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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業自由化為我國政府多年來之重大財經政策，由於電業自由化政策攸關國家經濟
發展、長短期供電安全與穩定、管制與未管制電業間之權責分際、供電義務之履行、不
同用戶間費用分擔之公平性以及公用電業之永續經營等重大議題，其成敗之影響既深且
鉅，故自由化之規劃設計須審慎為之，尋求務實可行與有效之最佳方案。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所必須建立的最適電力市場運作模式以及相關配
套措施，重點項目包括：電力自由化改革目標與願景之確立、電力產業結構重組與分拆、
可競爭性電力市場之設計與構建、電力交易市場之運作模式、電力調度中心之設立、建
置獨立電業管制機關以及建議電業法配合修正方向。
本文主張我國電業自由化目前最務實可行的電力市場運作與電業結構重組分拆模式
應分為四個階段進行，以十年為期限逐步朝向健全的競爭性市場模式發展。第一至第三
階段係朝向健全的批發競爭模式發展邁進，第四階段則由批發競爭模式邁入零售競爭模
式，最終第四階段係為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的零售競爭模式，此模式之完成為成熟
的電業自由化市場之指標，應成為自由化改革所追求之目標與願景，也唯有完成第四階
段才能使電力需求與供給的替代性與可競爭性得到充分發展，而電力資源的配置與投資
決策達到最適狀態。

Abstract
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ether the electric industry would succeed in deregulation or not
will deeply influence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ower system, regulated and non-regulated obliga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fulfillment of supply obligation, equitable allocation of cost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ustomer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prudently work out a practical, feasible and effective 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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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herefore to analyze and assess the optimal operation of the
designed electricity market and its coupled measures, which contain the vision and objective
of the liberalization reform, the power industry restructuring and unbundling, the design and
setup of competitive market, the opera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and independent regulative entity, an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lectricity Act Amendment.
We conclude that the most practical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electricity market and
industry restructuring entails a four-stage reform from single buyer model to retail competition
model within the timeframe of ten years. The first to third stages are to deregulate the
electricity market towards the perfect wholesal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fourth stage is to
evolve from wholesale market competition to retail market competition. It is the fourth stage
with the open access to power procurement given to all customers that indic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ision and objective of a mature liberalization electricity reform. Not until the
successful accomplishment of the fourth stage would it fully develop in the fungibility and
contestability for the electricity supply and demand and reach optimal allocation and
investment of electricity resources.

關鍵詞(Key Words)：電業自由化(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市場運作(Market Operation)、電業
法修正草案(Draft of Electricity Act Amendment)、電力調度中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供
電義務(Last Resort of Supply)、獨立管制機關(Independent Regulation Entity)。
輸、分配與交易的全部過程，市場的定義係指為

壹、前言

了買賣交易並達成價格形成的實際或虛擬的場
所，由於買和賣兩種交易皆屬市場行為，我們稱

電業自由化的意義與精髓在於如何建構競

買和賣的場所為交易場所，而交易規則即是市場

爭性的電力市場以取代原有管制與壟斷下的電

規則，由於市場包括產品的生產、運輸、分配與

業結構之市場制度，傳統的壟斷電業結構下市場

交易的全部過程，在電力產業則是電能的發、

多為獨占或寡占的型態，當引進獨立的民營電業

輸、配、售過程，如何將燃料與原料製造轉換成

後多半會成為單一買方的市場模式，此時的市場

電能，透過電網配送到用戶端供其消費；在發電

型態雖有競爭但亦屬有限的競爭程度。電力自由

買賣階段係屬大宗買賣類似一般商品的產地批

化政策即是要透過產業重組和一系列的鬆綁、解

發市場，而在中小用戶端則類似超市的零售交

制與再管制來引進具競爭性的批發與零售市場

易，因此電業自由化便牽涉到如何引進批發市場

以取代原有的寡占或壟斷的市場型態，而其中又

的競爭與零售市場的競爭。

以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批發市場至為關鍵，為

可競爭性市場的建立包含兩個構面，即「相

改革成敗的必要條件，而競爭性的零售市場之開

關產品市場」與「相關地理市場」，須具有供給

放則為改革成功的充分條件。

與需求之替代性，所謂「供給替代性」，係指特

市場在經濟學中通常指包括產品的生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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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時，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立即供應具

圍，此種憂懼反而成為競爭性市場建構的最大障

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之能力，而「需求替代性」

礙，這在我國及其他計畫性經濟體制的國家皆是

則指當特定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者將其產品價格

如此。

或服務報酬提高時，其顧客能夠轉換交易對象或

競爭性市場有何要求與條件？經濟學家通

以其他產品或服務取代之能力而言。準此，電業

常會推出一整套完整的競爭標準來評估實際的

自由化的要義即是將壟斷市場結構下原本不具

競爭結果，然而電力市場的設計不可能盡善盡美

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之各種電能商品，透過

達到經濟學家所要求的完全競爭理想狀態，和其

市場設計、政策制訂與科技的創新搭配，使電力

他市場一樣電力市場引進足夠的競爭就是電業

的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成為可能。

自由化改革所努力要達成的事情，足夠程度的競

以發電市場來說，跨越不同的地區不論是電

爭性市場被設計出來後將會運作良好，電業自由

力的期貨或現貨商品、雙邊合約或多邊合約(集

化的改革就有成功的希望，建構務實可行的競爭

中)交易方式，由於皆透過共同的電力網路故市場

性電力市場並使其運作良好，須具備的必要條件

的流動性高且供需替代性強，因此在同一電力網

至少有下列項目[1]：

系統下可視為同一市場。雖然有時輸電容量限制

一、許 多 買 方 與 賣 方 且 各 方 都 不 具 市 場 操 縱

在壅塞時會影響電力市場的地理區域範圍，亦即

力。

當輸電容量限制成立時電力市場即被分割，所以

二、供需雙方都有價格充分反應的能力。

凡影響輸電容量限制的因素皆會影響電力市場

三、透明、運作有效率且具高流動性的交易場

的範圍，但若輸配電系統順暢而無壅塞時則電力
網所及之處皆應視為同一電力市場。

所。
四、管制機構對任何電網基礎設施要制定公開、
公平、無歧視性地提供公共載具服務之規

貳、競爭性的電力市場

範。
五、管制機關對外部性的各種補貼與費用進行處

競爭性的市場需要高效與流動性的交易場

理，並對環境汙染進行管制以免妨礙正常的

所，在同一市場區域範圍內，每個市場參與者都

市場運作。

要遵守相同的市場規則，然而如果輸電容量限制

要使電力市場具備上述條件，事實上是需要

發生，那麼大型的電力交易市場便會被輸電限制

精心設計的高難度工程與挑戰。然而在全世界各

分割而限縮了實際的市場規模，如果市場具有競

國累積這麼多年的成功實踐經驗與失敗教訓

爭性而且市場效率高、流動性強，那麼不論生產

後，仍有人會認為「市場不需要設計，市場是自

者或消費者皆能受益，此時，政府的力量就應該

然而然形成的，畢竟沒有人設計過電信或傳統商

離開市場，交由此競爭性的市場和交易場所本身

品的市場」，在這些人心中似乎認為只要政府宣

來決定市場的價格。而此競爭性價格的形成必然

布開放電業自由競爭或成立調度中心就已完成

會保證是以最低的成本供電，並確保電能流向最

了電業自由化改革的全部過程。然而，電力產品

需要的用戶，但當市場不具競爭性或者交易場所

具有特殊性質與一般商品不同，除了以光速傳輸

缺乏效率與流動性時，市場就不能帶給消費者所

與不可儲存特性外更須顧及電力供需的即時平

需的理想商品，在此情況下，具市場力的生產者

衡與電網的安全運作，由於電能的不可儲存性導

就可以向消費者予取予求以獲得暴利，也正因為

致電力的供需必須即時平衡，因此如何設計電能

憂懼上述情況發生，管制者或政府傳統上反對電

的各種現貨市場以及如何安排電能的排程與經

業自由化而不願價格的形成機制脫離其掌控範

濟調度便成為高效率電力市場的必要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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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而電網安全之維護也必須靠各種輔助服務的
現貨市場來安排維繫，其中也包括了電力網路的
高效率壅塞管理，因此設計電力市場的交易與調
度規則就成為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改革工作。在電

的最後成交用戶之最低效用價值(願付價值)
來決定。換言之，市場賣方的供給曲線是由
其廠商追尋最大利潤的目標下滿足其電能生

力市場引入競爭前，長期的管制與壟斷是常態，

產函數的技術限制所導出的總合邊際成本曲

發電業多半高度集中，用戶的價格通常是平均電

線，而市場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則是由其用戶

價且是價格接受者，電網的擴建也只考慮安全可

追求用電效用最大化的目標下滿足其所得預

靠的準則與配合供給端的電源開發方案，如何有
效打破此種情況需要精心設計，而不是任由政府

算限制所導出的願付價值之總合邊際效用曲

口頭宣布開放發、輸、配、售電業就可自然而然

線，市場價格則是由此供給與需求二曲線交

發展成為全方位的電力競爭性市場，在台灣尤其

會時所決定，此時，必然是生產者與消費者

如此，競爭性的電力市場在各方面都需要改變原

的福利都達到最大化與最適的狀態，亦即消

有壟斷市場下的機制、結構與規章制度。

參、建構競爭性電力市場之目的

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的總合將進入最佳狀
態，也正因為如此「建構競爭性的電力市場」
才會成為世界各國追尋電業自由化改革之共

經過精心設計的高效率競爭性電力市場其

識方案與目的。

[2]

運作目的 ：
一、提升經濟效率、安全與可靠的電力生產，以

肆、市場制度與電業結構重組

最廉價的成本供給電力與電力相關服務以
滿足電力系統所需。
二、鼓勵發電與售電公平競爭，使新進業者能有
效率且容易地進出市場。
三、避免對特定燃料別或生產技術的歧視，所有
能源除再生能源外皆應在公平的交易規則
下相互競爭。
四、透過市場價格資訊的形成與揭露促使電力
供給的長期成本最低化。
五、鼓勵需求面管理與能源效率的提升。
六、誘導電能供需服務的創新與技術能不斷發
展突破。

在高效率的競爭性市場中，現貨價格必
須反應供需之間的相互競爭關係。對於任何

度來區分約略有四種電力產業結構與相搭配的
市場制度原型設計，依壟斷的範圍從大到小，可
分列如下：
一、壟斷模式：無競爭，發、輸、配、售部門一
體化經營，全部接受管制。
二、單一買方模式：有限競爭，開放成立獨立發
電業 IPPs 並全部售電予綜合電業，所有用戶
仍完全被壟斷，綜合電業接受管制。
三、批發競爭模式：發電充分競爭，競價上網接
受調度，廠網必須分離，配售電零售市場仍
實行壟斷管制。
四、零售競爭模式：售電充分競爭，用戶購電選
擇權全面開放，配、售電必須原則上進行分

產品，按照經濟學原理若供大於求(買方市

離。此為電業自由化的成熟與最適模式。

場)，此時在任何競爭性市場的價格將由最後

不論廠網分離或配售電分離，從弱到強可有

成交供應商之最高成本來決定；若供不應求

四種分離型式：會計分離(Account Unbundle)、職

(賣方市場)，市場價格將由實際滿足邊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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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法律形式分離(Legal Unbundle)、公司所有權完

使壟斷性經營，各區域內分別由該區之綜合電業

全分離(Ownership Unbundle)。分離的強弱與管制

獨占經營發、輸、配、售電業務，就全國而言有

制度配套的輕重有關，也與競爭性的強度有關，

低度之橫向「標竿比較」競爭，但就各區域而言

有獨立且高效能的管制機構則可以允許會計或

仍為獨占市場，故仍須政府高度管制，市場競爭

職能別的弱分離方式進行產業結構重組，但若管

行為亦屬有限。與模式 1 之不同處在於，由於全

制機構效能不彰或缺乏管制制度時，則強分離形

國輸電網路彼此相連，故其他區域之綜合電業可

式的法律或所有權分離是自由化必要的手段。電

有機會(通常會有法律條件規範，以避免侵害在地

業結構依電能實質流通及產銷價值鏈路徑可劃

電業的專營權)藉由代輸轉供方式將其電力躉售

分為發電(Generation)、輸電(Transmission)、配電

予其他電力公司或其他區域之用戶(代輸性跨區

(Distribution)及售電(Retail)四部分，各國依此結

供電)。

構進行重組改革，茲概述如下：
一、模式 1 壟斷模式－全國垂直一體化經營
(如圖 1)
全國僅一家垂直整合之綜合電業，電業業務
由一家電力公司經營並囊括發、輸、配、售電各
環節，該電力公司為垂直整合型態，為一獨占市
場型態，無市場競爭性，須受到政府高度管制，
以避免侵害消費者福祉，該電業通常為國營獨
占。現行台灣電力市場即類似於此模式。其他國
家類似的有自由化改革前的法國、義大利、葡萄
牙、澳洲、新加坡及希臘等多數國家。

圖2

壟斷模式－區域壟斷

三、模式 2 單一買方模式－獨立發電業
(如圖 3)
此模式係由一家綜合電業向多家發電公司
行使獨買之權利，其所購買之電力連同自身的發
電出力透過其輸配電系統，將電力獨賣予所有用
戶。一般情形下，獨立發電業(IPPs)並無售電與
特定用戶的特許權，然而在特定條件下，發電公
司可允許透過自身電力線路直供其用戶。該綜合
電業因擁有輸配電網系統，故民營發電業須將電
能透過長期購售電合約方式(PPA)全部躉售予該
綜合電業，合約的價格與費用透過綜合電業最終

圖1

壟斷模式－全國壟斷

二、模式 1a 壟斷模式－區域垂直一體化經營
(如圖 2)

轉嫁給所有用戶，由於競爭僅發生於簽約議價或
每年合約調整換約時，由於交易是以長期合約(一
年期以上至 25 年期間)為基礎，所以市場風險、
技術風險和大部分信用風險都在簽約後轉嫁給

全國有多個水平分割的區域性綜合電業，其

用戶，所以政府仍應採取高度管制之政策，現行

營業區域互不侵犯亦不重疊，在其營業區域內行

台灣電力市場即屬於此模式，自由化改革前之美
國及德國亦多屬此類。亞洲許多國家在自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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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亦仿效此模式作為自由化的第一步以引進
競爭，同時作為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的一種方式。

圖3

單一買方模式－IPP

四、模式 2a 單一買方模式－代輸(如圖 4)
輸、配、售電部門由單一綜合電業公司經
營，但不得兼營發電業；發電部門由多家發電業
者經營，但由於原本綜合電業的售電部門並未從
電力網公司分割出來，故對開放零售競爭而言，
此模式幾乎等同獨占市場並未開放，有限的競爭
僅在發電端與寥寥可數的幾個大用戶(R)，其間可
透過電力網業者的輸配電系統代輸轉供電力進
行交易，而電力網公司因其具有公共載具
(Common Carrier)特性及區域獨占性，故政府對
該電力網公司仍應加以管制，又稱代輸模式。

圖5

批發競爭模式

將配售電部門劃分出來成為多家公司經營。開放
大用戶購電選擇權，使其亦可加入批發市場的買
方，而輸電公司則負有建置與管理電能現貨市場
交易與中央調度的功能，此電業結構為各國進行
電業自由化時之批發市場的理想形式(TransCo 模
式)。早期的電業自由化改革時期的英國、挪威、
阿根廷、智利、澳洲、紐西蘭、荷蘭等國都曾採
取此類型。然而，在某些國家拆分民營綜合電業
面臨巨大阻力與憲法爭議，因此只能進行發、
輸、配、售業務之會計或職能上的分離，無法要
求進行子公司方式分離或公司所有權完全分
離，在此情況下，為維持公平競爭就必須另外成
立獨立的電力調度中心 ISO 來管理電能現貨市場
交易與中央調度的功能(ISO 模式)，在美國多數
州的電業結構和歐盟的一些國家都屬此類。不論
ISO 或 TransCO 模式，其市場的特性包括：
(一) 發電完全解除管制，進入競爭性批發市場買
賣電力。
(二) 配電公司和大用戶在批發市場通過競爭買

圖4

單一買方模式－代輸

五、模式 3 批發競爭模式(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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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三) 零售商(可由配電業兼營)、聯銷商、經紀人
和交易商都允許進入批發市場。

多家發電、多家配售電公司與一家輸電公

(四) 大用戶必須適用現貨市場價格，不能享受配

司，為此模式下的產業結構，綜合電業更進一步

售電公司提供的受管制之預設服務(Default

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最適市場運作模式研究

Service)(在購電選擇權開放下，沒有行使該

的價格，零售商的准入與競爭所帶來的好處遠超

選擇權用戶之供電服務)。

過競爭性批發市場，使新設電廠的融資也有了更

(五) 配售電公司通過與發電商或聯銷商簽訂合
約以保證履行向小用戶提供電力之義務。
(六) 配電與售電多數仍一體化經營，費率接受管
制，並無零售競爭情事。
六、模式 4 零售競爭模式(如圖 6)

廣闊與更透明的市場。
零售競爭模式成為電業自由化的最適模式
之理論基礎在於：1、經濟學理論顯示在充分自
由競爭的市場下，可達到最佳資源配置、最高生
產效率以及最佳動態投資效率。2、所謂自由競
爭的市場，包括了電能批發與零售市場，以及符
合競爭性的輔助服務市場，若只開放電能批發市
場而零售與輔助服務市場仍受管制，那麼批發市
場的價格資訊便無法傳遞至所有消費者，而消費
者亦無從根據價格資訊作出消費決策之反應，所
以批發競爭模式只能達到生產效率卻無法達到
資源配置與投資的效率，唯有將最終需求端的零
售用戶之偏好納入市場競爭體系方能完成最佳
資源配置與投資決策之效率，所以零售競爭模式
為最適電業自由化模式。3、唯有開放零售競爭
才能賦予所有市場參與者充分與完全的決策自
由，在自由意志的趨使下能對其消費與生產行為
擔負全責，所以在此模式下，市場參與者效用可
達最大化。4、零售競爭模式下為了滿足顧客的
需求，電業之間的競爭可促進產品的創新與多樣

圖6

零售競爭模式

此模式有多家發電、配電、售電公司與一家
輸電公司，零售競爭模式的前提是批發市場已為
完全競爭性市場，在此模式下允許所有用戶選擇
其供電零售商，所以競爭的發電商可以把電賣給
任何人，小用戶通常透過總代理(Aggregator)或零
售商購電(Retailer)，對於小用戶而言，可享有選
擇供電者提供的各式服務之福祉，此模式售電業
須負責小用戶的結算成本與需要安裝計量電
表，並且還須對小用戶進行購電與負載管理教育
培訓，對於售電業者而言經營不善未必有利可
圖。零售競爭模式是電業自由化的最終也是最適
模式，也是一個國家電業自由化市場成熟與否的
判定指標。目前世界各國如歐盟、紐澳、北美、
南美等國皆已採用此模式。通過允許眾多競爭性
零售商對發電商施加競爭壓力，以獲取更為合理

化，帶動科技的進步與服務水準的提高，這在其
他模式是無法比擬與達成的。
當然實務上，究竟應選擇何種模式進行自由
化？此取決於政策制定者之政策目的及其產業
結構調整之方向與必要性，以及管制制度輕重程
度的搭配。如果改革的目標是發電領域的競爭，
批發競爭模式即可完成大多數的改革政策目
的，如果發電或配售電的市場份額過度集中，那
麼為了要成立真正競爭性市場，批發競爭模式就
必須對綜合電業或產業結構進行水平拆分或重
組。如果全面零售競爭是改革的終極目標，那麼
零售競爭模式是唯一的選擇，管制者的費率管制
功能將退出競爭性的批發和零售市場，費率管制
僅限於受管制的輸配電環節，當然在所有用戶購
電選擇權開放的過渡階段中，管制者仍須對受管
制的用戶進行預設服務與最終供電義務(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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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st Resort)制度的安排進行費率管制。

電能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是各自分開的市場。不
論輔助服務市場或電能市場都可依距離實時調

伍、最適電力交易市場設計

度前發生的遠近，區分為中長期市場(週以上最長
可至 4 - 6 年)、日前市場、日內市場與實時市場，

國外電力自由化下，電力市場可概分為兩

雖然多數交易量是發生在中長期市場，但電力現

類：電能市場(如長期合約市場、日前市場與日內

貨市場(包括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與集中競標

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如熱機備轉、壅塞管理、

制度的設計是進行電力自由化價格發現機制所

平衡市場、再調度市場等)，電能市場強調電能是

不可或缺的必要制度性安排，否則調度中心無法

一般普通商品，電力的特性則交由輔助服務市場

進行有效率的實時經濟調度與電能價格資訊揭

處理，而在美國、紐西蘭與澳洲，電能市場與輔

露，綜整世界各國各種電力交易市場的制度設計

助服務市場(熱機備轉與壅塞管理)是整合一體規

截至目前為止，最適、最完整、最健全的電力交

劃的，市場結清的演算法是相同的，電力的特性

易市場運作內涵如下表 1。最適電力交易市場按

完全融入市場的交易規則當中。歐盟大部分的電

時間軸電能交易由長約、短約進行到日內市場截

能交易是在中長期市場靠雙邊交易或自願型的

止時(Gate Closure)為止，而輔助服務(Ancillary

交易所交易完成，僅少部分約小於總需求量 10%

Service)則由長約、短約進行到實時調度(Real

以下是於日前與日內市場交易，至於輔助服務則

Time)為止。

由獨立調度中心透過各種市場加以購買，在歐盟
表1

最適電力交易市場設計 [3]

*備註：1. BT 雙邊交易、EX 交易所交易、OTC 店頭交易、Pool 電力池交易；2. 輔助服務可分為五大類：(熱
機)備轉容量、輸電權(電網壅塞時)、平衡服務、電壓支持、全黑啟動。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設計。

陸、我國如何務實地進行電業自由化 [4]

長損益，歷年來在多方角力與競奪下造成電業自
由化改革延宕至今一事無成，如今在全國能源會

一、市場制度
由於電業自由化關係到各方既得利益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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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難得朝野已具自由化改革共識，惟改革方
式各有堅持，本文建議朝野應就如何「建構競爭
性的電力市場」儘速協商完成跨黨派的共識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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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作為電業法修正草案之依循，全面啟動

實時調度市場的過渡期批發競爭模式，係考慮如

電業自由化之改革。

何將電能的輔助服務與輸電壅塞的管理納入市

至於分階段逐步漸進改革的共識，考慮我國

場機制使電網運作能在經濟效率下安全的進

電業經營環境特性、政經生態及社會文化等面

行，第三階段則引進雙邊合約與期貨市場搭配現

向，本文建議我國目前最務實可行的電力市場運

貨市場的完全批發競爭模式，使大用戶及配售電

作與電業結構重組模式可分為四個階段以十年

業加入市場買賣電力，最終第四階段為全面開放

為期限逐步朝向健全的競爭性市場模式發展，第

用戶購電選擇權的零售競爭模式，此模式係成熟

一至第三階段係朝向健全的批發競爭過渡模式

的電業自由化市場改革所追求之願景，也唯有完

發展邁進，第四階段則由批發競爭模式邁入零售

成此一階段才能使電力需求與供給的替代性充

競爭模式。第一階段為批發競爭的初始過渡時期

分得到發展，而電力資源的配置達到最適狀態。

係屬建立單一買方競爭模式，此時廠網分離與競

四個階段進行電業自由化的概念設計構想如下：

價上網為其改革之重心，第二階段為建置現貨與

(一)第一、二階段電力交易市場概念設計(如圖 7)

圖7

第一、二階段電力交易市場概念設計

第一與第二階段的市場運作設計係從單一
買方模式出發，亦即由調度中心作為單一買方並

時平衡市場來管理更短期的現貨市場之運作。
具體的操作程序如下：

公布預測之前一日 96 個時段(15 分鐘交易一次)

1. 第一階段僅建立日前市場，每 15 分鐘為一

的電力需求，在第一階段調度中心須內部管理輔

交易區間，報價從 T－7 日開始，至 T－1

助服務之安排，日前市場是唯一的電能競標交易

日的 10 點截止，共有 96 組價量組合，T－1

市場，此市場係屬總量電力池的概念，類似早期

日的 13 點公布交易結果，採基中尖載機組

英格蘭威爾斯或澳洲的強制電力池制度；進入第

SMP 結算，先期可以成本報價試行。

二階段後，調度中心必須將內部管理輔助服務之

2. 第二階段增設日內市場與實時市場，日內市

安排程序盡量轉換為以市場為基礎的採購及成

場同日前市場設計，由 T－1 日 13 點開始至

本分配方式，此外，調度中心基於第一階段日前

T－75 分鐘截止，採連續交易；實時市場為

市場的運作與管理經驗，應建置日內市場以及實

平衡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每 15 分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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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至調度前為止，負責處理壅塞、頻率調

場規則應修改成淨量電力池的概念，而電能的交

節、熱機備轉及其他必需之服務，此時將由

易將大部分移轉至雙邊合約或其他長約市場，現

成本報價改為 SMP 競價策略。

貨市場此時只作為調節市場參與者的合約部

(二) 第三階段市場概念設計(如圖 8)

位，透過日前與日內市場，市場參與者的合約部

當第一第二階段成熟與成功運作一段時日
之後，調度中心應著手規劃引進第三階段，亦即
如何引進雙邊合約或中長約的市場，此時電力市

圖8

位將形成淨合約部位，亦即作為現貨市場結算依
據。具體的操作規則如下：
1. 以雙邊合約市場為主，現貨市場為輔。

第三階段市場概念設計

2. 現貨市場為自願性市場，供調節合約部位之
用。

此階段開放之前提為前三階段之批發市場
成熟運行後，完成零售業競爭為此階段之目的，

3. 現貨市場將從總量交易改為淨合約部位交
易。

此時，搭配用戶選擇權全面開放，所有用戶皆須
安裝智慧電表，管制者應妥善規劃供電義務及最

4. 輔助服務市場同第二階段，但另外增設備用
容量信用市場。
5. 需量反應必須納入現貨與輔助服務市場。
6. 備用容量信用市場應涵蓋發電與需求面管
理計畫的資源。
(三) 第四階段市場概念設計(如圖 9)

終供電義務之制度安排。此階段重要的制度配套
規劃如下：
1. 技術面－區間計量電表之安裝(含用戶端及
節點上)與資訊管理、監控及傳送系統。
2. 制度面－建立轉供(零售代輸)、用戶移轉、
預設服務、最終供電義務等規則。
3. 建立能揭露電能市場之即時電價與可用率
資訊的公開聯網即時資訊系統(如 OASIS)。
4. 建 置 避 險 性 衍 生 電 能 商 品 ( 如 CFD 、
Futures、Option、Swaps、Forward)市場。
5. 開放售電業競爭，制訂零售市場規則。
6. 售電業者須研發與運作用戶註冊、移轉及結
算系統之介面，並修正其內部程序。
7. 提供用戶充分且正確之資訊，協助用戶選擇
與轉換適當之售電業者。
二、電業結構重組
電業結構重組依壟斷程度與相搭配的市場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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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分為四種模式：(1)壟斷模式；(2)單一買方

的改革，若慮及目前台電關於事業部劃分則建議

模式；(3)批發競爭模式；(4)零售競爭模式。後三

採「發、輸、配售」為佳，但若為了符合經濟部

種電業重組模式考量我國電業法修正各版本，可

(2014.2.11)版電業法修正草案[5]則以「發、輸配、

再進一步細分為四種電業分割模式：(1)「發、輸

售」方式較為務實，搭配本文建議的改革時程如

配售」模式，係單一買方市場型態；(2)「發、輸、

表 2，第一階段單一買方「發、輸配售」改革約

配售」模式，為批發競爭市場型態；(3)「發、輸

在開始後之半年至一年內完成；第二與第三階段

配、售」模式，係批發競爭或零售競爭市場型態；

批發競爭「發、輸、配售」或「發、輸配、售」

(4)「發、輸、配、售」模式，係零售競爭市場型

改革約在第二至第五年內完成(可延長)，批發競

態。若決策者無法決定以哪一種分割態樣起始自

爭成熟健全後才開始進入下一階段；第四階段零

由化，可循「發、輸配售」(單一買方)→「發、

售競爭「發、輸、配、售」改革則在開始後十年

輸、配售」或「發、輸配、售」(批發競爭)→「發、

內完成(見圖 10、圖 11)。

輸、配、售」(零售競爭)分階段完成電業自由化

資料來源：本文設計。
圖 10

四階段自由化電業結構與分割態樣

資料來源：本文設計。
圖 11

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時程與路徑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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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組分割方式
單一買方
「發、輸配售」

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時程

第一階段市場
分基中尖競價*
日前市場
2016 年

批發競爭
「發、輸、配售」
或
「發、輸配、售」

第二階段市場

日內市場
實時市場
2017-2018 年

第三階段市場

第四階段市場

雙邊合約與
期貨市場
備用容量市場
2018-2021 年

全面開放購電選
擇權
2021-2026 年
註：分基中尖競價方式可維持至相關外部性問題處理完畢後結束，後續改為不分燃料別競價方式。
資料來源：本文設計。
零售競爭
「發、輸、配、售」

表 2 為綜合本文建議的電業重組方式與四階

用節點定價或區域定價，若不採用區域邊際

段市場建置方式的電業自由化改革時程，並假設

定價亦可仿效歐盟採用設立「再調度市場」

我國電業自由化從 2016 年 1 月 1 日啟動。

的方式來定價。

三、市場定價與結算
(一) 市場定價
以下為自由化下相關定價的規範：

結算交割(Settlement)係指發電業的發電量
和用戶的需電量以及相關的市場收入和支出的
計算過程。一般而言，若成立獨立調度中心，調

1. 發電價格由市場供需決定。

度中心的市場管理部門(MO)將會負責電力現貨

2. 輸配電價格由管制方式決定，建議採績效與

市場與輔助服務的交易結算，而其系統運作部門

誘因為基礎的定價方式。

(SO)將會負責電力的排程與調度。市場參與者必

3. 有購電選擇權用戶，售電價格由市場供需決

須對 MO 負責其電能與容量買賣的收付款義務。

定；受管制的用戶，售電價格由管制機構核

MO 依照市場參與者的成交量結算並開具應收/

定。

應付帳款的發貨票據(Invoicing)，圖 12 為調度中

4. 再生能源發電價格：FIT 係保證價格，綠電
價格由管制機關核定，若採用再生能源配比
義務制度(RPS)則由市場供需決定價格。FIT

心結算金流過程的簡化概念說明。
四、電力調度中心

補貼制度適合再生能源產業的孕育成長

電力調度中心主要兩大功能為「市場運作」

期，當電力系統進入低碳電力時就必須修正

(MO)與「電力調度」(SO)，調度中心 MO 的重要

或揚棄目前多數國家採用的固定費率水準

職掌與範圍包括：

的 FIT 制度，改採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方式。

(一) 訂定市場(現貨)規則。

5. 輔助服務價格：由管制機關核定，亦可由雙
邊合約決定或市場供需決定。
6. 發電市場定價機制可採 PAB 與 SMP 定
價，可交由管制機關視市場競爭情況定奪。
7. 自由化市場下考慮輸電壅塞的批發電價訂
定，建議採用市場供需決定的方式可考慮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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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結算

(二) 發展和市場運作與管理的市場程序。
(三) 與 SO 共同發展電力系統的運作程序。
(四) 負責管理市場參與者的登記註冊、消滅和轉
移。
(五) 評 估 長 期 電 源 和 需 求 面 管 理 資 源 的 裕 度
(Adequacy)並公告之。

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最適市場運作模式研究

圖 12

調度中心結算金流與電流過程的設計

(六) 負責現貨市場與容量機制的運作。
(七) 與 SO 共同負責平衡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的
運作。
(八) 負責收集與管理市場參與者的標單並與 SO
的運作整合。
(九) 負責相關市場的結算。
(十) 監管市場的運作與違約的處罰，並對管制機
構負責報告。
(十一) 公告揭露市場資訊。

(九) 監管市場參與者對調度規則遵行的違約行
為並通知 MO。
(十) 提供電力系統的安全與可靠度資訊給 MO。
(十一) 提供相關資訊給 MO 以便進行相關服務的
結算。
在未來之雙邊合約為主之市場中，發電排程
主要考慮的方向以安全性與可靠性為主，經濟調
度為輔，雙邊合約之價格並無法反映在排程之
中。此外，網路壅塞管理、負載不平衡管理、輔

調度中心 SO 的重要職掌與範圍包括：

助性服務、即時資訊的提供等將是自由化後電力

(一) 維 護 電 力 系 統 安 全 (Security) 與 可 靠 的

調度中心所必須加以面對與處理的問題。除一般

(Reliability)運轉。

調度的職權外，調度中心應具備如長期負載預

(二) 發展和運行調度規則與程序。

測、電力系統規劃及代輸計量與訂價等功能整理

(三) 訂定緊急降載和系統重新啟動的要求與程

如表 3 所示。

序。
(四) 評估短、中期電力系統的裕度(Adequacy)與
安全度並公告之。

五、供電義務安排
在自由化改革下已開放購電選擇權之用

(五) 協調計畫性停電(維修)程序(Outage Planning)。

戶，其供電義務通常係由售電業者簽約負責，亦

(六) 協調與運行電力設備的測試。

即一般的(商用合約)供電義務，尚未開放選擇權

(七) 發 派 調 度 指 令 給 發 電 業 和 DSM(Demand

而受管制的用戶之供電義務由管制者安排的預

Side Management)業者。
(八) 啟動輔助服務的運轉。

設服務(Default Service)制度來滿足，而不論哪一
種用戶皆有最終供電義務(Supply of Last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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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調度中心之主要功能與相關項目
相關項目

輸電
服務

長期負載
預測
電力系統
規劃
輸電服務
標準

資產標準
投資決策

調度
服務

負載預測
備用容量

電力潮流
輔助服務

規劃

市場
運作
資訊
公開

104.9

日前日內
實時平衡
市場
各種交易
及價格
資訊

安全標準

價格形成
市場監視
市場參與
者及雙邊
合約登錄

消費數據，以供結算之用。

運作成本
目標

軟硬體
需求

代輸計量

電網聯結

壅塞管理

不平衡
電能
輸電損失

(五) 套牢成本的分攤，透過電價以公平、公正且

投資風險
管理

(六) 須避免「採櫻桃」(Cherry Picking)現象造成

調節與結
清各種
交易
排程、電網
與系統
狀態

爭議
和解
調解
調處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仲裁

過載與異
常警訊、
事故通報

(三) 對於欲裝置智慧型電表用戶，為其裝設電
表，並讀取資料、管理、監控負載。
(四) 提供用戶足夠且正確之資訊，協助其選擇與
轉換適當之配、售電業者。
合理的方式由所有市場參與者共同分擔。
受管制用戶承擔較高的電價。

柒、電業管制體系的建立

責任限制

一、建置獨立電業管制機關

的服務，該義務由管制者安排，可指定為在地的

一般而言，電業自由化多數國家須設置獨立

配售電業或由招標方式獲得。因此，供電義務通

的電業管制機關，以避免各種可能引起電力系

常分為兩者：「一般供電義務」以及「最終供電

統，發、輸、配、售電可能在技術面、管理面、

義務」。

環境面等各種問題，同時防止違反公平競爭的態

在我國購電選擇權開放後，發電業與用戶所

樣發生，該機關必須經常性的針對業者是否進行

簽之購售電合約，買賣雙方依合約條件履行各自

市場操縱的行為防範與檢驗，如美國、英國等推

義務，此時的供電義務由 IPP 負責。如果用戶簽

行電業自由化的國家，皆設置有獨立管制機關。

約的對象是售電業，供電義務則由售電業負責。

雖大多數國家設有獨立電業管制機關，但少

在過渡期已開放的用戶，供電義務依合約由賣方

數國家則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制，如日本、

負責；管制的用戶，供電義務則視自由化的方式

臺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降低政府管制的

而定，通常係由在地的配售電業負責或者亦可透

交易成本，目前的國際趨勢發展，獨立電業管制

過拍賣方式將管制的用戶分配給指定的配售電

機關則是逐漸朝向綜合性質的管制機關，涵蓋為

業。

能源或網路等類似業務範圍，如美國、英國、德
最終供電義務涵蓋兩類用戶：預設用戶

國及澳洲等國家。

(Default Customer) 和 非 被 動 用 戶 (Non-Passive

我國現行電業管制機關為經濟部轄下之能

Customer)。最終供電義務的價格係受管制，供電

源局，係屬行政院三級單位。依照現行我國政府

商可以由管制機構指定或透過拍賣競得，若無指

組織架構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中

定通常由在地的售電業負責。

央政府組織之二級單位、獨立機關及為處理技術

當電業自由化進入零售競爭階段用戶購電
選擇權將全面開放，此時為保障用戶權益，須建
立下列的制度及必要的配套措施：
(一) 政府須引導配、售電業投入用戶註冊、移轉
及結算系統之研發與運作。
(二) 對於未裝置智慧型電表之負載，必須由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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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配適來產生其每小時或每半小時負載

性或專門性業務需要設置之機關署、局，皆有一
定數量限制。
依目前的政府組織設計，在電業自由化之
前，經濟部能源局是負責電業管制的主要機構，
但由於現行市場架構的單純性，能源局負責電業
管理的人力並不多。未來市場參與者日益多元

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最適市場運作模式研究

化，包括發電業者與輸電業者、輸電業者與配電

證會仍須出席。

業者，或是配電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越趨複

其次，在指揮體系上，為避免管制機關的首

雜，遠非過去單純市場結構。若要以此來管制自

長權限過大，進而導致專制獨裁之現象產生。基

由化下的電業市場，必然會產生許多問題。因

此，電業管制機關多為合議制，除少數國家(如英

此，重新擬定一套縝密的電業管制架構，釐清此

國)之外，決策階層藉由多數委員組成之委員會，

管制架構下管制機關之功能、定位與業務執掌，

較易有多元性之意見，藉由專業委員之智力、才

並探討如何在電力市場開放後，針對能源政策之

能、學識、特殊經驗及環境背景之加入，收集思

擬定與推動、電力市場運作的管制及相關業者公

廣益之效，並較可能網羅各種的傑出人才，促使

平競爭行為的監督等重要議題，都需要進行妥善

決策平衡中立性、客觀性、周延性及代表性。
最後，在組織位階部分，電業管制機關是電

的規劃、重新調整。
然而，值得注意者，未來成立電業管制機

力相關業者、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之橋

關，其管制架構須明確規範調度中心、市場參與

樑。其機關定位涵蓋本身基本使命、目標、功能

者及主管機關間之權責。亦即，電力調度中心之

及各項政策等目的。此外，電業管制機關必要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管制機關)之職掌，及電力

候仍須行使公權力，組織層級不宜過低，以維持

調度中心之權利與義務，均須載明於法令條文

電業管制機關的權威。

中，以法規為依據。管制機關對於所有市場參與

(二) 管制機關的管制範圍與內容
參考國外設立管制機構之經驗，未來我國電

者，必須擁有監督管制之「實質權力」，包括可
執行調查之權力、執行法規之權力(懲罰)、對外

業管制機構似應職掌以下之業務範疇：

解釋法規之權力等，以避免市場參與者濫用其市

1. 電力市場秩序之維持與費率管制

場力

[6]

。

囿於國內現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之規範，我國電業管制機關的設置受到較多的限

2. 電力供需安全與標準制訂
3. 能源政策推動事項
4. 協助台灣電力公司民營化進展
總結上述，衡量我國現行法規體系所造成未

制。參考國外經驗，並考量我國現行法規之限
制，應注意以下幾項重點：

來設置電力事業管制機關的限制，本文對於電力

(一) 管制機關的組織態樣

事業管制機關之初步設置建議如下：

未來我國電業管制機關的設立第一個要考

(一)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下增設工作分組，專責職

量的重點在於行政權是否須與管制權進行切

掌電力事業管制相關業務

割，以避免政治因素過度干涉，維護管制機關的

現公平交易委員會業務職掌即在於管制市

中立性。由國外經驗觀之，電力市場已開放的國

場之壟斷或不完全競爭行為，亦具有一定之準司

家多半都將電業管制機關與行政機關完全分

法權，可對管轄範圍之業者進行裁罰。若在公平

立，如美國能源管制委員會與能源部的分工職

會下新增設一任務分組專職負責電力市場之管

掌，分別負責能源管制業務與廣泛的能政策之事

控，不僅可借重公平會現有人員對於市場競爭管

項。在此種制度設計之下，得以避免政黨輪替及

制之專長，同時避免「球員兼裁判」的情形產生，

總統人事任免之壓力的影響，同時能夠維持政策

似為我國未來電力事業管制機關可行的選項之

之獨立性與一貫性。FERC 的委員係「依法獨立

一。

行使職權」，委員依據法律，在其本身的自由意

然而，公平會的管制方式較偏向於事後管

志下行使職權，除受到司法之審查外，不受總統

制，缺乏市場機制事前的安排與管控，如執照核

(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亦不對國會負責，但聽

發等業務，已超過現今公平會之業務範疇。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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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功能的缺口，亦應納入考量，若未來在公平

業自由化後應運而生的新興管制問題，如圖 14。

會中設置能源管制機關，是否足以因應電力事業
龐雜的管制業務。
(二) 監察院下設公用事業委員會
為避免人為因素過渡干預國營事業民營化
後之價格制訂，政府應先區分為可民營化之國營
事業(油、電、糖、水、客運、電信、鐵路)，以
及不可民營化之國營事業(漢翔)。再將可民營化
之國營事業費率，統一由公用事業委員會處理。
公用事業委員會成員，包含各國營事業領域專
家、學者，以避免單一專家操控任一公用事業費
率的制定。此外，公用事業委員會隸屬於監察院
下，其下再分設各業務性質之管制單位。其組織
架構圖如圖 13：

圖 14

未來我國獨立管制機關組織架構概念圖

(四) 推動修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與《行
政院組織法》，成立二級獨立電業專責管制
機關
若參酌國外經驗，電業管制機關的確需要具
有較高的組織位階，以徹底發揮其管轄權及準司
法權。所謂「獨立機關」的建置目的在於「有一
些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行，卻
特別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在決策時充分考慮

圖 13

公共事業委員會組織架構示意圖

到政治與社會的多元價值，才能夠確保公共利益
的實現並獲得人民的信賴；負責處理這些事務的

(三) 現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進行業務調整，將
電力事業納入其管轄範圍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我國現今二級獨立
機關，在考量電力事業管制牽涉甚廣，多數需要
跨部會協調機制，因此，組織層級不宜過低；再
者，國外亦有成立單一機關負責管理具自然獨占
性質的網路事業之經驗，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進行組織改組，亦不失為考量選項之一。
現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要管制我國電
信、通訊及傳播相關事業，其中電信項目便曾經
歷自由化、民營化的過程，同時亦與電力事業相
同具有管道通路性質。未來可透過修法，將電
力、天然氣及石油等相關能源產業統一納入通傳
會職掌，調整現有通傳會架構與功能，增加電力
網路管制、能源法規等新增功能，以因應未來電

行政機關，因此必須比一般的行政機關更為客
觀、中立、具備更高的專業能力並且與政治保持
一定的距離」。
「獨立機關可在法律規定範圍內，
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
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更多不受
政治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則獨立機
關所掌理職權中，其得獨立行使職權之部分，應
限於具專業性、應去政治化之具體個案決定事
項。
依據我國現行組織法規框架雖對二級獨立
機關總數有所控制，但針對「獨立機關」總數並
未有特別規範，似乎對於未來設置獨立電業管制
機關仍有可努力的空間。
然而，誠如前述，電業自由化後所衍生的複
雜管制議題，不僅是與單一機關有所牽連，若干
管制事務或宏觀的能源政策規劃等面向，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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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需要與其他政府單位進行跨部會的溝通協

制等部門，惟亦有若干國家將抄表、計費、用戶

調。若以目前能源局的組織定位，雖能經由適當

資料移轉等市場支援服務，自配售電業務中分離

的權力下放及業務上的調整配合，使其能發揮一

出來(如新加坡)。在水平市場支配力的防制上，

定的管制功能，但在跨部會協調部分的功能，以

輸配電、系統控制及市場支援服務，因具有自然

三級機關的組織層級，似難以完善此面向的預期

獨占或最低經濟規模特性，多仍維持區域獨占型

功能。基此，未來可考量推動組織法規修正草

態。在發電部門的資產重整方面，則因為對產品

案，調整二級獨立機關總數的限制，增設電業管

同質性及異質性認定有所不同，分割考量相對較

制機關，負責費率審議、交易方式、再生能源推

為複雜。

動等業務，確保自由化的電力市場能夠順暢運

基於前述考量，已推動電業改革的國家，包
括英美及亞洲的南韓、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國，

作。
未來獨立的電業管制機關必須成立以取代

在發電業資產的重整上，大多係將發電資產所有

目前在能源局下之任務編組形式的「電價費率審

權均分為四至六家發電公司，以防制市場過度集

議會」之功能，建議第一首選可增設於公平會之

中的情況，其他的政策考量因素，以南韓為例，

內，第二可增設於監察院之下，第三或可增設於

包括：確保發電公司保有最佳營運效率、兼顧規

NCC 之內。並且可考慮將所有具網路屬性的事業

模量產原則、系統運轉安全、民營化釋股收益最

(如石油、水、電力、瓦斯、郵政、電信、鐵公路

大化。在機組類別及容量重整方面，相關的考量

運輸)一併納入管制體系；或者另外設立一個全新

因素則包括：電廠類型(基、中、尖載)、電廠區

的電業專責管制機關，一旦獨立的管制機關成立

位、發電容量、燃料配比、是否訂有天然氣 Take

後，電價費率之制訂即交由其負責。

or Pay 合約、技術水準、營業收入及營運成本、

二、市場與公平競爭之管制

機組壽齡及運轉年限。
電力產業結構及電業資產的重整，目的在於

在管制機關成立後，必須對於市場進行管

透過市場結構基準的強化，以防制賣方參與者的

制，而衡量市場健全與否的重要指標係市場占有

市場支配力，營造有利市場競爭促進與維持的初

率及市場集中度，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是用

始環境。惟由於長期的市場行為有可能改變原先

於刻劃特定市場中廠商之間相互關係，或特定市

的市場結構，加以市場參與者間聯合行為等違法

場中廠商間規模與數量分佈特徵的二項指標，亦

態樣之光怪陸離，往往超乎想像，僅維持市場結

是彼此相互關聯的要素。市場集中度越高，廠商

構不會是實現有效競爭的萬靈丹，有必要搭配其

的市場支配力越大，市場可競爭程度越低。當少

他的管制機制，方足以應對市場本身的不完全競

數廠商的市占率，高到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的本

爭所導致的市場失靈情況，亦即對市場過度集中

質，乃至市場價格形成的方式與企業內部定價的

所產生的弊端，進行有效的因應。

原則，而市場進入的障礙又高不可攀時，就形成

(一) 市場力限制

所謂的壟斷。而賣方集中度乃市場結構要素中最

市場力(Market Power)的檢驗是市場是否具

重要的分析對象，對賣方參與者間的競爭程度、

有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市場力是一個廠商提升

競爭態樣、競爭的有效性等，有著極為重要的影

和維持價格水準高出完全競爭市場中之水準而

響，必須加以檢視。

能獲利的能力。電力批發市場由於兩個原因導致

目前電力市場改革先行國家，在垂直市場支

市場力的檢驗格外受到關注，一是因為電力是民

配力的防制上，一般係依據電業功能，將產業結

生必需品，影響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福祉至鉅，

構垂直分割為發電、輸電、配電、售電及系統控

二是因為電力在目前科技水準下不能大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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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缺乏需求彈性，又易受到輸電容量限制，因此

事前的檢驗，並不一定代表廠商有進行反市場的

特別容易受到市場力的影響。此外，由於電力自

行 為 ， 事 後 的 各 種 市 場 力 掃 描 測 試 (Screening

由化的政策往往導致高度集中的發電業與售電

Tests)才能認定電力批發市場是否已被市場力操

業組織結構，更加惡化市場力濫用問題之嚴重

控。掃描測試一般都是根據：比較業者的真實市

性。因此世界各國對電力市場皆進行管制，如美

場行為和真實市場的結果與假想的完全競爭市

國 1935 年就開始對電力批發市場進行管制，要

場下應有的結果，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業者假設

求電價必須是合理且公正(Just and Reasonable);

會以變動成本報價而市場則會以系統的邊際成

歐 盟 也 規 定 過 度 抬 高 電 價 (Charging Excessive

本成交。業者的短期變動成本可以根據燃料成

Prices)是市場力的濫用必須受「公平競爭法」的

本，機組熱效率和機組的容量加以評估，而市場

約束，奧地利政府更在其卡特爾法(Cartel Law)

的系統邊際成本則按市場最小的變動成本開始

中明訂電力與瓦斯市場中濫用市場力的一方必

加以排序直到滿足市場需求為止。掃描測試亦可

須負有舉證的責任來說明自己的漲價合理與

以業者的報價資料和市場成交價格來加以檢驗

否。英國政府也在發電業執照中規定在輸電容量

業者是否有囤貨與居奇(Withholding Capacity)的

受限擁塞時某些不允許的訂價行為。因此在電力

哄抬市價行為。此外，業者的報價標單是否長期

自由化的國家，管制當局多執行產業結構結合的

一致性的與其機組的邊際成本脫離，也可作為判

限制以緩解市場力的濫用，或者事前規定限制廠

定的標準。然而在評估業者與市場的邊際成本

商的行為如價格上限、限制策略競標或者是限定

時，許多現實的限制因素必須納入考量如技術條

必須以成本為基礎的競標。這些事前的規定再輔

件與長期動態決策期間等，因此，根據業者與市

以事後的調查與違法的鉅額處罰以遏阻市場力

場的變動成本僅能作為衡量市場力的標竿

的濫用。由於電力商品具有的特性：不可儲存、

(Benchmark)，亦即是變動成本的下限。透過國際

需求缺乏彈性與電力網路傳輸限制使得傳統的

間利潤價差(Reference Price-Cost Margin)的橫向

公平競爭檢驗必須額外小心與特別處理。

比較也是一種常用的市場力濫用判定方式，亦即

傳統上，市場競爭性的評估係透過廠商市場

比較市場的成交價格與系統的邊際成本之差

占有率的多寡來進行，一個廠商市占率若超過

距。加州 MSC 就曾使用 10%的利潤價差做為判

70%即會被認為具有市場力，50-70%則被認為具

定市場力有無濫用的比較標竿，2000 年加州電力

有弱市場力(Weaker Market Power)，40%以下則

危機時，MSC 就發現當時平均利潤價差高達 40%

不具市場力。基於市場份額的市場集中度指標

以上，遠遠超過了合理與公正的價格水準，必須

HHI 指數亦被用來衡量市場是否具有競爭性，由

立即加以管制。如果發現市場力被濫用時，可採

於 HHI 係計算各廠商市占率的平方和，其數值介

取的電力市場緩解措施有：

於 0-10,000 之間，在歐盟若 HHI 數值大於 2000

1. 產業重組(Divestiture)

代表市場過度集中需加以管制，小於 1000 代表

發電業者的重組被許多國家如英國、美國和

不集中，在美國 FERC 認為 HHI 小於 2500 且該

歐盟等在電業自由化時採用以作為預防與緩解

廠商市占率小於 20%或者 HHI 小於 1000 廠商市

市場力的主要方式，因為重組可以達到三種效

占率大於 20%，該廠商都不具有市場力。HHI 指

果：1、增加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的變動成

數理論上會與市場力的大小成正比而與需求彈

本，2、降低優勢廠商的市場剩餘需求，3、改變

性成反比。

市場剩餘需求的斜率，增加剩餘需求的彈性。透

(二) 事後市場行為的檢驗

過此三種效果將可以使得優勢廠商市占率減

前述 HHI 指數檢驗係屬市場結構的檢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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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價格上限可能會阻礙了尖載機組的投資誘

祉。
2. 長期合約(Long Term Contracts)

因，而且若需求不是無彈性時，價格上限也會阻

簽訂長期合約也可被用來緩解市場力的濫

礙市場價格分配(Rationing)電力資源的功能。所

用，管制者可透過與優勢廠商簽定長期固定價格

以實務上各國管制單位多採用價格上限與數量

的購售電合約以限制其在現貨市場的銷售並同

管制搭配並行。

時降低其利潤。長期合約比產業重組較有彈性，

5. 報價減緩(Bid Mitigation)

因為簽訂財物的長期合約不會牽涉的分割發電

報價減緩措施是當市場結構有被市場力影

資產所可能產生的無效率或所引起的政商反

響時，管制者規定某些樞紐發電業者必須以某一

彈，並且財務合約也較容易更改或取消，只要未

特定參考價格進行報價，在 PJM 的日前市場(Day

來市場的結構條件有利於市場力的緩解時，財務

Ahead)與實時市場(Real Time)都有採用此種市場

合約隨時都可以終止。長期財務合約緩解市場力

規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市場亦有採用類似報價

的缺點則是優勢廠商可能操控現貨市價以影響

減緩措施，除了市場結構測試外，兩外兩項測試

長期合約的固定價格水準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

也常被採用：行為測試(Conduct Test)與衝擊測試

且優勢廠商有可能犧牲短期的現貨市場利潤以

(Impact Test)，行為測試檢驗發電業者報價是否偏

換取更多的長期利潤。此外，長期合約也比分拆

離其成本，而衝擊測試則檢驗業者的反市場行為

同樣數量容量的產業重組所造成的現貨市價水

是否對市場價格造成顯著衝擊。

準為高。

(三) 我國電業市場結構與市場力分析

3. 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

我國目前電業市場占有率如前所述，台電公

虛 擬 電 廠 是 一 種 財 務 期 權 合 約 (Option

司占 78%，民營電廠共占 18.8%，其他類型之發

Contract)， 管制 者通 常 會以 約定 的 價格(Strike

電業占 3.2%，HHI 指數高達 6143，為過度集中

Price)當現貨市場價格(Spot Price)高過履約價格

的產業結構，而剩餘供給指標 RSI 指數(Residual

時買進合約的數量，當現貨價格低於履約價格時

Supply Index)台電公司為 0.2656 小於 1 甚多，故

則不加干預市場也不受影響。因此，虛擬電廠合

綜合兩指標以觀，我國現行電力市場由於台電公

約對優勢廠商的利潤在一般情況並無影響，只有

司的市場力過大，有操縱市場價格之誘因，故須

當市場價格飆漲超出履約價格時才會發生作

嚴加管制，詳參表 4。

用。虛擬電廠的合約與長期合約的不同在於長期

若欲符合美國及歐盟對於市場力的限制，則

合約可被視為履約價格為零的虛擬電廠合約，因

HHI 指數應小於 2,000 且市占率須小於 20%，本

此，虛擬電廠合約的作用最多只等於財務的長期

文試算 4 種情境下之 HHI 指數，分別將台電公司

合約。

均分為 2 至 5 間公司，發現台電公司等分為 5 間

4. 價格上限(Price Cap)

公司時，將符合美國與歐盟對市場力之規範，HHI

價格上限是最被常用的市場力減緩措施，通

指數為 1276，市占率均未超過 20%，且 RSI 指

常管制者會在供需非常吃緊時設定一管制價格

數為 1.0184 大於 1，故本文初步建議台電公司採

稍低於失載價值 VoLL，以減緩市場力的濫用。

行等分為五之方法亦即除核能與水力外，另外應

因為當市場供需吃緊時，任何些微的囤貨居奇行

劃分成三家火力電廠，各情境下之市占率、HHI

為都可以使價格無限的上揚而遠離市場的系統

及 RSI 指數請見表 5 所示。

邊際成本，因此有必要進行行政價格管制措施，
然而若價格上限無限度的使用亦有其缺點，因為
若市場真的是因為供給短缺而造成價格上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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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電力市場結構、HHI 及 RSI 指數

發電業
市占率%
市占率平方
RSI 指數
台電公司
78
6084
0.2656
麥寮
4.4
19.36
1.1536
長生
2.2
4.84
1.1801
和平
3.16
9.9856
1.1684
嘉惠
1.63
2.6569
1.1870
新桃
1.45
2.1025
1.1890
星能
1.2
1.44
1.1922
森霸
2.39
5.7121
1.1778
國光
1.17
1.3689
1.1926
星元
1.2
1.44
1.1922
其他
3.2
10.24
1.1680
HHI 指數
6143.146
註：「剩餘供給指數 RSI 可用來決定市場的競爭性
與否，RSI = (總裝置容量 – 業者裝置容量) /
總需求，當 RSI < 1 時該發電業者便具有市場
力與誘因操控價格，RSI 值越小誘因越強；歐
美管制機構認為當電力市場的 RSI<1.1 達全年
8760 小時的 5%以上，該市場便不具競爭性而
須加以執行價格管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性任務無法轉嫁給競爭性客戶。
2. 配電於開放用戶選擇權後，其營業區內仍有
受管制的用戶，公用配電業須背負提供預設
服務與最終供電義務，影響其競爭力。
3. 電力轉供用戶電價易受代輸費率影響。
4. 直供用戶電價易受備轉容量合約電價影響。
5. 採櫻桃(Cherry Picking)現象造成受管制的用
戶承擔較高的電價。
若要避免與導正上述不公平競爭的情況，則
必須設置獨立管制單位並嚴格遵循公平、公正、
合理和可比較的準則來監督管理電力市場。

捌、結論與電業法修正建議
全國能源會議中達成兩項推動電業自由化
之共識，一為減少電業自由化對電力市場產生之
衝擊，採分階段逐步漸進之方式，加速推動電業
自由化；二為加強與各界溝通，並儘速進行跨黨

表5

四種情境下電力市場市占率、HHI 及 RSI 指數

情境
情境 1
台電二等拆分

市占率

IPPs +其他

22

HHI

39 *2
3101

情境 2
26 *3
台電三等拆分
IPPs +其他
同上
情境 3
19.5 *4
台電四等拆分
IPPs +其他
同上
情境 4
15.6 *5
台電五等拆分
IPPs +其他
同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設計。

2087

1580

RSI

到各方既得利益之消長損益，歷年來在多方角力

0.74

與競奪下造成電業自由化改革延宕至今一事無

1.15 至
1.19

成，如今難得朝野已具自由化改革共識，惟改革

0.89

爭性的電力市場」儘速協商完成跨黨派的共識改

同上

革方案，以作為電業法修正草案之依循，全面啟

0.97

動電業自由化之改革。

同上
1276

派協商，加速電業法修正。由於電業自由化關係

1.02
同上

方式各有堅持，本文建議朝野應就如何「建構競

至於如何加速及分階段進行電業自由化改
革，本文建議我國目前最務實可行的電力市場運
作與電業結構重組模式可分為四個階段以十年
為期限逐步朝向健全的競爭性市場模式發展，第
一至第三階段係朝向健全的批發競爭過渡模式

國營電業與民營電業公平競爭的必要制度

發展邁進，第四階段則由批發競爭模式邁入零售

設計必須包含廣泛以因應花樣繁多的不公平競

競爭模式。第一階段為批發競爭的初始過渡時期

爭態樣，但基本設計原則不外乎要遵守公平

係屬建立單一買方競爭模式，此時廠網分離與競

(Fair) 、 公 正 (Just) 、 合 理 (Rational) 和 可 比 較

價上網為其改革之重心，第二階段為建置現貨與

(Comparable)的準則，以下僅列舉開放競爭後可

實時調度市場的過渡期批發競爭模式，係考慮如

能產生的不公平競爭態樣：

何將電能的輔助服務與輸電壅塞的管理納入市

1. 公用電業電價受管制且背負眾多社會政策

80

場機制使電網運作能在經濟效率下安全的進

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最適市場運作模式研究

行，第三階段則引進雙邊合約與期貨市場搭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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