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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共建設計畫可增進大眾利益，但居民往往反對在其社區內興建，如發電廠、焚化爐、掩埋場等，如

同英文原句的字面意思：「不要（興建）在我（家）的後院」。



分別發生於 與 年。

根據 （ ）， 係指同時進行一致性的需求面與供給面資源評估，尋求最低成本規

劃，以符合電業成本效益原則來滿足用戶能源服務的需求。

同一期間通過的相關法案尚包括： 能源政策與節約能源法（

）、 能源節約與生產法（ ）、 國家《能源節約政策

法》（ ）等。



修正輸電網路開放接續費率條款（ ），

確保非發電資源（包括需量反應）所提供的輔助服務，如調整備轉容量

（ ）、熱機待轉（ ）、頻率控制（

）以及替代備轉服務（ ）等，均可享公

正合理的輸電服務費率。

強化需量反應市場競爭性，鼓勵更多樣化的電力資源投入市場。包括允

許用戶群代表集結眾多用戶參與需量反應，並可加入市場競標之列。

要求區域輸電業者（ ）與

，以區域邊際電價（ ）補償因實施

需量反應而抑低容量與能量的用戶，作為補償。惟此支付須符合兩要

件：（ ）電業實施需量反應需平衡需求及供給；（ ）該項支付金額必須

符合電業實施需量反應之成本效益。同時， 及 得將該補償金

額按比例轉嫁給因實施需量反應而獲益的電力用戶。

針對發電業者可供批發電力市場頻率調整的資源，包括儲能系統與需量

反應資源，提出兩部制補償（ ）。第一部分是做為頻率

調整容量補償（ ）的機會成本，也就是針對因提供頻

率調整而無法在批發市場競價的機組容量進行補償。第二部分為頻率調

整績效補償（ ），由頻率調整電能數量及其可

準確追隨 調度信號的程度而定。

增進輔助服務市場之競爭性與透明性，並大幅增加儲能系統之應用靈活

度。取消原本第 號指令對於儲能市場之僵固價格補償機制，第三方

（ ）可以市場價格為基礎（ ），提供輔助服務予

輸電者，有助於用戶端建置儲能系統之 應用，並可使輔助服務可更

快速、更精確提供電能服務。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將輔助服務分為六大類別：電力排程與調度（ ）、電能損失補償（

）、負載追隨（ ）、系統保護（ ）、電能不平衡（

）、無效電力與電壓控制（ ）。

參見該法 （）。

根據 估計， 年全美國各地施行的需量反應計畫，總計抑低美國整體電力系統尖峰負載高達

以上，等於抑低全國 ％尖載容量，成效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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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量反應定義與分類

原文：



詳情參閱 公司對 電價的說明，網址 。



二、引入自動化與用戶群代表創新商業模式的「 」

根據美國愛迪生基金電能效率學會調查報告（ ），截至 年

月，全美已裝設 萬具先進讀表，市場滲透率占 ％。估計 年安裝數將達 萬具，占

％。我國方面也開始積極布建，台電公司將於 年在台北、新北、台中與澎湖免費換裝 萬戶，以

抽樣方式選擇大樓、公寓、透天厝等不同用戶安裝，針對技術可行性進行驗證，並評估實施時間電價、需

量反應之成本效益，做為後續擴大布建之參考。上述工作完成後，台電公司將啟動大規模布建，預計於

年前建置 萬戶， 年起開始擴大裝設 萬戶，並於 年全面布建完成。



交易成本包括：搜尋成本（ ）、協議成本（ ）、訂約成本（

）、監督成本（ ）以及違約成本（ ）。

請參見 ，最後瀏覽日： 年 月 日。

以美國麻州為例，目前共有三家公營用戶群代表，分別為 、 以及

。



實施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

抑低時段 早上 時至晚間 時（假日不實施）

事前提醒時間
前一日方案：實施前一日下午 時

當日方案：實施前 小時

調度時間（小時／次） 分為 ∼ 、 ∼ 、 ∼ 三種模式

抑低時間與次數上限 一天最多實施一次，每月總實施時間不超過 小時

資料來源： 。

三、需量反應最新趨勢─「 」



係指同一行為主體，兼具電力生產者（ ）與消費者（ ）之角色，即用戶本身除了向電業

購電之外，亦有再生能源發電或電動車儲能設施，可逆向售電給電業。

根據 （ ），許志義、謝嘉豪（ ），傳統需量反應方案有許多搭便車（ ）之參與用戶，

電業往往給予過高之價格誘因，造成社會無謂損失（ ）。反之，也有可能電業給予的價格誘

因偏低，同樣無法達成柏拉圖最適。

一毫秒等於千分之一秒。



資料來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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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

擴大操作空間

降低最低發電容量

可調度的風力／

太陽能發電系統

負載移轉

電壓支撐

調整備轉容量

快速升降載

頻率控制可調度

且可快速啟動

抑低尖峰負載

儲存超額發電量

係指以再生能源供應建築物百分之百的電力需求，不用任何化石能源所產生的電力，若建築物內電力不足，

方藉由電網輸入外界電力。

筆者所謂之「虛擬電廠」，係指中央電力系統（包括垂直整合綜合電業、 、 、 等）能夠透過自

動化電力調度，遙控遠端之分散型電源（再生能源、儲能設施或需量反應）之軟硬體系統。藉各種分散於

不同地點之微系統，集結成一個即時同步互動的虛擬系統，形同取代中央電力系統之一部分傳統發電廠。

係由分散式電源、儲能系統、切換裝置、負載管理與監控、保護裝置等設備集合而成的小型發電系統，特

色是除了可與中央電力系統或外部電網合併運作外，也能夠獨立運作。

係指傳統網際網路用戶僅能「單向」、「被動」接受網頁上刊載之資訊。而 係以用戶為中

心，各用戶之間透過網際網路達到資訊「交流」之目的。典型案例如 網路社群網站、應用程式

（ ）、部落格（ ）以及維基百科等。



年底 主席 於發表 評估報告時曾

提及 ⋯⋯ ‘ ’ 。請參見

，最後瀏覽日： 年 月 日。



資料來源：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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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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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量反應發展趨勢改變電力政策規劃與管理思維



二、檢討現行台電負載管理方案之適用性

台電公司曾於 年增訂「需量反應計畫」，現已更名為「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四）」。



資料來源：廖惠珠、蔡志孟（ ）。

三、積極推動用戶群代表之創新節能商業模式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跨國委員會（ ）（ ）評

估及 （ ）指出：全球至 年止，住商部門係具有「最低節能減碳技術成本與執行成本，

卻相對可獲得最大減量效果」的部門。主要原因即在於過去此部門之尖離峰時段，多數國家皆未安裝智慧

電錶，迄未能採行時間電價，故其電力需求面管理尚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如同一片「藍海」。



四、透過示範性、區域性之計畫，按部就班邁向「 」

五、宜推動「綠色金融貸款」鼓勵建置分散式發電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官網之「太陽光電系統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的安裝費用因系統容量大小、

材料選用、施工方法、安裝現場的特殊性（如額外的引接線費用）等而有差異性，目前市面上系統單價約

∼ 萬／瓩。



六、參考先進國家經驗，修訂「與時俱進」之相關法規



一、中文部分



二、英文部分



三、網路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