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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計畫參考國外需量反應電價結構及 Spees and Lave(2008)[1]相關文獻，並設計

二段式時間電價(Time of Use, TOU)、三段式時間電價及季節電價之累進費率方案，模擬住

宅用戶選用時間電價方案時，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至離峰時段不同比例之 11 種情境

(Scenarios)下，對用戶可能產生之影響效果。 

本研究承台電公司協助，分別蒐集五戶示範住宅，每戶均安裝不同監控程度之智慧家

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記錄自 2013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4 日每 15 分鐘之實際用電資料。相較於 Spees and Lave(2008)採用社會剩餘之研究模

型，本研究係採用參與者檢定(Participant Cost Test, PCT)之研究模型，估算五戶示範住宅

用戶之益本比(Benefit Cost Ratio)與回收年限(Payback Year)。研究結果發現，住宅用戶可

移轉尖峰用電至離峰時段之比重越高者，其益本比越高、回收年限越短。本研究建議，住

宅用戶選擇需量反應方案時，除應考量自身用電負載型態之外，亦應評估具移轉彈性之家

電設備占總負載量之比例，及其可移轉之總度數。本研究各種模擬結果可供電力公用事業

與政府相關單位，推廣需量反應時間電價方案參考之用。 

Abstract 

This research has reviewed the-state-of-the-art of demand response program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e study has focused on Time of Use (TOU) programs 

including two-block TOU rate, three-block TOU rate, and a seasonal TOU increasing-block 

rat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suggested by Spees and Lave(2008), this research has simulated 

11 different TOU scenarios o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residential customers transferring the 

peak-load usage percentage to off-peak period.   

This proto-type case study, with the faverable assistance of Taipower, has collected the 

actual electricity usage data of every 15-minute between 2013/11/3 to 2013/12/4 for five 

residential customers who has installed different-scale monitoring device of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 Contrast to the social-surplus model as adopted by Spees and 

Lave(2008), this study has utilized the model of Participant Cost Test (PCT) to estimate the 

Benefit Cost Ratio and Payback Year of those five demonstrative residential custome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 the greater the transferable portion of the 

peak-load electricity usage shifting to off-peak period, the higher Benefit Cost Ratio and 

shorter Payback Year of the TOU residential customer has appeared. This study has suggested 

that residential customers should consider their electric-load usage pattern before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TOU demand response program. Furthermore, they should also evaluate the 

flexibility of transferable load portion of their home appliances versus the total electric load 

usage, as well as the total transferable kilowatt hours. Above al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lectric utility and government related agencies when 

a TOU demand response program is proposed. 

關鍵詞 (Key Words)：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智慧家庭能源管理系統(Smart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參與者檢定

(Participant Cost Test)、時間電價(Time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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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 能 源 資 通 訊 系 統 (Ener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ICT)與先進讀表基

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迅

速發展，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 DR) 已成

為全球電能管理之殺手級應用1。 

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將需量管理分為

兩大類：(1)價格基礎(Price-Based)需量反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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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系統尖峰反應輸電費

率(System Peak Response Transmission Tariff)等；

(2)誘因基礎(Incentive-Based)需量反應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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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停電

力服務(Interruptible Service)。 

台電公司亦推出相關需量反應方案，包括

1979 年針對高壓電力用戶實施「時間電價」；1987

年實施「可停電力方案」；1989 年更將住宅部門

一併實施「季節電價方案」。近年，台電公司為

推廣需量反應，已逐年擴大可停電力適用範圍，

以供更多電力用戶參與選用。2012 年起，台電公

司將原「可停電力方案」更名為「用戶配合減少

用電優惠措施」，包括四種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四種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共計八種方案。 

台電公司亦針對住宅用戶，依據不同季節與

不同時段之供電容量與能量成本，加以訂定夏季、

非夏季之尖離峰電價費率2。有鑑於經濟部能源局

                                                      
1   FERC Commissioner Jon Wellinghoff said, "Demand 
response is clearly the 'killer application' for the smart 
grid".(2008/12/29) 參見[3] 
2住宅用戶(表燈非營業用戶)可採用非時間電價與時間

電價，參見台電公司網站： 

於 2010 年 6 月 23 日通過「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

推動方案」，台灣將在 2015 年完成 100 萬戶低壓

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之布建，2020 年完成 600 萬

戶低壓 AMI 布建目標。此外，2012 年行政院通

過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2]中，亦明確指

出未來住宅用戶將朝「終端資訊建設」與「前瞻

用戶服務規劃」推動，亦即 HEMS 搭配 DR 方案

之應用。由此可見，我政府相關單位也非常重視

此領域之發展策略。 

基此，本研究乃蒐羅先進國家需量反應電價

實施之經驗，考量台灣電力負載特性與供電成本，

設計可行之需量反應電價方案，推算台灣住宅用

戶選用各方案之益本分析。實證資料係藉由成功

大學電機系協同台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金門科技大學，共同開發之智慧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並安裝於 5 戶示範住宅中(台

北 1 戶，台南 4 戶)，紀錄 2013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之實際用電數據資料，以供本研究模

擬之使用。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貳節描述成本效益

分析法；第参節說明本研究設計之需量反應電

價方案；第肆節為資料內容解說與情境模擬；

第伍節為益本分析結果與經濟意涵；第陸節提

出結論。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兩種研究方法，一為需量反應方

案 設 計 ， 採 文 獻 研 究 法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ology)，廣泛探討先進國家需量反應電

價應用之經驗，篩選適合台灣現階段採用者；

二為情境模擬，與實際用電數據，透過成本效

益分析法(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檢視住

宅用戶選用需量反應方案下，不同情境之成本

與效益。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new_info/new_info
-d13.aspx?LinkID=14。[4]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先採用文獻研究法，透過網際網路

與圖書館之期刊論文，以及參加國內外相關研

討會議，廣泛蒐集先進國家需量反應相關資料

與實施經驗，包括政策法規、配套措施、商業

模式等。此外，本研究為符合台灣電力系統現

況與住宅部門用電模式，曾多次與專家學者座

談(包括能源局、台電公司、其他相關機構)，相

互交換意見，俾使本研究之需量反應電價方案

設計更加周延。 

二、成本效益分析法 

能 源 需 求 面 管 理 (Energy Demand Side 

Management, EDSM)方案之成本效益檢定，先

進國家有參考藍本。美國與加拿大之公用事業

主要係以 California Standard Practice Manual: 

Economic Analysis of Demand Side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Projects(2001)[5]為範本，藉該實

務手冊架構作為評估 EDSM 之依據。 

根據該實務手冊分類，凡推出新需量反應電

價方案，其成本效益分析共包括四種檢定：參與

者檢定(Participant Test, PCT)、電力用戶影響檢定

(Ratepayer Impact Measure Test, RIM)、總資源成

本檢定(Total Resource Cost Test, TRC)及公用事

業成本檢定(Utility Cost Test, UCT)。每種檢定係

以不同利害關係人之觀點，估算 EDSM 電價方案

軟硬體設備於生命週期內，其總成本與總效益現

值後，是否達至門檻值。而本研究著重評估住宅

用戶是否具有足夠經濟誘因選用該時間電價，亦

即從住宅用戶參與者之觀點，評估其成本效益。

故以下僅說明參與者檢定之評估方法與計算公

式。 

參與者檢定係衡量電力用戶參與需量反應

電價方案後之效益與成本，效益項包括：電費帳

單之減額、需量反應方案執行者給予之獎勵

(Rebate)、各級政府之租稅折抵；成本項包括：

因參與需量反應方案引發的額外支出3及用戶電

費帳單之增額。值得注意的是，本檢定無法真正

衡量需量反應方案對電力用戶之全部效益與成

本，僅能就「可計數(Accountable)」之成本與效

益加以估算4。 

參考許志義與黃國暐(2010)[6]，該檢定結果

通常以四種方式表達：(a) 總方案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b) 平均每位參與者的 NPV；

(c) 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 BCR）；(d) 折現

回收期(Discounted Payback Period, DPP)。本研究

屬於先導型研究，台電公司尚未全面推行本研究

設計之需量反應方案，故無總方案淨現值與平均

每位參與者淨現值之估算，而僅能估算 5 戶示範

住宅參與者之淨現值。若本研究估算益本比大於

1，表示淨現值大於零，可視為該方案對參與者

而言是有利的。由於折現回收期法，係指累積折

現效益大於或等於累積折現成本所需的年數，因

此對參與者而言，回收年限愈短，則該方案愈能

增加其參與之意願。相關計算公式列如下所示： 

/                           (1)  

	 	使	                     (2) 

∑ ∑     (3) 

∑                        (4) 

其中， pBCR 為參與者之益本比； 為折現回收

期； jB 為參與者之效益總現值； jC 為參與者之

成本總現值； tBR 為第 t 年用戶因參與該方案之

電費帳單減額； tTC 為第 t 年之稅額扣抵； tINC
為公用事業(台電)第 t 年給予參與者之獎勵金；

atAB 為參與者因參與該方案而節省之第 t 年迴避

                                                      
3參與需量反應方案引發之額外支出包括：參與者額外

購買設備之費用、銷售稅、安裝費、運轉及維護成本、

最終移除成本(扣除剩餘殘值)等。 
4部分電力用戶決定是否參與某需量反應電價方案，並

非完全基於有形成本或效益，例如：消費者因參與該

方案所顯現之正面環保形象屬效益面，或電力用戶內

部成員(如企業股東、經營階層、及員工)是否參與該

方案，其所產生之意見紛歧摩擦或爭執屬成本面，均

未能在此模型中予以考慮。 



 

 

電費帳單費用； atPAC 為參與者因參與該方案而

節省之第 t 年其他相關迴避成本(Avoided Cost)或

得到的收益；
t

PC 為第 t 年之用戶參與成本； tBI
為第 t 年用戶電費帳單增額。 

參與者檢定之優點，在於將選用需量反應方

案可獲得初次收割(First Cut)之有利條件訊息，傳

達給電力用戶。此訊息隱含著「潛在方案參與率」，

公用事業可參考此一訊息，提供選用需量反應電

價方案之用戶獎勵誘因，有助於方案推廣。換言

之，藉由參與者檢定推估應有之獎勵水準，或透

過變動獎勵水準以提升方案之期望參與率。 

參、研擬之需量反應電價方案 

本研究聚焦於需量反應之時間電價(Time 

of Use, TOU)方案，共設計兩種二段式時間電價

方案(A-1 與 A-2)與一種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

(B-1)。此外，作為時間電價之配套措施，另設

計一種累進費率時間電價方案(C-1)。 

二段式時間電價方案將每一日區分為兩個

連續區段：尖峰區段(Peak Block)與離峰區段

(Off-Peak Block)。尖峰區段係指電力系統之電

能供應處於相對緊澀狀態，離峰區段則反之。 

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與二段式時間電價方

案類似，僅是將每日區分為三個連續區段，除

尖峰區段與離峰區段外，另增加半尖峰區段

(Shoulder-Peak Block)。 

本研究設計之時間電價方案，係參考美國

加州三大電力公司5、日本七家電力公司6、法國

EDF 電力公司、韓國電力公司等之現行電價方

案，並比較不同國家電力公司之時間電價方案

費率(包括用戶費用、容量費用及能量費用之費

率)、費率結構(尖峰區段價格與離峰區段價格之

                                                      
5 加州三大電力公司為大平洋瓦斯與電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南加州愛迪生電力

公司(So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聖地牙哥天然氣

和電力公司(San Diego Gas & Electric)。 
6 包括九州電力、中國電力、北陸電力、關西電力、

沖繩電力、中部電力、北海道電力公司。 

比值)、尖峰區段與離峰區段之時間長短(如日本

可選尖峰區段為 8 小時或 10 小時)及尖峰區段

與離峰區段時間比等。 

時間電價方案之費率架構，包含基本電費

(即每戶每月費用)與流動電費(即能量費用)。根

據台經院與台電綜研所(2012)[7]，表燈非營業

用之住宅用戶每月每戶應分攤之成本7，約為每

戶每月 100 元，故以此為本研究基本電費之設

計標準。 

此外，本研究設計之時間電價方案取消容

量費率，亦即原本台電公司推出時間電價方案

中之契約容量費率，其理由如下：以先進國家

為例，美國加州之住宅用戶時間電價方案，並

無收取容量費率；歐盟國家(如法國、義大利)

之住宅用戶時間電價方案亦無收取容量費率，

而係採年費制度(雖住宅用戶使用容量越高，年

費亦越高，但並非以每單位容量為計價基準)，

且台電公司現行住宅用戶之容量費率偏高，易

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之門檻。以下即說明本研究

設計之四種電價方案： 

一、 二段式時間電價方案(A-1 與 A-2) 

二段式時間電價將 24 小時區分為尖峰區段

與離峰區段。參考日本 7 家電力公司與美國加州

三大電力公司之相關電價，本研究分別設計以下

兩種方案： 

(一) A-1 方案 

A-1 方案主要參考日本電價與台電現行電價，

其特色為尖峰區段相對較長，自 7 點 30 分至 22

點 30 分，共 15 小時。該電價方案並不區分工作

日與例假日，亦即每一日皆分為尖峰區段與離峰

區段。雖尖峰區段較長，但尖峰區段與離峰區段

之電價比值僅 2.4 倍，相對較小，亦即尖峰區段

與離峰區段之流動電費單價價差較小。此方案較

                                                      
7  此處分攤之成本為台電公司非營業支出，包括固定

資產盤虧、處置固定資產淨損失、無形資產減損、非

常損失等。 



 

 

適合用電負載型態平緩之家庭，如白天在家活動

者之非營業用戶。本研究設計之 A-1 方案電價費

率如表 1。 

表 1 二段式時間電價：A-1 方案 

基本電費 每戶每月 100 元 

流動電費* 

 夏月8 非夏月

尖峰(每度) 5.04 元 4.08 元

離峰(每度) 2.10 元 1.70 元
*尖峰時段指週一至週日之 7:30-22:30，離峰時段指週一

至週日之 00:00-7:30 及 22:30-24:00。 

(二) A-2 方案 

A-2 方案係參考美國加州電價，其特色為尖

峰區段相對較短，從 10 點 30 分至 18 點 30 分，

共 8 小時。尖峰區段與離峰區段之電價比相對較

大，約 3.5 倍，亦即尖峰區段與離峰區段之流動

電費單價價差較大。該電價方案區分工作日與例

假日，表示例假日(週六、週日與國定假日)皆屬

於離峰區段。該方案鼓勵住宅用戶進行日與日之

間的用電移轉，例如：原本於週五使用吸塵器打

掃房屋，為節約電費，改將吸塵器移轉至電價相

對較便宜之週六使用。相對於 A-1 方案，此方案

較適合具多種可移轉耗能設備之家庭，例如除草

機、SPA 池、按摩椅、麵包機等。本研究設計之

A-2 方案電價費率如表 2。 

表 2 二段式時間電價：A-2 方案 

基本電費 每戶每月 100 元 

流動電費* 

 夏月 非夏月 

尖峰(每度) 7.35 元 5.95 元 

離峰(每度) 2.10 元 1.70 元 
*尖峰時段指週一至週五之 10:30-18:30，離峰時段週一至

週五之 18:30-10:30，以及週六、週日與國定假日全日。

二、 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B-1) 

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將每一日區分為尖

峰區段、半尖峰區段、離峰區段，旨在更細膩

地反應發電成本，提供住宅用戶更大之用電移

                                                      
8 夏月指每年 6/1~9/30，非夏月指夏月以外時間。 

轉彈性空間。本研究設計之三段式時間電價方

案(B-1)為 A-1 之延伸，亦即在 A-1 方案架構下

增加半尖峰區段。 

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中，尖峰時段為 10 點

30 分至 18 點 30 分；半尖峰時段為 7 點 30 分

至 10 點 30 分及 18 點 30 分至晚上 22 點 30 分；

離峰時段則為 22 點 30 分至隔天 7 點 30 分。本

研究設計之 B-1 方案電價費率如表 3。 

表 3 三段式時間電價：B-1 方案 

基本電費 每戶每月 100 元 

流動電費*

 夏月 非夏月

尖峰(每度) 5.04 元 4.08 元

半尖峰(每度) 3.78 元 3.06 元

離峰(每度) 2.10 元 1.70 元
*尖峰時段指週一至週日之 10:30-18:30，半尖峰時段指周

一至周日之 7:30-10:30 與 18:30-22:30；離峰時段週一至

週日之 22:30-07:30。 

增加半尖峰時段，使住宅用戶有更大之彈

性調整用電模式。住宅用戶通常具移轉彈性之

家電器具，包括：洗衣機、吸塵器、咖啡壺、

空調、電鍋、吹風機等。以 400W 洗衣機為例，

每日使用 1 次，每次使用 1.5 小時，每月約可

移轉尖峰用電 18 度。以圖 1 說明於二段式時間

電價與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中，住宅用戶之移

轉模式。若住宅用戶原於 18 點使用洗衣機，且

希望移轉洗衣機用電，在 A-1 方案中，須將洗

衣機延後 4.5 小時至 22 點 30 分後使用，才可

節約電費，十分不便。反之，在 B-1 方案中，

則可較具彈性與可行性，將洗衣機延後 0.5 小

時至 18 點 30 分使用，即可節約部分電費。表

示住宅用戶只要付出努力，改變用電模式，即

使移轉用電之幅度較小，亦可得到相對便宜之

非尖峰電價。此種經濟誘因，即是住宅用戶採

用時間電價之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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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示範住宅資料期間與用電度數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資料期間 
11/4~ 

12/3 

11/3~ 

12/2 

11/5~ 

12/4 

11/4~ 

12/3 

11/5~ 

12/4 

資料天數 30 30 30 30 30 

30 天 

用電度數 
431 358 529 371 277 

關於 HEMS 之折舊年限，根據生產廠商之測

試報告，保守推估為 8 年，故本研究以此為折現

期間。採用台灣銀行 2013 年 12 月基準利率 2.89%，

並設定風險溢酬為 0.11%，故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之折現率為 3%。 

二、 PCT 之成本與效益估算 

本研究相關之成本與效益項目定義如下： 

(一) 成本 

(1) 參與成本：參與成本為住宅用戶參與此方案

需要額外支出的費用。例如：用戶攤提智慧電表

費用。以加州三大電力公司為例，民眾參與需量

反應方案，並不需要負擔電表之安裝費用，惟需

要每月攤提固定之電表費用，每月每電表 0.022

至 0.029 美元9。然而，台灣之智慧電表現階段係

由台電公司安裝並支付其成本，住宅用戶不需繳

交費用，故本研究亦不計入該項成本。未來若電

價制度改變，則可能需按照使用年限攤提電表費

用。 

本研究住宅用戶需支出 HEMS 設備費用。

安裝於 5 戶示範住宅中之 HEMS 硬體設備，包含

Home Gateway、Dongle、Zigbee 插座、Relay 及

紅外線發射器等。因每一戶安裝之監測設備數量

不同，故每一示範系統之成本亦不相同，如表 6。 

 

                                                      
9 此數據係引自加州 PG&E 電力公司網站，其背後邏

輯推論如下：加州智慧電表每具約 100 美元，預估電

表可使用 30 年，每年約攤提固定幣值 0.35 美元，符

合使用者付費原則。  

表 6 示範住宅 HEMS 監測設備數量與成本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監測設備

數量(個)
7 21 10 13 28 

總成本 

(新台幣/元)
5,574 20,315 8,592 10,403 26,431

(2) 電費帳單增額：住宅用戶選用需量反應

電價方案後，若用電習慣未改變，可能因尖峰時

段電價較高，使電費支出增加。 

(二) 效益 

(1) 電費帳單減額：住宅用戶參與需量反應後，

因改變用電習慣所節約之電費支出。電費帳單之

減額，隨住宅用戶之用電行為而有所不同。本研

究模擬不同住宅用戶之節電模式，詳述於本節第

三點。 

(2) 稅額抵扣：此為政府鼓勵住宅用戶參與時間

電價方案之有關獎勵金額，也可視為補貼，例如：

2012 年政府鼓勵家庭用戶購買節能家電(如冰箱、

洗衣機等)，每台節能家電補助新台幣 2,000 元。 

(3) 公用事業給予之獎勵金。公用事業主動提供

給住宅用戶之獎勵金，鼓勵住宅用戶於尖峰時段

減少用電，以迴避建置電廠之成本。此種獎勵金

並不包含在電價中，而是公用事業根據住宅用戶

抑低用電度數給予固定之回饋。例如，工業用戶

參與台電公司之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若台電公

司於 15 分鐘前通知用戶抑低用電負載，則用戶

抑低用電負載後，可獲得基本電費扣抵每瓩每月

20 元及每抑低一度電可扣抵流動電費 8 元。 

(4) 其他迴避成本：住宅用戶未參加該方案前，

必須支付其費用，於參與方案後可避免支出除電

費帳單以外之成本，稱為其他迴避成本。例如：

離峰區段用戶因電價相對低廉，故以電力取代瓦

斯，而節省之瓦斯帳單費用，即其他迴避成本。  

值得注目的，本研究基於資料來源之有限

性(如瓦斯帳單減額)及目前國內並未針對住宅用

戶時間電價提供租稅抵減或獎勵，因此，本研究



 

 

僅推估上述第一項電費帳單減額，而未納入其他

三項效益。 

三、 情境模擬 

Newsham and Bowker(2010)[8]年根據既有

資料推估，若美國全面施行時間電價方案，約

可降低 5%之尖峰負載。本研究參考 Spees and 

Lave(2008)之分析架構與方法，針對台灣住宅部

門需量反應電價方案進行類似之情境模擬，亦

即評估用戶配合先進讀表建設而選用時間電價

方 案 之 成 本 與 效 益 。 基 本 上 ， Spees and 

Lave(2008)係引用 PJM 電力市場之實際資料10，

並假設住宅用戶在選擇 TOU 下，移轉尖峰時段

用電負載至離峰時段之各種情境，亦即分別模

擬用戶移轉 1%、2%、3%、4%、5%及 5.3%之

情境下，所可能帶來的社會效益。該作者評估

社會效益之計算基準，係以 PJM 電力批發市場

(Wholesale Market)實際價格作為計算基礎，其

結果顯示，在時間電價方案六種模擬情境下，

整 體 PJM 電 力 系 統 之 尖 峰 負 載 可 降 低

1.1%-2.4%，社會整體福利(消費者剩餘加生產

者剩餘)可增加 0.6%-1.0%。 

台灣電力市場尚未自由化，先進讀表基礎

建設刻正布建中，針對住宅部門實施時間電價

為全新市場，亦即所謂「藍海」。在此情況下，

相對於美國已是電力自由化相當成熟之市場而

言，台灣可能具有更大潛在之用電負載移轉空

間。因此，本研究以下模擬 11 種情境(Scenarios)，

其中二段式時間電價 4 種，三段式時間電價 7

種，皆較 Spees and Lave(2008)模擬用戶移轉尖

峰負載至離峰比例之情境更為顯著。 

                                                      
10 1927 年，賓州(Pennsylvania)、紐澤西州(New Jersey)
與 馬 里 蘭 州 (Maryland) 之 綜 合 電 業 共 同 組 成

PJM(Pennsylvania-New Jersey-Maryland)電力池(Power 
Pool)。並於 2001 年改組為「區域輸電組織(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 RTO)」，成為美國第一個區

域輸電組織。而後，PJM 之輸電服務區域持續擴大，

直至 2013 年底，PJM 之服務區域已涵蓋美國十餘州，

客戶人數超過 6,000 萬人，目前為美國最大之區域輸

電組織。 

本研究設計之情境，茲說明如下： 

(一) 二段式時間電價(A-1 與 A-2)之四種情境 

(1) 情境 A-I：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

段使用。 

(2) 情境 A-II：移轉 2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

時段使用。 

(3) 情境 A-III：節約 5%之總用電量後，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段使用。 

(4) 情境 A-IV：節約 10%之總用電量。 

每一種情境都有不同之難易程度，用戶為改

變用電模式所需付出之努力不同。舉例而言，

在 A-1 和 A-2 方案下，住宅用戶為改變用電模

式，在情境 A-I 付出之努力最少，亦即用電模

式與原本未選用時間電價方案時相差較小。 

(二) B-1 之七種模擬情境 

(1) 情境 B-I：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半尖峰

時段使用。 

(2) 情境 B-II：移轉 20%尖峰時段用電至半尖峰

時段使用。 

(3) 情境 B-III：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

時段使用。 

(4) 情境 B-IV：節約 5%之總用電量後，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半尖峰時段使用。 

(5) 情境 B-V：移轉 2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

段使用。 

(6) 情境 B-VI：節約 5%之總用電量後，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段使用。 

(7) 情境 B-VII：節約 10%之總用電量。 

相同地，在 B-1 方案下，每一種情境都有不

同之難易程度，亦即用戶需付出之努力不同，

如情境 B-I，住宅用戶為改變用電模式，所需付

出之努力最少。 

伍、成本效益分析結果與經濟意涵 

本研究分別以益本比與回收年限呈現成本

效益分析之結果。 



 

 

一、A-1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表 7 為 5 戶示範住宅選用 A-1 方案，不同

情境下之益本比。當益本比大於 1，代表住宅

用戶有經濟誘因採取模擬情境下之用電改變策

略。示範住宅 H1 與 Chimay 不論採取何種策略，

其益本比皆小於 1，主要原因係此二示範住宅，

安裝之 HEMS 量測設備較多，成本較高。其經

濟意涵隱示，未來推廣住宅用戶安裝 HEMS，

仍應致力於降低其軟硬體成本。 

此外，所有示範住宅，在模擬情境 A-I 下，

其益本比皆小於 1。原因在於 A-I 情境下，住宅

用戶改變用電模式所付出之相對努力最少，亦

即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段，其獲得

之電費帳單效益不足以沖銷其安裝 HEMS 之成

本。 

表 7 A-1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益本比 

模擬

情境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A-I 0.86 0.28 0.53 0.78 0.27 

A-II 1.67 0.57 1.04 1.59 0.50 

A-III 1.71 0.56 1.07 1.56 0.55 

A-IV 1.71 0.60 1.06 1.70 0.48 

表 8 為 5 戶示範住宅選用 A-1 方案，不同

情境下之回收年限，回收年限越短，代表住宅

用戶越有經濟誘因安裝 HEMS 設備，並採用時

間電價方案。 

表 8 之結果與表 7 雷同，示範系統 H1 與

Chimay 不論何種情境下，皆無法回收設備成本，

亦即其回收年限均大於 HEMS 預期可使用之年

限 8 年，且不論何示範系統，在 A-I 模擬情境

下，亦無法通過用戶參與者檢定。 

表 8 A-1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回收年限 

模擬

情境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A-I 9 26 14 10 27 

A-II 5 13 7 5 15 

A-III 5 13 7 5 14 

A-IV 5 12 7 5 15 

二、A-2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 

表 9 為 5 戶示範住宅選用 A-2 方案，不同

情境下之益本比。平均而言，選擇 A-2 方案之

益本比相較選擇 A-1 方案之益本比低。主要原

因係 A-2 方案之尖峰時段較短，周末時段亦屬

於離峰。 

其中，示範系統 Minsiong 選擇 A-1 或 A-2

方案有顯著益本比差異。Minsiong 於 A-1 中，

A-II、A-III 及 A-IV 情境之益本比皆大於 1。然

而，Minsiong 於 A-2 中，不論何種情境，益本

比皆小於 1。為進一步了解其背後原因，經筆

者檢視其實際用電數據資料，發現該示範住宅

Minsiong 雖 31 天用電度數達 277 度，然而尖峰

時段用電負載有限，僅 35 度，故即使移轉 20%

尖峰時段用電至離峰時段使用，實際之移轉度

數仍極少，僅約 7 度，其可獲得之效益不足以

抵銷安裝 HEMS 之成本。在此情況下，採取節

約用電 A-IV 策略，反可獲得較高之益本比。 

因此，住宅用戶首次選擇需量反應方案時，

除評估生活作息型態外，亦應考量具有移轉彈

性之器具用電占總用電比例及其可移轉之總度

數。 

表 9 A-2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益本比 

模擬

情境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A-I 0.61 0.24 0.17 0.49 0.30 

A-II 1.31 0.50 0.51 1.17 0.42 

A-III 1.22 0.47 0.34 0.98 0.43 

A-IV 1.46 0.56 0.70 1.42 0.42 

表 10 為 5 戶示範住宅選用 A-2 方案，不同

情境下之回收年限，與益本比結果一致。 

 



 

 

 

表 10 A-2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回收年限 

模擬

情境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A-I 12 31 43 15 24 

A-II 6 15 15 7 18 

A-III 6 16 22 8 17 

A-IV 5 13 10 6 18 

三段式時間電價，相較於二段式時間電價，

雖給予住宅用戶較高之用電負載移轉彈性，但

付出改變用電習慣之努力較小，其可移轉之電

量較為有限。故所有 5 戶示範住宅在 B-I、B-II、

B-III、B-IV、B-V 情境均無法通過益本比之檢

定。 

表 11 B-1 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結果：益本比 

模擬

情境 
Chiwen H1 Minsiong Tsai Chimay

B-I 0.20 0.05 0.05 0.14 0.07 

B-II 0.41 0.11 0.11 0.27 0.14 

B-III 0.48 0.12 0.13 0.32 0.16 

B-IV 0.97 0.27 0.41 0.75 0.28 

B-V 0.96 0.25 0.25 0.64 0.33 

B-VI 1.23 0.34 0.48 0.93 0.37 

B-VII 1.55 0.44 0.73 1.25 0.43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歸納結論如下：(1)

試驗階段之 HEMS 設備成本仍偏高，若要監控

住宅用戶中所有電器(如 H1、Chimay)，其益本

比很可能小於 1，回收年限也小於 HEMS 可用

年限；(2) 住宅用戶選擇不同需量反應方案時，

不僅需考量生活型態，亦需評估可移轉或節約

用電占總用電之比例及其總度數；(3)各種不同

情境中，甚至不同需量反應電價方案下，住宅

用戶需付出較高之努力改變用電習慣，才可獲

得較高之益本比。 

陸、結論與政策意涵 

需量反應為當前電能管理主流趨勢，先進

國家已有多年之經驗，台灣之電力市場正處於

轉型階段，除政府加速布建先進讀表基礎建設

外，應借鏡先進國家經驗，掌握台灣住宅用戶

用電習慣，設計更適合台灣本土之需量反應電

價方案。 

本研究參考國外需量反應經驗，設計兩種

二段式時間電價方案、一種三段式時間電價方

案及一種累進電價方案。為降低住宅用戶選用

需量反應方案之門檻，本研究設計之方案，取

消既有時間電價之容量費率方案。三段式時間

電價方案相較二段式時間電價方案，因增加半

尖峰區段，提供住宅用戶更容易移轉電能或節

約能源之彈性空間。而累進電價方案，則做為

時間電價之配套方案，增加用電度數累進級距、

拉大最高級距與最低級距之相對單位電價。為

賦予住宅用戶更多電價選擇權，仍允許其選用

一段式固定電價方案。 

除設計多種需量反應方案外，本研究計畫

承台電公司協助，蒐集 5 戶安裝智慧家庭能源

管理系統之示範住宅實際用電資料，以參與者

檢定，分析不同時間電價之 11 種情境下，示範

住宅之益本比與設備回收年限。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住宅用戶可移轉尖

峰用電至離峰時段之比重越高者，其益本比越

高、回收年限越短。本研究建議，住宅用戶選

擇需量反應方案時，除應考量自身用電負載型

態之外，亦應評估具移轉彈性之家電設備占總

負載量之比例，及其可移轉之總度數。示範住

宅之益本比與住宅用戶改變用電模式所付出之

努力相關，付出之努力越高，可獲得之益本比

亦越高。就二段式而言，所有示範住宅，在模

擬情境 A-I 下，其益本比皆小於 1。原因在於

A-I 情境下，住宅用戶改變用電模式所付出之相

對努力最少，亦即移轉 10%尖峰時段用電至離

峰時段，其獲得之電費帳單效益不足以沖銷其



 

 

安裝 HEMS 之成本。就三段式而言，相較於二

段式時間電價，雖給予住宅用戶較高之用電負

載移轉彈性，但付出改變用電習慣之努力較小，

其可移轉之電量亦較為有限。故所有 5 戶示範

住宅在 B-I、B-II、B-III、B-IV、B-V 情境均無

法通過益本比之檢定。台灣於推廣需量反應方

案初期，根據本研究之參與者檢定結果，可推

算適當之電價結構獎勵誘因，以提高住宅用戶

選用需量反應電價方案之市場參與率。 

值得注意的，本研究設計之時間電價方案，

皆屬於「DR1.0」，亦即由電力公司提供多種需

量反應方案供用戶選用，屬於「單向」與用戶

溝通之商業模式。然而，隨資通訊技術之發展，

先 進 國 家 已 有 自 動 控 制 之 需 量 反 應 (Auto 

Demand Response)。電力用戶「事前」與電力

供給者簽訂合約，授權予電力供給者，當電力

系統供電緊澀之事件(event)發生時，可直接切

斷電力用戶全部或部分之電力供給，並於事後

給予電力用戶獎勵(Rebate)與補償。 

電力供給者不限發電廠(Generator)或電力

零 售 者 (Retailer) ， 而 可 以 是 用 戶 群 代 表

(Aggregator) 或 能 源 服 務 公 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故電力用戶具有部分賦權，

可自由選擇電力供給者。此種不完全之雙向溝

通商業模式，屬於「DR1.5」之需量反應範疇。 

本研究之 5 戶示範用戶，選擇時間電價方

案後(亦即 DR1.0 架構)，藉由 HEMS 觀察實際

用電資訊、透過人機介面操縱家中電器等功能，

可使移轉用電或節約用電更為便利。事實上，

本研究之 HEMS 可由成大實驗室端，直接遠端

操控 5 戶示範住宅端之家電，包括切斷家電電

源(需裝有監測設備)、調控冷氣溫度等技術，均

已具備可操作性。換言之，若實驗室端可控制

之戶數能夠擴大至總容量達到 500 千瓦以上，

則可在用戶授權前提下，代表住宅用戶群與台

電公司簽訂現行之「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惠措

施」方案，並可提供用戶讀表服務、進行用戶

需求負載移轉、試算用戶電費節約管理方案等

能源服務。亦即，HEMS 不僅已具有 DR1.5 之

技術可行性，成大實驗室實可謂「用戶群代表」

之雛型。 

由政策引申之角度言之，政府有關單位或

台電公司允宜考慮擴大示範用戶及示範區域之

範圍，增加 HEMS 可直接遠端調控之戶數，進

而成為用戶群代表之示範計畫。除技術可到位

且商業模式確立之外，亦可進一步考慮提供更

多可供住宅用戶選擇之需量反應方案，以擴大

需量子反應方案之適用性與普及性。畢竟針對

住宅用戶而言，目前台電公司僅提供容量 500

千瓦以上客戶簽訂「用戶配合減少用電優惠措

施」方案，門檻過高，小用戶實難以選用。 

目前台電針對住宅用戶安裝智慧電表選用

時間電價者，給予尖峰時段毎單位電價貴二成

七、離峰時段每單位電價便宜二成三。然而，

既然已經安裝智慧電表，允宜賦予用戶更多選

擇權，毋需侷限於選用二段式時間電價。蓋二

段式時間電價僅是最基本之需量反應方案，且

係以價格基礎(Price-Based)之需量反應。相對而

言 ， 需 量 反 應 方 案 許 多 以 誘 因 基 礎

(Incentive-Based)的電價優惠方案，對用戶而言

更具吸引力，可更細膩適用於各種不同需求面

管理之情境。尤其 Smart HEMS 智慧系統可適

用之需量反應電價方案甚多，包括 CPP、PTR

等，甚至可考慮適用即時電價(Real Time Pricing, 

RTP)。 

以誘因為基礎之需量反應方案，由於給予

用戶之電價回饋更高，用戶之參與效益亦更高。

以台電「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四)」為例，若用

戶選擇 15 分鐘前通知抑低之方案，則基本電費

可扣減每千瓦每月 20 元，而流動電費每度扣減

8 元。若用戶能夠確實配合台電系統之事件需

要，抑低其用電負載，將可獲得之效益亦即將

高於時間電價方案。在此情況下，原本於本文

益本比小於 1 之模擬情境(如 A-I、B-I、B-II、

B-III、B-IV、B-V)，將可能獲得改善，甚至跨

越參與者檢定之門檻值。 



 

 

目前，先進國家大力發展再生能源發電，

而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具 供 電 不 穩 定 之 間 歇 性

(Intermittence)，為避免其併網後可能造成之輸

電壅塞與電壓不穩，電力市場需要更「即時」

反應電力供需狀況之「DR2.0」，以做為配套措

施。舉例而言，為維持電網電壓平衡，DR2.0

系統之即時反應時間係以「秒」或「毫秒」為

單位，電力系統可藉由相量量測單元 (Phasor 

Measurement Unit, PMU) 幾乎瞬時同步自動校

正電網電壓。此外，電力市場也需要更周全的

輔 助 服 務 (Ancillary Service) ， 如 備 用 容 量

(Capacity Reserve) 、 升 降 載 服 務 (Ramping 

Service)與頻率控制(Frequency Control)等，以即

時反應天候現狀，立即調節電力供給，均屬

DR2.0 可應用之範疇。 

本研究所模擬分析之時間電價方案，皆僅

止於 DR1.0 架構。而在未來 DR2.0 架構下，住

宅用戶不但可自行建置分散式發電系統(如太

陽能面板、小型風機)，同時亦進行需量反應

2.0(自主、彈性移轉用電，即時降低用電負載)，

而成為電力系統之生產者(Producer)。換言之，

DR2.0 下之住宅用戶，成為身兼生產者與消費

者角色之「產消者(Prosumer)」，可「主動」參

與電力市場交易。 

經濟部已於 2012 年通過「智慧電網總體規

劃方案」，內容包含六大構面，分別為智慧發電

與調度、智慧輸電、智慧配電、智慧用戶、智

慧電網產業發展及智慧電網環境建構，大多著

重於硬體之建置。僅於高壓及低壓用戶部分，

擬進行需量反應規劃之研究。然而，台灣實現

智慧電網普及，硬體建置僅為基礎，仍需搭配

健全之電能市場架構(包括發、輸、配、售電市

場)、新興商業模式之發展，及相關人才之培養，

才能引導台灣由 DR1.0 穩健邁向 DR2.0 階段，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未來之研究方向，可進一步參考 Spees and 

Lave(2008)，估算不同模擬情境下，時間電價方

案是否可增加台灣整體之社會福利。亦可試算

住宅用戶安裝 HEMS 並選擇其他需量反應電價

方案下，用戶之益本比與回收年限。舉例而言，

未來本研究可參考先進國家經驗設計 PTR 方案，

並徵求住宅用戶參與需量反應電價方案實驗，

以實際觀察住宅用戶之用電行為，取代模擬移

轉用電之情境。此種實驗方法，既能貼近住宅

用戶之用電習慣，亦不會偏離實際情況，以獲

取更精確之資料，供後續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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