電公司為達成合理利潤之目標，台電公司電價調降原因包

括：反映燃料價格下跌、台幣升值、績效提升及盈餘回饋等。電價調

漲原因則為：反映物價上漲、重估資產重置價值、匯率上漲、外債負

擔增重、調整法定合理利潤率以及反映燃料價格上漲等因素。 

3.公用事業電價設計步驟 

在公用事業電價設計，首先需要計算總成本，再計算各類別用戶

供電成本，經檢討各類用戶成本分配情形後訂定電價。此外，在計算

各類別用戶供電成本後，考量電價訂定原則，不僅反映供電成本，亦

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之後訂定各類別用戶電價。最後訂定各類別用

戶電價分類如下：(1)特高壓電力。(2)高壓電力。(3)低壓電力。(4)低

壓綜合營業用電。(5)低壓綜合非營業用電。(6)表燈營業用電。(7)表

燈非營業用電。(8)包燈用電。 

4.電價結構 

現行電價結構採二部制即分為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並按供電階

段劃分特高壓、高壓與低壓。目前台電公司依能量費率稱為流動電

燃料＋用人費用＋維護費＋折舊＋稅捐＋其他營業費用 (含購電)
＋利息＋合理利潤＋所得稅－其他營業收入    

平均每度電價＝ 
售電度數 

發電費用＋供電費用＋售電費用＋管理及總務費用＋其他費用＋

合理利潤＋所得稅－其他營業收入 
＝ 

售電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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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容量費率稱為基本電費，至於電價分類則依用途別不同區分為表

燈、綜合、低壓電力及高壓電力計費，另依季節及用電時段不同，區

分為夏月、非夏月電價及尖峰、離峰二段式電價或尖峰、半峰、離峰

三段式電價。 

5.目前電價調整障礙及衍生之問題 

目前電價調整障礙包括：（1）調幅不充足：國內電價調漲幅度，

均因考量人民負擔、物價穩定及產業競爭力，而縮小調幅，甚至不給

予調漲機會。（2）調漲合理性受質疑：台電公司係國營事業，外界多

以台電應先提昇經營績效、降低成本以及資訊透明化後，方認同電價

調漲。（3）因政治考量而延宕：國內選舉活動頻仍，當國際能源價格

上漲時，國內能源價格常因選舉考量，未能適時調漲。 

電價未完全調整衍生之問題如下：（1）台電公司營運虧損將持續

擴大，影響公司債信，不利資金籌措。（2）無法順利進行電力建設，

影響供電能力及品質。（3）無法真實反映供電成本，造成國庫收入減

少。（4）電價價位偏低造成民眾節約用電意願不高，及用電度數較少

民眾補貼用電度數較多民眾之不公平情形。 

6.現行電價調整機制之檢討 

原電價公式未區隔可控制及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因此，即使係因

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如燃料成本）巨幅變動，而有必要反映電價時，

仍會令外界質疑，電價調整是否係導因於電業內部經營問題，而衍生

爭議。 

為符合公開、透明程序，減少外界爭議，電價調整方案交由相關

單位及學者、專家組成之「電力價格諮詢會會議」討論，確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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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為兼顧經濟成長、物價穩定、產業競爭力、節約能源、提

升電力使用效率及電業永續經營等目標，實有必要研議未來電價調整

方案及其審議機制。 

（三） 日本電業燃料費調整機制 

1996 年日本恢復實施燃料費調整機制，有鑑於燃料費用為電業

成本項目中占比最大且波動最劇，故日本政府允許電業在電價表中新

增附加燃料費，於本季電價表中，新增一項附加燃料費，反映前兩季

燃料成本變動，以因應燃料價格多變之特性，維持電價結構之穩定，

促使電業合理反映成本。其主要作法如下： 

1. 燃料成本調幅低於 5％時，則不予調整。 

2. 燃料調幅高於 50％時僅能反映調整 50％。 

3. 針對燃料成本變動，定期檢討。 

東京電力公司係以燃料費調整機制來達成調整電價之目的，主要

是基於燃料費用是電力事業最重要的成本項目，加以燃料價格之變

動，尤其是原油及天然氣價格變化十分迅速，使得日本電力公司推出

燃料費調整制度，加以因應此一多變之燃料價格。 

（四） 未來電價調整機制之研議 

1.未來電價調整機制原則 

（1） 法規面：回歸電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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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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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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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來電價審議機制 

未來電價調整可採行短、中、長期漸進達成彈性機制之建構。短

期著重資訊透明化，即未來電價調整機制將以『績效導向、市場法則、

成本結構及資訊透明』等四項目予以檢視調整，考量電價調整成本之

合理化、透明化，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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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諮詢會。中期採燃料調整機制，即參酌日

本電業燃料費調整機制，台電公司應以 92 年度決算為基期，預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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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度電價＝ 

售電度數

不可控制項目成本＋可控制項目成本＋盈餘 

售電度數

數

＝ 

折 舊 
其  他 

用人費 

＋
維護費 

 利息 
 物價 

 燃料及購電 
政策因素 

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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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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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建議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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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電價變動對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 

本院於 94 年度完成之台電公司委託計畫「台電公司各類用電成

本分配與電價研析」中，曾利用台灣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GEMT）

評估電價變動 1∼10％及 13.03％時，對台灣總體經濟、物價、產業

之影響。 

1. 電價調整對產業及經濟之影響 

電價上漲 6%對產業及總體經濟之影響，詳見表 1。 

表 1  電價上漲 6%對產業別物價、產出及能源需求之影響 

單位：％ 

  物價 產出 煤 油 天然氣 電力 CO2 
農、林、漁、牧業 0.253 -0.078 0.000 1.055 0.000 -9.364 -2.434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511 -0.117 -1.130 4.053 0.506 -17.303 -1.655 
煤礦業 0.967 -0.473 0.000 1.393 0.000 -6.464 -4.894 
原油及天然氣業 0.294 0.401 0.000 -0.395 0.093 -7.957 -2.938 
製造業 0.404 -0.117 -0.740 0.703 0.756 -7.127 -2.005 
食品業 0.299 -0.080 -1.055 0.348 0.403 -7.374 -4.704 
飲料及煙草業 0.212 -0.078 -1.051 0.351 0.406 -7.360 -2.833 
紡織業 0.816 -0.225 -0.674 0.191 0.780 -7.032 -5.158 
成衣及服飾品業 0.494 -0.129 -0.819 0.269 0.000 -7.011 -3.895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 0.265 -0.153 -1.439 -10.710 -17.446 -5.963 -7.123 
木竹製品業 0.416 -0.209 -83.395 0.236 0.292 -7.566 -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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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價 產出 煤 油 天然氣 電力 CO2 
傢具業 - -0.207 -82.078 0.237 0.293 -7.561 -5.098 
造紙、紙製品及印刷業 0.937 -0.247 -0.841 0.591 0.615 -7.358 -5.177 
化學業及塑膠業 0.696 -0.168 24.911 0.425 0.000 -8.223 -1.303 
橡膠製品業 0.473 -0.146 -1.006 0.637 0.000 -7.451 -4.526 
石油及煤製品業 0.378 0.106 -1.406 -0.047 2.688 -8.776 -0.179 
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0.699 -0.170 -0.235 1.135 2.500 -6.913 -1.198 
基本金屬工業 0.664 -0.900 -0.680 -6.354 -3.842 -14.538 -5.298 
金屬製品業 0.515 -0.120 -0.757 0.643 0.698 -7.095 -4.203 
機械設備業 0.395 -0.089 -1.410 -0.004 -6.457 -7.674 -3.894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業 0.256 -0.092 -1.358 0.047 0.102 -7.682 -5.566 
運輸工具製造業 0.283 -0.036 -1.434 -0.028 0.027 -7.715 -4.358 
雜項製造業 0.400 -0.012 - - - - - 
水電燃氣業 5.451 -0.744 -4.932 11.487 1.956 -10.223 -3.119 
電力供應業 7.930 -7.199 -5.683 13.235 2.253 -11.778 -3.594 
營建業 0.313 -0.060 -0.989 0.414 0.000 -7.237 -1.205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0.190 -0.074 -1.352 0.053 0.000 -7.659 -0.590 
服務業 0.207 -0.036 -1.044 0.359 0.414 -7.296 -6.222 
工業 0.732 -0.149 -0.946 0.921 0.805 -7.233 -2.049 
整體經濟 0.382 -0.081 -0.947 0.408 0.802 -7.283 -1.754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2005），「台電公司各類用電成本分配與電價研析」。 

 

2. 95年 7月 1日電價調整對產業及民生之影響 

表 2  95年 7月 1日各類用電漲價情形 

用電類別 漲幅(%) 

家庭用戶(非營業) 3.12 
表燈 

營業用戶(小商店) 4.99 
路燈、指揮燈 0 

包燈 
其他包燈 4.85 

低壓綜合非營業用戶(如醫院、機關) 4.96 
低壓綜合營業用戶(如超商、小商場) 4.97 
低壓電力(小工廠) 4.96 
高壓及特高壓電力(工業用戶) 7.97 

平均 5.8 

註：表燈部分每月 330度以下用戶不漲價。 
資料來源：經濟部，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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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家庭支出之影響 

i. 依主計處 94年 8月發布之 93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電費支

出佔一般家庭最終消費性支出比例平均約 1.93%。（95年 8月

最新發布之 94年調查資料為 1.92%） 

ii. 本次電價調整，家庭全年電費支出平均將增加 3.12%，約佔

總消費支出 0.06%。 

（2）對產業生產成本之影響 

i. 依主計處 93 年 12 月發布資料，電費支出佔產業成本比例平

均約 2.57%。 

ii.本次電價調整，產業全年電費平均增幅 7.97%，增幅較大行業為

紡織業(8.75%)、電器電機業(8.73%)、運輸倉儲業(8.72%)。 

iii.產業生產成本將增加 0.20%，增幅較大行業為醫療服務業

(0.51%)、飲食及旅館服務業(0.49%)。 

（3）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影響 

i.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5 年 4 月 18 日發布資料，電價每調漲

10%，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直接影響增加 0.2%。 

ii.本次電價調整，估計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約上漲 0.116%。 

（4）對經濟成長率之影響 

i. 依中央研究院 94年 7月 29日所做之電價上漲對整體經濟影

響研究，電價每調漲 10%，對整體經濟總產值之影響為

-0.14%。 

ii.本次電價調整，估計影響總體經濟約為-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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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行電價爭議問題之探討 

1. 基本電費與基本度數之重新考量 

由於無論用戶有無用電均會有固定費用發生，因此取消「基本度」

改按「基本費」計費確較能反映應分攤之成本，且亦能適度抑制分戶，

減少電業投資設備閒置之浪費。另外，行政院目前規劃之電業法修正

草案，將取消底度計收規定而改按戶計收基本費，相關計收費率台電

公司擬配合未來電業法修正檢討提出。 

2. 學校用電列為特種用電之可行性 

電價訂定首重反映供電成本，而電業供電成本主要包括固定成本

及變動成本兩大項。用戶實際用電最高需量超出契約容量時，因供應

超出部分用電之供電設備利用率較低，致分攤費用較高而需加計基本

電費，其計費精神係為公平反映成本、避免轉嫁，並預防系統超載、

維持設備供電安全與保障大眾用電權益所必需，並非「罰款」。另按

契約容量計收基本電費與預防用戶超約用電加計基本電費之計費機

制，亦通行於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知名電業。此外，台電公司

95 年 7 月 1 日實施之電價調整方案，已特別對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用

電電價未予調漲而維持舊價計費，並未增加國民中小學校電費負擔。

綜上所述，學校用電按契約量計費者仍應按現行適用電價計費。 

3. 目前遲延繳付電費之計收方式是否合理 

台電公司係採用戶先用電後付費之收費制度，用戶用電經抄表核

計電費後，原規定電費逾繳費期限繳付者，即予停電。台電公司考量

欠費停電造成用戶不便，乃參酌國外電業（香港、日本、美國等）作

法，自民國 79年 1月起將繳費期限延長為 14天及寛延欠費停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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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次收費日（隔月收費用戶為 2個月，每月收費用戶為 1個月）外，

並對逾期繳費之用戶於下次電費加計遲延繳付費用措施（低壓用戶逾

繳費期限 14 天以內者加計 3%，超過 14 天者加計 5%，計收金額未

滿 5元者按 5元計；高壓用戶按當月台灣銀行基本放款月息加一釐，

按日比例計收）。目前國內自來水、天然氣供應事業亦採行類似措施。

因此。目前遲延繳付電費之計收方式屬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