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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科技的演進歷程(典範移轉)為何？

2. 創新管理的定義與類型為何？獨角獸的創新義涵為何？
台灣為何沒有獨角獸？

3. 資訊科技與知識經濟的關聯？知識經濟的特性為何？

4. 產業競爭優勢的根源？資訊科技與創新管理新趨勢(競爭優勢)為何？

5. 電力物聯網之典範移轉內涵為何？

6. 能源轉型之典範移轉內涵為何？

7. 為何發展再生能源(太陽能)電力系統日負載線會產生「鴨子曲線」？

8. 如何以改善「鴨子曲線」(請由資訊科技與創新管理之角度論述)？
9. 試列舉：資訊科技創新管理之典範案例？請分別針對

食、衣、住、行、育、樂，加以論述。

10. 同上，請分別針對産、銷、人、發、財，加以論述。

11. 電業資訊科技創新管理先進國家之實際案例？

12. 發電、輸電、配電、售電之資訊科技創新管理新趨勢？ 4



 產業競爭優勢:氣候( 1950s)、勞力( 1960s) 、資本 ( 1970s) 、技術
( 1980s) 、知識經濟( 1990s) 

 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詞是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1996年）首創，定義是「以知識資源的擁有、配置、
產生和使用，為最重要生產因素的經濟型態。」

 亞太經濟合作（APEC, 2000年）也認為知識經濟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知識

經濟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APEC所下的定義是，「在一經濟體系
中，知識的創造、傳播與運用是促進所有產業成長、
財富累積與創造就業的主要動力。」

 知識經濟之所以稱為新經濟，因同時達成充分就業、高經濟成長但是卻低通
貨膨脹。是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新經濟情況，後來發現因為知識的規模報酬遞
增，有需求面的規模經濟，代表創新管理已成為現代企業新的競爭優勢。
◦ 如iphone就是一個知識經濟的典範，超過100萬個APP，結合相機、攝影、

錄音、影音、GPS、語音助理…等。
5資料來源：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9Ln.htm

許志義(2015)從iPhone6談物聯網、大數據及知識經濟,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應經講座，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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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客經濟供應鏈包
含許多支援性產業、
服務，甚至法規、
政策等。

• 過去投注技術供應
鏈發展，相對欠缺
創新應用發展。

創新事業與新
創支援供應鍊

• 資料已取代石油成為新
的產業資源。

• 從資料感測、儲存、分
析到商業加值，除了可
開發關鍵技術外，更可
運用資料分析創造商業
模式，提升服務價值。

資料分析與應用所
創造之應用價值

• 零組件產業可朝系統
整合方向發展，避免
被國際產業邊緣化。

• 投入利基型整合系統，
如偏鄉教育、高齡照
護、食安監控、科技
農業、城市防災。

整合技術與專業
領域所需之系統

整合能力

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2015)、許志義(2015)物聯網下的大數據策略及其對電業之意涵,台電公司專題演講,2015年9月23日。

• 電業群眾外包... • 電業成為大數據擁有
者、信用評等者...

• 電業轉型為
Multi-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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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物聯網時代
關鍵要素客製化、開發速度加快

資料蒐集、分析、應用

開放式平台

整合方案/服務提供者

垂直整合、異業結合

資料來源：IEK產業經濟與趨勢發展中心(2015)、許志義(2015)物聯網下的大數據策略及其對電業之意涵,台電公司專題演講,2015年9月23日。

(如虛擬電廠整合分散式電源、
儲能電動車、需量反應…)

(如非入侵式負載監測 NILM,
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

(如群眾外包之DR…)

(如電業提供信用評等…)

(如電業提供長尾客戶分級電價…)

(如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



網路革命(1994: IP、www)

行動革命(2007: iPhone3)

(大)數據/物聯網革命(2014:Google+Nest)

人工智能革命(2016: AlphaGo、AlphaGo Zero)

8



The Next Big Thing

9資料來源：MIC、IEK、http://mms.digitimes.com/NewsImg/2011/0407/226929-1-P2BCQ.jpg
https://image.slidesharecdn.com/i10-161010005302/95/i10-9-638.jpg?cb=1476060930



10資料來源：許有進(2017)掌握關鍵技術-在AI時代勝出 我國於大數據與深度學習之推動概況，2017人工智慧高峰論壇，106年12月21日中興大學社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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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am Engine

2.0 Electric Power

3.0 Information

4.0 Intelligence

蒸氣機17-18世紀
英國工業革命18世紀

波蘭煉油廠19世紀
電燈/電話20世紀

電晶體/半導體20世紀

電腦20-21世紀

Internet20-21世紀

Apple/淘寶 200Xs

基因/IPS 201Xs

腦控/AI 202Xs 太空之旅202Xs



資訊互連網

（數據及金流）

交通互連網

（物流及人流）
EV、Self-driving cars、Light rail、

MRT、Hyperloop⋯⋯

能源互連網

（電流）
VPC、VPP、Smart grid、

Mirco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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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Smart ity)、智慧電網(Smart grid) 、智慧生活(Smart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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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可以強化企業競爭力，與發明不同之處，在於
必須達到實用階段，故含有技術推力與需求拉力。

 創新必須結合行銷、科技及組織改變，才能竟其功。

 創新管理是一個以組織學習能力為核心的活動過程。

 Christensen(1997)最為人知的就是「破壞式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在

創新界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

不曉。

13
資料來源：Christensen(1997)，許志義(2017)中興大學EMBA「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講義



 Christensen(1997)提出三大創新類型：
1. 新市場創新（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

2. 維持性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

3. 效率型創新（Efficiency innovation）
Christensen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經
歷了 9 次衰退與復甦，並提出「創新齒輪」，包括
上述三大類型，缺一不可。
第二類與第三類創新是「使既有的系統更效率」；
第一類則是「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

14
資料來源：Christensen(1997)，許志義(2017)中興大學EMBA「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講義



 新市場創新由於探索的是未知，因此需要耗費資金。投
入資金才有可能找到、開發、佔領新市場。

 新市場創新能夠創造更多產品、更多客戶，因此新市場
創新能夠創造就業。換句話說，新市場創新是經濟由衰
轉盛的關鍵。

 案例：一開始 PC 市場僅有大型電腦市場（Mainframe 
Computer），僅限於少數買家能採購。隨著技術進步，
PC 出現，產品售價降低，新市場出現，讓多數人都能
擁有電腦。接著智慧型手機出現，價格更普及，於是數
億人都能擁有行動裝置。這就是網路革命與行動革命帶
來的新市場創新。

15
資料來源：Christensen(1997)、許志義(2017)中興大學EMBA「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講義



 維持性創新是產品不斷改進的創新。這類創新提昇
產品價值，使人們持續擁有更好的產品。我們身邊
看見的新產品大多是維持性創新。

 維持性創新的特色是新產品取代舊產品。它可為企
業帶來利潤，但不會產生典範移轉。

 案例：Toyota 每年改版一次 Camry，新的Camry
取代舊的Camry，因此不會增加新型態的就業。

16
資料來源：Christensen(1997)，許志義(2017)中興大學EMBA「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講義



 效率型創新顧名思義，就是提昇效率的創新。

 效率型創新的特色是會消滅工作。由於效率提升了，
多餘的人力便被釋出了。同樣的，資金也會因為效
率的提昇而釋出到市場上。

 效率型創新跟新市場式創新正好相反：前者消滅就
業但釋出資本，後者製造就業但消耗資本。

 案例：Walmart 經由不斷的調整供應鏈、自動倉儲
等，不停的提升效率，減少人力數量，降低價格。

17
資料來源：Christensen(1997)，許志義(2017)中興大學EMBA「資訊科技與競爭優勢」課程講義



 自產品的市場生命週期發展歷程來看，創新管理可以分為
產品/服務創新、製程/程序創新、經營/組織創新等三個階段。

1. 產品/服務創新(如電業分級電價…)主要集中於產品功能上的創新。
由於市場需求不確定，規模也很小，企業經營是以產品創新來引發市
場需求為唯一的目標，因此組織運作十分具有彈性，研發與市場的互
動也非常密切，生產製造與管理效率在這一階段重要性則相對較低。

2. 製程/程序創新(如分散式電源…)是企業收穫利潤的關鍵因素。當
市場進入成長階段，如何攫取大量的市場利益，就成為企業經營的主
要目標。這一階段的創新重點在於如何運用製程上的創新,來提升產能
競爭力與擴大市場佔有率。

3. 經營/組織創新(如群眾外包、虛擬電廠…)。當產品市場進入成
熟期以後，市場需求不再成長，產品與製程技術均相對成熟，此時眾
多功能相似的產品形成激烈競爭，而如何有效運用創新的經營模式來
維護市場佔有率，就成為經營創新階段的重心。

18
資料來源：根據劉常勇(2002),「技術創新的三個階段」加以調整，世界經理文摘，191期，2002年7月，
132-139頁。



 歐盟綠皮書1997年對「數位匯流」之定義：
◦ 透過不同的網路平台（如電信、有線電視、電腦網路），提供

屬性相同的服務（如通信、 傳播、資訊、電子商務），謂之數
位匯流。（the ability of different network platforms to 
carry essentially similar kinds of services）

◦ 消費端設備迅速整合的發展趨勢，如電話、電視、個人電腦。
（the coming together of consumer devices such as to 
the telephone, the television and personal computer）

 數位匯流管理之成敗關鍵：
 終端機之聰明度
 頻寬速度
 系統軟體之豐富度

19



‧
─ 傳統上，我們將單向、「一對多」的訊息傳輸模式歸類為「傳

播」；而將雙向、「一對一」的訊息傳輸模式歸類為「通信」。
然而隨著4C匯流趨勢的發展，原本屬於傳播範疇的事業，亦
可提供通信服務；而屬於通信範疇的事業，也可提供傳播服務。

─ 傳統上，我們將「媒介」與「訊息」予以區分，「媒介」
如電信網路、有線電視等，係訊息的載具。「訊息」如網路資
訊、電視節目等，則是媒介所傳遞的資訊。隨著4C匯流趨勢的
發展，媒介與訊息間的界線更趨多元複雜與模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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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融合包含單一的核心網路、具互補性的接取網路、以及互動性
多功能存取和傳送的服務平台。網路整合之目的，在於促使所有的服
務成為可攜式、有用性和多功能性之商業用模式。如有線、無線、藍
牙、RFID、NFC、LoRa、NB-IoT之匯流。

服務之融合重在終端用戶之需求和服務體驗，重點是終端用戶需求和
數位匯流相結合，如Yahoo由搜尋引擎匯流成信箱、拍賣、Yahoo股
市等多功能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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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端設備中，各種獨立的單元平台，通過網路實現互聯，讓消
費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自由的獲得所需的資訊，並實現安全
控制。如平板電腦、手機上網、行動導航、行動電視、串流媒體
等。

通信產業之iPhone、GPhone跨入IPTV、行動導覽、無線上網；
電視產業跨入網路電話VoIP、寬頻上網、MOD；電腦產業跨入
Skype、LINE、IPTV；內容產業跨入E-learning、電子商務等。
就產業和技術面而言，已融合了網路、服務及終端設備，形成多
角化經營型態。



• 電信
（telecommunicatio
n）

• 有線電視 （Cable 
TV）

• 電腦網路
（Computer Network）

• 電子商務
（E-Commerce）

按產業別
• 通信
（Communication）

• 傳播
（Broadcasting）

• 電子用品
（Consumer
Appliance）

• 訊息內容
（Contents）

按屬性別
• 電腦
（Computer）

• 通訊
（Communication）

• 消費性電子
（Consumer       
Electronics）

• 數位內容
（Digital Contents）

按產品別

23



ICT 4C產品發展

24

量子躍進之方式
功能同步升級換代

全球資通訊產業4C產品

電腦 消費電子通信 數位內容



 2G → 3G→ 4G → 5G

◦ 4G：LTE成為行動寬頻市場的主流技術，帶動人類有史以
來最大的商機
◦ 5G：擴增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

（2017德國電信與華為啟動歐洲5G開台、英特爾將提供2018年南韓平昌
冬季奧運5G網路支援）

25

行動通訊技術 傳輸速度

2G 9.6Kbps～14.4Kbps（Kilobyte per second）

2.5G 56Kbps～115Kbps

3G 300Kbps～2Mbps（Megabyte per second）

3.5G 5.8Mbps～14Mbps

4G 100Mbps～1Gbps（Gigabyte per second）

5G 約3.6Gbps



 物聯網架構下，致能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百花齊放，供
電來源與技術門檻大幅降低，即時同步雙向互動，交易成本下降，
如各類App、Smart Plug智慧插座、ADR自動需量反應、VPC虛
擬尖峰容量、VPP虛擬電廠包括

26

D is t r ibuted Generat ion (DG)、
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
D e m a n d R e s p o n s e ( D R ) 、
DR Aggregator(the third party)、
R e a l - T i m e - P r i c i n g ( R T P ) 、
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 (NILM)、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 、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 、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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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比例的電力需求彈性，由Inelastic Demand轉型為Elastic Demand
 案例：南澳洲去(2016)年9月遭遇大斷電，造成約3萬戶居民無電可用，急需

再生能源供電。特斯拉(Tesla Inc.)隨後聲稱，Powerpack供電系統可穩住南
澳洲的電網，為超過3萬戶家庭供應充足電力，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還在
9月29日打賭說，假如這座全球最大鋰電池發電廠無法在百日內完工並開始運
作、將免費奉送給南澳

 2017年11月，特斯拉在100天內為南澳洲製造100MW全世界最大的電池儲能
系統，用於儲存風力發電，解決困擾南澳多年來夏季尖峰供電不足問題，即屬
「能源轉型」典範移轉之一。

 2017年12月21日，才剛上線數週，就證明鋰電池廠價值驚人。在維多利亞省
的Loy Yang燃煤發電廠無預警跳電後，這座鋰電池廠竟只花短短140毫秒，就
向國家電網輸送100百萬瓦(MW)的電力，速度刷新史上高，這麼迅速又大量的
輸電行動，讓所有營運業者嚇了一大跳。

 南澳洲能源部長Tom Koutsantonis受訪時表示，若是換南澳的Torrens 
Island發電廠遇到同樣情況，大概得花上一個半小時才能把同樣的電力輸送給
市場使用。

資料來源:Green Tech Media及PV-Magazine, 2017年11月26日。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7/12/25/%E7%A5%9E%E6%95%91%E6%8F%B4%EF%BC%81%E5%8D%97%E6
%BE%B3%E8%B7%B3%E9%9B%BB-tesla%E9%8B%B0%E9%9B%BB%E6%B1%A0%E5%BB%A0%E7%9E%AC%E9%96%93%E8%BC%B8%E9%80%81100mw%E9%9B%BB%E5%8A%9B/



 2015年是再生能源分水嶺
◦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16)指出，2015年為再生能源發展重要分水嶺，其新

增裝置容量超過該年度全球新增裝置容量一半以上，高達153GW的創新紀錄，
較前年度增加15％。其中風力（66GW）與太陽光電（49GW）發電為大宗。

 墨西哥電力招標標出新低價
◦ 2017年11月26日，全球再生能源招標不斷開出低價，墨西哥揭曉第三次長

期電力招標，含再生能源與燃氣，得標均價為2.057美分/度(新台幣0.62元)，
其中最低決標價為風能的1.77美分，太陽能最低為1.97美分，使得墨西哥
也加入電價2美分俱樂部。其中4個風能標案，總發電容量 593 MW，總投
資約7億美元。
◦ 墨西哥2024年綠能目標35%，本次招標再生能源發電量約占總發電量的

1.78%。價格方面，未得標的3家企業，其最高投標價格為6美分/度，本次
標案為墨西哥政府與用戶大省2/3的費用。
◦ 太陽能於墨西哥 3 次招標中，每次得標都降低約 1 美分，其價格下降速度

可說相當驚人。

28資料來源：IEA(2016)，許志義(2017)，「積極進行能源轉型，實踐非核家園理念」。《台灣經濟論衡》，第15卷第3期﹝民106.09﹞，頁114-120，台北，國家發展
委員會，http://finance.technews.tw/2017/11/30/the-worlds-cheapest-solar-bid-is-actually-for-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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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電力特性Supply=Demand,過去規模經濟單一綜合電業(核煤油氣水) vs 現在範疇經濟生態體系電業:風力
太陽光電、生質(廚餘,垃圾,木片…) 、儲能系統、電動車、川流水力、熱泵、儲冰式空調、智慧家電…等。
電力特性：多種投入(技術)，單一產出(電能)日益發揚光大

電力供應鏈(Supply Chain):如發、輸、配、售綜合
電業獨占

電力生態系(Ecosystem) :如虛擬電廠、智能社區(Smart 
Community)、用戶參與(Customer Engagement)、
公民賦權(Citizen Empowerment)、產銷者(Prosumer)、
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

 電力市場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截長補短、互補有無→創能、儲能、節能



 電力供需雙方相互協調與配合
之「彈性」機制，是降低再生
能源供電不穩定影響之重要策
略。調度的彈性（Flexibility）
與韌性（Resilience）成為電
力市場核心價值與競爭能力

 電力調度的法則逐漸由傳統
「發電追隨負載」的方式，
同時納入「負載追隨發電」
方式，相互搭配，促使電力負
載能夠彈性追隨不穩定的再生
能源發電起伏變化

 增加彈性作法: 風力與太陽能
搭配汽電共生、需量反應、抽
蓄發電、熱泵、儲能電池、電
動車、彈性電價等諸多可採行
之配套方案，甚至進一步形成
虛擬電廠(VPP)或虛擬尖峰容量
(VPC)之整合運作商業模式。

30資料來源：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14062017/solar-renewable-energy-negative-prices-california-power-grid-solutions，
許志義、洪紹平(2017), 「大數據導向的需量反應與節能服務」,節能政策與能源分析技術應用國際研討會,11月21日,TICC國際會議廳。



 電力的供給和需求，傳統上都是前者追隨後者，亦即
「發電追隨負載」。現在有智慧電表先進基礎設施及物
聯網各種狀態監控感測技術日益成熟後，已可反過來，
藉由各種需量反應方案，促使「負載追隨發電」(亦即
需求端之負載追隨再生能源發電端之起伏高低)，達成
供電穩定之目的。當今需求面管理之重心也由傳統的抑
低尖峰轉變為配合再生能源之間歇性，實施DR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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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需求面管理與當代需求面管理之比較

傳統DSM之重心在抑低尖峰 現今DSM之重心在配合再生能源之間歇性，實施DR。
紅色箭頭為抑低負載，以吻合再生能源之發電起伏變化。

資料來源：許志義等，「我國住商部門需求面管理(DSM)之市場、技術與商業模式策略研究」，資策會合作研究計畫，2015 年。



 「鴨子曲線
(Duck Curve)」
帶來電力市場典
範移轉。

 美國德州的電力
市場競爭激烈，
例如2015年11
月間，有民營電
力公司「ＴＸＵ
能源」推出風力
發電晚上九點到
清晨六點用電免
費，客戶省錢，
電力公司也能降
低因發電量太多
產生的成本。

32資料來源：2015/11/10聯合報 李京倫編譯報導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6/288200/web/#3L-6673837L，
許志義、洪紹平(2017), 「大數據導向的需量反應與節能服務」,節能政策與能源分析技術應用國際研討會,11月21日,TICC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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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2012年與2017年
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日前電價

南加州2017年四月第二個星期日
之發電結構按不同來源示意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 2017, California ISO 



 CPUC requests IOUs 
adopt procurement 
targets and 
requirements for 
1,325 MW of “viable 
and cost-effective”
energy storage 
systems by 2020.

 This new storage 
can help 
accommodate 
increased use of VG 
( including PV, wind, 
and CSP without 
thermal energy 
storage) by shifting 
load and flattening 
th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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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modation of increased penetration of PV by flattening the duck 
(increasing mid-day demand)

資料來源:Paul Denholm, Matthew O’Connell, Gregory Brinkman, and Jennie Jorgenson (November 2015)
“Overgeneration from solar energy in California : a field guide to the duck chart,”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許志義、洪紹平(2017), 「大數據導向的需量反應與節能服務」,節能政策與能源分析技術應用國際研討會,11月21日,TICC國際會議廳。



 創新優勢：產品／服務、流程、組織、商業模式
 「創新」是從看似不相關之事物中，找出巧妙的關連性，並

轉換為商業價值之程序。
 優勢型態：持續式(維持性創新) vs. 蛙跳式(新市場創新)
 競爭市場：要素資源市場(資本、勞力、土地)、產品與服務市

場、技術市場、研發市場
 競爭演化：商品競爭vs.技術競爭vs.時段競爭vs.資源競爭(數

據競爭)
 競爭優勢之維持：
1. 「資源」轉為「能力」(如研發申請專利、資訊轉為知識)
2. 提早進場、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
3. 併購與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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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市場競爭之主流價值為適者生存(相對優
勢)，而非強者生存(絕對優勢)。

 當前市場優勢的核心價值是「競合(Coopetition)」
而非「競爭(Competition)」。

 競爭優勢之長短期目標：市佔率 vs. 利潤率 (長期
目標 vs. 短期目標)

 「創業維艱，守成不易」，企業必須不斷「拋棄程
序」，引進「創新程序」，方能追求永續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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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逾十億美元
 『獨角獸』一詞於

2013 年由美國風險
投資者 Aileen Lee 
提出，指的是估值超
過10億美元的創業
公司（未上市公司），
以獨角獸的稀有性，
來形容這些具有潛力
且能存活下來的新創
公司。

 獨角獸公司也被視為
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
要風向指標，代表著
科技轉化為市場應用
的活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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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獸
(unicorn)

￭估值逾百億美元

￭估值逾千億美元
(Facebook)

十角獸
(decacorn)

超級獨角獸
(super-

unicorn)
資料來源 :硬塞科技字典 https://www.inside.com.tw/2016/09/05/what-is-unicorn



 前十名中，有六家美國企業，其餘四家皆為大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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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B Insights https://www.cbinsights.com/



 電商領域誕生了最多
獨角獸企業，其次是
互聯網軟體服務和金
融科技(FinTech)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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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市場
,17%

互聯網軟體

及服務, 
13.20%

金融科技, 
11.68%

硬體, 
8.12%

醫療護理, 
7.61%

隨選服務, 
6.09%

大數據, 
5.58%

社群網路服

務, 4.57%

行動軟體與

服務, 
4.06%

網路安全, 
4.06%

不動產, 
3.05%

媒體, 
2.54%

其他, 
12.18%

 2017年全球214家新
創獨角獸，美國擁有
108家、中國大陸55家，
卻沒有台灣身影。

美國 54%

中國 23%

印度 4%

英國 4%

德國 2%
韓國 2%

其他 11%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430506,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23212



 Amazon Prime 
Now is a local 
delivery service

 Delivery for the 1 
hour service costs 
$7.99, if you can 
wait 2 hours, it’s 
FREE

 It’s available in a 
lot of cities(包括新
加坡). 

41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x6BlpGG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x6BlpGG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x6BlpGGrc


 「靠臉吃飯」成真,大陸推臉部辨識餐廳
◦ 杭州一間美式餐廳，2017年9月1號正式成為全世界第一

間可以使用刷臉支付的餐廳。未來縱使忘記帶錢包出門，
只要臉部辨認OK，就可以立刻使用消費，俗諺「靠一張
臉吃飯」，未來真的會成為事實。

42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pzFONpWK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pzFONpWK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pzFONpWKM


 案例: Instacart（1/2）
 Instacart成立於2012年，

五年後便達到34億美元市值，
總部位於美國舊金山。

 商業模式：
◦ Instacart和超市合作，消費者在線上（On-line）購買日用品之

後，便可由 Instacart 快速送貨到家（Off-line）。

◦ 送貨員透過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方式進行，凡擁有合法
駕照及良好駕駛記錄、並持有行動裝置者，即可以申請擔任。資
訊系統收到顧客的訂單後，就會將送貨資訊與送貨員進行配對。
Instacart 的 App 會評估天氣，交通等因素，建議送貨員最佳的
行駛路線。

資料來源 http://www.startuptaiwan.com/blog/post/550bbe3238204756f80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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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Instacart（2/2）

 獲利來源：
◦ 收費方式是，第一次購物，只要超過10美元則免運費，之後消費

金額超過35美元，1小時到貨運費5.99美元，2小時運費3.99美
元，若是消費金額低於35美元 ，1小時到貨運費9.99美元，2小
時運費7.99美元。

 業績：
◦ 獲得知名加速器 Y Combinator 支持，2012年獲得230萬美元投

資，2013年則獲得紅杉資本850萬美元A輪投資，2014年更獲得
4400萬美元B輪投資。

◦ Instacart 關鍵成功因素是對於個人送貨員數量與送貨路線精密計

算的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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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With，讓當地居民把自己的餐桌和廚藝分享出
來，為用戶提供均價30到50美元之間的餐點，供
應過路的旅客，而 EatWith 會從中抽取最多15%
的佣金。

 下載APP後，首次進入 EatWith 主頁的用戶，需要
根據自己的口味註冊一個帳號，接下來就可以選擇
成為旅客預訂餐桌，或是成為主人提供餐桌。

資料來源：
http://www.inside.com.tw/2014/10/03/eat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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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8UICuWSB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8UICuW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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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象預報資料來源？
A：WR有自己的氣象預報模式，匯入全球預報模
式作為初始場，可模擬未來7-10天的天氣概況。
模擬出來的氣象資料將全台灣細分為5公里一個網
格的單點逐時預報。

2. 和官方氣象局的差異？
A：官方氣象局著重在大眾服務，提供大範圍的天
氣資訊，側重在防災。而 WR 貼近每個人日常生
活對於天氣的需求，偏重於客製化服務，小至每日
穿衣建議、旅遊行程安排、婚紗攝影…等個人服務，
大至行銷活動規劃、營業額預估、成本備料…等企
業服務，就像您的專屬天氣分析師。

資料來源：
http://www.tenki.tw/company/q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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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報準確度？
A：合作個案之預報次數達3,000次。平均準確率達93%，降
雨機率準確率達 80%。除了短期天氣預測皆達90%以上之外，
難度較高之氣候預測更達84%之高準確率。

4. 預報不準怎麼辦?
A：本公司每次預報結案後，皆會依據準確度評估公式估計該
次預報準確度，若準確度低於80%則全額退費。準確度評估公
式係依據該次預報之氣象因子（如天氣狀況、高低溫、溼度或
風向風速），計算各因子預報值和實際觀測值間之差距做為評
分依據，再將各因子得分依影響嚴重性之多寡做為權重分配，
得到最終之氣象預報準確度。

資料來源：
http://www.tenki.tw/company/qa/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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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服裝月租服務的 APP 魔法
衣櫥（Magic Closet）

 魔法衣櫥採用會員月租服務方
式，329元（人民幣）包月的
價格，這個價格包括了防衣物
皺褶設計的精美包裝盒，以及
服裝清洗熨燙的所有費用。用
戶帄均每天花10元錢（人民
幣），就可以任穿所有線上的
美衣。

資料來源：
http://iguang.tw/u/4199889/article/178938.html

49



 Airbnb 是一個讓大眾出租住宿的網站，讓旅行者
可以通過網站或手機發布、發掘和預訂世界各地的
獨特房間。

 網站的使用者必須註冊並建立網路個人檔案。每一
個住宿物件皆與一位房東連結，房東的個人檔案包
括了其他使用者的推薦、住宿過的顧客評價，以及
回覆評等和私人訊息系統。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
tw/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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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Work 現在擁有2.3萬顧客和32個辦公場所，其中半數集中於紐
約，在這座城市 WeWork 是增幅最快的辦公空間消費者。

 從每月45美元的隨付隨用工作檯，到價格數千美元的小型辦公室，
也能選擇一個350美元的「公用區暢行」會籍。有了這張通行證，
便可以使用 WeWork 遍及世界各地的辦公場所，只要能在吧台找到
個座位就行。

1. 共享經濟

2. 建立專屬社群網路

3. 主動發掘投資標的

與創投業者結盟，發掘新星。

產銷人發財，All in One 媒合。

主動出擊，邀請重點廠商進入。

提供平台，創客可以互相結盟。

善用邊際產能，效益極大化。

提供友善環境，客製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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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rabbit 讓你隨時隨地幫別人做助理或家務，這讓每個人都能同
時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做自己喜歡的事同時賺取收入，並將自己
不喜歡的事委託他人去做。

 TaskRabbit 大部分都是簡單的勞力任務，例如：搬家、打掃、油漆
等，也等於提供兼差的工作機會給需要的人。

 在TaskRabbit 的聘僱申請方面，對申請者也會做背景調查以及工作
能力評估。

 初期在網路上刊登這個任務，尋求附近有興趣的人完成，當問題刊
登後會開始讓「Tasker」競標，再由「發包者」選擇合適人選，得
標者才可以獲得這個任務。

資料來源：https://www.iotcommerce.org/files/15-1000-
719,c10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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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積極布局引進未來交通最新科技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可望成為世界未來交通的領頭羊，當

局積極研發、引進各國的創新交通工具，包括引進德國研發的飛
行計程車，宣布要在5年內領先全球，推出「空中計程車」服務。

53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sbdry6Q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sbdry6Q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sbdry6Q74


 Uber開發應用程式連結乘客和司機，提供載客車輛租賃及即
時共乘的共享經濟服務。

 乘客可以透過傳送簡訊或是使用應用程式來預約載客車輛，利
用應用程式時還可以追蹤車輛的位置。

 智慧手機上的客戶端載有谷歌地圖，可以在地圖上看到離自己
最近的車在哪裡，在屏幕上確定一個見面地點，再叫一輛車到
那裡等您。在查看車輛向自己靠近的同時，您還可以看到司機
的信息（包括評級）。

 到達目的地後，Uber 應用程式會向您的手機收費，您不需要
找現金，找錢，給小費或者拿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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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ft推出相同路線乘車共享的概念。
 當用戶選擇了所要的車子，APP上的汽車會轉成與實際汽車顏

色相符的顏色。一旦媒合了車子，司機的照片、名字、和評價
也會出現在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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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r4bkpGye7fU
https://youtu.be/r4bkpGye7fU


 MOOC有兩類：
 一類是是以Coursera、Udacity和EdX等公司為代表的以名校為背景

的MOOC平台；
 另一類是以Udemy、Lynda等公司為代表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講

師（群眾外包），只要你胸有成竹、有熱情，又想開課，都可通過
這個平台來達成願望。

 維基百科（Wikipedia）和TED，國內的分享知識的平台
 網路上「群體學習（Social Learning）」，彼此良性互動，甚至包

括語音助理、機器學習。

資料來源：http://wechat.kanfb.com/archive

「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之獨特價值是
「非同步性學習」、「量身訂作學習」、「無遠弗屆深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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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N_NHbC80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N_NHbC80E


 樂高走向人工智慧教育：可編程機器人Lego Boost，
主打「程式設計啟蒙」，用簡單的拖拉方式，寫出程
式來控制動作，以及感應器收到訊號後的反應。

 Lego Boost核心智慧組件：Move Hub內建了六軸傾
斜感應器和IO連接埠，配合色彩、距離感應器、內建
里程計馬達，加上840塊各式樂高積木，照著App說
明書就可以組出機器人、貓、吉他、工程車、和生產
線機器等五種設計組合。

 透過專用App，可用簡單拖拉方式，寫出程式來控制
動作，以及感應器收到訊號後的反應。另外就算不寫
程式，也有很多事先編寫好的互動，像是說話或握手
（用傾斜感應器感應動作）等，讓小朋友產生興趣。

 Lego Boost編程也有許多方式增加趣味性，如吉他可
以播放音樂、名為Frankie的貓一開始是呆呆的小貓咪，
要一點一點寫程式讓它做出各種像貓的反應來。

 2015、2017年全球10大最具影響力品牌，
樂高 (Lego)皆名列第一

57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AJGz11Jzo、
https://www.facebook.com/SisyWorldNews/posts/145150174826083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AJGz11Jz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2AJGz11Jzo


 網飛（Netflix）串流媒體大舉在全球拓展據點，今年1月攻進台灣，
以每人一個月免費吃到飽的行銷方式，招攬顧客下載其App應用程
式，此舉被視為針對中文消費者視聽體驗之資料蒐集與應用。亦即，
可藉由台灣民眾集體收視之大數據，選定題材、選定角色，完整策
劃熱門影集（如北美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能創造特定市場
極高收視率！

 有別於傳統電視只能於特定頻道、固定時間與空間，收看節目的經
營模式，網飛不僅讓消費者能「隨時、隨地、隨意」下載自己喜愛
的影片或影集觀賞，更透過同步蒐集個別用戶看片經驗（Customer 
Experience），精準預測使用者需求，從資料倉儲中篩選出符合其
偏好的內容清單，予以推薦。這種專屬「量身訂製」的殺手級應用
與服務，也是網飛在全球風行，2017年底擁有超過一億訂戶
的另一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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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國防部為強化防禦網路攻擊能力，將首度舉辦網
路漏洞懸賞計畫，廣邀全球約300名「白帽駭客」入侵
國防部電腦等網路系統，檢測系統安全。

 專門測試網路安全漏洞的HackerOne公司，2018年1
月15日到2月4日將攻擊新加坡國防部、國民服役及中
央人力局等8個網路系統。

 除了HackerOne，新加坡國防部也會讓新加坡本地的
白帽駭客參與計畫。

 報導指出，如果發現網路漏洞，白帽駭客將獲新幣150
元（約新台幣3300元）到2萬元（約新台幣44萬4200
元）不等的獎金。

 新加坡國防網路署長許智賢指出，這類群眾外包計畫比
聘請商業網路安全評估團隊測試更符合經濟效益，網路
安全團隊會提高警覺，防止白帽駭客向外界公開系統漏
洞

59
資料來源：記者黃自強「強化資安 新加坡國防部邀駭客找漏洞」發稿時間：2017/12/12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2120372-1.aspx



 Google Flu trends，利用分析其龐大的 User 
Search Log 所發展之 Flu Trend 服務，可預測流
感之爆發，並比美國CDC（疾病管制局）提早一
周以前即預測出。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51941126、
http://www.ithome.com.tw/news/98282
http://www.ithome.com.tw/news/9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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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每五分鐘更新再生能源發電資料，從2012
年11月一直到現在，隔天立即上傳最新的相關資料
大數據。

 http://www.nrel.gov/midc/nel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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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rel.gov/midc/nelha/


 擴增實境–車輛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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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


 德國工業4.0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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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outu.be/ROmLc3KOTBs
http://youtu.be/ROmLc3KOTBs


 SAP 擴增實境撿料倉儲管理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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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_J3vRE3E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_J3vRE3EI


 自動的物件（機器人）（最佳化）

 Big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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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borative-Work協同合作-四軸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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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P-1966UYEA
https://youtu.be/cP-1966UYEA


 米其林輪胎
◦ 輪胎裝置感應器（Sensor），連上雲端。

◦ 追蹤長程貨運車隊運用狀況，主動提醒維修、提供駕
駛改善習慣，以節省汽油支出。

◦ 掌握輪胎使用者動向，事先預知輪胎汱換時間點，精
準提供輪胎使用者汱換輪胎之服務，形成差異化
（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例如：發現胎紋磨損
差不多，業者為主動通知駕駛在下一個休息站，準備
好即時更換輪胎。

資料來源：http://www.businesstoday.c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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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某酒莊在葡萄園中建置物聯網系統，蒐集雨量、
葉片溼度、氣溫等資料，結合衛星照片、地圖，分析不同
地形的農地，再用智慧型灌溉系統，精密計算灌溉水量，
大幅提昇葡萄產量及品質，形成葡萄酒差異化
（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

 西班牙 Libelium 公司，用物聯網偵測葡萄園的溫溼度，
再上傳雲端，藉由大數據分析大規模蟲害爆發的可能性，
降低營運風險。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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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農畜業應用案例：例如高經濟價值的特殊品種動植物
（金線蘭、水族箱魚類等），透過物聯網數據，可精準掌
控蘭花土壤中需要之滴灌、施肥，或者水族箱內水溫、水
質之變化，並定期餵養飼料。

 2015年米蘭世博會：
Grow the Planet app

 「魚菜共生」也是可應用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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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超市亮相，刷個臉拿了就走
◦ 緊跟對手阿里，2017年10月17日，京東全國首家無人便

利店在京東大樓開業，刷臉進門，即買即走，這就是未來
便利店的樣子！

70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mAOGd8Q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mAOGd8Q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mAOGd8Q50


 善用擴增實境IKEA

71資料來源：https://youtu.be/vDNzTasuYEw

https://youtu.be/vDNzTasuYEw
https://youtu.be/vDNzTasuYEw


 沛星（Appier）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當使用者瀏覽 App 
時，即釋出廣告曝光機會，透過 Appier 引擎特有的 AI
（人工智慧）演算法和大數據分析，評估、挑選有價值的
廣告曝光對象。

 立刻讓各個品牌參與競賽，得標者可在使用者的各種裝置
如手機、平板、筆電、PC 等曝光精準的廣告。從使用者
瀏覽 App 或網頁的當下，到廣告主競價完成，使用者進
而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廣告，整個過程只要「0.1秒」的時
間。

72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Zara精準掌握顧客體驗（CX），增加銷售

 將 RFID 晶片嵌入防盜標籤後，成功以低成本技術提升倉
管效率，連帶刺激銷售成長。

 店內存貨盤點需要動用40名員工，花費5小時才能完成。
如今採用RFID晶片後，只須9名員工就能在一半時間內完
成盤點。

 現在每6周就能盤點1次，讓公司更能及時掌握顧客喜好，
並適時撤換銷路不佳的服飾系列。每項商品結帳售出時，
RFID晶片會自動連線倉庫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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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電子看板會偵測螢幕前方 5 公尺內的動態，一旦有人注視
螢幕超過2秒，眼動科技系統會將其認定為有效注視者（正臉
對螢幕），並開始分析特徵狀態（非結構性資料），包含目光
位置、年齡、性別等特徵。

 透過這龐大的資料庫與廣告內容交叉分析，便能了解廣告是否
有效收視；長遠來看，店家能掌握店面的客群組成，或是在特
定環境因素下消費者在意的廣告內容，精準掌握銷售族群。

 結合人臉辨識之大數據分析， 找出「含金路人」，精準播放
廣告， 投其所好。

74



 iBeacon技術是以低功耗藍牙（Bluetooth Low 
Energy,BLE）為基礎的室內定位技術應用。

75

https://youtu.be/6-KhNgun8FU
https://youtu.be/6-KhNgun8FU


 2015年8月底，晴光商圈成為第一個集體裝設物聯網感應
器做行銷、導覽的在地商圈，總共有14個地點裝設了感
應裝置。

 使用者安裝「FootPoint踩點趣」APP，系統就會告訴你，
哪些店家願意花錢請你去逛街（走進店裡即可累積點數，
這些點數可以免費兌換商品），走進店內後，物聯網裝置
會主動辨別並幫用戶打卡，逛完商圈，不買任何東西，就
可累積七百點，免費兌換小 Pizza。

資料來源：http://www.businesstoday.com.t

76

https://youtu.be/5Gca9fw2kas
https://youtu.be/5Gca9fw2kas


 南韓首爾用大數據分析午夜過後市民擁擠度最高的5個地
區，多達30億通話紀錄及交通資訊，並於2013年4月開
始推出午夜公車的服務。

 「午夜公車（半夜12點至凌晨5點）」行駛50天 累積搭
乘人數就達30萬3,940人，每天平均搭乘人數有6,0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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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ifosX01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ifosX01cM


 美國超市連鎖店 Kroger 分析幾百萬會員的資料，
打造個人化的購物體驗，不同特質的人給予不同的
促銷活動與獎勵。並利用數據分析在每個分店調整
價格、監測、調整庫存。Kroger 在門上安裝紅外
線感應器，並從歷史數據推測顧客平均購物時間，
將結帳時間從 4 分鐘縮短到不到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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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wvgazettemail.com/News/201307220081



 星巴克（Starbucks），利用會員卡追蹤數據客製
化服務體驗。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決定在哪
開設新店，比對車流量、消費群體分佈、安全資訊、
商業組成型態等其它相關訊息，在選店的過程中節
省大量開支。同時能根據氣象數據，預測是否有熱
浪來襲，將星冰樂的促銷時間與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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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esri.com/watch/3654/starbucks-coffee-and-it
http://video.esri.com/watch/3654/starbucks-coffee-and-it


 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取代人事管理。

 當代人資規劃之核心價值，在於從公司「願景」、「使命」、
「策略」，環環相扣，盤點出未來時間軸關鍵點之人力資源
「缺口」(包括量與質的缺口)，藉「選、用、育、留」計畫，
預為防範公司風險，開創光明未來。

 因此，人資(HR)已成為當代企業競爭力成敗關鍵。

 社交履歷 LinkedIn，FB、Twitter等社群帳號可透露個人不少
資訊，更別提其他能成千上百的平台。網路時代人資在社群網
站搜尋符合資格的人才而且需要與其他公司搶人才，big data 
技術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協助人資判斷適當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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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edIn 按會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如學歷、履歷做配對，
自動篩走不合適的求職者之餘，還能向公司客戶提供獵頭
功能，找尋適合的挖角目標。

 LinkedIn 在求職者頁面會加這一欄
"Job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

 求職者可看到由 LinkedIn 分析配對的功能，但同時也可
像一般求職網站般搜尋其他行業的職位。使用 LinkedIn 
就能在面試前知道公司背景。另一方面，招聘者不僅能事
前了解面試者的背景，藉公司專屬網頁向關注者展示公司
形象，愈多關注者的公司專屬網頁，自然對求職者更有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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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Holographic「全息影像系統」
 虛擬影像透射式鏡片、模擬音源位置立體聲空間

系統、各種的感應器，甚至在 CPU 和 GPU 之外，
還有一顆專門的全息處理器

（Holographic Processing Unit，H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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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2MqGrF6JaOM
https://youtu.be/2MqGrF6JaOM
https://youtu.be/Qe232PnC8xk
https://youtu.be/Qe232PnC8xk


 3D SLAM地理圖資建模應用服務
 利用雷射投影，可有效建立室內3D地圖/環景實圖建立，包括

 SLAM（Simultaneous Location And Mapping）、2D/3D 
mapping modeling、localization positioning。

 利用該測繪裝置完成蒐集室內所有的 wif i或 beacon 接口點，
提供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user positioning、
VR/AR application

 室内定位平台上線資料庫，為所有需要室内導航場地（商場、
航站、醫院、展覽館）提供客製化服務

 掌握室內空間應用的三大元素: 地圖/定位/導航

 為所有消費者在室内引路, 成為 O2O 時代最佳入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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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eacon室內定位技術應用（1/3）
◦ KKTIX售票網站在演唱會入口處放置Beacon，當歌迷接近查票處時，

手機會跳出提醒，通知歌迷提早拿出票券以供查驗

◦ 中華職棒Lamigo球隊讓球迷透過手機和裝在人形立板背後與氣球裡
的Beacon互動，提升球迷的看球樂趣和參與感

 偌大的演講廳中尋找座位

◦ 透過將藍芽訊號發射單元分別鋪設於具有複數個座位的大型空間內，
在解析消費者的座位資訊後，藍芽定位模組便可偵測消費者之位置，
並依據其與目標座位之位置之比較，提供入場座位路徑給消費者知
道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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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eacon室內定位技術應用（2/3）

 停車位
◦ 透過於各停車場佈設有BLE發射器，且可推播一停車場信息，如停

車場名稱、位置信息、剩餘車位數量、停車收費標準、預約車位預
留時間和停車場車位數量等，消費者便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APP，
進行鄰近車位的預約與停放

 礦坑了解礦工的定位
◦ 透過於礦坑內佈設有多個BLE藍芽基地，且每一位礦工身上更攜帶

有藍芽定位設備，藉由BLE技術可精準定位的優點，可有效確認礦
工們的位置及是否有在移動。

資料來源：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87



 iBeacon室內定位技術應用（3/3）

 中興大學智慧校園: 智慧場域服務

◦ 在圖書館無障礙盲人報位系統基礎上，
今年度場域延伸至六樓藝術中心建置校
園視障行動友善服務。

◦ 有聲iBeacon之佈建改善手機定位不夠
精準的問題

◦ 場域服務模式更加容易複製

◦ 視障朋友不限於預定動線上移動

◦ 展覽結合iBeacon或QRcode做文字朗
讀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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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視障行動友善服務
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多元智能永續校園建置計畫 http://nchu-smart-campus.nchu.edu.tw/
中市智慧城市競賽 興大「微光之星」獲冠軍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id/41127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id/41127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id/41127
http://www.nchu.edu.tw/news-detail/id/41127


 荷蘭 Akzo Nobel 是工業塗料與家用油漆的 化工大廠，因應
未來發展，公司投入研發費用並開放應用軟體。

 使用者可透過 APP 選取適合室內牆壁與家具的各種配色，也可
事先加以模擬換色，不一定要前往實體店面，也能做出最好的
選擇。

 此外，Akzo Nobel、Sherwin_Williams 及 Axalta 聯合推出
手提式電子顏色掃描器，用來掃描車身的油漆，再透過專用軟
體便能夠精準地辨識出合適的顏色編碼，可避免使用肉眼來辨
識的錯誤，這個電子顏色掃描器對於修理廠的鈑金工作，可以
帶來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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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f5IIWhi_F1g
https://youtu.be/f5IIWhi_F1g


 微信將搖一搖擴大為 O2O 模式，與商家策略聯盟，在2015年
春節，推出搖一搖搶紅包活動。億萬網友在春晚當天，高峰期
1分鐘內網友搖動達到8.1億次。

 在 iBeacon 信號覆蓋的區域，用戶手機藍牙保持打開狀態時，
進入微信搖一搖界面（無須另外下載APP），
就會自動出現周邊商家位置。
用戶只要搖動手機，即可獲得
相應的推送信息。

 商家可以根據用戶的手機藍牙ID信息，
發展多種客製化、個性化的應用服務。

資料來源：
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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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jBpDnN54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jBpDnN54c


 「P2P借貸」評鑑方式：

◦ 騰訊ＱＱ和微信等客戶資料

◦ 公安資料庫

◦ 中央銀行徵信系統

◦ 用戶社交情形

◦ Wechat使用情形

◦ 第三方支付的使用紀錄..等
◦ 建立多維分析模型，評鑑用戶違約風險。

刷臉
公安

資料庫

大數據

分析

（40兆
筆）

撥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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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機器學習圖片辨識

9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7DVzRCy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7DVzRCy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7DVzRCy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0riCqvRoM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0riCqvRoMs


 AlphaGo深度學習
 重要推手:台灣博士-黃士傑

9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BhPMYFWB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BhPMYFWB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0BhPMYFWBQ


 nVIDIA簡介:NVIDIA 為全球視覺運算技術領導廠牌。
NVIDIA 發明的 GPU，是現今電腦的視覺中樞，也
是我們產品和服務的核心。GPU 這個成果開闢了全
新疆界，讓迷人的創意及探索得以實現，讓一度只
存在於科幻小說中的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化作
現實。

 主講人:nVIDIA執行長-黃仁勳

9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swukLMMq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swukLMMq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swukLMM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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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

製造業

非公用
事業

競爭

輸電

網路業

公用
事業

管制

配電

網路業

公用
事業

管制

售電

服務業

非公用
事業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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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pen PV Project
 美國NREL公告歷年超過102萬件太陽光電系統的相

關裝置容量、地點、時間等資訊
◦ https://openpv.nrel.gov/

97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PG&E利用深度學習評估資產風險與維護需求
PG&E leverages machine-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 
for asset management and DER 
integration(May,2017)

 PG&E為了因應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特別設立「新興
科技與大數據領導人（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oT
Leader）」職位，目前由Tom Martin 擔任。他在2017
年5月指出，當今電網越來越複雜，除了成長快速的分散
式發電裝置，亦有電動車利用電網充電。PG&E服務逾30
萬太陽光電用戶、目前每月仍新增4至6千新的太陽光電
用戶，以及8萬5千輛以上電動車。PG&E運用「機器學習」
從這些載具蒐集到的巨量資料，加上現有的相關電線桿、
變電站、變壓器數據，PG&E可判斷出每一個別資產的潛
在風險，有效決定哪些資產需要立即維修或汰換。

98資料來源：http://www.evme.com.au/grid-connect/vehicle-to-grid-v2g/



 GE Power用大數據預測
「即將壞掉」的太陽能面板
inverter。以往要在集中式
太陽能電廠找到壞掉的太陽
能面板inverter ，可能要幾
小時甚至幾天才能找到。

 利用大數據準確預測有瑕疵
的太陽能板，有利於PV電廠
降低營運與維修成本。

99
資料來源: https://www.meetup.com/Data-Science-for-Sustainability/events/243475689/?gj=co2&rv=co2



 與15家電力公司（包括美國的Duke Energy、英國的
EDF Energy、韓國Korea Electric Power等）共同開
始研究「擴增實境」應用於維修電力設備的可能性，本
研究至少為期18個月。

 技師戴上眼罩或頭套，可看到最即時的資訊，包括目前
設備的損壞狀況、電廠GIS資料、和各種精密零件的組
裝方式與存貨狀況等。

 目前用iPad查詢訊息至少
必須用到一隻手，AR將
可讓技師兩手都能自由
運用。

 BMW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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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blogs.cisco.com/energy/augmented-reality-a-new-reality-for-utiliti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aarontilley/2016/02/10/utility-industry-begins-big-experiment-with-augmented-reality/#b905cc8452e1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how-augmented-reality-and-virtual-reality-technologies-will-transform-utili#gs.EWP_gyI

https://www.forbes.com/sites/aarontilley/2016/02/10/utility-industry-begins-big-experiment-with-augmented-reality/#b905cc8452e1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how-augmented-reality-and-virtual-reality-technologies-will-transform-utili#gs.EWP_gy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feature=youtu.be


 Space-Time公司利用巨量資料結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協助PG&E的技工在維修電廠時更為安全、且資訊更充足。

 報導：
http://fortune.com/2016/09/28/pge-vr-virtual-reality/

 電廠VR影片：
https://spacetimeinsight.com/virtual-reality-2/

101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http://fortune.com/2016/09/28/pge-vr-virtual-reality/
https://spacetimeinsight.com/virtual-reality-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71o_o3b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71o_o3brk


 3D、4D列印，可以加速開模打様的過程，縮短研
發創新的時間。

 美國亦有３Ｄ印表機列印之小型分散式再生能源與
儲能設備模組，進行智慧電網系統應用之案例。

102資料來源:ORNL(2016),http://eip.iner.gov.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cid=39:%E8%83%BD%E6%BA%90%E7%B0%A1%E6%9E%90&id=4506:3d%E5%88%97%E5%8D%B
%E6%87%89%E7%94%A8%E6%96%BC%E7%99%BC%E9%9B%BB%E5%BB%A0%E4%B9%8B%E8%B6%A8%E5%8B%A2%E6%8E%A2%E8%A8%8E



 家戶內的配置：採分散型發電構想，每戶獨棟住宅均設置太陽能發電、蓄電池、燃料電池
及HEMS，各戶可自行生產能源、儲蓄能源、節省能源並據以控管、傳輸使用能源資料。

 智慧建築裝設許多感測器(Sensor)，其目的包括：
◦ 監測：收集各節點即時資訊，傳回中央控制台做成紀錄。
◦ 模擬與預測：透過電腦軟體演算法，利用歷史資料對於智慧建築與再生能源電力的供需狀

況進行模擬，並依此做出預測。經過不斷重複執行「模擬」、「預測」及「修正」後，能
夠縮減「事前預測」與「事後實際狀況」之間的差異。
◦ 控制：中央能源資訊管理控制平台依據預測結果，對各子系統(包括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能

源需求管理系統)下達啟動或停止等指令，例如啟動儲能系統供電，以配合再生能源不穩定
之發電。
◦ 最佳化：根據中央控制平台資料庫的大數據(Big Data)，經過資料探勘分析後，可從中尋

找規則，因無法單獨透過人腦完成，故藉由以演算法為導向之電腦模式，不斷收集新資料，
持續投入模式中，優化其參數值、提升預測精準度，讓機器學習(machine-learning)，最
終收斂出最佳解(optimal-solution)。

103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FSST-ConceptBook(http://fujisawasst.com/EN/pdf/FSST-ConceptBook.pdf)



 全德國四家輸電公司（50hertz, Amprion, 
Tennet, Transnet-BW）合作成立的電網資訊平台
「電網透明」（Netz-Transparenz.de），公布並
即時更新包含年度再生能源電價、再生能源附加費、
再生能源市場銷售獎勵金額度，和每個月調節電力
（備轉容量）及其下個月的預測值，以及電網發展
計畫等諸多數據與研究方法：Generation and 
load data provision methodology (GLDPM)

104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PJM出版報告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PJM, 2017）

 For all entities using network 
transmission service, 
it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ignatory to the Network 
Integr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 Agreement to ensure 
that hourly load data are 
reported to PJM for its 
customers via the InSchedule
tool.(參見該報告第10頁)

105
資料來源：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EPA’s eGRID is a comprehensive 
source of data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t compiles data from 
24 federal sources on emissions 
and resource mixes for virtually 
every power plant and 
company that generates 
electr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also provides user search options, 
including aspects of individual 
power plants, generating 
companies, states, and regions 
of the power grid.

106
資料來源：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德國全國各地配電公司所成立的配電資料庫：
◦ 例如柏林地區的配電網公司（Stromnetz Berlin 

GmbH）的電網營運數據資料庫
（Netzdaten Berlin-das Pilotportal）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stromnetz.berlin/en/open-data.html

107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輔助服務 V2G、G2V
◦ 例如：澳洲巴士/計程車與電力公司合作，

提供可靠電源(Kwh、KW、Ancillary services)

 尖峰(電力公司)
+

離峰(巴士公司)

 可移動至配電/
饋線壅塞之處

108資料來源：http://www.evme.com.au/grid-connect/vehicle-to-grid-v2g/



 Market Interface for Wholesale, Retailers, and 
Prosumers (Distributed Generation(DG), Energy 
Storage System(ESS), Demand Response(DR),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EMS), Consumption 
for Behind-the-Meter)

 New Tariff/Pricing/Incentives Scheme for 
Customer Choices such as RTP(Real-time-
pricing), PTR(peak-time rebate),CPP(Critical peak 
pricing) 

 Rapidly increasing Demand Data behind-the-
meter such as 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NILM) considered a low-cost 
alternative to attaching individual monitors on 
each appliance

109資料來源：Dr. Hyoseop Lee ,“Turning Our Valuable Imagination to Reality ”, ENCORED Technologies USA, INC., http://www.encoredtech.com/



 Interoperability of DER, Micro-grids with 
Primary Grid

 Enabling New Business Models & Eco-System 
with interconnectedness & interdependence
(Bundled by integrated with other key sectors 
- Communications, Natural Gas/Water 
Company, Heat, Transportation, Load 
Aggregator, Appliance Company, IoT Service 
Company, Blockchain)

 Existing Utility will remain as independent 
Grid Operator on the position of Backup Grid.

110資料來源：Dr. Hyoseop Lee ,“Turning Our Valuable Imagination to Reality ”, ENCORED Technologies USA, INC., http://www.encoredtech.com/



 非入侵式負載監測（Non-intrusive Load Monitoring, NILM）系統，
是指在電力入口處安裝監測設備，通過監測該處的電壓(Voltage)、電流
(Current)等信號就可以分析得到負荷集群中單個負荷的種類和運行情況。

 電力負荷在運行時會產生諧波(Harmonic)，不同類型的負荷會產生不同
的特徵諧波，根據測量的諧波特性也能辨識負荷。

111資料來源：http://blogs.itmedia.co.jp/ippeisuzuki/2010/11/post-da2d.htmlhttp://www.sohu.com/a/194578713_472929，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494750

Power Usage to Personal Activity Mapping

Time of day (hour)

Power
(kW)

refrigerator
冰箱

kettle
電熱水壺

toaster
烤麵包機

kettle
電熱水壺washing machine

洗衣機

hob heaters
oven preheating

oven cycling
Peak = 7.18 kW
Mean = 0.49 kW
Daily load factor = 0.07
Energy consumption = 11.8 kWh



 Disaggregation method

112
資料來源：Josh Honda(2017),“Converting Energy Data into Value-Add Services by high resolution Disaggregation”, DSM Taiwan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ILM tracks pre-determined appliances that can tell about customer’s 
main life pattern such as cooker, washer, and TV. As concentrating on 
specific appliances rather than any,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is 
dramatically reduced.

 Every second power data is directly sent to NILM. The total consumption is 
divided into appliances daily. The analysis can be done in near realtime if 
the value from the analysis would exceed the cost.

113
資料來源：Dr. Hyoseop Lee ,“Turning Our Valuable Imagination to Reality ”, ENCORED Technologies USA, INC., http://www.encoredtech.com/



 精準行銷
 PG&E 將 Big Data 的資料分析，外包給 start-up 

公司，盼藉由該公司的巨量資料處理能力，分析各
用戶之用電行為，得以針對高潛力之客戶群，精準
行銷移轉尖峰用電或其他需求面管理方案。

 Big Data and Demand Response Marketing: 
PG&E Signs with 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
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114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美國加州PG&E電力公司利用大數據改善用戶接到停電通知的
經驗。截至2017年7月，停電時接獲通知的用戶比以往成長
22%，且接獲通知時間縮減20%。PG&E獲得Chartwell Best 
Practices 2017年的「停電資訊銀牌獎」。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 took top 
honors in August in Chartwell's thirteenth annual Best 
Practices Awards, receiving one gold award and two 
silvers. The awards recognize excellence among 
energy companies for projects, programs and service 
initiatives that fall into the categories of Billing and 
Payment Programs, Commun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Outage Communications and Program 
Marketing.

 分級電價可提供合理誘因，促使消費者改變用電行為，有效
管理電能使用型態，更重要的是可有效降低發電設備閑置的
備用容量，促進整體電力資源之有效利用。

115資料來源：https://www.pge.com/en/about/newsroom/newsdetails/index.page?title=20170913_pge_takes_top_honors_for_customer_initiatives_and_programs_in_chartwells_
best_practice_awards、許志義(2015)以分級電價 因應尖峰缺電(原文刊登於2015年6月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美國伊利諾州商務委員會（Illinois Commerce 
Commission）於今（2017）年七月公佈「取用開放數據
架構（Open Data Access Framework）」。
◦ 全美國擁有5千萬個以上的數位智慧電表（Advanced Meters）能

提供即時的電力使用資訊。預計十年內，美國和歐洲乃至世界各地
其他先進國家的每一棟建築物，都將配備智慧電表。另外，每個裝
置，例如：恆溫控制器、組裝線、倉庫設備、電視、洗衣機和電腦
等將全都會配置連結到智慧電表及物聯網平台裡的感測器。

 「取用開放數據架構」需確保：
◦ 電力資料的安全性
◦ 統一電力資料的格式
◦ 確保個人用戶隱私
◦ 用戶可選擇是否與第三方共享資料

 此架構與DOE的「綠色按鈕（Green Button）」目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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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utilitydive.com/news/illinois-regulators-finalize-open-data-framework-for-utilities/448127/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data_access_factsheet_online_version.pdf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104000815-260301



 資料庫的資料庫
◦ 藉由「群眾外包」，集合公私部門之各類能源開放資料

 OpenEI網站上整合了許多能源數據，尤其是再生能源，使用者可
於此免費上傳、下載或是編輯相關能源資料，並提供多種綠色按鈕
的App，來取得及分享能源資料而這些資料有助於能源市場的投資
或是新技術的發展，也對發展新興能源產業有所助益。同時，當使
用者遭遇能源領域上的瓶頸時，OpenEI提供一個可以交換意見的
社群平台，可與各方專家學者或具實務經驗人士意見交流與合作，
透過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激盪出突破的方向，提
升解決問題的效能與效率。

117資料來源：https://openei.org/wiki/Main_Page



118資料來源：Josh Honda(2017),“Converting Energy Data into Value-Add Services by high resolution Disaggregation”, DSM Taiwan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EVR02Jvh4&feature=youtu.be, https://www.amazon.com/Amazon-Echo-And-Alexa-Devices/, http://www.tepco.co.jp/en/index-e.html

https://goo.gl/qy55sb

 TEPCO Launched new service Aug 2017

https://goo.gl/qy55s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EVR02Jvh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EVR02Jvh4&feature=youtu.be


119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http://bigdata.nchu.edu.tw/

http://bigdata.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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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軟體：全球目前已有400萬個APP
 雲端軟體：

Microsoft Azure、IBM SoftLayer、Google Cloud、Amazon(AWS)、Apple iCloud

 開發板：Arduino、樹莓派、香蕉派、Pine A64迷你電腦、Omega-2超迷你電腦⋯

 信標：微定位系統(Beacon、RFID、 、聲波、UWB⋯⋯)

 晶片邏輯運算能力大幅增加：GPU、VPU、HPU、TPU

 各種感測器：壓力、濕度、溫度、酸鹼值、流量、液位、超音波、照度、
加速度、位移、稱重、測距感測器等，如G-sensor等等

 物聯網長距離低功耗無線技術：LoRa、NB-IoT、Sigfox、LTE-M

121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核研所積彭講座,10月6日,桃園市核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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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虛實合一
(Cyber‐ Physical 

System)

用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量身訂作
(Customization)

資料融合
(Data Fusion)

資料來源：許志義、洪紹平(2017), 「大數據導向的需量反應與節能服務」,節能政策與能源分析技術應用國際研討會,11月21日,TICC國際會議廳 。

 透過物聯網所裝設的各種感
測器持續收集即時資料，數
量龐雜的資料形成了大數據，
而大數據以趨近於零的邊際
成本分享，減少重工與浪費，
並可持續增加數據使用者的
經濟效益，形成共享經濟。

 藉由大數據的監控、模擬、
預測、診斷、控制、最佳化，
將能精準掌握使用者即時行
為模式。

 大數據透過電腦軟體的協助，
可與其它資料庫進行資料融
合(Data Fusion)，找出新
的關聯性，進一步創造出新
的服務模式與商機。



 電力物聯網引發虛實整合能力,其重點在於:H2M、
O2O、M2H、M2M、產業4.0 。

 預測性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停電範圍偵
測、減少復電成本。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用電效率(Energy 
Efficiency)管理、智慧家電、智慧建築、HEMS、
BEMS、CEMS、FEMS…，將隨技術演進而日益成熟。

 AMI、Smart Grid、電力物聯網架構下資訊安全
Cyber Security，成為電力市場利害關係人面對的嚴
峻課題與新的挑戰(亦即商機)。

123



 策略管理強調：策略追隨環境，組織追隨策略。隨著
環境改變，組織跟策略必須作出調整。策略是什麼？就是Do the 
right things（做對的事），而不只是Do the things right（把事
情做對）。策略管的是方向，方向要對，因此方向感很重要。對企
業本身來說，改變首先出現在企業的營運疆界。企業領導人必須思
考，要不要擴增或縮減營運疆界？哪些事，你要做多做少？

 領導者的角色，在這個顛覆式創新的時代，是改變倡導
者(Change Agent)

 管理，即是透過他人，有效能、有效率地達成既定目標的程序。也
就是說，為了因應快速變遷的環境，領導人必須有能力帶動組織，
突破內在瓶頸，開創外在新局。「創業維艱，守成不易」，亦即

彼得杜拉克直指的「一個偉大的企業(組織)，必
然不斷建立新的程序，並拋棄舊有的程序，
方能追求永續競爭優勢。」

124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7)「建立新程序，掌握大趨勢」(原文刊登於2017年9月1日哈佛商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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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假設整個世界為一個競爭市場：
1. 古典經濟學家經濟學之父Adam Smith主張，市場應該自由，

而且每個作用力都有一個相等的反作用力，供需可經自我調
節（一隻看不見的手）達到平衡。

2. 古典經濟學家Jean Baptiste Say補充，經濟活動能自行維持
生生不息的狀態，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Supply Creats Its 
Own Demand），亦稱「賽伊法則」。

3. 新古典經濟學派（以Léon Walras、Alfred Marshall為首）
強調，新技術能促使生產力上升，因此得以用更低廉的單位
成本製造更多商品，供給繼續增加，創造更多需求。

物聯網革命 126



 若有一個以上賣方有能力擺脫上述循環、消除競爭、建立壟
斷或寡斷地位，就不太有需要或意願開發新技術以降低產品
價格、提升競爭力。

 作者Rifkin認為，長期來說，新的參與者遲早會出現，並在
類似或替代商品或服務上，導入足以提高生產力、降低產品
售價的技術，進而打破壟斷。

 整個競爭流程迫使所有參與者不斷投入最精實的技術，將生
產力推向最高點，而在這個點上，每多生產一單位商品的邊
際成本，都會達到近乎零的水準，同時形成「最高全體福祉」
（Optimum General Welfare）。

 資本主義的利潤將徹底萎縮，零邊際成本社會崛起，促成經
濟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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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成為人類組織經濟生活的破壞性技術創新！

物聯網是透過一個高度整合的全球網路，把所有事物和每個人

全部連結在一起，它幫助人類將自己重新融入生物圈的複雜編
排結構裡，舉凡人、機器、天然資源、產品線、物流網路、消
費習性、回收流程以及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幾乎其他所有面向，
都將透過感測器和軟體連接到物聯網平台，持續不斷地即時對
每個節點（node，包括企業、家庭、汽車等）提供巨量資料
（Big Data），再運用分析，將巨量資料轉化為預測性的演算
法（algorithms），進而編製能改善效率、大幅提升生產力的
自動系統程式。

物聯網革命 128



 試著想像未來十年！

物聯網將帶來連結一切的智慧時代，街邊的感測器會通知駕駛
人哪裡有停車位；數位水表可以隨時通知屋主是否有漏水情況；
運送蔬果的紙箱可以感應蔬果是否即將腐壞；醫生可以遠端監
控在家的病人脈搏與血糖是否正常等。

 邊際成本下降、效率上升

這個新興經濟典範的明確特質就是：在一個循環的經濟體
內，以更有效率且具生產力的方式使用較少地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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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免費的社會？

現行的出版、通訊和娛樂產業，未來的製造業、能源業、
教育業及更多產業的商品與服務，都將步入「免費」的境
地，群眾募資取代銀行貸款，線上課程取代正規教育。

「取用」勝過「擁有」，
「合作」凌駕「競爭」，
「分享」取代「交易」。

 在我們預見地球人類生活方式將急速轉型，並帶領我們走
向一個更永續發展及豐饒未來的同時，卻也引發部分有關
資料安全及個人隱私的議題

物聯網革命 13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DUcETjvo

2017/12/9物聯網革命 1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DUcETj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DUcETj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DUcETj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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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 Deus The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作者: Yuval Noah Harari
譯者:林俊宏
出版日期:2017/1/20

附錄二：



 本書延續作者 Yuval Noah Harari前著《人類大歷史》
的脈絡向後推演，試圖描繪21世紀人類可能的發展，
勾勒出人類的未來，我們會朝哪些方向前進、如何成為
超越智人的物種即Homo Deus，神人。

 Homo Deus指的是如何擁有遠古神話中的神力，從現
代觀點來看就只是先進的科技，例如在羅馬神話中的
Mercury，神的信差，有極快的跑速，能即時傳遞神的
指令，切換倒現在就是類似email、line、messenger
這類通訊軟體的存在。

 這本書的主軸在於，隨著科技發展，人類最終會演化成
怎樣的物種？作者在書的開頭提出人類在未來會追逐的
三大目標：長生不死、幸福快樂、擁有神性。

 作者並非在預測未來，而是預測「人類將追尋的未來」。
 這本書分三大部份，「智人征服世界」、「智人為世

界賦予意義」、「智人失去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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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想傳達人類涵其他物種究竟有何差異？小結論就是：
人可以憑空架構出「互為主體性的現實」。

 現實分為三種：客觀現實、主觀現實、互為主體性現實。
 第一種客觀現實，例如重力就是一種客觀現實。
 第二種主觀現實就是，你相信有，對你來說就是現實，例如

自己頭痛，對其他人來說沒感覺，但對你來說是百分之百真
實的。

 第三種「互為主體性的現實」，它並不是因為個人的信念或
感受而存在的，而是透過許多人的互動、溝通才能存在，最
簡單的例子：紙鈔，本身是一張紙，不能利用，但當眾人都
相信紙鈔的價值時，就可以拿來交易。其他像是如政府、法
律、公司行號都是「互為主體性的現實」，客觀上是完全虛
無的，人類就是不斷建構出一張張虛構的網，透過這些網互
相溝通、達成協作，就是這個特徵造就了人類和其他生物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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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類透過想像的現實達成協作、征服世界之後，
就開始想賦予世界意義，第二部主要談論是宗教和
科學，如何在人類歷史不同階段，幫助我們理解這
個世界、幫助人類定義自己。

 大致的進程是：狩獵採集時代人類多有所謂「泛靈
信仰」，萬物皆有靈，人類並無特別，僅是自然一
部分。

 農業革命後，變成神支配自然萬物，而其中特別眷
顧人類，人神之間有特別的親密關係。幾千年後科
學革命，隨著人類逐漸掌握各種科學、科技成果，
了解事物運作的原理，漸漸就不再相信神，而是相
信人類自己的力量，人文主義的誕生，人類又再次
對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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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開始推敲未來的發展，隨著科技的再進步，
人文主義總有一天也會瓦解，取而代之的會是什麼？
提出答案之前，作者先解釋了生命的本質，生物，

不過是一群演算法的集合，而生命就是這些演
算法的計算過程。

 任何生物本能的背後，就是各式各樣演算法，而生
命的過程就是不斷的進行這些算計，即便生物本身
無法理解，但演算就是這樣在背後進行，所以人類
不過是比動物稍優秀一些的演算法，以此類推，如
果出現一種更厲害的演算法，那是否可以說它就是
一個超越人類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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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作者推導出了兩種可能，第一種比較溫和：科技人文主義，簡而
言之就是人類和人工智慧並列世界的主宰，人類利用演算法成為更強
大的物種，例如想要治病，可找AI醫生，它有你的病歷，還可以存取
全世界的病歷資料，瞬間幫你找到病因，然後對症下藥。

 第二種：數據主義(Dataism)，就真的讓演算法凌駕於人類之
上，數據主義認為既然有比人類強大的演算法，它比我們還要了解自
己，那就讓它來幫我們做出一切的決定，不要再相信人類這種過時的
演算法，到時的人類社會，首先資本主義會瓦解，因為資本主義背後
運作原理就是沒有單一個人有能力將國家龐大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
所以將分配資源的工作分散到市場參與者，大家做出經濟選擇的同時，
其實也把資源有效的分配，惟這是存在於理想情況之下。

 但如果出現超級演算法，能把有限資源分配效率趨近100％，那資本
主義是否就沒有存在必要？民主制度也是會受到挑戰，只要有好的演
算法，透明的數據，國家、議會都可以被完全取代，演算法最後會變
成完全凌駕於人類之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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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預測，「資訊自由」將會是一種全新的價值
觀，此外，作者也希望大家思考以下問題：

1.生物真的只是演算法？生命只是資料處理？

2.智能和意識何者可貴？

3.未來還有哪些可能？

138資料來源：科技崇拜、信仰數據、人類如何成為神? | 人類大命運 Homo Deus | 啾讀。第4集 | 啾啾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BTc7FC4Vk

2015 TED 2017人類的崛起和未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j7Wg4DA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j7Wg4DA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j7Wg4DA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j7Wg4D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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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Platform, Crowd: Harnessing Our Digital Future

作者: McAFEE and Brynjolfsson
譯者:李芳齡
出版者：天下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12/27

附錄三：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特的時代，人工智慧擊敗頂尖的
人類圍棋高手，也以空前效率運作現代資料中心。

 在全球許多市場上，優異的智慧型手機已經不再足
以確保製造商賺錢，反而是蘋果和谷歌之類的平台
建造者，才能攫取高份額的價值。

 在一個又一個的競爭場上，從計算生物學到量化投
資，生手擊敗標竿，門外漢比知名專家想得更快、
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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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本書作者安德魯．麥克費和艾瑞克．布林優夫森為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數位科技領域的頂尖
思想家，點出由於近年來的科技變化，每個人都必
須正視數位三重革命，重新思考人腦與機器之間、
產品與平台之間、核心與群眾之間的再平衡。了解
這件事不是重要，已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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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無人機、3D列印機、人
工神經網路……，種種形式的數位機器超越以往限
制，扮演起全新角色。

 人腦聰明、直覺性強，但有各種偏誤與缺失，最好
的辦法就是建立、善用人機新夥伴關係，在合適情
境中讓機器做決策，再明智地讓人類智慧參與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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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平台改變成本結構，改善供需媒合，在音樂、
城市運輸、電腦軟硬體、團體運動等無數產業，創
造出可畏的新競爭者。

 這一波平台革命最應關注的是第二代O2O（Online 
to Offline）平台，能以多重效應結合原子經濟與
位元經濟，創造極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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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自動集結的全球群眾，合力打造出世界上
最大的作業系統與線上百科全書。

 秉持著開放等原則，經常可見業外人士一再擊敗領
域專家。群眾撼動核心，而聰明的組織則謀劃善用
群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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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充滿科幻成真的實例，以及新創
公司如何變成全球重炮的故事，但作
者並非只是綜述這些新發展而已，也
引據經濟學等學科理論，解釋這些創
新與破壞背後的基本原理。

 現在，不論個人或整個社會，可以運
用的科技力量遠比以往更強大。我們
擁有更多自由，可以做到先前世代無
法做到的事，所以價值觀的重要性也
就更甚以往。

 機器、平台、群眾，可以帶來非常不
同的影響，一切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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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想像一個電力與ICT（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資通訊科技密切
結合的電業大未來。綜觀近來ICT資訊與通信科技
及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影響現今至未來
電力系統的兩大因素。其中，若ICT能充分應用於
電力，將可讓電力系統更能全面掌握系統運轉資訊，
將可更精準操控、提升運轉效率及降低成本，進而
提高供電安全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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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再生能源部分，由於其具有「分散式電源」特性，
其能否快速且大量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將來自太陽、
風力等綠色能源的發電，是否能夠順利併入既有電
力系統的「併網」問題。台電作為國營電力事業，
除需扮演好推動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執行者角色外，
更應積極投資再生能源。不過，台電在開發及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時，更需納入以安全運轉、穩定供電
為第一要務的整體策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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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未來家家戶戶都有可能設置再生能源發電，
因此有人預測未來輸電系統將會消失。然而，如
同台北市長柯文哲鼓勵民眾種菜、自給自足，即
使台北市民家家戶戶屋頂都種菜，菜就會夠吃了
嗎？當然不夠。人口密集區域的電力仍需由遠方
具有充沛能源供應的地方供應，而能源透過高壓
電網輸送，迄今仍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因此，
輸電網路未來仍有存在的價值，只不過可能需求
數量上不若現在，因為將會有許多在地生產的電
力。只是在全球氣候變遷帶動的環保意識下，須
朝向減少碳排放的低碳電源開發方向，努力兼顧
經濟民生需求及環保。 149



 在傳統電源開發方面，低碳、少排放是未來的要求，
而未來在減碳、減排的技術方面因市場有需求，所
以也會有長足的進步。在調度的靈活度上亦有突破
性的發展，以因應再生能源大量併網。此外，系統
運轉範圍將擴大，未來中央調度除了傳統機組外，
同時透過家庭、大廈「能源管理系統」的連結，用
戶的負載也是其操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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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自由化確實是未來的必然趨勢。一般認為電
業市場開放後，發電市場競爭會相當激烈，可刺激
電業市場良性循環，但台灣是海島國家，不像美國
能將多餘的發電賣給鄰近其他州；又市場是否有多
餘的發電而促成競爭，不無疑問。而作為燃氣發電
來源的天然氣若只有中油一個來源，在統一牌價之
下，其競爭程度之有限可以預期。相反的，未來售
電業（零售市場）恐怕競爭十分激烈，主要是因進
入門檻低、投資風險少，像新加坡甚至只要有50元
就可以成立售電公司。因此在有多家存在的競爭市
場中，利潤自然不會高，所以會產生所謂跨業經營。
其進入市場的主要目的非以售電獲取利潤，主要著
眼於增加本業銷售管道，以及爭取基本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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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電業未來，無論發電方式更迭、自由化與否，
電力與ICT都將越走越近。對電力事業而言，通信
科技在營運上如同人體的神經傳導系統，包含電力
系統保護、電力調度、遙測控制，都必須仰賴資通
訊科技來完成。因此未來台電輸配電系統在蒐集資
料及控制系統方面，都需要大量的通信支援。然而
即使台電持續自行佈建光纖通信網路，始終仍缺乏
直接連結用戶的「最後一哩」。因此，將來電力公
司可能跟電信公司合併，我們可以試著想像是「台
電合併中華電信」或是「中華電信合併台電」的可
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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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資源長顧名儀（右1）、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朱文成（右2）、沙烏地阿拉伯電力公司董事長顧問Mr. 
Fouad Jwayed Alsherebi（右3）、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裁潘偉賢（右4）、國立中興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許
志義（左4）、日本中國電力株式會社會長苅田知英（左3）、韓國電力公司執行副總經理Si-Ho Kim（左2）、中華
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啟源（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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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新程序，掌握大趨勢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446

 (2)改變倡導者-馬化騰，與持續進化的騰訊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374.html

 (3)人類快被超越了?加速中的人工智慧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411

 (4)行動裝置下，大數據的自我揭露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379

 (5)自媒體時代，不慢想真相，只想快網紅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303

 (6)區塊鏈技術之應用與展望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218

 (7)P2P借貸促進金融民主面臨機會與挑戰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184

 (8)迎接物聯網與大數據海嘯
https://gvlf.gvm.com.tw/article_content_4738.html

 (9)政府準備好應對「鄉民正義」？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155

 (10)知識獨佔、技術獨佔、時段獨佔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9

 (11)網路經濟態勢剖析(上)(下)
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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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業評論-數位版文章，2017/9/1，許志義
回顧科技發展，1994年網際網路革命後，2007年賈伯斯的
iPhone3帶來新一波的行動革命。接著，2014年Google併
購智慧溫度計廠商Nest引發資料革命。沒想到，2016年5月
AlphaGo又啟動了人工智能革命。
我們不難發現，科技的巨輪從不等人。從新興技術
（emerging technology ）出爐，到發展成熟，再到普及
應用，經歷的時間正大幅縮短，且步調愈來愈緊湊。
策略大師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
曾說：「結構追隨策略，策略追隨環境。」當科技幾乎以等
比級數的速度翻新，領導者也必須要掌握「大趨勢
（Megatrends）」，同時在趨勢變動中，洞見自身企業營
運模式與商品服務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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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Yahoo的殞落
以柯達為例，雖然其相紙當年廣受消費者歡迎，但
柯達並未看清消費者購買相紙的原因，是為了「擁
有可以留住記憶的媒介」，而非為了「擁有相紙」。
因此，只要能達到目的，消費者其實並不在意媒介
為何，更何況數位影像可即時同步無遠弗屆地分享、
保存、編輯。柯達正因為無法洞悉其產品與服務的
獨特價值，才會在自己發明的數位攝影技術中迷失
方向，仍固守原本的類比相紙產銷策略，等到回神
過來，已失去市場先機，導致它最後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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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Yahoo! 為例，2000年時，Yahoo市值已高達
1280億美元，正致力發展廣告、電郵、編輯入口網站
內容等服務。Yahoo為了專注拓展這些業務，便將它當
時視為較不重要的服務──也就是搜索引擎，委託由
Google提供。Yahoo會做出這種決策，是因為當時尚
未發生資料革命，網路上的內容與資料都相對不及於現
在爆量，搜尋技術仍未扮演要角。但短視的結果，
Yahoo也忽略了Web 2.0的趨勢。例如：Wiki、
YouTube、Facebook等，都深知對消費者來說，「最
好的內容，是由使用者自主決定、自行產生、自己定
義」，而Yahoo卻仍執著於提供「自認最好的內容給消
費者」，這種B2C的營運模式，也註定它的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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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柯達、Yahoo的傾頹，印證了企業領導
人若無法透析相關事物在大環境科技趨勢下的獨特
價值，必然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建立一套新的程序、同時拋棄舊的程序
管理，即是透過他人，有效能、有效率地達成既定
目標的程序。也就是說，為了因應快速變遷的環境，
領導人必須有能力帶動組織，突破內在瓶頸，開創
外在新局。亦即彼得杜拉克直指的「建立一套新的
程序，並拋棄舊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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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網路讓企業與消費者成為鄰居，企業隨時隨
地可以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然而，
網路也讓企業與競爭對手成為鄰居，甚至模糊了產
業與市場界線，使競爭前所未有的激烈。因此，作
為一個經理人，必須隨環境改變策略，重新定義內
部產銷人發財的程序，同時，也必須不斷重新界定
外在的營運疆界。唯有如此，才能在今天面臨快速
變革的時代，促成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同時在新
興行業中成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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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業評論2017年9月號，2017/8/22，許志義

中國互聯網產業（台灣稱為網際網路），正以截然
不同於美國（如FAAMG）與台灣的商業模式，蓬
勃發展。其中最能反映中國互聯網崛起過程的企業，
當屬創造微信的騰訊，而其創辦人馬化騰，更是最
關鍵的「改變倡導者」（Change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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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藍海，持續進化的騰訊
騰訊創立至今，推出QQ、「泛娛樂戰略」、「互聯
網+」，再到專注於「連接與內容」等，共經歷了
五次重大變革。而馬化騰作為改變倡導者，也就是
推動改變並建立改革程序的領導人，深知變革不能
一夕間「先破後立」，或「先立後破」，而應以獨
特的互聯網思維，催化組織靈活的應變能力。
例如，馬化騰提出「灰度法則七維度」，其中的
「冗餘度」，一反工業製造講求精確、效率的精神，
他容忍失敗，允許適度浪費（鼓勵內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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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騰訊內部曾經有不止一個團隊，同時研發手
機通訊軟體，即使最後有研發團隊在內部競爭中失
敗，但這種競爭仍是激發成功者靈感的源泉，可理
解為「內部試錯」，並非冗餘就是浪費。換言之，
騰訊藉「小步快跑、試錯迭代」，營造蓬勃的創新
生態組織，每能以精準的策略追隨外在環境的變化，
迅速抓住時機，趁勢發揮組織核心能力。
回顧騰訊的組織沿革，可印證出馬化騰這位互聯網
巨擘，每次推出新產品與新服務，皆是在重整組織
內部流程的同時，也將騰訊的旗幟插向新的營運疆
界，開拓藍海，亦即所謂市場創新，而非僅效率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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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革命中，乘風破浪的微信
尤其在這一波行動裝置革命浪潮中，微信席捲了整
個大中華的人與人之間資訊流（至於人與物、物與
物之間的資訊流，似乎馬雲略勝一籌）。由於物與
物、機器與機器的資訊流才剛崛起，這個領域的大
數據分析與深度學習，是產生跨領域的強人工智慧，
甚至超強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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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中華人口全世界最多，微信等於掌控了全球
最大族群的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的資訊流。而且軟
體服務有正向回饋的「網路效應」與「鎖定效果」，
使用者一旦成群結隊習慣之後，不會輕易移轉陣地。
在此情況下，馬化騰的微信通訊軟體其實就是「通
路」；誰掌有通路，誰就掌有核心商流。無怪乎騰
訊已成為全中國最大市值公司。
雖然軟體市場有「先占先贏，贏家通拿」的競爭法
則。不過，馬化騰也有危機；這就是他說的永遠對
未來、對消費者懷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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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未來，擁抱人工智慧
所謂的未來，就是人工智慧時代，誰能帶領風潮捷足先
登，這要看三大面向，包括：晶片運算速度的能力、演
算法的深度學習、大數據應用。比起其他競爭者，騰訊
儼然已坐擁發展人工智慧的優勢。因為騰訊旗下的產品
與服務價值，已全面滲透使用者的食、衣、住、行、育、
樂，自然能取得巨量數據，進行探勘分析。以微信為例，
其活躍帳戶數高達8.5億！用戶間交流的龐大訉息，即
是大數據演算法的素材。
由此看來，騰訊深入使用者生活的策略，也是為發展人
工智慧作鋪墊。
騰訊未來能否再次引領人工智慧的風潮？我個人相信馬
化騰的洞見能力與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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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業評論數位版，2017/7/27，許志義
人工智慧的強大之處，即是透過蒐集的大數據，加上
演算法運算能力、領域專業知識的know-how，進行
自我診斷、學習，再自我進化。
2017年初的Beneficial AI會議上，特斯拉（Tesla）
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說：「我們若不
是正走向超級人工智慧，就是在邁向人類文明的終
結。」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也曾說過，人工智慧可能成為人類最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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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他們對人工智慧如此忌憚？因為隨著蒐集的數據量
愈來愈大，人工智慧的演算能力就會加強，未來可能進
化出超越人類的智慧。

 AI的基礎：三個層次的分析
人工智慧重要的基礎之一，就是分析數據的能力。而分
析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為「敘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tics）」，偵測和描述數據資料；
第二層為「預測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根
據大量過去的資料，運用演算法找出模式，預測未來；
第三層為「處方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tics）」
（編注：又譯作「規範分析」、「建議分析」、「指導
性分析」），也就是根據預測的未來，建議行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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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製造的情境來說，就好比系統偵測出製造機
台出現雜音，或是震動頻率異常，運用這些徵兆，
就能預測接下來可能會出現偏誤。若預期會出現偏
誤，系統就能先行校正，以降低可能造成的誤差，
提升良率，這就是「精度補償」。
換言之，人工智慧擁有傑出的分析能力，更有自我
診斷、自我校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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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的特性：自我學習、自我進化
電腦的強項，就是能迅速處理龐雜的資料，快速進行邏輯推
理，從數據中解讀出人力無法產生的洞見。而人工智慧的強
大之處，即是透過蒐集的大數據，加上演算法運算能力、領
域專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know-how，進行
自我診斷、學習，再自我進化。
例如，語音助理Siri和Alexa，一邊以對談提供使用者服務，
一邊從對談中學習，進而改善其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又如，
廣泛運用在影像、語音識別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就是將大量資料放進輸入層，經過數個隱藏層中的演算法處
理，再從輸出層產生預測結果；其中經過越多個隱藏層，就
代表學習得越深層，學得更細膩，也可能達成更佳的自我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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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的資料愈多，愈加速AI學習
早期的「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s），為何沒有成功
發展為如今的人工智慧？除了軟、硬體技術沒有到位，缺乏
功能夠強的演算法、晶片來處理資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以前的數據量，遠不如現今大量。
人工智慧要有效學習，就需要大量的資料，讓它能夠自我訓
練。接觸的資料愈大，愈具體，人工智慧的學習、成長速度
就愈快，就越能處理更多資料。而隨著科技突飛猛進，人們
過去三年新增加的數據資料，就超過了人類過去累積的所有
資料總量。也就是說，未來我們將以更快的速度產生更多資
料，進而加速了人工智慧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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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工智慧進化到一定程度，甚至能在學習過程中，發
展出自己的語言與邏輯。例如，Facebook曾進行測試，
讓聊天機器人互相溝通，學習談判協商，過程中竟發現
AI發展出人類無法理解的語言，引起了熱烈討論。
 AI還不足以威脅人類，但需謹慎發展

究竟人工智慧能否超越人類，取而代之？可以斷言的是，
目前還無需擔心。
因為生命是一種開放式系統，電腦卻必須在封閉式系統
運作。因此，電腦若要在實體環境中運行，就必須把開
放式系統數位化，記錄系統的每個角落、環節，再將資
訊呈現出來。
而目前的人工智慧，還未頻繁暴露於實體環境中，沒有
充分擷取、紀錄、理解大量的活體特徵（feature），
仍無法像人類一樣，處理實體環境、開放系統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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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也就是目前的數據量仍不夠大，不足以
讓人工智慧發展出超越人類的智力。再者，人工智
慧的相關人才，也還相當稀少，限制了人工智慧的
發展。
但無可否認的是，人工智慧已帶來衝擊，最直接的，
即是開始取代人類的工作。而且它學習、進化的速
度，只會大幅加速。我們除了積極發展人工智慧，
追求創新，也必須積極調適，以免被輕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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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2017/6/29，許志義／中興大學大數據
中心主任

人手一個行動裝置的今天，消費者只要下載免費的
App軟體，再用手機拍下自己的超市購物收據上傳
後，即可獲得許多商品的回饋金，例如牛奶、雞蛋、
飲品等；或者消費者購買食品超過廿美元，拍照單
據上傳，即可獲得回饋金五美元，形同優惠打折。
上述場景，在美國各地隨時可見！
同樣地，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公司請消費者用手機
掃描所購商品條碼，即可獲贈點數或抽獎機會，亦
可藉由反映消費體驗，針對特定產品提供顧客意見，
就可累積「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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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已擁有一千七百萬用戶的LINE免費通訊軟體
App，也早已推出LINE@生活圈，協助企業切入智慧行
銷，更貼近顧客群與粉絲團。任何企業主皆可在LINE@
生活圈架設平台，透過掃描QR Code，邀請民眾加入會
員，與業者直接互動、即時行銷，打開另類行銷策略與
手法。
上述商業模式為何如此善待消費者呢？這正是「羊毛出
在狗身上，豬來付錢」的道理！
羊毛，是指追蹤「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 
CX）」或「消費者體驗（Consumer Experience, CX)」
的購買意願及資訊。透過尼爾森App平台（亦即狗），
即可獲得企業主（亦即豬）的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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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主而言，透過蒐集顧客行為資料，包括所購
買的品項、廠牌、價格、數量等，以及顧客社經特
徵，皆有助於了解顧客購買動機與行為偏好，進而
優化商品品質與服務流程，或訂定更貼切價格，提
供消費者更佳的CX，形成正向循環。
過去企業主必須僱用員工調查顧客消費資訊，但如
今只要懂得運用「群眾外包」，針對廣泛人群付出
些許市場誘因，即可讓顧客「自行揭露」其個人消
費資訊與購買行為，遠比過往找尋焦點團體替代真
正的本尊消費者，既精確又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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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消費者在掃描條碼或拍攝超市收據
的那一刻，即等同於尼爾森或特定App的外
聘員工，免去企業主另聘員工蒐集消費者資
料的人事成本。同時，企業主以相對低廉的
費用，取得顧客體驗大數據，進一步藉由機
器深度學習，結合各領域專業知識，產生人
工智慧，創造出更高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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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零售業，其他眾多產業皆有獨具慧眼的新
創公司，善用大數據提供切合不同消費者喜
好的不同產品或服務；媒體產業自不例外。
譬如中國大陸的網路新媒體「今日頭條」，
藉由App平台功能，掌握每位讀者點選的新
聞與文章，建立各讀者喜愛的新聞標籤，再
推播量身打造的客製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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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你關心的，才是頭條」之營運模式，
造就出高點閱率與高平均閱讀時間，進而吸
引廣告商與相關店家上門，針對潛在客戶精
準投放廣告。讀者閱讀文章時，亦可直接點
擊購買喜愛的商品或鏈結相關文章。
數據為王時代，立足於消費者「自我揭露」
的資料革命，進而形塑出數據經濟的顛覆式
創新能力，我產官學研各界應重視並積極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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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2017/2/9，許志義／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主任
時間，是最貴的成本。
「羅輯思維」舉辦羅振宇（羅胖）二○一七跨年超級脫口秀—
時間的朋友。票價高達三千人民幣，卻吸引逾萬人搶票湧入，
更有網路媒體同步直播，締造空前輝煌的整合線上線下（O2O）
曝光，蔚為另種創新跨年風潮。
羅胖的魅力，展現出自媒體「網紅」的所向披靡，實則有更深
一層科技因素與時代意涵。
行動裝置上網普及，台灣人滑手機已世界第一，平均每日使用
一九七分鐘，每日上網人口高逾七百萬。這些視聽人口的習性
改變，造就眼花繚亂的網紅時代崛起，其資訊傳遞的背後「真
相」已不再為人所關注，如今視聽大眾反倒更認同感性面的網
紅立場，形成所謂「後真相」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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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成本降低，任何人皆可隨時隨地隨
意上網，不再需要同步面對面溝通。閱聽人
的耐性降低，傾向看懶人包或攻略文，或聽
取便捷的聊天機器人。
尤其跟上意見領袖自媒體風潮，閱聽人情意
上偏向「快思」，捨棄「慢想」。用最短時
間（成本），取得最便利（效益）的新知，
例如以反諷為題，卡提諾狂新聞點閱率竟高
達百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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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網路人口日益飽和，每周上網時間總量接近
固定。時間，乃成為具有統計意義的「機會成
本」。同一位閱聽人難以同時間做兩件事，在時
間衝突情況下，主流媒體、自媒體、網紅，莫不
使盡渾身解數、花招百出地分食「時間總量」這
塊大餅。為了搶奪人們的眼球，網海競爭態勢極
為嚴峻，例如：一個新興的職業叫「投放手」，
專門操作粉絲團後台媒體投放廣告。而投放量身
訂做的廣告，甚至原生廣告，係以「毫秒」為競
標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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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上網行動益發具有個別特色，包括時段、喜
好、習慣、興趣，即變得更具規律、可預測性。而
大數據分析也益精準。同溫層同質性的推播，也更
加熱門。而這種結交同好的屬性，會讓上網人口與
粉絲的黏稠度與忠誠度變高，形成新型態的「網路
效應」與「鎖定效果」。結果使群聚網站（如自媒
體）的價值主張與偏好口味，變得更趨一致，此即
新型態的「正向回饋」。
於是乎，各種效應推波助瀾之下，全民自媒體「後
真相」時代怎可能不來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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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輯思維:羅振宇2016跨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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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上） 演講（下）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3okAf_0ws
https://youtu.be/ip3fdAPbK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3okAf_0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M3okAf_0ws
https://youtu.be/ip3fdAPbKEo?t=137
https://youtu.be/ip3fdAPbKEo?t=137


 從大賣場打工仔，丹·米德爾頓(Daniel Middleton)轉身躍上2017全世界最
富YouTuber，他靠著詼諧、精闢的遊戲實況，成功收服觀眾的心。

 丹·米德爾頓是《富比世》雜誌2017年全球排行最富的YouTuber，過去一
年共賺進1650萬美元（約新台幣5億元），創下了《富比世》自2015年開
始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收入。他的收入不僅來自於影片廣告分潤，同時也經營
周邊商品以及巡迴世界的線下活動。

 他在YouTube上的頻道《DanTDM》訂閱數已經超過1700萬、五年來累計

的影片點擊數已經超過110億次。

185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5Oz6CHmeoF7vSad0qqXfw、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7580/dantdm-named-richest-youtuber-of-2017-after-making-123m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5Oz6CHmeoF7vSad0qqXf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5Oz6CHmeoF7vSad0qqXfw


 遠見華人菁英論壇，2016/8/2，許志義．
台北

今年6月間，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美國聯準會共同舉辦區塊鏈（blockchain）
國際研討會。90多國央行代表齊聚美國華盛
頓首府，討論區塊鏈與金融科技（FinTech）
之各種應用與未來趨勢。
「區塊鏈」顯已成為下一波科技發展之重要
關鍵。其應用並不限於金融業，也包括能源
市場交易，特別是對於再生能源與微電網發
展的影響，至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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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塊鏈技術享有去中心化、不需管理者、
不需第三方仲裁、數據共享、信任機器等
特點。以傳統金融交易來說，每筆交易皆
需透過銀行（管理者）或金流公司（第三
方）的仲介與認證，方可成立，且交易過
程與資訊通常由賣方或系統公司獨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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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區塊鏈技術，交易發生後，交易的數據即透過
演算、加密等技術自動儲存於多個資料端點（例如：
資料存於一個網絡中的各個電腦中），且唯有持私
鑰者才可讀取資訊。由於此筆交易資訊將永久共同
存在於多個端點，具有高度保密與可回溯性，一旦
交易資料被更改，所有資料節點將一起更新並留下
紀錄，故交易訊息難以遺失或被竄改。
因為區塊鏈每筆交易，均須透過演算及加密技術方
可成立，且不再透過第三方（例如金融機構或電力
公司）之仲介與認證，其最終精神可謂「信任機
器」，並且自動形成「智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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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為止，各國能源市場之建構與營
運皆倚賴大型獨占或寡佔的電力公司或第
三方，且政府法規扮演相當重要的管制監
督角色。由於區塊鏈技術之交易行為，不
需依賴任何公司的存在或中介，大幅降低
交易成本，未來可望進一步促成能源市場
的「共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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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紐約為例，一家位於布魯克林的新創公司，
以區塊鏈技術成功協助一位紐約住戶將其太陽能面
板所生產之多餘電力賣給鄰居，並產生一張太陽能
憑證，以資確認。美國那斯達克私人市場
（Nasdaq’s Private Markets）的區塊鏈專案亦在
公開場合，即時展示以區塊鏈加密技術，在美國境
內成功認證所產生的太陽能憑證，此憑證可透過區
塊鏈技術，賣給任何有意購買或補助太陽能發電之
買主，不需透過電力公司，即可完成此筆太陽能交
易。
在德國，亦有案例證實民眾可將多餘的電，賣到電
動車充電站，供電動車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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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傳統集中式發電廠多半位於偏遠地區，
在電力運輸過程中多次轉運、難免耗損。
部份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等又不如火
力與核能穩定運轉，加上電力儲存會產生
額外成本，多餘的電若不即時使用，形同
浪費。相反地，若消費者能透過區塊鏈技
術即時買賣於鄰近地區所產生的多餘電力，
不但減少每度電的碳足跡，亦使原本閒置
的分散式電力設備達到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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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目前用戶與用戶之間的電力交易
尚未開放，區塊鏈技術大規模應用於電力
市場交易仍需等待美國聯邦政府修訂相關
法規。有鑒於區塊鏈已成沛然莫之能禦的
國際趨勢，未來將廣泛應用於金融、能源
與各產業，在我國2025年達到25%再生能
源比例且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下，若區塊
鏈技術能急起直追、應用得宜，將可望再
造相關新興產業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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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華人菁英論壇，2016/4/13 ，許志義．台北
各國央行不斷調降利率，重貼現率一路調降到零利率，
甚至負利率已逐一浮現。小老百姓該如何活用手中閒
置資金，保值或增值是當前最夯的理財課題。
個人放款貸款並非銀行專屬業務，在台灣民間標會與
地下金融曾盛行多年。而拜行動網路科技之賜，P2P
群眾借貸正蔚為全球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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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歐盟及中國大陸已有P2P借貸的金融科技
（FinTech）公司公開上市。日前，台灣第一家P2P
網路借貸平台也開張營業，引發不少話題。
P2P借貸業者是藉由群眾籌資方式，透過多項管道徵
信借款人信用，賦予一定的信用評等後，透過網路平
台媒合各方不特定人之小額資金貸予借款人，再由
P2P業者從中收取相對低廉的服務費，使得借款人付
出利息比傳統銀行還低，且籌資更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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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借貸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去除間接金融，回歸
「直接金融」。亦即金融脫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跳過銀行仲介，讓市場行為
主體回歸到借貸雙方。具體作法就是以「資訊流」取
代過往的「資金流」與「人工流」，降低供需雙方的
交易成本。
建置P2P資訊平台之成本係以設立網站與開發軟體
為主，並不需要實體店面，而業務上增加客群的邊
際成本，更趨近於零，大幅降低傳統銀行需要負擔
的硬體折舊與人事成本，其開業門檻遠低於傳統金
融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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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 智慧手機行動裝置普及已為金融民主開
啟大門。這意味著「任何人」只要有些許閒錢，就
可以上網找到比現有理財方式更好的投資報酬率。
換言之，P2P借貸模式落實了金融主權在民，也是
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所謂「屬於憲法保障的財產支
配權」。
然而，這種商業模式存在一定的風險，以中國大陸
來說，據統計約有3000家P2P業者創造破兆元人民
幣之營業規模。然而，囿於徵信作業不完善或管理
缺失，預估將有三成業者倒閉，擴大債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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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借貸屬金融科技服務創新，與地下錢莊或私
下標會畢竟不同。面對此一行動網路服務之世界
潮流，政府有關單位宜加速法規再造，一方面讓
資金需求者享有更便捷的個人化服務，另方面更
應將這類型平台業者納入金融管理體系，降低民
眾資金曝險，避免釀成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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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2015/3/23，許志義．台北
溝通，是人類最基本需求，是一種天賦。嬰兒誕生即以
呱呱聲與人溝通。人際溝通方式的典範移轉，從馬車、
火車、汽車、飛機；電話、電報、行動裝置、穿戴式裝
置；令世人皆成為當下的低頭族。
而物聯網與大數據的應用，不但可使「人與人」溝通，
更達成「人與物」、「物與物」、「機器與機器
（M2M）」的溝通，進一步擴大人類溝通領域，出現新
的典範移轉，乃所謂「第四代」的電腦，軟硬體連結整
合於生活環境周遭，藉由雲端科技、超級電腦的演算法、
群集分析及資料探勘，可提供所謂普適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也就是每個人都能藉由
電腦資訊管理系統，自動感知周遭的環境變化，並且根
據當下時空的變動，及時提供基於用戶需求的「量身訂
作」個人化服務，創造可感知的生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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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更實際一點，這第四代電腦的聰明度，能夠
「未卜先知」人類下一步的生活行為，並且提供預
先準備好的解決方案。而社群商務、社會科學、行
為科學，都成為可具體量化的真實科學。
物聯網是實體世界的數位化，在此「溝通平台」下，
大數據成為實質內容。預估至2020年將有五百億個
物件，在物聯網架構下需加以布建。因此，也締造
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與就業潮；卻也被論者稱之為
「最後一波」的就業機會！因為物聯網建構完成後，
人類許多工作都會被更聰明的電腦所取代。

199



物聯網與大數據並非時髦或流行，而是大趨勢與大
海嘯的浪潮，鋪天蓋地、水銀瀉地衝擊各行各業個
角落。不但資訊流改變（M2M）、金流改變（網路
金融、虛擬銀行）、物流改變（工業4.0、3D列
印）、人流也會巨幅改變（有嶄新就業機會、既有
工作卻大幅失業）。
不論政府、企業、個人，都無可迴避，需要面對此
一典範移轉之鉅大變革。尤其具公共財屬性的政府
開放資料品質與數量，以及相關法制革新，實為這
一波典範移轉之關鍵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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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民意論壇，2015/1/28 ，許志義
總統投票前夕，周子瑜所謂「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驕傲」
的影片，被瘋狂轉傳，比起二○○四年「三一九槍擊」
的兩顆子彈還令人震撼。據調查，有71%年輕選民因為
這個影片，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立場。
行動媒體效應在最近的國際外社會重大事件，都發揮了
相當大影響力。只要一個網路訊息，就能發揮出超乎預
期的群眾串連效應。從先前的秒買秒退滅頂事件，到高
雄三姊弟布丁事件等，網民就單一事件接力串連出接二
連三的訊息，形成「鄉民正義」，儼然成為新的一股輿
論制裁力量。

201



這些事件在網際網路一夕間造成社會巨變，是資訊
財的特質：「無遠弗屆，鉅細靡遺」所帶來的影響。
在網路世界，資訊傳遞完全不受時空限制，可立刻
把即時事件，鉅細靡遺、無遠弗屆傳布世界各角落。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不需要有機器設備，
每天產出訊息，成為全世界主流社會中最重要文字、
圖片資訊提供者。Youtube不需要有攝影棚，卻成
為全世界最大的影音內容提供者。這些網路平台沒
有所謂產能、頻道受限的問題，現在行動電話透過
各種免費通訊軟體App，可數百萬、數千萬、甚至
數億人即時下載，訊息可隨時溝通，卻也可瞬間刪
除，消失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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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議題是透過網友串連也就是一種群眾外包的力
量，旋風所至，鄉民在彈指之間可獲得正義或發揮
正義，或者能發揮自己力量幫助別人，這樣的成就
動機，使得資訊財往往造成實體財貨鮮見的市場傾
覆，一秒改變世界，影響輿論與公共政策。
相對地，網路世界經由虛擬平台而溝通建立的信任，
也益加脆弱；只要鄉民們發現事實真相與多數價值
信念相背離，則排山倒海的力量，也足以讓世界瞬
間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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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前政府領導人或企業ＣＥＯ來說，了解並善
用資訊網路瞬息萬變的特質，應更謙卑面對無疆
界且無所不在的虛擬時空，除自身要謹言慎行外，
更應多投入資源來培育網際網路策展人才，對台
灣年輕一代資訊軟實力的素養，也應多一點道德
關注，避免霸凌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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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第15版，2005/5/7 ，許志義
認清知識經濟時代特性 政府與民間尤應積極推動相關政策配
套措施
近來「微軟風波」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有關微軟公司市場獨
占的問題凸顯了當前知識經濟之若干特性，值得予以探究。
市場獨占可區分為兩類：自然獨占與人為獨占。前者指即使
透過市場競爭，最後仍然只存有一家廠商之產業，如輸配電
業、管線瓦斯業、自來水業等。 後者指藉由法律 (人為) 保
護給予廠商或個人獨占之市場地位，如著作權、商標權、專
利權等智慧財產權。由於這些智慧財產的創作設計是一種
「無體的知識商品」，如電腦程式、樂曲、標章等本質上不
具消費之敵對性與排他性，且其複製成本極低，若不藉由法
律保障原創者之心血、研發與設計之投入成本及其權益，勢
將促成仿冒品與複製品氾濫，諸多不勞而獲之不公平現象，
進而抑制創作發明之誘因，造成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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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方面，透過智慧財產權之法律保護及技術授權，
可以充分發揮及擴散知識創新的經濟效益，更具
促進市場競爭之作用。因此世界各先進國家皆以
智慧財產權登記數量之多寡，作為國家發展潛力
的指標，並竭力予以尊重保護。尤其在知識經濟
時代，藉由知識資訊之無形商品取代傳統經濟之
有形商品，已然成為不可阻逆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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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微軟風波」引起各界關切其應用軟體是否
定價過高的問題，首先必須釐清此種人為獨占知
識商品的訂價方式與自然獨占廠商的定價模式截
然不同。一般自然獨占商品的定價基準，係以其
「供給面」之最低成本為出發點 (least-cost 
approach) 。在追求最大社會福利的前提下，通
常係以邊際成本或單位變動增支成本為其商品之
市場價格。或者為了顧及獨占廠商之合理利潤, 
給予適當之「成本加成」 (cost-plus)， 亦即以
廠商之平均增支成本為商品之取價，這種定價方
式多半在公用事業相關法律中皆有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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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由於知識商品之生產過程並非依賴機器廠
房設備為其最主要投 入要素，而係以腦力知識及
資訊等智慧資本為其核心，並無具體可資衡量的
成本數據及會計帳為依歸，故其定價之考量因素
除薪資支出外，主要係以潛在競爭商品之替代彈
性 (如Linux對微軟之取代性)、商品生命週期長
短、以及「需求面」消費者的需求彈性與特定偏
好等為主，而具體呈現於市場者不外是「從價」
或「從量」訂定費率，例如微軟視窗軟體即屬從
量定價；又如飛利浦CD-R光碟專利授權係以每
片10日圓之「從量費率」或每片售價3%之「從價
費率」，取其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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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人為獨占之知識商品顯著不同於傳統自然獨占
商品之定價特徵，且屬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所授予之法
定權利。
值得注意的，不論自然獨占或人為獨占市場之任何交易
行為皆不得牴觸具有經濟基本法地位之「公平交易法」。
亦即市場獨占者不得因其獨占地位而濫用經濟力。例如
微軟是否利用其獨占地位不當限制或妨礙競爭；對台灣
市場使用者是否訂定相對不合理偏高價格；Windows 
XP作業平台及其他應用軟體搭售時是否讓消費者無選
擇空間或遭致不當壓抑, 且涉及不公平之搭售利益；
「大量授權方式」在交易過程中有無違反公平交易原則，
這些均屬公共利益有關之議題，公平會當有其介入之空
間，惟需進行實質個案調查方足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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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科技產業所累積的知識能量密度已達不斷推
陳出新的臨界點，且有需求面規模經濟的「網路效
果」，因此類似微軟案例已由過去的「商品獨占」
轉為「技術獨占」，進而達「時段獨占」
(如 Window 95，98，2000及XP的更替期間均不
及3年)。在其他各領域亦有這種「大者愈大，贏者
通拿」的現象 (如電信市場2代、2.5 代、3代手機)，
其差別僅在於獨占或寡占而已。國人藉由這次微軟
風波，可更加認清知識經濟時代的商品特性，政府
與民間尤應積極致力於推動知識經濟各項政策配套
措施，俾使台灣早日成為知識商品的輸出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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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新聞網，2004/11/28，許志義
數位科技迅速進展，伴隨普羅大眾對資訊商品的強
力需求，造成網路經濟的市場結構與遊戲規則不斷
更替。新興商業模式與4C（通信、有線電視、網
際網路、電子商務）科技整合匯流，使既有相關法
律的藩籬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數位革命」
的衝擊下，許多法規（如廣電三法、電信三法、智
財權四法等）都有必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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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相關領域法律尚未能妥適規範網路科技與市場經
濟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競爭法)即成為確保市
場競爭與消費者福祉的一道重要防線。這也是公平
交易法被稱為「經濟基本法」的原因。
 規模報酬遞增及網路效應
但在當前知識經濟環境下，網路產業經營趨勢呈現
規模報酬遞增及網路效應現象，截然不同於傳統產
業經濟的市場屬性。此對公平交易法的執法思維與
研析角度，帶來新的啟發，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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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經濟的核心價值在於研發與創新，資訊財
（information goods）的創造、流通及應用，
更是整體市場價值鏈中最重要的環節。由於資訊
財製造成本很高，但複製和流通成本極低，甚至
是零，具顯著的規模報酬遞增特性。因此，美國
學者魯賓佛德（D.Rubinfeld）及傅利曼（D. 
Friedman）直指資訊財，特別是電腦軟體業者，
先天即具有自然獨占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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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財的另一特點是具有網路效應，亦即隨著使用
該財貨的消費者人數增加，市場價值隨之遞增。造
成網路效應的原因，是網路產業特有的消費報酬遞
增或稱需求面規模經濟，網路效應往往造成大者恆
大的市場結構，亦即某網路（如微軟作業系統及應
用系統）的使用者愈多，連結到該網路所產生的效
用即愈大，結果吸引更多使用 者選擇使用該網路。
此現象又稱為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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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也能形成自然獨佔
網路效應與正向回饋交互作用，往往造成市場最後只剩
下一家主導廠商，顯示消費也能形成自然獨占。尤其當
某家廠商的產品取得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的客戶
群時，將迅速造成市場傾覆（market tipping），進而
被大部分消費者所採用，微軟作業系統及IE瀏覽器，即
為顯例。
事實上，根據經濟學家李勃維茲（S. Lei-bowitz）的
研究，電腦業一直都有獨大的利基產品，保持市場高度
占有率地位（如Adobe的Photoshop獨霸影像編輯程式
市場），直到被競爭對手迅速取代為止。由於電腦程式
一旦寫成，複製成本近乎零，市場占有率的變化往往極
為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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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傾覆與轉換成本
網路效應對競爭政策有十分複雜的影響，一方面它
所產生的市場傾覆，往往是反映該網路產品相較於
其他競爭品的優越性或便利性。尤其是在規模經濟
十分顯著，或者 在多個網路彼此互連成本甚高的情
況下，市場傾覆的獨家經營其實符合整體經濟效率
條件。反之，網路效應也有可能限制市場競爭，造
成新加入者的參進障礙。這是 因為轉換至其他的網
路往往必須學習適應其他網路新的使用方法，這種
轉換成本會產生所謂的鎖住效果（lock-i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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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一旦某個網路取得市場主導權，
其他新進業者很難取代。但難以取代並不表
示網路效應無法取代，否則我們仍在使用第
一代電腦軟體。實際上，電腦軟體 業「江山
代有才人出」的動態網路競爭，其毀滅性創
造每能促使新一代網路科技，超越專利權或
著作權所賦予的「暫時性壟斷」既有網路科
技，並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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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數位科技、網際網路、
資訊、通信技術普及，一般著作均可以數位
化方式複製，複製品品質與原著作幾無二致，
並可輕易透過網路擴散流通，侵害著作人智
慧財產權。因此加裝各種有效禁止，或限制
他人擅自侵入接觸著作或散布著作的科技保
護措施，已受到智慧財產權法的維護，並蔚
為國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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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歐盟2001年著作權指令第6條及歐美日先
進國均已增訂科技保護相關規定。我國著作
權法今年9月1日修正頒布施行，其中第80
條之2有「反規避行為」及「反準備行為」
的反盜拷條款，不但賦予著作權人更大的
「暫時性壟斷力」，使許多相同功能的不同
系統產品，不再像以往能夠輕易相容，更意
味著電腦軟體業者不同網路間的動態競爭將
更趨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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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市場競爭屬性，是網路經濟和非網路經濟的
重大差異所在，則企業競爭模式必然隨之調整。也
就是過去傳統市場向以「價格」為競爭手段，如今
「創新」變成動態市場的競爭利器。
 低價動態競爭先佔先贏
創新的實質內涵包括新產品、新服務、新功能、新
系統、新標準、新商業模式，較既有的競爭者更優
越，此種動態競爭稱為毀滅性創新，或蛙跳式
（leapfrog）的超越既有產品及市場。同時在價格
上，很可能以低於成本的定價，取得「先占先贏」、
「贏者全拿」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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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說明網路經濟的核心產業，所面對的市場
競爭很可能是高報酬，但也是高風險的。如電腦軟
體業競爭，微軟視窗作業系統即以軟體平台功能多
樣性與優越性、創新的商業模式、價格優勢取得市
場獨占地位。
此外，為了加速創新，企業必須大量投資研發，且
以策略聯盟模式進行，以分擔研發成本，降低失敗
風險，並爭取新產品上市時機。這種聯合研發模式
往往構成競爭政 策對聯合行為的規範對象。尤其
智慧財產相互授權、收付權利金、銷售與供應協議、
外包或下包產銷活動等，透過知識獨占的市場槓桿
效應，都是動態競爭的常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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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新聞網，2004/11/28，許志義
面對上述新競爭模式，政府的競爭政策及競爭法的
執行，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產品市場」過去
是指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能及價格條件
上具有緊密替代 性的產品或服務所構成的組合。
若「產品市場」相關產品全由一「假設性獨占者」
供應，該「假設性獨占者」可將產品價格「微幅但
顯著且非暫時性」提高，且不必 擔心交易對象會
以其他性質或功能相近產品替代，或其他潛在供應
商會轉換產品線加入競爭，則可認為該「產品市場」
已被適當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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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路經濟來說，「產品市場」的傳統定義，顯然
太過狹隘。換言之，所謂「產品」不只是既有市場
各類性質或功能相近的替代品，甚至應包括可能超
越既有產品功能的「未來產品」，例如︰Lotus 1-
2-3取代VisiCalc，Excel又取代Lotus 1-2-3；
Word Perfect取代Word Star，Word又取代Word 
Perfect，即為典型案例。同樣地，當前的多媒體
隨選視訊、數位家庭電腦將取代一部分有線電視市
場。這些新產品、新服務的問世，都是市場動態競
爭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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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微軟案例中，為微軟辯證的經濟學者認為，視窗
作業系統與瀏覽器應用系統應屬不同市場，且視窗及
瀏覽器軟體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因此微軟公司將IE
瀏灠器軟體免費整合於視窗作業系統上一併出售，並
非反托拉斯的搭售行為。尤其基於資訊、通信、電腦
科技創新及其市場特質，政府不宜以狹隘的傳統經濟
觀點看待新經濟的發展，更不宜過度干預業者軟體設
計、價格訂定及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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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網路經濟的市場競爭格外重視智慧財產權的
授予及保護，以確保創新研發投入大量心血的應享
權益，並有效遏阻新參進者出現，進而導致既存事
業傾向獨占。
因此，競爭政策執法者必須擴大調整對市場定義的
傳統認知，亦即以「是否構成創新進入障礙」取代
一般對於市場進入障礙的看法。同時，以長期科技
發展曲線分析取 代定點式市場占有率分析，以納入
全面競爭動態。所謂「全面競爭動態」分析，應包
括網路結構內競爭、不同網路結構間競爭、越過現
有科技的創新競爭三個層面。

225



具體而言，競爭政策應側重研判市場上足以妨礙替
代科技或先進科技研究與發展的因素，此包括研發
設施是否有限、大多數或主要關鍵性研發設施是否
被特定產業掌握、特定產業對於發展替代技術是否
具有獨占性掌控、新科技產品配銷通路是否不足等。
這些新的市場研判要件，才是網路經濟環境下競爭
政策應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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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不當獲取或維持獨占力的判斷，也屬競爭政策
重要環節。基本上，廠商獨占力取得模式有：所屬
產業具自然獨占特性、經由人為法律授予、廠商掌
握關鍵原物料或 零組件、藉提升本身競爭力達到
規模經濟、透過市場力量的不當使用。其中前四種
獨占模式較無爭議，但第五種模式非難性較高，有
違反競爭法之虞。

227



因此，面對網路經濟市場的特殊屬性，除傳統思維
判斷與區別之外，必須顧及上述不同差異，且另行
加入網路效應、正向回饋等新的考量因素。唯有透
過這些因素的分析，方可研判廠商市場獨占力是來
自排他行為，或本身產品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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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嚴酷競爭與高度變遷的新興科技
市場，即使擁有市場力量也須考量永續經營策略，
以因應外來的不斷挑戰。此種策略或企圖屬於競爭
的一種常態，未必具有爭議性，競爭法主管機關研
析相關案例，不宜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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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網路經濟或所謂新經濟已帶給競爭政策許多
前所未有的新挑戰。面對數位科技的急速發展與匯
流整合，產官學研各界仍處於探索階段。如何找出
最符合台灣利益的競爭策略（此策略可能截然不同
於歐美日先進國家或中國、印度等後進國家），我
們必須審慎以對。其中是否需要考量本土市場的經
濟規模及企業特性？均值得特 別關注與研析。

230



231



Document Code: CDOC20170714002 

Publication Date: Jul 2017 
 

 
Check out MIC on the Internet! 
http://mic.iii.org.tw/intelligence 

 

 

 

產業研究報告 

從電業法修正看綠能業者發展契機 

 
前言 

歷經二十餘年的電業法修法僵局，終於今年一月十一日三讀通過，一月二十六日生

效，可謂我國能源轉型之重要里程碑。本次修法乃是在落實非核家園的願景下，以「綠

電先行」為策略，在一至兩年半內，將發電廠與輸配電網會計分離，廠網分工；預計

六至九年實質廠網分離。預期此一電力市場改革，將能活絡國內綠能市場與產業發

展，帶來多元效益。本文首先簡述此次電業法修正的內涵與效益，接著探討綠能業者

的重要發展契機，期能協助業者掌握可行方向與因應途徑。 

許志義  柳育林 

Green Energ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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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修正內涵與效益 

電業法修正內涵即為綠電先行 

價格是市場參與者進行決策判斷的重要指標，而正確的價格訊號是由多元供給與需求

彈性交互決定的。目前我國電力市場屬獨占型態，電價由政府管制訂定，長期缺乏市

場機制，導致電力資源缺乏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也就是說，由於現

有的電力市場，供給面無法反映出即時的供電成本，需求面電價又被管制，所以供電

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MC）無法等於市場的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

MR）。而本次電業法修正的重點「綠電先行」，就是在一至兩年半內，開放再生能

源市場至少四種營運模式： 

一、 直供：由再生能源發電業直接配置專線供給用戶，但超過政府設定之門檻者需

提供備用容量。現階段擬議中之門檻值，陸域風力為 10MW，離岸風力為

20MW，其他再生能源為 5MW。 

二、 代輸：再生能源發電業透過台電電網傳輸給用戶，並支付合理的電網傳輸費。 

三、 再生能源售電業收購：開放再生能源售電業，銷售綠電給用戶。 

四、 公用電業收購：依政府核准之再生能源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s，FIT），由

台電統一收購。 

 

圖一、電業法修正案之電力市場架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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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MIC 整理，2017 年 7 月 

 

上述多重選項，雖然未能如國外即時呈現動態電價，但仍較過去傳遞更多面向且相對

精確的價格訊號，有助於增進電力資源配置效率，預期可活絡國內綠能市場與產業發

展；在綠電市場解制、鬆綁與運作順暢後，也將有利未來第二階段（六至九年後），

非再生能源電力自由化的推展。換言之，「綠電先行」若能落實其市場自由化，預期

效益可謂相當多元。 

 

電業法修正可望帶動多元效益 

首先，在綠電市場機制運作下，可由更多元且相對精確的價格訊號來導引資源分配，

包括日前（Day-Ahead）電價、日內（Intra-Day）電價、輔助服務（Ancillary Service）

電價、代輸（轉供）電價、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DR）電價等。這些不

同的電價，反映出電力市場應有的不同產品服務之價格，而上述特徵正是過去市場所

欠缺的重要訊息。若政府有關單位能藉此綠電市場小規模開放（2016 年扣除水力發

電後之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為 3.6%，太陽能加風力發電僅占 1.8%），合理揭露各種電

力服務之價格訊號，適度反應市場誘因，將有助於整體電力市場之健全發展。舉例來

說，大台北地區尖峰時段若干區域配電壅塞呈現瓶頸，在此情況下，輔助服務電價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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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將會即時升高，吸引該區域之更多用戶獲得經濟誘因，以直供或代輸方式提供分散

式電源，舒緩供電壅塞之困境。 

再者，由於再生能源售電業可與公用售電業相互競爭，為了博取顧客青睞與提高用戶

滿意度，綠電在前述之多元競爭管道下，會如同一般商品，配合贈送點數、折扣或折

價券等各種行銷手法，爭取用戶認同，這已是歐、美、澳、日等國電力市場自由化後

之普遍現象。只不過台灣因為傳統電力市場未能開放競爭，因此一至兩年半期間內，

預期只能看到綠電市場方有上述現象。 

也許讀者會問，為何先進國家沒有採行電力市場改革的「綠電先行」？答案是：這些

國家的電力市場，絕大多數是在再生能源崛起之前，早已實施電業自由化，其中也包

含了綠電自由化。故此，自然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綠電先行」了！ 

值得一提的是，從關注這些先進國家的發展就可以發現，屬於競爭市場、具有風險與

用戶互相獨立的非公用電業（Non-Utility Generation，NUG），其成長速度已大幅

超過屬於管制市場的公用事業，發電占比愈來愈大；此趨勢也會出現在台灣。換言之，

即使是屬於公用事業的台電發電廠，以及九家民營電廠，在下一階段的廠網實質分離

下，也很可能轉變為非公用事業，用戶可能不再概括承受業者的投資風險，需有市場

競爭意識。 

此外，我國過去既無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綠電政策起步也較晚，在 2025 非核家園的

願景下，建構一套有效的綠電市場機制可說刻不容緩，亦可視為下一階段非再生能源

電力自由化的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也就是建構一個風險規模可控的

環境，提供業者施展商業模式，並與監管機關共同解決過程中可能的監管與法制面等

議題，作為未來走向全面自由化之驗證機制。當然，這是政府有關單位的關鍵任務。 

 

綠能業者發展契機探討 

搭配綠電先行政策，綠電憑證已然登場  

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國終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發行第一批共 268 張再生能源憑證（每

張 1,000 度），並於 6 月 29 日發行第二批共 2,276 張憑證，累積相當於 254.4 萬度

綠電之規模，不但可視為減少 1,346 公噸碳排放之證明，也是目前電業法修正後最為

具體之舉措。上路四年多的綠色電價認購制度，截至五月底前的認購規模也逼近萬

戶，其策略性使命亦已達成。 

再生能源憑證，為第三方公正單位（我國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立之再生能源憑證中

心統籌）驗證再生能源設備及發電量後，所核發的綠電身分證，目前包括歐盟、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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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度、澳洲等地區都已推動相關制度。回顧我國政府憑證的推動緣由，除了擴

大再生能源使用、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外，減緩我國產業來自 Google、Apple 等國際

大廠綠色供應鏈的壓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對應「綠電先行」不同的供應情境，未來再生能源憑證至少會有四種運作機制，值得

業者關注： 

一、 直供綠電之發電業者申請憑證，供應用戶時附加憑證證明。 

二、 代輸綠電之發電業者申請憑證，供應用戶時附加憑證證明。 

三、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申請憑證，批發販售給再生能源售電業，販售用戶時附加憑

證證明。 

四、 自發自用再生能源業者，可申請憑證，並可透過憑證仲介商，將其販售給環境

效益之需求者。 

如此，即可進一步突顯再生能源憑證至少三大效益： 

一、 產業發展效益：也就是可增加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以及自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擁有者之營收，進而活絡整個綠能生態體系，亦即增加再生能源所有權與使用

權分拆與交易之彈性與流動性性（Liquidity），強健綠能產業之發展。 

二、 環境外部效益：亦即將太陽能、風力等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等汙染之「環境附

加價值」市場化，並具備可移轉性，增進環境效益的流動性。 

三、 企業形象效益：可視為購買再生能源憑證的企業，對其產品生產過程中降低環

境衝擊程度的身分證，有助其形象的提升與業務之拓展，甚至作為行銷國際之

護照。 

總結而言，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的持續推動與完備，不僅具有環境外部效益與企業形象

效益，也是我國綠能業者發展的一項重要利基，是業者值得留意的關鍵議題。 

 

當綠能發電成本下降，產消合一大勢所趨 

除了鴨子曲線值得關注之外，電表後端（Behind-the-meter）之生產與消費合一的

分散式發電系統，其角色與功能也愈來愈重要。首先，伴隨著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快速

下降，跨越所謂市電同價（Grid Parity）的黃金交叉點時，其市場意涵為：再生能源

設施不再需要依賴 FIT，即可回收其投資成本。在此情況下，任何電力消費者都有經

濟誘因，在屋頂或土地上安裝再生能源設備，自行發電取代市電，因為其發電投資成

本相較於向電網購電所付出的電價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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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過去以用電為主的消費者（Consumer），也可能在屋頂上建置太陽能系統，

成為發電的生產者（Producer），進而角色轉換為產消者（Prosumer）。簡要來說，

也就是可在地自產對環境相對友善的「綠色能源」，減少白天尖峰時段向電業購買的

「灰色能源」，甚至將其反饋至電網供他人使用。如此，不但對用戶來說是最積極的

節能與節費手段，亦能減緩電業尖峰負載，以及擴建輸配電設施經常遭受環保抗爭之

壓力。 

近年太陽能發電成本就有著不斷下滑的趨勢。以美國來說，根據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

和可再生能源辦公室（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EERE）指出，

其商用太陽能發電成本，已由 2010 年每度電（kWh）0.34 美元大幅降至 2016 年毎

度電 0.13 美元，目標 2020 年降至 0.07 美元，2030 年跌至 0.04 美元；住宅太陽能

發電成本方面，亦由 2010 年每度電 0.42 美元大幅降至 2016 年毎度電 0.18 美元，

目標 2020 年降至 0.09 美元，2030 年跌至 0.05 美元。 

而這段期間大幅下降之原因，首要歸功於太陽能硬體成本的下滑；美國 SunPower

創辦人 Richard Swanson，就提出所謂太陽能領域的摩爾定律-「Swanson's Law」：

當太陽能累積安裝量倍增時，太陽能模組成本就會下降兩成。根據美國能源部國家再

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NERL）指出，2015 年

美國太陽能模組占整體系統成本比重，僅剩三至五成左右。 

除了國際市場的拓展，台灣在各項政策的實施輔以綠電自由化的推動策略下，國內分

散式電源乃至產消合一的發展商機，究竟預期有多廣多大，值得業者深入挖掘。目前

政府 2025 年地面太陽能系統之建置目標為 17GW，屋頂太陽能為 3GW，預計帶動

投資額達 1.2 兆元，產值 3,400 億元，促進就業人數將達到 3.4 萬人；而相應的政策

手段，比如中央政府推動的「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台東縣政府提出的「屋頂綠能、

照耀台東」計畫等，都有助於 2025 年目標之達成。但另一方面，影響目標達成的舉

措亦所在多有，如近年台南市農業體系「無差別式」廢除農地溫室、網室太陽能系統

的建置許可，將可能將造成銀行產生 130 億元的呆帳、業者相繼倒閉等問題，政策

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風力方面，目前政府 2025 年陸域目標為 1.2GW，離岸目標為 3GW，預計帶動投資

額 6,135 億元，產值 1,216 億元，促進就業將達到 1.9 萬人；而相應的政策手段，如

離岸風電提供高躉購費率，吸引廠商爭相申請，目前二十幾案若全數申設將突破

10GW 裝置容量，遠超過 2025 年 3GW 之目標。但另一方面，由於離岸風電前置資

金龐大，我國業者也缺乏風電關鍵技術，目前僅期望能在與外商的合作下「以市場換

技術」；再者，目前離岸風電的可併網容量、海上變電站興建、碼頭用地、場域的環

評、海事工程發展等課題，都需仰賴政府協助解決。 



從電業法修正看綠能業者發展契機  Jul 2017 

©2017 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CDOC20170714002 

6 

故此，除了需仰賴政府實行一致性的政策，持續協助解決各項難題以外，業者更需密

切注意相關政策之動向，掌握商機並避免重大損失。 

 

若綠能發電占比提高，鴨子曲線或將顯現 

鴨子曲線顯現帶來兩大課題 

當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愈高，在達成特定條件下即會顯現所謂鴨子曲線（Duck Curve）

的現象，夏威夷歐胡島（Oahu）、美國加州等地都已出現。圖二是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2012 年與 2017 年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日前電價示意，可看出短短五年

電價模式就產生三個明顯地差異，進而塑成鴨子的形貌。以下分別探討其差異形成的

兩大課題。 

 

圖二、南加州 2012 年與 2017 年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日前電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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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lifornia ISO，MIC 整理，2017 年 7 月 

 

首先，兩個年份早上八點至晚上六點的對比，就突顯出鴨子的「大肚腩」。2017 年

十點起電價甚至降到負的，下午一點半達到低點，直到四點半左右才回到正值。上述

這段期間是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發電之高峰期，其邊際成本趨近於零，而停下機組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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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成本相對更高；若待電價回到正值時重新並聯，第一個單位的邊際成本又相對增

高。所以廠商寧可免費，甚至以負的現貨價格（Spot Price）出售，對比停機的損失

是相對較低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段期間邊際成本相對較高的基載機組由於無法

停機（如圖三），被迫免費甚至倒貼給用戶，損失就更為明顯，致其財務報表獲利率

都相對下降。 

 

圖三、南加州 2017 年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發電結構按不同來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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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lifornia ISO，MIC 整理，2017 年 7 月 

 

其次，鴨子曲線的另一課題就是傍晚的「鴨脖」與早上的「鴨尾」，其中又以前者影

響較大。從圖二可發現 2017 年下午四點半開始的三個小時內，也就是太陽能等再生

能源發電量急速下降的時段，市場電價轉正並快速增高，反應出電力調度必須迅速負

載追隨（Load Following）的課題。 

進一步合理推斷，由於四點半左右太陽能發電量，因接近傍晚夕陽日照不足而迅速遞

減，整體電力供給逐漸出現缺口，開始調度「進口電力」補足短缺之電量，反映出進

口電力的邊際成本，市場也隨之出現正向電價；這可同步對照圖三加以印證。此外，

火力發電量自晚上七點鐘起顯著增加，而該時點每千度（MWh）電價已達約 40 美

元，並在短短半小時內達到約 55 美元，合理推論該時段市價急速攀升之主因，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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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尖載火力發電邊際成本的激增。再生能源亦可在電價轉正時獲得營收，攤提折舊

費用，甚至可能在晚上七點半時獲得超額利潤。 

值得一提的是，晚上八點鐘起至清晨四點，扣除白天太陽能的再生能源發電（如風力、

生質能與地熱等），仍可達到約 4,000MW 的供應總量，其對整體的穩定供電不容小

覷。這顯然與認為「再生能源只能當作輔助電源，甚至是跑龍套角色」之論點背道而

馳。至於清晨四點半至早上八點的「鴨尾」，其曲線背後的市場供需意涵亦可解讀如

上，只不過其火力發電供給量係微幅減少而非增加。 

兩大課題亦隱含著市場機會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調度的彈性（Flexibility）與韌性（Resilience）已逐漸成為電力

市場核心價值與競爭能力，需思考如何在鴨子曲線下保有靈活控制負載之能力。引申

來說，上述問題的顯現反而對儲能與需量反應發展有利，也就是若能在「大肚腩」這

段期間透過儲能蓄電，在「鴨尾」與「鴨脖」的時段釋放電能或透過需量反應有效控

制負載，不但可因應上述課題，更可穩定獲利空間。長期來看，也會鼓勵需量反應聚

合商（Aggregator），甚至是微電網出現，也就是將再生能源跟中央電力系統進行

區隔，形成類似像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VPP）這種具備充分彈性與韌性，

供給面與需求面虛實整合之架構。 

由於「綠電先行」與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等政策推動，未來我國也很可

能，甚至很快顯現出鴨子曲線的樣貌；加上台灣是孤島，電力無法賣到海外，缺乏調

整鴨子曲線的輸出管道。更何況遇到元旦、農曆新年連假、冬季白天缺乏空調負載（尖

峰負載近年均出現在晚間）等情境，若是風和日麗陽光普照時，太陽能發電占比可能

高達五成以上。到了傍晚太陽西下，電力需求又急遽上升，鴨脖上升的曲線將更明顯，

需更加仰賴需量反應、儲能（含抽蓄水力）等配套予以因應，相關課題與商機都值得

業者關注。值得一提的是，從 2017 年我國春節白天的系統負載約在 16.5GW 至

18.2GW 之間，但傍晚五點至六點便從約 17.5GW 急遽飆升至 19.5GW，直到晚間

九點半方有明顯下滑的走向，即可知道前述說法確有所本。 

 

綠能業者創新因應途徑 
政策法規的鬆綁與電力市場自由化，必然能帶給業者更多創新的空間與活力；電業法

修正，在面對上述各種發展契機下，無論未來電價是漲或跌，業者只需不斷精進技術

改善的基本面，健全經營體質與增進創新能量，便有助於保有其市場競爭優勢。具體

言之，在電力市場結構逐漸改變下，業者應關注的核心課題是「改善既有系統的效

率」，或是「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這兩個課題對同一業者而言，顯然是相互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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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與資源互斥。業者必需具備獨特的眼光洞見，在各自面臨的不同市場環境與產業生

態系中，定位自身與時俱進的角色。 

若套用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的創新三大類型，「改善既有系統的效率」就屬於

其中兩種。第一種是效率創新（Efficiency Innovation），比如調整或精簡生產、運

輸、回收的流程，不停的提升效率，降低價格；第二種是持續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也就是對應既有市場的主要客群的需求，持續進行產品服務的完善，

進而可取代既有的產品服務。「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屬於市場創新

（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s）的面向，是透過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來創造新的市場，或是鎖定既有市場上相對低階的目標客群。 

下面即據此歸納幾點建議，提供業者參考。首先，對於創客（Maker）與能快速轉型

的業者，建議及早準備迎接再生能源市場的開放，以及帶動五至十年內台灣電力市場

風貌的典範移轉，走向市場創新，將能源管理、需量反應、分散式電源、儲能系統整

合與連結，發展虛擬電廠這類具備充分彈性與韌性之架構，追求需求端負載能夠追隨

再生能源發電之起伏高低，完備能源互聯網（Energy Internet）之生態體系。這類

型的業者，就包括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uilding EMS，BEMS）、工廠能源管理系統（Factory 

EMS，FEMS）、區域能源管理系統（Community EMS，CEMS）、儲能系統、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電動車與區塊鏈等業者。 

對於已經投入，且無法快速轉型的業者，其建議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比如基載電

廠、汽電共生、獨立發電廠（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IPP）等業者，可以

跟儲能、電動車等業者進行策略聯盟，持續進行產品服務的完善。綠建築、節能建築、

智慧建築與零碳建築，也是其他綠能業者可以專注的持續創新途徑。第二種，比如發

電業者可進一步自動化、精簡人事、改善流程等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實現效率創

新。但傳統發電業者如火力電廠，效率創新基本上已經達到極致；而連結前述鴨子曲

線與分散式發電成本下降等趨勢，擴充廠房恐非長久之策，故此建議朝往持續創新的

方向邁進。 

值得一提的是，風力發電不但是我國綠電發展的重中之重，風機更是典型的物聯網應

用；然而不僅機組本身成本高昂，運輸成本也高，建置、維護更需考量各種環境因素，

在地化風力發電產業的發展可謂刻不容緩。故此，除了需仰賴政府持續協助解決各項

課題外，業者可成立或加入如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Wind-Team）、離

岸風電海事工程產業聯盟（Marine-Team）等策略性聯盟，帶動產業關聯效果，走

向軟硬整合：例如結合內外部大數據，藉由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術精

準預測發電波動起伏、協助進行預測性維運（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等創新應用，相關商機值得期待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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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電業法修正綠電先行，可望能帶動多元效益 

電業法修正通過後，因攸關民生電價漲跌受到各界矚目。該次修法將發電廠與輸配電

網會計分離實現廠網分工，「綠電先行」的策略會帶給用戶多重選項，包括直供、代

輸、再生能源售電業收購、公用電業收購等至少四種營運模式，將可活絡國內綠能市

場與產業發展，傳遞更加精確的價格訊號，有助於導因再生能源電力資源分配，預期

效益可謂相當多元。 

首先，可由更多元且相對精確的價格訊號來導引資源分配，日前、日內、輔助服務、

代輸等各種不同的電價，反映出電力市場應有的不同產品服務之價格。若政府相關單

位能藉此次相對小規模之綠電市場優先開放，合理揭露各種電力服務之價格訊號，適

度反應市場誘因，將有助於整體電力市場之健全發展。再者，綠電在前述之多元競爭

管道下，會如同一般商品，配合各種行銷手法，爭取用戶認同。在綠電市場解制、鬆

綁與運作順暢後，也將有利未來第二階段（六至九年後），非再生能源電力自由化的

推展。 

最後，先進國家的電力市場，絕大多數是在再生能源崛起之前已實施電業自由化，其

中也包含綠電自由化，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綠電先行」；而非公用事業成長迅速，

發電占比愈來愈高，更已是世界潮流。總而言之，此次修法是我國電力市場改革的開

端，意味著電力市場即將產生質變，值得肯定與期待。 

 

電業法修正綠電先行，業者需掌握發展契機 

首先，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已發行 2,544 張，累積相當於 254.4 萬度

綠電之規模，是目前電業法修正後最為具體之舉措。對應憑證未來至少會有的四種運

作機制，再生能源憑證不僅具有環境與市場效益，也是我國綠能業者發展的一項重要

利基，為業者亟需掌握的關鍵議題。 

第二，伴隨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快速下降的趨勢，具備經濟誘因之電表後端生產與消費

合一的分散式發電系統，其角色與功能也愈加重要。而對應「綠電先行」與 2025 年

再生能源各項建置目標，不但需仰賴政府竭力實行一致性的政策，持續協助解決各項

課題以外，業者更需密切注意相關政策之動向，掌握國內分散式電源乃至產消合一的

發展商機，並避免重大損失。 

第三，由於「綠電先行」與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等政策推動，加諸孤島

的地理條件，以及農曆新年、元旦等白天用電負載很低的情境，未來我國也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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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很快顯現出鴨子曲線的樣貌，包括傳統用電高峰時段浮現的「大肚腩」，以及後

期的「鴨脖」與「鴨尾」，調度的彈性與韌性勢必成為電力市場核心價值與競爭能力，

需更加仰賴儲能、需量反應，以及微電網等內在條件因應，相關的課題與商機都值得

業者緊密關注。 

電業法修正綠電先行，業者可發展創新營運模式 

政策法規的鬆綁與電力市場自由化，必然能帶來業者更多創新的空間與活力；而不斷

精進技術改善基本面、健全經營體質與增進創新能量，更有助於保有其市場經爭優

勢。故此，對於創客與能快速轉型的業者，建議及早準備迎接再生能源市場的開放，

以及帶動五至十年內台灣電力市場風貌的典範移轉，走向市場創新並發展虛擬電廠這

類具備充分彈性與韌性之架構，完備能源互聯網之生態體系。對於已經投入，且無法

快速轉型的業者，除了效率創新，可以朝往與能源互聯網業者進行策略聯盟等持續創

新之途徑因應。 

總結而言，電業法修正，在面對上述各種發展契機下，業者可憑自身的條件來決定適

合的因應途徑，重新思考六管（產、銷、人、發、財、資）的流程，並同時考量「營

運疆界」的調整。而調整的方向，自然就是「改善既有系統的效率」，發展效率創新、

持續創新；抑或是「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走向市場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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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詞縮寫對照表 

BEMS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DER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R  Demand Response 

EERE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FEMS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IT  Feed-In Tariffs 

HEMS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IPP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MC  Marginal Cost 

MR  Marginal Revenue 

MWh  Megawatt Hour 

NERL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VPP  Virtual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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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名詞對照表 

配置效率  Allocative Efficiency 

輔助服務  Ancillary Service 

電表後端  Behind-the-meter 

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區域能源管理系統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日前  Day-Ahead 

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 

破壞式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鴨子曲線  Duck Curve 

效率創新  Efficiency Innovation 

能源互聯網  Energy Internet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

能源辦公室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工廠能源管理系統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Feed-In Tariffs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獨立發電廠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日內  Intra-Day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邊際收益  Marginal Revenue 

離岸風電海事工程

產業聯盟  
Marine-Team 

市場創新  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s 

每千度電價  Megawatt Hour 

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非公用電業  Non-Utility Generation 

預測性維運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產消者  Prosumer 

監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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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價格  Spot Price 

持續創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 

虛擬電廠  Virtual Power Plant 

離岸風電零組件國

產化產業聯盟  
Wind-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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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　　論

伴隨著萬物互聯的物聯網時代來臨，現實

世界的數位化逐漸實現；而透過感測器、無線

射頻識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條碼讀取機等感知方式獲取之海量數

位資料，充分應用將可帶來龐大的效益，實現

數據經濟之價值。舉例來說，2000年美國政府

將衛星GPS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資料開放給民間使用，截至2011年估計

已帶動經濟成長達900億美元之規模。而臺灣

自2011年推動開放政府資料，2013年4月建置政

府資料開放平台Data.gov.tw，並於9月成立Open 

Data聯盟，爾後亦不斷增進資料開放品質與深

化推動策略，期望透過資料分享、資源整合與

產業合作，促進Open Data加值應用服務之發展

與推廣；截至2016年6月底經濟部工業局已輔導

38家企業，帶動近131萬人次使用，估計企業投

資與營收已達4.77億元。而2016年8月8日臺灣

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法人機關，統計之開放

政府資料集已達18,214筆，其領域涉及國土、

災防、食品、交通、衛生、文化與能源等。

另一方面，有鑒於美國智慧揭露政策所建

置之Green Button資訊平台，以及第三方業者

透過用電數據發揮之成效，美國已有超過七十

家電力公司可提供用戶可隨時掌握用電資料之

服務，也可授權第三方加值利用，例如從龐大

資料中提供貼近消費者的推薦選項清單，創造

更多商機與附加價值，這就是當前數位經濟體

制下「智慧揭露」的成功案例。其次，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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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加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與大數據(Big Data)發展，實現數據經濟(Data Economy)價

值，各國相繼推動開放資料(Open Data)，進而有所謂智慧揭露(Smart Disclosure)政策的推展，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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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之關鍵要素，進而提供產官學研各界相應之建議，期望電力使用等數據可被善

加運用，衍生豐富的經濟與環境效益。研究結果顯示，智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的關鍵要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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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國際能源資通訊與節能改善法制政策分

析報告中指出，實際能源消耗及成本的資訊與

回饋，將可使用戶更加注意其自身的能源消費

行為，並且形成其節能之動機；而不同型態的

回饋機制經過實證後更顯示，可達到超過10%

的節能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 (尤其是電力 )往往

具有無敵對性、弱排他性的集體消費屬性，

例如公共場所的照明、電梯、冷氣等用電，

均具有準公共財的外部性。在此情況下，個

別消費者並無積極節能減碳的誘因。因此推

動用電數據的智慧揭露，除了能讓社會各界

「透視」各場域之能源使用效率之外，更可藉

由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誘發創客(Maker)

之創意發想與創業創新，導入各種致能科技

(Enabling Technology)，包括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ome Energy Management, HEMS)、建築能源

管理系統(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社區能源管理系統(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消費者也能夠參

與這場全民賦權(Empowerment)的節能減碳公

民行動。

然而，儘管我國電力公司已於2016年9月

推出「高壓用戶服務入口網站」，提供高壓用

戶相關之用電數據分析服務，但尚未開放授權

給第三方業者加值利用，其衍生之經濟與環境

效益仍尚待挖掘。其次，我國電力尖峰負載超

過五成來自於約1,300萬低壓用戶，顯見其服

務之發展缺口與潛力；低壓智慧電表基礎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的普及

也是近年政府的重要推動方針。其他如年初通

過的電業法修正案，也是推動智慧揭露的驅動

力量之一。

故此，為釐清智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

之關鍵，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QRM)，首先簡述開放資

料、個人資料與智慧揭露之關聯，以及美國、

英國、澳洲與歐盟之智慧揭露政策。接著，研

究智慧揭露之三個電力服務個案，包括Green 

Button、Opower與Tendril。第三，透過前述政

策與個案之研究，歸納智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

務之關鍵要素。最後，總結本文主要發現，並

針對政府、產業與學研界提出相應之建議。

2. 各國智慧揭露政策探討

2.1  開放資料、個人資料與智慧揭
露之關聯

根據Open Data聯盟之定義，開放資料

意指可被任何人自由使用、重複使用與散布

之資料，最多僅能要求使用者註明資料來源

與所有人。國際研究機構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 2013)在2013年出版之「開放資

料：以流動資訊釋放創新力和效率(Open Data: 

Unlocking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Liquid Information)」研究報告中指出，開放資

料為任何人可取得、免費使用、無使用限制且

為機器可讀(Machine Readable)之資料格式，其

領域涵蓋交通運輸、教育、消費產品、電力、

石油瓦斯、醫療照護及消費金融等七大領域，

透過此開放資料全球每年預估可產生3.2兆至5.2

兆美元的經濟價值。

網際網路創始人Tim Berners-Lee於2010年

提出開放資料之五星級設計(5-Star Open Data 

Scheme)，針對開放資料的格式加以規範及分

級，目的在於以中立性的標準評估開放資料品

質，其分級說明參見表1。

其次，開放資料中包含開放政府資料及涉

及個人資料(My Data)之部分。開放政府資料根

據Data.gov.tw定義，為政府各機關於職權範圍

內，取得且依法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包含文

字、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 

Data)等，以電子格式將資料公開於網路上，提

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

者，依其個人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而開放資

料中涉及個人資料之部分，為維護個人隱私，

僅供個人自行下載利用或以機器可讀格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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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授權後，才可提供第三方服務公司使用其

個人資料，利用資通訊技術應用來發揮其資料

價值。

而本文所探討之智慧揭露理論基礎，可

由Stigler (1961)提出之資訊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加以闡述。Stigler認為產品資訊內容

會對經濟活動及消費者購買決策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若供需買賣雙方在資訊不透明、不完

全、不對稱的情況下，擁有相對較多資訊的賣

方往往會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造成市

場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的後果。在此情

況下，政府可規範賣方揭露關鍵資訊，確保消

費者權益，降低資訊不對稱之影響。

最後，Gerety, A. & Raseman, S. (2016)在

What Counts一書中提到開放資料、個人資料

及智慧揭露，此三者的關聯是社會未來發展的

重要趨勢。開放資料與個人資料的揭露都須適

當，才可保障個人隱私。而透過智慧揭露使個

人資料合理公開，將可實現消費者賦權之理

想。具體而言，一者是消費者決策相關之開放

資料，如大學畢業率之數據；另一者為消費

者相關之個人資料，如民眾自身電力之使用數

據，讓用戶查詢他們的能源(水、電、天然氣

等)使用情形。而藉由適當的智慧揭露，將資料

透過分析技術加值應用，即可建構有利於消費

者決策之工具，也就是所謂的選擇引擎；例如

美國知名房地產資訊網站Zillow (Zillow, 2017)

與Trulia (已於2014年被Zillow收購)，其利用政

府開放資料開發之加值應用平台，即可有效幫

助消費者做出適合居住在哪一地區，或哪一城

市的最佳決策。

2.2 各國智慧揭露政策概要

(1) 美國

美國在2011年9月提出智慧揭露之概念：

即時發布複雜且標準化之機器可讀資料，使消

費者和創新者可藉此構建工具(即選擇引擎)，

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策。另一方面，

2013年5月美國白宮發表「智慧揭露與消費者

決策(Smart Disclosure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USA, 2013a)的報告中，提到資訊

必須要適度並聰明的揭露；如果資訊缺乏妥善

處理，消費者的隱私便有可能被侵犯。換句話

說，資訊揭露需要有一套優良的管理制度，區

分開放資料與個人隱私的界線，讓機器能讀取

這些資料的同時保障個人隱私權，達到幫助消

費者進行聰明決策之目的。美國政府之智慧揭

露推動方針可參見表2，而進一步的目標即是將

資料，特別是My Data授權予第三方再創附加價

值。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白宮智慧揭露小組負

責人Gurin (2013)更指出要幫助消費者做出更佳

表1　開放資料分級之五星分級說明

星級 內容

一星級 資料以任意格式在網路上公開，如PDF格式或圖檔

二星級 資料以機器可讀的結構化方式公開，如以Excel檔案取代以圖檔方式公開資料

三星級 使用開放格式取代專利性的格式，如以CSV或XML取代xls格式

四星級 開放資料需具備統一資源識別元，提供資料關鍵字連結，可直接連接資料相關網頁

五星級 開放資料本身也可以鏈結到其它資料，使開放資料之間可相互連動

資料來源：Thaler and Tucker, 2013；本研究整理

表2　美國政府之智慧揭露推動方針

資料來源
資料面向

產品服務資料 個人資料

政府部門 公開
揭露給該個人 

用戶

非政府部門
鼓勵揭露其價格 
或其它屬性資料

鼓勵揭露給該 
個人用戶

資料來源：USA, 2013a；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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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與促進市場機制的活絡，須具備以下重

要元素：行業透明度(Industry Transparency)、

提供消費資訊(Consumer Information)、利

於消費者選擇(Informed Choice)、加強競爭 

(Enhanced Competition)、企業創新、消費者可

負擔(例如少許手續費以變動成本定價)、消費

者易於接近，以及著重消費者利益。

目前美國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智慧揭露之資

訊平台：綠色按鈕(Green Button)是指用電數

據，藍色按鈕(Blue Button)是指醫療數據，紅色

按鈕(Red Button)是指教育數據，2016年4月更

推動橘色按鈕(Orange Button)計畫，亦即太陽

能相關數據之智慧揭露。

(2) 英國

英國商務創新科技部 ( D e p a r t m e n t  f o 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於2013年整合政

府、企業界、消費者團體、監管機構和貿易

機構共同組成「Midata創新實驗室」(Midata 

Innovation Lab, MIL)，鼓勵消費者公開我的資

料(Midata)，讓參與業者或機構將其擁有的消

費者資料(特別是有關交易記錄之資料)，以機

器可讀格式透過政府或企業提供的比較工具，

讓消費者可與同類的群組相互比較，更全面地

了解自身消費型態與特性，進而幫助消費者在

購置產品服務時做出更明智的決策(李科逸，

2013)。而2013年英國議會提出的「企業與管制

改革法案(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EER)」，其改革核心即是為Midata政策提供適

當的法律基礎，期望提升企業的參與意願，並

給予個人足夠之保障與意願將資料釋出。

例如Midata計畫在2014年透過與各大能源

提供業者之合作，讓其將能源使用資料透過

Quick Response (QR) code的方式，提供用戶下

載，如表3。具體來說，用戶只需透過手機掃描

該能源網站之QR code，便可即時查看目前電費

支出額度及整年的能源使用資料，亦可將自身

能源使用資料授權給第三方能源服務商，能源

服務商會提供節約用電之建議，可有利於消費

者更省時有效的決策，以節省電費支出。

(3) 澳洲 

澳洲政府也有類似的政策方針。澳洲

能源市場委員會(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Commission, AEMC)在2014年提交國家電力規

則(National Electricity Rules, NER)修正案，並於

2015年9月1日澳洲能源市場營運機構(Australian 

Energy Market Operator, AEMO)公布測量資料

提供程序(Metering Data Provision Procedures)，

要求電力供應商需提供用戶CSV (Consumer 

And Third Party Readable)格式之電力使用資

料，其規範項目可參照表4 (The Australia Aemo, 

2015)。

另一方面，零售商及分銷網路服務供

應商(Distribution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DNSPs)，亦需即時提供零售消費者及消費者用

戶群代表(Aggregator)要求之的電力使用資料，

例如澳洲電力公司(Energy Australia)提供網路平

台及個人帳戶eWise，讓用戶可在平台上參與

能源管理計畫、取得即時或歷史的能源使用資

料、查看電費單繳費情形或直接線上繳費，並

提供家庭設備預約維修與保養服務。eWise能源

使用報告提供與鄰近同類型住宅用電比較圖、

監控家庭每小時用電量，並透過eWise個人帳戶

表3　英國Mitdata能源網站QR code揭露之資料項目示意

版本編號 
(Version Number)

郵政編碼 
(Post Code)

目前能源提供商 
(Provider)

開始日期 
(Start Date)

目前電費 
(Electricity Tariff)

目前電費支付方式 
(Payment Method)

電表序號 
(MPAN)

電力使用量 
(Electricity Usage)

目前煤氣費 
(Gas Tariff)

目前煤氣費支付方式 
(Payment Method)

煤氣表序號 
(MPRN)

煤氣使用量 
(Gas Usage)

資料來源：The UK government, 2014a；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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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資料，分析及分類用戶的用電型態，提供

客製化的節約用電建議。

(4) 歐盟

歐盟2006年提倡節能源服務指令(Energy 

Services Directive)，要求各成員國應提供用戶

實際能源消耗量，供消費者調控他們自己的

能源消耗。2012年10月「能源效率指令」(EU 

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更要求各成員國，應

以易懂之資料格式將當年及近年同月份用電資

料，提供終端消費者或代表終端消費者之第三

者；其次，亦要求在裝設智慧電表時，應提供

電表讀取管理及能源使用量監控等各種工具，

給予消費者適當的建議與資訊。

而於2014年歐盟正式啟動的「展望2020計

畫(Horizon 2020，即2014年至2020年投資800億

歐元致力於科技研究與變革創新)」，其2016-

2017年之工作計畫中就涵蓋消費者賦權與智慧

揭露之能源相關研究，計畫目標及重點包括：

(1)推動以資通訊技術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激勵

能源終端用戶改變能源使用行為，達到節能之

目的。(2)允許第三方在不影響終端用戶之舒適

度下，開發或設計應用程式提供節約能源之解

決方案。同時，利用終端用戶之能源資料，發

展客製化之資訊平台、應用程式或服務模式。

舉例來說，Efergy能源管理公司在歐洲提

供住宅無線用電監測器，監測住宅溫度、濕

度、能源消耗瓦數及電力花費，並提供WIFI

智慧插座使用戶可利用智慧型手機控制家庭電

力設備之開關。2014年10月Efergy進一步開發

Engage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用戶每日、每週

及每月的能源使用資料下載，以及相應之可視

化的圖表分析與能源使用報告。

2.3 小結

上述各國智慧揭露政策整理如表5。總結

來說，各國智慧揭露政策之目標大致可歸納如

下：(1)提升消費者決策品質：在保障消費者隱

私與資訊安全之前提下，讓其可透過揭露之資

訊或相應之選擇引擎，更全面地瞭解自身消費

需求，進而做出更佳且更有效率之決策。(2)

促進企業創新發展：企業可利用智慧揭露之

資料，提供消費者有助其決策之創新服務與工

具，進而提升消費者信賴度、提高競爭優勢與

創造商機。(3)更廣泛之效益：透過鼓勵用戶公

開個人資料，或有助於消費者決策之創新服務

與工具不斷推陳出新，使用戶與企業能更大地

發揮資料價值，進而創造更廣泛之效益。

各國智慧揭露政策皆在確保消費者隱私及

資訊安全的前提下，以機器可讀之格式揭露資

料，以達資料格式統一，使資料能夠在不同平

台或開發工具上機器可讀且互相溝通。表 6為

整理美國、歐盟、義大利及英國，在能源、建

築、電力、天氣及人口調查資料等，不同領域

中所規範揭露資料之電子格式。

3. 電力服務個案研究 

3.1  Green Button：智慧揭露節能
資訊平台

Green Button是美國智慧揭露節能資訊平

台(Green Button, 2016)，其核心目的在於提供

表4　AEMO要求電力供應商提供之電力使用資料規範項目

電力使用資料類型 規範項目

累計型
國家測量指數(National Metering Identifier, NMI)、智慧電錶編號、測量單位
(Unit of Measure, UOM)、能源使用起迄日、一般供應使用量、控制負載使用
量(Controlled Load Usage)、發電量(Generation)

特定區間型
除顯示累計的測量資料外，還包含最大需量(Maximum Demand)，並提供平均
每日負載曲線圖

資料來源：The Australia Aemo. 2015；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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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簡單易懂的能源使用資訊，讓消費者

可以便利地獲取自己的能源詳細使用資料，

進而減少在能源帳單的支出。基本上，Green 

Button具有以下特性：(1)提供透過智慧電表蒐

集之用戶電力使用資料，用戶可以藉此資料分

析自身的用電情形，如分析有哪些用電是不必

要的、如何節省電費等。(2)在Green Button的

標準規範下，不會含有任何個人直接隱私方面

的資料(如住址、身分證ID等)，而只有電力使

用資訊；然而此資訊可掌握用戶的起居作息，

表5　各國智慧揭露政策整理

國家 說明

美國

●  以即時發布複雜且將標準化之機器可讀資料，使消費者和創新者可藉此建構工具，
幫助消費者做出更明智的決策；美國白宮智慧揭露小組負責人更指出行業透明度、
提供消費資訊、利於消費者選擇、加強競爭、企業創新、消費者可負擔、消費者易
於接近、著重消費者利益等之重要性。

●  在其政策推動方針下，目前美國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智慧揭露資訊平台，如Green 
Button即是面向用電數據的智慧揭露。

英國

●  Midata計畫以機器可讀格式與確保資安與隱私的前提下，鼓勵消費者公開其Midata，
透過政府或企業提供的比較工具，讓消費者更全面地了解自身消費型態與特性，做
出更明智的決策。

●  例如在2014年透過與各大能源提供業者之合作，讓其將能源使用資料透過QR code的
方式提供用戶下載。

澳洲

●  AEMO於2015年要求電力供應商需提供用戶CSV格式之電力使用資料，DNSPs亦需即
時提供零售消費者及消費者用戶群代表要求之的電力使用資料。

●  例如澳洲電力公司提供網路平台及個人帳戶eWise，讓用戶在可便捷下載並有效運用
其電力消費資訊的情況下，獲取實質效應。

歐盟

●  在「能源效率指令」要求各成員國應以易懂之資料格式，提供用電資料給消費者或
第三方，並在裝設智慧電表時提供可監控能源使用之工具，以利消費者獲取適當的
建議與資訊。

●  歐盟「展望2020計畫」2016-2017年之工作計畫中就涵蓋消費者賦權與智慧揭露之能
源相關研究，更強調第三方運用終端用戶能源資料之角色。

資料來源： USA, 2013a；The UK government 2014b；The Australia Aemo, 2015；Engage, 2016；本
研究整理

表6　各國不同領域所規範資料揭露之電子格式

國家
領域別

美國 歐盟 義大利 英國

能源消費 .csv DFT, SDMX-ML, 
TSV .csv, SDMX-ML .csv, .xls

建築性能
tabular (API querie 

available) poor match no match .pdf

電力成本/價格 .xls .csv, .xls .html (poor match) .pdf
人口調查/普查資料 .csv .csv, .xls .csv, SDMX-ML .csv, .xls, .html

天氣資料
.xml via RestFUL 

APIs ASCII .csv, SDMX-ML RDFa

建築能源證書 single queries no match .csv Existing, but 
unpublished

能源獎勵 OpenXML; JSO no match .xml .xml

資料來源：Iemma, 2014；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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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能影響其隱私安全。因此，美國由國家標

準與技術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定義Green Button的能源

使用資料(Energy Usage Information, EUI)與規

格標準化。OpenADE單位則規範且要求第三方

須保護用戶的歷史及現行的能源使用資料。(3)

Green Button資料的標準具有彈性，可處理不同

類型的能源資料與使用時間間隔(Time Interval 

Usage)，資料提供的間隔由電力公司決定(如每

15分、每小時等)；且除了提供用戶下載能源

使用資料外，還提供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與讓第三方可

藉此進一步開發應用軟體之套件 (Sof 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Murthy & Khaparde (2013)指出Green Button

提供的資料包含：客戶類型(Customer Type)、

設備 (Device)、位置 (Locat ion)、電表讀數

(Readings)、間隔數據資料(Interval Data)、彙總

用戶資料(Summary information)和電能質量指

標(Power Quality Metrics)等相關的資料。另外

Green Button有兩個資料連結，包括連接我的資

料(Connect My Data, CMD)、以及下載我的資

料(Download My Data, DMD)，其說明請參見表

7。

Green Button開發人員須使用Atom1 發布的

網路標準建構能源使用資料，並以XML網路交

換格式傳遞資料。Google (GData)和Microsoft 

(OData)都採用此標準格式來編碼複雜資料，並

在RESTful2 網路服務中交換資料。Green Button

為基於能源服務提供者介面(Energy Services 

Provider Interface, ESPI)標準，其Green Button角

色關聯如表8。簡言之，資料保母(如電力公司)

揭露用戶能源使用資料，並提供Green Button下

載數據服務，讓用戶可直接下載其能源使用資

料。資料保母在基於用戶的同意授權後，才可

將其用電資料安全授權給第三方使用，開發應

用軟體。

截至2016年6月美國能源部Enengy.gov統計

有38家技術公司支援Green Button開發計畫，透

過Green Button揭露能源使用資料來開發應用程

式，如本研究之第三方能源服務公司Opower與

Tendril皆投入甚多資源進行相關開發(Opower, 

2016；Tendril, 2016a；USDOE, 2016)。

3.2  Opower (Oracle)：第三方能
源服務公司

Opower於2007年在美國佛吉尼亞州成立，

是電力公司與電力用戶以外的一家第三方能源

表7　CMD與DMD之說明

連接我的資料
CMD

●  讓軟體開發商透過應用程式取得用戶EUI，簡化其取得資料之過程。且規範開
發商CMD應用程式須按照IETF定義之網路協定，並符合OAuth 2.0之第三方存
取安全規定，方可取得用戶授權之能源使用資料，以保障用戶資料安全。

●  其模式如Facebook或Google，若有其他開發商之應用程式需取得用戶使用資
料，在其網頁上會讓用戶決定是否授權該開發商取得。若同意授權，該開發商
僅可取得用戶使用資料，並不會獲得用戶帳號和密碼。

下載我的資料
DMD

許多能源供應商網站會提供用戶查看自身能源使用資料，並可下載數據做進一
步分析，但各家網站提供下載之格式可能不同(一般為CSV)。而DMD透過規範
格式，以確保各家網站的數據格式一致。

備註：網際網路工程任務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資料來源：Green Button, 2016；本研究整理

1  Atom為IETF所建議之標準。Atom Syndication Format是基於XML格式，用於對Web內容作格式化之規範。Atom 
Publishing Protocol則是基於HTTP協議，用於新增及修改Web資源。

2  符合REST設計風格的Web API稱為RESTful API。它從以下三個方面資源進行定義：簡短的網路位址(URI)：URI、
傳輸的資源：Web服務接受與返回的網際網路媒體類型，比如：JSON，XML等、對資源的操作：Web服務在該資
源上所支持的一系列請求方法(例如：POST，GET，PUT或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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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公司，在2014年4月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於2016年5月被軟體巨頭

Oracle併購，並已與超過100家公用事業單位合

作，用戶遍及多個國家超過6千萬個終端用戶，

宣稱可減少住宅用戶年用電量1.5%至2%，協助

電力公司尖峰時段用戶平均降低3%以上之電力

使用，達到累積節電超過11TW的傲人成果。

Opower核心產品服務即是透過與電力公

司合作，取得家庭用戶之電力使用資料，據此

進一步計算、分析與比較，提供用戶客製化之

能源使用報告，其中自然也包含個人化改善建

議，作為用戶節能之依據。具體言之，就是導

入行為科學方法，為能源使用報告添增趣味

性、比較性及互動性，這也是該公司廣受各界

矚目之處。例如提供同類型鄰居之用電量相

關可視化對照圖表，若用戶用量低(高)於平均

值，即(無法)獲得笑臉，期望透過同儕比較心

理促進用戶進行節能作為。當然用戶欲取得該

份報告，首先須授權Opower可取得自身電力使

用資料。

O p o w e r亦可大規模的分析所有用戶資

料來預測尖峰時段可估計降低的電力，進

而運用「行為需求反應(Behavioral Demand 

Response)」之方式鼓勵用戶於尖峰時段降低

用電；這也是驅動電力公司與之合作的重要誘

因。具體言之，即有別於傳統需量反應之電力

公司與用戶的單向關係，Opower除透過簡訊、

郵件與App (行動應用程式)等方式通知，更導

入其它行為科學技術吸引顧客參與，幫助參與

用戶進行能源管理，更幫助電力公司達到免安

裝、低成本的需量反應控管之效益。此模式需

具備時效性及即時運算的環境，Opower之雲端

Hadoop系統架構如表9。

值得一提的是，Opower於2012年即提

出了五個改變用戶的能源消耗行為的重要

元素：衡量節省(Measurable Savings)、預測

節省(Predictable Savings)、有效成本(Cost-

Effectiveness)、持續影響(Sustained Impact)、客

戶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更已將其融入自

身產品服務之中(Opower White Paper, 2012)。

3.3 Tendril：第三方能源服務公司

Tendril於2004年於美國科羅拉多州成立，

現同樣為電力公司與電力用戶以外的一家第三

方能源服務公司。Tendril截至2014年底已與超

過35家的能源供應與服務商合作，連接約7,000

萬個家庭市場，年節省之家庭能源比例約達三

成。截至2017年中，已交付超過3,100萬能源

使用報告給用戶，節省近9千顆樹木的印刷資

源，用戶對報告之滿意度更超過九成 (Trendril, 

2016b)。

值得一提的是，2 0 1 3年美國國家標準

與技術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ST)與Tendril合作Green Button

連接認證計畫，Te n d r i l提供開放且安全的

資料平台與應用程式平台，即用戶可透過

GreenButtonConnect.com平台上傳自身的能源使

用資料，而軟體開發商可利用應用程式平台開

發APP，讓開發商不需再花費時間開發底層程

式及整合作業，透過Http連接APIs和程式資料

表8　Green Button之角色關聯說明

角色 說明

零售用戶 
(Retail Customer)

透過電力、水或氣體從資源服務商中取得服務之個人或企業。換言之，零售
用戶型態涵蓋住宅，商業或工業

資料保母 
(Data Custodian)

持有零售用戶資源使用過程中的所有量測資料之任意企業，且提供零售用戶
授權共享自身使用數據予第三方

第三方 
(Third Party)

第三方取得個人或企業授權後，可經由資料保母存取用戶使用的資料，並可
根據用戶需求提供加值服務

資料來源：Green Button, 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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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取得及更新用戶資料(XML及JSON格式)，

應用程式亦可取得電器設備用電之機器可讀資

料，由程式串接使用，並保障用戶資料隱私，

有助於Green Button軟體開發(NIST, 2016)。

Tendril與Opower同樣提供客製化能源使

用報告給用戶，以雲端Hadoop技術平台，蒐

集與分析大量的能源使用數據與當地天氣等

資料，導入行為科學模式影響用戶用電行為，

並結合可視化圖表，透過如APP等管道呈現

給用戶能源使用報告，涵蓋如節能建議、參

與需量反應期間設定與推播，以及用電警示

等。以其產品服務MyHome為例，Tendril為提

高用戶參與(Customer Engagement)與用戶體驗

(User Experience, UX)，可在電力使用量異常

提高時，透過APP主動通知用戶電費超支的警

告；其它如推播電力公司的停電通知、即時告

知電費帳單繳費狀況、以及比較用戶近期電力

狀況，提供節能建議如更換冷氣濾網及省電燈

泡，一整年將可省下約45美元的電費支出等。

另一方面，更於APP中結合聊天機器人(Chatbot 

Technology)的運用，讓用戶可用文字方式向聊

天機器人詢問如電費、節能等相關問題，機器

人都會24小時全年無休地給予適合的建議；甚

至還可詢問非電力相關問題。

3.4 小結

第一個個案研究：智慧揭露節能資訊平台

Green Button，為統一其電子交換之機器可讀

格式，整合電力公司揭露的能源使用資料，提

供給電力用戶，或第三方能源服務公司的一個

可信任的節能資訊平台。能源服務商獲得經過

電力用戶授權取得之能源使用資料，透過此平

台提供的API與SDK，同時納入氣象預測、環

境因子等，藉由預測模式之演算法及IT(資訊技

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技術，開發Web及

APP的能源管理工具及服務給用戶使用。

其次，由第三方能源服務業者Opower與

Tendril的研究可以發現，透過建構數據整合引

擎與數據分析引擎，即可將原始數據轉化為可

應用的見解，並導入行為科學方法，以趣味性

的方式設計產品服務，以比較性的方式讓用戶

對照同類型用戶之用電狀況，以定期或即時之

方式，提供客製化、可視化之簡明易懂的能源

使用報告、需量反應訊息、用電警示等提升與

用戶間之互動性，誘發用戶重視能源使用行為

的改變，即是所謂個人化引擎之內涵。其次，

亦可加入如聊天機器人等更多之人工智慧技術

運用，讓用戶可向聊天機器人詢問如電費、節

表9　Opower之雲端Hadoop系統架構

類型 說明

數據整合引擎
(Data Integration)

●  每年可獲取超過1,000億個家庭與企業之電表讀表數據，進行超過450個數
據清理與驗證之自動檢查程序。

●  進一步結合其它數據源(Data Feed)，如帳單資訊和天氣資料等，建構整合
性之用戶紀錄(Customer Record)。

數據分析引擎
(Analytics)

●  運行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技術演算用戶的能源行為模式、預測未來
用電與分解(Disaggregation)能源用量等；目前已可在無AMI時對家庭用電
量進行分解。

●  進一步將原始數據轉化為可應用的見解(Insights)，如與鄰居之比較或其它
對用戶與方案經理重要之訊息。

個人化引擎
(Personalization)

●  擁有產業領先的區隔化與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工具，可輕易
地跨越百餘種變數(Variables)的通訊標的，提供客製化能源使用報告。

●  進一步可在尖峰時段或高額電費產生前等重要時刻，自動、即時且多管道
地向用戶提供相關資訊。而批量訊息(Batch Messaging)使方案經理能為數
百萬顧客傳遞個人化見解，驅動節能與顧客滿意度的大幅提升。

資料來源：Opower, 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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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相關問題，甚至是非電力相關之問題，進

而提高節能效果及顧客滿意度，強化與顧客關

係之維繫。具體來說，兩個個案之產品服務

都已融入衡量節省、預測節省、有效成本、持

續影響、顧客滿意等元素；而另有FirstFuel、

Retroficiency (Ecova)等不少著重於商業建築之

個案，導入類似元素於其產品服務(柳育林，

2017)。

總結而言，能源服務商或第三方透過用戶

之用電數據將可衍生新的產品及服務，也可擔

任資料保母的角色，保護資料安全及隱私，甚

或可成為中介平台服務商，提供開發如Green 

Button軟體所需要的應用程式平台，建構各種

商業模式。節能資訊平台與技術之示意如圖1。

4.  智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
之關鍵要素分析

根據各國智慧揭露政策與三個電力服務個

案研究，輔以其它相關資料之補充，以下將智

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之關鍵要素，透過以下

三大構面：資訊平台之規範面、企業發展之服

務面、政府單位之推動面，分別進行說明。

4.1 資訊平台之規範面

(1) 規範格式標準：

透過將民眾生活使用習慣轉化為數位化、

電子化的數據，資料可以被更有效地蒐集、整

合、分析、預測，如此更擴大資訊特性，複製

成本、傳輸、儲存、轉換應用將更有效率。而

數位資料透過機器讀取，達到機器自動串接

(Machine To Machine)的資料交換，更可達到低

成本及人不可讀的安全性。故此，各國智慧揭

露政策皆以機器可讀之格式予以揭露資料，以

達資料格式統一，使資料能夠在不同平台或開

發工具上機器可讀且互相溝通。透過清楚定義

不同領域，以及不同資料交換情況下的電子格

式標準化、統一化，將可達到資料互通性，以

圖1　節能資訊平台與技術之示意(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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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之能源服務程序、公開資料的通用格式

及操作程序的標準。

如美國規範資料揭露之電子格式，於能源

消費資料採用CSV格式，電力成本價格資料採

用XLS格式(Only Machine Readable)格式；澳洲

AEMO亦要求電力供應商須提供用戶CSV格式

之電力使用資料，更規範提供之資料項目。又

如Green Button採用ESPI標準，且其開發人員須

使用Atom發布的網路標準建構能源使用資料，

並以XML網路交換格式傳遞資料，都顯見相關

規範已成重要元素。

(2) 保障隱私安全：

各國智慧揭露政策的核心要點，即是

保障消費者隱私與資訊安全。換言之，用戶

資料須考慮安全及隱私風險，第三方須與用

戶簽定資料安全與隱私之契約，如去識別化

(Deidentify)，並可由資料保母公正單位針對資

料做認證及檢查，來確保消費者權益，降低潛

在風險。同時，公開資料集(Open Data Set)須明

確區隔，哪些資料是僅有機器可讀，哪些人可

直接讀取等，這些都與隱私保護密切相關。

如2013年美國白宮發表的「智慧揭露與

消費者決策」的報告，即提到資訊必須要適度

並聰明的揭露，也就是需要有一套優良的管理

制度，區分開放資料與個人隱私的界線，讓機

器能讀取這些資料的同時保障個人隱私權，

達到幫助消費者進行聰明決策之目的(USA, 

2013b)。而如OpenADE即是規範在取得用戶授

權後，公用事業才可得以標準互通之機器對機

器(M2M)的方式，將用戶能源使用資料傳遞給

第三方，而第三方須保護用戶的歷史及現行能

源使用資料。Green Button亦規範開發商CMD

應用程式須按照IETF定義之網路協定，並符合

OAuth 2.0之第三方存取安全規定，方可取得用

戶授權之能源使用資料，以保障用戶資料安全

(USA, 2013b)。

4.2 企業發展之服務面

(1) 建構選擇引擎：

亦即將資料透過分析技術加值應用，即可

建構有利於消費者決策之工具，讓市場資訊更

佳透明，幫助消費者更易解讀數據，更易比較

產品服務而做出更適當之決策。選擇引擎之商

業模式需具有創意及創新，且為消費者可負擔

並符合消費者的利益。

(2) 導入行為科學：

亦即導入行為科學方法，如以趣味性的

方式設計產品服務，以比較性的方式讓用戶對

照同類型用戶之用電狀況，以定期或即時之方

式，提供客製化、可視化之簡明易懂的能源使

用報告、需量反應訊息、用電警示等提升與用

戶間之互動性，進而誘發用戶重視能源使用行

為的改變(個人化引擎)，融入衡量節省、預測

節省、有效成本、持續影響、顧客滿意等元

素。

(3) 運用人工智慧：

要擴大資料價值的發揮，除透過用電數據

與天氣等數據整合(數據整合引擎)，藉助數據

分析引擎將原始數據轉化為可應用的見解外，

如透過機器學習技術與自然語言分析處理進一

步運用，即可加入如聊天機器人等更多之人工

智慧運用，讓用戶可向聊天機器人詢問如電

費、節能等相關問題，甚至是非電力相關之問

題，讓用戶可得到更人性化與便利的服務，進

而提高節能效果及顧客滿意度，強化與顧客關

係之維繫，有助其互動性與趣味性之提升。

(4) 提升信任關係：

第三方提供的分析報告與建議，須能給予

用戶明確用電標示、節省用電方式及節省的電

力費用。持續強化軟體及平台的安全性亦相當

重要，如採用前述OAuth2.0新的用戶驗證和授

權機制及區塊鏈(Blockchain)本身的去中心化，

由區塊鏈認證過的所有參與者均有權可互相認

證、共享真偽紀錄，不再需要依賴中間管理機

構。

4.3 政府單位之推動面

(1) 強化市場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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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的用電資料，隱藏身分識別(ID)及隱

私後，經過分類、分群、分析，具有公開資

訊之附加價值，政府有關單位、產業界或學術

界，皆可應用這些資料，擬定相關決策，掌握

經濟成長/衰退即時指標。另一方面，若消費者

改變用電行為節省電費支出，可以產生實質利

益，具有市場誘因。

故此，透過政府政策之推廣與獎勵企業公

開產品或服務等資訊，使市場公開透明，使資

料可創新加值應用，而創新的服務與技術更可

促進用戶參與、賦權，精準掌握消費者願付價

值，並協助用戶達到節能減碳，更可誘發使用

者做聰明的決策，進而改變用電的行為，減少

電費帳單支出。當然，這就與政府制定之節能

策略與具體節能計畫，提供或提高消費者之節

能誘因息息相關。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探討之

國家與個案所在地區電力自由化程度不低，其

市場結構(Structure)可提供正確的誘因與價格訊

號，加諸電業節能義務與智慧電表基礎建設的

推動，致使電業也有足夠投入誘因與利基，讓

其智慧揭露的推動得以延續。

(2) 促進產業投入：

鼓勵企業利用智慧揭露之資料，建構有助

於消費者之選擇引擎，可提升消費者對企業之

信賴與忠誠度，藉以提高其競爭優勢。如美國

推廣Green Button之經驗，不僅創造智慧載具之

App商務、提升綠色就業，更舉辦良性之競賽以

刺激創新能量提升，皆有效帶動資通訊服務的氛

圍。Green Button包含用戶的用電資料且不停累

計組成之大數據資料庫，可透過資料探勘(Data 

Mining)挖掘出其中蘊含之訊息，尤其是資料中

隱藏的模式(Pattern)以及資料與外生因素之關聯

性。透過資料探勘可離析出能源需求端「可改

變」及「不易改變」之用電習慣，或者何種外

生因素(如：天氣、氣溫)將顯著影響能源需求。

衍伸來說，推出如Green Button之機制，

輔以政府之各項配套措施推動產業投入，將有

助於促進資通訊產業轉型，推升綠能產業發

展，帶動如家用能源顯示器(In-Home Display; 

IHD)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等能源資訊「可視

化」回饋技術發展，更有促進能源服務(Energy 

Services Company, ESCO)產業商機，增加就業

機會等效益。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物聯網架構下，物與物、機器與機器

(M2M)、無時無刻持續不斷傳輸鉅細靡遺的巨

量資料，產生了所謂「資料革命」。由於資料

重複使用邊際成本為零，故能源源不絕地創造

垂直加總的經濟效益。

本文探討的智慧揭露可謂資訊經濟學的延

伸，資訊平台的提供者可充份掌握每一個使用

者鉅細靡遺的消費資訊，例如電力公司可透過

智慧電表計量各用戶在不同時段之用電量，若

電力用戶亦可輕鬆得知其自身詳細用電資訊，

則在此資訊對稱情況下，電力用戶方可聰明的

節省電費支出額度，而電力公司也能夠在不增

加其供電成本下，訂出有助於不同類型電力用

戶之需量反應方案，甚至提高用戶忠誠度與顧

客吸引力，進而創造多贏局面。

目前如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已相繼推動

智慧揭露相關政策，期望達到提升消費者決策

品質、促進企業創新發展與更廣泛之效益等目

的。而各國智慧揭露政策皆在確保消費者隱私

及資訊安全的前提下，以機器可讀、系統化、

標準化、一致化的作業程序，加以規範如電力

消費等各種資料的智慧揭露，使資料能夠在不

同平台或開發工具上機器可讀且互相溝通。而

Green Button、Opower與Tendril等電力服務個

案，即是能源服務商或第三方透過用戶之用電

數據衍生新的產品及服務，或擔任資料保母的

角色，保護資料安全及隱私，甚或成為中介平

台服務商，提供開發如Green Button軟體所需要

的應用程式平台，建構各種商業模式。

透過各國智慧揭露政策探討與電力服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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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後，本文從不同面向歸納智慧揭露應用

於電力服務之關鍵要素，統整如表10。

總結而言，良好的公共政策能夠建立

良好的市場結構，提供正確的誘因與價格訊

號，導引市場行為主體(包括各層級生產者與

消費者)做出創造「多贏」的智慧決策(Smart 

Decision)。智慧揭露可促使供給面的產銷人

發財與需求面的食衣住行育樂，全面性透

過資訊平台的致能科技(如選擇引擎)，讓市

場組織行為(Conducts)達成更高的市場績效

(Performance)，亦即更高的經濟效率，提升整

體經濟效益與社會福祉。

5.2 建議

(1) 對政府之建議：

首先，宜考慮頒布相關行政命令，在個

資法或其他相關母法授權之下，擴大並增進政

府資料之開放與品質，促進智慧揭露政策之開

展。第二，規範智慧揭露的標準化格式與程

序，以達資料之可用性與機器可讀之互通性。

第三，獎勵企業以機器可讀的格式主動公開其

產品或服務等訊息，使消費者可更便捷搜尋到

企業的資訊或產品。第四，擬定法規制定用戶

個人資料須去識別化，授權第三方取得資料之

相關程序。第五，推動資料保母機制，以保障

用戶資料安全與隱私。第六，促進各類選擇引

擎之間公平競爭機制，監控與查核選擇引擎提

供消費者的抉擇選項，是否確實符合網路中立

性(Network Neutrality)，促進企業投入。第七，

智慧揭露政策下，進行電力服務先導型計畫

之藍圖規劃與推動策略。第八，完備如節能政

策、電力自由化與智慧電表基礎建設之推動，

強化用戶及電業投入誘因與利基。

(2) 對產業界之建議：

首先，宜掌握當前智慧揭露發展趨勢與

龐大商機，及早提升軟體技術與強化相關硬體

設備。第二，運用智慧揭露資料應用於電力服

務，開發選擇引擎，建構有利於消費者決策之

工具，且須消費者可負擔且符合消費者利益。

第三，導入提升趣味性、比較性、互動性之行

為科學方法，打造為用戶量身訂做的應用服

務，促進其能源使用行為之改變。第四，運用

機器學習分析大數據資料，進行模擬、預測、

診斷、控制、最佳化、持續修正，以掌握電力

服務顧客的消費習慣，進一步擬定公司營銷策

略。第五，深化人工智慧技術運用，加入如聊

表10　智慧揭露應用於電力服務之關鍵要素整理(本研究製作)

層面 關鍵要素

資訊平台
之規範面

規範格式標準
以機器可讀之格式予以揭露資料，以達資料格式統一，使資料能夠在
不同平台或開發工具上機器可讀且互相溝通

保障隱私安全
規範用戶資料之安全及隱私風險，如第三方須與用戶簽定資料安全與
隱私之契約，並可由資料保母針對資料做認證及檢查

企業發展
之服務面

建構選擇引擎
將資料透過分析技術加值應用，建構有利於消費者決策之工具，且其
須為消費者可負擔並符合消費者利益

導入行為科學
導入提升趣味性、比較性、互動性之行為科學方法，誘發用戶重視進
而改變其能源使用行為

運用人工智慧
如透過機器學習技術與自然語言分析處理進一步運用，即可加入如聊
天機器人等讓用戶可得到更人性化與便利之服務

提升信任關係
分析報告與建議須能給予用戶明確的用電標示、節省用電方式及節省
的電力費用，並且持續強化軟體及平台的安全性

政府單位

強化市場誘因
鼓勵用戶公開個人資料，使資料加值應用；而節能政策、電力自由化
及AMI等完備，亦有助於強化用戶與電業投入誘因及利基

促進企業投入
鼓勵企業利用智慧揭露之資料建構選擇引擎，可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更有促進資通訊產業轉型、推升綠能產業發展等延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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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機器人等服務進一步提高與消費者互動及用

戶忠誠度。第六，提供用戶明確用電標示、節

省用電方式及節省的電力費用，並持續強化軟

體及平台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我國電業法已於2017年初修正

通過，綠電市場將在一至兩年半內開放，預計

六至九年後將會推展非再生能源電力自由化，

導入更多市場競爭機制；亦已明文規定電業應

每年訂定鼓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再

者，除近年氣溫屢飆新高，供電已頻拉緊報，

又發生如尼莎颱風襲臺吹倒和平電廠輸電塔，

以及臺中火力電廠機組事故頻傳等事件，促使

電力公司耗費龐大人力、物力與相應之風險善

後，以緩解系統尖峰供電能力驟減之問題，顯

見我國尖峰缺電問題之嚴峻，以及需求面管理

(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之重要。

故此，建議電力公司將用電資訊透過智

慧揭露，並隨著低壓AMI布建或其他替代方案

逐步拓展到低壓用戶，讓用戶可輕鬆得知自身

詳細用電資訊，做出更佳之決策以節省電費；

電力公司亦可在不增加供電成本下，訂出適合

不同類型用戶之需量反應方案，緩解尖峰供電

問題。如此亦可在我國電力自由化策略推展

下，提高用戶忠誠度與顧客吸引力，而減緩逐

漸散失客源之風險。另一方面，從國外經驗發

現第三方業者有著高度資源與創新能量集中之

優勢，電力公司透過智慧揭露將用電資料「授

權」予第三方，「外包」開發創新與豐富的加

值應用服務，衍生龐大商機的同時也讓電業角

色不至於過分重疊，亦是本文建議之重點。

(3) 對學研界之建議：

首先，宜持續研究與推廣智慧揭露應用

於電力服務的重要領域與發展方向，使政府與

產業界瞭解其重要性，從中研發政府發展智慧

揭露政策法規措施及其相關應用。其次，協助

政府或產業界設計選擇引擎或推薦引擎之應用

程式，加值應用資料，以建構利於消費者決策

之工具。第三，將行為科學應用於消費偏好之

研究，藉以開發有用、易用之資訊平台，以達

用戶節能效益。第四，培育相關領域之人才，

以及早因應此一潮流的變化，如：社會心理學

家，社群媒體分析師、資料探勘分析師、網路

與資訊安全工程師。第五，智慧揭露如何保障

個人隱私、資料保密及國家安全是重要的課題

及挑戰，未來也可朝此方向進一步予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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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Io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so a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Data 
Econom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around the world to promote Open Data which has led to the so-called 
Smart Disclosure and various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to power servi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s of Smart Disclosure policies in some leading countries and the correspondent cases 
in power services, which are used to summarize the key factors of Smart Disclosure applications in power 
service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which are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uses by industries,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 to creat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key factors 
of the applications of Smart Disclosure to power services can be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1)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platform: set up the formatting standard to protect privacy; (2)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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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approach to examin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from 1982 to 2014. We decompos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nto three effects, which are the fuel mixed effect,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and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carbon intensity in Taiwan. Moreover,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s mainly driven by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and fuel mixed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has become larger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study results suggests that internalizing the costs of carbon 
emission, creating incentives to invest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a fair and efficient electricity market are needed in Taiwan.

Keywords: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Energy Intensity, Carbon Intensity, Structural Change, Fuel Mixed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s: O1, O2, Q4, Q5

1. INTRODUCTION

The IPCC (2007)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re are some previous studies (IEA, 2012; IEA, 2008), which 
further point out that GHGs are mainly emitted from energy. 
Thus, many countrie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how effectively energy was consumed in their economies and 
how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ng, 2006). Therefore, most 
countries have set efficient energy improvement as an important 
policy goal for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tends to save 20% energy 
consumption by 2020 and 27% or greater by 2030. The US also 
has called for doubling energy efficiency by 2030. Group of 
Twenty has set different targets for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certain industries (IEA, 2014). In addition, Taiwan, whose its 
carbon emission level ranks 21st in the world (IEA, 2015),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To reduce its emissio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ets a policy target1 for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more 
than 20% in 2015 against the level of 2005 and improving at least 
50% in 2025.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policy objective, it 
is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examine energy intensity and its 
underlying factor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the variation trend of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from 1982 to 2014; 
we decompose energy intensity in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Fuel 
mixed effect that captures the impact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which 
hasn’t been examined in previous Taiwanese studies; (2)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which captures the impact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3) substructural effect, 
which captures the impact from chang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ubsector. Lastly, we conclude with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 and strategic measures for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mitigating emission.

1 The target is based on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framework” issued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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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sections of this paper are organized a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in Taiwan in Section 2. 
The methodology of the multiplicative 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DA) model in Section 3. Description of data is shown 
in Section 4. The result and discussion are shown in Section 5. 
Lastly, conclus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 is in Section 6.

2. LITERATURE REVIEW AND 
BACKGROUND OF TAIWAN

2.1. IDA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To decompose the energy intensity, there are two methodologies 
that can be utilized, which ar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and IDA. The former is based on input-output theorem, 
and the latter is based on index number theory. Hoekstra and van 
der Bergh (2003) summarize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First of all, since SDA uses the input-output 
framework, and IDA uses aggregate sector information, one merit 
of IDA is a lower data requirement which, however, causes it to 
have a less detailed decom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an 
SDA. Furthermore, SDA can capture indirect and direct demands, 
while IDA can only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direct effects. Thirdly, 
SDA is able to assess a range of technological effects and final 
demand effects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for IDA. Nevertheless, IDA 
is more suitable, when analyzing data at any level of aggregation 
in term of time series, which is what this study focuses.

The evolutions of IDA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can be traced 
back prior to 1990. Ang (2015) states that most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tudies we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speyres index 
before 1990. Thereafter, divisia index was the mainstream method 
for the IDA studies. Prior to 2000, arithmetic mean divisia index 
proposed by Boyd et al. (1988) was the major approach applied 
in decomposition research; however, currently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has been the most popular method.

Ang (2004) points out there are two main merits of LMDI: 
(1) LMDI doesn’t leave an unexplained residue, so it can be 
perfectly decomposed; and (2) LMDI can deal with the zero data 
which is an important nature for empirical study (Ang and Liu, 
2007). Due to these benefits, the LMDI method has been used 
widely in decomposition relevant research recently. Besides the 
above advantages of LMDI, there are also 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pointing out that LMDI is the superior method to apply in 
decomposing intensity indicators (Liu and Ang, 2003; Ang et al., 
2010; Ang, 2015).

There are several studies using LMDI to decompose carbon 
emission,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intensity and energy 
intensity in a single country or across countries. The LMDI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energy and CO2 intensity in industrial 
sectors in Thailand (Bhattacharyya and Ussanarassamee, 2004; 
Bhattacharyya and Ussanarassamee, 2005). Vinuya et al. (2009) 
applied LMDI to decompose CO2 emission in the USA between 
1990 and 2004. González and Martinez (2012) analyzed the 
carbon intensity from 1965 to 2010 in Mexico. Hasanbeigi 
et al. (2012) utilized LMDI to analyze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California industries. Zhang and Guo (2013) identified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hange in rural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by LMDI. Marrero and Ramos-Real 
(2013) used LMDI to decompose energy intensity in EU-15 
countries (except Luxembourg) during 1991-2005. Emodi and 
Boo (2015) decomposed CO2 emission from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Nigeria by LMDI. Obadi and Kor (2015) investigated driving 
force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EU-28 by LMDI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Rec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e. the fuel mixed effect). Shahiduzzaman and Alam (2013) 
analyzed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in Australia and 
separated underlying factors, such as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the structural effect, and the fuel mixed effect. Lescaroux 
(2008) discussed the decomposi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USA by the above three effects 
during 1974-1998 as well. Ma and Stern (2008) applied the sam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03.

IDA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empirical cases in Taiwan. Hsu and 
Hsu (1998) applied the simple average divisia index to decompos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by considering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and the structural effect during 1961-1990. Huang 
and Tsao (2005) analyzed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transport sector during 1990-2003. The divisia index also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aiwan’s CO2 
emission change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s (Lin et al., 2006), and 
of highway vehicles (Lu et al., 2007). Nevertheless, none of the 
above literature applied the LMDI methodology to examine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by the three decomposition factors (i.e. the fuel mixed effect,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the subsectoral effect).

Previous studies didn’t separate the fuel mixed effect from the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In the sens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fuel mixed effect, which captures substitution among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presents a move along a production isoqua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which captures 
technological change, presents a shift in the entire isoquants 
(Ma and Stern, 2008). The underlying reason of separating fuel 
mixed effect and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is that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and climate policy have unprecedentedly evolved in 
the recent years in Taiwan. To distinguish the effect influenced by 
these changes, separating the fuel mixed effect from the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is needed.

Hence,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not only to fill the 
above gap but also to provide the latest corresponding strategy for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mitigating emission.

2.2. Background Statement for Taiwan
2.2.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ic,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GDP per capita,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population are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It 
indicates that the ann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stayed arou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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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verage, with exception of the years 2001 and 2009. Thus, the 
GDP per capita increased gradually over the study perio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energy consumption had a similar pattern 
with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additio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declined graduall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and it has been 
almost close to zero in the latest decade.

2.2.2. Structural GDP share in Taiwan
Table 1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ver the study period in 
Taiwan. The GDP share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s had decreased continuously. In contrast, the service sector 
had risen gradually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and remained 
at around 60% during rest of the study period. The share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declined in the 90’s and raised up again after 2000. 

In terms of the subsectors level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output share of the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precision instruments subsector” grew from 2.7% 
in 1982 to 14.9% in 2014, which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crease 
among all the subsectors during 1982-2014. On the other hand, the 
GDP share of the most energy-consuming subsector, “petroleum, 
coa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is relatively small, around 0.9-2.1%. 
Another energy-consuming subsector, “chemical materials,” has 
a GDP share around 1.5-2.1% over the study period.

2.2.3. Sectoral energy consumption share in Taiwan
The share of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the different subsectors 
and sectors is illustrated in Table 2.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focus in this paper, had the largest sha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Table 1: The GDP share in the sectors and major subsectors (Unit - %)
Sector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4
Agricultural 8.0 5.5 3.6 2.5 1.8 1.5 1.7 1.9
Industrial 44.7 47.5 39.1 34.1 32.1 33.9 33.7 35.6

Chemical materials 2.1 2.8 1.8 1.9 1.9 1.9 1.5 1.5
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s 1.6 1.4 1.7 1.1 0.8 1.0 1.0 0.7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precision instruments 2.7 4.0 3.8 5.6 8.8 12.5 13.2 14.9
Petroleum, coa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1.3 2.1 1.7 1.6 1.6 1.7 0.9 0.9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4.3 4.0 2.9 2.5 2.2 1.2 1.1 1.8 

Transportation 4.4 4.6 4.5 4.4 4.1 3.2 3.0 2.9
Service 42.9 42.4 52.8 59.0 62.0 61.4 61.6 59.6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Sourc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15).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able 2: The sha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sectors and major subsectors (Unit - %)
Sector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4
Agricultural 3.4 3.4 2.4 2.0 1.5 0.9 0.9 0.9
Industrial 65.1 63.4 59.6 59.2 61.8 65.0 65.3 65.8

Chemical materials 6.3 7.8 7.9 7.8 10.0 11.1 10.4 10.1
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s 9.8 7.7 7.0 5.2 3.7 3.1 3.1 2.8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precision instruments 1.1 1.8 1.9 2.8 5.1 7.0 8.7 9.1
Petroleum, coa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19.8 18.1 15.7 16.5 20.0 23.9 24.0 24.9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1.71 3.42 2.87 3.75 3.76 3.58 3.11 3.11

Transportation 12.4 13.3 16.4 16.2 14.1 12.4 12.3 12.1
Service 19.0 19.9 21.6 22.7 22.6 21.8 21.5 21.3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2015)

Figure 1: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ic,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population

Source: DGBAS (2015), Bureau of Energ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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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ly two-thirds of the total, during the past 33 years. 
In the subsector level, the “petroleum, coa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subsector” consumed around 15.7-24.9% of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was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ption 
subsector. The second large subsector was the “chemical materials 
subsector,” which consumed around 6.3-11.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2.2.4. Sectoral energy consumption share in Taiwan
The share of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the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as shown in Figure 2. Note that the energy sources shown 
in Figure 2 are recalculated by breaking down the electricity term 
into its fuel components. The renewable energy shown in Figure 2 
includes geothermal, solar photovoltaic, wind, conventional 
hydro, biomass and waste. The hydro illustrated in Figure 2 
represents pumped hydro. The largest consumption share was 
from petroleum, but it had decreased continuously from 69% 
to 39.8%. Meanwhile, coal and natural gas grew gradually. The 
former one ascended from 12.2% to 31.5%, the latter one was 
more fluctuated but generally increased from 3.8% to 17.5%. I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here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nuclear energy 
had decreased from 19.8% to 8.1%.

2.2.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GHG 
intensity
Ang et al. (2010) point out that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helpful to reduce GHG. To reexamine this claim in our study, 
we prob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GHG 
intensity during 1990-2013, and the result is shown in Figure 3. 
The trends of these three intensity indicators (energy intensity, 
CO2 intensity, and GHG intensity) were highly correlat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GHG intensity 
is 0.9630;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CO2 intensity is 0.9726. This outcome not 
only echoes the statement of Ang et al. (2010),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improved energy efficiency, i.e. decreased energy intens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GHG intensity in Taiwan.

2.2.6. The cross countries energy intensity comparison
Figure 4 shows energy intensity comparison among the US, the 
UK, Germany, France,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energy 
intensity had descended continuously in these selected countries. 
The UK, Germany, France and Japan have relatively low energy 
intensity, which is around 0.09 to 0.16 (toe/thousand USD) over 
the study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and South Korea 

Figure 2: Share of the final energy use (1982-2014)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2015)

Figure 3: Energy intensity and CO2 intensity (1990-2013)

Source: CO2 data is from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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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relatively high energy intensity, which is around 0.15-0.22 
(toe/thousand USD). The energy intensity in Taiwan wa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3. METHODOLOGY

Since LMDI is commonly viewed as the preferred method among 
the variety of IDA methods (Ang, 2004), this study applies 
LMDI as the methodology for decomposing energy intensity. 
We decompose energy intensity in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Fuel mixed effect, which captures the impact from the energy 
structure; (2)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which captures the 
impact from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3) substructural effect, which captures the impact from chang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formulation of multiplicative LMDI-I2 with the three 
decomposition terms (i.e. the fuel mixed effect,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and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is express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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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 (1) indicates that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 is able 
to express as the ratio of energy consumption (E) and the overall 
GDP (Y). Eim denotes the consumption amount of fuel m in 

2 Details of the LMDI approach can refer to Ang (2005)

manufacturing subsector i; Yi denotes the GDP in manufacturing 
subsector i; Fm denotes the share of fuel m in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Ii denotes the energy intensity in manufacturing 
subsector i; Si denotes the GDP share of manufacturing subsector 
i to the total GDP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multiplicative of the change of energy intensity (Dtot) can be 
obtain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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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represents that the change rate of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Dtot) from time 0 to time t is equal to product of the change rate of 
fuel mixed effect (Dfm), the change rate of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Deff), and the change rate of substructural effect (Dstr). Each 
change rate of effects can be calculated by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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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 α, β>0, α≠β

4. DESCRIPTION OF DATA

The GDP and the energy balance sheet in Taiwan are utilized in this 
study. The detail descriptions of these data are elaborated as below.

4.1. GDP Data
The source of GDP data is from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It is the yearly data from 1982 
to 2014. The real GDP used i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stant 
price of 2011. In order to easily compare the cross-country data 
with o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we exchange the currency unit 
from the New Taiwan dollar to the US dollar by the annual average 
exchange rate which is also from DGBAS.

Figure 4: Energy intensity cross countries comparison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2015)
Note: (1) Energy intensity is total primary energy supply/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 GDP is in 2005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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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Taiwan’s energy balance sheet, regularly issued by the Bureau of 
Energy, is based on the same statistic approach as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Columns of the energy balance sheet present the 
main end-used energy sources and the associated sub-sources. 
The main end-used energy sources which are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seven categories: “Coa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crude oil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natural gas,” “biomass 
and waste,” “electricity,” “solar thermal,” and “heat.” Rows of 
the energy balance sheet are sorted by different subsector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data i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kiloliter of 
oil equivalent is applied as the unit of our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and the duration is as same as that of the GDP data from 
1982 to 2014.

5.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presents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n elaborates on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our results.

5.1.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 is shown in Figure 5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uel mixed effect has a relatively trivial influence on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but its 
effect becomes more apparent in the last 10 years. The larger 
fuel mixed effect than before could b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use of natural gas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use of petroleum in the 
recent years in Taiwan (Figure 2). This almost neutral fuel mixed 
effect outcome is similar to previous studies (Ma and Stern, 2008; 
Shahiduzzaman and Alam, 2013).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is the 
major factor affecting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t decreased 
quickly during the 1980s and remained stable in the early 
1990s. Thereafter, due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Dot-
com bubble, and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there were 
deteriorations of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in 1997, 
2001 and 2008.

In view of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since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capture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performed more sensitively. The decreasing trend 
of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has occurred since 2005. As shown 
in Tables 1 and 2, it can be caused by the higher increasing 
GDP share and relatively lower energy consumption share in 
the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precision instruments 
sector.

5.2. Policy Implication and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our decomposition results and high correlation 
outcome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GHGs intensity (Figure 3), 
we interpret the relevant implication and suggest a corresponding 
strategy for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mitigating emissions 
in this subsection.

5.2.1. The role of the fuel mixed effect
The fuel mixed effect has a trivial influence on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n our results and some previous studies (Ma 
and Stern, 2008; Shahiduzzaman and Alam, 2013).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lausible reason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ducing 
energy intensity further by the fuel mixed effect in the future in 
Taiwan. First,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Taiwan is less likely 
to be as good as the growth rate in the 1980s, so the attribution 
of improving energy intensity from the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will be limited; second, the economy structure is hard to adjust in 
the short-term so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intensity from 
substructural effect woul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hort-run. Hence, the fuel mixed effect has relatively more room 
to be improved given some appropriate incentives compared with 
other effects in Taiwan.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critical challenge to adjust the fuel 
structure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a “zero nuclear policy” by 2025. From Figure 2,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ratio of nuclear energy has declined 
gradually since the mid-1980s; however, i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fulfill the commitment of the “zero 
nuclear policy,” improve energy intensity, and mitigate emission 
of carbon, the fuel structure needs to switch to natural gas and 
renewable energy.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one of th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policies 
is internalizing the cost of emission of carbon. To encourag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especially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o 
use less-carbon-intensity fuels, cap and trade scheme 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do so,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ould accelerate improvement at the emission report and 
monitor system, develop a carbon emission market in Taiwan, 
and connect with interna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s. This 

Figure 5: Decomposition of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1982-2014)

Source: Estimated by authors
Note: (1) Indices: 1982=1; (2) If index is smaller 1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nergy intensity is less than the base year (i.e. energy efficiency is 
improved; and vice ve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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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can provide mor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level 
up energy efficiency and also replac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with natural gas-fired or cogeneration power plant. In addition, 
decentralizing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establishing a fair and 
efficient electricity dispatching system can help to integrate more 
decentralized energy resources (small solar and wind turbine 
power).

5.2.2. Provid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stimulate energy-sa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ectoral intensity effect played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when the economy is in recession,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gets deteriorated. It shows that the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hasn’t developed enough so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can’t decouple with energy consumption in 
Taiwan.

In order to make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ecoupling, it’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The energy costs, such as electricity, gas, and 
petroleum, are very low (Bureau of Energy, 2016). Thus, there’s 
no strong incentive to introduce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To 
enhance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energy 
prices should reveal the externality cost of climate change by 
imposing a carbon or energy tax.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more 
firms which are willing to involve in altering their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less-carbon-intensity way.

5.2.3.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igure 6 shows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ribution sorted 
b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GDP. It illustrates that “petroleum 
and coal associated product,” “chemical materials,” “basic metal” 
and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are the main high energy intensity 
subsectors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Due to the essential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se subsectors, a policy-maker cannot 
apply the same standard of energy intensity to evaluate these 
distinct subsectors. However, we still can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from the above energy-intensive subsectors through 
implementing appropriate measures: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manage the total amount of emission 
effectively, the above energy-intensive subsector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ap and trade scheme. Secondly, the electricity 
and gas supply firms can increase its added-value by utilizing 
valuable energy usage data and coordinating with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the retail market, transportation sector, and 
residential sector. Thirdly, the “electrical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precision instruments subsector” which is a vital subsector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aiwan is a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 across countries. To maintain and enhance 
high-tech industries competitiven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reate a friendly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rough establishing a 
fundraising platform which can share innovative ideas to potential 
investors. Thus, Taiwan can cultivate more high-added-value and 
innovative start-up companies and make the high-tech industry, a 
less energy-intensive industry, larger and stronger.

6. CONCLUS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how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e the 
energy intens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by LMDI approach 
during 1982-2014 in Taiwan, which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FCCC and also needs to reveal its climate policy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 
and the strategic measur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e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ctoral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is the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In 
addition, the substructural effect is more sensitive and fluctuated, 
and its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larger recently. Likewise, the fuel mixed effect 
has a relatively slight impact on the aggregate energy intensity 
during first two decades of our study period, but its influence has 
become larger in recent years. Moreover, our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a highly cor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GHG intensity, and the similar pattern occurs between energy 
intensity and CO2 intensity. It demonstrates that reducing the 
energy intens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GHG intensity 
in Taiwan.

Figure 6: The scatter diagram of subsectors bas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2014

Source: DGBAS (2015), Bureau of Energ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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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s:
• Internalize the cost of emission of carbon by carrying out the 

cap and trade scheme in the major energy-intensive subsectors.
• Decentralize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establish a fair and 

efficient electricity dispatching system.
• Create incentiv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through imposing carbon or energy levy or tax.
• Increase the added-value of traditional utility companies 

via utilizing their energy data with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bundling with retail market,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and 
residential sector.

• Establish a fundraising platform which can share innovative 
ideas to potential investors and cultivate more high-added-
value and innovative start-up compan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combines more 
delicat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with the fuel mixed effec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which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FCCC, but its emission level cannot be neglected. He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 
in Taiwan can effectively ease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leakage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 
provided by this study are not only helpful to trace and examine 
the trajectory of energy efficiency performance in Taiwan, but 
also useful to compare the evolu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with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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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研究背景

在智慧電網架構下，即使小規模的分散

式電源亦可進入電網，形成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 VPP)。Rifkin (2014)在「零邊際

成本社會(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一書中

提及，能源網際網路(Energy Internet)的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代已經來臨，而再生

能源的邊際成本接近於零，且分散式電源與當

前物聯網的發展主流完全一致。虛擬電廠係將

電網中所有分散式電源、儲能設備和彈性電價

方案(包括汽電共生、柴油引擎、電動車、太陽

能發電、風力發電、需量反應等)藉由一個中控

資訊平台做整合，在電力「供不應求」時，透

過彈性電價方案，誘使用戶自願參加且抑低其

電力需求負載，促使電力保持「供需平衡」。

反之，若發電過剩時，則中控平台可將之貯存

於儲能設備作備用，或透過電網將多餘電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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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給其他用戶。易言之，眾多小型分散式電源

與儲能設備，在中控資訊平台的整合下，宛如

一座隱形的發電廠，具有「雙向互動」、「即

時同步」、「彈性負載」和「積少成多」的特

質(許志義，2014)。

當前先進國家已有虛擬電廠之體現實例，

例如德國2012年第二大電力供應商─萊因集團

(RWE)與西門子公司(Siemens)合作，結合萊因

─魯爾(Rhine-Ruhr)周圍的汽電共生、小型風力

發電機、太陽能發電以及其他小型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成立具商用規模的虛擬電廠。該虛擬

電廠中，最小規模的發電廠僅為150 kW，最大

規模的發電廠亦只有為1,100 kW，總電力容量

為20 MW。由上述之實際案例可見虛擬電廠不

僅可以「聚沙成塔」之力來解決電力供需失衡

問題，更重要的，其節能減碳之功效實不容小

覷。

當前我國興建新的發、輸、配電網與開

發新電廠均遭受相當大的阻力，相對地分散式

電源、再生能源則如雨後春筍迅速展開。若能

以一個中控資訊平台，鏈結分散式電源、再生

能源和彈性電價方案等，集結「螞蟻雄兵」之

力，形成虛擬電廠，如此一來，除了預期將可

有效舒緩我國發、輸、配電以及饋線於用電尖

峰時段壅塞之困境外，虛擬電廠亦可藉由調整

其轄下眾多電力用戶之電能供需，配合電力公

司之彈性電價方案(在我國可能為台電公司之需

量競價措施)，獲得電力公司的電價優惠或回

饋，並將這些利益與其電力用戶相互分享，達

成「三贏」，包括電力公司、電力用戶、虛擬

電廠三者。若進一步考量節能減碳之效益，則

整體社會亦能受惠，可謂之「四贏」。

1.2 研究動機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於2014年所開

始執行的「需量反應、分散式電源與儲能之整

合應用」國家型研究計畫，旨在提升我國分散

式電力資源(含分散式電源、儲能系統和需量

反應)電能調度之技術發展與應用，並進行「配

電電能管理系統(Substatio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ubstation-EMS)」和「整合分散式電

力資源之電能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or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

EMS)」的開發、系統建置及運轉測試，其為我

國虛擬電廠運作之相關技術的體現(楊宏澤等，

2014)。

Substation-EMS之功用為擷取電網中每

一饋線之即時電力資訊，並進行電力潮流、

負載轉供及實、虛功率補償等分析，並透過

Substation-EMS計算各別饋線所屬的DER-EMS

所需之電能調度量，並藉由通訊介面將命令

送至各個DER-EMS，以維持配電系統穩定與

可靠。至於DER-EMS之功用則為虛擬電廠運

作之核心，其統馭轄下若干之DER，並配合

Substation-EMS調度指令動作，以維持配電網

路穩定與可靠。DER-EMS和Substation-EMS之

關係如圖1所示，並可由圖1可看出每個DER-

EMS的統轄範圍即可視為一座虛擬電廠。

虛擬電廠之優點至少有三項，其一為電力

公司的發電機組於尖峰時段尚有發電容量之情

況下，因為此時段之發電成本較為昂貴，為了

減少此時段發電之避免成本，可行的方案為藉

由虛擬電廠來調度其轄下各分散式電源(如使用

彈性電價方案，來抑低部分電力用戶的需量)，

以解決尖峰時段供電緊澀之困境。

其二為電力公司的發電機組於尖峰時段已

無發電備轉容量之情況下，因短期間無法立即

擴充發電設備，且尖峰時段之期間亦不甚長，

若以興建新的發電廠房來應付此時之用電需

求，則該廠房於其他離峰時段則有閒置產能之

問題。因此解決方案可以為藉由虛擬電廠來調

度其轄下各分散式電源1，來解決尖峰時段供電

容量不足之困境。

其三為若電力公司之輸、配電設備於某

1 如調度某高壓用戶自備用來應付臨時性斷電的儲能設備、發電機，來支應該區域之用電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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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出現了壅塞的問題，在興建新的輸、配電

設備不易(如民眾抗爭問題)或成本龐大的情況

下，可以藉由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方案，利用

價格誘因，使部分電力用戶願意抑低負載來解

決之。

長久以來，臺灣到處顯現「鄰避(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現象，使得許多區域之用

電需求逐年提升，但輸、變電設施改善計畫卻

屢遭阻礙，導致區域供電瓶頸問題遲遲無法解

決。職是之故，我國若能仿效先進國家，以自

行研發之DER-EMS技術，來發展虛擬電廠商業

模式，整合擁有分散式(小型)電源、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儲能設備和願意參與彈性電價方案

的眾多高壓、低壓和表燈用戶等，使其願意加

入虛擬電廠之運作，將有助於提升我國電力供

需彈性與電力系統之可靠度。

1.3 研究目的

虛擬電廠能有效之運作，須賴於眾多的電

力用戶願意參與其分散式電源之整合和彈性電

價方案的施行，且不同類型之電力用戶，因自

身所具備的條件本就不一(如用電行為是否具有

彈性、是否擁有分散式發電設備等)，故參與虛

擬電廠運作時之經濟效益和機會成本亦不同。

準此，本研究旨在利用一個量化模型，找出電

力用戶與整體社會參與虛擬電廠時之機會效益

與機會成本，接續評估電力用戶與整體社會參

與虛擬電廠之運作是否具經濟可行性，並針對

研究結果做出相關的政策推介。具體而言，本

研究之分項目的有以下數端：

(1)  建立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事前評估

經濟效益量化模型並實證分析之。

(2)  針對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關鍵因素

進行敏感度分析。

(3)  建立高壓用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事前評估

經濟效益量化模型並實證分析之。

(4)  建立整體社會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事前評估

經濟效益量化模型並實證分析之。

2. 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文獻回顧將先針對虛擬電廠之相

關概念與國外先進國家相關實際案例做探討，

接續再進行電力資源經濟效益檢定相關文獻的

探討，最後為小結，將對所有文獻內容資訊做

一結論。

2.1 虛擬電廠相關文獻與案例

何謂虛擬電廠？Landsbergen (2009)指出

虛擬電廠為眾多分散式電源之整合，並且共同

由中央控制系統運作；Pike Research (2013)定

義虛擬電廠為在單一且安全的網絡連接系統

圖1　DER-EMS和Substation-EMS關係圖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5；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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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套透過軟體執行遠端與自動化電力調度

以及發電最適化、需求端管理或儲能設備等功

能的系統。因此，虛擬電廠不僅從供給面集合

分散式電源，更跨足到需求端做電力消費管理

的整合；許志義(2014)認為虛擬電廠包括四個

部分：中控資訊平台、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儲能設備、彈性電價方案。其中資訊平台

提供關鍵之電價訊號，反映影響再生能源發電

的天候狀況、用戶需求強度等即時資訊，不但

能緩解再生能源供電不穩的問題，同時可誘使

電力用戶即時抑低負載，進而減緩興建傳統發

電廠與輸、配電設施之壓力。

根據上述先進對虛擬電廠下的定義，可

看出虛擬電廠有別於一般傳統發電廠，使電力

資源不僅來自電力公司的供電系統，亦可「即

時」、「雙向」來自電力需求端之分散型發電

系統，其電力供需較過去更多元、更充沛、更

具彈性。虛擬電廠之運作可搭配彈性電價的誘

因機制，在電力「供不應求」時，透過電價優

惠方案，誘使電力消費者自願參加且抑低其電

力需求負載，促使電力保持「供需平衡」；反

之若發電過剩時，則中控平台可將之貯存於儲

能設備作為備用，或透過提升消費者需求，從

而達到負載填谷之目的。

相較於單一分散式電源，陳彥豪等(2014)

認為虛擬電廠可帶來的效益包含市場整合、可

參與排程且參與市場交易、參與輔助服務市場

等。同時與大型發電廠相比，虛擬電廠具彈

性、動態容量可進行調整、可平衡不同能源來

源與可有效整合需量管理等運作優勢。許志義

(2014)認為電力政策規劃之重點，除了用過往

的「上而下」觀點來新設電源以增加中央電力

系統裝置的容量外，同時，容納(accommodate)

「下而上」的規劃模式也相當重要，意即鼓勵

電力用戶端布建小型分散式電源與儲能設備，

並透過中央電力系統與分散式發電設備間相互

協調(coordination)，讓整體電網之運作更加穩

定，此亦為虛擬電廠所能帶來的效益。

隨著能源資通訊科技不斷發展，有別於過

往虛擬尖峰容量 2 的做法，虛擬電廠之相關概 

念3 蔚為當前電力需求面管理的主流研究內容，

以下將對虛擬電廠之相關研究與先進國家於虛

擬電廠的實際案例做介紹。

Zhang et al. (2016)認為能源管理系統可以

集結需量反應、風力發電設備和儲能設備，並

搭配智慧電網和先進的資通訊技術，做跨系統

的整合，成為一個虛擬電廠，掌握市場上的電

力需求價格訊號，並策略性地在日前市場和實

時市場間買入和賣出能量，藉此獲利。

Jadid et al. (2016)認為能源市場正在朝著對

分散式電源進行整合的方向發展，為了管理這

種日益增長的雙向複雜性，虛擬電廠於世界各

地正在發展當中，且其研究中所實證之虛擬電

廠，亦包含了儲能設備和需量反應方案。Jadid 

et al.的實證結果指出當虛擬電廠之調度運作包

含需量反應方案時，將能降低其總操作成本，

並減少其對上游電網的依存度。

Zhang et al. (2016)指出虛擬電廠可以在某

一特定區域整合分散式電源，並參與電力市場

的運作。隨著電力用戶尖峰用電需求的不斷增

加，虛擬電廠之概念也正擴張當中。由於再生

能源發電具有間歇性，因此如何利用虛擬電廠

來整合其他電力資源，以支應電力用戶尖峰時

段的用電，是一項重要課題。

日本的關西電力公司2016年和日立和三菱

等公司組成一個團隊，去開發虛擬電廠的相關

技術。其技術的開發將會著重在將位在不同區

域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和風力發電設備做鏈結，

2  虛擬尖峰容量為電力公司藉由電價優惠或市場誘因機制，透過需量競價的方式或其他彈性電價方案，導引眾多電
力用戶在尖峰供電緊澀時段，配合電力公司之需求而降低負載。當前我國台電公司之需量競價措施，即可視為一
項虛擬尖峰容量的作法。

3  兩者之主要差別在於虛擬尖峰容量常為藉由用戶群代表整合眾多分散的用戶參與電業之彈性電價方案，而虛擬電
廠則可能為用戶群代表整合眾多用戶的電力負載、分散式發電設備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直接跟既有的電業在電
力市場上競爭，將電力售給終端用戶，故可謂虛擬尖峰容量為虛擬電廠的一種雛型，即為不售電之虛擬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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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匯集其所發之電力將之儲存供未來使用。日

本開發虛擬電廠是為了以防在因為天氣或任何

無法控制的自然因素下，致使傳統電廠的供電

中斷時，可以用平時所儲存的再生能源電力來

供電，作為傳統發電廠的備用電源。此外，日

本政府規劃在到2030年止，將布局讓再生能

源佔日本總能源的20%，產業經濟省亦預計投

入30億日圓來補貼虛擬電廠相關技術的發展

(Nikkei, 2016)。

Dietrich et al. (2015)該文探討數個虛擬電

廠的策略，同時進行技術經濟面的分析。由於

至2020年西班牙新建置的發電容量，預期超過

一半以上是分散式電源，而且大多數的分散式

電源，是由間歇性供電的再生能源所提供，因

此，對於西班牙電力系統造成運轉不確定性的

挑戰。當分散式發電機組增加時，這些機組的

單位容量卻相對降低，為了確保電力系統整體

操作的可行性，必須將許多小型的發電機組(包

含需求面管理)整合為單一的虛擬電廠，乃成為

重要的電力市場策略。

許志義與黃俊凱(2015)指出當前我國的電

網如遭遇到變電所容量無法擴大、電網發生壅

塞或電業因財務困難須延緩配電網之投資，仍

須要輔助服務以解決饋線電壓變動、供電不穩

定之問題時，可以考慮在配電層級方面引進虛

擬電廠，由其負責整合、協調分散式電源之發

電或大型電力用戶的可調度負載，並與台電公

司簽定雙邊合約，約定由虛擬電廠提供輔助服

務，而該輔助服務招標之相關制度與程序，可

參照德國備轉容量市場的機制與作法當作依

循。

謝忠翰等(2014)提出一個新的Hour-Ahead

需量拍賣和競標技術，Hour-Ahead需量拍賣機

制可協助電力公司在有限的降載獎勵成本下達

成降載目標。其認為若用戶參與該機制，將有

機會獲得更大的獲利，並且有機會促使電力公

司端和用戶端雙贏的情況。杜超等(2014)亦認

為需量反應在電力市場中能更充分地發揮其靈

活改變用戶用電行為的優勢，促進削峰填谷，

對電力大用戶、慣性用電等負載以及未來的用

電模式、電力系統整體、整體社會，帶來利

益。

根據以上虛擬電廠之相關研究文獻與案

例，可以確知先進國家無不致力於再生能源和

電力市場自由化的推廣，並以儲能設備和小型

發電設備(如柴油引擎)做為配套措施，藉由跨

系統之整合，將間歇性運轉不穩定的再生能

源，轉變為穩定的能源供應系統，此顯見虛擬

電廠之市場價值。

2.2  電力需量反應經濟效益檢定之
相關文獻探討

許志義與黃國暐(2010)該文認為不同類型

的經濟效益檢定方法均有其相對之優點和缺

點，若僅以單一項檢定來度量需量反應方案的

經濟效益，常會發生「見樹不見林」的問題，

故國外先進國家在衡量需量反應方案之可行性

時，多採用總資源成本檢定做為首要考量，並

搭配其他檢定(如社會檢定、公用事業成本檢定

等)為輔助工具。

參考許志義與黃國暐 ( 2 0 1 0 )、廖桓暉

(2013)、盧姵君等(2014)與張晉嘉(2015)研究

中的經濟效益分析，皆是依循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CPUC (2001)的方法來建構

其經濟效益模型。本研究之經濟效益分析模型

之建構亦將以該手冊為藍本，以進行虛擬電廠

之經濟效益分析。

2.3 文獻回顧小結

根據前述文獻及研究背景，可歸納出以下

小結：電力供給面大規模電廠興建不易，同時

在全球暖化及「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後，再生能源發電容量與供電占比迅速成長。

然而，再生能源(尤其太陽能與風力受限於外在

天候條件限制，供電具間歇性)之發電不穩定，

因此需量反應與儲能電池(或電動車)即成為重

要配套方案。在此情況下，虛擬電廠成為整合

上述各面向電力資源的重要平台，值得臺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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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部門重視。

相較於上述相關文獻均採取虛構之個案做

為研究對象，本文係藉由具體存在之個案(亦即

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此一高壓電力用戶)，

探討虛擬電廠參與者檢定及社會成本檢定，是

否跨越經濟效益的門檻。同時，亦針對表燈用

戶虛構之個案，探討虛擬電廠參與者檢定及社

會成本檢定，是否跨越經濟效益的門檻。

3. 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

3.1  電力需求面管理方案經濟效益
模型

有關電力需求面管理方案的經濟效益模型

與檢定方法，先進國家於1980年代後，逐步發

展出一套具獨特性、一致性與實用性的完整架

構，其和傳統財務經濟學所慣用的模型有所出

入。最大的差別在於電力事業具有選擇價值4 

(Option Value)之外部經濟，以及環境污染的外

部成本，其在分析角度之切入點不同於一般以

獲利為目的之產業，因此在成本與效益的認列

上會具有較大的範疇，前者如節約電能所額外

減少的環境外部成本，後者如用戶端因避免缺

電而產生的機會效益。

本研究以CPUC (2001)的方法為藍本，依

循該手冊所設計之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作為本研

究虛擬電廠之經濟效益分析的主要參考資料。

依本研究之檢定需求，以下只針對參與者檢定

和社會成本檢定加以深入探討，以利後續實證

分析中計算「事前」評估之成本效益檢定量化

模型。

3.1.1 參與者檢定

參與者檢定係從電力用戶之觀點出發的檢

定方式，其用以衡量電力用戶在參與虛擬電廠

之創新電力需求面管理方案後的「可計數」效

益與成本。參與者檢定之優點為能將參加虛擬

電廠之運作所能獲得的「初次收割(first cut)」

有利條件訊息，傳達給電力用戶。以彈性電價

方案為例，參與者檢定有助於虛擬電廠在設計

費率折扣方案時的考量，訂定出一組能誘發電

力用戶願意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的費率折扣，

並讓虛擬電廠評估電力用戶的潛在參與率，或

藉由改變基準方案之費率，來檢視電力用戶是

否能達到期望參與率。本檢定結果可用數學式

表達，並以(1)、(4)二種方式呈現。

3.1.1.1  參 與 者 檢 定 之 淨 現 值
(Participant Net Present 
Value, 〖NPVP)：

NPVP = BP ‒ CP            (1)

NPVP 為參與者之淨現值；BP 為參與者之

效益總現值；CP 為參與者之成本總現值。淨現

值大於0代表該方案對參與者而言是有利的。BP 

和CP 更細部之內容如(2)、(3)所示。

(2)

其中 d 為折現率；BRt 為參與者第 t 年參與

彈性電價方案時，電費帳單減少之金額；INCt 

為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所獲得之電價

回饋；DERRt 為第 t 年利用分散式電源參與虛擬

電廠運作的電力調度回饋。

 

(3)

PCt 為參與者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

所發生之有形和無形成本；DERCt 為期初分散

式發電設備的建置費用；DERMCt 為第 t 年分散

4  電力相較於民眾平日所消費的其它一般財貨，此種資源可「隨時」、「隨地」、「隨意」以合理又相對低廉的價
格取得(交易成本甚低)，且其品質係為相對穩定、可靠的民生必需財貨，不但可滿足消費者內心的安全感，也維
繫了社會的普遍安定。這種即使未用該資源，但消費者心中「隨時」、「隨地」、「隨意」保有的一種「選擇價
值」，就是電力事業所提供給社會大眾的外部經濟與社會福利，也因此其供給的邊際成本雖低，惟一旦短缺，其
邊際效用甚高，反映的不僅是經濟活動因缺電而導致之有形貨幣所得之附加價值損失，更包括了消費者安全感、
穩定感的未獲滿足。

Bp = [BRt + INCt + DERRt (1 + d )t/ ]n
t = 0

Cp = [PCt + DERCt + DERMCt (1 + d )t/ ]
n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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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發電源的運轉和維護成本。

3.1.1.2  參 與 者 檢 定 之 益 本 比
(Participant Benefit-Cost 
Ratio, BCRp)：

BCRp = Bp ⁄ CP            (4)

BCRp 為參與者之益本比，益本比大於1表

示該方案對參與者而言有利可圖，愈能增加其

參與該方案之意願。

3.1.2 社會成本檢定

社會成本檢定為整體社會觀點的考量，在

成本項的認列上考慮了外部性的影響，並以社

會折現率取代一般資本市場之利率來做分析。

其主要優點為納入環境外部性考量，可促進市

場上更多虛擬電廠運作下之需求面管理方案的

提出，將對人類的生活環境更有利。準此，本

研究將考量在虛擬電廠運作下之整體社會節能

減碳的外部性影響、延緩新電廠開發之迴避成

本，來作為本檢定之效益項與成本項5。其中節

能減碳之效益將由每度電的排放係數(Emission 

Factor)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市場價格推

估，將減碳效益貨幣化。本檢定結果可用數學

式表達，並以(5)、(8)二種方式呈現。

3.1.2.1  社會之淨現值(Social Net 
Present Value, 〖 〖NPVS)：

NPVs = Bs ‒ Cs            (5)

NPVs 為參與者之淨現值；Bs 為整體社會觀

點之效益總現值；Cs 為整體社會觀點之成本總

現值。淨現值大於0可視為對該方案對整體社會

而言是有利的。Bs 和Cs 更細部之內容如(6)、(7)

所示。

(6)

其中 r 為社會折現率；UACt 為電力公司第 

t 年供電之容量迴避成本；UACat 為電力公司第 

t 年迴避之替代燃料供電成本；EBt 為電力用戶

減少電能使用於第 t 年所產生之正外部性。

(7)

NPCt 為電力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

所產生之淨成本；ECt 為電力用戶使用分散式

電源於第 t 年發電時所產生之負外部性。

3.1.2.2  社 會 之 益 本 比 ( S o c i a l 
Benefit-Cost Ratio, 〖BCRS)：

BCRs = Bs ⁄ Cs            (8)

BCRS 為社會整體之益本比，益本比大於1

表示該方案對社會而言是有利的，愈能增加政

府推廣該方案之可能性。

3.2 實證研究內容

雖然虛擬電廠之組成包含了中控資訊平

台、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儲能設備和彈

性電價方案等四大部份，但一般而言，只要藉

由其中彈性電價方案之運作，在供電緊澀時

段，藉由優惠之電價費率折扣，抑低某部分需

求彈性大的用戶之用電負載，來供電給電力需

求彈性小的用戶，以確保供電穩定，即可謂廣

義的虛擬電廠。在此情況下，電力用戶是否願

意採行彈性電價方案，對虛擬電廠之運作實為

關鍵。因此，若能將眾多分散的表燈用戶集結

起來，即可達到聚沙成塔、螞蟻雄兵之「虛擬

容量」效果，對整個電力系統於用電緊澀時段

之調度彈性，等同於一座虛擬的發電廠。

本研究進行成本效益實證分析之情境，係

定義為用戶群代表(電力供需兩者以外的第三

方)運用DER-EMS，將選擇不同電價方案、願

5  社會成本檢定之效益項與成本項，原應考慮電力用戶、電力供給者(電力公司)和虛擬電廠三者在執行彈性電價方
案時所產生之總和影響，但礙於本研究並無取得電力供給者和虛擬電廠之成本項資料，且其無法由吾人準確估算
之，故本研究在此簡化分析，僅就實際上能取得和估算的項目，做社會成本檢定之試算分析。

Bs = [UACt + UACat + EBt (1 + r )t/ ]n
t = 0

Cs = [NPCt + ECt (1 + r )t/ ]n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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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參與需量反應方案或擁有分散式發電設備或

儲能系統的電力用戶群做結合，並以DER-EMS

之資通訊技術，對電力資源做即時地監測與協

調。

本研究所界定虛擬電廠相關之利害關係

人有四，其一為電力用戶，其次為虛擬電廠競

合關係的其他電力供給者(主要為台灣電力公

司)，其三為虛擬電廠，最後為整體社會。鑒於

電力公司在實施需量反應方案之前，均須先行

向政府主管機關提報各面向(包括經濟面與財務

面)之分析，在經政府核准後，方可實施。相

對地，個別用戶參與需量反應是否符合自身效

益，因較缺乏成本效益分析之專業能力，因此

本研究即針對不同類型的電力用戶(表燈用戶、

高壓用戶 6)之角度和整體社會之角度，作為參

與虛擬電廠運作之「事前」成本效益分析的探

討對象。

4. 實證分析

4.1  表燈電力用戶模擬情境之經濟
效益分析

本研究以下模擬情境為表燈電力用戶參與

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方案，其中智慧型電表基

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由電力公司提供無須額外備置，電能資訊管理

系統則是運用「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的商業模式，只要表燈用戶願意和虛擬電廠簽

約，同意將其用電資訊授權給虛擬電廠使用(包

括提供給大數據分析公司)，即可免費獲得一套

電能資訊管理系統7。在此情境下，表燈電力用

戶是否願意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和彈性電價的

誘因大小最為關鍵，因此本研究先行參考台電

公司於104和105年度所公告並實行的「需量競

價措施」後，再擬定本研究欲採用之表燈用戶

彈性電價基準方案(表1)。

表1基本電費折扣標準係由以下程序估算

而得。首先，台電公司104年度需量競價措施之

基本電費折扣的上限訂定，係參考通霄電廠燃

氣複循環機組之容量避免成本2,459 (元/每瓩每

年)。其基本電費折扣上限48 (元/每瓩每月)的估

算方式，係將該機組之容量避免成本2,459 (元/

每瓩每年)，除以12，均化為每月成本。然後，

再除以30，均化為每日成本。最後，乘以7次

(每個月至多執行7次需量競價)，即可得出每月

的基本電費折扣的上限47.8 (元/每瓩每月)。

本 研 究 基 於 柏 拉 圖 改 善 ( P a r e t o 

6  本研究在此之高壓用戶以國立成功大學「需量反應、分散式電源與除能之整合應用」國家型研究計畫和台電樹林
電力綜合研究所合作之虛擬電廠示範場域實際數據，來模擬該場域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可能潛在經濟效益(台電公
司，2015)。

7  在此處「羊」是指表燈用戶，「羊毛」是指表燈用戶的用電資訊，「狗」是指製造或行銷電能資訊管理系統的公
司，「豬」指的是想要獲得表燈用戶用電資訊的企業(亦可能為虛擬電廠自己本身)。傳統商業模式轉變成「羊毛出
在狗身上，豬來買單」之關鍵為商品多了「資訊」交易的價值，商人交易的不只是「商品」與「金錢」，更重要
的是商品背後的使用「資訊」。以虛擬電廠為例，若虛擬電廠能得到表燈用戶的用電資訊，將有利其擬定成本最
小的電力調度排程來獲利。

表1　本研究所採用之表燈用戶彈性電價基準方案

可選用對象 經由虛擬電廠整合表燈用戶達經常契約容量50 kW以上者

實施期間 每年5月1日至12月31日
抑低用電時間 每次最少須抑低用電15分鐘，最多可抑低用電4小時

抑低契約容量 至少0.5 kW (含)以上

通知方式 60分鐘前(以簡訊、電話、e-mail通知)
基本電費扣減標準 夏月、非夏月皆為40 (元/每瓩每月)
流動電費扣減標準 夏月、非夏月皆為3 (元/每度)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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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的經濟準則，意即當一項經濟狀

態改變時(指參與用戶從原來沒有電價優惠，增

加至40 (元/每瓩每月))，在沒有其他人福利受

損的前提下(假設此情境下電力公司給予的電價

折扣，恰等於尖峰容量避免成本，達成損益兩

平)，可以讓某些人福利水準提高，此表示社會

整體的福利水準提高。準此而論，基本電費折

扣採104年度所公告之需量競價容量折扣作為基

準，尚稱合理。

至於流動電費扣減標準，係參考台電公司

之需量競價平台(圖2)，於105年度5月和6月的

競價成交價格(圖3)，加以平均後所估算。雖然

台電公司之需量競價措施所公告的抑低用電每

度報價上限為10元，但由於台電公司電力調度

邊際發電機組之變動成本(主要為燃料成本)，

在一般情況下，均遠低於10 (元/每度)，因此電

力供需雙方成交之價格，均落在電力調度的邊

際成本3.5 (元/每度)附近。

再者，有關抑低契約容量和抑低用電時間

方面，本研究認為虛擬電廠之優點為能集合眾

多有意願參與彈性電價機制的電力小用戶，藉

由「輪流」抑低電力負載的之方式，來發揮聚

沙成塔、螞蟻雄兵之效益，因此本研究設定表

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機制時抑低契約容量下限

圖2　需量競價平台登入首頁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5

圖3　需量競價平台上之平均電能邊際價格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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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5 kW，抑低用電時間之下限為15分鐘。

此外，有關通知時間方面，則採60分鐘前

通知(以簡訊、電話、e-mail通知)。雖然本研究

認為未來在ADR(自動需量反應，Auto Demand 

Response, ADR)技術更臻成熟下，虛擬電廠可

在遠端隨時中斷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之用戶的負

載(許志義與吳仁傑，2014)，但根據鄭欽龍等

(1990)和楊豐碩等(2011)之缺電成本相關研究，

是否有事前通知電力用戶將停電會影響用戶之

缺電成本，且無預警對用戶停電所帶來之缺電

成本會較有事前通知來的大(即無預警停電對整

體社會的無謂損失較大)。鑒於此，本研究在

此所擬定之基準方案係採「有事前通知」的方

式。

最後，有關實施期間方面，亦採用台電公

司104和105年度需量競價措施之內容，亦即5月

至12月。表2列示各有關參與者檢定之成本項與

效益項代號之內容說明。

在本研究的基準方案情境中，假設某一表

燈用戶因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所抑低之用電量為

夏季月份(6月至9月)每次平均1 kW，非夏季月

份(5月、10月至12月)每次平均0.5 kW，選用的

抑低時間為每次15分鐘，且虛擬電廠於夏季月

份執行彈性電價方案每月4次(約每周一次)和非

夏季月份每月1次。

在上述情境下，此表燈用戶於夏季月份參

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每次抑低時間15分鐘，每

次抑低容量為1 kW，因此換算成抑低流動電能

為0.25度(1 kW × 0.25 hr = 0.25 kWh)；至於非夏

季月份，參與用戶則每次抑低容量0.5 kW，換

算成抑低流動電能為0.125度(0.5 kW × 0.25 hr = 

0.125 kWh)，因此BRt 之計算為式(9)所示。

BRt =  0.25 × 4 ×  4 × 3.52 + 0.125 × 1 × 4  

× 2.10 = 15.13            (9)

INCt 為用戶第t年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

方案所獲得的電價回饋，在夏月和非夏月中，

基本電費扣減標準皆為40元(每瓩每月)，流動

電費扣減標準皆為每度3元，因此INCt 之計算

為式(10)所示。

INCt =  (0.25 × 4 × 4 + 0.125 × 1 × 4) × 3 + 0.5 × 

40 × 8 = 173.5          (10)

PCt 為用戶第t年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

方案所發生的有形和無形成本，在此情境中用

戶的參與成本即為缺電成本。根據楊豐碩等

(2011)之缺電成本相關研究，不同的用電特性

和是否有先通知用戶要停電，皆是影響用戶的

缺電成本之關鍵因素。準此，本研究將採楊豐

碩等(2011)對住商混合區之住戶在有事前要通

知停電(停電15分鐘)情境下，所推估的缺電成

本48 (元/每度)，作為此一表燈用戶的參與成

本，因此PCt 之計算過程如式(11)所示。

PCt = (0.25 × 4 × 4 + 0.125 × 1 × 4) × 48 = 216
(11)

在此情境下，此一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

之彈性電價方案所帶來的效益項目，包含電費

帳單金額的減少(BRt )及虛擬電廠給予的電費折

扣(INCt )；而成本項目，則為抑低用電負載期

間所帶來的不方便性。認列出效益項目和成本

項目後，此一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

價方案，單一年度的NPV與BCR之計算結果，

表2　參與者檢定(表燈用戶)項目代號內容說明

項目代號 內容說明

BRt 表燈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電費帳單減少之金額

INCt 表燈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所獲得之電價回饋

ABt 表燈用戶第 t 年利用電能資訊管理設備，所減少待機用電的金額

PCt 表燈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所發生之有形和無形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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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

之彈性電價方案的總效益(183元)，小於總成本

(210元)，故檢定結果為NPV < 0、BCR < 1，未

通過經濟效益之檢定。因此，對此一表燈用戶

而言，若選擇參與該彈性電價方案將是不符合

經濟理性的行為。

上述之檢定結果，並未將虛擬電廠可以提

供給表燈用戶之電能資訊管理設備的使用效益

納入考量，NPV < 0、BCR < 1僅能解釋為彈性

電價方案，並未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使表燈

用戶願意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若進一步地將

用戶使用電能資訊管理設備(如智慧插座)所帶

來的節能效益納入考量，上述之檢定結果將可

能改變。

ABt 為用戶第t年使用虛擬電廠提供之電能

資訊管理設備來做待機用電的節能管理後，所

減少用電的金額。根據市面上所販售之電能資

訊管理設備的產品介紹，舉凡家用電器(如電

腦主機、電視等)、空調設備(如冷氣、除濕機

等)，皆是其優化待機時之用電量的對象。本研

究參考台灣智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官網8 上所公

告之各類家電待機時之耗電資訊(圖4)後，假定

若該表燈用戶使用電能資訊管理設備來做待機

用電的節能管理，平均每天可淨省0.5度電(扣

除完使用電能管理設備的耗電量)，此可視為參

與虛擬電廠之運作所帶來的效益。ABt 之計算

和納入電能資訊管理設備之節能效益後單一年

度的經濟效益檢定結果，為式(12)和表4所示。

ABt =  0.5 × [(30 × 2 + 31 × 3) × 3.52 + (28 + 30 × 

2 + 31 × 4) × 2.10] = 714.48        (12)

表3　參與者檢定(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估算結果

效益 成本

BRt INCt PCt

折現總值(t = 0, 1) 14.73 168.96 210.349
總計 183.69 210.349

檢定結果

淨現值(元)
益本比

-26.654
0.8732

註：本研究在此採參考臺灣銀行2016/07/04之基準利率2.686%作為折現率之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8  其官方網站之網址為https://www.tiscservice.com/

圖4　家用各類電器待機耗電量
資料來源：台灣智慧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官網(https://www.tisc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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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

之彈性電價方案，並做待機電力節能管理的總

效益(879元)，大於總成本(210元)，故檢定結果

為NPV > 0、BCR > 1，通過經濟效益之檢定。

此檢定結果意謂在現有的基準方案下，若虛擬

電廠能免費提供電能資訊管理設備給表燈用

戶，則將產生足夠之經濟誘因，翻轉成本效益

檢定之結果，使表燈用戶有意願參與虛擬電廠

之運作。

4.2  表燈用戶彈性電價替代方案之
敏感度分析

鑒於前一節中，當表燈用戶只參與彈性電

價方案，但並未用虛擬電廠所提供之電能資訊

管理設備做電力節能管理之情況下，NPV < 0且

BCR < 1，反映出基準方案對參與用戶而言，

並不具經濟誘因。因此，本節以下提出四種替

代方案(表5)，用以比較當基準方案之變數改

變時，對參與者檢定的NPV、BCR造成何種影

響。

替代方案一、替代方案二和替代方案三，

探討要如何在基準方案下改變彈性電價方案的

費率折扣或改變目標客戶群，才能使彈性電價

方案更具經濟誘因(NPV > 0且BCR > 1)，讓表燈

用戶願意參與虛擬電廠的運作。

替代方案四和替代方案五則是探討表燈

用戶在基準方案下，是否能藉由改變自身的用

電行為，來提高既有的彈性電價折扣費率下之

NPV與BCR，使得參與虛擬電廠的運作是具經

濟效益的行為。

本研究以下將根據分析結果(表6、圖5、

表7和表8)，期能找出何者為影響表燈用戶願意

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的經濟效益檢定之關鍵變

數。

表6為基本電費折扣與流動電費折扣之敏

感度分析的試算結果，有別於廖桓暉(2013)和

張晉嘉(2015)所做的需量反應電價折扣敏感度

分析，本研究把基本電費折扣與流動電費折扣

變動後，所有可能之情境列舉出來，期能找出

一組能使NPV > 0且BCR > 1的折扣費率，而並

表4　參與者檢定(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使用電能管理設備)估算結果

效益 成本

BRt ABt INCt PCt

折現總值(t = 0, 1) 14.73 695.79 168.96 210.349
總計 879.48 210.349

檢定結果

淨現值(元)
益本比

669.1369
4.181

註：本研究在此採參考臺灣銀行2016/07/04之基準利率2.686%作為折現率之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表5　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替代方案之內容說明

內容說明

替代方案一 分別模擬基本電費扣減基準上漲至1.2倍、1.5倍、2倍
替代方案二 分別模擬夏月流動電費扣減基準上漲至每度5元、8元、10元
替代方案三 通知方式改為無事前通知(例如找尋願意參加ADR之用戶)
替代方案四 分別模擬延長抑低用電時間至30分鐘、1小時、2小時

替代方案五 分別模擬夏月抑低用電量增加至1.25 kW、1.5 kW、1.75 kW、2 kW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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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基本電費折扣與流動電費折扣之敏感度分析

基本電費折扣

基準 提高1.2倍 提高1.5倍 提高2倍

流動電費
折扣

基準
0.8732

-26.65
1.0214

4.5088
1.2436

51.2533
1.614

129.1607

調至5元 0.9149
-17.8894

1.0631
13.2734

1.2968
62.4525

1.6556
131.9253

調至8元 0.9774
-4.7426

1.1256
26.4203

1.3478
73.1647

1.7181
151.0722

調至10元 1.019
4.0219

1.1672
35.1849

1.3894
81.9293

1.7598
159.8367

註一：斜線左上方數值代表益本比(BCR)，右下方之數值代表淨現值(NPV)
註二：標記灰底的數據即表示通過參與者檢定之門檻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圖5　基準方案下不同之缺電成本與其對應之益本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7　抑低用電量之敏感度分析

抑低用電量之敏感度分析

NPV BCR
夏月抑低用電量調至1.25 kW -67.049 0.7392
夏月抑低用電量調至1.5 kW -107.444 0.6463
夏月抑低用電量調至1.75 kW -147.839 0.5783
夏月抑低用電量調至2 kW -188.234 0.52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表8　抑低用電時間之敏感度分析

抑低用電時間之敏感度分析

NPV BCR
抑低用電時間調至30分鐘 -209.1229 0.5029
抑低用電時間調至1小時 -1730.9857 0.1337
抑低用電時間調至2小時 -4774.7112 0.07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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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只經由單一變數改變時的比較靜態分析探

討，找出能改變檢定結果的費率。由於替代方

案一和替代方案二本研究均提出三組的費率上

漲建議，再搭配原先的基準方案之費率，表6之

敏感度分析的結果共有4 × 4組。

由表6可以看出若維持流動電費折扣費率

在基準方案的水平，則將基本電費折扣費率

上漲1.2倍至1.5倍，也就是約48 (元/每瓩每月)

至60(元/每瓩每月)之間，則將NPV > 0且BCR > 

1，基本電費折扣費率具有經濟誘因，表燈用

戶參與該虛擬電廠的彈性電價機制將具經濟效

益。鑒於台電公司105年度所公告之需量競價

措施的容量折扣費率之上限亦為72 (元/每瓩每

月)，所以上漲基本電費折扣費率至1.5倍(60元)

是可行的替代方案。

若維持基本電費折扣費率在基準方案的水

平，將流動電費折扣費率分別上漲至5和8 (元

/每度)，可由表7看到雖然NPV和BCR會持續

提高，但依然沒有通過經濟效益檢定之門檻值

(NPV > 0且BCR > 1)。鑒於台電公司105年度所

公告之需量競價措施的能量折扣費率之上限為

10 (元/每度)，本研究認為若持續的上漲流動電

費折扣費率，雖可使NPV > 0且BCR > 1，但並

不符合資源的配置效率，因為就台電公司105年

度需量競價平台所揭露的資訊來看，發1度電的

能源邊際價格大概在3.5 (元/每度)左右，過度地

上漲流動電費折扣費率使NPV > 0且BCR > 1並

不具經濟效率。

若同時把基本電費折扣與流動電費折扣之

費率變動納入考量，可由表7看到將流動電費折

扣漲至5 (元/每度)和基本電費折扣漲至60 (元/每

瓩每月)至80 (元/每瓩每月)之間(BCR為1.29至

1.65之間)，對表燈用戶而言，比單獨調整基本

電費折扣至相同水平更具吸引力(因為在相同水

平下若維持流動電費折扣不變，BCR只為1.24

至1.61之間)。

至於上漲流動電費折扣至5 (元/每度)是否

合理，本研究在此認為5 (元/每度)和現行發電

能源邊際價格3.5 (元/每度)之差，可視為一種給

付溢酬的概念。即虛擬電廠可多給予用戶一些

電價折扣，來吸引更多用戶願意參與其彈性電

價方案之運作，以確保電力公司對其要求抑低

電力負載時，能有足夠的籌碼來抑低負載，避

免抑低負載量不足而違約遭罰。

圖5為在基準方案之彈性電價方案費率折

扣下，不同缺電成本的表燈用戶與其相對應之

參與彈性電價方案的益本比折線圖。由圖4可

以看出在基準方案的情境下，缺電成本越低之

表燈用戶，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的益本比會越

高。在基準方案的電價費率折扣下，本研究計

算出可達損益兩平(BCR等於1)的缺電成本為

41.91 (元/每度)。因此替代方案三之意涵即為在

不調漲現行的電價費率折扣下，虛擬電廠可積

極地尋找缺電成本低的表燈用戶，來參與該彈

性電價方案。

表7和表8是站在表燈用戶的角度來分析是

否能藉由改變自身的用電行為，來提高既有的

彈性電價折扣費率下之NPV與BCR。本研究結

果發現無論是提高抑低夏月抑低用電量或提高

抑低用電時間，皆無法使表燈用戶在基準方案

的電價折扣下獲得經濟效益。究其原因，本研

究認為是過度地抑低用電所導致無形的缺電成

本太大，而無法與抑低用電所帶來的效益打平

所致。

綜上表6、表7和表8而論，本研究為表燈

用戶相較於其他電力用戶(如高壓、特高壓用

戶)，其用電行為較不具更變之彈性，且對每

一度電能使用之主觀評價都甚高，進而造成缺

電成本較大。因此，本研究認為虛擬電廠能否

提供具充足經濟誘因之容量費率折扣給表燈用

戶，使表燈用戶抑低用電之缺電成本被彌平，

是影響表燈用戶願意參加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

方案與否的最關鍵因素9。

9  本研究此一結論和許志義與林俊儒(2015)用層級分析法對台電專家群和學者群進行「智慧電表用戶選用需求面管理
方案關鍵因素之權重分析」的結論相同，皆認為基本電費折扣是影響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與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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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壓用戶模擬情境之經濟效益
分析

本節接續將以國立成功大學DER-EMS計畫

與台電電力綜合研究所，在新北市樹林區合作

之虛擬電廠示範場域為例，分析與之用電型態

相近和具有相同分散式電源的高壓用戶，參與

虛擬電廠之運作是否具經濟效益。該示範場域

為一高壓用戶，且可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分散

式電源共有5項，其裝置容量和建置成本如表9

所示。

由表9可以看出若能有效的整合該示範場

域之分散式電源，則該場域猶如一座具300 kW

左右的發電廠，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經濟效

益不容小覷。準此，以下將分析在各分散式

電源的生命週期內(假設為20年)，該場域參與

虛擬電廠電力調度之成本效益。表10列示各有

關參與者檢定之成本項與效益項代號之內容說

明。

本節之基準模擬情境為該示範場域利用

柴油引擎、儲能設備、太陽能發電設備、風力

發電設備和需量反應，參與虛擬電廠的電力調

度運作，其相關的能源調度費率如表11所示。

在柴油引擎和儲能系統的部分，本研究假設該

表9　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場域之各分散式發電設備與建置成本

設備名稱 建置成本

柴油引擎(50 kW) 49萬1千元(註一)
太陽能發電設備(30 kW) 180萬元

儲能系統(250 kW/750 kWh) 採租賃方式，65,400元/每月

風力發電設備(10 kW) 160萬元(註二)
需量反應(最少30 kW，最多可50 kW) 無

註一：採ebay上之50 kW Perkins Diesel Generator, 230V, 3PH, 120AMP做估算
註二：採林師模等(2013)之研究數據1,600,000 (元/kW)做估算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5

表10　參與者檢定(上述示範場域)項目代號內容說明

項目代號 內容說明

BRt 該場域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電費帳單減少之金額

INCt 該場域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所獲得之電價回饋

PCt 該場域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時，所發生之有形和無形成本

SR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太陽能發電設備發電之效益

SCt 該場域第 t 年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之總成本

SMCt 該場域第 t 年利太陽能發電設備發電之維護成本

DGR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電力調度回饋

DGC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燃料成本

DGMC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維護成本

WR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風力發電設備發電之效益

WCt 該場域第 t 年建置風力發電設備之總成本

WMC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風力發電設備發電之維護成本

ESRt 該場域第 t 年利用儲能設備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電力調度回饋

ESCt 該場域第 t 年租用儲能設備之費用

ESMCt 該場域第 t 年使用儲能設備之維護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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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無論是否有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皆須購

置，以備電力臨時中斷或將超約用電時之用。

因此，在考慮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成本項

時，只將維護成本(採總系統建置成本的3%進

行估計)和燃料成本(柴油發電機發電1 kWh的成

本約20.98元/度)納入考量。另外，在太陽能和

風力發電設備的部分，則是須要考慮建置成本

和維護成本(採總系統建置成本的1.5%進行估

計)，因為其對該場域之運作並無直接之攸關

性，係為了計畫之需要才建置。

本節之基準模擬情境為該場域在參與虛擬

電廠運作之未來20年中，每年夏季月份(6至9

月)平均接受30次12 112.989 kW (每次1小時)的調

度，非夏季月份(1至5月、10至12月)平均接受

10次30 kW(每次1小時)的調度，其調度原因暫

不做探討。在夏季月份每次112.989 kW的調度

中，平均有50 kW是來自於需量反應，平均有

33.575 kW是來自於柴油引擎，平均有29.414 

kW是來自於儲能設備。而在非夏季月份每次30 

kW的調度中，則均是靠需量反應來做調度。另

外並假設太能能和風力發電設備所發之電能，

除供儲能設備充電外(假設每年充電2次，每次

含功率轉換因素須充800 kWh)，其餘發電量皆

併網供該場域使用。準此，以下將計算出該場

域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各成本項與效益項。

在上述情境下，該場域於每年度夏季月份

參與彈性電價機制時，每次抑低50度(50 kW × 1 

hr = 50 kWh)；於非夏季月份參與彈性電價機制

時，每次抑低30度(30 kW × 1 hr = 30 kWh)，因

此BRt 之計算為式(13)所示。

BRt = 50 × 30 × 3.13 + 30 × 10 × 3.03 = 5,604  (13)

INCt 為該場域第t年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

電價方案所獲得的電價回饋，在夏月和非夏月

中，基本電費扣減標準皆為72元(每瓩每月)，

流動電費扣減標準皆為每度6元。假設其抑低契

約容量為30 kW，則INCt 之計算為式(14)所示。

INCt =  (50 × 30 + 30 × 10) × 6 + 30 × 72 × 12 = 

3,672,020          (14)

PCt 為該場域第 t年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

電價方案所發生的有形和無形成本，此情境

中該場域的參與成本即為缺電成本。本研究

在此係參考楊豐碩等(2011)「缺電成本之調查

研究」的研究結果中之缺電成本數值15.9 (元/

kWh)，其是用線性規劃產出模型所估計出的缺

電成本，藉由模擬電力供應的改變和所相對應

的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成長率減少幅

度，來推估總體經濟的缺電成本。由於線性規

劃投入產出估計出的缺電成本，是整體產業經

濟的平均缺電成本，意即以每度電所創造的平

均附加價值，做為衡量缺電成本的基礎，是一

10  PDG 為虛擬電廠在對該場域發布電力調度指令時，所要求柴油引擎輸出的電能實功值。
11  PESS 為虛擬電廠在對該場域發布電力調度指令時，所要求儲能系統輸出的電能實功值；TOU則為時間電價。
12  參照台電公司2016年6月10日公告的資訊，2016之需量競價措施自5月份上路以來，截至6月上旬止，已累計執行24
次、2,500戶次得標，實際在下午1點至5點的用電尖峰負載期間累積抑低超過150萬瓩，約等於3部臺中火力發電機
組的發電量。

表11　虛擬電廠之能源調度費率

虛擬電廠之能源調度費率

需量反應(能量) 需量反應(容量) 柴油引擎 儲能系統

6.0 (元/kWh)(註一) 72 (元/每瓩每月) 註二 註三

註一：參考自台電公司所提供之當前參與需量競價用戶的較常出價
註二10： 0.0418PDG

2 + 3.1648PDG +
 107.0388 (參考柴油機廠商提供之燃油曲線，以二次函數逼近而

得。)
註三11 ：4.92PESS +

 TOU × PESS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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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電能不足的缺電成本，反映的是每度電的平

均生產力。本研究假設在非夏月每次30 kW的

調度中，所抑低之需量均可由儲能設備之電力

來回補，因此不會產生缺電成本，故PCt 之計

算為式(15)所示。

PCt = 40 × 30 × 15.9 = 19,080         (15)

SRt 為該場域第t年利用太陽能發電設備發

電之效益，根據太陽能光電系統於各縣市之

年平均發電量13，取電力綜合研究所場域所在

地臺北之發電量，其年均發電量為958 (kWh/

kWp)，故該場域之30 kW太陽能發電設備每年

平均可發電28,740 (kWh)，若扣除儲能設備每年

平均需充電1,600 kWh (800 kWh × 2)，則太陽能

發電設備每年淨發電27,140 (kWh)。若這些電能

均併網市電供該場域使用，則該場域之電費則

會減少，減少的金額即為太陽能發電設備發電

之效益，故SRt 之計算為式(16)所示。

SRt = 27,140 × 3.055 = 75,580.782912.7     (16)

SMCt 為該場域第t年利用太陽能發電設備

發電之維護成本，根據能源局躉購費率之計

算，太陽能發電設備之年運轉維護費約為期初

設置成本的1.5%，故本研究亦採總設備建置成

本之1.5%作為維護成本的估算，SMCt 之計算為

式(17)所示。

SMCt = 1,800,000 × 1.5% = 27,000        (17)

WRt 為該場域第t年利用風力發電設備發電

之效益，根據林師模等(2013)「臺灣發展風力

發電之技術經濟分析與3E效益評估」之研究，

10 kW的風力發電機在臺北地區年均風速達約

3.5 (m/s)或以上，年均發電量約19,600 (kWh)。

若這些電能均併網市電供該場域使用，則該場

域之電費會隨之減少，減少的金額即為風力發

電設備發電之效益，故WRt 之計算為式(18)所

示。

WRt = 19,600 × 3.055 = 59,878        (18)

WMCt 為該場域第 t 年利用風力發電設備發

電之維護成本，根據能源局躉購費率計算，風

力發電設備之年運轉維護費約為期初設置成本

的1.5%，故本研究亦採總設備建置成本之1.5%

作為維護成本的估算， WMCt 之計算為式(19)

所示。

WMCt = 1,600,000 × 1.5% = 24,000        (19)

DGRt 為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虛

擬電廠運作的電力調度回饋，本研究為簡化分

析，假定虛擬電廠要求柴油引擎在一小時內調

度的實功分別為24.173 kW、30.367 kW、31.82 

kW、31.3 kW (每15分鐘調度一次，參考自總計

畫提供之測試數據)，因此DGRt 之計算為式(20)

所示。

DGRt =  [207.96 × 6.043 + 241.69 × 7.591 + 

250.065 × 7.955 + 247.04 × 7.825] × 30 

= 210,411.78         (20)

DGCt 為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虛

擬電廠運作的燃料成本，根據Diesel Service& 

Supply 2013的網路公開資料顯示，50 kW的柴

油引擎處在全載狀態時，發電1度需耗4.4加侖

的柴油(約1.162公升)，以中油公司目前(2016

年7月2日)所公告之柴油油價(20.9元/公升)來估

算，柴油引擎發電1度的成本約24.285 (元/度)，

故DGCt 之計算為式(21)所示。

DGCt = 29.414 × 30 × 24.285 = 21,429.56   (21)

DGMCt 為該場域第 t 年利用柴油引擎參與

虛擬電廠運作的維護成本，維護成本主要是在

於機電定期維護的費用(包含檢測工人的薪資費

用)，本研究在此以採購置設備總成本的3%來

估算，故DGMCt 之計算為式(22)所示。

DGMCt = 491,000 × 0.03 = 14,730        (22)

13  參考自太陽能光電資訊網(http://solarpv.itri.org.tw/ques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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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t 為該場域第 t 年利用儲能系統參與虛

擬電廠運作的電力調度回饋，本研究為簡化分

析，假定虛擬電廠要求儲能設備在一小時內調

度的實功分別為75.6 kW、23.7 kW、7.8 kW、

27.2 kW (每15分鐘調度一次，參考自總計畫提

供之測試數據)，因此ESRt 之計算為式(23)所

示。

ESRt =  [152.14 × 18.9 + 47.69 × 5.925 + 15.69 × 

1.95 + 54.74 × 6.8] × 30 = 106,825.1 (23)

ESCt 和ESMCt 分別為該場域第 t 年租用儲

能系統之費用和使用儲能系統之維護費用。因

為儲能系統是採租賃之方式，故本研究在此

假設維護費用會包含在租賃費用裡，ESCt 和

ESMCt 每年共784,800元。

總和以上該場域參與虛擬電廠運作時之

各期效益項與成本項(表12)，再選定一適當的

折現率(discount rate)做折現，即可估算出該場

域在未來20年中參與虛擬電廠運作時之NPV與

BCR，其結果如表13所示。

由表1 3可以得知，該場域參與虛擬電

廠運作的總效益(7,695,386元)，大於總成本

(5,027,454元)，故檢定結果為NPV > 0、BCR > 

1，通過成本效益之檢定。此檢定結果意謂在上

述基準情境下，與該場域性質相近之高壓用戶

(如自有柴油引擎、儲能系統的大型工廠或工業

園區)，若能有效地整合其分散式發電設備，並

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因其使用其設備之邊際

成本相當小，不但能減少設備的閒置率，更能

從中獲利，甚具經濟可行性14。

4.4  整體社會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
經濟效益分析

本節將以第一節和第三節的基準情境為

表12　該場域參與虛擬電廠運作時之各期效益項與成本項

項目

期初投入成本項目(t = 0) SCt WCt

期中各期收益項目(t = 1…20) BRt、INCt、SRt、WRt、DGRt、ESRt

期中各期成本項目(t = 1…20) PCt、SMCt、WMCt、DGCt、DGMCt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13　參與者檢定(該場域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估算結果

效益 成本

BRt … … DGRt SCt … WMCt

各期現金流 
(t=1…20) 5,604 … … 210,411.78 1,800,000 … 24,000

折現總值 
(t=0…20) 85,846.13 … … 3,223,240.38 1,800,000 … 367,649.42

總計 7695386.15 5027454.697
檢定結果

淨現值(元)
益本比

2,667,931.147
1.5306

註：本研究在此採參考臺灣銀行2016/07/04之基準利率2.686%作為折現率之估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14  台電公司指出今年(105年)需量競價措施參與產業包含電子業、鋼鐵業、塑膠業、紡織業、食品業、製造業、百貨
業、金融業及服務業等，其中中國鋼鐵公司(中鋼)更藉由啟動自用發電設備、調整生產線減少用電，除了可協助台
電公司降低供電吃緊風險、協助節省發電成本外，其自身更可獲得電費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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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站在整體社會之觀點，以社會成本檢定，

分析表燈用戶和高壓用戶參與虛擬電廠的運作

是否具外部淨效益15。在社會成本檢定中，必

須計算出外部性的效果。諸如用戶參與彈性電

價方案所抑低之用電量、電力公司減少之發電

量，都將透過碳排放係數換算為二氧化碳排放

量，再由當前國際碳權價格將其貨幣化。在表

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情境中，因為無設

備的投入，因此只計算第一年的NPV及BCR。

在高壓用戶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情境中，因太

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對電力公司所造成的迴避

成本效果不易估計，故本研究在此僅估算該場

域參與虛擬電廠運作的20年中，所帶來的碳減

量效益。

在社會成本檢定中折現率的選擇部分，

通常是以社會折現率來取代一般的市場利率。

本研究在此採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共

建設計畫財務評估中折現率如何訂定之研究，

2004」中之「能源開發―電力」的社會折現率

數值(其建議在3.7%~6.91%之間，本研究取其

平均5.305%)，作為本研究社會成本檢定的分析

依據(許和鈞等，2004)。表14列示各有關社會

成本檢定之成本項與效益項代號之內容說明。

4.4.1 表燈用戶之社會成本檢定分析

UACt 為電力公司第  t  年之容量迴避成本

(avoid cost)，意即為興建新電廠來支應供電的

發、輸、配電設備投資成本。以台電公司的通

霄複循環燃氣機組更新計畫為例，其在實施DR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DR)方案下所估

計出來之容量迴避成本為3,201元/kW-年16。若

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方案，訂定

抑低容量為0.5 kW，其實質內涵相當於一座容

量為0.5 kW之迷你發電廠，即可產生延緩興建

新電廠或尖峰電廠之經濟效益，因此UACt 之計

算為式(24)所示。

UACt = 0.5 × 3,201 = 1,600.5         (24)

UACat 為電力公司第 t 年之能量迴避成本，

意即為尖峰機組之發電燃料成本，以氣渦輪機

組為例，其104年度之發電成本為每度9.76元/

度17，因此UACat 之計算為式(25)所示。

UACat = 4 × 9.76 = 39.04         (25)

EBt 為表燈用戶減少電能使用於第 t 年所產

生之外部效果，本研究在此採我國能源局104年

度所公告之電力排放係數0.528 kgCO2e/kWh，

和歐盟EUETS_EUA於2016年6月28日的碳期貨

價格4.69 EUR/噸(約0.1672 NTD/Kg)，故EBt 之

計算為式(26)所示。

EBt = 4.5 × 0.528 × 0.1672 = 0.3972        (26)

15  本研究的社會成本檢定，因礙於無取得電力供給者和虛擬電廠之成本項資料，且其無法由吾人準確估算之，故僅
就電力用戶的效益項和成本項、電力供給者的效益項，來做一簡化的試算分析。

16  此資料由台電公司業務處於2015年提供給「需量反應、分散式電源與儲能之整合應用」國家型研究計畫(台電公
司，2015)。

17  此處參考台電公司網站，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nt/new_info/new_info-a24.aspx?LinkID=2#

表14　社會成本檢定之項目代號內容說明

項目代號 內容說明

UACt 電力公司第 t 年之容量迴避成本

UACat 電力公司第 t 年迴避之替代燃料供電成本

EBt 電力用戶減少電能使用於第 t 年所產生之正向外部性

ECt 電力用戶用柴油機發電於第 t 年所產生之負外部性

NPCt 電力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所產生之淨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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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Ct 為表燈用戶第 t 年參與彈性電價方案

所產生之淨成本，此處即為表燈用戶抑低需量

所產生的缺電成本，故NPCt 之計算為式(27)所

示。

NPCt = (0.25 × 4 × 4 + 0.125 × 1 × 4) × 48 = 216 
(27)

站在整體社會的角度來看，實施彈性電價

方案之主要目的，為藉由抑低尖峰時段用電量

以延緩興建電廠和減少尖峰發電之燃料使用，

使整體社會的資源利用更具經濟效率。故社會

成本檢定的主要效益來源，即是電廠之開發成

本(UACt )和尖峰發電燃料成本(UACat )。由表

15可以看出，該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

電價方案的社會總效益(1,557元)，高於總成本

(205元)，故檢定結果為NPV > 0、BCR > 1，通

過經濟效益之檢定。因此，站在整體社會的角

度來看，此一表燈用戶若選擇參與虛擬電廠的

彈性電價方案，是對社會有正向助益的理性經

濟行為。

4.4.2  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案
例之社會成本檢定分析

EB t 為該場域減少電能使用和用再生能

源發電於第  t 年所產生之外部效果，本研究在

此採我國能源局104年度所公告之電力排放係

數0.528 KgCO2e/kWh，和歐盟EUETS_EUA於

2016年6月28日的碳期貨價格4.69 EUR/噸(約

0.1672 NTD/Kg)，以及風力發電和太陽光電每

度電可節省0.37公斤燃煤(燃料煤之排放係數

2.53KgCO2/Kg)，故EBt 之計算為式(28)所示。

EBt =  (1,500 × 0.528 + 48,340 × 0.37 × 2.53)  

× 0.1672 = 7,698.4         (28)

ECt 為該場域於第 t 年使用柴油引擎發電所

產生之外部性，本研究在此採我國能源局104年

度所公告之柴油排放係數2.73 kgCO2/L，和歐

盟EUETS_EUA於2016年6月28日的碳期貨價格

4.69 EUR/噸(約0.1672 NTD/Kg)，故ECt 之計算

為式(29)所示。

ECt =  29.414 × 30 × 1.162 × 2.73 × 0.1672  

= 468.0372          (29)

由表16可看出該場域整合其分散式發電設

備來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除了在第二節的情

境假設下可通過私人財務投資門檻之檢定外，

對整體社會而言，亦可帶來正向外部性(如減少

碳排放量)，可謂之「雙贏」。

表15　社會成本檢定之估算結果(表燈用戶)

效益 成本

UACt UACat EBt NPCt

期初現值(t = 0) 1,519.87 37.0732 0.3771 205.1184
總計 1,557.3213 205.1184

檢定結果

淨現值(元) 
益本比

1,352.2028
7.5923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算整理

表16　 社會成本檢定之估算結果(台電樹林電力
綜合研究所場域)

效益 成本

EBt ECt

折現總值 
(t = 1…20) 93,505.76 5,684.84

總計 93,505.76 5,684.84
檢定結果

淨現值(元) 87,820.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所計算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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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證分析結果討論

5.1  表燈電力用戶模擬情境之經濟
效益分析部分

因表燈用戶甚少備有分散式電源(如柴油

引擎、儲能設備)，因此典型之表燈用戶除了參

與虛擬電廠的彈性電價方案外，並無其它可供

自行發電的來源，可參與虛擬電廠的電力調度

18。在本研究設定之基準情境下，表燈用戶若

只選擇參與彈性電價方案，其抑低需量之機會

成本(210元)，高於抑低用電的效益(183元)，故

參與該機制之BCR < 1。本研究認為在基準情境

下，若該表燈用戶為一個理性的消費者，並不

會參與該機制，因為無利可圖。但若將參與該

方案免費獲得的電能資訊管理系統，所帶來的

節電效益(ABt )納入考量，則可因減少待機耗電

(約0.5 kW)所節省的電費支出，相對提高了機會

效益(879元)，故BCR > 1，對表燈用戶而言參

與該方案具有經濟誘因。此外，對虛擬電廠而

言，則顯示此商業模式值得試行推廣，可吸引

更多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的運作，並掌

握更多的抑低負載需量。

5.2  表燈用戶彈性電價需量反應方
案替代方案敏感度分析部分

由於在基準彈性電價方案的模擬情境中，

表燈用戶無法單只藉由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

價方案而獲利，因此本研究接續針對基準模擬

情境中的彈性電價方案內容和用戶抑低用電的

重要變數，重新模擬估算，期能找出能影響表

燈用戶欲參與彈性電價方案的最關鍵因素。

在用戶抑低用電的重要變數部分，本研究

對抑低用電時間長短、和夏月抑低用電量兩個

變數進行調高試算，實證結果為隨著抑低用電

時間增長或擴大夏月抑低用電量，參與彈性電

價方案的BCR均小於1。本研究推測為過度地

抑低用電負載需量，其所導致無形的缺電成本

可能太高(如夏季正午時分不開冷氣會極度不舒

適)所致，此意謂表燈用戶無法藉由改變自身

的用電行為，來提高既有的需量反應方案下之

BCR。

在彈性電價方案內容部分，本研究對基本

電費折扣和流動電費折扣兩個變數進行上漲試

算，實證結果為上漲基本電費折扣和流動電費

折扣均能拉高參與者之BCR，且在同一上漲幅

度下，上漲基本電費折扣較能顯著地拉高參與

者之BCR。另外，再就虛擬電廠的角度來看，

在現行之電費折扣費率下，若能更積極地尋找

機會成本(缺電成本)低之用戶(如願意參加ADR

之用戶)來參與，則基準情境之電價折扣費率依

然具經濟上可行性。本研究計算出在基準情境

之電價折扣費率下，其損益兩平的缺電成本值

為41.91 (元/每度)。簡言之，缺電成本值在41.9 

(元/每度)下的表燈用戶參與基準情境之彈性電

價方案皆可獲得淨效益。準此，本研究認為影

響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最重要之關鍵變數為

基本電費折扣之高低和參與該方案之機會成本

(在此對表燈用戶而言為缺電成本)。

5.3  高壓用戶模擬情境之經濟效益
分析部分

在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的案例中可以

看出，若有一高壓用戶(或者是特高壓用戶)具

有和該場域相似之分散式發電設備(如柴油引擎

和儲能系統)，其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將有經濟

誘因。通常具生產性質的(特)高壓用戶都會備

有發電機或儲能系統，以因應臨時地電力中斷

狀況，但一般而言，這些設備並不常使用，且

使用它們的邊際成本亦不高(常僅為燃料成本和

維護成本)。因此若參與虛擬電廠之電力調度，

其獲得的電力調度回饋金額將會高於其機會成

18  例如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場域備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和儲能設備，於參與需量反應抑低負載時，有可供自行發電
的來源，並不會造成缺電成本的發生；另外，因為其備有發電機，故可以參與虛擬電廠對分散式電源的電力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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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有經濟誘因。更進一步地，若能再建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可併入電網供自己使用

外，儲能系統亦可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發的

電力來充電。對用戶而言，不但可以節省電費

(如儲能系統不再用市電充電)，也可以利用儲

能系統的電能來參與虛擬電廠的運作，在未來

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價格日益便宜下，其

經濟效益可見一斑。

5.4  整體社會參與虛擬電廠運作之
經濟效益分析部分

5.4.1 表燈用戶部分

表燈用戶參與虛擬電廠之彈性電價需量

反應方案後，於尖峰時段抑低自身用電需量，

除了可以降低整體電力系統的尖峰負載外，亦

產生了延緩興建尖峰電廠和節省尖載機組發電

燃料使用等兩項效益。尖峰電廠之投資成本昂

貴，且通常只於尖峰時段或電力供給系統緊澀

時段作調度使用，其設備使用率甚低。若因用

電尖峰負載逐年提高而不斷蓋電廠，可能不具

經濟效益，更會造成環境上的負向衝擊，產生

外部成本。因此若能透過虛擬電廠有效地整合

表燈用戶，來抑低尖峰時段的電力需量，即能

達成延緩電廠興建之目的。在本研究中，表燈

用戶參與虛擬電廠彈性電價方案時之抑低契約

容量為0.5 kW，意即將可省下每年1,600.5元之

尖峰電廠年均化容量成本。

在節省尖載機組發電燃料使用部分，由於

表燈用戶在尖峰時段抑低用電需求，於電業的

發電端而言，可以不用開啟尖載機具(如複循環

機組、氣渦輪機)發電，直接減少了發電燃料之

使用。以我國台電公司之氣渦輪機組為例，其

104年度之發電成本為9.76 (元/每度)，因此若表

燈用戶於全年尖峰時段抑低用電4度，共可節省

下每年39.04元的尖載發電成本。

除上述兩種效益外，於社會成本檢定

中，尚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部效益。歐盟

EUETS_EUA於2016年6月28日的碳期貨價格

4.69 EUR/噸(約0.1672 NTD/Kg)，故本檢定之外

部效益估算結果僅有0.39元。

在表燈用戶參與之模擬情境中，整體社會

的成本只有表燈用戶因參與彈性電價方案所產

生之缺電成本48 (元/每度)，其數值小於上述各

項效益，故通過社會成本檢定，NPV為583.93

元、BCR為2.7。以整體社會的角度觀之，在基

準情境下，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對整體

社會有益，應鼓勵其參加。

5.4.2  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案
例部分

該場域參與虛擬電廠的運作後，從整體社

會之角度來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設備所發的

電能，除平時可併入電網供己身用電外，亦可

將電能儲存於儲能系統，供虛擬電廠做電力調

度使用，甚具有節能減碳之效益。在實證分析

中，本研究為簡化起見，僅將節碳效益納入考

量，未將其他效益(如解決過往尖峰負載時段，

區域壅塞之問題、興蓋燃氣電廠，其所排放的

廢氣造成民眾健康損害之問題、替代蓋新電廠

和尖載機組發電的容量避免成本和能量避免成

本)納入考量，雖然結果為通過社會成本檢定，

但若進一步將這些效益項和成本項納入估算，

其檢定結果將更為精準。惟在實務上，這些效

益項和成本項之數值並不易估算。以台電公司

尖載氣渦輪機組為例 19，就夏月的電力調度而

言，不僅是取代電業當日尖峰時段，亦是取代

其年度尖峰時段之發電，因此產生的效益包含

延緩興建電廠、減少尖載機組發電燃料使用等

兩項效益。該場域於模擬情境中所節省的容量

年均化成本為228,180元，減少的尖峰發電燃

料成本為43,920元；而非夏月取代的部分通常

僅是當天用電尖峰時段，非整年度用電尖峰時

段，故較難認列是否具暫緩興建尖載發電廠的

經濟效益。

19  謝智宸等(2009)的研究中提及台電公司氣渦輪發電機組的年均化投資成本為1,521 (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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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研究之政策推介

由先進國家虛擬電廠發展之案例與本研究

實證分析之結果，本研究導出以下四項政策推

介，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參考。

6.1  宜適度地調整既有的需量競價
措施之基本電費折扣額度

因為當前我國電力系統供電瓶頸主要的問

題是尖峰容量，欠缺的是發電容量而非發電能

量，且本研究於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之

情境中，亦實證出在相同的漲幅下，漲高容量

費率(基本電費)優惠折扣較漲高能量費率(流動

電費)優惠折扣，更能提高表燈用戶參與彈性電

價方案的益本比。相對地，若過度提高能量費

率折扣，反而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故本研

究之政策推介為台電公司在研擬彈性電價機制

方案時，應著重於估算其尖峰發電容量避免成

本，並以尖峰發電容量避免成本作為研擬基本

電費折扣的基礎。就當前(105年)台電公司所施

行之需量競價措施的基本電費折扣來看，其上

限72 (元/每瓩每月)，對本研究實證之表燈用戶

而言，仍然不具足夠的經濟誘因(在基本電費

折扣72 (元/每瓩每月)和流動電費折扣3 (元/度)

下，本研究所模擬之表燈用戶的NPV僅為100.6

元)。此外，若要促使虛擬電廠有意願整合表燈

用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亦須提供虛擬電廠一

個可獲利的合理誘因，虛擬電廠才能在市場上

永續運作。由於電力是一種服務，供給與需求

必須即時平衡，若虛擬電廠在我國能發展成相

似於國外DR Aggregator (需量反應用戶群代表)

的市場機制，如此將可使我國的電力供需市場

更具彈性(flexibility)與穩健性(robustness)。準

此，本研究在參考了台電公司之發電容量避免

成本，及其104年度需量競價措施之基本電費折

扣上限的估算程序後，認為台電公司可將夏月

和非夏月的基本電費折扣做差別訂價，適度地

將夏月基本電費折扣漲高至100 (元/每瓩每月)20 

或以上，此訂價除更符合經濟效率，貼近尖峰

發電成本外，同時也符合管制經濟學中誘因相

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學理。在政府提倡

「節能」時，相對應的利害關係人(電力用戶)

將更有意願主動積極配合政策目標的執行。

6.2  政 府 可 扶 植 虛 擬 電 廠 或 相 似
產 業 ( 如 用 戶 群 代 表 ) 在 國 內
發 展 ， 讓 表 燈 用 戶 有 更 多 元
的 電 價 方 案 〖 自 我 選 擇 ( s e l f -
selection)〖之空間

在當前電業自由化潮流與再生能源發電占

比迅速擴增下，虛擬電廠之推動與發展甚為重

要。虛擬電廠於我國之發展可定位成用戶群代

表的角色，藉由募集電力用戶並共同合作，集

結眾人之力來達到電業的彈性電價方案基準參

與門檻。以台電公司的需量競價措施為例，只

有抑低契約容量能達50 kW的高壓和特高壓用

戶能參與，且其方案分為經濟型和可靠型。經

濟型方案現只有能量費率折扣，若用戶無達到

約定之抑低需量時，亦無罰則；而可靠型方案

同時具有容量、能量費率折扣，用戶享有額外

的容量折扣21 時，若無達到約定之抑低需量，

會面臨罰則。由於可靠型方案具有違約罰則，

所以目前參與之用戶依然是以選擇經濟型居

多，很多用戶對於可靠型方案還在觀望中，此

對於電力系統可靠度之安全調度，助益不大。

此外，以本研究之表燈用戶為例，雖然其用電

占比少，對電業而言，其參與彈性電價方案之

效益，不如高壓以上之用戶。但因其戶數高達

1,300萬餘戶，若其中有意願參與彈性電價方

案(如參與台電公司之需量競價措施)的用戶達

到一定程度之比率，節能效益亦不可小覷。另

外，相對於高壓以上用戶，表燈用戶的電價選

20  根據台電公司通霄燃氣複循環機組之容量避免成本(2,459元/每瓩每年)，可換算出均化每月容量避免成本為204.91 
(元/每瓩)，故若將容量費率折扣調整至100 (元/每瓩每月)或以上，是可行的。

21  若用戶選擇參與可靠型方案，若該月台電公司無執行需量競價措施，按104年度公告之內容，用戶依然可以得到10 
(元/瓩-月)的折扣；但按105年度公告之內容，無執行之月份則無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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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略顯不足22 (台電公司，2015)，節能於表燈

用戶而言常僅於政府的道德勸說，並無太多的

誘因或處罰機制去配合政府政策的執行。

由於表燈用戶的用電規模較小，時間電

價之價差優惠對其未必有經濟誘因，無法使表

燈用戶普遍參與電業的需求面管理方案，現行

的時間電價方案恐非主流商品，若能有更為多

樣化、彈性化的電價機制，或許將更具潛在的

偏好市場。有別於台電公司執行的彈性電價方

案，虛擬電廠或用戶群代表(電力供需以外的第

三方)更能夠真正貼近市場。肇因於國營事業

組織人力與薪資結構具僵固性，很難達成民間

「第三方(the third party)」窮盡一切、無為不至

的客製化服務手段。舉例而言，虛擬電廠或用

戶群代表藉由各種用戶市場調查，長期累積眾

多個案樣本的服務經驗，充分掌握各種不同類

別的用戶負載特性，所以可以做到量身訂作的

「雙贏」彈性電價機制方案。而且為了避免無

法達成合約所承諾的抑低需量負載而被電力公

司罰款，其一定會努力調配最適的彈性電價機

制結構組合(portfolio)，使命必達。這就是為什

麼過去台電公司各種計畫性可停電力方案(事實

上是一種以容量費率為基礎的變型時間電價)，

對於長期抑低尖峰負載有幫助，但對於電廠緊

急跳機或區域供電瓶頸暫時性壅塞，並無太

大實益的原因，因其無法在尖載時刻提供具有

「穩健性」的調度「彈性」。

準此，若能經由虛擬電廠來整合眾多用

戶，來參與電力公司的彈性電價方案，不但能

發揮群眾外包的精神，讓每個電力用戶皆有動

機在尖峰用電時段抑低用電外(對表燈用戶而

言，多了一項節電的自我選擇)，亦能藉由輪流

抑低用電的方式，而不違約，每次皆可達到電

業所要求之抑低需量，進而共同獲取較優渥之

電價折扣費率(如集結用戶參與可靠型方案，除

能量費率折扣外，還可享有容量費率折扣)，進

而擴大達到「四贏」的誘因共容(電力用戶、電

力公司、虛擬電廠、整體社會)。

6.3  宜加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儲
能設備間〖跨系統DER-EMS〖之
整合

由於電力是一種服務，供給與需求必須

即時平衡，在供需失衡的緊急情況下，供給面

負載追隨(load following)的輔助服務(ancillary 

service)，往往有其侷限性，包括局部性與全面

性，前者如區域電網壅塞，可能導致即使發電

容量充裕卻仍然無法供電滿足特定負載所需之

窘境。後者如尖峰備轉容量不足，可能面臨分

區輪流限電之苦。職是之故，我國處在孤立電

網系統下，更突顯了積極發展虛擬電廠的重要

性。

當前在物聯網與大數據(Big Data)相關科技

迅速發展下，先進國家莫不積極整合再生能源

與儲能系統、電動車、需量反應等方案，並透

過示範、推廣、及布建發展創新服務模式。我

國行政院亦於2015年4月間提出「科技三箭」，

其內容包括開放資料、群眾外包、大數據之推

動策略。先進國家在此領域已有許多成功案

例，不但能夠推廣再生能源之應用範圍與發電

比率，也帶動了創客經濟(maker economic)與其

他相關領域23 之同步發展。在此同時，許多新

興產業24 亦形成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生態體

系，創造綠色就業(green jobs)，成為全球科技

發展與政府能源政策矚目之焦點。因此，以本

研究台電樹林電力綜合研究所案例之實證結果

來看，高壓用戶建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除了可

供自身用電外，亦可利用本身備有之儲能系統

22  台電公司於2015年指出當前我國高壓以上用戶具有二段式時間電價、備用電力電價、各類減少用電措施、尖峰時
間可變動電價、需量競價措施、三段式時間電價和空調週期性暫停用電措施等電價方案選擇，而表燈用戶僅有累
進電價、二段式電價和節電獎勵等三種電價方案，表燈電價選擇性略顯不足，這也是台電公司於2015年起欲推動
表燈多元化電價策略的契機。

23  如智慧電網、智慧建築、智慧能源管理系統、電動車與儲能系統、需量反應電價方案等。
24  虛擬電廠、能源服務公司、節能照明產品、智慧家電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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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餘的電力貯存，並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

於用電尖峰時段接受其電力調度，且獲得調度

回饋而獲利。

鑒於我國過往的再生能源政策，均是從個

別能源資源(如生質能發電、風力發電、太陽

能發電等)，來單獨進行盤點與策劃。然而本

研究認為，未來整體電力系統的政策規劃，應

具「跨系統」之配套觀點，強化各再生能源之

間，以及再生能源與儲能設備、彈性電價機制

間之鏈結，並以「DER-EMS」和「Substation-

EMS」之新興能源管理技術，可發展成虛擬電

廠，重新盤點國內「分散式」與「集中式」25 

再生能源和分散式發電設備的發展潛力，進行

供給端與需求端之系統整合。

6.4  政府為達成〖陽光屋頂百萬座〖的
政策目標，宜聯合銀行推行綠
色金融貸款，鼓勵用戶建置小
型分散式發電設備和儲能設備

當前電力政策規劃重點，除從傳統「上而

下」新建電源以增加中央電力系統裝置容量之

外，同時亦得容納「下而上」的規劃模式，積

極鼓勵用戶布建小型分散式發電與儲能系統，

並透過中央電力系統與分散式電源間相互調

和，讓整體電網運作更加穩定。

我國位處亞熱帶，太陽能資源豐富，具備

良好的發電條件，因此太陽能發電實為非常有

潛力的再生能源，亦為兼顧環保、生態之潔淨

發電方式。進一步地，若用戶能布建太陽能發

電設備並搭配儲能設備貯存電力，即有機會改

變過往的用電模式26。惟目前市場上太陽能發

電設備和儲能設備的價格，對於一般表燈用戶

(或住宅用戶)而言，初期建置成本依然是一筆

為數不小的資金，且對於未來收益尚未確定之

情況下，經常望之卻步，欠缺投資意願。政府

綠能產業政策允宜藉由銀行團聯盟推行綠色金

融貸款(green financial loan)，給予有意願建置分

散式電源的用戶相對優惠的利率，鼓勵其布建

(因為布建綠能對環境而言是相對友善的，能將

外部無形效益內部化)。

在「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下，當前能

源政策應重視全球電力市場典範移轉的發展趨

勢，擬定用戶建置分散式發電設備和儲能設備

的配套措施，增進眾多住宅用戶與二萬四千餘

戶高壓電力用戶的建置意願，以「軟實力」掃

除分散式電力資源與電網併聯的各種障礙，使

得建置分散式電源物聯網創新服務模式能蔚為

潮流，亦可正面回應巴黎氣候高峰會之議題。

7. 未來研究建議

當前我國的電力市場上尚未有能源服務

公司或用戶群代表之出現，虛擬電廠運作時之

相關人事成本、設備開發及租賃成本不易估

算，因此本研究僅針對電力用戶和整體社會，

利用參與者檢定和簡化的社會成本檢定，評估

其參與虛擬電廠可能施行的運作模式時，是否

具經濟效益。尚待未來我國電力市場進一步自

25  「分散式」係指電力用戶端自行規劃與建置再生能源與分散式發電設備；「集中式」係指虛擬電廠或電業能掌握
並加以規 畫之再生能源與分散式發電設備。通常以用戶端的電錶為分界，電錶後端(behind-the-meter)即狹義的分
散式電源。本文所稱Sub-EMS或DER-EMS領域內，所連結之再生能源系統與儲能系統(含電動車)，則屬廣義的分
散式電源。

26  國外儲能電池廠商特斯拉因應不同的電力使用量，針對家用推出的儲能電池為Powerwall，分別有7 kWh及10 kWh 
兩種規格，售價為3,000美元及3,500美元；針對企業用戶推出的Powerpack，則只提供100 kWh的規格，售價為
25,000美元。該儲能電池可儲存用戶住宅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所產生的電力，在非電力使用尖峰時段進行儲
能，接續在電費較高的電力使用尖峰時段供應所需電力，可讓用戶省下電費成本，且儲能電池還能在電網異常的
情況下，維持家用設備的正常運作，幫助用戶擺脫對傳統電網的依賴。國內則以全漢公司2016年的ION MATE系
列儲能設備為例，其可按客戶需求安裝6.8 kWh、10.2 kWh或13.6 kWh容量機型，使用高階電池管理系統(BMS)，
並採用建築整合太陽能(BIPV)設計。以一戶住家為例(假設其每日平均用電10度)，若安裝ION MATE 10.2 kWh和太
陽能發電設備，在日照充足條件下，住戶利用自家ION MATE作為分散式電網系統，便有機會不需繳交電費。若
此一用戶再參與虛擬電廠的彈性電價方案，於抑低負載時，便可能不會有缺電成本的發生。按本研究之表燈用戶
基準情境分析，其參與虛擬電廠之運作即可能會具有經濟效益(是否具經濟效益須得再將建置太陽能發電設備與儲
能設備之成本和所能帶來之效益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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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有相關的能源服務公司出現時，後續研

究即可蒐集虛擬電廠運作時的相關成本資料，

對其做更詳細的成本效益分析，並以虛擬電廠

之營運角度(亦即「行政者成本檢定(Program 

Administrator Test, PAC)」或「公用事業成本

檢定(Utility Cost Test, UCT)」)做相關的政策推

介，亦可專注研究社會成本檢定，將電力用戶

參與虛擬電廠運作時，整體社會所能得到的效

益和損失的成本，做更細膩的分門別類，期能

更準確的反映出整體社會在虛擬電廠運作下之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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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Cost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rticipant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Jyh-Yih Hsu1*     Hau-Chen Jhong2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is that they can integrate dispersed and sporadic virtual peaking 
capac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er the power demand of the electricity system during the peak time. This 
study aims to use a quantitative economic model to evaluate low-voltage lighting customers’, high-voltage 
customers’ and the whole society’s benefits and cost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virtual power plants and 
make rel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 base on the simulat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is study, it shows that whether low-voltage lighting customers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ration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or not, the most relevant factor is the discount of the electricity pricing program; 
if the high-voltage customer can integrate and utilize his own distributed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effectively to participate the operation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under our simulation result, his BCR will be 
1.53, showing it economic benefits are pretty good. Moreover, from the holistic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if we can encourage electric power customers to join the flexible pricing program actively and construct 
mor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equipments to supply customers power useable, it will help to slow 
down the building of peak load power plants, save the capacity avoided cost, and help to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our empirical analysis, we have thre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first is Taiwan Power Company should properly raise the current discount 
of basic demand charge in the Demand Bidding Program up to 100 (NTD/per kW per month) or more, to 
increase th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make customers have motivations to coordinate with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he government can develop virtual power plant or 
similar industries like energy service company, to integrate the low-voltage lighting customers and let the 
low-voltage lighting customer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of the self-selection pricing scheme, that is by 
implementing crowdsourcing to achieve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olicy. The last one is the planning of the 
electricity policy should emphasize cross-system ideas, not just enhance the connection among renewable 
energy itself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d flexible pricing 
program, using the new technology of the energy management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both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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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再生能源發電不穩定影響之策略 
Strategies of Reducing the Instability Impact of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許志義*
 

Hsu, Jyh-Yih 

摘 要 

再生能源中太陽能與風力發電受季節氣候影響，具發電不穩定的特性。如何穩定電

力系統之供電品質是重要課題。本研究之內容有四：一、描述國外和台灣再生能源發電

配比目標與現況；二、探討美國因應再生能源發電不穩定之作法及策略；三、探討先進

國家運用何種方法評估該國合理的再生能源占比範圍；四、提出我國因應再生能源占比

增加時發電不穩定之可行策略。 

本研究藉由探討美國相關案例，彙整出降低再生能源發電不穩定的四種執行策略與

三個政策面向。同時，針對國內當前與未來之電力市場環境，分析可能面臨之挑戰，提

出電力調度的法則逐漸由傳統「發電追隨負載」的方式，同時納入「負載追隨發電」方

式，兩者相互為用，以及其他有關市場誘因制度與政策法規建議，期望對再生能源發電

不穩定的問題有正面助益。 

Abstract 

Solar energy and wind energy are vulnerable to seasonal and climatic effects, resulting in 

unstable power supply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how to stabilize the power supply system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energy policy concern. The content of this study includes: (1) 

describing the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aiwan; (2) exploring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mittency from 

renewable energy of the US; (3) exploring th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reasonable percentage of 

renewable energy of advanced countries; (4) sugges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mittent power output of renewable energy for Taiwan. 

In this study, four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three policie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reduce the instability impact of renewable energy by exploring the relevant cases in the US. 

Aside from other relevant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gradually shifting power dispatching regulations away from "power generation follows demand 

load" to accommodate "demand load follows power generation" strategy. 

關鍵詞(Key Words):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System)、需量反應 

(Demand Response)、儲能系統(Energy Storage System)、聚合商(Aggregator)、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 

 

 

*國立中興大學大數據中心、資訊管理學系、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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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全球能源價格震盪和環保意識

提升等因素，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發電已是共同趨

勢。在台灣，因各種環保抗爭與自力救濟不斷發

生，居民鄰避(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意識

普遍，大型的核能和火力電廠與區域輸配電線等

設施經常無法順利進行建設，再加上電力系統尖

峰負載持續成長，導致地區性電力供需失衡。在

此情況下，政府有關單位積極推動小型再生能

源，增加分散式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以增加電

力供給，且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益處。 

值得注意的，再生能源中太陽能與風力發電

這兩個主要項目，有易受季節和氣候影響，造成

發電不穩定的特性：風力發電受風力大小影響、

太陽光電受日照強弱影響，皆無法充分配合用電

負載需求之變化，穩定供應電力。以台灣而言，

夏季風力較弱，發電量少，但國內夏季電力需求

高，無法配合夏季尖峰供電需求；冬季風力較

強，發電量較多，惟冬季電力負載需求較低。而

太陽光電則在夜間、陰雨天發電量銳減，無法充

分配合電力調度之需要。尤其，天有不測風雲，

即使平常日照充足或風力強勁時段，仍有可能因

氣流瞬間之變化，突然變天，造成太陽能或風力

發電起伏不定之狀況出現。因此，太陽能與風力

發電通常需要供給面與需求面之配套措施相互

搭配，以為因應。 

當再生能源占總電力負載供給比例過高

時，如何穩定電力系統之供電品質，是當前世界

各國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普遍共同遭遇的難題。根

據先進國家之發展經驗，因應再生能源不穩定之

作法與配套措施，並非單一。一般而言，幾種主

流的做法至少包括：搭配快速追補的升降載發電

機組(如抽蓄水力機組、傳統水力機組、複循環機

組、氣渦輪機組、輕柴油機組等)、進行需求面管

理 、 儲 能 系 統 之 應 用 、 其 他 電 力 輔 助 服 務

(Ancillary Service)等方案。 

本研究內容旨在探討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

穩定影響之策略，具體言之，包括以下數端：一、

描述先進國家和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與

現況；二、探討美國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

作法及策略；三、探討先進國家運用何種方法評

估該國合理的再生能源占比範圍；四、提出我國

因應再生能源占比增加時發電不穩定之可行策

略。 

貳、國內外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與 
現況 

一、國外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與現況 

(一) 國外再生能源發電配比之目標 

世界各國對於再生能源發電占總發電

量的比例目標和規定各不相同，而大多數

先進國家於法規中有明確訂定其比例目標

與 年 限 ， 稱 作 再 生 能 源 配 比 標 準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至

2015 年底為止共有 61 個國家或地區訂定

了目標，如表 1 所示。 

再生能源配比標準是指政府為培育再

生能源市場、使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一個

有保障的 低水平而採用的強制性政策手

段，屬於再生能源總量目標控管機制。再

生能源配比標準是一個以數量為基礎的政

策機制，可視為一種固定產量比例法，即

要求再生能源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占一定

的比例；政府通常規定發電業者或經營電

網的配電業者，保證一定比例的電力必須

來源於再生能源發電。 

德國與美國的再生能源配比標準如表

2 所示，在歐盟處於再生能源發電領導國

家的德國，分別訂定其再生能源配比標準

為 2020 年達到 35%；2050 年達到 80%的

高比例。因德國位於歐洲大陸，電網與鄰

近國家有完整相連，當缺電時可向法國、

捷克等核能大國購電，發電過剩時也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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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電力至其他國家，所以電力供需有足夠

的彈性可大量使用再生能源發電。而美國

各州再生能源配比標準規定不盡相同，大

多數地區計畫在 2020 年以前達到 10%至

20%之間的發電比例，與台灣同樣是孤立

島嶼的美國夏威夷州，甚至已訂定了在

2045 年以前達到 100%完全再生能源發電

的目標。 

 

表 1 執行再生能源發電配比政策之國家或地區 

 

 
 
 
 
 
 
 
 
 
 
 
 
 
 
 
 
 
 
 
 
 

資料來源：REN21 (2016)[1] 

 

表 2 不同國家地區再生能源配比標準 

地區 再生能源配比標準 年份 

德國 35%;80% 2020;2050 

美國加州 20%;25%;33%;50% 2013;2016;2020;2030 

美國夏威夷州 30%;40%;70%;100% 2020;2030;2040;2045 

美國德州 約 10% 2015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 

 
(二) 美國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現況 

表 3 為美國各項再生能源歷年發電量，其再

生能源發電配比由 2002 年的 8.9%漸漸成長至

2013 年的 12.87%，其中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

有大幅增加的趨勢[2]。2016 年上半年為止，美國

再生能源發電配比已達 16.9%[3]。 

表 4 為德國各項再生能源歷年發電量，其再

生能源發電配比由 1990 年的 3.4%成長至 2015

年的 31.5%，近 5 年的成長速度非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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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再生能源歷年發電量 

 
 
 
 
 
 
 
 
 
 
 
 
 
 

資料來源：Wikipedia 

表 4 德國再生能源歷年發電量 

 

 
 
 
 
 
 
 
 
 
 
 
 
 
 
 
 
 
 
 
 
 
 
 
 
 
 

資料來源：Wikipedi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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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與德國再生能源近年的發展，可以觀

察出再生能源發電配比持續增加的趨勢，尤其是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全球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可以增加裝置容量。圖 1 為各機構預測未來全球

太陽能發電占總發電量比例的數據，根據國際能

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和歐洲太

陽光電工業協會(European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sociation, EPIA)機構的預測，預估在 2030 年，

大太陽光電累積配比約為 9.1%，預估在 2050

年，全球平均的太陽光電累積配比約為 12%。而

根據歐洲太陽光電工業協會的全球太陽光電累

積配比預測，在 理想的情境之下，將從 2020

年的 4%，一路攀升至 2050 年的 21%。 

圖 2 為各機構預測未來全球風力發電占總發

電量比例的數據，上升幅度較太陽光電更為快

速。而若各國能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根據全球風

能協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的先

進高效情境，2030 年全球風能的累積占比即可達

到 24.8%[4]。 

 
 

 

 

 

 

 

 

 

 

 

 

資料來源：陳在相等(2015) 

圖 1 全球太陽能發電占總發電量比例預測 

 

 

 

 

 

 

 

 

 

 

資料來源：陳在相等(2015) 

圖 2 全球風力發電占總發電量比例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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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與現況 

(一)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 

政府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公布新能源政策，

加速開發我國再生能源潛能及擴大各類再生能

源推廣目標，惟 2014 年 3 月 24 日針對原訂目標

加以提高並修正，規劃於 2025 年裝置容量達

993.3 萬瓩，較原訂 2011 年之目標值新增裝置容

量 660 萬瓩，提早 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所定 20 年增加 650 萬瓩目標。接著，2015 年經

濟部進一步完成規劃，提出較 2014 年更高的目

標值，亦即太陽光電 2030 年目標量由 6,200MW

提高至 8,700MW，離岸風力發電目標量於 2030

年由 3,000MW 提高至 4,000MW，據此 2030 年總

裝置容量目標將擴大至 17,250MW[6]。2016 年政

府又再擴大再生能源發電目標，規劃於 2025 年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其中 2025 年之各類

再生能源推廣目標裝置容量分別為太陽光電

20,000MW 、 陸 域 風 力 1,200MW 、 離 岸 風 力

3,000MW、地熱能 200MW、生質能 813MW、水

力 2,150MW 及 燃 料 電 池 60MW ， 總 計

27,423MW[7]。 

(二) 台灣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現況 

1. 台灣各型發電能源歷年發電量 

台灣各型發電能源的歷年發電量占比如圖 3

所示，2014 年火力發電量占比達 76%，其中燃煤

37.6%、燃油 2.9%、燃氣 32.3%、汽電共生 3.2%，

再生能源 2%加上水力 2%占比為 4.0%，抽蓄水

力 1.4%，核能為 18.6%。

 

 

 

 

 

 

 

 

 

 

 

資料來源：台灣電力公司[9] 

圖 3 台灣各型發電能源歷年發電量配比 

2. 台灣風力發電現況 

迄 2015 年 7 月底止，台灣已建置 324 部風

力發電機組，其中台灣電力公司 169 部，民間 155

部，總裝置容量為 64 萬瓩，累積至 7 月底總發

電量為 8 億 5,891 萬度。歷年風力發電累計裝置

容量見表 5，而歷年風力發電發電量如表 6 所示，

2014 年全年的風力發電量超過了 1,486 百萬度[8]。 

3. 台灣太陽能發電現況 

台灣地區因為陽光充沛，日照充足，具備良

好的太陽能發電條件，而且台灣太陽能發電面板

製造商出口實力強，因此太陽能發電實為現階段

具發展潛力的再生能源。至於離岸風力發電，

則具長期發展潛力。 

2014 年底國內已建置完成之太陽能發電系

統，總裝置容量 43.75 萬瓩，年發電量約 5 億 1,172

萬度。太陽能發電累計裝置容量至 2015 年 7 月

止累計裝置容量合計接近 60 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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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歷年風力發電累計裝置容量 

迄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累計裝置容量 
(萬瓩) 0.240 0.000 0.240 0.000 0.240 0.000  1.776  0.000 

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累計裝置容量 
(萬瓩) 4.776 4.980 11.176 4.980 13.176 11.420  17.976 16.710 

2010 年 2011 年 2012 年 2013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累計裝置容量 
(萬瓩) 24.916 22.230 28.676 23.150 28.676 27.290 28.676 32.300

2014 年 2015 年 7 月止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累計裝置容量 
(萬瓩) 

28.676 34.600 29.396 34.600     

資料來源：台灣電力公司 

表 6 歷年風力發電發電量 

迄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發電量 
(百萬度) 12.38 0.00  9.80 0.00  12.80 0.00  79.09 0.00 

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發電量 
(百萬度) 174.04 92.66 276.46 153.88 272.69 329.69 371.68 476.50

2010 年 2011 年 2012 年 2013 年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發電量 
(百萬度) 

512.20 506.65 802.97 729.68 736.54 752.97 747.79 869.49

2014 年 2015 年 7 月止     
項目 

台電 民間 台電 民間         

發電量 
(百萬度) 706.54 779.96 418.052 440.866      

資料來源：台灣電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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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 
作法 

一、加州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作法 

根據經濟學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ism)，政策

法規之落實推動，可以降低電力市場上各利害關

係人之交易成本，亦即有助於整體市場之風險管

理。由於面對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問題，可能

造成電力市場所有利害關係人之交易成本與不

確定性風險增加，因此加州透過各種相關法案與

政策措施，積極導入智慧電表、智慧電網及發展

高比例之再生能源，亦即 2030 年加州整體再生

能源發電比例之政策目標，必須達到 50%[10]。 

為了達成上述政策目標，加州相關政策與制

度化之具體做法如下： 

加州參議院於 2009 年通過 412 法案，將自

營 發 電 獎 勵 計 畫 1 (Self-Generation Incentive 

Program, SGIP)重點納入了減排溫室氣體，亦即

該法案確認有助於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分散式

發電設備，並提供相應的獎勵方式，以鼓勵投

資。參加自營發電獎勵計劃(SGIP)的資格，根據

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量而定，符合這個項目資格

的自營發電技術如表 7，按照發電技術之不同，

可分為再生及廢能回收、汽電共生、新興技術三

大類，每一類都有不同的獎勵金額。此外，這些

 

 
1 加州自 2001 年開始實施自營發電獎勵計畫

(Self-Generation Incentive Program, SGIP)，提供獎勵新型

的分散式發電設備之政策措施，其目的在於針對擁有小型

發電設備的合格用戶，提供各種補助，包括安裝電錶，以

及根據用戶端所使用的不同發電技術類型及其發電量，給

予不同等級的獎勵金，包含風力發電機、廢熱發電機、減

壓渦輪機、內燃機、微型燃氣輪機、燃氣渦輪機，燃料電

池，以及先進的儲能設備系統。SGIP 至今已完成 544 個

自營發電之獎勵項目，是美國國內執行時間 長、 成功

的分散式發電激勵政策計劃之一。SGIP 計畫 初原是為

了提供尖峰負載用戶端之發電計劃，以因應 2001 年加州

因電力自由化政策失敗導致的電力供給危機[12]。 

不同的自營發電系統，又依發電容量細分為三個

不同等級的獎勵金，如表 8 所示，其中 1 MW 至

3 MW 的項目其獎勵金獎勵基數，根據表 8 中的

規定次遞減少[11]。 

值得注意的，加州州議會於 2000 年通過 970

法案，將 SGIP 計畫擴增為加州能源委員會

(Energy Commission)的新興再生能源計畫之補

充，側重於比一般 SGIP 更小型的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惟 2006 年加州太陽能倡議計畫(California 

Solar Initiative)推出後，SGIP 已不再包含太陽能

發電技術，同時也被修正為包含先進儲能設備系

統，並提供額外的 20%獎勵金。 

表 7 符合資格的技術獎勵基數等級 

 
 
 
 
 
 
 
 
 
 
 
 
 
 

資料來源：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2015) 

表 8 自營發電獎勵計畫按不同規模大小給予的獎

勵金比率 

 
 
 
 
 
 
 
 
 
註：容量若超過 3 MW 的系統亦可獲得獎勵金，惟

獎勵率另有規定。 

資料來源：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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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IP 計畫鼓勵小型的自營發電，增加了電力

供給面的彈性，可以降低區域供電不穩定的問

題。該計畫納入更小型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後，

加上提供獎勵金的配套措施，激勵了更多再生能

源併入電網。 

除此之外，加州還積極推動先進儲能設備政

策。加州 新的再生能源發展趨勢是，針對對於

供電不穩定有顯著正面功能的先進儲能設備，獲

得加州政府有關單位極高的重視，並且採取了一

系列積極的制度化政策措施如下： 

2010 年加州州議會又通過議會 2514 法案，

要求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應決定該州的電力公

司是否應該設定儲能目標。該法案列出儲能要達

到的多項目標，如可靠地整合間歇性再生能源發

電併電網，並使其可接近滿載容量運作。該法案

宣稱任何儲能目標應該要是「可行並符合成本效

益」，並建議儲能目標該達成的時程。 

為了落實州議會 2514 法案，加州公用事業

委員會在 2010 年底開始制定相關執行規則，並

於 2012 年舉行一系列研討會探討關鍵問題，如

典型的儲能方案、成本效益如何評估、採購政策

和容量目標等。過程中除了加州三大電力公用事

業外，有廣泛的利害關係人參與，並在各個階段

提出意見。 

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和市場上各利害關係

人建置了各種「利用類型」(Use Cases)來說明儲

能設備如何佈建在電網，並具體解釋相關的操作

條件與每種「利用類型」的潛在益處。 後確認

了 20 種類型的儲能技術「利用類型」。此外，為

了制定成本效益的計算框架，由美國電力研究院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PRI)評估許多

由 CPUC 提供的假設情境，進行相關成本效益評

估的模型與評估步驟，以供各界參考。 

再者，2013 年 10 月加州成為全美國第一個

要求電力系統達到特定儲能容量的州，亦即三大

電力公用事業(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and San Diego Gas and Electric)

在 2020 年之前，必須能夠儲存 1,325 MW 的容

量。此儲能計畫主要目的是要配合太陽能與風力

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問題，因加州的再生能源

比例依法在 2020 年要達到 33%[13]。該計畫的目

標包括： 佳化電網，減少尖峰負載、增加穩定

度、推動輸電和配電設備的升級、整合再生能

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至於該計畫之重點包

括： 

(一) 三大電力公用事業各自在輸電、配電、客戶

端這三個領域有不同的儲能目標，自 2014

年起每兩年提高一次。 

(二) 選擇進行的儲能方案必須符合成本效益，由

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和電力研究院所制定

的參數計算成本和效益。 

(三) 各電力公用事業只能擁有 50%的儲存容

量，但這規定也等同於允許電力公用事業可

擁有客戶端的儲存容量。 

(四) 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認為儲能可使太陽能

併入電網更為順利，並可減少無太陽光時段

燃氣渦輪機發電負載遽增的情形。 

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要求三大電力公用事

業在 2014 至 2020 年佈建的儲能容量目標如表

9，從表中可得知加州三大電力公用事業分別針

對輸電、配電、用戶端三個不同領域設定了儲能

設備系統容量之目標值，這種制度化的做法，可

以降低市場儲能設備相關業者的不確定風險。同

時，也增加了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併入電網更大的

發展空間。 

表 9 電網級儲能系統裝置目標(單位：MW) 

 
 
 
 
 
 
 
 
 
 
 

資料來源：Jeff St. John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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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加州三大電力公用事業的儲能設備系

統投資計畫，分述如下： 

(一)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的 Charge 

Ready Programs 將從 2015 年至 2019 年投資

355 百萬美元的五年計畫、定位、設計、建

造、擁有、並維護電力基礎設施。值得注意

的，此計畫將會增加電力用戶平均電費帳單

約 0.1%~0.3%。 

此計畫的第一階段，為期一年將花費

22 百萬美元部署 1,500 個充電站。第二階

段將花費 333 百萬美元，至 2020 年部署

30,000 個充電站。 

(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G&E) 預計投入

653.8 百萬美元部署 25,000 個二級充電站和

100 個直流電快速充電站，對電力用戶的電

費賬單在 2016 至 2017 年不會造成影響，惟

估計在 2018 至 2022 年對一般標準住家用戶

每個月增加 0.7 美元電費賬單。 

(三) The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SDG&E)的

Electric Vehicle-grid Integration (VGI)計畫，

預計花費 59 百萬美元在 2015 至 2025 年建

造 5,500 個充電站。 

2015 年 5 月，南加州更積極讓 Tesla 公司提

供 所 謂 「 電 力 公 司 等 級 」 且 容 量 高 可 至

500MWh 的儲能計畫，等同於一萬輛電動汽車的

電能。這種做法有助於提高電網的可靠度，並且

讓一些潛在的電力用戶可離線(get off)，意思是離

開電力公司的電力網路，仍然有足夠的電力可以

使用。 

2015 年加州進一步通過參議院 350 法案

(Senate Bill 350, SB 350)，此潔淨能源法案(Clean 

Energy Bill)的目標為，2030 年有一半電力來自風

力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技術。法案同時希望提高

能源效率目標、推動家庭和企業能源使用效率，

加州能源管制機關與公用事業將利用創新、潔淨

的能源技術，投入電力系統新模式。根據彭博估

計，即使不計入家庭用戶發電，加州 2015 全年

之發電量中亦將有 26%來自潔淨能源，遠超過全

美平均值 10%。與德國推展潔淨能源初期之狀況

相比，加州成功避免電價起伏與供電不穩的衝

擊。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估計，因發展潔淨能

源，當地能源成本增加 3 至 5%，單位價格為全

美 高，但嚴格的節能政策促使當地家戶用電量

較美國一般家庭低 40%，每月電費的支出反而比

全美平均少 20 美元[15]。 

二、夏威夷州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作法 

美國夏威夷州由於其隔絕的地理位置，接近

90%的能源來自石油。而石油則 100%依賴進口，

其能源依賴性高，且電價波動與油價高度相關，

造成相對偏高的能源安全風險。為了降低能源成

本與依賴，夏威夷州積極發展再生能源，豐富的

太陽能和風力資源也提供了永續發展的機會。 

夏威夷目前的能源系統如圖 4 所示，有 4 個

電力業者、6 個獨立島內電網。 
 
 
 
 
 
 
 
 
 
 
 
 
 

資料來源：Griffin (2015)[16] 

圖 4 夏威夷電力系統概要 

夏威夷州政府為了發展再生能源，陸續訂定

與推動多項相關政策：夏威夷州議會於 2008 年 1

月通過了夏威夷潔淨能源倡議政策(Hawaii Clean 

Energy Initiative, HCEI)，目標要在 2030 年有 70%

的乾淨能源經濟，目的是：(一)增加夏威夷經濟

和能源的安全；(二)展示夏威夷的革新性；(三)

開發未來的工作機會；(四)成為美國和全球的清

潔能源模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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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訂定了美國 高的 RPS 目標，2030

年要達到 40%(2015 年目標 15%；2020 年目標

25%)。具體實施的政策措施包括：稅收激勵措

施、淨計量電表(Net Metering)、饋網電價(Feed-in 

Tariff, FIT)等。 

2013 年，夏威夷州議會通過「電網現代化法」

(Grid Modernization Act)，明定「任何個人或生產

單位皆有權利安全、穩定，且價格合理，又即時

地與夏威夷電力系統相連接」。藉由以上各項政

策，夏威夷再生能源發展已超越目標，2014 年底

RPS 達到 21.3%，超越 2015 年要達到 15%的目

標，如圖 5 所示。 

除了 RPS 超越訂定目標，夏威夷再生能源發

展還有以下成果： 

(一) 石油進口大幅下降，2013 年夏威夷能源公司

的石油使用量與 2008 年相比下降 16%。 

(二) 大規模太陽能發電已有 24 萬瓩的容量，平

均成本 15.8 cents/kWh，比石油的能源成本

少三分之一。 

(三) 用戶端的太陽能發電快速成長，至 2013 年

已有 30.1 萬瓩的容量，且 2014 年增加了大

約 8.9 萬瓩容量，如圖 6 所示。 

(四) 成為太陽能發電的領導者， 2013 年平均每

人擁有的太陽能裝置容量居美國各州

高，如圖 7 所示。 

(五) 目前為止，在夏威夷的儲能計畫在不同區域

可儲存尖峰負載約 2.5 至 4.2%的系統容量。 

 
 
 
 
 
 
 
 
 
 
 

資料來源：Roose (2015)[18] 

圖 5 夏威夷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與近年達成率 

 

 

 

 

 

 

 

 

 

資料來源：Roose (2015) 

圖 6 夏威夷 2014 年用戶端太陽能發電容量 

 

 

 

 

 

 

 

 

 

資料來源：Roose (2015) 

圖 7 美國各州人均太陽能發電容量排名 

而因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的特性，需要各項

方案整合幫助穩定電網，夏威夷目前對再生能源

電網整合進行了各項研究，如圖 8 所示包含了下

列方法[19]： 

(一) 正序潮流分析(Positive Sequence Load Flow, 

PSLF)：這是美國奇異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的一個電力系統分析模擬套裝軟體，可

以用來計算電力潮流、故障電流與模擬暫態

穩定度。 

(二) 長 期 動 態 模 擬 (Long-term Dynamic 

Simulations) ： 這 是 在 自 動 發 電 控 制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系統的

情境下，用來模擬各種慢速反應控制器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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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變動對電力系統造成的影響，可確保系統

整合的穩定度。 

(三) 風力發電變率評估(Statistical Wind Power 

Variability Assessments)：這是針對風力發電

可能造成電力系統不穩定，而進行之評估分

析。 

(四) 時 內 再 生 能 源 變 率 分 析 (Interhour 

Renewables Variability Analysis)：這是針對

再生能源每一個小時之內，可能產生不穩定

現象，而進行之分析方法。 

(五) 多 區 域 發 電 模 擬 (Multi-Area Production 

Simulation, MAPS) ： 這 是 美 國 奇 異 公 司

(General Electric, GE) 的 一 個 模 擬 套 裝 軟

體，此軟體用來評估在不同風力發電、太陽

能發電和負載情境下，三年內各個小時的電

網運作情況。 

目前夏威夷 新的政策方向包含了：發展智

慧電網換流器(Smart Grid Inverters)，包括：(一)

安裝新的智慧電網換流器；(二)利用控制和通訊

系統加以連結；(三)建構各種演算法之分析模

型，並根據電力系統相關資料與參數，調整電網

換流器的設定程序。 

2015 年考艾島公用合作組織(Kauai Island 

Utility Cooperative, KIUC)與 SolarCity 公司簽約

購買能源，合約時間 20 年。每度電 14.5 美分的

饋網電價，低於夏威夷傳統發電的成本。SolarCity

公司宣稱其能源是美國第一個公用事業規模的

完全可調度太陽能設施，含有 52 MWh 的儲能電

池系統，可在用電尖峰時間提供 高達 13MW 的

電力負載供給。值得注意的，夏威夷州考艾島曾

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16 日、17 日、18 日其再

生能源發電量占全島嶼總發電量超過 90%。以 1

月 18 日為例，太陽能發電占比為 77%、生質能

為 7%、水力為 6%、火力為 10%[20]。 

綜合上述有關夏威夷與再生能源發展相關

的政策措施，可了解夏威夷有極高的再生能源配

比目標，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成為全美國甚至全世

界的表率。此外，夏威夷關於再生能源整合電網

的評估研究方法與太陽能發電技術都十分進步。

由於美國夏威夷州各島嶼之電力系統與台灣雷

同，均屬於孤立系統，其相關政策措施，頗值得

台灣借鏡。

 

 

 

 

 

 

 

 

 

 

 

 

 

資料來源：Schuerger et al. (2013) 

圖 8 各類型再生能源整合電網研究方法 



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影響之策略 

13 

三、EnerNOC 以需量反應確保電網穩定案例[21] 

EnerNOC 是全球性的節能智慧軟體供應

商 ， 提 供 電 業 及 工 商 業 能 源 用 戶 需 量 反 應

(Demand Response, DR)服務，該公司擁有超過

900 萬瓩的可調度需量反應能力，在澳洲、加拿

大、德國、愛爾蘭、日本、紐西蘭、南韓，英國

和美國擁有超過 15,000 個據點和 10,300 具灌溉

負載控制設施。EnerNOC 也是世界上 大的工商

業需量反應供應商，除提供需量反應能力給全球

超過 100 家電業和系統操作業者外，並參與各種

不同形式的需量反應計畫和躉售電力市場，包括

容量、能量和輔助服務等市場。 

EnerNOC 身為提供電業 DR 技術與服務的美

國 大供應商，主要針對工商業用戶市場提供需

量反應方案，包括合理的績效評估方式、先進的

技術 平台 、能 源軟 體技 術 (Energy Intelligence 

Software, EIS)，以及客戶服務。 

EnerNOC 已建置一個可彈性擴展、安全的技

術平台，包括測量、控制、通信和全球網絡營運

中心，結合 DR 管理程序，其網路操作中心

(Network Operations Center, NOC)每天 24 小時傳

送即時的能源資訊，相當於虛擬電廠的中樞神經

系統，可迅速接受訊息並傳送給相關部門進行回

應，有效協助調度電力需求接近供給。此外，

EnerNOC 用戶基準線(Customer Baseline, CBL)演

算方法的應用，可模擬 DR 如何影響用戶的資源

價值，及是否為客戶接受等。 

EnerNOC 公司在需量反應方案之成效，除了

可替代尖載機組或輸、配電設備的投資以外，其

提供的額外快速反應負載變化之容量，大約有三

分之一是可調度負載(Dispatchable Load)，舒緩再

生能源供電不穩定期間的電力調度，有效增加太

陽能與風力發電機組併入電網的比例。換言之，

電力調度的法則逐漸由傳統「發電追隨負載」的

方式，同時納入「負載追隨發電」方式，兩者相

互為用。當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比例日益增加時，

「負載追隨發電」或儲能系統的比例也相對隨之

增加。 

肆、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政策規
劃設計與因應策略 

一、國外與國內相關文獻探討 

(一) 國外文獻 

首先，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策略之

一，就是利用當代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之先進演

算法，精準預測太陽能發電不穩定的型態與時

點。國外有關太陽能發電預測之相關應用至少有

以下案例： 

1. 印度 ANN 分析案例[22] 

Yadav、Malik 及 Chandel (2014)收集有關太

陽能輻射的相關數據，包括太陽能輻射計、太陽

能測量計、太陽熱力計等，但基於成本考量，不

可能於每個場所普遍設置這些測量工具。在此情

況下，必須藉由其他較容易取得的數據來預測。

同時，藉由三種不同模型，用以辨別不同變數與

太陽能發電的關係。該文獻選用印度各地區共 26

個地點，如圖 9 所示。 

 

 

 

 

 

 

 

 

 

 

 

 

資料來源：Yadav、Malik 及 Chandel (2014) 

圖 9 ANN 模型訓練與測試的印度 26 個地區 

該文獻採用的資料來自於美國國家航空暨

太空總署(NASA)、印度氣象局、印度能源與環境

中心。這些資料包括七種：經度、緯度、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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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均溫度、 高溫、 低溫、日照小時，實

證資料從 1986 年至 2000 年，每四年作為一組資

料。研究方法採用懷卡托智能分析環境(Waikato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Analysis, WEKA)，是

紐西蘭懷卡托大學使用 JAVA 開發的資料探勘軟

體。其中，J48 決策樹是資料探勘中用來分類的

監督式演算法(預測模型)，呈現每個屬性與輸出

值的對應關係。該文獻將上述七種數據透過

WEKA 的 J48 決策樹分析，探討每個數據與發電

量的關係。結果顯示：經度與緯度在任何月份

中，都是 不相關的兩種屬性，因此平均溫度、

低溫、 高溫、海拔高度、日照小時這五種屬

性與太陽能發電量 為相關。該文獻利用上述決

策樹分析的結果，建立兩種人工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模型：ANN-1，

將所有七種數據作為輸入的參數；ANN-2，去除

經度與緯度的資料，將平均溫度、 低溫、 高

溫、海拔高度、日照小時列為此模型的輸入參

數；此外，由於有些地區無法取得日照小時的數

據，因此建立第三個模型 ANN-3，將平均溫度、

低溫、 高溫、海拔高度作為此模型的輸入參

數。經由反覆測試不同結構的 ANN 模型後，結

果 顯 示 此 三 個 模 型 的 平 均 絕 對 百 分 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分 別 為 ：

20.12%、6.89%、9.04%。 

根據上述結果 ANN-1 模型，MAPE 高達

20.12%，而經由 WEKA 決策樹篩選屬性之後的

ANN-2 模型，MAPE 降低至 6.89%，由此可以得

知，經由決策樹篩選的步驟實為重要，可使預測

模型更加精準。另外，ANN-3 模型其 MAPE 為

9.04%，高於 ANN-2 模型，可以得知日照小時對

於預測太陽能發電量有所關連，且 MAPE 只要低

於 10%，普遍被認為其模型有相當的準確率。因

此，ANN-3 模型也可應用於缺乏日照小時數據的

地區。 

2. 非洲 SVM 分析案例[23] 

Belaid 與 Mellit(2016)根據其他文獻得知支

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對於預

測其準確率通常高於傳統的 ANN 演算法，因此

該文獻藉由機器學習數據分析，得出預測太陽能

發電的重要參數，並比較 ANN 與 SVM 的預測準

確程度。 

實證資料選用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氣象資料集，位於非洲阿爾及利亞南部，

距 Ghardaïa 城市 25 公里處的再生能源應用研究

所 (Research Unit for Renewable Energy 

Applications)，此處每小時測量一次數據，包括：

高溫、 低溫、平均溫度、 高 低溫差、日

照時數、水平每日太陽總輻射(Horizontal Daily 

Global Solar Radiation)。該處海拔高度 450 公尺，

氣候乾燥，五月到十月每日溫度介於 25°C～

40.8°C，十一月至三月平均溫度為 19°C，其他月

份 低溫度可降至 5°C。 

該文獻分別建立四 42 種 SVM 模型，包括至

少一個參數，至多四個參數。資料訓練階段

(Training Phase)為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資料測試階段(Testing Phase)為 2014 年

全年。除了這 42 個模型之外，並分別針對每日

及每月作為機器學習資料訓練的單位。實證結果

顯示：日照時數與水平每日太陽總輻射對於預測

太陽發電量 為重要。 

該文獻同時採用多層感知機類神經網路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進行預測，藉此對

SVM 與 MLP 進行兩種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準確率

加以比較，結果顯示兩種演算法的差異不大，但

SVM 準確率大都較 MLP 為佳。 

3. 塞爾維亞 ANFIS 分析案例[24] 

Jović、Aničić、Marsenić 及 Nedić (2016)採用

不同於常見的類神經網路(ANN)或支援向量機

(SVM)的演算法，藉由調適性網路模糊推論系統

(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 ANFIS)

界定太陽能發電預測的重要參數。因模糊推論系

統透過經驗法則定義模糊的 If-Then 規則，對於

人類知識與推論過程執行定性描述與分析，但缺

乏較為準確的定量分析與數值校正。同時，因類

神經網路雖有良好的自我學習能力與組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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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卻無法處理定性的知識與具人性的邏輯推論

過程。而 ANFIS 結合模糊推論系統與類神經網路

兩種演算法，擁有兩種演算法的優點。 

該文獻採用不同於其他研究的參數，包括平

均海平面(Mean Sea Level)、乾球溫度(Dry-bulb 

Temperature)、濕球溫度(Wet-bulb Temperature)、

相對溼度(Relative Humidity)。資料來源取自塞爾

維亞的氣象局，從 2010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

的每日資料。所謂濕球溫度指的是，對一定體積

的空氣進行加濕飽和(相對濕度達到 100%)時所

達到的溫度，而乾球濕度則反之。 

經由資料訓練與資料測試後顯示：氣象局不

同的氣象站點，其太陽能發電量預測之影響參

數，並不相同。其中第一個站點，乾球溫度的誤

差值 小；至於第二個站點，則以相對濕度的誤

差值 小，代表相對濕度對於該站點預測太陽能

發電 具影響性。而濕球溫度，在兩個站點中其

誤差值都 大，代表其對於太陽能發電量預測

不具重要性。 

從上述國外三個案例顯示，再生能源發電量

不確定之痛點，可藉由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之應

用加以改善。但卻沒有特定的演算法一定優於其

他方法，必須藉由資料訓練與資料測試針對不同

案例進行優化。 

(二) 國內文獻 

吳元康等人(2015)[25]針對台灣電力系統高占

比之風力發電進行模擬分析後，提出需量反應管

理、智慧電網技術、限制再生能源輸出以及其他

功率輸出限制、擴增輸電線路、 適化發電組

合、先進風力機組與儲能系統技術、以及計算容

量可信度(Capacity Credit)等因應對策。同時，提

高風力預測模型的精確度、提升機組排程的演算

技術、規畫 適化的發電組合，均可提高再生能

源發電比例。 

葉貞君等人(2016)[26]提出推動再生能源可能

面臨的電力系統衝擊，包括：高占比再生能源於

電源供給側之挑戰、高再生能源占比對火力電廠

及供電可靠度的影響、再生能源併網運轉法規面

及技術面之要求、電壓控制能力、頻率控制能

力、系統擾動之承載能力、升/降載率限制。同時，

需考慮在中午太陽輻射強時，或可利用過多的太

陽光電發電，供抽蓄電廠抽水，於下午 3 至 6 點

太陽光電出力驟減時，抽蓄電廠再利用位能轉為

電能供電，提升系統升載能力，維持系統供電可

靠度。 

二、相關政策規劃與設計 

先進國家針對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問題的

政策規劃與設計，可由下列三個面向予以探討，

包括：(一)政策法規；(二)成本效益分析；(三)組

織功能。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政策法規 

為了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影響，以及

供需雙方交易成本，必須要有明確的政策法規規

範，作為市場利害關係人的行為指引。例如：近

年 美 國 聯 邦 能 源 管 制 委 員 會 FERC(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推動需量

反應的相關指令與政策意涵如表 10： 

表 10 各項 FERC 近年推動需量反應的相關

指令都有與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相關的政

策意涵，政策法規可以明確指引再生能源與需量

反應發展的方向，其中若干法規都與處理再生能

源供電間歇性問題，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藉此確

保供電品質與可靠度。例如美國 2008 年的 FERC 

719 指令明訂鼓勵聚合商以第三方的角色參與電

力市場，可以有效推動需量反應，即時降低電力

需求協助供需平衡；又如加州議會 2514 法案在

自營發電獎勵計畫於儲能系統之應用上，即意圖

整合儲能系統與間歇性再生能源發電，這些政策

措施都能提升電網穩定度、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

穩定的影響。 

(二) 成本效益分析 

以美國為例，政策法規通常要求相關措施必

須具有可行性，並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亦即，藉

由成本效益分析(Benefit-Cost Analysis, BCA)可

從用戶、電力公司、社會、其他用戶這四種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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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各自的成本與效益。檢定方法有下列五

種：1.參與者檢定(Participant Test, PCT)、2.電力

用戶影響檢定 (Ratepayer Impact Measure Test, 

RIM)、3.總資源成本檢定(Total Resource Cost Test, 

TRC)、4.公用事業成本檢定(Utility Cost Test, 

UCT)、5.一般供需模型。而計算方式有下列三種：

1.淨現值法(Net Present Value, NPV)、2.內部收益

率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3.投資回收期

法(Payback Period Method)。舉例而言，2010 年

加州議會在通過議會法案 2514 後，對儲能計畫

的目標是「可行並符合成本效益」。加州公用事

業委員會為了制定成本效益的計算框架，尋求電

力科學研究院協助評估許多由 CPUC 提供的假設

情境，由 EPRI 所制定的參數計算成本和效益，

以確保選擇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各項替

代方案都符合成本效益。
 

表 10 FERC 近年推動需量反應相關指令與政策意涵 

指令 時間 主旨 政策意涵 

890 2007.02 修 正 輸 電 網 路 開 放 接 續 費 率 條 款 (Open Access 
Transmission Tari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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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熱
機 待 轉 (Spinning Reserves) 、 頻 率 控 制 (Frequency 
Response) 以 及 替 代 備 轉 服 務 (Supplemental Reserves)
等，均可享公正合理的輸電服務費率。 

制 定 費 率 條 款 確 保 輔 助 服 務 的 提
供，可提升電網穩定度，同時降低
再生能源(太陽能與風力)供電不穩
定之衝擊。 

719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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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允許聚合商集結眾多用戶參與需量反應，
並可加入市場競標之列。 

以自由化市場的競爭機制鼓勵資源
投入和用戶參與，聚合商可集結眾
多再生能源分散式發電系統並獲得
合理報償。而當再生能源分散式系
統可獲得市場合理誘因時，再生能
源裝置者也較有資金與能力在市場
上購買輔助服務，降低再生能源供
電不穩定之影響。 

745 2011.03 要求區域輸電業者(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 
RTO) 與 ISO ， 以 區 域 邊 際 電 價 (Locational Marginal 
Pricing, L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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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業
實施需量反應需平衡需求及供給；(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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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 及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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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補償金給參與需量反應而抑低
容量的用戶，以鼓勵用戶配合需量
反應方案。而當市場上有越來越多
的需量反應參與市場負載容量交易
時，代表用戶負載能夠同步追隨發
電 (指再生能源發電上下起伏不穩
定)，因此也降低了再生能源發電不
穩定的負面影響。 

755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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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part 
Payment)。第一部分是做為頻率調整容量補償(Capacity 
Pay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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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for Performance)，由頻率調整
電能數量及其可準確追隨 ISO 調度信號的程度而定。

補償特定發電業者因配合頻率調整
的機會成本，同時依其頻率調整電
能數量可否準確追隨 ISO 調度信號
的程度，給予額外的頻率調整績效
補償誘因。這些政策法規都是為了
確保電網頻率的穩定，容納更多再
生能源發電比例日益增加且發電起
伏的現象。 

784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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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 號指令對於儲能
市場之僵固價格補償機制，第三方(Third Party)可以市
場 價 格 為 基 礎 (Market-based)， 提 供 輔 助 服 務 予 輸 電
者，有助於用戶端建置儲能系統之 DR 應用，並可使
輔助服務能更快速、更精確提供電能服務。 

增進輔助服務市場與儲能市場之競
爭性與透明性，使市場更自由化、
更有效率。同時這種輔助服務與儲
能系統，均對於再生能源發電不穩
定之問題，能夠有正面助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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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功能 

為了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影響，必須

藉由市場行為主體，亦即發揮組織功能，方能在

既有的政策法規架構下，達成符合成本效益分析

的目標與結果。其中第三方(Third Party)組織功能

極為關鍵，包括：聚合商(Aggregator)、虛擬尖峰

容量(Virtual Peaking Capacity, VPC)、商業型虛擬

電廠(Commercial VPP, CVPP)、技術型虛擬電廠

(Technical VPP, TVPP)等組織，都可提供不同的功

能協助穩定電網，茲說明如下： 

1. 聚合商 

聚合商主要負責推動各種節能創新商業模

式。聚合商可整合眾多住商部門的小用戶成為虛

擬大用戶，配合電力公司需量反應方案，於電力

供給緊澀時段，協助用戶部分用電設備進行降

載 ， 甚 至 啟 用 已 建 置 之 分 散 式 電 力 資 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以彌補抑低負

載時所需電力。由此可知，聚合商扮演節能創新

模式之關鍵角色，其工作內容主要係透過智慧電

表 與 電 能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Energ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EIMS)，掌握用戶實際用電

情形，並與用戶簽約，運用其能源管理專業能

力，調節用戶用電負載，並與電力公司簽訂優惠

電價之合約，可使更多用戶能夠參與需量反應方

案，因應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影響。 

若欠缺聚合商的角色，一般小型電力用戶將

無法有效參與需量反應方案，此相對於大型的高

壓電力用戶能夠自主參與電力公司的需量反應

方案，將形成對小型用戶不利的不公平現象。反

之，若有第三方聚合商在市場上進行整合後，可

將眾多小型電力用戶，集合成具規模經濟的虛擬

大用戶，不但可擴大需量反應市場的範圍，也可

幫助電力負載需求追隨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

起伏變化，以穩定電力系統電壓與頻率。先進國

家已發展出多種聚合商之創新商業模式，包括商

業型虛擬電廠(Commercial VPP, CVPP)與技術型

虛擬電廠(Technical VPP, TVPP)，對於臺灣現階段

來說，是很具有啟發性的課題。 

2. 虛擬尖峰容量 

電力公司藉由電價優惠或者市場誘因機

制，透過聚合商需量方案或者分散式電源競標的

方式，導引眾多用戶在尖峰供電緊澀時段，配合

電力公司之需要而降低負載，此即虛擬尖峰容

量。 

虛擬尖峰容量與虛擬電廠之概念，使電力資

源不僅來自中央電力系統，亦可「即時」、「雙向」

來自電力需求端之分散型發電系統，其電力供需

較以往更多元、更充沛、更具彈性，故此種 VPC

與 VPP 已逐漸成為電力需求面管理之主流價值。 

3. 商業型虛擬電廠與技術型虛擬電廠 

綜觀國際間虛擬電廠的作法，依據其功能與

角色定位，可概分為商業型虛擬電廠與技術型虛

擬電廠兩類，其中 CVPP 可整合其轄下不同類型

之分散式電力資源，並代表參與能源市場或相關

電力服務市場；TVPP 則係透過通訊系統取得電

網相關即時運轉參數、DER 發電排程，進行電網

各種可靠度與安全性分析，依據分析結果於輔助

服務市場中提供所需的虛功補償、平衡服務、電

壓(或頻率)調節及備轉容量等電力服務。 

三、實際執行之因應策略 

本研究提及上述美國夏威夷州為了降低再

生能源供電不穩定的影響，實際執行正序潮流分

析、長期動態模擬、風力發電變率評估、時內再

生能源變率分析、多區域發電模擬這五項模擬與

分析方法。同時，積極發展以下四大策略： 

(一) 供給面彈性 

凡是能透過迅速升載或降載之發電機組，都

能增加電力系統供給面的運作彈性，能配合再生

能源供電不穩定之起伏變化。例如：利用自動控

制系統，以燃氣或柴油發電、水力發電等可快速

反應的機組，藉由供給面彈性的發電負載升降能

供，來彌補因再生能源發電的不穩定，這是供給

面的做法。 

(二) 提升預測準確度 

利用歷史資料、改進預測模型，提升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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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電力需求與再生能源發電量的預測準確

度，避免電力供給與需求實際運作時落差太大，

也可藉由大數據(Big Data)模擬情境評估電網運

轉的風險。 

(三) 需求負載彈性(需量反應) 

各種需量反應方案，其中虛擬電廠是國際間

發展的主要方向，可使電力需求追隨再生能源發

電不穩定之負載，有效降低電力供需的落差。傳

統的需量反應方案，不論是 DR 1.0 或 DR 1.5，

仍皆屬電業或能源服務業者「單一方向」提供各

種力求「質優」、「量足」、「價廉」之 DR 方案予

用戶採用。唯有 DR 2.0「即時」、「雙向」、「同步」

的市場機制，才能真實反應「當下」供需雙方之

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及邊際效用 (Marginal 

Utility)，進行整體社會剩餘 大之撮合。從電網

實際運作層面觀之，再生能源迅速增量併入電網

後，因其發電具間歇性，出力易受天候與環境影

響而難以預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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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2.0」，確保電網供需平衡。DR 2.0 之

特點，在於其即時反應瞬間係以「秒」或「毫秒

(Millisecond)」為單位，以數位訊號(Digital Signal)

取代類比基礎系統(Analog-based System)，更快速

地平衡電能供需[27]。 

值得注意的，2015 年台北 101 大樓和台電公

司簽訂「空調系統自動需量反應措施合作備忘

錄」，進行高達 1MW 需量反應方案，可獲得抑低

尖峰負載的電價優惠折扣，這種強調需求面管理

的電價方案，等同於分級電價(Priority Service)的

概念，意指用戶若願意在電力系統尖峰關鍵時

刻，配合電力公司的要求，暫停用戶端負載者(如

空調系統停 15 分鐘其室溫不會顯著增高)，可抒

緩尖載壓力而換取電價優惠的誘因。易言之，這

種自願降低(犧牲)其用電負載，釋放出額外電力

容量的用戶，其「供電可靠度」較低，也就是「用

電等級」較低，其電價理當便宜。相應地，電力

公司也藉此而抒解「針形尖載」之供電瓶頸，進

而抒解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的問題。至於社會整

體，亦因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與民眾抗爭電力設

施環境之成本，誠可謂「三贏」。 

(四) 儲能系統 

風力發電與太陽能機組皆可搭配安裝儲能

設備，當發電過剩時，可將電力暫時儲存於儲能

系統中，爾後有電力需求時，再由儲能系統供給

電力，並可利用電動車作為彈性(指正向或負向輸

出電力)耗能設備。例如：本研究夏威夷州的案例

中，夏威夷島內的儲能計畫在不同區域已可儲存

尖峰負載約 2.5 至 4.2%的系統容量；加州案例中

亦提到，加州是第一個要求電力系統達到特定儲

能容量的州，並積極發展 Tesla 公司的儲能電池

等先進儲能設備。 

四、小結 

目前世界各國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

政策規劃設計與因應策略，大至不脫離上述三個

面向與四大策略。電力的供給和需求，傳統上都

是前者追隨後者，亦即「發電追隨負載」。現在

有智慧電表先進基礎設施後，已可反過來，藉由

各種需量反應方案，促使「負載追隨發電」(亦即

需求端之負載追隨再生能源發電端之起伏高

低)，達成供電穩定之目的。當今需求面管理之重

心也由傳統的抑低尖峰轉變為配合再生能源之

間歇性，實施 DR 方案，如圖 10 所示。 

綜合上述說明，可知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

定的關鍵就在於「彈性」，不論供給面或需求面，

皆需要彈性系統「即時」、「雙向」、「同步」反應，

避免供需失衡，此即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

關鍵成功要素。 

伍、評估方法與提升技術 

一、評估方法 

先進國家積極以各種分析方法評估與推算

電網穩定程度，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上述正

序潮流分析、長期動態模擬、風力發電變率評

估、時內再生能源變率分析、多區域發電模擬與

分析方法等之外，亦包括傳統上採用的下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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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許志義等(2015)[28] 

圖 10 傳統需求面管理與當代需求面管理之比較 

 

(一) 電力潮流分析 

電力潮流研究，一般稱為負載潮流，在電力

系統規劃、經濟調度規劃、現有電力系統之控

制、及後續電力系統擴張之規劃方面，均不可缺

少。在電力工程中電力潮流研究，是一個關鍵數

值之分析，並應用於電力系統的重要工具。電力

潮流研究通常使用簡化過的表示法，像是單線圖

以及標么值(Per-unit Value)系統，而且著重在不同

形式的交流電力(例如：電壓、電壓角、實功率、

虛功率等)，其用於分析在正常穩態操作下之電力

系統，目前已有許多關於電力潮流研究的軟體，

包 括 PSS/E, DigSilent, OpenDSS, ETAP, 

EMTP-RV, Powerworld 等。 

基本上，沿著輸電線之實功率流量，主要係

由端點電壓之相角差決定；而虛功率流量，則主

要由端點電壓之大小差值決定。實功率及虛功率

可利用分抽頭變壓器(Tap Changing Transformer) 

及調制變壓器(Regulating Transformer)，予以控

制。 

一般而言，較大型之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合併

電網時，需要進行電力潮流分析，因併網後，電

力饋線甚至主要輸配電幹線都有可能會過載

(Overload)。例如澎湖兩條 161KV 的電纜，如果

裝置再生能源超過 500MW 即可能有過載的疑

慮。此外，屏東曾經發生輸配電系統之設備過

載，造成電壓異常的狀況。在此情況下，饋線末

端的電壓可能過低，或饋線端點的電壓可能過

高，都將影響供電品質與系統安全。 

傳統的火力單一機組，通常可以自動控制發

電的出力與電壓。相對而言，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要具備控制出力與電壓的功能，其軟硬體成本相

對 較 昂 貴 ， 例 如 ： 風 力 雙 饋 式 感 應 發 電 機

(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太陽能

逆變器(PV Inverter)等設備，雖可使其發電與出力

更加穩定，但購置成本即較一般再生能源設備較

高，因此是否值得裝設就需要事先進行成本效益

分析，於各種模擬情況下的不同參數進行敏感度

分析等計算，確定符合成本效益，再進行之。 

(二) 暫態穩定度(Transient Stability)分析 

電力系統穩定度分析，係探討某一擾動後同

步發電機的動態行為。為利於針對不同情況下，

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上述分析，通常把電力系統

穩定度問題分成兩個主要範疇：穩態穩定度

(Steady-state Stability) 及 暫 態 穩 定 度 (Transient 

Stability)。 

穩態穩定度探討之重點，係在電力系統發生

小而緩慢的擾動之後，發電機回復同步運轉的能

力，例如：緩慢的電功率變化。暫態穩定度則是

處理較大、突然的擾動所產生的影響，例如：電

力系統發生故障、輸配線系統突然跳線、電力負

載突然上升或下降。暫態穩定度之研究非常重

要，主要為了確保電力系統能夠承受由主要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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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暫態情況。每當電力規劃新的發電及輸

電設施時，必須進行暫態穩定度研究，俾有助於

決定所需電驛系統之特性、斷路器的臨界清除時

間、系統電壓等級及轉供能力。 

暫態穩定度的研究涉及決定發電機遭受劇

烈的擾動後是否保持同步，此擾動可能是突然加

入的負載、發電機跳脫、失去大量的負載或系統

的故障，例如：金門的風力發電機組經常必須降

載運轉，難以兩部風機同時運轉，否則電流突然

變化太大，電力系統無法承受。這也顯示出電力

系統不宜太依賴單一機組，以免運轉狀態改變時

影響穩定度。此外，動態穩定度(Dynamic Stability)

則是穩態穩定度的延伸，動態穩定度所關心者為

持續較長時間的小擾動，並考量自動控制設備。 

(三) 短路分析 

短路(Short Circuit)是指在正常電路中，電勢

不同的兩點不正確地直接碰接或被阻抗(或電阻)

非常小的導體接通時的情況。短路時電流強度很

大，往往會損壞電氣設備或引起火災。電力系統

在正常運行中，相與相(Phase)之間或相與地(或中

性線)之間發生非正常連接(即短路)時，會流過非

常大的電流，其電流值遠大於原來設計的額定電

流，並取決於短路點距電源的電氣距離。例如，

在發電機端發生短路時，流過發電機的短路電流

大瞬時值可達額定電流的 10 至 15 倍。大容量

電力系統中，短路電流可達數萬安培，這會對電

力系統的正常運作造成嚴重影響和難以預期的

後果。這些都是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必須加以考

慮的。 

短路是一種不正常的低電阻電路，會產生較

大的電流。過大的電流有可能導致電路損壞、過

熱、火災或爆炸。短路造成的危害，可以透過預

防(如使用符合建築和電氣使用規範的電路)或使

用熔斷器(如保險絲)、斷路器或其他過載保護

器，在電流過大時予以斷路。電流過載保護必須

根據電流大小的考量加以選擇。例如，大功率的

用電器需要 10 至 20 安培的工作電流，因而需要

20 到 30 安培的斷路器進行保護。而照明電路通

常只需要不到 10 安培或 15 至 20 安培的斷路器。 

一般而言，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占電力系統比

例過高時，一旦造成過載，電力系統可能會引起

短路。如我國於台中環港北路沿線裝設的風力發

電機組可以承受每秒 25 公尺的風速，只要超過

標準，風力發電就會啟動迎風系統，並且停止發

電，就是為了避免風力太強時發電電流過大造成

短路。同樣地，發電「靠天吃飯」的太陽能，也

要特別留意短路問題。 

(四) 失載機率分析 

失載機率(Loss of Load Probability, LOLP)被

廣泛地用來評估電力系統可靠度和系統裝置容

量規劃。失載機率是一種電力系統可靠度之評估

方法，應用於計算電力系統在特定期間內，預期

每日尖峰負載超過系統容量造成失載的機率，通

常以長期間(十年或是系統壽命)內，預估失載的

天數來表示。此方法利用機率求平均值的觀念進

行可靠度評估，並可獲得發生故障情況下之頻率

變化的資訊，而其缺點是無法提供故障能量大小

的資訊。台灣發電系統及離岸風機之佈建，都必

須事先進行失載機率的分析模擬。 

(五) 電能不足機率分析 

電能不足機率(Loss of Energy Probability, 

LOEP)是另一種評估電力系統可靠度的方法，是

由 長 期 間 內 電 力 供 給 不 敷 需 求 的 預 估 差 額

(Expected Energy not Served, EENS)，除以該期間

內的總電力需求量而得。計算出的數值，其單位

為 MWh/年，因是期望值而不是機率，又被稱作

預期缺電量的期望值(Loss of Energy Expectation, 

LOEE)。此方法由能量層面做長期考量，以評估

發電系統缺電量的多寡。其優點是若欲增加一部

新的發電機組時，可經由預期缺電量的期望值來

評估 適當的機組容量大小，以及作為初步評估

的考量，但缺點是無法表示發生停限電的頻率。 

綜合上述各種研究分析方法，可以了解再生

能源併入既有電網前，必須做好許多不同的分析

模擬，並且評估各種潛在意外可能造成的衝擊。

當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時，會影響電壓或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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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供電品質不佳，甚至有造成電路損壞、癱瘓

電網、引起火災等意外的可能性，因此審慎的評

估極為重要。 

在電力潮流研究之外，許多軟體也提供其他

形式的分析，如短路故障分析、暫態及穩態穩定

度分析、機組組合以及經濟調度分析，特別是使

用線性規劃找出 佳電力潮流，亦即使電力傳輸

時的損耗成本達到 小化。 

目前政府核定饋網電價尚未考慮對於不同

類別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供電品質差異，進行

不同價格之收購。這對於提供較高供電品質的再

生能源設備者，欠缺經濟誘因。若為降低再生能

源供電不穩定之影響，未來饋網電價應該要有差

別費率，針對不同再生能源供電品質，訂定符合

經濟誘因的價格機制。此外，未來電力市場自由

化之後，政策上可考慮在現貨電力市場按照各種

不同類別的電力服務(例如輔助服務)，給予不同

的電力收購價格。 

二、技術面提升再生能源供電穩定之方法 

先進國家為了降低再生能源供電起伏過大

的問題、提升整體電網電力穩定度，積極研究先

進技術應用於再生能源發電機組。在技術面持續

提升改進下，再生能源發電的穩定性也有所進

步，主要包含下列兩項： 

(一) 雙 饋 式 感 應 發 電 機 (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使用繞線式轉子饋入電力

系統的界面，同時包括定子側(Line Side)及

轉子側(Rotor Side)，其電力轉換器功率僅為

發電機額定功率之 20~30%，故成本較低，

且 發 電 機 可 變 速 範 圍 可 達 同 步 轉 速 之

±30%，因此性能/價格比值 高，故為目前

大型風力發電機中 普遍採用者。雙饋式感

應發電機可調節勵磁電流(或電壓)的幅值、

頻率、相位，來實現定子恒頻恒壓輸出。 

(二) 風力發電機組的技術提升，使風能容量因數

(Capacity Factor) 和 可 用 風 場 面 積 快 速 增

加。風能容量因數隨著風能產業技術進步，

正在快速提升，2000 年時美國風力發電機平

均容量因數為  30%，2014 年已經提升到 

33%，而隸屬於美國能源部的美國國家再生

能 源 實 驗 室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NERL) 新資料則以 35%為目

標，顯示全美國可達 35%容量因數的潛在風

場高達總面積近 6 成，而風能容量因數可隨

風機高度增加，其 高數值更可達 65%。 

先進技術開發的風力發電機組中，西班牙的

Vertex 新型風力發電機沒有葉片，而且建置成本

比傳統葉片風力發電機低 50%。不但沒有噪音，

不會有鳥纇誤殺，而且適合台灣颱風季節的天候

環境。 

隨著風力發電機組的技術提升，使風能容量

因數上升後，有更多的風場可以有效發電，有助

發電供給調度，風力發電併入電網也可能更加容

易，電網整體供電穩定度相對衝擊也可能降低。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美國再生能源發電配比、加州與

夏威夷州因應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作法，彙整

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四種策略與三個政

策面向。茲歸納本文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電力來源應避免過度依賴單一不穩定的發電

種類(如風力或太陽能)，否則當該發電來源

供電量起伏太大時，電力調度不易，對整體

電網有負面衝擊，可能造成短路、供電品質

(電壓或頻率)不穩定等影響。 

二、再生能源的發電設施，其佈建不宜太集中在

某一個區域，因特定時間內同一區域的氣候

狀態(風力大小或日照量)十分接近，同一範

圍內機組運轉發電相關性與同質性太高，將

增加發電容量同步陡升陡降不穩定之風

險。反之，若發電設施分散佈建於不同區

域，全台灣各區域風力大小或日照強弱之參

差度變化，將可增加發電來源的多樣化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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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化，較容易「截長補短」、「互通有無」，

有助於整體電網穩定性之運作。 

三、電力供需雙方相互協調與配合之「彈性」機

制，是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影響之重要

策略。具體作法包括風力與太陽能搭配汽電

共生、需量反應、抽蓄發電、熱泵、儲能電

池、電動車、彈性電價等諸多可採行之配套

方案，促使電力負載能夠彈性追隨不穩定的

再生能源發電起伏變化，甚至進一步形成虛

擬電廠或虛擬尖峰容量之整合運作商業模

式。換言之，電力調度的法則逐漸由傳統「發

電追隨負載」的方式，同時納入「負載追隨

發電」方式，兩者相互為用。當太陽能與風

力發電占整體電力系統比例愈來愈高時，上

述「負載追隨發電」之比例也必須隨而增

加，並宜規劃設計開發區域性小型抽蓄水力

發電，或仿照加州與夏威夷州設立「電力公

司等級」的儲能系統。同時，也應引進先進

國家積極推動之聚合商制度，亦即具有智慧

能源管理能力的第三方，可藉由聚合眾多電

力用戶(包括小型用戶)，發揮聚沙成塔、積

少成多的需量反應。這種等同於「團購」需

求端負載容量的創新服務模式，是一種群眾

外包(Crowd Sourcing)的虛擬尖峰容量或虛

擬電廠，也正是因應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的

配套措施之一。 

四、隨著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發展快速、設置成本

也大幅降低。在智慧電網、微電網與人工智

慧發展趨勢下，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發電將成

為電力市場常態，政府與相關業者應注意相

關技術發展，即時調整策略，並依法於每兩

年審核訂定一次新的再生能源配比標準

時，參考先進國家發展經驗，制定合理的配

比標準。而再生能源配比標準是以全國的總

發電量來源來計算，但不同區域或用電尖

峰、離峰時間的再生能源供電比率，都可能

大幅超出或遠低於目標值，提升再生能源配

比標準的同時也要注意「極端值」實際運作

情形。 

五、提升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已是世界趨勢，但配

比標準高低與各國電網系統的電力供需情

形和穩定度(如備載容量率、電網連結方式)

或氣候環境因素(如日照量、風力大小)息息

相關，必須考量各國電力系統不同的優勢與

劣勢，每個國家都是獨立的個案，必須分別

討論與分析，並沒有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

「上限定額標準」(如配比不得超過電力系統

某一特定百分比)。相對地，較普遍的政策形

態是逐年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定額占比，已成

為大多數國家的目標，台灣亦然。不少國家

或地區甚至提前超越原先設定的再生能源

占比目標值，如加州與夏威夷州。 

六、在資料探勘應用於預測太陽能發電的部分，

國內外均有實證研究，透過不同的預測模

型，可界定影響太陽能發電量之重要變數。

常見的變數不外乎是平均溫度、高低溫度、

日照時數等，這些變數 容易與太陽能發電

連結在一起。此外，亦有研究文獻採用乾球

溫度、濕球溫度等變數來預測太陽能發電

量。由此可見，預測太陽能發電量之變數甚

多，需透過重複的模擬與配適，進而界定出

適化之模擬變數與預測模型。在國外太陽

能發電量之預測文獻中，透過預測結果之圖

表比較，可清楚得知 SVM 之預測準確率大

於 MLP 研究模型。由此可見，SVM 可能較

適合用於預測太陽能發電量。同時，該文獻

之作者也利用多個不同的 SVM 模型，分析

哪些預測變數與太陽能發電量具有較高之

關聯性。在 MLP 模型方面，屬於傳統 ANN

演算法，雖然在該文獻中顯示其預測能力不

如 SVM 模型，惟近來隨著 AlphaGo 人工智

慧的崛起，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之發展

與應用受到各界矚目，透過增加 MLP 的層

數，將有提升 ANN 模型預測準確度之機率，

故未能遽下論斷何者預測模型優於其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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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仍需針對不同之個案情境，分別進行符

合實際狀況需要之模擬預測，方屬允當。 

七、至於國內文獻，提出需量反應管理、智慧電

網技術、限制再生能源輸出以及其他功率輸

出限制、擴增輸電線路、 適化發電組合、

先進風力機組與儲能系統技術、以及計算容

量可信度(Capacity Credit)等因應對策。同

時，提高風力預測模型的精確度、提升機組

排程的演算技術、規畫 適化的發電組合，

均可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例。此外，亦有文

獻指出推動再生能源可能面臨的電力系統

衝擊，包括：高占比再生能源於電源供給側

之挑戰、高再生能源占比對火力電廠及供電

可靠度的影響、再生能源併網運轉法規面及

技術面之要求、電壓控制能力、頻率控制能

力、系統擾動之承載能力、升/降載率限制。

同時，需考慮在中午太陽輻射強時，或可利

用過多的太陽光電發電，供抽蓄電廠抽水，

於下午 3 至 6 點太陽光電出力驟減時，抽蓄

電廠再利用位能轉為電能供電，提升系統升

載能力，維持系統供電可靠度。 

八、降低再生能源發電不穩定之影響，在政策規

劃設計上，必須考慮：1.政策法規、2.成本

效益分析、3.組織功能這三個面向；而實際

執行之因應策略則有：1.供給面彈性、2.提

升預測準確度、3.需求負載彈性(需量反應)、

4.儲能系統這四個面向的做法。政府有關單

位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應兼顧各面向

進行規畫和協調，建立良好的公私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激發民間

業者原本具有的活力與創意，積極投資發展

再生能源產業。 

九、先進國家為因應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問

題，透過嚴謹的研究方法，加以評估電網之

穩定程度，並進行各種必要的配套措施，分

析方法包含：1.電力潮流分析、2.暫態穩定

度分析、3.短路分析、4.失載機率分析、5.

電能不足機率分析。而夏威夷州進行再生能

源併入電網時，採用正序潮流分析、長期動

態模擬、風力發電變率評估、時內再生能源

變率分析、多區域發電模擬等研究方法，進

行模擬分析後，在維持電網穩定度要求下，

有效提升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該比例也就是

所謂合理的再生能源占比範圍。值得注意

的，所謂合理的再生能源占比，並無絕對標

準可言，各國電力系統情況不同，也因此其

合理占比也就不會相同。 

十、完善且明確的政策法規是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的重要因素，如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為

了配合再生能源發展，積極推動需量反應，

頒布至少五項相關的指令與法規，包括

FERC 一系列行政命令(890 指令、719 指令、

745 指令、755 指令、784 指令)都是政策面

重要的里程碑。這也符合制度經濟學派的理

論，可藉由政策法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例

如：若欠缺完善的法規制度，聚合商的定位

就不明確，難以加入電力市場。美國 2008

年的 FERC 719 指令明訂鼓勵聚合商以第三

方的角色參與電力市場，可有效推動需量反

應，即時快速抑低電力負載需求，促進供需

均衡。 

十一、先進國家除了發展既有的再生能源發電技

術外，儲能設備系統的投資也是重要發展

策略之一。如加州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G&E)電力公司擬投資 653.8 百萬美元部

署 25,000 個二級充電站和 100 個直流電快

速充電站，短期內對用戶的電費沒有影

響，估計在 2018 至 2022 年對標準住家用

戶才會增加每個月約 0.7 美元的電費支

出。 

十二、目前國內饋網電價尚未考慮對於不同類別

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供電品質差異，進

行不同價格之收購。這對於提供較高供電

品質的再生能源設備者，欠缺經濟誘因。

若為降低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之影響，未

來饋網電價應該要有差別費率，針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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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供電品質，訂定符合經濟誘因的

價格機制。此外，未來電力市場自由化之

後，政策上可考慮在現貨電力市場按照各

種不同類別的電力服務(例如輔助服務)，

給予不同的電力收購價格。值得注意的，

在本研究的美國發展再生能源案例中，加

州有自營發電獎勵計畫等政策法規鼓勵

投資分散式發電設備；夏威夷州則有很高

的再生能源配比標準且再生能源電網整

合發展有系統地予以優化，這些成功經驗

都值得台灣學習，並在適當時機加以引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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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德國虛擬電廠提供輸電網路輔助服務之商業模式與相關法規政策，期為我

國電力系統發展需量反應與整合分散式電源之應用模式，提供他山之石。首先，介紹德

國電力產業結構的現況，說明德國四大民營輸電公司為電力平衡協調者，並分析其備轉

容量市場；其次，指出德國在能源市場自由化之過程中，推動相關法規政策，建立開放、

透明與公平競爭的備轉容量市場，使整合分散式電源之虛擬電廠能夠進入該市場參與競

爭；接續以虛擬電廠為中心，分析其參與市場之資格審查、競標與決標程序、資訊公開

透明等，並彙整其相關交易條件、程序與資格審查要件，製作一覽表。 後，本文借鏡

德國經驗，建議我國發展虛擬電廠之環境，應朝電業自由化之方向思考。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business model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the German virtual power plants for the provision of ancillary services 

for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grid, thereby to propose a policy ad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and Response (DR) and th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Recourses 

(DER) in Taiwan.  

First,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German electricity industry with four independent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companies as the power balance coordinators, is illustrated. Besides, 

the System of German Operating Reserve Markets is also analyzed. Seco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of the German energy mark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were 

developed to establish an open-accessed and transparent Operating Reserve Markets for fair 

competition, and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Virtual Power Plants (VPPs) t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se markets in competition with large power plants. Then, the way how VPPs 

participate in these markets is further reviewed, such as the bidding and awarding procedures 

and the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the markets etc. On this basis, all the relevant 

transaction conditions, procedures and qualification reviews are summarized and listed in the 

Essentials in German Tertiary Operating Reserve Market. Finally,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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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PPs in 

Taiwan, the direction towards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should be favorably 

considered.  

 

關鍵詞(Key Words)：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s)、電力池協調者(Pool Coordinator)、備轉容

量(Operating Reserve)、調節電力 (Controlling Power Range)、德國電力產業 (German Electricity 

Industry)、德國電力市場(German Electricity Market)、電力系統可靠度(Power System Reliability)。 

 

壹、德國電力產業結構概觀 

一、概說 

德國自從 1998 年開始逐步推動電力自由化

之後，電力產業主要分成發電、輸電、配電及售

電四個階段，加上近兩年逐步將電表業再從配電

業分割出來，目前已經共有五個產業階段。這五

個產業領域的參與者，彼此在水平的關係上，分

別構成五個不同層級的電力市場，其中發電市場

為生產市場，輸電與配電市場為通路市場，售電

(零售、經銷)與電表業則為服務市場，均為提供

電力用戶之消費而存在。而電力用戶可分為住宅

用戶、商業用戶及大型產業用戶三種。 

根 據 德 國 「 能 源 及 水 利 產 業 協 會 」

(Bundesverband der Energie- und Wasserwirtschft 

e. V , BDEW)於 2014 年 4 月份做的統計，電力市

場上的電力相關事業，發電業，其年度契約用電

容量超過 100 Megawatt(MW)的約有 300 家，電

網業者，包含輸電與配電營運商一共約有 940

家，而分散在全國從事電力銷售的電力零售商

(Stromlieferanten, Vertriebsabteilung)達 1,190 家之

譜 。 另 外 有 140 家 左 右 的 電 力 經 銷 商

(Stromhändler)1。由此可見，德國各個層級的電

力市場競爭相當活絡。 

隨 著 電 業 自 由 化 的 推 動 ， 終 端 用 戶

(Letztverbraucher)在能源市場的消費者意識在近

                                                       
1 BDEW, Vielfalt im Energiemarkt - Zahl der 

Unternehmen in den einzelnen Marktbereichen 
(Stand:04. 2014).[1] 

年也逐漸抬頭。根據 BDEW 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一份 新的統計報告，住商用戶更換電力零售

商(Lieferantenwechsel)的更換率(Wechselquote)，

從 2005 年的 7%，08、09 年逐步上升到 20%以

上，2013 年 10 月一舉突破三成來到 33.5%，而

截至 2014 年 10 月已達 36.0%，即將逼近四成2。

民眾更換供電商的比例一路向上攀升，證明隨著

電力市場的開放競爭，德國消費者已經逐漸擺脫

被既有電力供應商「套牢」的習慣或偏好，開始

從經濟理性的角度，選購由不同零售商所提供的

「電力商品」，使德國從發電市場到售電市場逐

漸出現有效競爭，此即歐盟當初推動電力市場自

由化的主要目標。 

二、發電與輸、配電業結構 

德國的五個電力產業階段中，第一階段的發

電業，按其發電方式可分為3： 

(一) 機械式發電：例如，水力與風力發電； 

(二) 熱能發電：例如，石油、燃煤、天然氣與核

能發電； 

(三) 太陽能發電：如太陽能熱力與光伏板發電

等。 

截至 2014 年 10 月為止，德國電力系統總裝

置容量 194 .161GW，其中傳統發電設備為

1 0 7 . 1 4 7 G W ， 再 生 能 源 設 備 裝 置 容 量 為

87.014GW。值得注意的是火力電廠硬煤發電的

部分比起 2013 年底增加了 1.9GW，另外在再生 

                                                       
2 BDEW, Wechselverhalten im Energiemarkt (Stand:20. 

Oktober 2014), S. 4. [2] 
3 Theobald/ Theobald, Grundzüge des 

Energiewirtschfaftsrechts, 3. Aufl. 2013, S.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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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EnBW 

圖 1  德國四個電網層級

能源的太陽能與陸上風力發電部分，也分別增加

了 1.8GW 與 1.6GW4。德國全年的平日尖峰負載

約介於 70 到 80GW 之間，2013 年的 大尖峰負

載為 83.102GW5。 

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輸電業與配電業，為

經營電力傳輸與配送的電力網，分為超高壓電

網、高壓電網、中壓電網與低壓電網四個級別，

不同電壓級別之間有變電站相互連結，並進行電

壓轉換。因此，四個電壓級別加上其間三個階段

的變電站，一共有七個電網層級。 

德國電網的四個電壓級別，說明如下6(見

圖 1)： 

(一) 超高壓電網分為 380 和 220 千伏特(kV)兩種，

是 大容量的輸電網，作跨越全國的電力輸

送，同時也是歐洲聯合電網(das Europäische 

Verbundsystem, Wide Area Synchronous Grid)

                                                       
4 Bundesnetzagentur/ Bundeskartelamt, Monitoringsbericht 

2014, S. 36, 37. [4] 
5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ISE, 

Stromerzeugung aus Solar- und Windenergie im Jahr 
2014. [5] 

6 Theobald/ Theobald, Grundzüge des 
Energiewirtschfaftsrechts, 3. Aufl. 2013,S.15f. [3] 

的一部分。發電容量超過 300 MW 的大型電

廠直接與超高壓電網連接，這些大型電廠主

要為燃煤電廠、核電廠與離岸風力電場

(Offshore-Windparks)。 

(二) 高壓電網 110 和 60 kV，為各邦境內的配電

網，連接範圍涵蓋大城市與偏遠鄉鎮。高壓

電網的標準距離，在全邦境內的配送範圍為

50 到 100 公里，在大城市(含周邊衛星市鎮

在內)的範圍，例如柏林、漢堡、慕尼黑、

科隆、法蘭克福等大都會生活圈內的配送範

圍，通常介於 10 到 20 公里之間。與高壓電

網連接之電廠，為中型的燃氣、燃煤、水力

電廠與風電場(Windparks)，透過高壓電網，

直接將電力輸送給大型產業用戶，例如工業

園區、高速鐵路(ICE)等。 

(三) 中壓電網分為 30、20 和 15 kV， 低有 3kV。

中壓電網為地區性配電網，其標準距離約數

公里左右，直接與區域內裝置容量 50 kW 到

1、2GW 的發電廠相連接。此層級的發電廠

或機組，主要為汽電共生廠(BHKW)、生質

發電廠(Biomasse)、水力發電機組、風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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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組與太陽能電場(Solarparks)。 

(四) 低壓電網為 230 到 400 伏特(V)，直接連接

到大多數的用戶，也就是年度用電量在 10

萬度(kWh)以下， 大負載容量在 30 kW 以

下的住宅與商業用戶(住商用戶)。住家或商

辦有安裝太陽能板，或迷你型汽電共生設備

(Mini-BHKW)、熱泵式熱水器(Heizungspumpe)

等再生能源或儲能設備時，這類分散式電源

直接與低壓電網相連，在符合技術條件的情

況下，亦可提供電力到市場上銷售。 

三、四大輸電公司作為電力平衡協調者 

德國的超高壓電網，原為 E.on、RWE、EnBW

及 Vattenfall 四大電力事業集團所有並經營，然

而近十多年來在歐盟推動能源市場自由化相關

指令的壓力下，分別被迫與母公司分割或轉售，

而成為今日的四家輸電公司(TSO)：TenneT(前身

屬 E.ON 集團)、Amprion(前身屬 RWE 集團)、

EnBW Transportnetze 及 50Hertz(前身屬 Vattenfall

集團)。這四家公司之輸電系統將全國分為 4 個

輸電區，每家輸電公司負責經營各自的輸電網，

平時負責維持輸電網的電壓穩定，並將電網頻率

控制在 50 Hertz 的標準值內，以維持電網頻率之

穩定，因此，各該輸電網區域又稱為這四家輸電

公司之「控制區」(Regelzone)7。 

在控制區內，輸電公司扮演「電力平衡協調

者」(Bilanzkreiskoordinator, BKO)的角色，負責

維持控制區的電力供需平衡，當電力實際供需量

與預測供需量出現落差時，例如系統電力供應過

剩時，BKO 必須作電力調度，以減少發電端的

發電量，增加消費端的用電量；反之，在供電出

現缺口時，則增加發電量，減少用電量。為此，

輸 電 公 司 必 須 即 時 調 度 「 調 節 電 力 」

(Regelenergie)或稱「備轉容量」(Reserveenergie)，

分配給控制區內的各個電力平衡群組負責人

                                                       
7 參考RegModHarz Arbeitspaketbericht_ Marktbedingungen 

und Zugangsvoraussetzungen zum Strommarkt, S.66. 
[6]; Theobald/ Theobald, Grundzüge des 
Energiewirtschfaftsrechts, 3. Aufl. 2013, S.17,18. [3] 

(Bilanzkreisverantwortlicher, BKV) 。 所 謂 的

BKV，通常即指電力經銷商，負責平衡其群組(如

簽約之零售商或用戶)範圍內之電力供需，BKV

之中僅有少數為電力零售商，另外則是不透過經

銷商或零售商，直接向電廠購電的大型企業或產

(工)業園區。輸電公司(BKO)採購調節電力(備轉

容量)所支出之費用，轉嫁給電力平衡群組負責

人(BKV)負擔，再由 BKV 依約向零售商或終端

用戶收費8。 

貳、電網穩定與備轉容量市場 

一、概說 

當大規模再生能源電力饋入電網時，如果電

網或電網連接點的容量不足以容納饋入之電量

時，就會出現「電網壅塞」的現象，嚴重時會造

成發電機組跳電，危害電網系統的安全。德國為

了加速推動「能源轉型」(Energiewende)，近年

在特定區域大幅增加風力或太陽能發電機組，經

常造成輸電與配電網的電網壅塞，例如南部巴伐

利亞地區的部分低壓電網，因為太陽能發電設備

併網的數量大幅增加，現階段已經面臨到這個問

題9。 

為了維護電網穩定與安全，擴建輸電網路固

然為徹底的解決辦法，但如果資金不足、用地取

得困難等因素而緩不濟急，除非減少再生能源設

備的併網數量，否則即必須採取各種措施，以提

高電網現有容量之使用效率。 

在技術層面，電網業常見的方法為架空線監

測(Freileitungsmonitoring, Overhead Line 

Monitoring)，在電網佈建架空線路監測系統，查

明 天 候 狀 況 的 變 化 對 於 架 空 線 載 流 容 量

                                                       
8 Beucker, S., Bergset, L., Beeck, H., Bogdanova, T., 

Bormann, F., Riedel, M. & Bierter, W. (2012), 
Geschäftsmodelle für den Zukunftsmarkt des 
dezentralen Energiemanagements in Privathaushalten. 
Ergebnisse aus dem Forschungsprojekt Connected 
Energy – SHAPE. Berlin, S.44,45. [7] 

9 RegModHarz Arbeitspaketbericht_ Marktbedingungen 
und Zugangsvoraussetzungen zum Strommarkt, S.15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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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acity)之影響，對於影響結果進行評估，採

取之調整方法，例如設法降低電力線路周圍之環

境溫度，或是增加電力線路，藉此增加電網的輸

電容量，亦可解決再生能源併網的問題 10 。 

除了技術性的措施之外，德國在政策面亦制

定相關法令，藉由行政命令管制、經濟誘因、市

場機制等方式之立法，確保電網之穩定與安全，

這類措施可分為發電端管理、再生能源設備提供

輔助服務，以及備轉容量市場。其中備轉容量市

場係德國維持電網供需平衡之市場機制，在加入

再生能源併網因素之考量後，更強調引進智慧電

網技術以及虛擬電廠之商業模式，而使其成為提

供電網輔助服務之重要市場平台。 

二、備轉容量市場機制11 

(一) 概說 

能源經濟法(Energiewirtschaftsgesetz, EnWG)

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當控制區內之電力供應系

統安全性或穩定性遭受危害或發生障礙時，輸電

公司依法有排除該危害或障礙之權利及義務。例

如，輸電網有局部故障或短期壅塞之虞時，輸電

公司得採取技術性措施，例如調整電力電路，進

行壅塞管理，在市場機制方面，應在備轉容量市

場(Regelleistungsmarkt, Operating Reserve Market)

向電廠(含虛擬電廠)採購調節電力，或與用戶端

約定削減負載、提供容量。 

為確保電網保持在 50Hz 頻率的狀況下運

作，電網中必須隨時饋入負載所需的電力，相對

的，用電負載也必須能夠消化發電量，如此才能

維持供電端與負載端的供需平衡。若電網中的電

力供需突然出現不平衡的波動，就必須迅速採取

措施，維持供需兩端的平衡，此時電網即需要「調

節功率電力」(Regelenergie, Regulating Power)，

簡稱「調節電力」。所謂調節電力，係指即時增

加或削減電網中的饋電量，或是即時提高或削減

                                                       
10 RegModHarz_Abschlussbericht, S.174f. [8] 
11 以 下 參 照 RegModHarz Arbeitspaketbericht_ 

Marktbedingungen und Zugangsvoraussetzungen zum 
Strommarkt, S.66ff. [6] 

電網中的負載量，當電網的實際供需量與預測供

需量出現偏差時，就需要調節電力進行「調節」，

以控制電網中電功率的平衡。電力供需的落差，

除了出現在供電端，例如電廠的發電機組故障等

因素，也會出現在負載端，例如用戶受天氣變化

影響而減少或增加用電(見圖 2)。 

在德國，四大輸電公司分別負責其所轄控制

區(Regelzone)內電網系統的電力平衡，已見前

述。此四大電網系統彼此互聯，並加入歐洲聯合

電網，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輸電網營運商聯合組成

「歐洲輸電網系統業者協會」(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Electricity, 

ENSO-E)，共同接受該協會訂定的國際共同標準

之規範。 

輸電公司為履行電網供需平衡的責任，必須

保留備轉容量，以供需要時之調度，調節電力的

供應者必須預先保留容量，使其發電機組或負載

設備在約定的供應時段內可隨時準備待命。輸電

公司必須按供應者保留的備轉容量支付「容量價

格」(Price Per Kilowatt)，如果供應者之機組或設

備在約定的供應時段實際投入運轉，輸電公司必

須為實際調度的能量再支付「能量價格」(Price 

Per kWh)。 

調 節 電 力 又 分 為 正 調 節 電 力 (Positive 

Regelleistung) 與 負 調 節 電 力 (Negative 

Regelleistung)兩種。所謂「正調節電力」，又稱

為「正容量」，係指供電端增加饋電量或啟動機

組，及(或)負載端削減負載或關閉負載。當輸電

公司調度正調節電力時，電力是從供應者流向輸

電公司，輸電公司須支付能量價格給供應者。所

謂「負調節電力」，又稱「負容量」，係指供電端

削減饋電量，及(或)負載端增加或開啟負載，當

輸電公司調度負調節電力時，電流方向則是從輸

電公司流向供應者，故由供應者支付能量價格給

輸電公司。 

在德國，當電網發生供需不均衡的障礙時，

按照輸電公司調度的時間先後順序，備轉容量可

分 為 ： 一 級 備 轉 容 量 (Primärregelung,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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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eserve) 、 二 級 備 轉 容 量

(Sekundärregelung, Secondary Control Reserve)及

三級備轉容量(Minutenreserve, Tertiary Control 

Reserve)。一級備轉容量，是指在 短的時間內，

例如有發電機組突然故障，導致電網出現頻率偏

差(Frequency Deviation)時，負責提供一級備轉容

量的機組必須在 30 秒內透過自動控制系統快速

升載，為電網緊急供應 15 分鐘的電力，並在同

一時間內，逐步由二級備轉容量來接替。二級備

轉機容量，係指在機組接到輸電公司發出的控制

信號之後，必須在 30 秒之內自動升載，持續提

供 15 分鐘的電力，之後再由三級備轉容量來接

替。三級備轉容量，係指必須能夠在電網障礙發

生後 15 分鐘之內開始接續饋入電力，其饋網時

間之要求為 1 到 4 小時(見圖 3)。 

 

 
 資料來源：Verstege 2003 [9] 

圖 2  德國電網頻率與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ENTSO-E 2009 [10] 

圖 3  電網頻率偏差時啟動調節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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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級、二級與三級備轉容量的發電機

組，其性質種類與技術條件完全不同，因此輸電

公司必須分別招標。其中，一級備轉容量並不區

分正調節或負調節電力，二級與三級備轉容量兩

者則分別就正、負電力分開招標，因此，德國調

節電力之招標一共有以下五個市場： 

1. 一級備轉容量 

2. 二級備轉正容量 

3. 二級備轉負容量 

4. 三級備轉正容量 

5. 三級備轉負容量 

其中 4.與 5.之三級備轉容量市場，為德國虛

擬電廠在商轉實務上的重要市場之一。 

(二) 招標程序 

調節電力之招標，四家輸電公司有一套共同

的 招 標 程 序 ， 其 招 標 網 頁 為

www.regelleistung.net，市場上只要符合提供調節

電力基本技術要求的供應商都可在此參加投

標。供應商如通過資格審查，即按所參加的市場

種類與招標的輸電公司簽定「基本架構協議」

(Rahmenvertrag, Frame Contract)，簽定後即取得

提供調節電力的資格。小型的發電機組或可控制

的負載設備，可先與虛擬電廠簽約，透過虛擬電

廠匯集至投標的 低容量，也能夠「間接的」參

加三級備轉容量之投標(詳後述)。 

三級備轉容量為每日公開招標，一級與二級

備轉容量為每個月招標一次，三者均為按報價結

算市場(Pay as Bid Market)。投標者應提報每個招

標時段的容量價格與能量價格，但一級備轉容量

只有容量價格，無能量價格。無論為容量價格或

能量價格，輸電公司均從出價 低者開始決標，

直到滿足四個控制區在該時段對備轉容量的全

部需求為止，在出現實際調度需求時，開始從能

量價格 低者開始，由低到高依序調度。表 1 為

德國從 2008 年 10 月到 2009 年 11 月各備轉容量

市場之招標容量： 

表 1  2008/10 到 2009/11 三種備轉容量之招標容量 

 
 資料來源：EWI 2010 [11] 

(三) 備轉容量市場之競爭狀態 

1. 一級與二級備轉容量並非競爭市場 

一級備轉容量與二級備轉容量合計占市場

成交量的三分之二，但符合資格投標者通常只有

4 到 6 家，其中的 4 家為主要的市場參與者，另

外 2 家則是偶爾才會參加投標。這兩個市場欠缺

競爭的主要原因，在於進入備轉容量市場的技術

門檻太高，而且得標之後必須長時間負擔保留容

量與接受緊急調度的義務，因此通常只有基載電

廠才會有參與該市場的投標能力。除此之外，符

合資格的投標者通常只會與自己所屬控制區的

輸電公司連線，如果要提供其他三個控制區的備

轉容量，就必須另外再與其他區的輸電公司建立

通訊連線。在 2008 年時，只有 RWE 輸電公司在

其控制區內與這 6 家業者完成連線。換言之，其

他三個控制區通常只有不到 2 家業者可提供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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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轉與二級備轉容量的輔助服務。在 2010 年年

中，參加一級備轉容量的廠商，其得標率為百分

之百。換言之，其報價從未被拒絕過，因此該市

場上並不存在競爭。在二級備轉容量市場方面，

投標廠商的得標率為 85%到 90%，此亦不存在有

效競爭，故也不被認為是競爭市場。 

2. 三級備轉容量市場目前仍為寡占市場 

在三級備轉容量市場，因為技術門檻遠較前

兩個市場為低，且招標頻繁(每日招標)，按電力

網 管 制 機 關 之 聯 邦 網 路 局 (Bundesnetzagentur, 

BNetzA)2009 年的統計，當時該市場上已有 27

家符合資格的廠商，其中包含 2003 年 早成立

的 Steag-Saarenergie AG 公司的虛擬電廠在內。

各家廠商在該市場參與競標的得標率介於 50%

到 80%之間，而且出價較高者，得標機率也通常

偏低，已經稍具有競爭市場的效果。為此，政府

也逐步採取相關措施，進一步促進該市場的競爭

條件(詳後述)。 

根據 Steag 公司發布的企業資訊，該公司於

2007 年在三級備轉容量之市場占有率已超過

10%，其運用網際網路(Internet)分別與產業園

區、地方性的小型發電機組，及可削減負載的大

型企業用戶等建立連線，到 2009 年，Steag 已連

結 來 自 40 個 不 同 發 電 與 負 載 單 元 (Einheit, 

Unit)，共有超過 1000 MW 的容量通過輸電公司

的資格審查，成為合格的備轉容量。個別的發電

或負載單元參加 Steag 虛擬電廠的基本要件，其

低容量之要求為 1 MW，並要求至少能夠連續

提供 4 個小時以上，如該單元未設有控制平台，

則應配備遠端遙控設備，供電力池協調者即

Steag 公司的虛擬電廠直接進行遠端控制。 

(四) 備轉容量市場之管制政策與發展 

2001 年之前，德國電力市場尚未充分自由

化，各個控制區內的發電、輸電、配電、售電市

場基本上仍維持著單一垂直整合事業獨占的型

態，輸電部門一概向所屬同一事業集團的發電廠

採購備轉容量。在 1998 年能源經濟法(EnWG)大

幅修正之後，德國積極推動能源市場自由化，自

2001 年開始，全德的輸電業必須在「開放、透明、

公平」的市場上購買備轉容量。在初期，每個控

制區的輸電公司對於供應者之資格條件要求各

不相同，並且會刻意提高門檻(特別是對於二級

備轉容量)，同時也利用招標程序的設計(例如招

標期間)，或是招標程序不透明等技術性手段，

阻礙潛在的競爭者進入市場，導致市場流通性不

足，每個控制區仍繼續由極少數幾家電廠把持，

獨占市場的局面一直未能打破。 

2005 年 7 月 13 日第二次修正公布之能源經

濟法，以及同年月 29 日施行的子法「電網接取

規 則 」 (Verordnung über den Zugang zu 

Elektrizitätsversorgungsnetzen ， 簡 稱

Netzzugangsverordnung - StromNZV)、「電網接取

資費規則」(Verordnung über die Entgelt für den 

Zugang zu Elektrizitätsversorgungsnetzen，簡稱

Netzentgeltverordnung - StromNEV)大幅改革調

節電力的採購及運用架構。依新法規定，採購市

場應公開透明，採購程序應一律平等，對於投標

廠商不得作有別於對其關係企業或控股公司之

差別待遇，並要求輸電公司應盡可能以 低價格

進行採購，四大輸電公司並應就減少採購成本進

行合作(EnWG 第 22 條)。依此母法之授權，「電

網接取規則」進一步規定，各家輸電公司除因技

術上之限制，而必須在自己控制區內採購輔助服

務以外，原則上應共同合作以跨區域、匿名的方

式進行採購(StromNEV 第 6 條第 1 項)。 

2006 年 8 月 29 日，聯邦網路局就三級備轉

容量採購作成一項決議，明訂四家輸電公司依上

述規定為共同招標成立之網路平台所必須符合

的相關條件，以提高採購之透明度與效率，並重

新規定招標與決標期間、 低供應容量、備轉時

段、採購之公開義務等項目，降低市場門檻，以

吸引國內外新的參與者加入該市場。2006 年 12

月 1 日，四家輸電公司首次透過共同網路平台

(www.regelleistung.net)進行聯合招標。聯邦網路

局預期藉此吸引大型產業用戶參加投標，在容量

市場有需求的時段，可以暫停一部分廠房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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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運作，把削減的負載移轉到容量市場上出

售，以促進大型產業(企業)從事自主負載管理之

意願與能力12。 

聯邦網路局發布上述決議後，雖然有許多家

電廠及大型企業提出申請並通過輸電公司之資

格認證，但 後真正參加投標的廠商並未明顯增

加，主要原因係備轉容量之提供仍然有其技術門

檻，而且市場上出售調節電力的獲利幅度仍有

限。此外，企業內部自主建立負載管理系統，也

需要耗費相當人力與物力。截至 2013 年第四季，

大型企業與輸電公司簽約之可供應備轉容量，總

計約 1,000 吉瓦(GW)。即便如此，德國三級備轉

容量市場目前仍是由幾家廠商主導的寡占市場。 

目前德國的虛擬電廠參加輔助服務市場，主

要為輸電公司提供三級備轉容量，已見前述，以

下參、進一步詳述之。 

參、三級備轉容量市場之分析 

一、資格審查 

三級備轉容量(Minutenreserveleistung，以下

簡稱 MRL)之資格審查程序，係指供應商證明其

符合輸電公司對於調節電力之保留與供應的各

項要求。個別機組可分別申請正的及(或)負的

MRL 之資格審查。在審查程序中，機組必須就

每 15 分鐘供應電網一次調節電力的啟動(升載)

與停機(降載)全部過程，進行現場操作，並且連

續進行兩次，執行過程必須符合標準模型(見圖

4、圖 5)。 

升載與降載的 15 分鐘時間，必須包含供應

商內部協調、調度機組所需之時間在內，如果約

定提供的電力或負載發生遲延，或完全無法提

供，即取消資格審查程序。除此之外，供應商應

                                                       
12 有關一級與二級備轉容量市場，聯邦網路局亦於

2007 年 8 月 31 日作成類似的決議，以提高招標透

明度，創造條件引進新的市場參與者，四家輸電公

司 並 於 2007 年 12 月 1 日 開 始 透 過

www.regelleistung.net 的網路平台，共同進行主要與

二級備轉容量的招標。 

擔保在供應過程中不會採取其他可能減損調節

電力，或可能導致調節電力完全喪失作用之技術

性措施。 

資格審查，係由個別發電或負載機組所連接

控制區之輸電公司所主導進行，在供應商提出全

部必要文件之後，審查程序之進行通常為期兩個

月。審查之規範標準係按照德國「能源與水利協

會」(BDEW)成立之「電網業協會」(Verband der 

Netzbetreiber, VDN)所訂的「輸電規則 2007 — 德

國 輸 電 網 業 者 之 電 網 與 系 統 控 制 」

(TransmissionCode 2007 — Netz- und Systemregeln 

der deutschen Übertragungsnetzbetreiber)第 5 章

「輔助服務」(Systemdienstleistung)之一般規定及

其「附件 D3」有關 MRL 之細節事項。 

如通過資格審查，輸電公司即核發認證給供

應商，這項認證亦為其他三家輸電公司所承認。

在取得認證後，供應商應與輸電公司簽定一份有

關保留與提供備轉容量之基本架構協議，約定雙

方有關調節電力之分配、調度、結算等事項。若

供應商將同一機組的輔助服務銷售到不同的控

制區，則應分別再與各該區的輸電公司簽定上述

協議。 

二、電力池協調者—虛擬電廠 

在 MRL 市場上，除了個別電廠或機組之

外 ， 也 開 放 所 謂 「 三 級 備 轉 容 量 電 力 池 」

(MRL-Pools)向輸電業申請資格審查，此即「虛

擬電廠」的概念，係指供應商將許多小型的機組

提供的容量整合到一個電力池(Pool)之中，當電

力池所匯集的總容量達到 5MW 以上者( 初期

要求為 30MW 以上)，即可參加 MRL 的競標。

所謂的電力池總容量，係指在約定供應時段內，

電力池中全體機組可提供之 低容量而言。虛擬

電廠的電力池中所有機組均必須通過資格審

查，而且這些原本與中壓或低壓電網連結的小型

機組，特別是緊急備用發電機，必須先取得授權

技術機構之認證，例如由德國 TÜV 出具之認證，

以證明其具備提供 MRL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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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Harz AP_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33 [6] 

圖 4  三級備轉正容量提供證明之標準模型 

 
 資料來源：Harz AP_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34 [6] 

圖 5  三級備轉負容量提供證明之標準模型

當輸電公司要調度 MRL 時，虛擬電廠作為

電力池協調者(Poolkoordinator, Pool Coordinator)，

必須執行並完成下列工作(見圖 6)： 

(一) 接受輸電公司的調度指令 

(二) 將調度容量分配給電力池當中可提供支援

的機組或設備： 

1. 監控提供支援的機組或設備 

2. 計算並控制總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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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Lindenberg 2008 [12] 

圖 6  三級備轉容量電力池模式之操作協調模式

3. 將即時資訊傳給輸電公司 

(三) 停止提供 MRL 

(四) 依輸電公司之要求，製作其提供 MRL 之全

程操作紀錄 

電力池協調者負責分別與輸電公司、小型機

組雙方進行契約與技術上的協調，隨時監控機組

之保留容量充足與否，並充分掌握機組提供 MRL

時的情況，如出現個別機組故障或無法使用的狀

況，必須緊急調度其他機組來支援。為此，電力

池協調者必須向輸電公司證明其電力池操作模

式之可行性，以進行操作測試的方式證明，輸電

公司通知調度 MRL 時，電力池協調者按照其對

電力池機組(或設備)設定的啟動模式，可以在指

定時間內準時供應。實務上，為了提高與機組(或

設備)使用人之間的協調效率，鼓勵電力池協調

者統一製作「操作手冊」提供給機組(或設備)使

用人，以盡量將雙方的協調模式固定公式化。 

三、競標與決標 

MRL 市場之招標以每 4 個小時為一個時

段，競標廠商對於各該時段的正、負容量需求，

應同時提出容量價格與能量價格的報價，輸電公

司僅就廠商所提報的容量價格為準，從出價 低

者開始，由低至高的順序依序決標至滿足四家輸

電公司在該時段的需求量為止， 後並列出一份

跨越四大控制區、範圍擴及於德國國內外之得標

廠商名單。廠商之容量價格如有出價相同者，以

投遞標單的時間順序決定，先投遞者為優先，廠

商得標之後，即按其投標之出價向輸電公司收取

(或支付)費用。 

輸電公司調度容量時，按決標名單廠商所提

出之能量價格決定之，調度備轉正容量時，從

低價者開始；調度備轉負容量時，從報價 高者

開始依序調度，直到滿足輸電業的容量需求為

止。但如有特定因素，例如在特定時段調度容量

可能會造成電網壅塞，或需求量較大的時段必須

在一定時間之內取得容量，而無法按照上述標準

調度機組時，輸電公司必須在共同招標平台上公

開說明其理由。 

四、資訊透明公開 

聯邦網路局根據電網接取規則第 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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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定為 EnWG§12Ⅰ、Ⅲ,13Ⅰ之具體化)規

定，於 2006 年 8 月 29 日作成決議(BK6-6-012)，

要求輸電公司必須在網路平台公開每次的招標

容量、得標名單(匿名制)以及實際調度之容量，

並且在每次招標前兩小時公開市場上重要訊

息，這些訊息包含：隔日的需求量、前一日實際

調度容量(以每 15 分鐘為單位)、前一日實際提供

容量之全部供應名單(匿名制)以及其開出的容量

價格與能量價格、機組併網的控制區，以及決標

之相關資訊等。 

五、容量市場價格變化與分析 

MRL 的價格，無論是正容量或負容量，原

則上在大部分時段的平均價格都低於歐洲電力

交易市場(EPEX)的現貨市場價格，例如，在 2008

年的 8,784 個交易時段中，正容量價格高於現貨

市場者只有 409 個時段；負容量較高的有 738 個

時段(見圖 7)。原則上，供應商會將電力出售到

價格較高的現貨市場，但如高出的價差低於發電

所需耗費的燃料成本時，供應商可能會選擇到

MRL 市場出售正容量，因為在該市場只有輸電

公司實際調度時才要耗用燃料，如果未被調度，

供應上除可賺取容量報酬之外，也無須支出燃料

成本。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36 [6] 

圖 7  2008 三級備轉正負容量平均價格與現貨市場價格之比較 

每日價格變化方面，一如預期，MRL 正容

量的 高價格出現在早上 8 點到晚上 8 點之間，

負容量的 高價格則介於凌晨 0 時到早上 8 點。

負容量在週末、假日的價格通常都高於週間的工

作日，正容量的較高價格則在週間工作日。 

圖 8 為 2008 年到 2010 三級備轉容量之價格

走勢。 

在此可以看到，2008 年正容量的價格水準整

體高於負容量，但從 2009 年開始出現交叉，一

直到 2010 年底負容量價格始終高於正容量，其

中單月的 高點出現在 2009 年 4 月份，該月份

負容量的平均價格一度來到 68.02 歐/GW，後來

持續下跌，到 2010 年 10 月份時為 5.81 歐/GW。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 

40 [6] 

圖 8  2008-2010 三級備轉正負容量價格變化趨勢 

另外從同時段的總招標容量的角度，也可以

觀察到正負容量需求變化的相同趨勢。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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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容量的招標量明顯高出負容量許多，從 2009

年 6 月份開始此種情形即出現反轉(見圖 9)。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 

40 [6] 

圖 9  2008-2010 三級備轉正負容量招標量變化趨勢 

再進一步觀察 MRL 價格的變化趨勢，比較

2008 年與 2010 年(1 月至 10 月)每日時段的平均

價格之後，可發現正容量在 2010 年的每個時段

都呈現下跌的現象，負容量則是普遍稍微高於

2008 年時期之水準，其中在凌晨 0 點到 4 點、4

點到 8 點的時段，每百萬瓦(MW)都多出 10 歐元

左右(見圖 10、圖 11)。 

六、備轉容量之實際調度比例 

(一) 正容量 

在 2008 年全年度一共 35,136 刻(每 15 分鐘) 

當中，全德國四個控制區實際調度正容量的次數

為 1,904 次，占 5,4%，其中 50Hertz 輸電公司的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42 [6] 

圖 10  2008 年三級備轉正負容量每日個別時段平均價格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Abb.43 [6] 

圖 11  2010 年 1 月至 10 月三級備轉正負容量每日個別時段之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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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區，在該年度總共只有 87 次，而且其中有

59 次是集中在 7 月 1 日、2 日這兩天，該區域

低調度容量為 130 MW， 高為 397MW，平均

值為 243 MW，中間值為 200 MW。全國 4 個控

制 區 的 小 調 度 容 量 為 15 MW ， 大 為

1,467MW，平均值為 315 MW，中間值為 248 

MW。 

(二) 負容量 

2008 年全年度 35,136 刻之中，全德四個控

制區負的 MRL 實際需求次數共有 3,293 次，比

例為 9.4%。其中 50Hertz 控制區共有 890 次，該

區 低需求容量為 45 MW， 高為 555MW，平

均值為 236 MW，中間值為 200 MW。而全國 4

個控制區之 小需求容量為 30 MW， 大為

2,229 MW，平均值為 444 MW，中間值為 348 

MW(見表 2)。 

肆、三級備轉容量之主要交易條件、程

序與資格審查要件一覽 

綜上，以下表 3 為德國 MRL 市場交易條件、

程序與資格審查要件等商業模式之彙整。 

表 2  2008 年四大控制區調度三級備轉正負容量之次數與比例 

 
 資料來源：Harz AP Marktzugangsbedingungen, Tabelle.42 [6] 

表 3 三級備轉容量市場之交易條件與資格審查要件 

項    目 內    容 

交易(投標)程序 

按報價結算方式招標（Pay-as-bid Ausschreibung） 
 按投標價格決標 
 按投標廠商提報的容量價格決定，從出價 低者開始由低至高依序決標至滿足招

標容量為止，並製作得標名單 
 每個得標廠商按其報價獲得容量報酬 
 調度調節電力時，按照得標廠商提報的能量價格，原則上正容量以報價低者優先，

負容量以報價高者為優先 

交易(市場)種類  正容量與負容量分開招標 

每日時段 
 一天分為 6 個時段: 0:00-3:59, 4:00-7:59, 8:00-11:59, 12:00-15:59, 16:00-19:59, 

20:00-23:59 
投標價格  投標廠商應同時提報容量價格與能量價格 

交易日 
 週一至五之工作日，每日為隔日容量進行招標 
 週末及例假日之前一個工作日，為該週末或例假日以及下一個工作日進行招標 

低投標容量  初期為 30MW，目前已降到 5MW 

電力池-虛擬電廠 

 電力池協調者可跨越不同控制區進行機組、設備整合 
 電力池中所有機組、設備都必須通過輸電公司之資格審查 
 電力池中所有機組、設備合計的額定容量小於 30 MW 者，電力池協調者必須提

供輸電公司合量信號(Sum Signal)之回饋訊息 

招標結束  投標截止時間為早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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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決標公開時間 
 輸電公司 晚應於招標日當天早上 11:00 前公開決標相關訊息，亦即在歐洲電力

交易(EPEX)所開始交易之前完成全部的招標程序 

投標秘密之保障 

 輸電公司應為每家投標廠商提供安全的投標與取得決標結果的專區 
 投標廠商應提供的投標資訊有： 
— 投標者名稱 
— 機組或設備所在之控制區 
— 參與投標的種類(如三級備轉容量) 
— 能夠提供的正容量或負容量(MW) 
— 容量價格 
— 能量價格 
 輸電公司按照整體需求製作決標名單，並將決標結果個別通知得標廠商 

可用率因素 
(Availability Factors) 

 得標廠商必須為整個時段充分保留得標的備轉容量，並使該容量處於隨時可供調

度的狀態 
 廠商保留之容量必須具備相當高的持續性，容量中斷的時間不得過長，在順利完

成工作的前提下，三級備轉容量可允許 1 分鐘以內的供應缺口(相對於此，二級備

轉容量則不允許出現供應缺口)。 

容量調度可用率 
(Availability for Work) 

 當調度容量時，容量之可用率必須達到 100% 

調度通知與準備 
 通知調度之方法，通常以電話通知，同時附帶傳送電子郵件或傳真之書面，或運

用其他通訊控制技術 
 得標廠商必須在接到輸電公司之通知後立即提供容量服務 

容量誤差範圍 

 參照 50Hertz 輸電公司與供應商之一般契約協議內容，容量在供應時間內發生負

載波動的容許誤差範圍為正負 5%，在此範圍內並不會構成違約處罰之問題 
 整體而言，因負載波動所造成之誤差，得允許高於決標容量之應有值，但不得低

於應有值 

操作紀錄 

 供應商應製作機組操作紀錄提供給輸電公司作為其提供容量服務之證明 
 操作證明應載明參與提供容量之全部機組或設備其每分鐘的負載分析(Auflösung, 

Resolution) 
 供應商應依與其機組或設備併網之輸電公司之要求，於調度容量日之後 10 個工作

天內提出上述操作證明 

線上公開資訊 

 供應商應依與其機組或設備併網之輸電公司之要求，以上網的方式在線提供其機

組或設備之相關資訊(Online-Informationen)，包含：實際提供之容量、現況資訊，

其他數據，如預定發電量、出力時點經過修正後之實際提供容量等 
 上述資訊應提供之項目範圍、數據格式及傳送方式，由各家輸電公司訂定之 
 供應商應自行負擔通訊技術之建置費用，並維持其適用性 

雙方共用之 
通訊數據格式 

 EC 870-5-101 

聯絡平台 
 供應商應告知輸電公司一個在提供容量前與提供容量期間內可即時取得聯絡之常

設平台 

履行地 
 三級備轉容量與二級備轉容量之契約履行地，不問提供地為何，一律為輸電公司

之控制區 

收支結算 

 供應商實際提供之容量，由機組或設備併網之輸電公司按調度記錄計算之 
 如單一機組同時提供不同種類的備轉容量，應按其種類分別計算容量 
 提供容量之計算以每 15 分鐘為一單位；如不足 15 分鐘者，其提供之每分鐘或每

秒鐘容量以 15 分鐘之平均值換算之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網路局(BNetzA)2011 年 10 月 18 日『三級備轉容量採購之招標條件及應公開項目』

(Beschluss vom 18.10.2011 neue Ausschreibungsbedingungen und Veröffentlichungspflichten für die 
Beschaffung von Minutenreserve） 決 議 (BK6-10-099) [13] 、 BNetzA 2009 年 度 『 監 督 報 告 』

(Monitoringbericht 20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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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從德國發展虛擬電廠的經驗可知，係大型輸

電公司有維持電網可靠度之需求，除了傳統集中

型的電廠提供備轉容量之外，由於資通訊與電力

技術之進步，加上高度的環境資源保護意識，民

間企業開始嘗試調控各種分散式電源，並協助大

型事業進行用電負載管理，進而整合到相當的容

量，參與輸電備轉容量之投標，在這期間，政策

上亦持續放寬進入備轉容量市場的門檻，推動招

標程序與要件的標準化與透明化，使虛擬電廠具

有市場競爭力，而逐漸成為提供輸電公司輔助服

務的要角。發展至今，德國的虛擬電廠除了提供

輸電備轉容量之輔助服務外，亦為電力批發與零

售市場上的重要市場關係人，而其進入市場的形

式，在法規架構下係開放其各種可能性，例如作

為電力經銷商、零售商或是其他能源服務公司

等。 

在台灣電力事業環境與電業法的架構下，電

力主要由台電供應，電力系統中並無電力集中交

易市場，亦未開放售電業，因此在目前的法令限

制 下 ， 民 間 目 前 尚 無 發 展 出 用 戶 代 表 群

(Aggregator)或虛擬電廠之空間，故現階段如欲發

展類似德國虛擬電廠的運作模式，仍有相當的困

難。 

惟目前在部分供電瓶頸地區之配電網，例如

北部、大台北地區，或因變電所容量無法擴大，

或財務問題須遞延配電網之投資，或是電網壅塞

及其他緊急情況等，仍需要輔助服務以解決饋線

電壓變動、供電不穩定之問題，因此在配電層級

方面，未來應可考慮引進用戶群代表或虛擬電廠

的概念，由其負責整合，並協調分散式電源之發

電或大型電力用戶的可調度負載，與台電公司簽

定雙邊合約，約定由虛擬電廠提供輔助服務，而

該輔助服務招標之相關制度與程序，德國備轉容

量市場的機制與作法應非常值得參考。 

從德國的電力事業結構與虛擬電廠之沿革

與商轉的經驗來看，虛擬電廠商業模式的實踐與

經濟效益，是在電力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而展

開，政策與法規也持續優化各個市場的競爭條

件，並嘗試開放或創造新的市場與廠商獲利誘

因。因此，台灣為解決電網壅塞、供電瓶頸的問

題，除了擴建電網之外，長期而言，應儘速確立

國家電力事業與再生能源政策方向，開放電力市

場，落實售電自由化，開放能源服務業，讓消費

者購電有多元選擇，創造各階段電力事業的充分

競爭，並透過市場交易機制，讓電價真實反映供

需成本。同時也應逐步將再生能源電力整合進入

電力市場，如此方可有效疏解供電瓶頸地區供電

壅塞問題。另一方面，應建立輔助服務市場，創

造民間業者參加容量市場的經濟誘因，並排除或

降低進入市場的障礙，在此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

的過程中，將可為虛擬電廠取得進入市場的基本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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