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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電力需求面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 係指用戶藉由參與電業

提供之需量反應方案，減少本身用電負載需求量或移轉部份尖峰用電至離峰時段，

獲取電價優惠誘因，進而改變能源消費需求型態之管理措施。然而，隨著能源資

通訊技術(Ener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ICT)推陳出新，先進讀

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逐漸普及，以及分散式發電系

統發展之下，需求面管理應隨時代潮流，有更先進之詮釋與定義。 

 以往電業僅單向提供各種力求「質優」、「量足」、「價廉」之需量反應方案予

用戶採用，用戶除了「選擇」或「不選擇」此種需求面管理方案之外，並無其他

「主動」參與電力市場供需機制之「即時」、「雙向」、「互動」管道。然而，在先

進國家積極推動分散式能源，再生能源發電比重逐年提升之際，身兼電力生產者

與消費者角色之「產消者(prosumer)」愈來愈多，讓電力資源不僅來自中央電力

系統，亦可「同步」來自電力需求端的一般用戶，電力供需較以往更多元、更充

沛、更即時、更具彈性，已逐漸成為電力需求面管理之主流價值。 

 除了需量反應之外，先進國家為開發節能市場，發展許多具「市場誘因」之

政策工具，其中「白色證書(White Certificate)」交易機制在歐洲國家相當盛行，

係以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為基礎，將節能減碳的成果具體以「商品價格」的

方式呈現。藉由節能減碳效益之「市場化」，改變社會大眾對於節能減碳工作之

認知，不僅是為環保出力或是道德勸說，更可以節省本身電費支出，是「有利可

圖」的經濟活動與新興產業就業機會。 

需量反應重點在於抑低尖峰負載，避免電力供給不足造成的停電危機。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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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證書交易機制則透過節能效益市場化，降低電力使用。以下針對需量反應與白

色證書之發展方向加以探討。 

 

(一) 需量反應 

需求面管理依其目標可分為四大類：負載管理(load management)、輔助服務

(ancillary service)、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及能源節約(energy saving)。

其中，負載管理與輔助服務是需量反應之重點。依據美國能源部(DOE)對需量反

應所下之定義：「當批發市場電價高漲或電力系統可靠度瀕臨危險時，改變電力

需求端用電行為，以換取按時間訂定的電價或誘因給付，減少用戶電力使用。」 

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將

需量反應分為價格基礎(price-based)與誘因基礎(incentive-based)兩大類（參見表

1）。價格基礎係指藉由特定時段電價的高低，提供用戶當下是否用電的依據，是

一種「以價制量」的策略；誘因基礎則係電業提供電價優惠或減免誘因，讓用戶

自發性降低或移轉尖峰時段用電，達成抑低負載目的。 

表 1 需量反應分類 

分類 價格基礎 誘因基礎 
方案 時間電價 

(time-of-use, TOU) 
即時電價 
(real-time pricing, RTP) 
關鍵尖峰電價 
(critical-peak pricing, CPP) 
尖峰時段回饋電價 
(peak time rebate, PTR) 
系統尖峰反應輸電費率 
(system peak response transmission 
tariff) 

容量市場方案 
(capacity market program) 
輔助服務市場方案 
(ancillary service market program) 
直接控制方案 
(direct load control program) 
緊急 DR 方案 
(emergency DR program) 
需量競標/買回方案 
(demand bidding/buyback program) 
可停電力服務 
(interruptible service) 

隨著 AMI 逐漸普及，智慧電表(smart meter)因具有即時記錄功能，並可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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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戶之用電相關資料，已改變過往需量反應運作型態。具體言之，需量事件

(event)發生後，不需透過手動或半自動操控家電設備啟停，而是藉由網路傳輸（如

Zigbee、Wi-Fi、藍芽、乙太網路、電力線通訊 PLC 等）直接中斷家電使用，最

大限度地運用需量反應容量(capacity)，防止電網突發事件導致供電不穩定之危機，

此即自動化需量反應(Auto DR)。 

此外為降低電業與用戶間執行需量反應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2001

年美國 Consumer Power Line Inc.首開「用戶群代表」之創新節能商業模式之先河，

隨後在各先進國家也蓬勃發展。用戶群代表係一營利或非營利組織，願意從事電

力經紀或仲介者，與電業議定優惠電價，類似電力大宗採購或團購，集結眾多小

用戶成為虛擬大用戶。若用戶欲選用某 DR 方案，可與電業指定的用戶群代表接

洽，如美國加州三大電力公司，均有合作廠商，用戶可自由選定（見表 2）。簽

約後用戶群代表會替用戶安裝智慧電表或其它可控制特定家電（如冷氣機、熱泵、

暖房系統等）啟停的電能管理設備，以利於需量反應事件發生時，進行控管以降

低用戶負載。當電力供給緊澀時段來臨時（如夏日尖峰），電業通知用戶群代表

對用戶進行需求面管理之降載，避免因系統超載造成電力供給可靠度之危機。 

透過 Auto DR 與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之結合，對電力供需可帶來顯著之效

益，除了電業可降低尖峰負載，節約電源開發成本；用戶群代表則可從電業與用

戶兩端獲取管理用電之收入；用戶亦在可忍受範圍內，犧牲些許舒適度，以換取

電費節約及參與特定方案所獲得之獎勵；整體社會也降低了發電所造成的碳排放

量，達成「四贏」。 

表 2 加州三大電力公司合作之用戶群代表廠商 
電力供應商 合作的用戶群代表廠商 

南加州愛迪生電力公司 
(SCE) 

Cpower , Energy Connect, EnerNoc, North American 
Power Partners 

太平洋電力與瓦斯公司

(PG&E) 
Alternative Energy Resources, Constellation New 
Energy, Energy Connect, Energy Curtailment 
Specialists, EnerNoc 

聖地牙哥瓦斯與電力公司 Comverge, Constellation Energy, Energy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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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E) Energy Curtailment Specialist, Energy Logic, 
EnerNoc, Negawatt Business Solutions, Siemens 
Industry, The Energy Solutions 

資料來源：加州各電力公司網站。 

除需量反應商業模式之發展外，各國刻正大力發展再生能源發電。由於其發

電具有間歇性，供電出力易受天候與環境影響而難以預測，當再生能源電力大量

進入電網後，為避免可能造成的輸電壅塞與電壓不穩，市場需要更能「即時」反

應電力供需狀況的「DR2.0」，維持電網平衡，其即時反應時間會以「秒」或「毫

秒」為單位。此外市場也需要更周全的輔助服務，如備用容量(capacity reserve)、

升降載服務(ramping service)與頻率控制(frequency control)等，即時反應天候現狀，

立即調節電力供給。另方面，儲能系統(storage energy system)可儲存再生能源之

超額發電量，並提供相對平穩的電力輸出，減低分散式電源的不穩定性，並提升

整體電力系統的調度彈性。因此，也成為需求面管理之重要發展方向。 

 

(二) 白色證書 

環境保護已成為國家重要政策之一，藉由補貼以鼓勵環境保護行為之政策工

具甚為普遍，例如：政府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節能家電補

助(每樣家電補助新台幣 2,000 元)。然而，長期仰賴補貼之環境保護政策，可能

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與環保成效受限，故先進國家多採用具有「市場誘因」之環境

保護政策工具。 

環境成本多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若能矯正環境外部性，自然資源將達成

較佳之配置。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即是透過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

之經濟工具。圖 1 為寇斯定理之示意圖，不同能源供應商進行節能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MC）各不相同，邊際成本較高的廠商，可向邊際成本較低的廠

商購買其超額節能量；而節能邊際成本較低的廠商，則可藉由出售超額的節能量，

獲取實質利益。只要廠商的邊際成本不同時，交易動機就會出現。當所有廠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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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交易時，即為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之實現。 

 
圖 1 寇斯定理之示意 

在寇斯定理架構下，歐洲各國家成立碳權交易市場(如英國之碳交易市場於

1999 年草創，2002 年開始交易)，於 2003 年統合為「歐盟溫室氣體交易系統

(European 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s, EU-ETS)」，係屬多邊

碳權交易系統，並於 2005 年正式進行交易。碳權交易市場於歐洲國家已行之有

年，透過市場機制達到京都議定書規範之減排目標。歐洲國家為進一步提升能源

效率，尚有與碳權交易類似的可交易之：白色證書(Tradable White Certificate, 

TWC)。 

歐洲之白色證書交易制度係由政府主管機關，規定全國能源節約目標量

(obligation)，並將目標量分配給國內之節能義務者(obligator)。若節能義務者無法

達到目標量，則可至市場中購買其他節能義務者額外達成之節能量，或接受政府

之罰鍰(penalty)。白色證書係能源節約量證明，不論單一設備、企業或個人之節

能行為，透過第三方(third party)公正測量與判定(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 

M&V)後，即可獲得白色證書。 

英國於 2002 年開始推行白色證書機制，此後，其他國家紛紛仿效，包括：

比利時(2003 年)、義大利(2005 年 1 月)、法國(2006 年 7 月)與丹麥(2006 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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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蘭與愛爾蘭已開始著手規劃白色證書市場之架構，荷蘭、葡萄牙、羅馬尼

亞與保加利亞也預計將此種市場工具引進國內，也成為當前能源需求面管理之重

要趨勢。 

Jeremy Rifkin (2013) 於第三次工業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書

中提及，再生能源(綠能)及網際網路之結合，將為人類社會及環境帶來革命。需

量反應搭配白色證書交易之案例，若能運用可行、可靠的技術及具備市場誘因的

制度，不但能增加能源供需安全與穩定，也是因應氣候變遷及邁向綠色低碳經濟

發展之創新模式。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