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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電業自由化、公平交易法、獨立電力系統調度中心、電業管制機關、 

競爭違法態樣 

 

一、研究緣起 

電業自由化已蔚為全球發展趨勢，歐美各國在九十年代之前即已開始推動電

業自由化，目前我國政府亦積極推動中。在電力市場中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如何解

決電力生產與消費的市場失靈問題，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的電力競爭市

場，如果處置失當造成市場失靈的情況更加嚴重，將會使電業無法永續發展，消

費者福祉也嚴重受損。市場失靈的情況首推人為的壟斷和獨占市場結構，其次便

是電能生產與消費的外部性問題。如何針對電能與電網運作的安全進行經濟、公

平與公開的電力市場制度安排與設計?這些制度安排措施勢必影響著電力市場自

由化改革的效果與成敗，本研究將探討這些重要議題以做為評估我國推動電力市

場自由化之可行性及所需之配套措施，從而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且可行的市場競

爭環境。故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分析我國電業自由化政策及其推動過程中所可能

遭遇的競爭法和電業法競合之相關問題，以評估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的公平競爭

性及所需之配套措施，並提出可能之解決建議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了完成本研究之目的與工作內容，將採用兩個方法來進行研究，分別為：

案例比較研究以及質性研究。 

(一)案例比較研究 

透過對先進國家電力市場各種違反公平交易與相關業者違法態樣的具體案

例進行蒐集分析，以用為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之參考，並探討國外相關制度如何

適用於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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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QRM) 

QRM 即透過網際網路與圖書館管道、參加國內外相關研討會，針對計畫目

的之重點議題，對國外既有之文獻、期刊及最新電業自由化現況進行蒐集、整理

與探討。 

本研究之主要步驟係依據計畫需求規範書的研究重點進行如下： 

1. 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現況分析，包括：(1)能源配比、(2)

交易制度、(3)自由化進程、(4)產業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等。 

2. 蒐集並整理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之重要案例及最新發

展。 

3. 探討我國推動電力自由化之阻礙，研析電力市場自由化之相關配套措施，包

括電業法未來之修正方向、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相關業者可能之違

法態樣等。 

三、重要發現 

以下就本文闡述的我國電力市場面臨之問題、電業法尚待釐清之事項、電力

自由化後可能存在之違法態樣等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1. 我國現階段電力市場面臨之問題 

依我國現行電業現況，存在以下若干問題：(1) 供給面大型電廠發展興建受

到極大的阻力；(2) 供電壅塞區增多；(3)發電成本與售電價格脫鉤；(4) 缺乏誘

因與配套機制發展再生能源。 

2. 電業法修正草案尚待釐清之事項 

雖然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其電業自由化程度相較過去已有大幅提升，但當

中仍有若干進一步待釐清之事項，包括： (1) 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存在不公平

競爭之可能；(2) 開放中小型購電選擇權時程與範圍規範不清；(3)「電力調度中

心」與「電力網業」職掌功能與角色混淆妨礙公平競爭；(4) 能否有效確保「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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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制機構」之獨立性等。 

3. 電業法修正草案與電業公平競爭議題 

本文歸納可能發生的電業公平競爭議題，以及參考日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

針」所提及的競爭違法態樣，依市場區別彙整如下： 

於批發電力市場潛在發生的競爭違法態樣，包括：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

行為、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綜合電業不當拒絕與發電事業之交易、限

制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進入電力零售市場、對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濫用

優勢地位、妨礙發電設備之交易行為、拒絕提供補充電力給新進入市場之電力事

業等 7 項潛在競爭違法態樣。 

輸配電市場可能發生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包括：「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

可能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綜合電力事業將其因電力網經營所得知之資訊為

目的外之使用、電力網事業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將電力調度時所得知之資訊為

目的外之使用、電力調度時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電力調節之拒絕等 6 項潛在競

爭違法態樣。 

於零售電力市場包括：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採行搭售之限制交

易行為、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妨礙競爭者市場進入之行為、對特

定關係人低價供給電力之行為、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不當電價費率的設定、部分

電力供給契約締結請求之拒絕、不當拒絕部分電力供給之行為、對於回流之自由

化需求者要求過高電價、不當解除或變更與自行發電業者間之電力補充供給契約、

不當的最終電力供給保障條款之訂定、電力需求調節契約的不當解除或變更、不

當的違約金之要求、其他商品或服務交易的終止、需求者資訊的不當利用、透過

多數行為的交叉利用阻礙市場進入之行為等 16 項潛在競爭違法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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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以下就立即可行之建議與未來長期性的建議，分別簡述之：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目前電業所涉及的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之情事以及其他不公平競爭

行為，皆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公平會從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按公平交易法規

定，依法擬訂相關公平交易之法規，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調查

事業活動及經濟之情況、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等。公平會可進行 HHI 測

試等事前市場力掃描測試，以及事後利潤價差等測試，檢驗廠商是否有觸犯公平

交易法。並定期追蹤調查，建置完善檢舉機制，以防止相關妨礙競爭情事之發生。

此外，對於電業法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項，公平會也應提出競爭政策執法相關專

業意見，提供電業相關單位修法時參考，以達成事前防止反競爭行為發生之作

用。 

(二) 長期性建議 

電業自由化後，公平會需針對我國電業自由化研擬防止競爭違法情事發生之

法規，研擬方針與規範內容，可參照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其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訂定、頒布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據此及早訂定相

關競爭行為指導方針，以利相關電力事業之遵循，避免有違反公平法情事之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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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電業自由化已蔚為全球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亦積極推動中。而歐美各國

在九十年代之前即已開始推動電業自由化，隨著時間的進展，各國電力自由化市

場制度不斷演進的結果，已去蕪存精，將自由化演進過程中的諸多缺失改良調適

與修正，目前國際間的電力自由化市場運作日趨成熟，電力交易除短期的現貨市

場外，已與一般商品市場無異。我國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已經過多年蹉跎，但至

今仍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如今又推出電力市場自由化更新版本（103 年 2 月 11

日經濟部簽出版），實有必要重新檢討我國現今推動自由化所可能遭遇的問題與

解決之道。 

在電力市場中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如何解決電力生產與消費的市場失靈問題，

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的電力競爭市場，如果處置失當造成市場失靈的情

況更加嚴重，將會使電業無法永續發展，消費者福祉也嚴重受損。市場失靈的情

況首推人為的壟斷和獨占市場結構，其次便是電能生產與消費的外部性問題。如

何針對電能與電網運作的安全進行經濟、公平與公開的電力市場制度安排與設計?

這些制度安排措施勢必影響著電力市場自由化改革的效果與成敗。 

本研究將探討上述重要議題，以做為評估我國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可行性

及所需之配套措施，從而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且可行的市場競爭環境。故本研究

之目的在藉由分析我國電業自由化政策及其推動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競爭法和

電業法競合之相關問題，以評估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的公平競爭性及所需之配套

措施，並提出可能之解決建議供參考。  



2 
 

第二節  背景說明 

我國自民國 84 年以來進行電力改革，開放民間設立電廠、製造競爭環境、

引進競爭機制。然而由於電業法的修訂未能順利完成，使得電力市場自由化的推

動受到延遲，而期間民營電廠與市場優勢廠商台電公司一系列的 25 年購售電綁

死合約又難以修正或解除，更加增添了自由化改革的困難度，其結果便是消費者

受困而無法跳脫於現行的單一獨占廠商售電模式與服務，而成為別無選擇的價格

接受者。然而，針對產業經濟之競爭，政府早已於民國 80 年制定了公平交易法，

在具有競爭機制的電業法未通過前，現行的公平交易法亦適用於電力產業。 

基於國外先進國家在電業自由化的改革下，合理的市場制度以及自由化的電

力市場已行之有年，在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議題爭議不休時，國外的發展經驗足

資借鑒，故需進行研究蒐集分析國外電力市場自由化之過程與案例，以瞭解國外

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各項制度的內容，俾利於後續我國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制度與

設計之調整，提供政府政策制定與修法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方法 

國內電力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包含廣泛，涉及之問題除了電力市場運作的特

殊專業議題外，亦牽涉到如何維持市場的公平競爭，我們為了完成本研究之目的

與工作內容，將採用兩個方法來進行研究：一、案例比較研究，二、質性研究。

(一)案例比較研究 

透過對先進國家電力市場各種違反公平交易與相關業者違法態樣的具體案

例進行蒐集分析，以用為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之參考，並探討國外相關制度如何

適用於國內，包括： 

1. 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之電力市場現況分析，有利於國內相關單

位之參考，可使國內相關單位充分掌握主要國家電力市場發展之最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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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2. 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案例之探討，並研究國外制度如何適用於國內制

度。 

3. 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之相關配套措施，有助於提供政府於規劃電力市場自

由化之參考。 

4. 我國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阻礙之探討，有助於提出可行的解決之道，以減

少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所可能遭遇之困境。 

5. 論述電業法修正草案可能衍生之公平競爭議題，並以公平交易法為探討核

心。 

6. 探討電業法修正草案可能涉及之競爭議題及影響評估，對於公平會事前管

制與事後監督之機制提出建議。 

7. 本研究案涉及電業自由化之產業政策（含過程、手段、方向）、產業特性、

交易制度、公平交易及消費者利益等面向，亦同時關係到產業主管機關及

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權責，本研究將加以釐清，尤其對於公平交易法可介入

之處提出相關意見或配套措施，以利公平會執法參考採用。 

(二)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QRM) 

QRM 即透過網際網路與圖書館管道、參加國內外相關研討會，針對計畫目

的之重點議題，對國外既有之文獻、期刊及最新電業自由化現況進行蒐集、整理

與探討。 

二、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主要步驟係依據計畫需求規範書的研究重點進行如下： 

1. 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現況分析，包括：(1)能源配比、(2)

交易制度、(3)自由化進程、(4)產業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等。 

2. 蒐集並整理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之重要案例及最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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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 探討我國推動電力自由化之阻礙，研析電力市場自由化之相關配套措施，包

括電業法未來之修正方向、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相關業者可能之違

法態樣等。 

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報告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背景，以及執行本研

究的方法與步驟；第二章介紹電力市場自由化的理論與制度設計；第三章回顧美

國、歐盟、日本及南韓電力市場概況與自由化改革歷程；第四章探討我國電業法

修正草案和公平競爭相關議題與配套措施；第五章分析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下主

管機關權責以及公平會對電業公平競爭的監督；第六章回顧國外(美國、歐盟、

日本及南韓)和我國電力市場公平競爭案例，分析電業主管機關與公平競爭主管

機關之權責，並進一步探討國外案例與國內環境的適用性；第七章總結本研究結

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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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力市場自由化研究文獻與制度設計 

探討我國電業自由化課題前，於本章第一節整理回顧過去電力市場自由化之

相關研究，第二節則說明自由化電力市場中市場參與者之職掌，於第三節闡述電

力自由化市場的制度設計。 

第一節  電力市場相關研究文獻 

本節回顧過去和台灣電業自由化與電業競爭相關議題之研究文獻，闡述其研

究議題與發現，並說明與本研究差異之處。 

王文宇(2000) 分析先進國家解除公用事業管制的經驗，試研擬出符合我國

情的解除管制模式。該研究提及各國對於水、電、瓦斯、電信等公用事業都施予

不同程度的管制，但隨著科技的進步，國家對於相關公用事業的管制思維有所改

變。國際趨勢對公用事業組織結構依業務功能進行分類切割 (Unbundling) 、商

業化(Commercialization)、民營化 (Privatization)，並開放部分管制產業的經營項

目，引入競爭機制。研究援引美國電業改革經驗，指出開放發電部門競爭有助於

電力生產效率的提升，甚至有利於電力價格下降。此外，其研究結果提及我國電

業改革是否健全之重要因素，將落於如何處理輸配電網路以及如何管制台電「剩

餘的獨占力」。 

錢玉蘭、吳大任(2000) 為因應我國電業自由化發展，回顧各先進國家在電

力零售市場架構規劃上的異同，探討我國在自由化架構下，應如何健全電力零售

市場交易模式與制度。其研究建議的交易模式與制度設計應包括：交易目的、交

易對象、市場交易對象的進入與提出條件、市場風險管理、交易產品類別、交易

規則、監督機制、消費者陳情機制、弱勢消費者福利保障等。此外，作者也提及

若無成立電力交易所，則無法以競爭市場的方式決定批發電價，此時即使有多家

售電業者成立，不易找到適當的價格指標作為制定零售電價的依據，此將無法完

全落實電力零售市場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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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明、張信生、蔡璞 (2003) 根據民國 88 年電業法修正草案方向，探討

國外綜合電業因應電業自由化所採行的經營策略，並針對當時電業法修正草案之

架構，所研擬之電業自由化後的市場結構及競爭環境變化，進行台電公司面對自

由化電力競爭市場之經營策略。其研究結論建議，自由化後的綜合電業，應將業

務職權重新調整，提升經營效率，調整人力結構，將各部門進行財務獨立分離，

並從事多角化與國際化經營，進軍國際的投資項目，應以台電較熟悉的經營項目

為主，如：通訊線路、電力技術服務、用戶能源管理等。此外，電力系統相關科

技的演進快速，綜合電業應隨時關注相關科技的發展，並掌握相關科技資源與電

子商務串聯，才可提升其自身市場競爭力。 

彭金堂、 林國勝(2009) 則因應世界電業自由化之趨勢，探討各國電力市場

競爭機制，並提出我國電力市場交易機制與運作的關鍵成功因素。將研究結果依

強制性電力池、自願性電力池兩種電力交易制度做總結，並建議採用自願性電力

池搭配雙邊契約交易的模式，較適合於我國無對外連接的孤立電力系統。且推行

此制度前，輸電部門必須定位為公共運輸者的角色，避免造成綜合電業與民營電

業間不公平競爭之嫌。此外，也提到透過自願性電力池搭配雙邊契約交易模式的

競爭機制，可享有降低電費、引導業者提高創新服務與改善供電品質等自由化效

益。 

莊春發、許志義、陳汝吟、謝秀宜 (2012)針對能源產業的競爭政策與產業

政策之間的互動與調和進行論述。提出能源產業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調和準則

與具體可行之建議，依立法面向、行政面向進行論述。立法面向指出應更積極透

過行政院會議倡議競爭法制，並針對涉競爭法事項採「強制事前諮詢制」，推動

政策評估法立法。行政面向而言，建議公平會訂定競爭評估指引、政策補貼處理

原則，並建立「競爭事務定期諮詢聯席會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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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整理電業自由化相關之文獻，部分研究期間所參考之電業法修正草

案版本異於目前行政院經濟部簽出之版本，所探討的我國電業自由化架構也不同

於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之設計架構，諸多研究結果可作為參考，但不適於現今我

國國情實際所需。此外，對於電業自由化後，其電業相關廠商的競爭行為與相關

主管機關之權責探討，則未予以評析。準此，本研究將以最新的電業法修正草案

作為電業自由化之架構，在此架構下，探討自由化的電業有何競爭行為，並歸納

出可能的違法態樣，相關主管機關之權責如何定奪，也將在本研究探討。 

第二節  電力自由化市場利害關係人 

傳統電力市場以上下游產業來劃分依序為：發電部門、輸電部門、配電部門、

售電部門。而自由化後的電力市場，因市場運作所需，新增加不同的市場參與者。

解制後的電力市場，從發電廠供電到一般用戶的運作流程如下:  

從發電廠發出來的電，經由獨立電力調度中心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 調度電力輸配到下游，在輸配到下游前，會先在批發電力市場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 決定輸電優先順序及電價，發電端與負載端各投遞價格標單

決定交易價格，價格形成後再將電力輸配到下游的售電部門。電業自由化後，售

電部門開放更多元的市場參與者加入電力市場，如既有的供電業(Supplier)、零售

業 (Retailer)、能源整合商 (Aggregator) 及能源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這些參與者與用戶形成零售電力市場 (Retail Electricity 

Market)，售電業者透過零售市場決定的電價傳到各電力用戶中。在上述供電過

程中，皆需要受到獨立的電業監管機關監督管理。 

從以上供電流程可發現有別於傳統電力市場，自由化電力市場出現幾個關鍵

組成，以下說明電力調度中心、批發電力市場、零售電力市場、獨立監管機關在

電力自由化後，這些組成的制度設計及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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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力調度中心 

自由化的電力市場為了實現公平有效率調度電力的目標，通常需要成立獨立

的電力調度中心統籌調度電力，其轉供電力所收取的費用，多半會受電業主管機

關監督。ISO負責調度電力外，大部分的 ISO還有負責營運電力交易市場的功能，

其目的在降低供電成本，確保輸電系統的可靠性以及市場參與者可公開、不受歧

視的進入電網系統。其運作方式係由輸電系統使用者、排程協調者(Scheduling 

Coordinator, SC)、直接購電者先將排程通知 ISO，ISO 整合調度，並再按時將輸

電系統之狀態、限制、負載分布等資訊無歧視地告知所有電力參與者。 

若發生壅塞時，為保障電力網路之安全性， ISO 可根據簽訂之契約，排定

電力調度優先順序。以美國為例，根據北美能源標準委員會(North American 

Energy Standards Board) 之規定，將輸電服務分為8級優先順序(Priority 0~Priority 

7)，當輸電系統必須降低負載時，係從最低優先(即 Priority 0)開始調度。而面對

同一級之電業，則應採「等比例原則(Pro-rata Basis) 」之無歧視調度方法，降低

輸電負載。 

二、 發電業者 

發電業者負責生產電力，可分為民營公用電業者、公營公用電業者、非共用

事業發電業者。自由化的電力市場，發電業者需依據本身預期發電量，至電力市

場投遞標單，以利電力排程的形成，也可以和配電業者簽雙邊合約契約，或直接

供電給電力用戶。隨著分散式能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技術的發達，

發電業者也包含分散式發電者(Distributed Generator, DG)，甚至也包括電力用戶

端本身設置再生能源或儲能系統之行為主體，亦即電力用戶同時具備生產者

(Producer) 及消費者(Consumer) 之雙重身分，可稱為「產消者 (Prosu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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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輸電業者 

亦稱為輸電系統營運商(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TSO)，負責維持電力

市場的平衡，以確保電力系統之可靠度與安全性。多由國營型式存在，但也有民

營化的 TSO，如芬蘭的 Fingrid 即為民營 TSO 的例子。 

四、 配電業者 

亦稱為配電系統營運商(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 DSO)，即電網公司

(Grid Company)，其職責係負責傳送電力至用戶端，並確保電力供應安全。所提

供的配電服務可出售給電力零售業者，亦有可能直接與工商業用戶簽約，直接供

電給工商業用戶。 

五、 排程協調者 

亦稱電力仲介商，是介於發電端、ISO 和零售商(包括用戶)間的媒介，他們

必須將每天透過輸電系統所輸送的電力以及發電端、用戶端的配合情形告知 ISO，

提供電力系統市場平衡的排程及結算用之電表資料予 ISO，ISO 在收到這些排程

後會經由電腦運算，檢視是否有壅塞情況發生，並與發電業者、售電業者及 ISO

進行結算作業。此外，還需負責維持全年無休之排程中心，並傳達運轉指令至發

電業者與零售業者。 

六、 零售業者 

自由化電力市場中零售電力業者的職責，包括售電給電力用戶、讀表及電表

資料管理、整合小型分散的電力用戶在批發電力市場競標購買電力。電業自由化

後有發展新的市場參與者，如能源整合商和能源服務公司，以下就其職能做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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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定義，ESCO 係指從事新潔淨能源、節約能源、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或抑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程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

計、安裝、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務之行

業。ESCO 提供的合約主要分為兩大類，一個是能源供給合約(Energy Supply 

Contract, ESC)，另一個是節能績效合約(Energy Saving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ESPC)。 

ESC 是根據客戶對能源的需求，客製化供應能源的服務，提供的能源如水力、

熱能、蒸氣、熱泵、太陽能等，也就是扮演售電業者的角色。ESPC 則是提供客

戶能源管理服務，透過提升客戶能源效率的措施，達到減少最終能源消耗的目的。

目前 ESCO 業者最常簽訂的 ESPC 可分兩類，分別是「節能保證型契約 

(Guaranteed saving contract, GSC)」和「效益分享型契約（Sharing saving contract, 

SSC）」。兩者皆保證節能專案節省的金額，並從節省金額中一定比例支付節能專

案費用，且 ESCO 節能績效保證契約內容需規定專案的節能指標、量測與驗證方

式以及基準線之訂定。兩者相異之處是，GSC 專案實施期間依照出資的比例分

配節能效益，維護費用由ESCO負責，專案結束後能源用戶擁有完整的節能效果，

維護費用由能源用戶支付。SSC 專案實施期間，ESCO 獲得全部的節能效益，能

源用戶不需出資，維修費用由 ESCO 支付，專案結束後能源用戶擁有完整的節能

效益，維護費用由能源用戶支付，如表 2-1 所示。 

  



11 
 

表 2-1 節能保證型契約和效益分享型契約比較 

資料來源：陳輝俊（2014） 

2. 能源整合商(Aggregator) 

又稱用戶群代表，其概念係為一營利或非營利之團體，無論是企業、機構、

學校、政府單位等，願意從事電力經紀或仲介，代表所屬之所有分支單位、公司

或一群用戶與電力供應商協商議定電價，它類似於電力的大宗採購。能源整合商

依型態分類可分為：零售商(Retailer)、零售商服務公司(Retailer’s Service 

Company)、電力平衡責任方（Balancing Responsible Party, BRP），亦可稱為平

衡電力供應商(Balance Supplier)。 

零售商能源整合商(Aggregator-retailer) 是可以提供即時電價的能源整合商

和零售商。這類能源整合商提供即時電價不是為了產生需量反應，而是限制零售

商自身面臨的價格風險，因此不用為客戶設置會自動回應價格訊號的裝置。零售

商能源整合商最大的利基在於它可以將既有的客戶關係與電力市場連結，現階段

被視為能源整合商最好的類型。 

零售商服務公司型的能源整合商，在電力市場從事預測未來電價趨勢、調度

電力、控制正常狀況時的電力負載、平衡各個零售商銷售的電力，並將預測結果

 節能保證型契約 

(Guaranteed Saving Contract, GSC) 

效益分享型契約 

（Sharing Saving Contract, SSC） 

相異  專案實施期間：依照出資的比例

分配節能效益，維護費用由

ESCO負責 

 專案結束後：能源用戶擁有完整

的節能效益，維護費用由能源用

戶支付。 

 專案實施期間：ESCO獲得全

部的節能效益，能源用戶不需

出資，維修費用由ESCO支付。 

 專案結束後：能源用戶擁有完

整的節能效益，維護費用由能

源用戶支付。 

相同  ESCO 保證整體節能專案的節省金額，部分節省金額需支付節能專案

的費用 

 ESCO 節能績效保證契約內容需規定專案的節能指標、量測與驗證方

式以及基準線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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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案提供給零售商，作為零售商銷售電力時，電力訂價的基礎。此類能源整合

商，與零售商簽合約，提供電力市場預測與規劃的服務，藉由扮演類似顧問的角

色獲得穩定的收入。其優點在於，它的客戶群並不侷限於單一群體，顧客群可以

是零售商或大型最終用戶端。缺點在於，它必須先擁有一定的零售商客戶量，才

能平衡各零售商銷售的電力，利用此一優勢再與更多零售商簽合約。 

自由化架構下之電力市場必須要有平衡電力系統的市場參與者，它介於購買

電力者(可能是電力用戶、零售商、Aggregator) 與供給電力者之間，這類平衡電

力供應商也可作為能源整合商。而零售端的平衡電力供應商本身也需要平衡電力

供應，於是平衡電力機制形成一個上下游垂直關係，最頂端的平衡電力供應參與

者是 TSO 中管理電力平衡的單位，而其管理的下游平衡電力供應商即為 BRP。

零售端的平衡電力供應商向下游購買電力者提供電力平衡服務並收取費用，BRP

可透過極小化其所需之不平衡電力，減少額外需要調度的平衡電力，進而增加其

獲利。 

七、 獨立監管機關 

許志義(2006) 指出解除管制並非意謂政府即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調整管制

的範圍、內涵及方法，因此需要再管制（Re-regulation）。究竟政府解除公用事業

管制的原則、方向、範疇與進程應如何規劃？政府在解除管制之進程中，原有的

產業政策與解除管制之競爭政策兩者之間，應如何相互調和？公用事業多角化經

營與民營化之後，面對利潤導向與市場競爭壓力下，民營業者可能存有的道德風

險（Moral Hazard）與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問題應如何管理？如何透過

適度的再管制以確保公用事業的核心價值，不致因市場自由化而流失？ 

此時為了確認上述問題以及使電力市場運作更為順利，解除管制的電力市場

需要額外的監督機制，因此自由化的電力市場會設立類似準司法單位的監督管理

機關，執行監督管理與爭議調解之職權，並建立績效評估模式，俾利落實獎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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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健全電力市場發展。有些國家也將負責消費者公平交易或檢視市場有無壟斷

的任務歸於獨立監管機關的職責中。以美國為例，其獨立掌管跨州電力事務的監

管機關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

其職責之一是隨時監管輸電之公平性，FERC 曾經在 2013 年 9 月因 Powerex 

Corporation 以「後進先出(Last-in, First-out)」方式，針對特定發電業者(Puget 

Sound Energy Inc.)降低輸電負載之情事，提出糾正。其他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

如北歐國家則將處理公平交易的職責由各國競爭局(Competition Authority)負責。

而國際間電力產業管制單位的設置，則因各國國情而有所不同，英國為天然氣暨

電力市場管制局(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OFGEM)，挪威則隸屬於水

資源與能源部，瑞典則隸屬於能源署，芬蘭則隸屬於能源市場管制局，丹麥隸屬

於能源管制局。 

第三節 電力自由化市場之設計與運作1 

電力市場包含短期現貨市場與長期期貨市場。短期現貨市場包括前一日市場

(Day-ahead Market)與即時電能平衡之一日內市場(Intra-day Market)。長期期貨市

場係指期間數週至數年之電能長期合約(Long-term Forward Contract)與期貨

(Futures)市場。 

電能供給者與需求者可進入長期市場購買電力定型化契約(如三個月 5MWh

電能)。若需要客製化之電力服務，供需雙方可訂定雙邊合約(Bilateral Contract)。

惟不論以何種形式購買之電力，於前一日市場收盤(Gate Closure)前，都需將電力

買賣相關資訊提報 ISO，以利電力調度之排程。 

前一日市場之運作流程，係 ISO 於前一日，在電力交易平台公告其預測之電

能需求量。綜合電業、獨立發電業者(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 IPP)及合格系統

(Qualified Facilities)在限定時間內，於交易平台提交可供 ISO 調度之電能數量及

                                                      
1 本小節參考許志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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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ISO 將各電力市場參與者之報價由低至高排列，根據「經濟調度原則」，

由最低價格之電能開始調度，直至滿足前一日預測之電能需求量為止。ISO 再於

交易平台公告電力調度排程，參與競標者有義務接受調度。至於未受調度之綜合

電業或 IPP 發電機組(未滿載者)及合格系統，均可參與不平衡電能市場(即時電能

市場或一日內市場)交易。 

自由化架構下的 ISO 可操作三種電力市場，包括：批發電力市場(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 )、壅塞管理市場(Congestion Management Market)及輔助服務市

場(Ancillary Service Market)。此三種電力市場交易的電力產品係三種異質性

(Heterogeneous)之財貨，且各自有「短期現貨市場」與「長期期貨市場」。以下

說明此兩種電力市場交易的商品類型與其商品功能： 

一、 批發電力市場 

電能是指一段時間內的電力傳輸量，單位一般以百萬瓦小時(MWh)計算。電

能市場依時間區分，可分為中長期市場、日前市場(Day-ahead Market)、日內市場

(Intra-day Market)、即時市場(Real-time Market)。所有電力市場參與者(供給者與

需求者)，包括發電公司、配電公司、需求面資源擁有者(如需量反應)，皆可參與

批發電力市場之買賣，主要係進行電能之買賣。中長期市場可透過雙邊交易

(Bilateral Transaction)、電力交易所、店頭交易執行，日前市場和日內市場則可透

過雙邊交易、電力交易所、電力池交易，即時市場則僅透過雙邊交易、電力交易

所交易。 

二、 壅塞管理市場(Congestion Management Market) 

凡符合經濟原則建置之輸電系統，通常於尖峰時段均會發生壅塞(Congestion)，

呈現輸電容量之限制，如網路電壓限制、熱容量限制。在輸電容量限制與壅塞之

情況下，ISO 必須介入輸電排程，重新加以調整供給面與需求面之電力資源配置，

以達成電力市場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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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應提供「公平競爭機制」，使電力市場供給面與需求面之參與者，在輸

電容量限制下，達成符合整體社會成本最小化之電力輸送，包括：  

a. 長期輸電權機制： 

長期實體輸電權(Physical Transmission Rights, PTR) 係指提供使用者特定的

輸電容量使用權，以輸電區間距離(上網點、下網點)或輸電容量來計量，以

保障實體輸電權擁有者，於特定網路區域之電能注入與轉供權利。當發生系

統輸電限制時，由 ISO 指示未擁有實體輸電權的參與者降載。實體輸電權通

常藉拍賣(Bidding)完成交易，方符合「調度公平性」。購買實體輸電權後，

也可在市場上轉賣。 

除 PTR 之外，ISO 亦需提供財務輸電權(Financial Transmission Rights, FTRs)

交易平台，作為市場參與者之避險工具。FTRs 係選擇權(Options)，當輸電限

制發生時，擁有 FTRs 者可獲得一筆租金所得(Rental Income)，沖銷其因壅塞

而支付之費用(即不平衡電力費用)，做為財務補償。財務補償之計算方式，

係兩節點之電價差異(即輸電壅塞與輸電損失之邊際成本和)乘以擁有之財務

輸電權 MW 容量。 

b. 短期之跨區壅塞管理： 

短期跨區壅塞管理主要係在電能平衡市場(Electricity Balancing Market)中進

行交易。讓市場參與者購買或是出售電能，以平衡其契約數量(事前)與實際

電表量測數量(事後)之兩者差異。電能平衡市場係於「事後」結算市場參與

者應支付之費用。 

壅塞管理之價格計算方式有兩種。一種係由市場決定價格，根據兩節點(Node)

之邊際價格差異計算壅塞成本，或根據區域邊際價格(Locational Marginal Pricing, 

LMP)計算壅塞成本。另一種即係由 ISO 訂定價格，根據市場結清價格(Market 

Clearing Price)計算壅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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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助服務市場 

輔助服務係在確保電力市場供應電力之可靠度與安全性，故電力系統需隨時

維持一適當的備轉容量，以因應系統發生緊急事故時可有效支援。交易的項目視

各國電力市場設計而異，主要包括： 

 熱機備轉 (Spinning Reserve): 指運轉中之發電機組能夠於幾分鐘內增加額

外的電力； 

 非熱機備轉 (Non-spinning Reserve): 在未併聯的情形下，能夠快速啟動併聯

的發電機組； 

 補充備轉容量 (Replacement Reserve): 可以在 1 小時內重新啟動，且可與電

網系統同步併聯之發電機組。 

 調頻 (Regulation): 指發電機組已啟動且與系統併聯運轉，能夠快速的增加

或減少電力以確保電力平衡以及維持頻率穩定； 

 電壓支持（Voltage Support）： 

為維持電網系統所規定的電壓標準，購買發電機組或其他設備如分流蓄電器、

靜態乏補償器，或同步電容器等設備，所提供的服務。 

 全黑啟動（Black Start）： 

當電力系統中主要的發電機組均喪失動力時，必須仰賴備用的發電機組來產

生動力，以重新啟動主要發電機組，產生電能。 

將上述的輔助服務大致可分為備轉容量市場、電力平衡市場、即時電力調度市場，

依序說明如下： 

1. 備轉容量市場 

設立備轉容量市場的目的在於因應發電機組或輸電設備故障的情事發生，需

有備用之電力來維持電力系統頻率。備轉容量一般可分為兩種：快速瞬時備轉容

量（Fast Instantaneous Reserve）以及持續瞬時備轉容量（Sustained Instantaneous 

Reserve）。快速瞬時備轉容量是能夠在事故發生後極短時間內提供備轉出力，而

極短時間的定義因不同電力市場而異，紐西蘭電力市場備轉電力市場是以 6 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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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時間架構，美國新英格蘭電力市場則以 10 分鐘為一交易時間架構。持續

瞬時備轉容量係使電力系統頻率恢復至電網運作安全規定數值之備轉出力，可由

熱機備轉容量 (Spinning Reserve) 或可停電力 (Interruptible Power) 提供。電業

所遞交的標單，需載明對應的交易時段、網路輸入點、網路輸出點、合理預計瞬

時備轉數量。排程內機組必須遵守 ISO 的調度指令，若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出力，

將會被處以罰金。 

2. 電力平衡市場 

在實際營運電力系統時，為避免發生非預期性電力緊急情事造成短時間電力

供需不可預測之差異，電力平衡市場需負責即時調節電力的價格與數量。參與者

有發電業者、配電業者、產業用戶以及排程協調者。以北歐電力市場為例，其平

衡市場(Elbas)交易為前一小時實體市場，合約以每一小時為單位，交易系統可自

動處理輸電容量限制問題，若有輸電區域出現壅塞情形，該區域的價格資訊就不

會在 Elbas 交易系統內出現，若無壅塞情形發生，則不同輸電區域在投標系統中

會被視為同一區域。即藉由反映壅塞成本在電力平衡市場中，以達成平衡區域供

電之目的。 

3. 即時電力調度市場 

即時電力調度市場主要負責處理電力供需不平衡事件，並作為市場參與者之

電力不平衡計價依據，交易時間架構係在電力系統營運的最近一小時內。運作電

力調度方式有二：分別為升載調節 (Up-regulation)與降載調節 (Down-regulation)。

升載調節乃指當用電量非預期性增加或機組發生事故時，增加發電機組調度以解

決電力不平衡之問題。當有需要增加發電時，TSO 會由升載調節投標單中選擇

價格最低者，降載則剛好相反，藉此來減少區域間電力供需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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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電力市場自由化沿革及現況 

本章就美國、歐盟、日本、南韓說明其電力市場自由化之沿革、電力供需配

比、電力產業結構、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之角色。 

第一節  美國 

一、 美國電力市場自由化沿革 

美國幅員廣闊，其境內涵蓋各區域不同之電力市場，各電力市場之發展歷程

有其異同。賓州、紐澤西州、馬里蘭州（Pennsylvania-New Jersey-Maryland, PJM）

與加州同為美國最早推動電業自由化之地區，但產生結果卻完全不同，加州在電

業自由化後第三年即發生嚴重的電力危機問題，而 PJM 的控制區域卻是日益擴

大，會員人數每年成長，被譽為電業自由化的成功典範，其改革經驗相當值得參

考，也被美國聯邦政府推薦給各州作為電力自由化改革的標準範例。為了解美國

各電力市場的沿革，本節先回顧美國政府電力管制單位近年所制訂的電力市場相

關政策、法規及措施，在探討 PJM 和加州電力市場的電力供需結構和電力產業

結構，並說明電力產業主管機關的職責。 

自 1935 年由聯邦政府通過公用事業管制法案 (Public Utility Company 

Holding Act, PUCHA)及各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共同管理電力及天然氣公司，以避

免業者發生不公正或不可靠的市場行為。當時電力機組皆屬大型機組，數量不多，

自然而然形成電力產業獨占的局面。隨著科技發展，小型且高效率的機組浮出檯

面，也順勢產生獨立的新發電業者。這些發電業者提供較低的電價與公用事業相

競爭，使電力產業自由化的意識逐漸抬頭，各州公用事業委員會開始檢討原管制

市場的適用性及存在價值，而一部份的州委員會也開始實施電業自由化政策或已

慎重考量開放市場的可行性。 

1978 年美國國會通過公用事業管制政策法（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ies 

Act, PURPA），為開放電力市場競爭提供了遵循的法則。1992 年美國國會通過提

升電力市場競爭力的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FERC 於 1996 年開始實

施該法，目標在移除電力批發交易競爭障礙、提升效率及降低電價，同時明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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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電業者皆可公平使用原公用事業之輸電網路，如此用戶始可直接向零售及發

電業者購電。此時，美國正式步入電業自由化之林。之後，隨著推動過程中遭遇

到的困難與產生的障礙，陸續公布區域輸電組織、標準市場設計、市場監督與調

查等法案。以下分別說明這些法案，其牽動與勾勒美國電業自由化之改革方式。 

1. 1978 年公用事業管制政策法（PURPA） 

1978 年為解決經濟成長、能源短缺及石油輸出國聯合壟斷行為引發之石油

價格波動，所造成電力供給不足與成本提高等問題，美國聯邦政府制定「公用事

業管制政策法（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ies Act, PURPA）」，開放非屬公用

事業性質的獨立發電業者（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IPPs）加入電力批發市

場。PURPA要求公用電業開放代輸，允許獨立發電業者與合格設備業者

（Qualifying Facilities, QF）與其併聯，可透過公用電業輸電網路送電予用戶，合

格設備業者係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汽電共生業者。PURPA 也要求公用電業必

須以迴避成本（Avoided Cost）向合格設備業者購電，各州可自行決定迴避成本

高低及向非公用電業購電之比例。 

事後檢討PURPA 之實施績效，其成效並不顯著。主要原因在多數州之電力

公司皆與獨立發電業者或合格設備業者簽定長期固定價格合約，且合約價格大多

高於一般電力價格，使得電力公司成本反而提高。不過PURPA 也證明一件事，

即獨立發電業者可透過電力公司之輸電線路與設備進行送電與售電之行為，而且

不會影響到電力批發市場之正常運作。1992 年美國國會進一步通過「能源政策

法（Energy Policy Act）」，將代輸業務開放範圍擴大至所有發電業者，不再限

於PURPA中之合格設備業者。 

2. 1996 年FERC Order 888 與Order 889 

1996 年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制訂「Order 888」，要求全美各州或地區開放批發市場競爭，而且要求

所有電業必須進行發電與輸電之功能性分割，以避免電業兼營發電與輸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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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操縱市場的力量，而使新進業者無法公平地使用輸電網路。Order 888 並未

規定電業分割方式，帳目分割或完全分離皆可，但建議採成立「獨立電力調度中

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之形式來進行，將操作權交給ISO運作，

但輸電資產所有權仍屬於電力公司。FERC保有核准ISO運作程序之規定，但不

能直接向ISO發佈指令，ISO擁有完全獨立操作權。同時，FERC發佈「Order 889」，

要求建置「公開聯網即時資料系統（Open Access Same-time Information System, 

OASIS）」，要求電業需隨時更新輸電線路之價格與可用率等資訊。 

3. 1998 年電力競爭計畫 

美國目前主要能源政策係依據美國聯邦政府能源部於1998年公布的「電力競

爭計畫（Comprehensive Electricity Competition Plan）」所制定，此計畫之目標為

促進及保障公共利益，並提供政策機制以促進再生能源之發展，計畫中之具體政

策包含： 

(1) 制定再生能源配比標準（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RPS 為一確保再生能源所占發電或消費比率之政策，規定發電業者或供電

業者於其發電量或售電量中必須包含特定比例之再生能源電力。 

(2) 公共利益基金（Public Benefit Fund, PBF）： 

計畫預計全美要籌措30 億美元之公共利益基金，用來提供各州之低收入戶

補助、能源效率計畫開支、消費者教育及再生能源技術之示範與發展。 

(3) 淨電錶計量（Net Metering）︰ 

淨電錶計量係指容許分散型發電系統將其過剩電力回售給電力網路，以抵消

其負載量之謂。在此措施中，用戶都可選擇淨電錶計量，且所有配電業者都應該

提供網路互連之服務，但適用範圍僅限於非常小規模之再生能源計畫（20kW 以

下），且價格須受限於州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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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揭露規範︰ 

為確保消費者選擇再生能源發電配比之權利，尤其是選購綠色電力之權利，

所有的供電者都必須公布其發電來源、價格及其他相關資訊，供消費者選擇。美

國大多數的再生能源鼓勵措施都屬於州政府層級，許多州政府都訂有電力自由化

市場中推廣再生能源的政策。 

4. 2000 年FERC Order 2000-RTO 

在1997年及1999年間加州與東北部PJM、New-England、New-York 分別成

立ISO與開放批發電力市場競爭。2000年，有鑑於ISO發展過於緩慢，FERC另行

發佈「Order 2000」，提倡「區域輸電組織（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s, 

RTOs）」之理念，將區域輸電系統加以整合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實體，建議所有

擁有跨州輸電資產電業，在2001年1月15日前將輸電資產交由RTO管理，不願加

入者應提出說明適當理由。2001年6月FERC根據區域特性整合所有輸電資產後，

將之分為四大區域，此四大區域幾乎涵蓋了整個美國本土區域。2000年Order 2000

公布後，德州ERCOT 亦成立ISO，但實際上ERCOT並不受FERC管轄，因為

ERCOT的營業區域並未跨越其他州，而FERC是負責監督管理跨州經營之電業。

嗣後，2004年Midwest ISO（MISO）亦開始運作。 

5. 2002 年市場監督與調查辦公室 

鑑於加州電業自由化失敗與電力危機的經驗，2002 年FERC 為了更正電力

市場監管機制的缺失，成立「市場監督與調查辦公室（Office of Market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OMOI）」來強力執行監督、評估、調查、執法、規劃、處罰

等管制功能。OMOI 共有100 多位員工，同時派駐至少兩個全職人員至各ISO 及

批發市場做監督管制工作，加強聯邦與地方管制機制之整合。此外，OMOI 亦

進行法規修訂、要求各ISO 成立獨立的監督機制，定期向FERC 提交市場及調

度資訊以及市場及運作績效的報告，以改正缺失。其主要功能為以下七項： 

(1) 扮演FERC 重要的諮詢角色，負責管制與監督能源市場結構、能源市場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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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場參與者遵循法規等事項。 

(2) 分析研究能源市場結構與活動，以評估該州市場情況，在可能發生市場危機

時提出警訊，並提供改善對策。 

(3) 對可能違反FERC 規則、法令及相關能源市場結構、活動與參與者的管制規

定之事件進行調查，對於違反事件加以懲罰，並透過協商與起訴來收取罰

鍰。 

(4) 提供一個非正式解決爭議的平台，並向FERC 提供執法之建議。 

(5) 讓非正式的爭議解決能夠與強制法規相契合，包括可能會妨礙天然氣或批發

電力市場競爭之行為，以及破壞市場訂價機制等活動。 

(6) 進行市場研究，發展市場模型並加以模擬，蒐集與分析所有市場監督與調查

所有可能的資訊。 

(7) 提出各項報告，包括各州能源市場整理、市場活動與趨勢分析、違反市場條

件的警告及能源市場功能與統一管理的變化。同時需要定期提出報告給

FERC 與一般民眾。 

6. 2002 年FERC 標準市場設計 

有鑑於賓澤馬電力市場運作之成功，2002 年FERC 根據其電力市場制度發

展出「電力批發市場標準市場設計（Standard Market Design, SDM）」，目的在

建立具一致性之輸電服務管制方法，以及將各區域批發電力市場設計標準化，以

消除各州間輸電服務條款之差異，進而確保各區域間或區域內電力費率更佳合理

與公正。標準市場設計原則包括： 

(1) 網路轉供服務單一化，消除垂直整合公用事業優先使用輸電設備之不公平現

象。 

(2) 採區域邊際定價（Locational Marginal Pricing, LMP）：輸電服務與電能價格

決定方式應採區域邊際訂價法，以增加投資訊息，降低輸電線路壅塞與提升

電網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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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市場操縱力的監督與控制。 

(4) 容量充足要求（Resource Adequacy Requirements）：FERC 管制市場力政策

使得投資誘因降低，因此對於必要的發電容量與輸電容量投資建議給予補

貼。 

(5) 實施即時與前一日現貨市場：交易成本較低，且市場結清價格公開，可提高

批發電力市場交易之透明與效率，另外，也有利於價格需量反應計畫

（Price-responsive Demand Programs）之推行，即時電價也可作為零售電價

制定之參考。 

(6) 輸電服務費用應包含轉供費用與使用費兩部分，其中轉供費用應涵蓋一部份

或全部的輸電系統固定成本，降低輸電投資的風險，而使用費則應反應邊際

成本。 

(7) 實施壅塞收入權（Congestion Revenue Rights, CRRs），為一種財務契約，使

輸電用戶可規避輸電價格波動風險，在LMP 下，引起輸電壅塞者必需支付

較高的輸電服務費用。 

(8) 各州可參與獨立輸電提供者或區域輸電組織之經營管理，聯邦與州政府間應

進行協商合作，包括輸電與發電場址的安排、零售面的價格反應需求計畫、

資源適當與安全考量等。 

(9) 未加入RTO的地區，應提高其輸電操作者獨立性，使輸電服務能夠更加公

平。 

(10) 應遵守可靠度標準，避免發生損害系統可靠度之事件。 

但標準市場設計後來遭受極大的批評，許多電力公司基於本身的利益拒絕採

用，其中New-York ISO, New-England ISO, PJM-ISO 和 Midwest ISO ，雖然採

用標準市場設計，但仍然作些修正，而CAISO與ERCOT 則將原先的節點系統 

(Nodal System) 加以修改，以配合標準市場設計原則。2005 年9 月FERC 終止

標準市場設計計畫，允許尚未採取標準市場設計的地區，可以提議其他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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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設計型態。基本上標準市場設計以PJM 為藍圖，PJM 地區為美國電業自

由化運作績效最佳的地區，在電力批發市場中商品種類很多，有充分的避險工具，

且供電穩定度高，為美國電業自由化的成功典範。 

7. 2005年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該法於2005年通過，賦予FERC 更大的管制權限，同時更加強調電力系統可

靠度，主要政策目標有三： 

(1) 重申推動電力批發市場開放競爭之決心； 

(2) 加強FERC使用的管制工具，承諾有效率的管制是防止消費者權益被剝削與

確保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 

(3) 提供更穩固的能源基礎建設。 

8. 2008年以市價為基礎的公用事業批發電力銷售制度 

FERC制訂法規和標準，透過市場基礎(Market-Based)訂價來銷售電力和輔助

服務，以確保售電的公平性與合理性。市場基礎訂價的規範制度依循以下三個面

向: 

(1) 進行賣方市場力(Market Power)分析，制訂相關條件和申報要求； 

(2) 加強RTO和ISO參與者的市場規範； 

(3) 持續監督和落實執法行動。 

9. 2011年能源批發市場需量反應補償(Demand Response Compensation) 

FERC為了改善批發能源市場的運作和競爭力，於是要求兩個條件成立時，

每一個RTO和ISO需量反應的參與者，必須以市價支付需量反應的資源，也就是

要採取區域邊際訂價法。其兩個條件分別為: 

(1) 需量反應必需要有能力平衡供給和需求； 

(2) 需量反應資源必須符合淨收益檢定 (Net Benefit Test) 決定的有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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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此法案提及的淨收益檢定，是由分析RTO和ISO的歷史供給曲線2，並進

一步計算所得來的淨收益檢定門檻值(Threshold Point)3。FERC Order 745載明，

當價格高於淨收益門檻值時，需量反應需要支付全額的批發價格；當價格低於該

門檻值時，則需支付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的差額給發電廠和輸電系統營運商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TSO)。 

10. 2013 年重審分散式電力系統定義及程序規定 

在2010 年FERC要求North American Electric Reliability Corporation(NERC) 

對電力可靠度標準發展程序做相關規定的修改。在2013年4月FERC核准修改後的

分散式電力系統規定，在新的規定中載明運轉設備必須要在100kV以上，准許採

廣義的區域認定，並對設備的種類、結構制訂明確的標準，對分散式電力系統增

訂一致性的規格，也設置篩選標準移除電網中運作不佳的分散式發電裝置。 

二、 美國電力供需結構 

1. 賓澤馬電力市場供需結構 

根據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資料顯示，2012 年 PJM 機組容量從

年初的 178,854.1 MW，增加到年底的 181,990.1 MW。主要是因為整合了 Duke 

Energy and Ohio Kentucky（DEOK）到 PJM 電力系統。裝置容量來源以燃煤機組

為主，約 75,989 MW（41.8%）、燃氣機組為 52,003 MW（28.6％）、核能機組為

33,024 MW（18.1%）、燃油機組為 11,531 MW（6.3%）、水力機組為 7,880 MW

（4.3%）、廢棄物發電（Solid Waste）為 736 MW（0.4%）、風力為 780 MW（0.4%），

如表 3-1 所示。 

2012 年尖峰負載為 154,344MW，備用容量率約 13%。2012 年總發電量為

790,090 GWh，以燃煤為主，約 332,762GWh（39.7%）、核能為 273,372GWh（35.6%）、

燃氣為 148,230GWh（19.8%）、燃油為 5,031 GWh（0.7%）、水力為 12,650GWh

                                                      
2供給曲線資料為了提供需量提供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有效即時的市場供需狀況，會在每月 15 日

更新相關資料供下個月使用。供給曲線每月需考量的參數有前一年同時期的曲線、可使用的 DR

來源、燃料價格等。 

3即淨收益大於負載成本的水準，數學式表示如下：[(𝐿𝑀𝑃0 − 𝐿𝑀𝑃∗) × 𝑀𝑊ℎ消費量] >

(𝐿𝑀𝑃∗ × 𝐷𝑅抑低量)，其中𝐿𝑀𝑃0為需量反應調度前的價格，𝐿𝑀𝑃∗為需量反應調度後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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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廢棄物發電為 5,178 GWh（0.7%）、風力為 12,634GWh（1.7%）。如表

3-1 所示。 

圖 3-1 顯示 PJM 市場 2011 年的電力需求，將最終電力消費分成四個部門，

分別為住宅部門、商業部門、工業部門、交通部門。依 PJM 電力區內的 14 個州

來看，用電最多的州是 Ohio，154,746 Gwh；第二是 Pennsylvania，148,757 Gwh；

第三是 Illinois，142,886 Gwh。 

依部門別來看，住宅部門用電最多的州是 North Carolina，58,056 Gwh；第

二是 Pennsylvania，54,796 Gwh；第三是 Ohio，53,687 Gwh。商業部門用電最多

的州是 Illinois，50,468 Gwh，第二是 Ohio，47,112 Gwh，第三是 Virginia，47,051 

Gwh。工業部門用電最多的依序為 Ohio (53,913 Gwh)、Pennsylvania (49,585 Gwh)、

Indiana (47,774 Gwh)。交通部門用電量有部分州別資料從缺，依據現有資料的用

電量排序，依序為 Pennsylvania (840 Gwh)、Maryland (547 Gwh)、Illinois (516 

Gwh)。  

表 3-1 PJM 電力市場 2012 年裝置容量與發電量 

 裝置容量 發電量 

MW % GWh % 

燃煤 75,989 41.8% 332,762 42.1% 

核能 33,024 18.1% 273,372 34.6% 

燃氣 52,003 28.6% 148,230 18.8% 

水力 7,880 4.3% 12,650 1.6% 

風力 780 0.4% 12,634 1.6% 

廢棄物 736 0.4% 5,178 0.7% 

燃油 11,531 6.3% 5,031 0.6% 

太陽能 47.0 0.0% 234 0.0% 

儲能   0.3 0.0% 

總計 181,990 100% 790,090 100.0%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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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州電力市場供需結構 

根據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的統計，2012 年底 CAISO 機組容量

為 74,103 MW。裝置容量來源以燃氣機組為主，約 45,183 MW（60.97%）、水力

機組為 13,888 MW（18.74%）、風力為 4,967 MW（6.7%）、核能機組為 4,577 MW

（6.18%）、地熱為 2,651 MW（3.58%）、生質能發電為 1,180 MW（1.59%）、太

陽能為 855 MW（1.15%）、燃煤機組為 426 MW（0.57%）、其他 376 MW（0.51%），

如表 3-3 所示。 

2012 年尖峰負載為 64,936MW，備用容量率約 21%。2012 年總發電量為

198,313 GWh，以燃氣為主 121,649 GWh（61.34%）、水力機組為 27,461 GWh

（13.85%）、風力為 9,152 GWh（4.61%）、核能機組為 18,491 GWh（9.32%）、地

熱為 12,362 GWh（6.23%）、生質能發電為 5,934 GWh（2.99%）、太陽能為 1,533 

GWh（0.77%）、燃煤機組為 1,580 GWh（0.80%）、其他 151 GWh（0.08%）。與

2011 年相比，總發電量下降 1.45%，燃氣發電量占比增加 16%，核能發電量占

比減少近一成，水利發電量占比減少 7.39%，如表 3-2 所示。 

 

圖 3-1 2011 年 PJM 電力市場各部門電力最終消費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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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顯示加州電力市場 2011 年各部門電力最終需求占比，用電最多的部門為

商業部門，122,781 M kwh (46.9%)；其次為住宅部門，88,398 M kwh (33.7%)；

第三是工業部門，28,638 M kwh (19.1%)；最後為交通部門 2 M kwh (0.3%)。 

  

表 3-2 加州電力市場 2012 年裝置容量與發電量 

 裝置容量 發電量 

MW % GWh % 

燃煤 426 0.57% 1,580 0.80% 

生質能 1,180 1.59% 5,934 2.99% 

地熱 2,651 3.58% 12,362 6.23% 

核能 4,577 6.18% 18,491 9.32% 

燃氣 45,183 60.97% 121,649 61.34% 

水力 13,888 18.74% 27,461 13.85% 

太陽能 855 1.15% 1,533 0.77% 

風力 4,967 6.70% 9,152 4.61% 

其他 376 0.51% 151 0.08% 

總計 74,103 100% 198,313 100%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圖 3-2 2011 年加州電力市場各部門電力最終消費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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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電力產業結構 

因為地緣關係，美國電力調度系統與加拿大有密切關係，兩者形成北美十大

獨立調度系統，如圖 3-3 所示。此十大電力調度系統旨在考量市場準則下權衡電

力可靠度，使有效率和穩健的電力市場能提供競爭可靠的供電服務給用戶。目前

供應美國三分之二及加拿大五成人口用電。 

 

圖 3-3 北美十大獨立調度系統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ISO / RTO Council (2014) 

1. 賓澤馬電力產業結構 

PJM為一個跨州的電力系統，系統複雜度更因為各州政府間的不同法令規

定而增加，但透過不同區域的意見協調整合，與強調電力調度中心的獨立性，反

而單一州政府介入程度低，電業政策不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擾。 

PJM電力產業結構如圖3-4所示，發電業者可以直接與配電公司簽訂雙邊合

約直接供電給用戶，由電力調度中心向輸電資產擁有者租用設備進行每日與即時

市場運作，發電業者、公用配電公司與售電業者在此市場中進行電力買賣。PJM

並未要求綜合電業必須進行分割，僅要求其將輸電資產控制權交出，所有權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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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綜合電業，同時配電業也可兼營售電業，但允許獨立售電業者存在，也就是不

擁有配電網僅進行售電服務之能源服務業者。 

註：UDC為公用配電公司，ESP為不受管制之能源服務業者 

圖 3-4 PJM 電力產業架構圖 

資料來源：Oren(2005) 

2. 加州電力產業結構 

加州電力市場的設計準則主要由三個市場參與單位構成，分別是獨立電力調

度中心(ISO)、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PX)、排程協調單位 (Scheduling 

Coordinators, SC)。各別單位的職責說明如下： 

(1) 獨立電力調度中心 

ISO 的職責包括確保電網的可靠度、替經過電網的電力規劃排程、平衡電網

的運作、管理輸電壅塞、提供完整的資訊給市場參與者、結算即時能源和輔助服

務等。此外 ISO 還是建立輸電容量市場的過程，ISO 會將輸電容量權在主要壅塞

地區和聯外系統間進行拍賣。所謂的輸電容量權，也就是固定輸電權 (Firm 

Transmission Rights , FTR)常用於規避特定壅塞的路徑，擁有 FTR 的參與者，可

優先被規劃在輸電排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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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力交易所 

電力交換所提供即時的能源價格，決定前一日、前一小時的能源結清價格，

而該結清價格是建立在維持排程平衡的最小成本，並透過最小成本基礎取得足夠

的輔助服務，也提供電力交換所的參與者排程協調的服務，並協助履行市場結算

程序。 

(3) 排程協調單位 

要成為合格的 SC 必須在財務和技術上符合一定的規定，除此之外，還必須

取得供給和需求所需要的資源。大體來講，SC 的職責與售電業非常相似。 

ISO、PX 和 SCs 此三者也攸關決定輔助服務的定價。ISO 的市場參與者可

以選擇參與者本身提供能源排程所支持的輔助服務，也可以選擇透過 ISO 市場

取得市場參與者本身所需的輔助服務。ISO 創造了輔助服務的市場，由 ISO 決定

透過 PX 和 SCs 提供額外輔助服務的標準，ISO 會從 SCs 所遞交的標單中，選擇

和訂價最經濟的服務。 

四、 美國電力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 

美國電力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分別為「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FERC)」和「市場監督與調查辦公室」，以下進一步說明個別的職掌內容。 

1. 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原文為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FERC），是一個獨立機關專

門管理跨洲輸送電力、天然氣、原油之事務。2005 年 Energy Policy Act 頒布後，

FERC 有額外的具體責任，以下列出與電力產業相關的事務： 

 管制跨洲交易的輸電和批發電力事務； 

 審查特定電力公司的併購案和交易案； 

 少數情況下，需審查電力輸送計畫選址的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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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強制的可靠性標準規範，維護跨洲高壓輸電系統可靠度； 

 監督和調查能源市場交易； 

 透過執行民事罰則和其他工具落實監管要求。 

2. 市場監督與調查辦公室 

原文為 Office of Market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OMOI），主要任務為強

力執行監督、評估、調查、執法、規劃、處罰等管制功能。OMOI 共有 100 多位

員工，同時派駐至少兩個全職人員至各 ISO 及批發市場做監督管制工作，加強

聯邦與地方管制機制之整合。此外，OMOI 亦進行法規修訂、要求各 ISO 成立獨

立的監督機制，定期向 FERC 提交市場及調度資訊以及市場及運作績效的報告，

以改正缺失。其主要功能為以下七項： 

 扮演 FERC 重要的諮詢角色，負責管制與監督能源市場結構、能源市場績效

以及市場參與者遵循法規等事項。 

 分析研究能源市場結構與活動，以評估該州市場情況，在可能發生市場危機

時提出警訊，並提供改善對策。 

 對可能違反 FERC 規則、法令及相關能源市場結構、活動與參與者的管制規

定之事件進行調查，對於違反事件加以懲罰，並透過協商與起訴來收取罰

鍰。 

 提供一個非正式解決爭議的平台，並向 FERC 提供執法之建議。 

 讓非正式的爭議解決能夠與強制法規相契合，包括可能會妨礙天然氣或批發

電力市場競爭之行為，以及破壞市場訂價機制等活動。 

 進行市場研究，發展市場模型並加以模擬，蒐集與分析市場監督與調查的資

訊。 

 提出各項報告，包括各州能源市場整理、市場活動與趨勢分析、違反市場條

件的警告及能源市場功能與統一管理的變化。同時需要定期提出報告給

FERC 與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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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競爭主管機關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是一超越黨派的聯邦

機構，成立於 1914 年。其宗旨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及促進競爭。為落實上述宗

旨，FTC 採取因應的措施如下： 

(1) 保護消費者權益：藉由杜絕不公平和詐欺行為的發生，保護消費者權益。具

體措施包括調查、制定規則、教育消費者與企業其權利義務，並從資料安全

和詐欺廣告蒐集調查案件所需的資訊，藉由這些資訊認定是否有違法。 

(2) 促進競爭：藉由執行反托拉斯法、監督市場活動、檢視潛在併購對象、確保

市場開放自由，以維持市場競爭，使消費者擁有價廉、選擇多元、品質高的

消費環境，並根據消費者偏好適時的挑戰反競爭的併購者和企業，以維護市

場活動。 

FTC 由五位委員領導，委員的產生由總統提名，參議院任命，每位委員的任

期為七年，屬於同一政黨的委員不能超過三位，由總統從五位委員中擇一擔任主

任委員。委員會中有設三個局及若干辦事處，三個局分別為：競爭局(Bureau of 

Competition)、消費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經濟局(Bureau of 

Economics)。以下簡述各局之任務與相關措施： 

(1) 競爭局：其任務在於防止反競爭的併購和其他違反競爭的商業活動，藉由執

行反托拉斯法促進競爭，以及在對應合理的價格與品質下，保護消費者自由

選擇財貨、服務的權利。 

(2) 消費者保護局：其任務在於藉由執行國會通過的消費者保護法律以及 FTC 過

去發佈的交易準則，保護消費者免受不公平、欺騙行為所害。其具體措施包

括：進行個別公司或產業層級的調查、行政和聯邦法院的訴訟、規則制定程

序、消費者和企業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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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局：其任務係協助評估執行判決的經濟衝擊。對此提供經濟分析和支持

反托拉斯法和消費者保護調查，分析政府管制對競爭和消費者的衝擊，並將

分析結果提供至國會。 

 

第二節  歐盟 

一、 歐盟電力市場自由化沿革 

歐盟由 28 個成員國組成，因地緣關係，非歐盟成員國的電力系統有和成員

國相連，其形成的七個電力區如圖 3-5 所示。由於各國國情與產業環境迥異，因

此若要求各成員國採用嚴格的產業分割模式，如英國 Transco 模式，或寬鬆的美

國獨立系統操作者 ISO 模式，恐怕都無法讓所有成員國接受，因此歐盟議會在

考量政治妥協下，乃訂定長期歐盟能源單一整合自由化市場為改革終極目標，至

於如何達到目標則交由各國自行決定其國內能源市場自由化改革之方式，但歐盟

透過上述法令規定各國自由化必須遵守之最低準則與改革時程限制，以避免各國

電業自由化誤入歧途或延宕不前。 

依上述法令要點來看，歐盟對各會員國電業改革方式最低要求屬於自由化改

革方式中最寬鬆之輸電系統代輸模式（Wheeling Model），又稱之為第三方准用

模式（Third Party Access Model），要求各會員國必須開放其電力系統與市場供第

 

圖 3-5 歐洲七個電力區 

資料來源：Everis and Mercados EM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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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使用與准入，如果各會員國對自由化改革較為積極者，可採用朝向 ISO 模

式或產業分割之 Transco 模式提早進行用戶購電選擇權的完全開放，歐盟亦不加

干涉，甚至鼓勵。由於各國電業自由化最低要求為代輸模式，因此輸配電力系統

與相關調度及費率資訊之公開及其管制監督機制就成為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法

令要求輸電系統操作者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若對綜合電業不進行產業所有

權分割，則亦要求綜合電業至少要做到對輸電系統操作者在決策、組織與會計帳

目上之獨立，且輸電系統操作者必須實質上獨立於電業中其他利益團體，如發、輸、配

電業或部門，並接受管制機構的嚴格監督，以確保電力市場朝自由公平競爭的方面發展。 

歐盟為了落實將電力、天然氣市場全面自由化以及整合歐盟市場之目的，先

後制定相關法規。在 1996 年 12 月頒布電力市場自由化之法規，1997 年 2 月 19

日開始實施「電力內部市場共同規則」（Directive96/92/EC: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2003 年 6 月重新修訂後發布新的電力內部市場共

同規則（Directive 2003/92/EC），其中規範了會員國發、輸、配電業之組織、功

能、市場行為及網路公平使用、系統操作之一般規則，以促進電力市場之自由競

爭。歐盟委員會有責任確保所有會員國履行其責任及推動制度之透明度，其相關

重要法規要點如下： 

(1) 供電安全監督  

各成員國應確實監督供電之安全事務，必要時可指派專責機構負責之。監督

事項包括：國內市場供需平衡、未來需求預測、既定及興建中容量規劃、網路維

護品質、滿足尖峰需求及處理供電者供電不足之措施等。負責機構在每兩年的 7

月 31 日前應提交監督成果報告及採行措施給歐盟委員會。（第四條） 

(2) 技術規則  

成員國應制訂技術安全準則，以做為發電機與網路系統或配電系統連結、直

供線路、互聯網路之最低設計及操作標準，各項技術標準應客觀不具歧視性。（第

五條） 

(3) 輸電系統操作者指派  

成員國應指派，或要求擁有輸電系統的電業指派一個或多個輸電系統操作者。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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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電系統操作者之任務  

各輸電系統操作者應負責： 

 確保系統滿足長期輸電需求的能力 

 透過適當輸電容量及系統可靠度，維持供電安全 

 考慮與其他互聯網路之交易，管理系統之電能。最終目的則是要確保安

全、可靠、有效率的電力系統 

 提供其他互聯網路之輸電系統操作者足夠資訊，以維持互聯系統之安全

及操作效率 

 確保系統使用之公平性 

(5) 提供網路使用之充分資訊（第九條）  

(6) 輸電系統操作者之分離  

輸電系統操作者若屬於垂直整合之綜合電業，則至少應在法律形式、決策過

程、組織上與其他輸電無關部門分離。但不強制要把資產所有權切割出來。負責

擔任輸電系統操作的人員，不可參與綜合電業其他發、配、售電活動。（第十條） 

(7) 調度與平衡  

 輸電系統操作者應負責其區域中之發電設備之調度，並決定其他互連網

路之使用 

 其調度準則應經過成員國的管制單位核准，須為客觀公正、公開、並以

不歧視方式為之，須考慮機組之經濟特性、互聯網路之傳送及系統技術

限制 

 成員國可給予使用自產能源之電廠調度優先權，但不可超過發電使用能

源總量之 15% 

 輸電系統操作者應以透明、非歧視之市場方式購買電力以供線路損失及

備用電力之用 

 輸電系統操作者處理電力平衡之準則，包括收費標準，應客觀、透明、

非歧視。費率之計算方法應滿足非歧視及反映成本兩項要求 

(8) 會計帳目之獨立  

綜合電業對其發、輸、配電部門之營運活動，應有分開獨立之內部會計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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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歧視、交叉補貼及扭曲競爭之現象。（第十九條） 

(9) 第三者使用輸配電系統  

成員國應制定第三者使用輸、配電系統的制度，公告費率應適用於所有合法

之使用者，且應符合客觀、不歧視原則。在費率公布前，各成員國之管制機構應

先審核其價格及計算方法。當網路容量不足時，輸電系統操作者可拒絕第三者使用，

但需提出合理理由及相關資料。 

(10) 管制機構  

成員國應設立一或多個管制機構，該機構需獨立於其他電業中之利益團體，

負責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及效率，其主要監督項目為： 

 互聯網路之管理及分配規則 

 國內電力系統網路壅塞處理 

 輸配電公司連結及修復網路的速度 

 輸配電系統操作者關於網路使用，互聯網路容量分配等資訊之公布 

 會計帳目之獨立 

 給予新發電業者之網路連結條款、費率之公平性 

 市場之透明性及競爭 

管制機關還必須負責審核網路連結及平衡服務之收費計算方式。當對輸配電

系統操作有爭議時，可移交至管制機構進行調解，管制機構應接到投訴在兩個月

內公布決議。若為跨國爭議，則判決單位為拒絕他人使用系統之輸電系統操作者

所在行政區之管制單位。（第二十三條） 

(11) 安全措施  

當電力市場發生緊急事件，致使人員、設備、裝置或系統安全遭到威脅時，

成員國可暫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安全措施必須儘量降低對內部市場的衝擊，並

且不應超過補救之必要範圍之外。成員國必須立刻通知其他成員國與歐盟委員會

其所採取之安全措施，若有扭曲市場競爭或不利交易，影響共同利益時，可令其

停止或修正。（第二十四條） 

(12) 報告  

歐盟委員會應監督及檢討指令之執行，且每年提交總進度報告給歐盟議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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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其報告內如下： 

 建立完善及完全可運作之歐盟市場進度與所獲之經驗 

 指令中對系統操作者之獨立分割及費率要求執行程度 

 系統容量水準及供電安全檢討 

 成員國滿足尖峰負載措施及供電者供電不足處理方式 

 與第三國之電力出口或輸電雙邊合約進度評估 

 能源標章推動狀況 

此外，歐盟於 2014 年 2 月 4 日實施歐盟單一電力市場制度，又稱作「單一

歐洲價格耦合  (Single European Price Coupling)4  」或稱「市場耦合(Market 

Coupling)」，此制度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透過更好的跨境電力流通管理，平抑各國

間的電價差。其概念是將原先歐洲電網營運商和能源交易所業者在不同分開的電

力市場交易電力，而市場耦合即可在單一共同電力市場進行電力拍賣競價。而此

歐盟單一電力市場制度的實施，逐步落實建立前述歐洲單一能源市場之願景，此

乃自 1990 年代以來最大的市場自由化變革。初步涵蓋歐洲 15 個國家5，合計電

力供應占歐洲整體 75%，預計 2014 年底將會再有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斯

洛維尼亞、希臘納入此單一電力市場。 

二、 歐盟電力供需結構 

歐盟各國 2014 年 1 月單月發電量比例與用電消費量如表 3-3 所示。發電量

最大的國家依序為:法國 56,038 GWh、德國 51,171 GWh、英國 27,111 GWh、西

班牙 24,062 GWh、義大利 22,853 GWh。以上五國相對應的電力消費量為: 法國

49,296 GWh、德國 46,099 GWh、英國 29,755 GWh、西班牙 23,232 GWh、義大

利 26,886 GWh。各國發電量組成結構因國家稟賦和能源政策走向而有所差異，

法國的發電量以核能為主，占總發電量 76.2%，其次是水力 12.6%，風力占 3.9%，

燃煤發電占 3.4%。德國燃煤發電占 47.7%，核能 16.5%，風力 12%，燃氣發電

10%，生質能 5.9%。英國燃煤發電占 41.9%，燃氣發電 22.8%，核能 22.2%，風

                                                      
4 參考自 ACER(2011) 
5 包括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愛沙尼亞、法國、芬蘭、德國、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挪

威、荷蘭、波蘭、瑞典及英國（不計北愛爾蘭）的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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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0.1%。西班牙風力占 27.3%，水力 19.5%，核能 18.8%，燃氣發電 16.9%。

義大利燃氣發電占總發電量 40%，水力 18.2%，燃煤 13.5%，燃油 10.3%，風力

7.5%。 

歐盟國家極力推廣再生能源，以風力發電來看，占總發電占比最高的是丹麥

49.5%。但若以實際發電量排序，最多的是西班牙 6,568 GWh，德國居次為 6,126 

GWh。太陽能發電占總發電比例較高的主要是南歐國家，以實際發電量排序最

高的是義大利 779 GWh (3.4%)，其次西班牙 454GWh (1.9%)，第三是希臘 213 

GWh (5.3%)。此外，挪威水力資源豐沛，高達 95.5%的發電量皆來自水力發電，

冰島也有相似情形，冰島水力發電占 71.7%，地熱發電約占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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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4 年 1 月各國發電量組成結構與消費量                               （單位：GWh） 

國家 核能 燃煤 燃氣 燃油 其他化石燃料 風力 太陽能 生質能 其他再生能源 水力 其他 總發電量 總用電量 

Austria(AT) 0 414 792 55 209 256 0 0 233 2429 739 5127 6644 

% 0.0% 8.1% 15.4% 1.1% 4.1% 5.0% 0.0% 0.0% 4.5% 47.4% 14.4% 100.0% 

 Bosnia(BA) 0 854 0 0 0 0 0 0 0 570 0 1424 1075 

% 0.0% 6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0.0% 0.0% 100.0%   

Belgium(BE) 4234 166 1832 0 0 580 67 259 0 176 0 7314 7881 

% 57.9% 2.3% 25.0% 0.0% 0.0% 7.9% 0.9% 3.5% 0.0% 2.4% 0.0% 100.0%   

Bulgaria(BG) 1426 2145 227 0 0 107 49 8 0 228 0 4199 3307 

% 34.0% 51.1% 5.4% 0.0% 0.0% 2.5% 1.2% 0.2% 0.0% 5.4% 0.0% 100.0%   

Switzerland(CH) 2469 0 0 0 172 11 0 0 143 2509 0 5304 6116 

% 46.5% 0.0% 0.0% 0.0% 3.2% 0.2% 0.0% 0.0% 2.7% 47.3% 0.0% 100.0%   

Cyprus(CY) 0 0 0 316 0 26 0 0 0 0 0 342 342 

% 0.0% 0.0% 0.0% 92.4% 0.0% 7.6% 0.0% 0.0% 0.0% 0.0% 0.0% 100.0%   

Czech Republic(CZ) 2882 0 293 0 4083 0 0 0 89 268 0 7615 5916 

% 37.8% 0.0% 3.8% 0.0% 53.6% 0.0% 0.0% 0.0% 1.2% 3.5% 0.0% 100.0%   

Germany(DE) 8430 24384 5136 181 1115 6126 717 2997 131 1954 0 51171 46099 

% 16.5% 47.7% 10.0% 0.4% 2.2% 12.0% 1.4% 5.9% 0.3% 3.8% 0.0% 100.0%   

Denmark(DK) 0 1278 545 14 0 2022 5 216 0 2 0 4082 3272 

% 0.0% 31.3% 13.4% 0.3% 0.0% 49.5% 0.1% 5.3% 0.0% 0.0% 0.0% 100.0%   

Estonia(EE) 0 0 0 0 830 45 0 59 0 4 0 938 857 

% 0.0% 0.0% 0.0% 0.0% 88.5% 4.8% 0.0% 6.3% 0.0% 0.4% 0.0% 100.0%   

Spain(ES) 4512 2367 4069 850 0 6568 454 528 0 4689 25 24062 23232 

% 18.8% 9.8% 16.9% 3.5% 0.0% 27.3% 1.9% 2.2% 0.0% 19.5% 0.1% 100.0%   

Finland(FI) 2061 997 861 27 476 91 0 1220 0 1417 95 7245 8905 

% 28.4% 13.8% 11.9% 0.4% 6.6% 1.3% 0.0% 16.8% 0.0% 19.6% 1.3% 100.0%   

France(FR) 42694 948 1918 497 0 2190 171 574 0 7046 0 56038 49296 

% 76.2% 1.7% 3.4% 0.9% 0.0% 3.9% 0.3% 1.0% 0.0% 12.6% 0.0% 100.0%   

Great Britain(GB) 6026 11356 6180 2 33 2750 0 0 0 764 0 27111 29755 

% 22.2% 41.9% 22.8% 0.0% 0.1% 10.1% 0.0% 0.0% 0.0% 2.8% 0.0% 100.0%   

Greece(GR) 0 2280 856 0 0 279 213 18 0 337 0 3983 4415 

% 0.0% 57.2% 21.5% 0.0% 0.0% 7.0% 5.3% 0.5% 0.0% 8.5% 0.0% 100.0%   

Croatia(HR) 0 196 40 0 85 59 0 0 0 738 0 1118 1489 

% 0.0% 17.5% 3.6% 0.0% 7.6% 5.3% 0.0% 0.0% 0.0% 66.0% 0.0% 100.0%   

Hungary(HU) 1293 597 307 4 0 60 0 94 0 24 0 2379 3500 

% 54.4% 25.1% 12.9% 0.2% 0.0% 2.5% 0.0% 4.0% 0.0% 1.0% 0.0% 100.0%   

Ireland(IE) 0 480 972 6 0 549 0 0 11 130 12 2160 2388 

% 0.0% 22.2% 45.0% 0.3% 0.0% 25.4% 0.0% 0.0% 0.5% 6.0% 0.6% 100.0%   

資料來源：ENTSO-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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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4 年 1 月各國發電機組發電量與消費量(續)                              （單位：GWh） 

國家 核能 燃煤 燃氣 燃油 其他化石燃料 風力 太陽能 生質能 其他再生能源 水力 其他 總發電量 總用電量 

Iceland(IS) 0 0 0 0 0 0 0 0 432 1092 0 1524 1524 

%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8.3% 71.7% 0.0% 100.0%   

Italy(IT) 0 3080 9152 2355 987 1717 779 162 463 4158 0 22853 26886 

% 0.0% 13.5% 40.0% 10.3% 4.3% 7.5% 3.4% 0.7% 2.0% 18.2% 0.0% 100.0%   

Lithuania(LT) 0 0 51 0 134 94 2 36 0 103 0 420 1019 

% 0.0% 0.0% 12.1% 0.0% 31.9% 22.4% 0.5% 8.6% 0.0% 24.5% 0.0% 100.0%   

Luxembourg(LU) 0 0 126 0 0 11 1 4   109 6 257 552 

% 0.0% 0.0% 49.0% 0.0% 0.0% 4.3% 0.4% 1.6% 0.0% 42.4% 2.3% 100.0%   

Latvia(LV) 0 0 198 0 58 17 0 29 28 257 0 587 724 

% 0.0% 0.0% 33.7% 0.0% 9.9% 2.9% 0.0% 4.9% 4.8% 43.8% 0.0% 100.0%   

Montenegro(ME) 0 137 0 0 0 0 0 0 0 190 0 327 327 

% 0.0% 41.9% 0.0% 0.0% 0.0% 0.0% 0.0% 0.0% 0.0% 58.1% 0.0% 100.0%   

Macedonia(MK) 0 348 62 0 0 0 0 0 0 64 0 474 849 

% 0.0% 73.4% 13.1% 0.0% 0.0% 0.0% 0.0% 0.0% 0.0% 13.5% 0.0% 100.0%   

Netherlands(NL) 382 0 0 0 6515 777 8 763 0 10 0 8455 10199 

% 4.5% 0.0% 0.0% 0.0% 77.1% 9.2% 0.1% 9.0% 0.0% 0.1% 0.0% 100.0%   

Norway(NO) 0 0 313 0 0 357 0 0 0 14072 0 14742 13996 

% 0.0% 0.0% 2.1% 0.0% 0.0% 2.4% 0.0% 0.0% 0.0% 95.5% 0.0% 100.0%   

Poland(PL) 0 10853 239 0 844 886 0 509 0 246 0 13577 13407 

% 0.0% 79.9% 1.8% 0.0% 6.2% 6.5% 0.0% 3.7% 0.0% 1.8% 0.0% 100.0%   

Portugal(PT) 0 691 473 11 21 1633 22 224 0 2410 0 5485 4576 

% 0.0% 12.6% 8.6% 0.2% 0.4% 29.8% 0.4% 4.1% 0.0% 43.9% 0.0% 100.0%   

Romania(RO) 970 1586 420 0 687 516 23 36 0 1195 0 5433 4885 

% 17.9% 29.2% 7.7% 0.0% 12.6% 9.5% 0.4% 0.7% 0.0% 22.0% 0.0% 100.0%   

Serbia(RS) 0 3137 41 0 0 0 0 0 0 771 0 3949 3895 

% 0.0% 79.4% 1.0% 0.0% 0.0% 0.0% 0.0% 0.0% 0.0% 19.5% 0.0% 100.0%   

Sweden(SE) 6375 66 304 22 171 1214 0 1056 0 6860 0 16068 14726 

% 39.7% 0.4% 1.9% 0.1% 1.1% 7.6% 0.0% 6.6% 0.0% 42.7% 0.0% 100.0%   

Slovenia(SI) 517 382 1 0 10 0 0 0 0 476 0 1386 1095 

% 37.3% 27.6% 0.1% 0.0% 0.7% 0.0% 0.0% 0.0% 0.0% 34.3% 0.0% 100.0%   

Slovakia(SK) 1339 286 138 0 0 1 10 42 10 319 131 2276 2393 

% 58.8% 12.6% 6.1% 0.0% 0.0% 0.0% 0.4% 1.8% 0.4% 14.0% 5.8% 100.0%   

資料來源：ENTSO-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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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電力產業結構 

由表 3-4所示，從涵蓋全國 95%發電的發電廠商家數、主要的電力廠商家數、

最大一家發電廠的市占率等指標，可觀察到歐盟成員國的發電廠商結構，除了德

國、荷蘭、丹麥、波蘭、芬蘭發電業集中度較分散之外，多數國家發電業的集中

度仍偏高。電力零售業方面，雖然由主要的電力零售商家數來看，可發現多數歐

盟成員國電力零售業集中度仍高，但發電業集中度高不必然表示電力零售業集中

度也高，兩者未存在明顯的關聯性。 

表3-5顯示歐盟輸電業結構，歐盟各成員國境內多以一家TSO居多，而當中

的例外為荷蘭有兩家，奧地利、英國、葡萄牙有三家，德國四家，義大利十一家。

歐盟成員國間也進行輸配電事業分拆的工作，但各國分拆情形差異甚大，TSO完

全民營化的國家有德國、匈牙利、英國，TSO民營化比例高的國家有西班牙（80%）、

義大利（70%）、芬蘭（88%）。即使TSO分拆，但大多數成員國的TSO都未擁有

電網資產。配電系統操作者(DSO)方面，法律上的分拆是目前歐盟最典型的分拆

形式。由表3-6可知，德國雖有800多家DSO，其中很多都與Stadtwerke相連，以

進行配電和其它公共服務。多數國家都適用Article 26 of the Electricity Directive 

(2009/72/EC) 用戶數少於100,000個的DSO可免於分拆的規定。 

 

  



43 
 

表 3-4 2010 年歐盟電力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Eurostat (2010)  
1 主要的電力公司定義為：該電力公司提供至少 5%的全國電力 
2 主要電力零售商的定義為：該電力零售商銷售電力至少占全國電力消費的 5% 

  

 涵蓋全國 95%發

電的發電廠家數 

主要的電

力廠商家

數 1 

最大一家發電

廠的市占率 

電力零售

商家數 

主要的電力

零售商家數

2 

Belgium 4 3 79.10% 37 3 

Bulgaria 22 5 N/A 36 5 

Czech Republic 24 1 73.00% 324 3 

Denmark > 1000 2 46.00% 33  

Germany > 450 4 28.40% > 1000 3 

Estonia 6 1 89.00% 41 1 

Ireland 8 6 34.00% 8 5 

Greece 4 1 85.10% 11 1 

Spain N/A 4 24.00% 202 4 

France > 5 1 86.50% 177 1 

Italy 217 5 28.00% 342 3 

Cyprus 1 1 100.00% 1 1 

Latvia 45 1 88.00% 4 1 

Lithuania 17 5 35.40% 15 3 

Luxembourg 3 2 85.40% 11 4 

Hungary 68 3 42.10% 38 5 

Malta 1 1 100.00% 1 1 

Netherlands 7 5 N/A 36 3 

Austria 126 4 N/A 129 6 

Poland 68 5 17.40% 146 7 

Portugal 107 2 47.20% 10 4 

Romania 10 6 35.60% 56 8 

Slovenia 3 2 56.30% 16 7 

Slovakia 8 1 80.90% 77 5 

Finland 29 4 26.60% 72 3 

Sweden 24 5 42.00% 134 5 

United Kingdom 19 9 20.00% 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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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0 年歐盟各國輸電營運商(TSO)結構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各國 TSO

家數 

解制的 TSO

家數 

國營 TSO

占比 

民營 TSO

占比 

有網路資產的

TSO 家數 

無網路資產的

TSO 家數 

Belgium 1 1 47.9 52.1 1 0 

Bulgaria 1 0 100 0 0 1 

Czech Republic 1 1 100 0 1 0 

Denmark 1 1 100 0 1 0 

Germany 4 2 0 100 2 0 

Estonia 1 1 100 0 1 0 

Ireland N/A N/A N/A N/A N/A N/A 

Greece N/A N/A N/A N/A N/A N/A 

Spain 1 1 20 80 1 0 

France 1 0 84.5 15.5 1 0 

Italy 11 1 30 70 11 0 

Cyprus N/A N/A N/A N/A N/A N/A 

Latvia N/A N/A N/A N/A N/A N/A 

Lithuania 1 0 97.5 2.5 0 1 

Luxembourg 1 0 42.5 57.5 1 0 

Hungary 1 0 0 100 1 0 

Malta 0 0 0 0 0 0 

Netherlands 2 2 100 0 N/A N/A 

Austria 3 0 75.6 24.4 2 1 

Poland 1 1 100 0 1 0 

Portugal 3 1 51 49 1 0 

Romania 1 1 73.7 26.3 1 0 

Slovenia 1 1 100 0 1 0 

Slovakia 1 1 100 0 1 0 

Finland 1 1 12 88 1 0 

Sweden 1 1 100 0 1 0 

United Kingdom 3 1 0 10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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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10 年歐盟配電營運商(DSO)結構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各國 DSO

家數 

DSO 分拆所

有權的家數 

解制的

DSO 家數 

DSO 超過 100,000 客

戶可豁免分拆 

少於 100,000 客戶

的 DSO 家數 

Belgium 27 11 27 NO 12 

Bulgaria 4 4 4 NO 1 

Czech Republic 3 0 3 YES 297 

Denmark 77 0 77 NO 71 

Germany 869 0 146 YES 794 

Estonia 37 N/A 1 YES 36 

Ireland N/A N/A N/A N/A N/A 

Greece N/A N/A N/A N/A N/A 

Spain 351 0 351 YES 345 

France 148 0 5 YES 143 

Italy 144 119 10 YES 134 

Cyprus N/A N/A N/A N/A N/A 

Latvia N/A N/A N/A N/A N/A 

Lithuania 2 0 2 YES 4 

Luxembourg 6 0 1 YES 5 

Hungary 6 0 6 NO 0 

Malta 1 0 0 NO 0 

Netherlands 7 5 7 NO 3 

Austria 128 0 11 YES 117 

Poland 22 0 7 YES 15 

Portugal 13 10 11 YES 10 

Romania 37 5 8 YES 29 

Slovenia 1 0 1 NO 0 

Slovakia 3 0 3 YES 162 

Finland 85 0 51 NO 82 

Sweden 173 0 173 YES 167 

United Kingdom 19 13 6 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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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盟電力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 

1. 歐盟電力產業主管機關 

歐盟共同的能源政策以及各項法規，由歐盟委員會（The Commission）在歐

盟議會（The European Parliament）及理事會（The Council）授權之下起草擬訂，

並呈給議會及理事會，並執行議會及理事會同意之法律、預算與計畫。歐盟委員

會扮演條約的保護者，同時與歐盟法院共同確保歐盟法律被適當引用，並在國際

場合代表歐盟簽訂國際貿易及合作之協定。 

2003 年 11 月 11 日，歐盟委員會成立了「歐洲電力及天然氣管制小組」

（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ERGEG），其成員為各會員國

電、氣主管機構之首長。其成立目的是為了推動成立歐盟境內創新的、單一的、

整合的電力與天然氣市場，針對電力市場改革指令及跨邊界電力交易指令，該小

組提供了一個透明的平台促進會員國管制機構之間以及管制機構與歐盟委員會

之合作。協助委員會整合並鞏固歐洲能源單一市場，使各成員國之能源市場政策

及措施能儘量一致。小組每年需提交年報給歐盟委員會，再呈報歐盟議會及歐盟

理事會，說明其當年各措施與活動之推動情況。 

歐洲能源管制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an Energy Regulators, CEER)於 2003

年成立，為負責國家層級監管能源事務的獨立法定機構。成立目的在於保護消費

者利益，並加速歐洲整合為單一的天然氣和電力市場。其扮演一個合作和交換資

訊的平台，協助各國能源主管單位和歐盟各組織接洽事宜。CEER 中有專家提供

意見給歐盟委員會，使歐盟委員會得以尋求必要的資源落實管制電力和天然氣政

策。CEER 除了上述職責外，還積極與國際能源監管網絡(International Energy 

Regulation Network, IERN)分享電力監管經驗，致力促進全球電力、天然氣市場

監管資訊的交換和分析。因為與 ERGEG 業務重疊，根據歐盟委員會 2011 年 5

月 16 日廢除 Decision 2003/796/EC 的決議，將 ERGEG 過去相關工作一併整合

到 CE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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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能源管制合作局(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由歐盟預算支應開始運作，約有 50 位成員。其目的係在歐盟層級架構下，

協調各成員國能源管制機關，並以完成歐洲單一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為目標。具體

任務包括監督歐洲輸電系統網絡(European Networks of Transmission System, 

ENTSOs)和輸電系統調度商之間的運作，網路調度規則由 ACER 負責規劃，

ENTSO 會員必須遵循此調度規則。ACER 在開始執行年度計畫前，ACER 會依

據歐盟委員會的諮詢意見和 ACER 監管會議(Board of Regulators)核准的法定章

程，擬定隔年的執行計畫，並在每年的 9 月 30 日前交由 ACER 的行政委員會

(Administrative Board)，行政委員會再發送給歐盟議會、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

會，並將工作計劃公開於大眾。 

2. 歐盟競爭主管機關 

歐盟委員會中負責歐盟競爭法的部門為競爭總局(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與各成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執行歐盟競爭法(EU Competition Rules)

和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TFEU)，以確保企業能公平

競爭，維護消費者、企業、整體歐盟的利益。競爭總局為因應違反競爭的活動，

有以下職責： 

 檢視市場有無違反競爭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情事發生； 

 控制併購活動； 

 控制國家援助 (State Aid) 活動； 

 監督自由化市場 

競爭總局在審查相關案子的過程中，細節會維持保密以保護相關企業的商業

機密。在執行市場監督任務方面，偵查企業傷害消費者情事時，會向各產業 (如：

能源業、金融業) 進行諮詢，使競爭總局有更清楚的瞭解，以利有效執行決策判

斷。此外，競爭總局也會和各個成員國的競爭主管機關合作，甚至與世界各國的

相關單位合作，以利資訊的交換以及對偵查案件採取最佳的措施。每年競爭總局

需準備相關調查活動報告給歐洲議會，亦會透過網路或印刷品發布相關資訊給大

眾，經濟暨貨幣事務委員(Economic and Monetary Affairs Committee, ECON)一年

也會與競爭總局官員開三次會討論當前政策發展和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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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一、 日本電力市場自由化沿革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保護及培植國內產業，因此對電業加諸許

多的管制。近年來隨著世界電業自由化潮流，其政府對電力產業也採取逐步開放

政策。1995 年日本「電業法修正」，開始於電力產業中引進競爭，開放獨立發電

業（IPPs）進入市場，但其發電只能躉售給具區域獨占特性的綜合發輸配售業務

之垂直整合電力公司（一般電氣事業者）；此外，並開放成立「特定電氣事業者」，

亦即我國分散型發電業者，申請後可利用其自有線路直接供電給附近用戶。電價

管制方式則引進「標竿比較法」，以促使電業積極提昇效率。 

1999年 5月電業法修正亦著重於零售市場的開放，於 2000年 3月開始實施，

開放成立「特定規模電氣事業者」（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 PPS），其可透過

區域綜合電力公司的輸配電設備代輸，供電給有選擇權的用戶，用電規模大於

2000kW 以上特高壓用戶，即可行使用戶購電選擇權，向其他區域電力公司、IPP

或 PPS 購電。2004 年開放 500kW 以上高壓用戶，2005 年 4 月涵蓋至 50kW 的用

戶，即一般家庭用戶。截止 2011 為止，已涵蓋全日本 60%的電力需求。日本自

1995 年起陸續推動發電和電力零售自由化，迄今電力躉售現貨的約定總量占電

力總需求量不到 0.5%，在自由化零售部門，10 大電力公司的售電量仍占 96%。 

日本電業自由化採階段開放方式，除以上擴大用戶購電選擇權之改革措施外，

另外強調電力網路之公平及透明化。故於 2003 年 11 月，由電力公司、PPSs、自

行發電商(Self-generators) 等電力業者，投資成立日本電力交易所 (Japan Electric 

Power Exchange, JEPE)，並於 2005 年 4 月商轉。綜合電業、IPP、PPS 都可至電

力交易所進行電力交易，為自願性電力池型態。電力競價制度係由大用戶公開招

標，由電力公司及 PPS 投標競價，得標者可獲得供電之權利，得標價格得不公

開。電業自由化後的五年內，電力市場之新進業者 IPP 共有 38 家，供電能力為

7,380kW，「特定電氣事業者」則僅有兩家，發電規模分別為 12,600kW及 3,122kW，

另有兩家(38,660kW 及 198,400kW)於 2003 年後加入市場。PPS 則有 9 家，總容

量為 1,371,775kW，其供電量僅占 5%，在 9000 家有購電選擇權的用戶中，僅有

100 個用戶變更其供電業者，且多是向其所屬企業集團經營之 PPS 購電。其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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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低的原因，可能是自由化剛起步不久，新 PPS 電廠容量尚未完成興建。雖

然 PPS 所占領的市場相當有限，但由於競爭壓力，已經促使十家區域電力公司

的電價全面下降。 

此外，修改後的電業法進一步取消電業兼營其他業務之限制，不須經主管機

關核准即可兼營他業。因此電力公司為了提升其企業效能，紛紛推出低電價和提

供多元的電價選擇方案，開始經營 internet 網路、電信、不動產、老人安養院等

多種業務，但電力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結果大多數並不理想。電力公司亦有投資海

外電廠及海外天然氣開採事業(馬來西亞及印尼)，以降低其天然氣之燃料成本，

並提高燃料供應穩定度。 

然而，日本電力市場自由化至今，面臨若干問題。除了新電廠容量不多外，

日本電業自由化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由於初期選用之發電設備規格差異，南北

兩區電流頻率不同，南部為 50Hz，北部為 60Hz，其分界線剛好在中央，目前雖

有連結點但無電力輸送，除非全面更新其中一區之發電設備，使其頻率與另一區

相同，否則電力無法越區輸送，這也造成日後 311 福島核災事件遲遲無法復原供

電的主因之一。此外，311 地震後，凸顯出日本電力供應系統的問題，其中包含

躉售電力市場未發揮功能、小型發電業者未充分利用發電能力及區域電網間電力

傳輸之容量限制與頻率不相容。長期問題則是因應重大天災造成主要電源喪失

(如核電廠停機)以及核電配比下降的困境。為克服這些問題，日本政府欲藉由新

一輪電力制度改革，構築進一步競爭且開放的電力市場，以確保低廉且穩定的電

力供給。 

改革方向有三：首先是發電與輸配電部門分離，讓發電業者公平競爭，以利

其能更容易進入發電市場；其次是促進區域間電力調度；最後則是將家庭也納入

零售競爭對象。根據以上改革方向，「基本問題委員會」和「經濟產業省(METI)」

提出以下具體改革推動措施。 

1. 以自由化為主軸的電力制度改革方向 

基於自由化思維，「基本問題委員會」在 2011 年 12 月的會議彙整電力制度

改革方向與論點，藉由構築競爭且開放的電力市場，以實現低廉且穩定的電力供

給。這次會議也決定在經產省資源能源廳設置「電力系統改革專門委員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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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起由該專門委員會以下列論點為電力改革基本對策的主軸，進行電力制度

改革之檢討與推動： 

A. 抑制電力需求對策 

B. 用戶的購電選擇權機制 

C. 電源供應多樣化 

D. 促進競爭與跨域供電 

E. 在市場效率與穩定供電取得平衡 

表 3-7  日本電業自由化推動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時間 事件 

1995 電業法第一次修正 

開放 IPP 與特定電氣事業者(發電+配電+售電) 

放寬電力公司之電價管制，採標竿比較法 

2000 電業法第二次修正 

開放特定規模電氣業者(PPS)(發電+售電) 

電力公司開放輸配電網，PPS 得利用電力公司輸配電網進行供電（代輸） 

開放 2000kW 以上特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2003 電業法第三次修正 

維持電力公司綜合電業經營型態 

成立電力系統協會等中立組織，以提升電網系統運作之公平與效率 

決定成立電力交易所(JEPX) 

擴大零售競爭範圍 

重視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 

2004.4 開放 500kW 以上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2005.4 日本電力交易所開始運作，開放 50kW 以上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成立電力系統委員會(ESCJ)確保輸配電系統的公平與公開使用 

2007 開放低壓電力用戶零售競爭 

2011.3 福島核災;開放代輸量已達總需求的 60% 

2012.3 「電力系統改革專門委員會」進行電力制度改革之檢討並提出改革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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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產業省提出電力系統改革基本對策 

因應福島核災後之電力短缺衝擊 2012 年 7 月日本經濟產業省通過此基本對

策，啟動電力市場制度改革，改革包括兩大支柱: (1)廠網分離；(2)開放購電選擇

權。在此兩大支柱下，綜合電業必須將其發電與輸配電部門分離，同時也必須在

零售市場釋出其壟斷權力。然而，廠網分離僅止於發電與輸電部門功能上的分離，

而非所有權或法律形式上的分離。換言之，輸電公司仍可垂直擁有發輸配售的資

產，進而影響公平競爭，同樣的在開放零售市場的購電選擇權方面，也因為綜合

電業肩負有政策性的供電義務，新的零售業者仍有進入競爭市場的障礙，很難與

其公平競爭，仍然離全面電業自由化還有很大的距離。 

二、 日本電力供需結構 

日本國內資源相當有限，極度仰賴進口能源，約 96%之能源來自於進口，如

果核能不計，亦占 82%，因此如何維持供應穩定一向是日本重要的能源政策。日

本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費國僅次於美國與中國，同亦為第三大核能消費國，僅次

於美國和法國。在福島核災後，發電組成轉移到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e Gas, 

LNG)，成為全球第一大 LNG 消費國。 

日本 2011 年全國總裝置容量為 286 GW，其中燃燒化石燃料的火力發電約

占 185 GW (65%)，核能約占 49 GW (17%)，水力約占 17%。總發電量超過 1,000 

TWh，且已維持一段時間，如圖 3-5 所示。基載主要由非抽蓄式水力 (7.4%) 和

核能 (26%) 組成，其次則是 LNG 和燃煤機組，約占 27.4%，燃油和再生能源機

組為尖峰機組，約占 11.8%。然而，福島核災後，2012 年的核能占總發電量比重

銳減至 2%，LNG 上升至 48%，燃油上升至 16%。全國發電量主要由十家綜合電

力公司提供，其餘由 IPP、特定電氣業者、PPS 等生產，約占 30%。 

電力消費方面，日本為亞洲第二大電力消費國，但電力消費成長率為亞洲地

區最低。2007 年日本電力消費達歷史高點，1.027 兆度，2011 年的電力消費降至

9,830.57億度，如圖 3-6所示。其 2011年電力消費結構，住宅用戶為 288.950TWh，

占 32.6%，表燈電力用戶為 44.931 TWh，占 5%，工業用戶為 237.483 TWh，占

26.8%，商業用戶為 308.084 TWh，占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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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日本 2000-2011 年電力發電組成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ja (查閱日期：2014/ July) 

 

圖 3-6 日本 1980-2011 年電力消費走勢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3) 

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ja#elec (查閱日期：2014/July)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ja
http://www.eia.gov/countries/country-data.cfm?fips=ja#e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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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電力產業結構 

根據日本電力事業法（Electricity Company Business Act）的分類，日本電力

事業公司可分為：一般電力事業（General Electricity Business）、躉售電力事業

（Wholesale Electricity Business）、特定電力事業（Specified Electricity Business）、

特定規模電氣事業（Specified-scale Electricity Business）、躉售電力供應事業

（Wholesale Supply Business），個別執掌如表 3-8 所示。 

表 3-8  日本各電力事業法規定義 

資料來源：The Fede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of Japan (2013) 

日本電力產業架構如圖 3-7 所示。現階段日本由十大綜合電力事業（General 

Electricity Utility）負責區域供電服務，從發電廠傳輸到所管轄的用戶端。如果用

戶未與 PPSs 簽約，綜合電業也必須根據供電義務的規定，提供電力給該用戶群，

以盡到供電義務的責任。為了確保供電的穩定性，電力公司間會透過日本電力交

易所，彼此交易電力或透過特高壓輸電線相連，以處理緊急事故的發生或夏季尖

峰用電需求。 

事業類型 法規定義 

一般電力事業 

（General Electricity Business） 

供應電力對象不分大小電力用戶之事

業（需擁有執照） 

躉售電力事業 

（Wholesale Electricity Business） 

提供電力給綜合電業中的一般電力事

業用，所供應的容量在 2MW 以上之事

業（需擁有執照） 

特定電力事業 

（Specified Electricity Business） 

提供電力滿足特定服務區位電力需求

之事業（需擁有執照） 

特定規模電力事業 

（Specified-scale Electricity Business） 

（亦稱作 PPSs） 

提供電力滿足 50kW 以上用電需求的

用戶之事業，供應對象可以是綜合電

業，亦可為個人，供應範圍除了綜合電

業所負責的範圍外，還包含特定規模電

力事業的營運區域  

躉售電力供應事業 

（Wholesale Supply Business） 

（亦稱作 IPPs） 

提供電力給綜合電業中的一般電力事

業用（不包含跨區的服務），供電 1MW

以上需簽至少 10 年的合約，供電

100MW 以上需簽至少 5 年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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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分為受管制的市場 (Regulated Market) 以及自由化的市場

(Liberalized Market)。PPSs 可直接供電給高壓(50kW 以上)以及特高壓(2MW 以上)

用戶。IPPs 和躉售電力事業生產的電力皆會售給綜合電業，再由綜合電業輸配到

用戶端。由獨立機關日本電力系統委員會 (Electric Power System Council of Japan, 

ESCJ)負責立法監督電力交易所和綜合電業商業活動，該委員會詳細的職責請見

下一小節。 

 

圖 3-7 日本電力產業結構示意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2012)  

四、 日本電力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 

1. 日本電力產業主管機關 

為了維持輸配電力的公平與透明，於 2005 年 4 月成立電力系統委員會獨立

機關，負責制定法規和監督電力市場的運作。其具體職責如下： 

 制定輸配電及其他相關服務運作的基本辦法； 

 指導、建議電力事業確保輸配電及其他相關服務運作順暢； 

 處理電力事業有關輸配電及其他相關服務的申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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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輸配電及其他相關服務之資訊、聯絡方式、協調功能； 

 負責調查和研究工作事項，以支持輸配電及其他相關服務運作順暢； 

 提供資訊和設備做協調機組排程用。 

2. 日本競爭主管機關 

日本於1947年七月根據反壟斷法6設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旨在促進民主化及強化國家經濟發展，並透過公平和自由

的競爭確保一般大眾的利益，禁止私人獨占和不合理的交易限制(如卡特爾)。其

主要職責有三： 

(1) 執行反壟斷法和承包法(Subcontract Act)：做為反壟斷法和承包法的執法

機關，致力於即時維護競爭秩序，隨時監督市場機能以及經濟和商業活

動，以防止任何違反反競爭法相關法律的情事發生，若偵查到有違法情

事將會令其停止相關活動，在必要情況時（如價格卡特爾等聯合行為發

生）將對違法單位課以罰緩。 

(2) 落實競爭政策：為了建立跨國、開放、自由、公平、動態的經濟社會，

JFTC 透過各種研究和提案，以利相關制度的改革，執行競爭限制相關的

行政指導，促進公共投標系統的改善，定時修改執法準則作為違法的防

範措施，並積極落實競爭政策。 

(3) 國際合作：為了因應跨國卡特爾和跨國併購活動的增加， JFTC 藉由與

各 國 競 爭 主 管 機 構 交 換 意 見 、 執 行 雙 邊 反 壟 斷 合 作 (Bilateral 

Antimonopoly Cooperation Agreements)、簽訂經濟夥伴協議(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等舉措，以加速國際合作。

此外，JFTC 也提供受訓、舉辦地方研討會、外派專家等技術指導給開發

中國家。 

                                                      
6官方法律原名為Act on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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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南韓 

一、 南韓電力市場自由化沿革 

南韓電業自由化背景與我國相似，表3-9為南韓電力市場自由化過程之沿革，

在電業自由化以前，由南韓電力公司（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

以國營綜合電業型態負責南韓輸配電系統及 94％的發電裝置容量。1994年 7月，

南韓電力公司進行一項經營績效評估計畫，認為南韓電力公司有必要進行民營化，

且須以階段性的方式為之，以降低對經濟活動與社會大眾的衝擊。之後政府於

1997 年 7 月成立「電力產業改革委員會」，由 12 位產、官、學界專家組成，經

過 12 次的會議討論後，該委員會初步規劃南韓電業自由化方案。1998 年 7 月南

韓政府隨即公布國有企業民營化法，並認為在南韓電力公司民營化前應先進行電

業重整計畫，目的在於透過競爭提升電業經營效率。1998 年 11 月「工商暨能源

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MOCIE）舉辦一場大型公聽會，

說明電業重整計畫。1999 年 1 月 21 日南韓工商暨能源部完成電力產業的重組再

造計畫，公布「電力自由化基本方案」，方案中揭示將自 1961 年起長期獨占市場

的國營南韓電力公司以階段性的方式民營化，並分階段開放發電市場、電力批發

市場及電力零售市場。宣布南韓電業重整之整體目標為： 

1. 引進競爭，進而促進南韓電力產業之效率。 

2. 確保長期價格合理與穩定之電力供給。 

3. 擴大實施用戶購電選擇權，以提高用戶滿意度。 

同時規定南韓電力公司需將其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部分以階段性的方式

進行強制分割（Transco Model），分階段進行，表 3-10 為電業重整計畫之主要工

作。除準備階段外，南韓將自由化改革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發電競爭階段，

第二階段為批發競爭階段，第三階段為零售競爭階段。2001 年前，南韓電力公

司獨占整個電力市場，僅有少數幾家民間電廠與南韓電力公司簽訂長期購售合約，

而為配合電業自由化之進行，南韓電力公司發電部門已於 2001 年 4 月分割成 6

家發電公司，並成立二個新組織，包括「韓國電力交易所」(Korean Power Exchange, 

KPX)及「韓國電力委員會」(Korean Electricity Commission, KEC)，前者為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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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操作機構，後者為獨立的電業監管機構，附屬於南韓知識經濟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MKE)。 

南韓電業自由化的規劃以提升競爭力及利潤為導向，早期較不重視能源配比

及再生能源等國家政策。且其電業自由化及民營化的推動遭受到工會及全國貿易

聯盟的強力反對，認為民營化可能導致供電不穩、電價上漲及國家資產外移與大

量裁員等不良結果，發動多次罷工抗議活動，使得自由化進度停滯不前。為監督

配電部門的分割南韓成立第三方委員會（Korea Tripartite Commission），2004 年

8 月該委員會宣布應暫緩進行韓電配電部門分割工作，因為分割配電部門的成本

遠大於效益，建議在韓電內部另成立配電事業體（Business Unit）方式來進行，

但也使得電力池雙向競標制度的實施日期必須延後。2008 年南韓政黨輪替，南

韓工商暨能源部 MOCIE 部長不顧南韓智庫 KDI 的自由化建議，宣布所有南韓電

力零售競爭暫停，由政府接管所有的發電公司。 

表 3-9 南韓電業自由化推動過程 

資料來源：Ibid, Figure 14.  

時間 事件 

2000.12  「促進電業重整法」開始生效，目的在為發電部門分割提供法源依

據修訂「電業法」，規定須設置電力交易市場（韓國電力交易所）及

監督單位（韓國電力委員會） 

 開始進行成本競標方式的市場模擬 

2001  韓電發電部門正式分割為 6 個獨立的發電公司 

 成立韓國電力交易所，正式開始實施成本競標上網 

 成立韓國電力委員會 

2002  完成「發電公司民營化基本方案」 

 經過各發電公司營運與財務特性分析後，政府及韓電選定由韓國西

南電力公司（KOSEPCO）開始進行民營化工作 

2004 宣布暫緩配電公司分割計畫，延長成本競標制度實施期間 

2008 南韓政黨輪替，MOCIE 工商暨能源部部長不顧韓國智庫 KDI 的自由化

建議，宣布所有南韓電力零售競爭暫停，由政府接管所有的發電公司 

2010 知識經濟部（MKE）發表第 5 個基本計劃，即長期電力供應和需求

（BPE），提供代/傳輸設施的建設計劃（至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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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南韓電業重整計畫 

資料來源：韓國電力委員會網站經本研究整理。 

  

階段 公布電業重整計畫 

 

準備階段 
1999.1～1999.12 

進行引進電業競爭制度的準備工作 

‧ 修訂相關法律與規則 

‧ 成立發電子公司 

‧ 進行有關發電部門價格競標市場的準備工作 

發電競爭 

階段 
1999.10～2002 

開始實施發電部門競爭 

-在此階段中完成韓電發電部門的民營化，各發電子公

司成為獨立公司。 

-發電公司在競爭機制下運作。 

‧ 開始實施上網價格競標（以成本為基礎） 

‧ 維持透明化的經濟調度 

配電部門的分割與民營化 

-分割配電部門為數子公司（2000～2001 年） 

-開始進行民營化工作（2001 年～2002 年） 

成立獨立管制機構 

-在 MOCIE 下創設「電力委員會」（1999.3） 

-設置「電力監督委員會」（2001） 

進行雙向競標市場的準備工作(2000~2002) 

-公布電力池操作規則 

-訓練操作人員 

-為開放合法用戶直接購電作準備，包括設備與軟體

等。（預計 2000 年底完成） 

電力批發 

競爭階段 
2003～2009 

開始實施電力批發競爭 

-在使發電業者與配電業者公平競爭的原則下，依據售

電規則進行交易。 

-配電公司在其營業區域內營運，並實施區域電價。 

逐漸擴大實施用戶直接購電範圍。 

 

電力零售 

競爭階段 

2009～ 

開始實施全面電力零售競爭 

-消除配電部門區域獨占的現象，全面開放配電網路。 

-引進或成立新電力相關商業組織或團體，如消費者團

體或專業售電公司。 

-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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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韓電力供需結構 

南韓 2012 年裝置容量為 81.9GW，如圖 3-8 所示，南韓主要的裝置容量組成

為化石燃料機組，在過去十年間核能機組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核能機組裝

置容量占比是全球第五高。基載機組主要來自燃煤機組和核能機組，尖峰需求則

由進口LNG來填補。占比最多的是燃煤機組，占30%，燃氣和核能機組皆占25%，

水力機組為 8%，再生能源占 3%。根據南韓新的電力計畫，為了改善電力短缺

和低備載容量率的困境，將會持續興建燃煤發電廠，預計在 2027 年時裝置容量

將達 44.9GW。 

淨發電量如圖 3-9 所示。2012 年總發電量為 4,950 億度，其發電量在過去十

年間年平均成長率 5%，電力需求成長根據南韓智庫 KEEI 預估，在 2017 年以前

年平均成長率為 3.7%，大部分增加的需求來自工業使用。其中化石燃料大約占

總發電量的 70%，核能發電占 29%，再生能源發電占 2%。電力消費方面，53%

來自工業部門，25%來自商業、服務業，14%來自住宅部門，8%來自運輸和農業

部門。南韓政府為了降低排碳量，再生能源組成標準(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生效，制定再生能源占比要從 2012 年的 2%，到 2022 年要提升到 10%。為達此

目標，南韓政府計畫投資 82 億美元興建離岸風場，2012 年風力機組發電量僅

0.4GW，預計到 2019 年風力機組發電量將達 2.5GW。除了推廣風力發電外，南

韓政府也積極推動太陽能和潮汐發電。 

 

圖 3-8  南韓 2012 年裝置容量占比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4) 



60 
 

 

圖 3-9  南韓 2001 到 2012 年淨發電量走勢 

資料來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4) 

三、 南韓電力產業結構 

南韓電力產業結構如圖所示。KEPCO 在 2001 年時將發電部門分割成 6 個發

電公司，其中五個是火力電廠公司，另一個是水力及核能電廠公司，KEPCO 的

發電廠和其他民營化的電廠會在電力池投標競爭，目前南韓為成本基礎的電力池，

其計價方式是系統邊際價格(System Marginal Price)加上容量費用(Capacity Price)，

各發電業者所投遞的標單會遞增排序。需求標單起初全由 KEPCO 囊括，2003

年後符合資格的電力用戶也可在電力池直接交易電力，以遞減的方式排序。發電

端的遞增標單和購電的遞減標單所交會的價格即為市場結清價格，KPX 會將此

價格傳遞給發電業者，並確認隔一日的發電排程。 

確認供電排程後，由於南韓目前輸配線設備仍掌握在 KEPCO，因此 KEPCO

負責在 KPX 購買電力，也與 IPP 業者簽訂長約，並透過其輸配線網路傳輸銷售

到一般電力用戶，符合資格的電力用戶也可直接從民營化的發電業者購買電力。

以上流程皆會由南韓電力產業的主管單位韓國電力委員會(Korea Electricity 

Commission)監督管理。有關韓國電力委員會執掌，詳見下一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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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南韓電力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Choi (2007)  

四、 南韓電力產業主管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 

1. 南韓電力產業主管機關 

南韓電力產業的監督主管單位係韓國電力委員會 (Korea Electricity 

Commission)，成立於 2001 年 4 月 27 日。成立法源依據是南韓電業法(The 

Electricity Business Act, Article 53-1)，應成立電力委員會於工商暨能源部下，以

討論和解決創造電業公平競爭的環境、保護電力消費者的權利與利益、仲裁電業

相關糾紛之事務。成立宗旨在於確保受管制的電力產業順利轉型到競爭的電力產

業，並持續維護自由化電力市場運作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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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力委員會除了在電力產業轉型初期追蹤改革成效外，其具體執掌還包

括： 

 落實電力市場運營必要的標準和措施，檢視電力公司執照核發事務； 

 當電力公司和電力消費者發生爭議時，電力委員會必要時需扮演仲裁者的角

色； 

 調查市場參與者欺騙和違法的商業活動，以保護電力消費者 

電力委員會由一個主席和八個委員組成，由工商暨能源部提名，總統任命之。

其組織架構由四個專家委員會，分別為：競爭與管制政策司、市場管理司、消費

者保護司、競爭規劃司。以上委員會由 42 名專家組成，專家成員由主席指派。 

 

表 3-11  韓國電力委員會各部門執掌 

資料來源：Korea Electricity Commission (2014)  

部門名 執掌 

競爭與管制政策司 計劃與監督電力產業重組，支援專家委員會管理，

促進國家合作 

市場管理司 分析和追蹤市場趨勢，設計電力池藍圖，監督電力

市場運營，確保穩定可靠的電力供應，並參與電價

結算和電力輸配設備使用條款的制定 

消費者保護司 管制電價費率和核准電價費率，調查和調解消費者

爭端事件 

競爭規劃司 規劃和落實 KEPCO 私有化計劃，處理相關工會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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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韓競爭主管機關 

南韓競爭主管機關為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成立於 1981 年，為隸屬於總理下的中央部會層級，是一準司法單位。

依據「壟斷監管和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MRFTA) 」

等十二個相關法律，制定和執行競爭政策以及審議、決議反壟斷案件。 

KFTC 由九個委員(決策單位)和秘書處(辦事單位)組成，委員任期每任 3 年，

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由總理推薦，總統任命，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總統

任命。秘書處直接參與草擬與執行競爭政策、調查反壟斷事件、報告調查結果給

委員、執行委員的決議。 

KFTC 主要有以下四個任務： 

(1) 促進競爭：藉由改革反競爭的管制（如進入障礙、經濟活動限制、違反競爭

的併購等），禁止濫用市場獨占地位、組織卡特爾等不公平交易活動，以創

造競爭市場環境。 

(2) 強化消費者權利：糾正錯誤和誤導的商品標示或廣告，強制揭露消費者做決

策所需的資訊，以協助消費者做出適當的選擇，KFTC 也會致力防止因特定

交易型態（如分期付款、電子商務等）所發生的損失。 

(3) 保障中小企業的競爭環境：蒐集大型流通企業和特許事業不公平交易的資訊，

以防其濫用優越的談判優勢，影響中小企業和加盟事業供應商的發展空間。 

(4) 限制經濟力的集中：糾正大型財團藉由附屬事業間交叉持股或交叉擔保債務

之擴張導向經營行為，管控附屬事業間不適當的補貼，並設定持股上限。 

KFTC 處理案件的程序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審查(Examination)階段，

第二階段為審議(Deliberation)階段。當可能違法的情事被指控，主管單位或地方

辦事處會發佈審查通知至 KFTC 進行審查程序。審查程序包括：調查相關文件、

蒐集相關關係人的證詞、專家諮詢、進行法律審查等。在此階段，受審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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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e)有權為自己辯白，審查過程所取得的商業機密資訊也皆會嚴格受到保

護。如果審查人(Examiner)決定有必要採取法律途徑，審查人將會製作審查報告

並上呈給委員，同時也會寄送該報告給受審關係人，以利取得相關證物或對報告

的評論。審查人發佈審查案件後，進入審議階段，委員們會審查相關報告，受審

關係人會被通知各法律程序日期，審議階段需要審查調查結果、審查人和受審人

的證詞、調查證據等。在審議過程中，受審人可能直接或間接透過律師發表其證

詞，委員會藉由此一流程做是否有違法的最後裁決。若有判定有違法，KFTC 會

處以糾正措施，參照檢察機關的案例，收取罰鍰或施以禁止令。 

第五節 小結 

回顧國外電業發展，可歸納出以下趨勢。第一，除了歐盟的電力市場之外，

各國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PX)多半併入 ISO 一起運作，以降低交易成本，

並提升 ISO 綜效(synergy)。第二，電力市場大多數的電力，來自長期合約。由於

長期合約有助於電廠規避短期電價劇烈波動的風險，亦能讓發電業者及早確保投

資的回收，提供業者投資誘因，達到避險以及促進投資之目的。第三，低碳燃料

源與分散式電力資源的應用，除了因應氣候變遷採用再生能源或燃氣機組外，分

散式電力資源搭配多元的需量反應方案措施的應用，也成為主流趨勢。此類商業

模式不僅可讓供給面更永續環保之外，也同時可提供誘因改變需求面電力消費方

式，以達整體社會節能減碳之目的。第四，隨著先進讀表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的發展，使國際間電力需求面管理衍生的商業模式更加多元，

包括上述分散式電力資源的發展、讀表資料的分析、更動態的需量反應設計等。 

根據國外自由化進程的經驗，電力市場的改革多以強制性的法律來規範，賦

予電力市場自由化與電業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的法源依據，而因國情不同各

國對電業自由化所採取之改革方式亦有程度之差異，有改革一步到位(Big Bang 

Approach)進行電力產業重組分工，將電業依職能進行水平切割(發、輸、配、售

等電業)，同時建立各種電能競爭市場，亦有分階段引進自由競爭機制，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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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配、售漸進式改革。按先進國家電業自由化之經驗，可將自由化途徑歸納為

二大類：獨立調度中心模式(ISO Model)及輸電公司模式(TransCo Model)。 

獨立調度中心模式(ISO Model) 係對既有具市場力之綜合電業不強加分割

或重組，只要求綜合電業開放其輸配電網供第三者公平公開使用，但須顧及公平

競爭之配套措施，因此需建置獨立的調度中心(有稱之為獨立系統運作機構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 或獨立市場管理機構 Independent Market 

Operator; IMO)負責調度。此外，調度中心是否職掌電力市場的建置與運作，則

需視各國情形而有所差異。依國外經驗，由於自由化後電力的交易結果須與即時

調度整合協調才能達成經濟調度，換言之，電力調度規則規定須按照市場交易的

成交順序進行經濟調度，因此，電力調度與交易兩功能必須在實時(Real Time)

的基礎上進行整合，若將此二功能分散於不同機構，將影響即時調度的效率與安

全。故採行 ISO 模式的多數國家大多賦予調度中心除調度功能外，亦負責電能

現貨市場的運作。至於不影響即時電力調度的電能衍生性商品或期貨合約，則多

交由一般能源交易所負責與一般商品並無差異。 

輸電公司模式(Transco Model)，係將綜合電業廠網分離外，亦必須與配、售

電業分離，方能維持市場之公平競爭及其公共載具(Common Carrier) 開放接取

(Open Access)的角色，將調度與市場交易的功能交由輸電公司負責，不再另外成

立獨立的調度中心。由具有公用事業性質的自然獨占之輸電公司負責成立系統運

作部門(System Operator)與市場管理部門(Market Operator)來調度與管理自由競

爭的電力市場。在輸電公司模式下，廠網必須分離，否則輸電與發電公司角色混

淆難以監督防範不公平競爭的各種態樣發生，若廠網不分離就必須採用 ISO 模

式，並加強監督管制，以維持市場的公平交易，以確保消費者的福祉。 

在我國電業自由化政策中，由於對綜合電業是否進行分割舉棋不定，因此調

度中心是否成立亦成為電業法修正草案的核心問題。若對綜合電業不強加分割，

獨立電力調度中心就必須成立，以避免綜合電業球員兼裁判的角色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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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電業法修正方向與自由化制度設計 

本章首先整理我國目前電力市場所面臨的問題，再進一步回顧最新電業法修

正草案內容，探討其對「電力市場自由化」以及「電業公平競爭」之可能影響，

進而研析公平會如何因應上述可能影響及研擬其配套措施。 

第一節 我國電力市場現況與面臨之問題 

本節就我國電力市場現況以及所面臨的問題做一論述說明。現行電業法下，

我國的電力市場結構如圖 4-1 所示。目前我國僅部分開放發電業，而電力網業(輸

電業、配電業)、售電業仍由台電公司經營。其他民營電廠以及自用發電設備，

皆須透過台電的電力網轉供於電力用戶。 

 

圖 4-1 我國現行電力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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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電力市場架構下，我國現階段面臨下列若干問題： 

1. 供給面大型電廠不易發展興建：隨著民眾環保意識的興起，核能電廠以及大

型燃煤火力電廠不易興建，甚至潔淨的大型風力機組也因可能會影響動物棲

息問題，也受到不少民眾反對，爭議不斷。此外，在不久的未來，我國將會

面臨大型電廠陸續除役的階段，屆時供電缺口將會日趨擴大。 

2. 供電壅塞區增多：由於輸配電線路與變電站新增或更新不易，隨著用電需求

逐年增加，電力除了上述發電量緊澀之外，輸電容量上限也影響我國電力系

統之供電品質(如：新北市、桃園、花東地區等)。一旦發生緊急事故，電力

系統無法即時調度電力，缺電所影響的經濟損失將難以估計。 

3. 發電成本與售電價格脫鉤：台電在過去背負穩定物價、降低產業生產成本之

政策使命，即使國際燃料成本上升，由於台電授命於維持低廉的售電價格，

導致無法反映實際成本於售電價格上，使得產業在扭曲的能源價格下，過度

消費能源。 

4. 缺乏誘因與配套機制發展再生能源：現今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仍高於傳統化石

燃料的發電成本。由於我國電價受到管制，無法真實由市場供需決定電力價

格，低廉的售電價格導致我國電業環境缺少誘因發展再生能源。此外，再生

能源受天氣變化影響甚大，其間歇性的發電特性，隨著小型太陽能與風機併

網發電增加，必須建立完善的調度機制以及儲能設備，以因應再生能源發電

不穩對電力系統造成的衝擊。 

第二節  最新電業法修正草案 

本節先就我國電業法之沿革，回顧不同經濟發展歷程電業法之變革。接著探

討最新電業法修正草案之內容，並與民進黨團版進行比較。最後闡述最新電業法

修正草案施行後，電業組織改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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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電業法沿革7 

電業法前身為交通部於民國 16年 7月 28日所發佈之「電氣事業取締條例」，

而現今電業法的制定最早可回溯至民國 36 年 12 月 10 日，其立法目的在於規範

電力產業之行為。電業法曾於民國 37 年 5 月 8 日作第一次修正，民國 54 年 5

月 21 日作第二次修正，民國 91 年 4 月 24 日作第三次修正，民國 91 年 6 月 12

日作第四次修正，民國 94 年 1 月 19 日作第五次修正，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作第

六次修正。現行電業法共計 9 章 115 條。雖然立法院曾於民國 91 年以後，針對

電業法作了四次修正, 但並未對電力自由化的核心內容加以修正。根據現行電業

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電業權，謂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在一定區域內之專營

權」。此一電業專營權乃法律所規定之區域獨占，電業法係在民國36年制定公佈，

在當時中華民國所轄領土中，台電以臺灣地區為其營業區域，符合電業法區域獨

占的規劃，所以台電獨占臺灣電力市場一方面是法律因素，另一方面則為歷史之

必然。 

我國電業自由化之相關討論歷時已逾十年，電業法修正草案，亦曾於民國八

十八年提出，但終究仍因社會分歧而功虧一簣。惟近年國人對國營企業自由化的

呼聲日益強大，且電業自由化之政策，亦有相當充足之國際案例得加以參酌。電

力自由化下的電業法應該與傳統的自然壟斷的電業法有相當的不同，其主要的不

同處是法規的設計必須以競爭機制為主軸。 

目前電業法修正案共有三個版本：行政院版、民進黨黨團版、台電工會版等。

由於台電工會於立法院內並沒有相關提案權，相對較無影響力，且行政院版本亦

大致底定，故以下就行政院版和民進黨黨團版的立法精神、意旨與制度設計進行

差異比較。 

                                                      
7 參考自王京明(20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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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與民進黨團版之差異 

依據行政院經濟部於 103 年 2 月報院審議之電業法修正草案之版本中，提及

為因應電力市場之自由化，行政院版本電業法草案已將現行電業法第 3 條刪除，

將來電業無所謂之專營權，電業法之修正方向將分割綜合電業。此草案下的電力

市場結構與運作方式，係採「廠網獨立」與「廠網分離」的方向運作，並成立獨

立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管理及監督電業經營，確保用戶權益。未來自由化後

之電力產業結構將分為發電業、電力網業及售電業，其中發電業為非公用事業，

可以直供或轉供方式售電；售電業亦為非公用事業，此二者之電價皆不再管制，

惟經營售電業務之電業皆須負擔備用容量義務。 

上述提及的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8，由於其提供之商品與勞務，與一般

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於各行各業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之投入要素，其重

要性實不言可喻。因此，傳統上公用事業係受到政府嚴密管制的產業之一，其必

須接受政府管制之理論基礎在於自然獨占所造成之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以確保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包括平均正義（Average Justice）與分配正義

（Distributive Justice）。然而隨著數位科技的突破與進展，導致各事業體內各單

位之資訊成本、協調成本，以及與消費者間之交易成本、雙向溝通成本，已大幅

下降。此一成本結構的顯著轉變使得各行各業的供應鏈，可藉由資訊通信科技之

普及應用而被切割細分化（Unbundling），包括垂直綜合之公用事業，也不例外。

就傳統上屬於自然獨占的公用事業而言，各項業務的「切割細分化」可有效區隔

具有潛在市場競爭屬性（Contestable Attribute）與獨占屬性的各個不同部分。 

而在此電業法架構下，僅有電力網業為公用事業，其輸電網路將開放使用，

由「電力調度中心」執行調度。電力網業之電價及各種費率公式，則由「電業管

制機構」訂定及審議。該「電業管制機構」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並獨立行

使職權，其組織條例另以法律定之。而其職掌包括：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

                                                      
8 參考自許志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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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電力調度之監督及管理、用戶用電權益監督及管理、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

其計算公式之核定及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成立前，其依本法應執行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之。在此修正草案版本下，其電力市場運作架構如下圖 4-2。 

民進黨黨團所提出之電業法版本，其電業架構如圖 4-3。在民進黨黨團的版

本，強制拆解台電為輸電、售電與發電業，並要求核電廠於 114 年終結。此電業

法版本明定全國性綜合電業（即台電公司）須強制分割，修法後六個月內應建立

不得交叉補貼之會計制度，一年內應分割輸、發、配電與核能電廠業務，分別成

立獨立之國營輸電、發電、配電與核能電廠公司。並得劃定營業區域（如分為北、

中、南、東四區）以利區域性綜合電業或配電業進行經營許可申請。此外，將輸

電業電力網定位為公用通路（Common Carrier），應規劃、興建及維護其營業區

域內之電力網、特高壓以上之輸電線路及變電所，與綜合電業之電力網互連，提

供轉供服務並收取費用，但不得購售電能。配電業應依公平公開原則提供所有電

業使用以轉供電能並收取費用，應興建及維護其營業區域內之配電線路及變電所，

並向營業區域內外之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購買電能，以滿足用戶之電能需求，並

不得拒絕對用戶供電。 

明定電力調度業務由「電力調度中心」專責經營。電力調度中心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電力調度規則執行調度。電力調度中心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捐助

成立，並為落實利益迴避，電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雇者不得擔任電力調度中心

相關職務。禁止電力調度中心濫用獨占力量之相關行為，電力調度中心得收取「調

度費」維持營運，並應信託營運保證金，以確保其持續營運。經濟部下設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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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行政院電業法版本下之電業結構 

 

 
圖 4-3 民進黨黨團電業法版本下之電業結構 

 

力調度監理及電業調處委員會」，由主管機關、消費者團體、學者專家、電業等

十六人組成，以監管輸配電之公共性、維護公平輸配電費率、處理消費者爭議等

事項。經濟部下設「電價及費率審議小組」以制定公用電業之電價及輸電業、配

電業與電力調度中心各種收費費率之計算公式，（如：綜合電業或配電業訂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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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基本電費以及對用戶之供電酌收的線路工程費。）訂定前舉辦聽證會並送立

法院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電價及費率審議小組由中央主管機關擔任召集人，委

員八人，由經濟、法律、會計之學者專家四人、政府機關二人、消費者團體及社

會公正人士二人組成。電業應提供相關資料並派代表列席說明，不得拒絕。 

值得注意的，民進黨版本下設有若干基金供不同用途使用。除了與行政院版

本皆有設置「核能後端營運基金」之外，還有為防止電業自由化初期可能發生電

價大幅波動衝擊民生，特授權主管機關得設立「電價穩定基金」以補貼並平抑波

動之電價，基金設置管理另以法律定之；該基金設置前並為因應現存全國性綜合

電業進行分割獨立時可能造成對電價之衝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電價穩定機制

以降低電價短期波動之衝擊。此外，電業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自用發電設備，應

每年按其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總發電量繳交「電能基金」，以作為能源研究

發展、節約電能、電力普及、電力網更新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用途。兩

版本電業法修正草案之差異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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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兩版本電業法修正草案之比較 

 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 民進黨版本修正草案 

綜合電業 不存在綜合電業 允許區域綜合電業的存在，為

公用事業 

發電業  非公用事業 

 修法前取得公用事業執照

之發電業仍保障其至原電

業執照所列發電設備折舊

年限屆滿為止 

 非公用事業 

 修法前取得公用事業執照

之發電業仍保障其至原電

業執照所列發電設備折舊

年限屆滿為止 

輸電業 合稱「電力網業」，為公用事業。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可兼營他

業 

為公用事業，並維持國營。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可兼營他業 

配電業 為公用事業，並維持國營。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可兼營他業 

售電業  非公用事業 

 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

權，其電力網轉供電能之適

用範圍由電業管制機構訂

定 

 非公用事業 

 循序開放用戶選擇權、明

定修法施行 5 年內，一般

用電用戶用電選擇權 

電力調度中

心 

由「電業管制機構」輔導成立財

團法人型態之「電力調度中心」

前，並由取得電業執照者，應於

申請換發電業執照前，按其裝置

容量及電力網容量捐助一定金

額成立之 

「電力調度中心」專責經營電

力調度業務，其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捐助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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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兩版本電業法修正草案之比較(續) 

 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 民進黨版本修正草案 

電力交易中

心 

並未明確提及設立電力市場 授權「電力調度中心」規劃設

立「電力交易所」，其交易管理

相關規範另以法律定之 

電業管制機

構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獨立行

使職權之「電業管制機構」，其

組織條例，另以法律定之 

經濟部下設置「電力調度監理

及電業調處委員會」、「電價及

費率審議小組」 

基金設置 核能發電廠應提撥「核能後端營

運基金」 

 主管機關得設立「電價穩

定基金」以補貼並平抑波

動之電價，該基金設置管

理另以法律定之 

 電業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

自用發電設備，應每年按

其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

之總發電量繳交「電能基

金」 

 核能電廠應提撥「核能後

端營運基金」 

核能電廠  為公營發電廠 

 未提及停止核能運轉年限 

 為公營發電廠 

 明定 114 年停止所有核能

電廠商轉 

再生能源、分

散式電力資

源之規範 

團體或自然人均得申請設置自

用發電設備，並得銷售一定容量

以下之電能予電業 

再生能源其生產之電能得全銷

售與電業，並不限其售電量上

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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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對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可能影響 

本節以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以下稱修正草案)作為依據，探討在此制度

設計下，對我國電業自由化的影響，並闡述其自由化進程與電業環境之變革。最

後，由於此仍是修正草案，故在本節文末說明此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項。 

一、 電業法修正草案下我國電業自由化開放時程 

一旦修正草案修法通過後，發電業與售電業將立即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

條例」的規範。將可能造成的影響，依影響時程區分歸納如表 4-2。電業法通過 

表 4-2 電業法修正草案(2014.2.11)針對我國電業自由化開放之時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開放時程 開   放   重   點 

立即措施 

(1)研擬電業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以落實電業法之執行。 

(2)電業換發執照及修正營業規則，以符合法規規定。(§§97-99) 

(3)不適用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有關電力及其他電氣事業之規定。

(§101) 

短程措施 

( 電 業 法

通過後 2

年內) 

(1)開放售電業、發電業，全面開放民間參與；電力網業為獨占國營。

(§3、§7、§§58-60、§64) 

(2)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

管、電力調度之監管、用戶用電權益監管、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

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與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未成立前，其職掌由

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之。(§4) 

(3)由電業管制機構輔導成立財團法人型態之「電力調度中心」；電力

調度中心未成立前，由電業管制機構指定電力網業負責電力調度

業務，以維護電力系統安全。(§§8-17) 

(4)設立「核能後端營運基金」，作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運送、貯存、

最終處置及設施除役等相關工作所需費用。(§94) 

(5)用戶之購電選擇權，其適用範圍與期程由電業管制機構定之。(§58) 

(6)電業間依企業併購法進行併購者，應檢具併購計畫書向電業管制

機構申請核發同意文件。(§30) 

(7)成立電力研究試驗所，進行電力技術規範研究及電力設備測試，

以提高電力系統可靠度及供電安全。(§95) 

中長程措

施 ( 電 業

法通過後

2 年以上) 

(1)發電業與電力網業於電業法通過三年後必須為不同法人且不得交

叉持股，最多可延展至七年。(§7) 

(2)辦理電力工程之技術人員專案技能檢定，保障現有員工權益。 

(3)電力網業經核准可兼營其他電業，以及兼營電業以外之其他事

業。(§7) 

(4)檢討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以擴大參與電力市場之用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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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內，除電力網業仍屬獨占國營外，發電業與售電業將全面開放民間參與，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並由電業管制機構成立財團法人型態的

「電力調度中心」，並成立「電力研究試驗所」進行電力設備測試研究，以提升

我國整體電力系統之品質。發電業與電力網業於電業法實施三年後，必須為不同

法人且不得交叉持股，考量部門分割之行政作業，可申請延長年限兩年，僅限延

期兩次。 

二、 電業法修正草案下電業結構之變革9 

在修正草案下有三個重要電業結構的改變，一為設置獨立調度中心；其次為

發電廠與電網分離，發電業全面民營化(除水力電廠、核能電廠)；第三為電業管

制機構之設立。以下分別論述三者之變革意涵。 

1. 兩階段成立 ISO 

按經濟部 2014 年 2 月 11 日陳報行政院核定之電業法草案，目前擬分兩階

段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第一階段採「廠網分工」，也就是「會計獨立」。換言之，

發電公司、輸配電公司、ISO 均為獨立法人，並允許台電公司以「控股公司」

同時經營之。且此三間公司於第一階段亦可皆為國營公司。至於第二階段採「廠

網獨立」，亦即「廠網分離」，ISO 可併入電力網公司內，亦可獨立存在於發電、

輸電、配電部門之外，使市場結構更加明確區隔。由於電力調度與電力輸送具備

準公共財特性，故電力輸送與調配，仍應由政府管制之。綜觀現今已施行電力自

由化之國家，亦多將輸電與調度機制，委由獨立機構管理（即獨立調度中心或區

域輸電組織等），確保供電之可靠性與公平性。 

根據現階段經濟部陳報行政院之「電業法修正草案」第八條，明定電力調度

中心秉持安全、公平、公開、經濟及能源政策原則，可廣納更多市場參進者。在

此一概念下，於電力市場開放之初，需建置正確之結構（Structure），避免具競

爭屬性的發電部門，與具獨占屬性的輸電部門交叉補貼，可有效導正電力市場參

                                                      
9參考自許志義、盧姵君(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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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之行為（Conduct），提升電力市場績效（Performance）。詳言之，現行台電

公司擁有輸電資產，若未來開放電力市場，但不將電力調度獨立於台電公司之營

運範圍之外，則台電公司可向需要調度服務之發電、配電公司，收取偏高之輸電、

配電費用，並將新參進者排除於市場之外，造成參進不公平之現象。因此，必須

作到「廠網分離」，方屬上策。 

2. 電業自由化下發電廠民營化之適宜性 

我國邁向電業自由化之際，規劃既有台電發電廠民營化10，須考量台電部分

發電機組民營化之適宜性，茲說明如下： 

(1) 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極為複雜，且牽涉特殊之核能災變與巨額保險費用問題。舉例而言，

福島核電廠為東京電力公司營運之民營核電廠，東京電力公司為顧及股東權益，

對於幅射汙水處理之鉅額支出，踟躕不前，後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政府預算概

括承受。足見核能電廠雖亦可民營化，然其民營化所涉及的議題不同於其他電廠，

宜審慎考慮。 

(2) 水力電廠 

我國之水庫涉及多目標用途，包括：發電、農業灌溉、給水（包含工業用水）、

防洪及觀光五大功能。為兼顧各項目標，水庫係由跨部會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水庫管理局、農田水利會等）共同管理，其民

營化涉及諸多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例如：調度水力機組時，水力發電

之出力型態係根據灌溉水準設定，必須同時滿足發電與農業灌溉之需要，因此，

我國之水力電廠雖亦可民營化，然其涉及層面與相關課題，不同於火力電廠。準

此，於「會計獨立」（「廠網分工」）階段，台電公司可規劃以控股公司方式同時

成立許多「國營發電子公司」，例如：火力發電廠11、水力發電廠12、核能發電廠

                                                      
10 詳見許志義(1999)、參考自王京明(2013a)。 

11 台電之火力發電廠包括:深澳、協和、林口、大潭、通霄、台中、興達、南部、大林、尖 山、

塔山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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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各自成立子公司。至第二階段，可進一步採「廠網獨立」或「廠網分離（ISO 

獨立於電業之外）」，使發電公司、輸配電公司及電力調度公司不得為同一公司擁

有，亦不能交叉持股投資。在「廠網分離」階段，核能發電公司、水力發電公司

仍可考慮暫時保留為國營公司，其餘火力發電公司經專業評估後，可優先民營化。

而既有的 IPP 業者，除原簽訂 25 年固定購電合約（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之必需供電量外，若仍有增額發電量，也可參與發電市場競標或進行雙邊

合約交易。 

此外，為了在電業自由化後維持電力系統品質，ISO 調度規則應明確規範

電力批發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之區隔，前者屬私有財交易，後者涉及公共財交易；

避免產生無效率或不公平之調度事件，如強迫基、中載之民營電廠，按 PPA 購

電合約電價提供輔助服務。例如：2012 年下半年期間，台電公司曾強制 IPP 中

載發電機組，做為輔助服務電力調度之用，導致 IPP 發電熱機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與待機時間增加，平均發電成本上升，此恐涉及調度的不獨立與不公

平。雖按照 PPA 內容，台電調度處似有權如此調度，然而，實質上若調度有針

對 IPP 特定機組，於特定期間內，進行異於其他機組或異於一般期間之調度行

為者，即有調度不公平、不獨立之嫌。 

3. 電業自由化下之再管制機構 

修正草案第四條明定，將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電業

及電力市場之監管、電力調度之監管、用戶用電權益監管、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

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與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未成立前，其職掌由中央主管機關執

行之。電力市場自由化，雖解除原先電力「價格」與「數量」管制，但必須對公

平競爭與調度獨立性進行「再管制」。由於再管制之業務範圍更為廣泛，先進國

家也多透過管制機構監督電力自由化市場，確保電力供應穩定與消費者權益。 

                                                                                                                                                        
12 台電之水力發電廠包括:東部、卓蘭、桂山、大甲溪、萬大、明潭、大觀、翡翠、石門、曾 文、

高屏、蘭陽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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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業法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項 

雖然此修正草案電業自由化程度相較於過去已有大幅提升，但當中仍有若干

待釐清之事項，將其說明如下： 

1. 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存在不公平競爭之可能： 

在此版本修正草案中，電力網業留有可兼營電力調度中心、發電業及售電

業的彈性空間。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的好處，在於電力網業充分掌握電力系統

資訊，藉由這些資訊營運電力調度中心、發電業、售電業可降低營運之交易成本。

但若修正通過的電業法未規範清楚電力網業之營運權限，使其市場力不斷擴充，

將不利新設立的發電業及售電業與其競爭。故若要允許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

應於電業法修正草案中，明確載明電力網業可兼營其他電業之時機及其規模

之上限(例如不得超過 30MW)，以及賦予電力網業哪些運作電力交易市場之權

限等，均極為重要。 

2. 開放中小型購電選擇權時程與範圍規範不清： 

應儘速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即使電力網業不兼營售電業，中小型電

力用戶端的零售市場仍然受限於管制機關，本次修正雖立意良善採逐步開放

用戶範圍，若欲健全售電業間之競爭則勢必全面開放。 

3. 「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之職掌功能與市場結構定位仍有討論空間： 

目前行政院電業法修正版本中，有關「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是否同

屬一法人，或應分開獨立不同法人，各有利弊得失。兩者合而為一，可降低

市場交易成本，並且有範疇經濟(economy of scope)之綜效，亦為當前先進國家

電力市場自由化主流趨勢。相反地，分開獨立則有避免 TransCo 輸配電網業市

場力過度集中之疑慮。此課題如何處理，目前電業法版本仍有討論空間。 

4. 能否有效確保「電業管制機構」之獨立性： 

「電業管制機關」必須確保其超然獨立的行使職權之職能，俾保證電業管

制機關監理電力市場、電業經營、用戶用電權益及審定相關費率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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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管制機關之相關委員任期應受到保障，無正當理由不得解除其職務。委

員行使職權時，應保有獨立判案的空間。至於，電業管制機關之預算與組織

員額，仍然受上級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監管。 

5. 對分散式電力系統、虛擬電廠、微電網、智慧電網等當前電力科技發展趨勢應

有彈性規範： 

本次修正並未充分考量上述電力科技之迅速發展，建議預留彈性空間，無

論是授權子法訂定，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保留予電業管制機關界定，仍待進

一部探討。 

第四節  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與電業公平競爭課題之探討 

本節首先闡述電業與其他產業之差異，電業具有獨特的產業屬性差異，因為

這些屬性上之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處理相關競爭議題時，值得特別予以留意。

接著，再依據修正草案將電業分成：發電業、電力網業、售電業，分別探討不同

市場可能存在違反競爭法的行為態樣。其中發電業與售電業係屬非公用事業，不

具供電義務13，可隨時進出市場，也可與異業結合。而上述三個市場開放時程有

所不同，本節將依據不同開放階段，說明電業可能存在之違反競爭法態樣。最後，

探討電業科技發展研發市場所存在的有關智慧財產權潛在違法態樣。 

為了探討電業自由化市場下，行為主體可能違反之態樣，必須先了解電業和

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然後才能歸納出電業可能不同於其他產業之特殊行為態

樣。 

一、 電力產業與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 

1. 電力市場供需變化之速度與幅度遠大於一般產業： 

電力供給與需求數量，皆易受許多外生變數的影響，諸如異常天候導致需求

負載驟增、大型發電機組跳機、輸配線路倒塌或斷線等意外事件。再加上電力沒

                                                      
13 此處所指供電義務(last resort of supply)，亦即電業對於請求供電者，不具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之供電義務。而發電業與售電業亦具有供電義務，但此類供電義務係指合約上的供電義務

(contracted obligation to serve)， 和 last resort of supply 有所不同，應予以區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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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貨，瞬間供給必須恆等於需求，且部分基載機組之供給出力缺乏彈性(如：

核能機組、燃煤機組等)，因此當緊急事件造成供給量驟然短缺或需求負載暴增

時，電力市場價格往往會出現甚為劇烈的波動。除了資本市場(如：股市)或衍生

性金融市場之價格與供需數量波動外，其他商品或勞務市場鮮有此種價量波動顯

著之現象。 

為了因應此特殊商品屬性，電力市場的交易設計與規則也必須做相應之規畫

與處理。依交易合約之類別可區分現貨市場合約、期貨市場合約；依時間軸可區

分為遠期契約市場、前一日市場、日內市場、即時市場；依交易標的可區分為能

量市場、容量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壅塞管理市場。由於上述各種電力市場的交

易設計與遊戲規則各有不同。因此，在進行 HHI 與假設性獨佔市場檢定評估 

(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 時，相較於其他一般

產業，應更加留意電力市場界定的對象為何，避免將不同服務屬性的電力市場相

互混淆。 

2. 短期(一日內)電力市場之供需交易與成交價格需事前撮合及事後結清： 

基於前述電力系統可能因供給端發輸配電突發狀況，或天候異常造成需求端

瞬間劇變，電力供需失衡，致使電力系統可靠度下降，甚至造成電力系統之崩潰，

尤其受限於當今科技發展之侷限，電力仍無法大量有效儲存，沒有(欠缺)存貨，

與其他製造業不同。因此，電力自由化市場必須設計特有的日內市場 (intraday 

market)，亦即二十四小時內的短期電力交易市場。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電力皆會在前一日市場 (day-ahead market)，藉由雙邊合

約 (bilateral contract) 或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完成交易。而日內市場的設計

目的在於，因應當日電力實際交割前，可能發生緊急事故 (如:發電機組或輸配線

路故障、電力壅塞、天氣極端變化等)，以致原本簽訂之市場合約無法如期完成

供需交易，在日內市場產生急劇的供需變化。由於電力是大眾民生必需品，若電

力短缺將會造成可觀的經濟損失與生活上的不便，造成社會不安。因此，短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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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電力交易市場行為具有上述之外部性，若未能設計完善(例如輔助服務市場之

配套措施)，將會造成電力系統安全可靠度的潛在問題。因此，當緊急事故發生

時，需要有原排程外的發電機組，進入日內市場滿足電力需求，避免電力系統可

靠度下降。總之，電力市場個別行為主體之供給與需求都具有潛在的外部性，可

能造成電力市場的失靈。損害電力系統安全與可靠度，此類與其他產業屬性特殊

之處，值得加以特別留意。 

3. 電力市場必須指定特定供電者有最終供電義務(last resort of supply)： 

由於電力係屬民生必需品，傳統上被定義為公用事業，亦即其商品與服務係

為「不特定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尤其是公共空間)均有消費需求無可替代

之特性。在此情況下，為滿足消費者最基本的電力需求數量，例如每一用戶每月

至少有 120 度電力需求數量的消費額度，電業有按供電成本定價提供此基本消費

額度之義務外，電業尚有「對請求供電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供電」之供電

義務。當然，對於公共空間之供電義務，由於涉及公眾利益，並顧及整體社會安

定，更需針對供電義務加以規範。準此而論，電力市場必須指定特定供電者具有

最終供電義務，此類義務多半由綜合電業或電力網業承擔。 

由於行政院版的電業法無綜合電業，因此，由電力網業承擔電力系統的供電

義務。然而，電力網業如果沒有發電設施，僅有電力網，當電力市場沒有足夠的

發電容量時，電力網業將無法落實其供電義務責任。在特定情形下，或有必要准

許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例如:在小型區域性供電瓶頸範圍內，發電機組之投

資欠缺規模經濟，導致開放民間經營，缺乏其投資意願，此時須仰賴有供電義務

責任的電力網業，在供電瓶頸地區兼營發電業。又如若干偏遠地區，欠缺用戶密

度經濟(economy of indensity)導致民間缺乏經營售電業之意願，此時亦需仰賴有供

電義務之電力網業在偏遠地區兼營售電業。 

值得注意的，由電力網業同時負責電力調度，並確保終端用戶無缺電之虞，

可能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疑慮。例如：電力網業一旦兼營其發電設施或售電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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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基於自利動機，優先調度其發電設施或優先由其兼營之售電業務，介入新

設區經工業區之電力供給，造成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值得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電業

管制機關，特別留意。 

4. 跨多種專業領域的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產業 

電業不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亦屬於知識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在電力市場自

由化架構下，不僅牽涉發輸配售供應鏈各階段之電力科技、資通訊技術、材料科

技、環保科技等工業領域，電力零售市場的開放，更涉及到服務業之創新商業模

式與消費者權益維護，是典型的跨領域、跨產業、跨市場之綜合性產業。在此情

況下，電業一旦自由化後，各種與上述科技發展及商業模式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競

合、技術授權交易、技術標準規範等，均涉及電力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及研發市

場，此三個市場之潛在違法行為態樣，使電力產業競爭政策相較於其他產業更加

值得關注。 

二、 自由化電力市場各階段之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 

在探討電業特殊屬性後，以下依據電力市場自由化進程，針對電業結構的變

化，探討可能存在的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 

1. 單一買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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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自身的發電透過其輸配電系統，將電力獨賣予所有用戶，如圖 4-4 所示。一

般情形下，獨立發電業(IPPs)並無售電的特許權，然而在特定條件下，發電公司

可透過自身電力線路直供其用戶。該綜合電業因擁有輸配電線路，故民營發電業

須將電能透過長期購售電合約方式(PPA)躉售予該綜合電業，合約的價格與費用

透過綜合電業轉嫁給用戶，由於僅以有限度的競爭且以長期合約為基礎，所以市

場風險、技術風險和大部分信用風險都轉嫁給用戶，而政府仍應採取高度管制之

政策，現行我國電力市場即屬於此模式。亞洲許多國家在自由化的初期亦仿效此

模式作為自由化的第一步，同時作為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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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發競爭模式： 

此階段電力市場有多家發電、多家配售電公司與一家輸電公司，為此模式下

的產業結構，綜合電業更進一步將配售電部門劃分出來成為多家公司經營，如圖

4-5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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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些國家拆分民營綜合電業

面臨法律上之爭議(股東權益受法律保障)以及電力工會反對之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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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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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皆包括： 

• 發電完全解除管制，進入競爭性批發市場買賣電力 

• 配電公司和大用戶在批發市場競爭買電 

• 零售商、聯銷商、經紀人和交易商都允許進入批發市場 

 

 

圖 4-4 單一買方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G

T

D

R

G G

G：發電 T：輸電 D：配電 R：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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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用戶必須適用現貨市場價格，不能享受配售電公司提供的受管制之默認服

務(Default service)(在購電選擇權開放下，沒有行使該選擇權用戶之供電服

務) 

•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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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電與售電多數仍一體化經營，並無零售競爭 

 

根據上述市場特性，此階段可能存在的競爭、結合、聯合行為態樣主要發生

在發電廠、輸配電廠、大用戶間。可能存在的違法態樣如下： 

(1) 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 

當發電業全面開放競爭後（核能、水力電廠除外），發電廠皆會由民間經營，

股權可自由交易移轉。準此，可能存在大型電廠併購小型電廠或電廠間交叉

持股之行為，藉機壯大大型電廠自身在批發市場的市場力，進而限制小型電

廠的競爭力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之可能。 

 

 

圖 4-5 批發競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G：發電 T：輸電 D：配電 R：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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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 

批發電力市場自由化後，以聯合行為態樣而言，發電廠可能會相互勾結，各

自減少發電量，使電力系統存在供不應求之情形，刻意使市場成交價格上升，

電力乃低需求彈性之財貨，因此可進而增加其自身獲利。 

(3) 「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可能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 

在此修正草案架構下，尚有重要待釐清之處，即「電力網業」與「電力調度

中心」職掌功能混淆妨礙公平競爭。依國外經驗來說，成立電力調度中心則

不需廠網分離，並且由電力調度中心來掌管電力市場的運作。反之，若廠網

分離則不需成立電力調度中心，廠網分離後，由輸電公司負責電力調度並管

理電力市場。而以目前修正草案來看，既成立電力調度中心又廠網分離並非

不好，但修正法案第七條載明電力網業經電業管制機構核准下，可兼營發、

售電業除了可能有調度不公之嫌外，也存在交叉補貼等不公平之競爭情事，

此種電力網業球員兼裁判角色之隱憂，將會妨害公平競爭，形成獨家買賣的

人為壟斷，不利我國實現電業自由化之目標。因此，若要允許電力網業兼營

其他電業，應於電業法修正草案中，明確載明在何種狀況下電力網業可兼營

其他電業，以及應賦予電力網業哪些運作電力交易市場之權限，值得後續關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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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用戶通常透過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

或零售商購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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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4-6 所示。此模式之缺點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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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對於售電業者而言未必有利可圖。零售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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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電業自由化的最終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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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取更為合理的價格，零售商的准入

與競爭所帶來的好處遠超過競爭性批發市場，使新設電廠的融資也有了更廣闊與

更透明的市場。 

 

在此階段落實電業全面自由化，此時的競爭行為不僅存在於批發市場，也存

在於零售市場。因此，除了上述批發市場可能存在的競爭態樣外，零售市場也存

在過去未見的競爭態樣。因不同競爭態樣，涉及不同發生形式與商業行為，可視

情形採取合適的因應對策，茲列如下： 

(1) 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 

電力為民生必需品，需求彈性低，若零售廠商私下進行協商售電價格等聯合

行為，提高售電價格以謀求自身獲利，此舉將不利於缺乏需求彈性的電力用

戶。此可能會發生在全國市場或是缺少競爭者之特定區域，公平會應定期檢

 

 

圖 4-6 零售競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G：發電 T：輸電 D：配電 R：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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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業者成本與售價是否有異常脫鉤之情事發生。 

(2) 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

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以及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本法第十九

條第六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

制事業活動之情形。」若零售業者將電力產品與既有通路產品進行不可拆分

之銷售行為，將觸犯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公平會得以介入執法。 

(3) 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 

國外成熟的電力零售市場，會將電力產品做一般電力和綠電的產品服務區隔。

若此時有不肖零售商，針對綠電之購買者，進行特定團體或組群之欺罔14、

產品來源標示不清、仿冒綠電認證、哄抬綠電售價，影響特定團體或組群的

交易秩序，且會使社會大眾有失對綠電的信賴，進而不利再生能源發展。類

似欺罔或運用其相對優勢市場地位刻意不公開或扭取市場資訊等市場行為

應予以留意。 

4. 未來新電力科技發展可能產生之違法態樣 

除了上述發生在不同市場的違法態樣之外，近年來智慧電網(Smart Meter)和

分散式電力資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的興起，有別於傳統電力公司是

「一對多」的運作模式。當前電力市場發展趨勢，在於藉由能源資通訊科技，使

電力系統能同時進行「多對多」、雙向、同步、互動的新興商業模式，朝向物聯

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實現。然而，「多對多」的運作模式使電力系統納入

為數眾多、零散、小規模的分散式電力資源與再生能源，讓電力系統增添許多不

確定性。相對地，也讓許多電力子系統(sub-systems)浮現具有商業價值之互補性，

以及制衡既存業者之潛在競爭性，有利於消費者之選擇價值與權益維護。上述不

                                                      
14 該處理原則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其常見類型包括：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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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包括輔助服務的額外需求、氣候變化對電力系統安全與可靠度的影響等；

至於，互補性則指各電力子系統間的相互協調，特別是能源資通訊技術平台可監

控不穩定的再生能源，並結合眾多智慧家電與儲能裝置，使不穩定的分散式電力

資源，提升其可靠度。 

值得注意的，在上述相關智慧電網科技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出現違反競爭法

的行為態樣，例如：關於智慧電網的專利、標準、授權等市場行為，均可能產生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疑慮。基本上，公平會處理相關技術授權案件，可按「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辦理。該原則的第 4 條提及:

「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

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時，仍應依公平交易法及

本處理原則處理。」此條文說明公平會可依據該處理原則，審查相關技術授權案

件有無涉及公平法。而其審理辦法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對於市

場的劃定，係依據該技術授權協議對「商品市場 (good markets)」、「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進行評估。此外，除考量智慧電網相關技術授權協議內

容之合理性，並應審酌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力量、授權協議當事人於

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

果之影響程度、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特定授權

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等事項，以評判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五節  公平交易法對電業公平競爭議題探討與配套措施15 

根據公平交易法第一條的規定，公平交易法的制定乃是為了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上述條文中的關鍵字之一

為「維護消費者利益」，而消費者之所以能獲得利益，實應是事業在市場中因為

競爭所激發出來的效率，而這種效率會轉移成為消費者之利益。公平交易法第四

                                                      
15 參考自許志義(2010)、王京明(2013b)、林克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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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又規定，所謂競爭是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

務或其它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然而事業從事競爭活動時，並不必然會以

上述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它條件，爭取交易機會，反而會根據

自身的條件，採取所謂不公平競爭排除競爭或限制競爭的行為。為防止不公平競

爭排除競爭或限制競爭行為之出現，公平交易法對此等行為給予民事、刑事與行

政上的制裁。 

由上述論述可知無論現行電業法或修正草案皆適用公平交易法，而以當前我

國電業環境而言，隨著國際電力自由化的風潮下，我國已於民國 84 年開始開放

民間設立發電廠， 計畫於電力產業中引進競爭機制。面對電業競爭議題，公平

會為準司法機關，應針對電業競爭議題建立事前評估與事後監督之評判作業法則。

其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1. 廠商市場力事前評估 

市場力（Market Power）係檢視市場是否具有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市場力

是一個廠商提升和維持價格水準高出完全競爭市場中之水準而能獲利的能力。因

此，公平會有必要對廠商市場力進行事前評估。 

以電業而言，電力批發市場由於兩個原因導致市場力的檢驗格外受到關注，

一是因為電力是民生必需品，影響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福祉至鉅，二是因為電力

在目前科技水準下不能大量儲存且缺乏需求彈性，又易受到輸電容量限制，因此

特別容易受到市場力的影響。特別是電力市場自由化後，由於其產業特性，往往

可能導致高度集中的發電業與售電業組織結構，更加惡化市場力濫用問題之嚴重

性。 

因此世界各國對電力市場皆進行管制，如美國 1935 年就開始對電力批發市場

進行管制，要求電價必須是合理且公正;歐盟也規定過度抬高電價（Harging 

Excessive Prices）是市場力的濫用必須受「公平競爭法」的約束，奧地利政府更

在其卡特爾法（Cartel Law）中明訂電力與瓦斯市場中濫用市場力的一方必須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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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舉證的責任來說明自己的漲價合理與否。英國政府也在發電業執照中規定在輸

電容量受限壅塞時某些不允許的訂價行為。因此在電力自由化的國家，管制當局

多執行產業結構結合的限制以緩解市場力的濫用，或者事前規定限制廠商的行為

如價格上限、限制策略競標或者是限定必須以成本為基礎的競標。這些事前的規

定再輔以事後的調查與違法的鉅額處罰以遏阻市場力的濫用。由於電力商品具有

不可大量儲存、需求缺乏彈性與電力網路傳輸限制等特性，使得傳統的公平競爭

檢驗必須額外小心與特別處理。 

 

表 4-4 市場占比與各國發電業 HHI 

註：因日本數據不完整，故僅探討我國、中國大陸、南韓、新加坡等國數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市場占有率計算得來的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廣泛用來衡量市場是否具

有競爭性。由於 HHI 係計算各廠商市占率的平方和，其數值介於 0-10,000 之間，

在歐盟若 HHI 數值大於 2000 代表市場過度集中需加以管制，小於 1000 代表不

廠商數 

(A) 

市場占

比(B) 

HHI 

(C=AxB2) 

市場集中情況 亞洲各國作法比較 

1 100.00% 10,000 HHI＞1,800 

過度集中 

(少於 5 家廠商) 

新加坡 

•3 家大型、5 家小型發電公司 

•HHI=2,241 

2 50.00% 5,000 

3 33.33% 3,333 

4 25.00% 2,500 

5 20.00% 2,000 1,000＜HHI＜1,800 

稍微過度集中 

(5 至 10 家廠商) 

中國大陸 

•均分為 5 家發電廠 

•HHI=2,000 

 南韓 

•核能 1 家，火力均分為 5 家 

•HHI=1,691 - 1,687 

6 16.67% 1,667 

7 14.29% 1,429 

8 12.50% 1,250 

9 11.11% 1,111 

10 10.00% 1,000 

11 9.09% 909 HHI＜1,000 

集中度適中 

(多於 10 家廠商) 

HHI 計算方式： 

所有市場參與者之 

市場占有率(%)平方和。 

12 8.33% 833 

13 7.69% 769 

14 7.14% 714 

15 6.67% 667 

16 6.25% 625 

17 5.88% 588 

18 5.56% 556 

19 5.26% 526 

2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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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美國 FERC 認為 HHI 小於 2500 且該廠商市占率小於 20%或者 HHI 小

於 1000 廠商市占率大於 20%，該廠商都不具有市場力。HHI 理論上會與「市場

力的大小」成正比而與「需求彈性」成反比。亞洲各國發電業之 HHI 如表 4-4

所示。現行電業法下的我國發電業 HHI 為 6143，其中台電發電業的占比將近八

成，因此我國發電業仍是高度集中的市場，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現行電業法下我國發電業 HHI 

發電業者 市占率% 市占率平方 

台電公司 78 6084 

麥寮 4.4 19.36 

長生 2.2 4.84 

和平 3.16 9.9856 

嘉惠 1.63 2.6569 

新桃 1.45 2.1025 

星能 1.2 1.44 

森霸 2.39 5.7121 

國光 1.17 1.3689 

星元 1.2 1.44 

其他 3.2 10.24 

HHI  6143.1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事後市場行為的檢驗監督 

前述 HHI 檢驗係屬市場結構的檢驗是事前的檢驗，並不一定代表廠商有進行

反市場的行為，事後的各種市場力掃描測試（Screening Tests）才能認定電力批

發市場是否已被市場力操控。 

掃描測試一般是根據比較業者的真實市場行為和真實市場的結果，與假想的

完全競爭市場下應有的結果。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業者假設會以「變動成本」報

價而市場則會以系統的「邊際成本」成交。業者的短期變動成本可以根據燃料成

本，機組熱效率和機組的容量加以評估，而市場的系統邊際成本則按市場最小的

變動成本開始加以排序直到滿足市場需求為止。掃描測試亦可以業者的報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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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場成交價格來加以檢驗業者是否有囤貨與居奇（Withholding Capacity）的哄

抬市價行為。 

業者的報價標單是否長期一致，是否與其機組的邊際成本脫離，也可作為事

後市場行為檢驗判定的標準。然而在評估業者與市場的邊際成本時，許多現實的

限制因素必須納入考量如技術條件與長期動態決策期間等，因此，根據業者與市

場的變動成本僅能作為衡量市場力的標竿（Benchmark），亦即是變動成本的下

限。 

透過國際間利潤價差（Reference Price-cost Margin）的橫向比較也是一種常用

的市場力濫用判定方式，亦即比較市場的成交價格與系統的邊際成本之差距。加

州市場監督委員會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ttee, MSC) 就曾使用 10%的利潤

價差做為判定市場力有無濫用的比較標竿，2000 年加州電力危機時，MSC 就發

現當時平均利潤價差高達 40%以上，遠遠超過了合理與公正的價格水準，必須立

即加以管制。 

綜合本節所述，公平會除了可對修法前後的電業執行公平交易法外，因應電

業自由化，作為準司法機關更積極的做法是，進行事前市場力評估以及事後市場

行為監督等相關配套措施。必要時，也可按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本法規定

事項，涉及他部會之執掌者，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與電業

法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部會相互協商電業競爭政策。從電業與國家整體發展的角

度，電業管制政策（即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亦即解除管制政策）之不同中央

主管機關必須彼此職權分工，密切配合，方能提供業者共存共榮與永續發展之健

全環境，並兼顧消費者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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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下主管機關權責之探討 

本章探討電業自由化下，電業中央主管機關、電業相關機構、公平交易委員

會之權責研析，其中電業中央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國營事業委

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環保署16、原能會、國發會。電業相關機構包括：電力調

度中心、電業管制機構。以下就相關單位之職掌進行電業自由化下的權責探討。 

第一節 電業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探討 

本節就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國營會、經濟部水利署、環保署、原能會、國

發會之立法法源，探討電業與各機關之職掌事項關聯。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載明經濟部能源局之職掌，其中與電

業相關的職掌事務包括：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能源供需之預測、規劃及

推動事項；能源開發、生產、運儲、轉換、分配、銷售及利用之審核事項；能源

費率之擬議及價格之審議事項；能源事業之許可、登記、管理、輔導及監督事項；

節約能源措施之推動、技術服務及宣導事項；新能源、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技術

之研究發展及推廣事項等。 

而經濟部國營會與電業自由化相關的部會有負責督導台電的第二組以及負

責國營事業民營化的第四組。第二組的職掌包括台電事業經營環境預測分析、中

長程及年度事業計畫、重大資本支出計畫可行性研究及年度資本支出計畫之研審，

以及台電經營績效評鑑與改進建議、年度工作考成及生產銷售、購料運輸、重大

工程及工安、環保、睦鄰等事項之協調、督導與改善。與核能電廠相關的職掌包

括用過核燃料後端業務、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小組秘書作業、定期公

布選址進程、答覆各界選址意見、研擬公民投票溝通計畫、地方回饋計畫、政府

                                                      
16 根據立法院初審通過的「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原環保署將會整合氣象局、水利署、森

林及保育署、水保及地礦署、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國家公園署(原國家公園管理處)、森林及自

然資源試驗所、生態多樣性研究所、環境教育及訓練所等機關，成立環境資源部。由於本研究及

間該法案仍屬草案，未知實際生效組織架構以及時程。因此，本研究以原機關執掌進行權責分析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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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協調及協助環評通過。此外，電業自由化所需面臨的民營化議題，由國營會

第四組職掌負責，包括：台電事業移轉民營化規劃作業之統籌與協調及其員工認

股、權益補償之督導；台電各事業移轉民營資產出售之督導、申請公開發行、上

市及上櫃案之研議及股權處理有關事宜。另外，經濟部所屬事業轉投資業務也由

國營會第四組督導。 

經濟部水利署與電業相關之職責主要是與水力發電廠的連結，其掌理事項如

「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第二條所規定，包括：水利和自來水政策、法規之擬

訂及執行；水權登記、管理及監督事項；河川流域保育經理之整體調查規劃、治

理計畫之擬訂及水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事項；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以上水

利署負責職掌事項，牽涉水力發電廠周遭資源的運用及維護，以及水資源歸屬與

天然災害發生水資源之使用。 

環保署與電業之關聯主要是因為發電廠、輸配電廠產生的環境問題或溫室氣

體排放議題，環保署轄下相關對應業務的處室有：綜合計劃處、空氣品質保護及

噪音管制處、水質保護處、環境監測及資訊處、溫減管理室。根據「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組織條例」，其相關處室的職責包括：環保政策、法規之研訂、推動；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策劃、推動、輔導、監督及評估報告之審核事項；空氣品質保

護及噪音、振動管制之政策、法規之研訂；水質保護政策及法規之研訂；污水放

流海洋之指導及監督事項；環境品質監測之策劃、指導及監督；溫室氣體減量法

及相關子法之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登錄及認證與查驗；排放源減量審議、額度

核發及實質減量成效追蹤管理。 

由於電業中有核能電廠，舉凡我國核能業務皆由原能會負責督導管制。其職

責除嚴格執行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及環境偵測，妥善規劃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以確保核能應用安全外，亦積極推動原子能科技在民生應用的研究發展。電業自

由化後雖然大部分發電廠皆會民營化，但由於核能電廠與水力發電廠涉及國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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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之議題，故仍屬國營事業經營範圍。核能電廠而言，有別於其他發電廠，

自由化前後皆為原能會所管轄範圍。 

國發會主要職掌國家發展政策、計畫之綜合性規劃、協調、審議、資源分配。

核四封存後，我國能源供需日趨緊張，能源問題與電業自由化議題成為政府必須

面對的問題。然而，電業自由化牽涉層面廣泛，如：能源政策、環保政策、產業

政策、電力市場結構設計等，需由國發會扮演規劃國家政策與執行資源分配的角

色。 

第二節 電業相關機構之權責探討 

本節就電力調度中心、電業管制機構之權責進行探討。由於行政院版電業法

修正草案計劃在施行該法後兩年內，須成立電力調度中心與電業管制機構，故以

下對於過渡時期的電業管制機構之權責亦會闡述說明。 

根據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電力調度中心應由電業管制機構輔導成立財

團法人型態之電力調度法人，專責經營電力調度業務，調度範圍、項目、程序、

規範、費用分攤、緊急處置等事項，則依電業管制機構訂定管理規則。其形式與

所從事的服務，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的事業：「其他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故電力調度中心屬公平會所稱之事業。而在電業法修

正案通過施行兩年內，尚未成立電力調度中心的過渡時期間，則由電業管制機構

指定電力網業代執行，且電力網業不可拒絕。而電力調度中心成立之預算，由既

有、新設或擴建之電業，換發、申請電業執照時，應依規定捐助一定金額，作為

成立電力調度中心之資金來源。而該捐助金額比例由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 

根據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第四條，為推動電業自由化，確保用戶用電權

益，有效管理電業經營及監督電力市場公平競爭，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電業管制

機構管理之。其職掌包括：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電力調度監督管理、電價

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核定等事宜。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兩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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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立電業管制機構的期間，電業管制機構應執行之業務，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代辦理之。 

第三節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權責分析 

根據公平交易法規定，公平會的職掌包括︰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事項、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等。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

查處理。」；第二十八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有關公平交

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行之。」 

依據以上公平會所負責的職掌事務，對於電業逐步自由化後，公平會可以介

入的議題如前章所闡述。以下就批發電力市場、零售電力市場潛在違法態樣以及

公平會可因應的措施與協同因應之機關整理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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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電業自由化違法態樣與公平會職責 

違法態樣 公平會職責 

（公平交易法適用法條） 

協同合作機關 

批發電力市場 

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

結合行為 

 HHI 測試 

(第 6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3 條、第 40 條) 

 電業管制機構 

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

聯合行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利潤價差測試 

(第 7 條、第 19 條第 4 款) 

 電業管制機構 

「電力網業」兼營「電

力調度中心」可能造成

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 

於立法通過前，提出公平

交易法之專業意見 

(第 25 條) 

 經濟部能源局 

 國發會 

零售電力市場 

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

之聯合行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利潤價差測試 

(第 7 條、第 19 條第 4 款) 

 電業管制機構 

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

行為 

 定期追蹤調查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第 10 條、第 19 條第 6 款) 

 電業管制機構 

零售商仿冒、公告不實

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

行為 

 定期追蹤調查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第 20 條、第 24 條) 

 電業管制機構 

輔助服務市場 

緊急事件發生的調度

電力行為 

 市場力掃描測試 

 利潤價差測試 

(第 7 條、第 19 條第 1 款、

第 19 條第 2 款) 

 電業管制機構 

電力研發市場 

電力科技相關專利、技

術授權與標準衍生的

限制競爭情事 

 定期追蹤調查 

 建置完善檢舉機制 

 (第 19 條第 6 款、第 45

條)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電業管制機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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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統整和電業相關的主管機關、管制機構之權責，並說明當電業自由化後

所產生的違法態樣，公平會應如何介入，與何機關協同因應。本節以下根據前述

之權責規範，彙整電業自由化前後，前述機關電業相關事務的權責歸屬。 

在電力市場尚未自由化前，如電力政策的頒布、電力市場結構規劃設計、電

業法及其相關子法之修訂等事項，為經濟部能源局、環保署及經濟部國營會等單

位之主要職掌，而公平會、國發會、原能會、水利署與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

員會等，亦為政策與業務相關之單位，詳如表 5-2 所示，此乃電力市場自由化過

渡期之權責分配。 

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後，除上述屬政策面之外，如電力市場交易行為之規範，

是由電業管制機構、經濟部與公平會共同執掌；而電業營運相關事項、執照申請

變更撤銷及電業法之更新與修訂等事項，乃由電業管制機構執掌，經濟部與公平

會為業務相關單位，詳如表 5-3 所示。 

本研究之權責分析僅以行政院版電業法修正草案版本為基礎討論，若日後電

業法經一定程度修改後，此權責規範仍有斟酌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未來成

立電業管制機構，其管制架構需明確規範調度中心、市場參與者及主管機關間之

權責。亦即，電力調度中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管制機關）之執掌，及電力

調度中心之權利與義務，均需載明於法令條文中，以法規為依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管制機關對於所有市場參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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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解釋法規之權力等，以避免

市場參與者濫用其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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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表 

  

                                                      
17 套牢成本（Stranded Costs）指的是，公用電業在市場開放競爭後，因為產品價格不具有市場

競爭力，無法藉由未來各基期營收，回收全部既生成本的情況，實務上以發電資產投資成本占大

宗 (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2004)。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一、電力政策頒布： 

電業自由化政策與願

景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

分配 

能源政策 

(含核能、水力、再生

能源與汽電共生之定

位)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供需之預測、規劃、執行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源

分配 

原能會 確保核能應用安全 

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流域保育經理之整體調

查規劃、治理計畫之擬訂 

 水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 

套牢成本17處理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開發、生產、運儲、轉換、分

配、銷售及利用之審核事項 

國發會 國家發展計畫之規劃、協調、資源

分配 

氣候變遷與環境政策 

(如 CO2、汙染排放) 

環保署  環境品質監測之策劃、指導及

監督 

 溫室氣體減量法及相關子法

之訂定 

 溫室氣體排放量登錄及認證

與查驗 

 排放源減量審議、額度核發及

實質減量成效追蹤管理 

原能會  嚴格執行核能安全管制、輻射

防護及環境偵測 

 妥善規劃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經濟部能源局 新能源、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技術

之研發推廣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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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表 (續)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二、電力市場結構規劃與設計： 

市場重組 

(含過渡期與中長期)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能源供需預測、規劃、執行 

國發會 國家發展計畫之綜合性規劃、協

調、審議、資源分配 

台電公司民營化 

(含發電、電力網、售

電、核能、水力部門)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各公

民營電廠市占率相關意見 

經濟部國營會  台電事業經營環境預測分析 

 民營化規劃作業之統籌與協

調及其員工認股、權益補償

之督導 

 台電各事業移轉民營資產出

售之督導、申請公開發行、

上市及上櫃案之研議及股權

處理有關事宜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事業之許可、登記、管理、

輔導及監督 

國發會 國家發展計畫之綜合性規劃、協

調、審議、資源分配 

原能會 確保核能應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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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電業法修正草案通過施行過渡時期相關業務權責分工表 (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三、電業法及其相關子法之擬定： 

電力市場結構之法

制化 

(如電業劃分為發電

業、電力網業及售電

業三種) 

公平會 提供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

源分配 

電力政策之法制化 

(如電力市場調度規

則之擬訂與實施)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

源分配 

電力市場相關機構

之成立 

(含電業管制機構、電

力調度中心、電力研

究試驗所等公共財)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

源分配 

相關重要規範事項 

(包括價格制定、供電

可靠與品質、用戶服

務品質、市場占有率

及電業執照申請、變

更與撤銷等)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

源分配 

電力及天然氣價格

諮詢委員會 

各種電價費率制定、調整與核可 

電業法相關子法之

擬定 

(含電力交易、電力調

度及電力價格)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國發會 國家發展政策之規劃、協調、資

源分配 

電力及天然氣價格

諮詢委員會 

各種電價費率制定、調整與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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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電業自由化之後相關業務權責分工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一、電力市場交易行為之規範： 

維護公平競爭 

(相關事業之

獨立會計、禁

止交叉補貼、

電網費率無歧

視)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核定等事宜 

經濟部 策訂有利公平競爭及產業發展之經濟

政策與措施 

審理違反公平

競爭之案件 

(不當購併、市

場獨占力濫

用、聯合哄抬

電價等)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經濟部 策訂有利公平競爭及產業發展之經濟

政策與措施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核定等事宜 

電力交易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用戶用電權益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核定等事宜 

經濟部 執行有利產業發展之電業營運相關措

施 



104 
 

表 5-3 電業自由化之後相關業務權責分工(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議題 職責機關 工作事項 

電力調度中心

之相關業務

(包括：調度範

圍、項目、程

序、規範、費

用分攤、緊急

處置等事項)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核定等事宜 

二、電業營運相關事項： 

電業管制 

(費率管制、供

電可靠與品

質、用戶服務

品質) 

公平會  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 

 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用戶用電權益監督管理 

 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核定等事宜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電業執照之申

請、變更與撤

銷 

電業管制機構  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 

 電力調度監督管理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事業之許可、登記、管理、輔導

及監督 

電業法修訂及

更新 

公平會 提出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能源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電業管制機構 提出電業及電力市場監督管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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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國、歐盟、日本電力市場公平競爭相關議題探討 

第一節  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主管機關之競合 

一、 前言 

    過去，當所謂「自然獨占」概念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而支配著法律規範理念及

作法時，電力事業因其初期的高投入成本及電力網架設的重複投資之避免，往往

被認定為屬於自然獨占事業之類型，從而其規範就不應由一般的競爭法及其主管

機關加以為之，而應由針對其特性所制定之特別業法（電業法）及其產業主管機

關實施管制。於此管制為主、管制至上的思考方式下，有關該等管制產業中之事

業的行為、包含競爭行為之規範，就應由其主管機關或管制機關依照其業法為之，

僅有在業法未有特別規範的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關方有例外的補充介入規範之

空間存在。我國公平交易法於 1999 年修正前的第 46 條規定：「第四十六條 事

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第 1 項）公營事業、公用事

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布後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

規定。（第 2 項）」即反映出此種思考潮流。 

    然而，隨者解除管制、管制改革潮流的盛行18，過去被視為是自然獨占之產

業，因為其內部本身的技術、經營方式之革新，或者是對於其經濟行為認知之改

變，逐漸喪失其被視為自然獨占產業之基礎。縱令於此等過去被認定為屬「自然

獨占」產業的領域中，亦有競爭發生的可能性，從而競爭法對於該當產業適用之

可能性，亦油然而生。最著名者，當是過去被視為自然獨占之電信業，於今其競

爭態勢甚至較其他產業更為劇烈，為取得競爭優勢而不擇手段時而從事不實廣告

                                                      
18 此種解除管制發生的背景有四：（1）1970 年代二次石油危機的侵襲，使得各國經濟成長陷於

停滯狀態，而政府管制不僅導致政府財政支出赤字增加，於當時亦出現各種妨礙企業經營、競爭

效率等情事，從而有必要縮減政府管制項目，建立「小而美」的政府；（2）1970 年代以後，技

術革新呈現高度的進展，致使過去被視為自然獨占或寡占部門的產業失去其持續存立的經濟基礎，

於此政府管制有時竟為阻礙經營、技術革新的主因；（3）1970 年代以後，不論商品或是人員、

資金、資訊的跨國界流通更加頻繁，各國間的互動關係愈形密切，政府管制時而阻礙此種商品、

服務等的國際流通，從而有必要解除或放鬆此等阻礙國際交流的政府管制項目；（4）最後，雖

然於不少情形，政府管制的發生乃是為對應「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之狀況而起，但久而

久之，此一政府管制本身亦經常發生「失靈」之狀況，徒增政府及民間企業二者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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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者，亦在所多見。同樣地，過去被認為是適合於從上游的發電、輸電以至於

下游的配電、售電等各階段應垂直整合，且應由國營事業經營之電力事業，亦因

電力產業的技術革新、包含再生能源、綠色能源等新興電源的興起、售電服務或

電力附隨服務的多樣化等因素，而不再被認為一定非垂直整合經營不可，而其中

有發電及售電之階段，更有競爭之可能性，而應全力加以自由化，以令消費者得

以享有更為多樣且多元的電力消費來源及模式。 

    於此情況下，當電力產業不再是「自然獨占」之事業，而有引進競爭之可能，

特別是在發電及售電部門層級時，其競爭行為究竟應由何者規範，即不無討論空

間。尤其是，近年來各國於制定或修正其各該特別產業規範的業法時，多已不再

於其業法規定中，訂出適用除外條款，排除競爭法相關規定的適用。因此，對於

該當業法所欲管制事業的競爭行為，除該業法相關規定之管制外，競爭法因未被

該業法明文排除適用，而存在適用可能性的空間，於是可能發生對於事業的同一

競爭行為，業法的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時享有規範權限，而出現管轄競

合之情事。於此競合情況下，究竟應由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行為享有優先管轄

權，抑或應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於競爭法規範理念，對於競爭反競爭行為，加以

規範？ 

    對於上開問題，各國法制似乎存在著不同的實際運作方式。在歐洲聯盟，或

由於在歐盟層級並不存在有效的電力事業管制機關，從而對於電力事業的競爭行

為，歐盟競爭法及其主管機關幾乎對於競爭競爭行為享有完整的管轄權。至於，

日本及其他採取類似規範模式之國家，傳統上對於電業法主管機關仍給予一定的

尊重，而於電業法對競爭行為有所規範時，尊重電業法主管機關的管轄權，惟由

於電業法關於反競爭行為列舉的不足或因新類型反競爭行為並未為電業法所預

測，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遂逐漸享有大幅介入空間，惟縱令於此情形，競爭法主

管機關亦基於尊重電業法主管機關的想法下，盡量與電業法主管機關作出合理的

分工，強調二者間之合作關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二款:「本法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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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公平交易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也有類似的規

範，可見由政府行政一體的觀點，政府各部會之間，對於法規競合之相關業務，

均需互相溝通與協調，方為允當。 

    不論何種合作、分工模式，背後皆有其規範背景，而值得吾人深入思考。此

外，在有關電力事業的管制模式方面，亦有強調行為管制面向者，亦有強調結構

管制面向者。在傳統的產業組織論中，存在有結構—行為—績效模型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SCP 模型）之想法。在此，是由市場

結構（market structure）、市場行為（market conduct）及市場績效（market 

performance）此三個面向作為判斷競爭的有無及其程度的基礎。市場結構可能影

響到市場行為，並導致市場績效之高低。一般而言，持此見解者，通常認為市場

結構越集中，市場上的事業其行為就越容易有聯合或寡占的價格領導等行為模式

出現，導致市場整體效能不彰，損害消費者權益。因此，其解決方法就是將市場

結構由原來的集中引導到分散，令各該分散的事業積極從事競爭，以提升市場運

作效率、增進消費者權益。就電力產業管制而言，在過去自然獨占概念的思考方

式下，市場集中度當然非常高、甚至時而是一家獨占之情事，其結果所生之市場

績效當然非常不理想。 

    於此情事下，對於電力產業的改革，首先就必須從市場結構面著眼或下手，

在具有競爭可能性之部門進行電力事業的分割、鼓勵新事業的進入，以厚實競爭

之基礎。一般而言，各國政府於進行電力產業的結構改革時，多採取下列三個步

驟：（1）功能分離或會計分離，要求電力事業必須依照發電、輸電、配電、售電

等不同部門及功能，就其財務及會計進行分離，不得於其間存在交叉補貼行為，

形成對外部電力事業的不公平競爭情事；（2）法人格分離，要求電力事業應依據

發電、輸電、配電、售電等不同部門，分別獨立成立不同法人，惟於此情形，仍

有可能由一家控股公司控制各該不同法人企業；（3）所有分離或資本分離，發電、

輸電、配電、售電等不同部門不僅不得由同一控股公司控制或持有其股份，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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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間亦不得交叉持股，而須由不同事業所控制、相互獨立，不再具有資本控制

關係或關係企業關係。 

    上開電力市場或電力事業結構分離之改革，屬於結構管制面，通常多由業法

主管機關主導，但競爭法中之結合管制，在電力市場具有競爭結構後，亦有其介

入空間。相對於此種結構管制面向，不論是結構分離後具有競爭可能性的發電、

售電部門，抑或是仍可能存在獨占或寡占結構的輸電、配電等電力網部門，於電

力自由化改革後，其競爭行為都有可能受到業法或競爭法之規範。特別是，尚存

在有獨占或寡占結構的輸電、配電等電力網部門是否可能對其上游之發電部門、

下游之售電部門的事業，以其高度的市場力或優勢地位，進而濫用其獨占或優勢

地位，不僅於上下游存在不公平的競爭或交易態勢，亦可能因其不當的差別待遇

作法導致上游或下游事業彼此間的不公平競爭態勢。對於此種不當競爭或反競爭

行為本身的管制，一般稱為行為管制。 

    由上可知，有關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之規範或管制，不僅要探求、釐清業法主

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二者間可能存在的權限競合問題，亦必須瞭解各該主管

機關對於電力事業可能施予之結構管制或行為管制的不同模式。在結構管制層面

上，或許因為歷史因素而使得業法主管機關具有較大之規範或主導權限，惟於行

為管制面向上，二者間權限差異就不是那麼大，經常必須依據個案進行判斷。由

於韓國部分缺乏電力市場相關案例，以下僅以美國、歐盟及日本等三個國家法制，

敘述其具體規範方式及內容。 

二、 美國法 

    美國法有關電力市場或電力產業的規範本身，較為複雜。雖然，於聯邦層級

有「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此一

包含電力在內的能源管制機關，但有關電力市場或電力產業之自由化，其相關權

限則屬於各州的「公益事業委員會」（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C）。亦因此

故，各州於電力事業之自由化或結構分離方面的態度，並不相同，有些州仍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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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類似我國台電公司體制之發電、輸電、配電、售電四者垂直整合之情事，有些

州則徹底將此四者分離，要求期間不得有交叉持股等情事。無論如何，鑑於輸電

網之重要性，為確保其公平、中立、公開的電力網近用，各州都要求於電力網業

者外，另設立「獨立系統運用者」（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s, ISO），避免發

生拒絕輸、配電或對於發電、售電業者於價格或交易條件上有不公平或歧視的對

待行為。同時，FERC 對於此等電力網業者亦享有管制權限，特別是不少電力網

業者經常有跨州輸電之行為，為維持其公平、中立、公開的電力網近用之情事，

FERC 遂針對此等電力網業者及 ISO 享有一定的管制權限。 

    惟須注意者，美國於其聯邦層級亦有其競爭法主管機關，包含法務部之反托

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就電力事業之競爭

行為而言，此等競爭法主管機關與 FERC 間之管制權限，如何劃分，值得探討。

實則，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權限劃分或管轄問題，並不僅限於電

力事業的競爭行為議題，在美國法對於各種特許或許可行業，大多設置有個別的

獨立管制委員會以管制該行業的營業、競爭行為等情況下，各該獨立管制委員會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就該等行業間之競爭行為，如何分工的問題，就經常成為爭議

所在。 

至於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有關競爭行為之管制，於有關電力事業的競爭行為

上，針對個別案例 FERC 得依據法律對於各該電力事業的不當競爭行為加以處分。

惟一般而言，FERC 最重要的法律執行機制，乃係藉由法規命令或政策聲明的頒

布，一般性地對外宣稱其對於特定競爭行為之看法，最重要者係有關輸配電規範

之 Order No. 888, 889, 2000 等命令，有關區域性輸電事業（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 RTO）規範之 Order No. 2000，以及有關電力事業併購之政策聲明

（Policy Statement Establishing Factors the Commission Will Consider in Evaluating 

Whether A Proposed Merge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本節中，針對前

二者命令之規範內容，加以說明，電力事業併購之政策聲明，則留待後述。 

  



110 
 

(1) Order No. 888, 889, 2000 

A. Order No. 888, 889 

1935 年以後，電力供給事業的數量爆發性地增加，由於技術革新，電力得

以於州際間以低廉的成本進行輸電。但在電力供給事業之中，經常可見收購自己

的競爭者為躉售或零售其電力所必須利用之電力網或者是拒絕競爭者利用其所

擁有之電力網，或以較為不利之輸電條件為其輸電等情事存在。 

FERC認為，上開差別待遇之反競爭行為，實為聯邦電力法（Federal Power Act, 

FPA）第 205 條所禁止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因此遂依據同法第 206 條所賦予之

權限，對於上開行為進行管制，進而於 1996 年 4 月頒布 Order No. 888（Order NO. 

888, Promoting Wholesale Competition Through Open Access Non-discriminary 

Transmission Services by Public Utilities）。在 Order No. 888 中，FERC 認為輸電網

被也進行發電的電力業者獨占性地所有之情形，不在少數，因此乃命令發電及輸

電間必須實施「功能分離（functional unbundling）」，將各電力業者就躉售電力價

格、輸電費用及附屬服務費用加以區別，並對輸電費用訂定單一費率，自己與第

三者必須以同一費用利用輸電網，建構起輸電網本身的公平、中立及開放利用原

則。 

FERC 希望藉由此等措施，令輸電網的非所有人及輸電網所有人二者皆得於

同樣的利用條件下，利用輸電網，促進發電業者間之公平競爭，進而鼓勵其他電

力躉售事業的進入。 

Order No. 888 以及補充其規範之 1996 年 5 月的 Order No. 889（Open Access 

Same-Tim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tandard of Conduct），禁止擁有輸電網的既存

電力業者，優先地將有關輸電之資訊傳達給其自己公司的電力販賣部門，並要求

應將此等有關輸電網之資訊加以公開，以令相關事業知悉，維持公平競爭。為因

應 Order No. 888, 889 之要求，部分地區的電力事業遂設立獨立的系統運用者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s, ISO），並自發地將其本身所擁有之輸電設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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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讓與給該等 ISO。 

在 ISO 中，最著名者厥為 PJM-ISO，該 ISO 係以 Pennsylvania、New Jersey、

Maryland、Delaware、Virginia、District of Columbia 等地區為輸電區域的電力公

司，於 1956 年中以契約（PJM Agreement）而結合成之電力交易所（Power Pool）。

構成 PJM 的各電力公司，雖然能夠把自己發電的電力藉由自己所有的輸電線優

先地輸電，惟於 1998 年改組成立 PJM-ISO 之後，各電力公司的輸電網被要求必

須進行功能分離，其營運則由自主、獨立的 PJM-ISO 統籌為之。PJM-ISO 是在

開放且無差別的原則之下，進行輸電網流通電力全體的調整。身為會員的電力出

賣人（發電業者）以及買受人（電力公司、地方合作社、地方自治團體等），透

過此一 PJM-ISO 進行電力買賣。 

B. Order No. 2000  

雖然，上開 Order No. 888, 889 之頒布，對於輸電網的開放帶來相當程度的

正面影響，且有利於競爭情事之展開，惟其後依舊有發電業抱怨，擁有輸電網之

事業，對其實施差別待遇行為。理由在於，在躉售電力市場上，藉由「機能分離」

要求輸電網的營運及電力販賣活動二者間的分離，並未被徹底實施，依舊有部分

業者秘密地施行一些差別待遇行為。就此，FERC 於 1999 年 12 月提出 Order No. 

2000（Regional Transmission Organization, RTO），以更為嚴格的方式防止對於輸

電網利用不當地、差別的選擇之行為。FERC 為促使 Order No. 2000 的管制效果

得以有效推動，要求所有的輸電網所有人（包含非營利電力供給者）應於 2001

年 12 月 15 日前，將其有關輸電網路的管理及經營，置於 RTO 的控制下。 

RTO 依據 Order No. 2000 相關規定，為一獨立於各該市場參加者（發電業者

以及電力零售業者）之獨立機構，其營運涵蓋一定區域，且於有關電力之配送上，

具有排他性的權限。此外，RTO 並具有費用設定、並行輸電、附隨服務的提供、

相應於輸電能力的總輸電能力決定、市場監視、計劃及展開、促進地域間的合作

等各種功能。對於此種具有獨立性、不受電力事業利益影響而得以促進電力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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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公平競爭的 RTO，聯邦競爭法主管機關向來皆給予高度的肯定及支持。 

(2) FERC 對於「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之規範 

在美國的電力產業中，躉售價格係由 FERC 加以管制，零售價格則由各州公

益事業委員會施以規範。FERC 基於聯邦電力法就躉售價格有「不公正、不合理、

不當地差別（unjust,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ory or preferential）」等情事存在時，

得命令改正，以符合「公正且合理的（just and reasonable）」躉售價格之理念。 

基於相同權限，對於價格擠壓行為，FERC 亦進行以下管制。首先，認定差

別待遇的存在。於電力相關規範中，是否存在差別待遇，其認定係以收支均衡原

則為其基礎，在無法說明價格差別待遇何以存在時，即得認定存在差別待遇。其

次，認定差別待遇是否不當，基於聯邦電力法之立法理念及目的，認定競爭差別

待遇是否「不當（unduly）」。藉由上開差別待遇的存在及其不當性的認定，FERC

得進行一定程度的價格擠壓規範。惟此種FERC價格擠壓管制，有下列固有問題。

第一， FERC 所做的價格算定，是基於公正報酬率管制。此為對於投入資本的

適當利潤確保，以此為基準之價格管制，具有保證獨占租的危險性。第二，價格

擠壓的管制，必須綜合上游市場及下游市場來看。但在美國，躉售價格以及零售

價格的管制機關分屬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二者之管制制度及方式也不同，且價

格的計算方式及報酬率的認定方式等，其計算基準本身亦有所差異。於此種管制

情形下，若依舊發生所謂的價格擠壓行為，不啻意味者事業法或電力相關規範管

制本身發生管制失靈之情形。 

不論如何，由上可知，FERC 依據聯邦電力法所為的價格擠壓行為之管制，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係以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或掠奪

性價格設定等法理，規範價格擠壓行為，有所不同。FERC 似乎是以比較制式化、

形式化的總費用、公正報酬率等基準，作為是否存在不當差別待遇之判斷基礎。

相對於此，於反托拉斯法中，掠奪性價格之認定，則通常以競爭事業的平均變動

成本作為其判斷基礎。二者差異之生，或許在於 FERC 基於聯邦電力法於躉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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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不公正、不合理、不當地差別（unjust,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ory or 

preferential）」情事存在時，得命令改正、直接介入價格，以符合消費者得於「公

正且合理的（just and rasonable）」躉售價格，平等、公平地利用電力之理念。 

三、 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電力市場及能源政策之改革，歷時 20 年且歷經三次指令（Directive）

之頒布，而有今日之景況。以下，就歐盟三次電業自由化指令之內容，簡要予以

概述。 

1. 歐盟三次電業自由化指令 

(1) 1996 Directive 96/92/EC19 

本指令包含自由化在內的歐洲層級能源政策，其政策研擬係以歐洲聯盟境內

市場統合為前提。經過以 1992 年底為市場統合期限的 1987 年單一歐洲議定書，

以及關於能源政策的 1995 年「綠皮書」（Green Paper），最後終於落實於 1996 年

的第一次電業自由化指令（Directive 96/92/EC）」。該當指令係以英國等會員國過

去的能源自由化之政策發展經驗為基礎。1996 年時，歐盟推出第一次的能源政

策改革套案（Package），第一次電力自由化改革方案即以此為基礎，並進行解除

管制政策。於第一次指令中，電力市場被區分為發電、輸配電、零售三個部門，

要求其會員國必須進行相關立法作為，促使上開發電、輸配電及售電等部門間得

進行功能分離及會計分離，進而禁止各該不同部門間有內部交叉補貼行為的存在。

此外，就上開發電、輸配電、零售等部門，並要求會員國應履踐以下各項自由化、

解除管制之作為： 

A. 關於發電，依據「認可程序（authorization procedure）」以及「投標程序

（tendering procedure）」，將市場進入予以自由化（第一次指令第 4 條以

及第 6 條）。於認可程序上，只要符合事前所訂定之標準，即可自由經營

發電業。 

                                                      
19 DIRECTIVE 96/9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December 1996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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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輸配電，要求應進行「功能分離」。亦即，對於輸電部門，設置獨立

的「TSO」（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對於配電部門，則要求應設

置獨立的「DSO」（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並於此基礎之上，進

行有關發電等其他部門使用輸配電系統之相關法制規範的制定或修正。 

C. 關於零售電，依據「自由化對象的需求者（eligible customer）」概念，設

定會員國應開放市場的最低範圍。在此，首先對於 400 億瓦/小時以上的

需求者進行零售電的自由化；其次，則要求至 2003 年底為止，擴大對於

90 億瓦/小時以上需求者，進行售電的自由化（第一次指令第 19 條）。 

上述第一次指令之規範，雖然對於零售電的自由化設立一定程度明確的基準，

但對於其他發電部門、甚至於輸配電部門，其自由化或解除管制之程度仍屬不足。

第一次指令，充其量僅是對於輸配電部門的功能分離加以要求，其仍未達到有效

的電力產業組織架構的重新調整或再造之目標。由於未能達成有實際效用的分離，

並未達成關於輸配電部門的機能分離。 

(2) 2003 Directive 2003/54/EC20 

於 2003 年，第一次指令被「第二次指令」（Directive 2003/54/EC）所取代。

第二次指令要求歐盟各會員國應於 2004 年 4 月前，對於家庭用電以外的零售市

場之自由化，並於 2007 年 4 月前對於包含家庭用電在內的零售市場之全面自由

化。 

其次，第二次指令也追求對於輸配電部門的「法人分離」，作出更為具體的

規範，其要求會員國應進行如下的自由化作為： 

A. 關於發電，在第一次指令所規定的「認可程序」以及「投標程序」之中，

應以認可程序為原則，而招標程序則應限於有發生供電安定性問題之情

形（第二次指令第 6 條、第 7 條）。 

                                                      
20 Directive 2003/5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June 2003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6/92/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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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輸配電，為抑制 TSO、DSO 可能的差別待遇行為，要求超越功能

分離而進一步實施「法人分離」。由於只要求法人格分離，母子公司關

係以及在控制公司之下的間接結合，仍然有可能繼續存在。 

C. 關於零售電，則要求2007年7月以前全面自由化（第二次指令第21條）。 

於第一次指令之規範中，會員國電力管制機關所被期待之任務，乃是對於當

事人間有關接續或近用所生紛爭的解決機能。相對於此，第二次指令擴大了會員

國電力管制機關對於紛爭解決的管制權限，希望近用管制能夠有效發揮其規範作

用（第二次指令第 23 條）。再者，基於第二次指令，為促進會員國間電力管制機

關的合作及協調，並於歐盟執委會下設立一個諮詢機關「ERGEG」（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3) 2009 Directive 2009/72/EC21 

正如同第二次指令取代第一次指令，第三次指令（2009 Directive 2009/72/EC）

亦取代前述第二次指令，而成為現今歐盟有關電業自由化的主要規範。第三次指

令的起源，主要源自於歐盟執委會對於第二次指令實施，就其實施情況進行所謂

部門（Sectors）調查，針對電業各該部門的競爭情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歐盟電

業整體仍有不少問題存在，而必須對此有效予以因應，從而要求更為徹底之自由

化舉動。以下，分為部門調查、結構分離及管制機關三者，加以敘述。 

A.部門調查 

從 2005 年開始，由歐盟執委會競爭總局所進行的部門別調查中，指出了第

二次指令後電力市場競爭上的市場集中、垂直整合、市場區分、市場透明性、費

用、零售市場等問題。 

其指出，得以進入各會員國市場的新進業者，都是其他會員國的既存業者。

雖然如此，第二次指令並未如同一般所期待般，大幅擴大各會員國間的跨境電力

                                                      
21 Directive 2009/72/EC of 13 July 2009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3/5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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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申言之，既有電力業者並未因此而產生擴大輸電容量的誘因，渠等經常以

容量不足為理由拒絕接取，而阻礙電力的跨境交易。此外，各會員國的法律規範

及管制制度與其運作亦未見有統一作法，管制的不透明性經常被認為是跨境交易

的障礙。再者，會員國以安全保障為由，對於既有業者的保護也成為問題。管制

制度以及其運作的不同，表現於會員國間市場構造及費用水準的不同。 

第三次指令，即為因應在部門別調查中所被指出之電力市場競爭課題。第三

次指令認為歐盟電力市場上存在下列三項課題：（a）對於電力網接續或近用之無

差別待遇的必要性；（b）各會員國關於電力事業及其行為的規範及管制，應逐漸

融合或整合；（c）應強化各國間之電力聯繫。基此認識，第三次指令遂要求各會

員國應進行具有實際效用的結構分離、會員國管制機關獨立性的確保、歐盟管制

機關的設立、TSO 間合作體制的改善以及對於消費者保護的強化等事項，並要

求各會員國應就此等事項提出具體策略，且以 2011 年 3 月為各會員國完成其國

內法化之期限。 

B.結構分離 

第三次指令的基本理念是，在跨越會員國間國境的供給方面、以及新電源供

給相當重要之處，輸電部門如果沒有從垂直整合企業獨立出來，會對於輸電部門

的運作以及輸電部門的投資將會產生不良影響。因此，第三次指令對於輸電部門，

要求會員國必須作出較諸第二次指令為止的會計分離、機能分離、法人分離更為

徹底的分離策略之實行。其要求如此結構分離，主要有二個目的：抑制差別誘因

的目的，以及確保電力網投資誘因的目的。第三次指令，並提供三種選項令會員

國得依據其國內情形選擇其中之一，作為更徹底分離之具體作為。 

第一個選項為「所有分離（ownership unbundling）」。由 TSO 擁有並管理輸

電部門，且 TSO 被要求具有獨立性，不承認在第二次指令中有可能存在的控股

公司型態。在所有分離方面，由 TSO（輸電部門的所有人）進行關於輸電部門

的投資（第三次指令第 9 條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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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選項為「ISO（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ISO 管理輸電部門，且

ISO 被要求具有獨立性。關於輸電部門的所有，第二次指令只要求發電及零售業

者的法人分離。ISO 規劃關於輸電部門的投資計劃，而由輸電部門所有人負擔所

需資金（第三次指令第 13 條以下）。 

第三個選項為「ITO（independent transmission operator）」。ITO 擁有並管理

輸電部門。雖然控股公司的型態是有可能的，但要求 ITO 必須具備獨立性。具

體而言，ITO 被要求設置監督機關（第三次指令第 20 條）、以及規劃為監視、防

止差別待遇行為為目的發生之法律遵循計劃，由法律遵循主管監視該計劃是否有

被實際遵守（第三次指令第 21 條）。甚至，ITO 亦應進行關於輸電部門的投資。 

關於配電部門及零售電部門應如何分離之問題，第三次指令雖要求 DSO 從

其垂直的企業整合中獨立出其法人格、組織及意思決定，但並未要求其必須進一

步進行所有分離（第三次指令第 26 條第 1 項）。原因在於，配電網的無差別近用

問題，其程度並未如同輸電網般之重大。再者，近年來，雖然其垂直整合的發展

傾向一再被指摘，惟於歐盟電力市場及電力產業改革過程中，零售電部門的分離

則並未被要求必須為之。 

C.管制機關 

迄至第三次指令為止，各會員國的管制機關，其組織以及權限均大不相同，

導致歐盟境內無法實施一致性的管制。因此，作為取代 ERGEG 的歐盟層級之新

電力機關，遂設置 ACER（The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ACER 在預算以及營運方面皆為獨立組織，就國境間交易的特定問題，享有作出

具有拘束力之決定的權限，而其在促進會員國管制機關間合作的同時，也監督、

管理以 10 年為期的歐洲層級之輸電網投資計劃。 

再者，第三次指令對於會員國管制機關，重新要求從政府獨立出來（政治的

獨立性）（第三次指令第 35 條第 4 項）。相對於第二次指令僅要求會員國的管制

機關，必須從電力業者獨立出來。第三次指令對於各會員國的管制機關，不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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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渠等應於各會員國內推動電力自由化並加以督導之，亦要求該等管制機關應為

歐盟市場整合之目的，彼此間相互合作進行輸電網的相互聯繫（第三次指令第

38 條第 2 項）。再者，第三次指令，不只要求在此等會員國管制機關間的合作，

亦規範各該 TSO 間的合作議題。依據第三次指令之看法，TSO 的重要機能係為

電力市場之整合（第三次指令第 12 條第 h 款）。在第三次指令就電力產業之結構

分離對各會員提出三種不同選項的情況下，其亦預期歐盟境內或將會有各式各樣

TSO 的誕生，而機能不同的 TSO 有可能無法有效整合，從而乃強制此等 TSO 必

須加入 ENTSO-E（The 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Electricity），以避免無法整合情事之發生。ENTSO-E 與 ACER 共同作成網絡近

用規範及技術規則。 

2. 歐盟電力自由化之成果 

歷經上述三次電力自由化指令的洗禮，或可謂歐盟電力市場及電力產業大致

已完成結構分離之任務。從第一次指令所要求之功能分離、會計分離，第二次指

令要求之法人格分離，進而進展至第三次指令所要求之所有分離，歐盟電力市場

過去發電、輸電、配電及售電之垂直整合情事已不再，而於各個階段進行分離，

各自獨立出來。於此徹底結構分離的情形下，發電市場及售電市場有多數業者存

在，彼此間進行競爭之情事理所當然，其競爭行為受到歐盟競爭法規範，實無問

題。較有問題者，厥為輸電、配電等電力網業者，由於渠等經常於各該區域內仍

屬於獨占或寡占事業，相對於發電及售電事業具有相當高的優勢地位。特別是，

當其實施拒絕交易、價格差別待遇等差別待遇或歧視行為時，發電業者及售電業

者，將可能蒙受無法供電或售電之損害。對於此等行為，當然有必要加以管制。 

雖然，如同前述，為管理輸電或配電事業之行為，歐盟設有 ACER 及

ENTSO-E 等管制機關。但此等管制機關的存在，並不妨礙當輸電事業或配電事

業不當濫用其優勢地位時，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仍得藉由競爭法相關規定，進行

管制。特別是，ACER 及 ENTSO-E 主要目的仍在於促進各國電力事業及管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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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間之合作，真正對於各該電力事業、特別是輸電事業或配電事業享有管制權限

者，仍在於各會員國之電力主管機關。因此，就歐盟層級而言，其並未如同美國

法或日本法般，存在競爭法主管機關及電力事業主管機關間權限競合之問題，對

於電力事業的競爭行為，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幾乎享有完全的管制權限。甚至，

於各該會員國的競爭法與能源管制法規的實際運作過程中，亦未見有電力管制法

規的存在會阻礙競爭法相關規定適用的景況。例如，英國及德國國內，雖有電業

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並存之問題，但競爭法之適用並未因此而受到阻礙。

甚者，德國競爭法（GWB）第 130 條第 3 項更明白規定，該國能源事業法（EnWG）

規定原則上不妨礙競爭法有關市場支配地位或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清楚

指出競爭法規定適用於電力事業一般競爭行為的可能性。 

四、 日本法 

1.電力自由化之沿革 

    相對於前述美國與歐洲聯盟在電力市場或電力產業改革方面推展之迅速，日

本電力產業的改革多年來並沒有積極而令人醒目的成效，以至於在 2011 年 3 月

福島核能電廠發生危機時，日本一般人民方才醒悟、瞭解到，其各區間之電力網

竟然無法相互串連，不能將電力從有多餘、剩餘電力的地區，輸送至因天然災害

而發生缺電情事的地區。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電力事業雖與我國現今台電之國

營事業不同，而係由 9 家（如果包含沖繩電力在內，則為 10 家）民營電力公司

負責電力供給。惟於實際運作上，因為電力事業法的規範，賦予各家電力公司於

其供電區域內的獨占權，導致各家電力公司於其所特許的區域內，從發電、輸電、

配電、售電等四個部門，皆進行垂直整合，且因為各家電力公司系統不同，造成

各家電力公司之電力網間無法互連，不僅無法南電北送，亦不能西電東送。此種

情形迄今未能有效改善，亦可見日本電力自由化推動動力之不足。 

    不論如何，日本政府亦早已瞭解到電力自由化的重要性，並於 1990 年代中

期即開始推動自由化，修正該國「電力事業法」（日文原文為「電氣事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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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新電力事業的市場進入。以下，分別就不同階段所推動之電力自由化政策及

電力事業法的修正內容，加以概述。 

（1）1995 年電力事業法之修正 

    本次修正主要係因世界各國解除管制潮流的聲浪持續高漲，且日本國內電力

價格遠高於其他國家電力價格之故，故而要求修正電力事業法，以合理降低電力

價格。 

    本次修正主要集中於發電部門，容許獨立發電業者（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PP）的市場進入，並對於 IPP 業者躉售給原電力公司之價格費率的解

除管制，促進雙方間藉由議價，決定躉售價格。此外，亦對於新進入電力事業使

用電力網以輸配其電力之情事，進行解除管制，令 IPP 等業者得以藉由特定電力

公司的電力網，將其發電所產生之電力躉售給另一家電力公司。此外，亦設計出

所謂的「特定電力事業」之制度，容許該等事業得於特定區域內將其所發電的電

力，零售給於該特定區域內的其他事業。 

（2）1999 年電力事業法之修正 

    雖然，1995 年的電力事業法修正，乍看之下，似乎對於電力的躉售、零售

皆有施予解除管制，而有電力自由化的取向，惟實際上除 IPP 制度稍有成效且因

於主管機關行政指導下而有所進展外，其他藉由特定電力公司電力網將電力躉售

至其他電力公司或得於特定區域內進行零售之特定電力事業制度，在原有電力公

司對於其電力網強勢的主導下，並未獲得令人期待的進展。因此，乃有本次的電

業法再度修正，其主要修正內容在於推動零售部門的部分自由化。 

    申言之，在特定電力事業制度下，僅能於特定區域內才能零售電力之作法，

於本次修正中，將得零售之對象，擴展至大規模工廠或百貨公司等特別高壓的用

電戶（2 萬瓦以上之用電戶）。此外，並創設出所謂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 PPS）制度，令其得以利用第三人之電力網，將其電力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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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前述大規模工廠或百貨公司等自由化用戶，並對於渠等彼此間之費率計算方式，

不予介入及干涉。此外，並為確保原有的 9 家電力公司不會因為競爭關係，而拒

絕為 PPS 業者所發電之電力進行輸配送服務，從而於法律中要求電力公司必須

基於公平且公正之規則，為 PPS 等事業輸配電力。 

（3）2003 年電力事業法之修正 

    在 2003 年的電力事業法修正過程中，即有倡議要求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是否

再度擴大電力零售對象的自由化、甚至進行包含一般家庭用電的全面自由化、檢

討是否設立電力交易市場等。本次修正即為回應此等要求，而更進一步實施自由

化。 

    具體而言，為確保原有之 9 家電力公司與新進入市場之發電事業間競爭的公

平性，避免原有電力公司將因新電力事業進行輸配送服務所得資訊應用到其他部

門，從而禁止該等電力公司將其因輸配送服務所得資訊利用於其他地方（輸配送

目的外之利用的禁止），並禁止發電及售電部門與輸配電部門間有任何內部交叉

補貼之行為。此外，本次修法再度擴大得直接向新進入之發電業者購買電力之自

由化客戶的範圍，但一般家庭用電及中小企業用電，仍被排除在外。再者，本次

修正創設有限責任中間法人日本躉售電力交易所，就躉售電力設立交易制度；並

設立有限責任中間法人電力系統利用協議會，處理電力公司間及電力公司與新進

發電事業間有關電力網利用所生之紛爭。 

（4）2013 年、2014 年電力事業法之修正 

    對於福島核能發電災害所生之反省，促使日本政府對於迄今為止 9 家電力公

司垂直整合及其電力網相互間無法接續等所生弊端，有著強烈的不滿，從而乃於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6 月，陸續對於電力事業法進行大幅度的修正。其修正理

念即在於推動所有的「廠網分離」，亦即對於過去的垂直整合進行結構改革，要

求發電事業與輸配電業者必須進行分離，其作法則為法人格之分離；其次，對於

發電部門及零售部門則實施全面的自由化，未來一般家庭亦可自由選擇其購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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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輸配電業者於此則負有輸配電之義務，收取一定合理的輸配電費用。為達成

發電、零售電全盤自由化之目的，過去 9 家電力公司垂直整合，彼此間電力往無

法相互接續之情事，勢必必須加以破除。因而設立跨區域之電力經營推動機構，

以促使全面自由化之目的得以有效落實。 

    由上敘述可知，日本一直到 2013 年 11 月為止，其電力自由化之作為，無法

謂為具有積極性、前瞻性之作為，受制於原有分區獨占的 9 家電力公司之制衡，

其自由化內涵及推動作法，經常只是具有形式的意義，雖於 1995 年容許 IPP 的

市場進入、1999 年容許 PPS 的市場進入，而有競爭發生的可能性，但在 9 家電

力公司依舊維持其發電、輸電、配電、售電等部門垂直整合的態勢下，新進入的

IPP 或 PPS 等業者，實大有可能於其電力輸配電過程中，遭受不公平對待，因此

2003 年之電力事業法修正，遂將輸配電遊戲規則公平性、公正性的確保，作為

其法律修正主要目的之一。惟見識到美、歐電力自由化推動的成效，加諸福島核

電所引發的民怨，迫使日本政府必須正視電力自由化之意涵，從而乃於 2013、

2014 二年連續修正電力事業法，推動發電、售電部門的全面自由化，未來於此

全面自由化情勢發展下，各該發電、售電事業間的競爭勢將更為激烈，競爭法適

用的可能性亦將愈大。 

2.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因應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上述電力事業自由化之進展，

亦給予相當大之注意。特別是，在 1999 年電業法修正容許售電部分自由化之後，

對於因此所產生之自由化部門與管制部門同時並存的現象，應如何對應，避免管

制部門不當利用其因管制所享有之市場力量，危害自由化部門可能存在的競爭行

為，實為其關注對象。而於此自由化部門與管制部門並存的態勢下，雖然競爭法

主管機關可以針對其自由化部分適用以競爭法相關規定，但因其適用之際不免涉

及管制部門的權限，故而亦應於一定程度上尊重電力事業主管機關之權限。 

    於此思考模式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其有關電力事業之規範模式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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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合作之模式，在 1999 年電力事業法修正採行部分自由

化之制度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遂就此部分自由化可能引發之競爭問題，與電

力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訂定、頒布「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22之處理原則，對於電

力自由化之後相關電力事業應有、適當的競爭行為，不當存在或不當的競爭行為

等，加以闡明，作為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之指針。該當指針，其後歷經多次修正，

最新一版為 2011 年 9 月之修正。在前述 2013 年、2014 年連續二次的電力事業

法之重大修正，要求廠網分離、實施發電、售電全面自由化的改革後，可以預見

的，該當指針勢必再度要進行修正。不論如何，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自由化之

電力市場的競爭行為等之規範上，選擇與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合作、訂定應有

競爭行為準則之作法，似有別美、歐法制之作法。其如此作為，或因一方面尊重

電業法主管機關的權限，或因囿於其本身有關電力事業管制專業知識的不足，從

而借重具有專業知識的產業主管機關之知識與經驗，期能對於電力產業領域的競

爭行為，作出更為合理的規範及指引。 

    除上述與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訂定、頒布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外，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亦主動對電力產業進行調查，並於 2012 年中，公布「電力

市場上應有之競爭作法及理念」之報告23，闡明日本電力市場之現狀、其蘊含之

問題點，以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未來對於相關競爭行為適用競爭法時之考量因素及

具體作法等內容。於此一部「電力市場上應有之競爭作法及理念」之報告中，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電力市場的現狀以及問題點，區分為零售、發電、躉售以及

輸配電部門加以討論。其基本想法與理念在於，由競爭政策之觀點，業者以其創

意、技能，對於交易相對方提供有吸引力的內容、利用條件的商品、服務，在市

場機制中，需求者希望能獲得此種利益。另一方面，在因其他各種法規或政策的

要求而訂定之規則及其實際運作，對照於上開競爭機制之基本理念，其管制目的

及作為是否合理，其管制內容對照於其法律規範或政策目的是否為必要且最小限

                                                      
22 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經濟產業省，適正な電力取引についての指針，2011 年 9 月 5 日。 
23 參照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電力市場における競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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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手段等，都有必要加以檢討。倘若管制內容及方法並不適切，導致相關事業

之競爭行為可能對於市場競爭帶來重大危害，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此種行為，

將不排除依循前述「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規定內容，對於相關事業適用獨占

禁止法相關條文。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縱令日本電力事業法已經針對發電及售電部門開

放部分自由化，但於此等部門中，有效競爭仍未存在，其主要理由有三：（1）電

力之零售業者無法有效取得低價或具有價格競爭力之電力，以銷售給其需求者，

蓋日本電力幾乎都控制於傳統的 9 家電力公司及一般自行發電者，渠等實無誘因

將其電力銷售給此等零售業者。（2）傳統 9 家電力公司在發電、輸電、配電、售

電等部門垂直整合的情勢下，其所關心者乃是如何在其本身所處的區域內，進行

電力供給的最佳化，並無誘因超出其所處區域而到其他區域爭取顧客。（3）9 家

電力公司電力網相互接續的困難性，亦使得跨區銷售電力一事，遭受先天的困難。

不論如何，在該報告公布後之 2013 年、2014 年的電力事業法修正中，已對於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指出阻礙電力市場競爭之理由，加以克服及修正，未來其競

爭的發生，或可期待，而對此情勢的發展，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又將如何以對，

值得繼續觀察。 

    綜上可知，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電力自由化的推動，給予相當高度的注

意，不僅配合電力事業法的修正，隨時修正前述「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規定

內容，並對於為何電力自由化、縱令僅是部分自由化之後，電力市場並未出現應

有的競爭態勢，表達其疑慮與憂心，進一步施予詳細調查，瞭解其原因。於此，

似乎可以窺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並不因為電力產業已有專責的主管機關存在，

而喪失其有關電力部門競爭行為規範的自主性；然而，從前述與電力事業主管機

關所共同訂定、頒布的「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作法，似乎亦可窺知，其並非

完全無視電力產業主管機關之權限及專業，從而以二者合作方式，期能對於電力

事業之競爭行為，作出最為合理之規範。此種與電力產業主管機關間的合作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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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又不喪失其本身自主性之作法，或可稱為其特色。 

五、 小結 

    從以上有關美國、歐盟及日本電力產業自由化推動過程中，其電力事業主管

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間的互動關係可知，各國法制有關此一議題之管制理念及

實務運作，並非完全相同。雖然，吾人必須承認，因為相關科技的發展使得過去

一向被視為自然獨占事業的電力事業，亦逐漸喪失其自然獨占之性質；惟縱令如

此，電業、特別是除售電以外之發電、輸配電等電業，因其效率經營所需之經濟

規模依舊相當龐大，使得縱令有自由化的推動，於發電市場、輸配電市場上依舊

存在獨占或寡占型態。對於此種依舊處於獨占、寡占狀態之電力產業，應如何加

以管制，呈現出各國法制不同的管制理念及態度。 

    一般而言，電力事業主管機關所為之管制，主要是一種事前管制方式，相對

於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則是以事後管制之手段為主。電力事業主管機關通常藉

由對進入之許可、費率調整之審核、接續義務之課予等事前管制方式，型塑該當

產業的競爭型態，並與該產業可能因獨占或寡占而作出過高價格設定時，藉由費

率管制保護利用者之權益。相對於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則在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藉

由電業法令所型塑之市場結構態樣下，對於該當市場內可能發生的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行為加以規範。 

另對於為何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享有如此廣大的權限，幾乎無庸理會電力事

業主管機關之管制權限，而得盡情揮灑其事後管制權限。此一情形，當與歐盟競

爭法主管機關所屬特殊情境有關。蓋歐盟之競爭法享有直接適用效力，無需經由

國內立法的轉換，即得對歐盟境內之競爭行為直接適用。相對於此，歐盟本身尚

未有一可以直接管制其境內電力事業設立、營業行為、費率等之主管機關，從而

其對於各國電力自由化之推動，僅能藉由指令之頒布，要求各國依其指令理念對

其國內電力產業實施解除管制、推動電業自由化。從而真正可以對於歐盟境內之

電力事業實施事前管制者，仍在於其各個會員國，若此則既然事前管制權限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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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歐盟競爭法主管機關即無由介入其事前管制，但仍可基於其權限行使對

於在會員國事前管制權限行使後電力事業所為競爭行為，予以事後管制，且無法、

亦無必要其考慮各個會員國之事前管制作法、態樣之不同，故而可以全心全意基

於競爭法規範實施其事後管制。 

    若能理解歐盟法制如此之特色，當可瞭解我國未來於調和電力事業主管機關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二者之權限時，應有之作為與態度。在我國並沒有像歐盟整合

之土壤下，對於歐盟管制理念與作法之採行，實有必要審慎加以評估。或許，對

於我國而言，在同一主權國家的架構內就其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

權限進行調和之美國及日本法制，或更具有參考之價值，未來我國如何解決電力

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二者權限行使可能產生之競合問題，美國及日本

法制所採取之作法，當可作為我國法施行之重要參酌對象。 

第二節  美、歐等國（區域）之競爭法對於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之規範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就迄今為止，美、歐等國司法實務判決，針對電力事業所

為的反競爭行為，究竟如何判斷，擷取其中主要判決，加以說明。此外，並於各

國判決介紹之後，針對業法與競爭法關於結合管制之互動關係，加以闡述。惟因

日本實務運作，迄今尚未出現有關電力事業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例，故於本節中，

不就日本法之實務運作加以敘述。 

一、 美國 

1. 夏曼法第 2 條適用於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之要件及具體事例 

美國 1890 年的夏曼法第 2 條規定：「任何人獨占（monopolize）或意圖獨占

（attempt to monopolize）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交易或通商，皆為重罪。」其要件

如下： 

(1) 獨占行為： 

A.在關連市場中之獨占力或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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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費率實施解除管制前，垂直整合的電力事業由於在發送或配電等任

何部門皆具有獨占地位，在相關市場（例如在一定地理範圍的零售市場）具有獨

占力以及市場力判斷，實際運作上是相對容易的。此際，法院可以較為簡單地以

其電力事業市場之占有率等為指標，認定獨占力、市場力的存在。蓋，高度的市

場占有率將可以長期間設定較諸競爭水準各高的價格，且可排除其競爭對手。 

解除管制或管制改革後，電力相關事件之市場界定及市場力有無之判斷，就

變得較為複雜且困難。例如，隨著輸電網絡擴大近用規定之訂定，不僅是其他州、

甚至加拿大或墨西哥的發電業者也可以因此利用此等美國國內輸電網路。此際，

於市場界定時，是否、如何將包含此等州外或外國業者在內地理市場加以界定，

就不無疑問。再加上電力無法儲存之特性，其市場情勢時時刻刻發生變化，導致

於相當短的期間，市場力亦也可能發生變化。凡此種種，皆使得相關市場的界定、

市場力、獨占力的認定，增加許多不可預測及困難之要素。 

B.意圖獲得、維持 

本項要件係指獨占力或市場力之取得及維持，係由事業意圖性為之，事業於

此具有主觀性之目的或想法。其取得、維持獨占力之作法並非基於本身商品或服

務產銷之效率性，而係有獨占之主觀意圖進而取得、維持該獨占力。 

(2) 企圖獨占（attempt to monopolize）： 

本項行為之適用，必須以反競爭行為之存在、企圖獨占之特別意圖（specific 

intent）以及獲得獨占力之危險蓋然性（dangerous probability）等三項要件的存在

為前提。 

關於獲得獨占力之危險蓋然性，通常係為行為人在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

問題，若其市場占有率在 30%以下，較少被認為有獨占意圖，若達到 60%以上，

則大致會被認為有獨占意圖。至於市場占有率若在 30%至 60%間，則參考其他

市場進入障礙等因素，認定其是否存在獲得獨占力危險之蓋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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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ter Tail Power Co. v. United States24（有關拒絕關鍵設施利用之事例） 

在電力事業拒絕交易與夏曼法第 2 條適用關係中，最著名者厥為聯邦最高法

院之本件判決。本件判決中，垂直整合電力事業者 Otter Tail，藉由拒絕由其他電

力事業的輸送之要求及拒絕電力的供給，妨礙其原本所供電地區之新電力事業的

市場進入。聯邦最高法院以 Otter Tail 公司供給區域範圍內的地方公共團體全體

為其地理市場（零售市場），並基此認定該公司擁有獨占力、特別是其於輸電網

路所具有的獨占地位，聯邦最高法院認定，該公司拒絕供給其本身所生產電力以

及拒絕為其他電力事業進行電力輸送，乃係排除零售市場中的潛在競爭者之行為，

違反夏曼法第 2 條規定。 

3. Yeager’s Fuel v. Pennsylvania Power & Light25（有關槓桿行為之事例） 

不少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將槓桿行為（leveraging）認為是夏曼法第 2 條所規

範的企圖獨占行為之問題，要求若欲認定競爭行為違法，則必須於第 2 市場上，

存在行為人的獨占發生的危險蓋然性，此一見解亦為聯邦最高法院所支持。 

本件判決雖非聯邦最該法院之判決，但對於瞭解有關槓桿行為之法律適用，

有相當的意義。本案原告為石油零售業者，其主張，在賓西法尼亞州中部、東北

部地區唯一之電力供給者的被告 Pennsylvania Power & Light，對於建地開發業者、

建設業者等，如果採用以電力加熱幫浦之暖房系統，而不使用石油、瓦斯等混合

熱源的住宅用暖房的話，即提供給予金錢。對於此種行為，原告認為被告違反夏

曼法第 2 條。本件判決關在有關企圖獨占要件判斷中，就反競爭的行為以及獲得

獨占力的蓋然性二項要件，有如下見解： 

反競爭行為，係指不公平地排他或破壞競爭的行為，是否該當於此情形，不

僅必須對於其對競爭者所產生影響加以探討，也應檢討消費者所受到的影響，以

及以不必要的限制方法對於競爭所造成之損害。本件中，擁有豐富資金的獨占事

業之被告，對於建設業者及開發業者給予現金的誘因、播出將享有補貼之廣告、

                                                      
24 410 U.S. 447 (1973). 
25 953 F.Supp. 617 (E.D.Pa.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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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建設業者事前通知有關新建住宅之資訊。被告以此等攻擊性的行銷策略，

將競爭者加以排除，且與有意新建暖房系統的建設業者締結排他性契約。由此可

知，被告並非以其優良的效率贏得競爭，而係以不當的方法取得競爭優勢，結果

導致可能選擇可以使用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熱源作為其建築可能性的選項被限

制。 

其次，在有關獲得獨占力的蓋然性之判斷上，本件判決認為其應由被告之供

給區域內，住宅用暖房市場以及新建住宅用暖房市場中之被告的市場占有率、市

場進入障礙以及被告的價格設定行為等要素，綜合判斷。被告之市場占有率僅占

全部住宅的 31%，從而無法僅以此為據，認定其有獲得獨占力的蓋然性。惟於有

關市場進入障礙的要件上，競爭市場的確存在有阻礙事業進入市場之可能，且因

暖氣系統的變更所費不貲，此一問題亦成為阻礙市場進入之要素。最後，在有關

被告的價格設定方面，由原告所提出的證據顯示，被告對利用其產品所請求之電

力費用，大概高於使用原告產品的 2.5 倍，顯示出被告不當的價格設定行為。 

4. Town of Concord Massachusetts v. Boson Edison Company26（有關價格擠壓

之事例） 

本件原告為從事配電、零售事業的地方自治體，被告則為從事發電、輸電、

配電、零售事業的垂直整合之電力事業。被告供給麻薩諸塞州東部 52 個城市的

電力，其中的 39 個城市是由被告供給電力所需，其餘的 13 個城市則是由原告透

過各個地方自治體之合作，進行電力供給。被告的躉售價格是由 FERC 管制，零

售價格則是由州管制。另一方面，原告則不受此等管制。 

原告主張，雖然被告的躉售價格上漲，但在被告經營的零售事業之 39 個城

市中，零售價格卻沒有上漲。另一方面，當原告因應躉售價格的上漲，而提高其

零售價格時，可以預想得到電力的大宗需求者將會轉移至被告於原告所經營的電

力零售事業之週邊地區（39 個城市），取得用電需求。原告主張，被告此種行為，

相當於價格擠壓行為。就此，本件判決針對業法及反托拉斯法之管制關係、價格

                                                      
26 915 F.2d 17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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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行為等議題，進行判斷。 

(1) 事業法管制及反托拉斯法規範 

本件法院認定，即使有事業法的管制，也不排除反托拉斯法的適用。再者，

必須有競爭過程的侵害存在，以及行為欠缺正當化理由，始得認為違反夏曼法第

2 條。在此基礎之上，於適用夏曼法第 2 條規定時，規範明確性之確保以及法院

管理可能性（Administrability）之確保，皆為法律適用時應予考量之要素。特別

是法院管理可能性之觀點，雖然事業法之管制係以直接手段確保其管制目的的達

成，而競爭法係以間接手段實現其立法目的，但二者規範之終極目標實屬相同，

從而於法律適用時，應特別留意二者間之整合。反托拉斯法之適用應相當程度考

慮事業法之存在，因此當躉售價格、零售價格同時存在管制之情形，原則上所謂

的價格擠壓即不存在。 

(2) 不存在事業法管制之價格擠壓行為 

之所以會有上述結論，乃是法院針對不存在事業法管制之價格擠壓行為，與

存在事業法管制之價格擠壓行為二者相互比較，所得出之結論。首先，法院認為

在考量價格擠壓行為規範之際，應考量下列三項要素：價格擠壓限制競爭之效果、

價格擠壓促進競爭之效果以及對於價格擠壓之管制費用。 

在價格擠壓限制競爭之效果方面，乃係考量兩階段市場進入強制以及下游市

場中競爭者之排除（因此對於上游市場獨占力之對抗能力的消失）等因素。而於

價格擠壓促進競爭之效果方面，則有下游市場上無效率事業者之排除（效率性之

達成）以及雙重剝削（double marginalization）問題之規避。除此之外，法院對

於價格擠壓管制所將付出之成本，亦應加以考量，在並不適合由法院進行直接管

制之情形，法院即應避免介入。 

(3) 於存在事業法管制之價格擠壓 

相對於上述於不存在事業法管制之價格擠壓行為的判斷，法院對於存在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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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管制的價格擠壓行為，則於價格擠壓限制競爭之效果、價格擠壓促進競爭之

效果、對於價格擠壓之管制成本等之考量上，有著相當不同的想法。 

首先，因為有事業法管制的存在，價格擠壓行為限制競爭之效果的擔憂降低，

價格管制亦使得競爭者排除的可能性降低，也使得市場進入的風險降低。此外，

本件中，縱然有需求者可能會從原告轉移至被告，但因原告等擁有地區性獨占之

地位，其不可能從該市場中撤退；與此同時，被告縱令有意進入原告所處之市場，

但因管制存在之故，亦有其困難性。其次，事業法管制的存在，與價格擠壓行為

促進競爭的效果也有關聯，若依據將成本納入考量及計算之事業法管制方式，則

被排除者將很有可能是屬於「效率性低落的競爭者」。最後，事業法管制的存在，

也會影響價格擠壓行為的管制成本，法院直接對於價格進行管制，將會使得電力

費率的設定變得非常困難，亦可能使得業法管制機關之管制努力白費。 

基於以上認知，本件判決認為，當上游及下游市場皆存在有事業法管制之情

事時，本件原告所指稱的價格擠壓行為，原則上並不該當於夏曼法第 2 條之不當

排除行為。在傳統的反托拉斯法學界中，以對於價格擠壓的管制採取相當慎重態

度的立場為有力說，且對於關鍵設施或瓶頸設施的近用或接續之管制，也較為信

賴事業法管制，而對於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採取較為慎重的立場。惟縱使如此，亦

非全盤否定反托拉斯法適用的可能性，由本件判決可知，是否適用反托拉斯法仍

可藉由存在事業法管制與不存在事業法管制二者進行比較，並就其限制競爭、促

進競爭及法院管理成本等三方面加以檢討。無論如何，依據本案判決之判斷方式，

在電力產業中依據反托拉斯法進行價格擠壓行為的規範其可能性或將大幅降

低。 

5. 反托拉斯法結合管制及其指針對於 FERC 結合管制之影響 

美國法上，對於電力事業及其控股公司之合併、股份取得、資產取得等，係

由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進行規範；而就發電市場與躉售市場所受

影響之評估及管制上，則由 FERC 進行管制；最後，針對零售市場之影響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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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制，則由州的公益事業委員會為之。由此可知，在聯邦層級，對於同一合併，

可能有競爭法主管機關及 FERC 二者進行二重審查。對此，2007 年「反托拉斯

現代化委員會」發表的最終報告書中，指出此種重複管制不當提高成本之問題。

其後，2010 年中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共同修正「水平併購指針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相對於此，FERC 在 1996 年發布其有關電力事

業併購之政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 Establishing Factors the Commission Will 

Consider in Evaluating Whether A Proposed Merge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該政策聲明基本上係以 1992 年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共

同公布之「水平併購指針」為基礎，於市場界定等重要問題上，基本上亦採納

1992 年「水平併購指針」之見解及作法。 

雖然，如同前述，1992 年之「水平併購指針」，於 2010 年中進行重大修正，

且 FERC 雖於 2011 年中，就其是否應配合 2010 年的「水平併購指針」之修正，

而作出相對應的修改，惟最後於 2012 年中，FERC 結論認為其上開有關電力事

業併購的政策聲明，並無變更之必要。與法務部反托拉斯局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共

同公布之「水平併購指針」相較之下，FERC 上開併購政策聲明之特點在於其強

調其有關電力事業併購之審查，必須基於所謂公共利益觀點為之。申言之，於相

關商品市場的界定、地理市場的界定、集中度的算定等議題上，FERC 併購政策

聲明，與 1992 年之「水平併購指針」間並無重大差異，惟併購之同意與否，依

據聯邦電力法第 20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必須於符合「公共利益」的情況下，

方容許電力事業之併購。公共利益之評估及判斷，主要依據下列四項要素為之：

（1）對於競爭之影響、（2）對於電力費率之影響、（3）對於管制之影響以及（4）

內部交叉補貼之考量等。 

上述併購的政策聲明係因應競爭於電力產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開放接續電

力網進而引進競爭後，其競爭市場結構的重要性而公布。依據該聲明所述，上開

考量事項（1）至（4）中，最為重要者厥為（1）及（2），（1）係有關合併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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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分析，（2）則是針對合併所產生之效率性及其對於費率可能之影響的分析。由

此或可窺知，FERC 對於電力事業併購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分析，不僅從其

對於競爭過程產生之影響觀之，亦對其合併後對於費率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評估。

結果使得 FERC 對於併購後可能發生的市場力問題之容忍度，似較一般競爭法主

管機關為高；且縱令於併購後可能發生市場支配力，但基於供電的穩定性、安全

性等「公共利益」之考量，亦可能因此同意電力事業間之併購。 

不論如何，FERC 關於併購之審查，與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合併審查，有著不

同處。在 FERC 的審查過程中，競爭併購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舉證責任，由電力

事業負擔；相對於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併購是否存在限制競爭效果，負有舉

證責任。最近關於 FERC 以及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關併購管制的重複管轄，亦有主

張認為應採取 FERC 的單軌制作法，理由在於電力產業的併購管制並非只是有關

市場支配力的分析而已，尚有其他公共利益的考量，且 FERC 對於電力產業擁有

專門知識。另一方面，亦有認為應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專責其併購之審查，此種見

解認為「公共利益」要件內涵並不明確，又若反托拉斯當局不具電力產業之專門

知識，FERC 還是可以從旁加以協助。此種爭議，或將持續下去，但短期間內此

種雙軌制的審查方式，當不會有所改變。 

二、 歐洲聯盟 

1.E.ON AG27（有關榨取濫用之事例） 

對於電力市場之TFEU第102條規定的適用，向來幾乎並無相關事例的存在。

直至 2006 年 5 月中，歐盟執委會對歐盟 6 個會員國的能源業者一起進行調查，

原因在於該等能源業者間可能存在交易限制以及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等規定違

反（第 101 條以及第 102 條）的可能性。之後，同年 12 月，德國電力公司 E. ON

亦受到歐盟執委會的調查，理由同樣是存在交易限制及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等規

定違反的可能性。於此調查程序中，歐盟執委會乃是以德國的電力躉售市場以及

                                                      
27  IP/09/1099、08/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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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調整電力市場為其調查對象。 

歐盟執委會認定，E. ON 於德國的電力躉售市場上，以下列方式濫用其市場

支配地位。亦即，該公司為調高電力價格之目的，故意拒絕供給其剩餘電力，易

言之，該公司故意不販賣其於經濟上係屬合理價格之電力。歐盟執委會並進一步

認為，該公司可能濫用其市場地位，阻礙對於電力事業的新投資。再者， E. ON

作為系統運用業者，亦有濫用其市場支配力之可能。申言之，該公司於系統運用

上優待其本身的發電子公司，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並阻礙其他會員

國的發電事業將其電力於 E. ON 的供給調整市場中進行銷售。 

E. ON 為了對應歐盟執委會關於躉售電力市場上市場支配力濫用之疑慮，於

歐盟執委會的預備審查，發表「對於歐盟執委會的承諾」（commitment），提案將

其部分發電設備級及系統運用設備轉讓給其他事業，對此提案，歐盟執委會表示

歡迎，其他電力業者亦表示支持。最後，歐盟執委會於 2008 年 11 月決定接受

E. ON 上開承諾之內容。 

2.GDF Suez - E.ON Ruhrgas28（有關排除濫用之事例） 

本案係有關因市場分割之市場支配地位濫用行為問題，起因在於 GDF Suez

公司之 100%子公司的 GRT Gaz，因鑑於其所處之瓦斯進口市場中，因長期處於

封鎖狀態，進而利用此一情事而對其下游之瓦斯供給市場，從事排除競爭之行為，

被認定濫用其市場支配力。申言之，GRT Gaz 藉由與其客戶間訂定長期的瓦斯供

給契約，導致其他事業因此而無法於此市場供給該等客戶瓦斯商品，結果導致市

場進入的不可能，其結果等於是企圖藉由此種長期供給契約分割相關市場，歐盟

執委會認定該公司此種行為涉及濫用其市場支配力。 

三、 英國 

    在有關電力事業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之案例上，英國法計有下列二件事例，

但最終接以終止調查程序收場，而未進入正式的處分程序。 

                                                      
28 Case COMP/3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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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 SP Manweb 公司之調查29（有關排他性濫用之事例） 

SP Manweb 公司擁有在北威爾斯、利物浦、徹斯特及威斯漢姆（Wrexham）

地區的配電事業執照。最終顧客（一般家庭、店鋪等）為了將電力引入自己的住

宅，必須在配電網及自身土地間鋪設連接線路，此一連接線路的接續服務存在著

競爭，顧客亦可請求該公司於同一區域內之關係企業的 Core 公司，或請求另一

家獨立服務業者（Independent Connection Provider，ICP），提供相關服務。ICP

為進行此接續服務，有必要從該地區的配電業者接受為計算其接續成本所需之

POC（Point of Connection）資訊；此外，依據相關電力法律規定，ICP 業者於進

行鋪設連接線前，應事先向該地的配電業者就其鋪設計畫，取得承認。 

根據英國電力事業主管機關 OFGEM（the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之調查，認為本件相關市場為該當區域之連接線路鋪設服務市場。於

此市場中，SP Manweb 公司對於 ICP 業者有關前述 POC 資訊之提供，作出相對

於其關係企業之Core公司更為不利且延宕之提供方式；而於鋪設計畫之承認上，

SP Manweb 公司對於 ICP 業者之計畫承認時間，亦遠較其關係企業之 Core 公司

為長。結果導致，ICP 業者相較於 SP Manweb 公司之關係企業的 Core 公司於競

爭上處於不利之地位，不當扭曲連接線路鋪設服務市場之正常競爭狀態，最終將

導致 ICP 業者退出相關市場。SP Manweb 公司上開作為，該當於濫用其市場支

配地位。 

其後，SP Manweb 公司對 OFGEM 提出改善其上開不當行為之承諾，不再對

於 ICP 業者作出差別待遇之行為，OFGEM 於審查該當承諾書，確認其對於競爭

並無損害後，接受該公司所提承諾書，終止對於該案件之調查。 

2.OFGEM 對於 Scottish Power, Scottish & Southern Energy 之獨占地位濫用的

調查 

    本案中，OFGEM 認定，SP 及 SSE 二家公司，於 British Electricity Trading and 

                                                      
29  OFGEM Decision Oc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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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Arrangement（BETTA）生效以後，特別是在 2007 年 9 月中至 10 月

之期間中，在躉售電力市場，利用英國、蘇格蘭間連攜線阻塞之情事，濫用其市

場支配地位，而於 2008 年 4 月 8 日開始對於這兩家公司展開調查。該二家公司

公司被認為有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力之行為乃是，二者抑制特定發電設備量之

發電量令發電容量依舊大量存在之同時，對於負有調整供需均衡之 National Grid

公司，藉其發電量的抑制行為不當售予高價格的電力給 National Grid 公司，二家

公司濫用輸電阻塞之情事，不當抬高電力售價之行為，可能該當於市場支配力的

濫用。雖然如此，但 OFGEM 最終以其他理由，認定二家公司構成違反競爭法相

關規定的可能性不高，而於 2009 年 1 月 9 日公告終止其調查程序。 

四、 德國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對於擁有網絡等關鍵設施而具有

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不得拒絕其競爭對手以適當對價使用其設施，但於該當擁

有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得證明其拒絕利用係基於經營上或其他理由導致使用該

當設施係屬不可能或不合理者，則不負擔此種提供利用之義務。不少判決，即係

有關拒絕競爭者利用其關鍵設施是否有合理的正當化事由。 

1.Berliner Stromdurchleitung30 (有關電力設備優先使用問題) 

以柏林為供給地區的電力供給業者 Beweg，係將由第三者購入的電力以及自

己所發電的電力，販賣予最終需求者，而於該地區鋪設電力網路之所有人。另一

方，RWE 則為於所有電力事業階段皆有事業活動之大規模電力業者，其事業經

營重心在北萊茵—威斯伐倫邦（Land Nordrhein-Westfalen），雖然 RWE 於該當區

域擁有高中低壓以及幅員廣闊的電力網絡，但於柏林及其週邊地區則未擁有任何

的電力網絡。當 RWE 向 Beweg 要求利用 Beweg 所擁有的網絡以將其電力輸送

至西柏林等地區時，Beweg 以其電力網輸送能量有限為由，拒絕 RWE 所為輸送

服務之要求。 

                                                      
30  WuW/E DE-V 149, 199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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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認為究竟是否有輸送或利用可能性的判斷，應基於客觀情事及要素

為之。在系統運用業者自己曾經利用過該容量時，即難謂未來系統運用的利用不

具可能性。在系統運用者單純意圖確保在將來一定時點，自己可以提高販賣量的

情形，就該容量的利用而言，系統運用業者本身未必可以享有優先利用該輸電容

量的權利。本案決定認為，電力網所有人對其電力網的利用並不享有優先的利用

權，而應公平對待所有享有利用該電力網之事業，於此認知下，運用業者的自身

利益不應被優先，全部的人的利用應被同等對待的原則。Beweg 拒絕 RWE 輸電

服務之請求，並不具有正當理由，其拒絕行為該當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之違反。 

2.TEAG31 (不當輸電價格設定之問題) 

2003 年 2 月，德國卡特爾署對於 TEAG，依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1 項、

同條第 4 項第 2 款以及同條第 4 項第 4 款之規定。禁止其設定超過一定金額的電

力輸送服務（利用網絡）之收費。該署認為，TEAG 將電力輸送服務利用人不應

負擔的成本分攤算入輸送有關之成本，導致其電力輸送服務價格不當提高，而被

認定濫用其市場支配力。卡特爾署於其處分中，要求 TEAG 應將其輸送服務費

降低 10％。 

上開卡特爾署的決定，其後為法院所撤銷。法院撤銷該當處分之主要理由為：

（1）限制競爭防止法僅賦予卡特爾署對於違反法律的行為加以禁止的權限，並

未賦予其得基於預防性的價格管制之觀點，禁止事業設定一定金額以上之價格。

（2）所謂的濫用，並非有關一定的價格計算方法或有關其構成要素之檢討，而

在於該當價格設定是否被濫用行為不當提高，且卡特爾署並未被賦予在濫用管制

的規範中，預先規定價格計算方法之權限。（3）並非所有的價格上漲行為，皆屬

於濫用行為，欲認定濫用行為之存在，必其就該當價格與比較基準的競爭價格二

者間，存在顯著差距之情形，方得認定有濫用行為的存在。 

                                                      
31 WuW/E DE-V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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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ETEC Net32 (拒絕接續之問題) 

本案中，Mainova 為在法蘭克福供給電力的區域能源供給事業，而 GETEC

則為工廠及住宅所在之特定區域鋪設配電網之配電事業。GETEC 因此而可以對

與其接續之末端需求者，提供渠等本身所產之電力或從第三人處所購得之電力。

惟 GETEC 若欲有效透過其配電網將其電力供給給末端客戶之工廠或住宅區之居

民，則必須與 Mainova 所有的配電網進行接續。Mainova 拒絕在法蘭克福多數的

計劃中所為必要的中壓配電網之接續要求，且亦預告對於未來的配電計劃，其亦

將拒絕提供接續。卡特爾署認定，Mainova 於其所處區域中就配電服務擁有獨占

地位，其拒絕其他事業所為配電網接續之請求，構成獨占地位的濫用。並基此認

定，要求 Mainova 必須接受 GETEC 所為配電網接續之請求。卡特爾屬之決定，

其後並受到各級法院之支持。 

雖然，於爭訟過程中，Mainova 曾指出容許其他配電網的接續將會對其顧客

的供給結構帶來不當影響，且無法維持其公共性的價金系統等理由，主張其拒絕

接續情事具有正當化事由。然而，由於 Mainova 所擁有的中壓配電網向一定地域

接續網絡的義務，只與新設以及新開發之區域有關，對於其向來所供給區域的配

電網路之運用並不會帶來不當影響，且對於其本身所交易之顧客及價金系統之影

響，亦屬有限，故而此等抗辯，不被採納。 

再者，Mainova 主張，作為從事一般電力供給的配電網運用者，法律強制其

必須與各該末端消費者及其配電網進行接續，且應以政府部門所認可的價金進行

供給等為由，作為其正當化事由。申言之，法律規範係以統一的電力網結構為其

出發點，於此情況下，無法期待應承認一定地域的配電網運用者得以利用其中壓

配電網。否則，將使得該等業者藉由所謂的「吸脂效應（cream skimming）」，選

擇僅供給予高密度需求及較大規模能源需求之地區，對於 Mainova 造成不公平情

事。 

                                                      
32 WuW/E DE-V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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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一主張，德國普通法院認為，伴隨著能源市場的自由化，統一的供給

網絡此種傳統的理想型態，正逐漸產生蛻變。電力事業於其所處競爭環境中，不

論是透過自身的網路、或是請求其他事業代為配電，或是藉由本件之中壓配電網

業者，對其客戶提供電力，其目的都在於爭取可以獲得最高利益之客戶。於此，

法律並不認為只有在「吸脂效應（cream skimming）」問題不存在時，上開競爭

模式方能存在，而事業於此才能要求Mainova對其提供配電網之接續服務。的確，

對 Mainova 而言，競爭的結果，使得其關於供給網絡構造上不利部分的補助，要

達到與以前相同的程度，變得更加困難。然而，市場開放的結果，消費價格降低；

自由化概念的基礎，正是競爭的負面效果本身將被其正面效果所淡化或沖銷，從

而 Mainova 上開主張，並不足採。 

五、 日本 

    如同前述（參照第一節四），日本電力自由化的啟動時程，較歐美國家為晚，

且由於電力產業發展的歷史因素，遲至最近日本電力產業已形成十家電力事業各

自於其所被特許的區域內，享有幾乎獨占的地位，對於此一擁有獨占力量的電力

事業，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又施予嚴密的管制，因此在競爭有限而主管機關管制無

窮的情形下，電業可以實施限制競爭行為之可能性，實在是少之又少。亦因此故，

迄今為止，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尚未有正式依據其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處分電

力事業之事例。惟此一結果，並不表示日本電力事業全無違反競爭法規定之作為，

實際上有為反之虞但最後因證據不足或因其法律適用有所疑義，僅以屬行政指導

之「注意」或「警告」結案者，主要有如下二件事例。 

 

 

1. 關西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全電力化住宅」事件33 

                                                      
33 有關本事件之介紹，參照以下之網站資料：

<http://blogs.yahoo.co.jp/luna_nuova10/1801450.html>，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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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係導因於關西電力從 2002 年起，對於在其供電區域內從事集合住宅開

發之業者，當業者希望於其所開發之住宅區內實施電線地下化時，要求該等開發

業者必須就其所開發住宅之一定比例規劃為「全電力化住宅」，否則將不配合實

施電線地下化。所謂的「全電力化住宅」，係指將過去使用瓦斯作為廚房飯菜調

裡及衛浴設備熱水等之能源來源，完全轉變為全部以電力作為該等能源之住宅。

依據公平會之說明，關西電力似乎於實際上有對於答應其「全電力化住宅」要求

之開發業者及不答應之開發業者，實施配合與不配合電線地下化的差別待遇或歧

視行為。此外，該公司並以答應「全電力化住宅」之要求與否，免除其設置變壓

器等設備之「受電室」義務的條件。 

    2005 年 4 月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關西電力之上開行為，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之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虞，對於該公司進行警告。其未以正式處分為之，而

僅對該公司施以警告之理由，或因關西電力已於 2004 年 12 月中受日本電力事業

主管機關之行政指導，而停止該等行為，從而已無加以處分之必要，故加以警告，

促其未來不得再有類似行為。 

2. 東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事件34 

    依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說明，東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係於其經許可供電

之區域內享有幾乎獨占之地位，縱令於該區域內可以依自己選擇選用電力供給來

源之所謂「自由化需求者」，其電力供給的交易對象亦幾乎僅限於東京電力。基

於此一事實的認知，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東京電力相對於與其交易之自由

化需求者而言，係於交易上處於優勢地位（相對優勢地位）。因為此一優勢地位

的存在，導致自由化需求者若無法持續與東京電力進行交易，其事業經營將發生

困難，因此縱令東京電力示出對自由化需求者不利的交易條件，後者亦不得不接

受此種不利的交易條件。 

                                                      
34有關本事件之介紹，參照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之網站資料：

<http://blogs.yahoo.co.jp/luna_nuova10/1801450.html>，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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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東京電力與自由化需求者二者間所締結的供電契約規定，若未經二者協

商合意，東京電力不得於契約存續期間中擅自調高電價。然而，東京電力卻於

2012 年 1 月至 3 月中，以書面通知自由化需求者，內容大致敘述其將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調高電價，如果自由化需求者對於該書面通知並未表示意義，即視為

渠等已同意東京電力的電價調高要求。對於上述行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

東京電力之作法實有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之虞，從而對於東京電力施予「注意」之行政指導，要求其未來於調高契約條

款上所記載之電價時，應對於自由化需求者進行必要的資訊公開並充分向該等業

者說明其價格調整理由，避免未來再有類似不當行為的發生。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本件事實之所以未加以正式處分，而仍是以「注意」

之行政指導方式為之，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已於 2012 年 3

月對於東京電力加以行政指導，要求其再次通知自由化需求者，說明渠等於現行

契約期間屆滿前仍可依據契約條款原本記載之價格繼續接受電力的供應，並除藉

由書面通知外，亦必須以電話或親自拜訪之方式，向自由化需求者說明其調高電

價之理由，藉此以取得其配合調價之同意；另一方面，亦可能是因為光是以東京

電力在自由化需求者沒有對電價調漲表示異議的情況下，即推定其同意電價調漲

一事，作為該公司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理由，似乎亦過份牽強，最後遂以行政

指導方式結案。 

六、 小結 

    由以上針對各國（區域）有關電力事業的反競爭行為事例之檢討可知，雖然

各國已大力推動其國內電力產業的解除管制與自由化，但因過去長期管制的歷史

背景以及電力事業營運所需的經濟規模，經常仍可見電力事業，不管是發電事業

或售電事業，依舊處於獨占地位或寡占地位之態勢。 

    準此，各國司法實務判決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處分經驗，對於我國政府未來

推動電力產業自由化後公平法應有的執法理念及焦點之啟示當在於，公平會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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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分析在電力產業自由化後，哪些電力部門依舊享有市場獨占力，哪些部門則

可能因自由化的結果不再處於獨占結構而進入寡占結構，但此種寡占結構亦可能

有較為接近獨占的寡占結構與較趨向競爭的寡占結構之不同類型，對於各該類型，

其可能實施的反競爭行為為何，於公平法上應如何評價，加以檢討，並訂定處理

原則，將其於自由化後對於電力事業的競爭行為應有之理念及執法態度、作法，

加以宣示。 

    為提供公平會未來有關電力事業競爭行為處理原則之訂定，下一節爰參照日

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內容，對於自由化後電力事業可能實施的反競爭行

為加以類型化，並說明其適用我國公平法之處。 

 

第三節  自由化後之電力市場的反競爭行為類型及其規範 

一、 前言 

    依據我國現行所規劃之自由化版電業法修正內容，未來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

後，電力事業主要區分為三種類型：（1）發電事業；（2）電力網業者；（3）售電

事業。其中，發電部門與售電部門將會開放業者自由設立，但電力網事業則不僅

不開放設立，且依舊維持國營事業一家獨占之現行狀態。無論如何，就此電力產

業自由化之設計而言，未來我國電力產業將出現上游之發電市場或電力躉售市場、

中游之輸配電市場以及下游之售電市場或電力零售市場。各該市場中因其可能的

市場結構及其營運特色而會發生不同的競爭行為或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因此，未

來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亦必須配合此自由化版電業法之設計，思考其對於各該市

場內電力事業競爭行為之規範。 

    實則，此種電力產業自由化的設計與推動，並非我國所獨有，而係大多數國

家於推動其國內電力產業自由化時所採取之作法與態度，所不同者在於各國法制

對於自由化的開放程度之不同。例如，如同前述，其他國家對於所謂電力網事業

亦有嘗試可令其申請設立，以於輸配電市場中引進競爭之作法，但我國現行自由



143 
 

化版電業法則不採取此種設計，依舊維持國營事業一家獨占之情狀。當然，其他

國家雖有開放電力網市場自由化之作法，但由於電力網市場依舊具有相當高度的

自然獨占性質，因此縱令開放其成效亦屬不彰，依舊維持獨占之局面，從而對於

電力網事業之管制重心，依舊維持於接續義務之要求、輸配電費率之許可等事前

管制。 

    不論如何，在其他國家電力產業自由化推動內涵及作法亦與我國相似的情況

下，其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因應電力產業自由化之競爭行為的作法，自亦值得我

國參考。惟大多數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多僅於特定的反競爭行為發生後，方對

競爭行為是否有競爭法的適用與如何適用，加以檢討，而未於就各種可能的反競

爭行為加以類型化，並於事前說明其於競爭法上可能之評價。較為特別者，乃是

日本法制。日本法為因應其自 1995 年開始推動的電力自由化後，電力產業因此

所釋放出來的競爭能量及因此可能帶來的反競爭行為，遂由其電力事業主管機關

之經濟產業省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訂定頒布「適切的電力交

易指針」，說明電力事業各種行為於電業法、獨占禁止法上可能受到的評價，並

提醒電業應避免各種反競爭行為的實施，以免違反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而受到處

罰。 

    本報告認為日本法上述作法值得我國參考，且其對於自由化後電力事業可能

實施之反競爭行為的分類，亦值得我國公平法未來適用時之借鏡，從而以下敘述，

乃以日本上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內容為基礎，說明未來我國電力產業自

由化後，電力事業可能實施的反競爭行為以及我國公平法對於此種反競爭行為，

應如何加以規範。 

二、 日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基本構想及結構 

    「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開宗明義闡明，因為電力事業法制的改革，使得除

原有之綜合發電、輸配電及售電之綜合電力事業外，「特定規模電力事業」（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 PPS）亦可利用綜合電力事業之電力網，將其電力販售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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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工廠或百貨公司等特定的自由化需求者，從而針對此等自由化需求者，傳統

的綜合電力事業與「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間將發生電力零售的競爭，主管機關希

望藉由此種競爭的進行，改善電力事業的經營效率，進而增進全體電力需求者之

利益。由此可知，電力產業自由化的改革，最重要之核心在於電力零售市場的自

由化，創造出得自由選擇其電力供給交易對象之末端需求者，方能有效促進電力

上、中、下游各階段市場的有效競爭。 

    然而，「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亦不得不承認，雖然電力市場已因自由化的

推動而於其競爭上大有進展，但仍因下列因素的持續存在，而使人不得不對於未

來競爭是否能夠持續強化，發生疑慮： 

    （1）在電力零售市場上，綜合電力事業就其許可區域內的電力供給比率，幾乎仍

有 100％的市場占有率。 

    （2）10 家綜合電力事業的存在本身，導致縱令其彼此間沒有意思聯絡，但可能採

取有意識性的平行行為。 

    （3）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雖然已經可以進入電力零售市場，但其電力的輸配仍不得

不依賴於綜合電力事業，倘若綜合電力事業未能公平處置，該等特定規模電

力市場將有可能於競爭上處於不利之地位。 

    （4）綜合電力事業因擁有眾多電力來源及網路控制系統，從而較諸新進入市場的

特定規模電力事業將更容易針對電力需求的變動，調整其電力生產及供給。 

    對於上述情況，「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認為，或許可以藉由電業法等事前

的管制方式，解決該等問題，但原本電力事業改革的目標即是促進電力事業經營

的自主性及自由度，令其可以發揮最大創意從事更有效率之經營。若此，則於電

力市場自由化之後，再走回頭路，要求藉由事前管制方式以解決前述問題之作法，

實背離電力自由化之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亦非不得思考全面藉由獨占禁止法之

適用，以解決前述問題。然而，該法規範之基本理念及作法，僅是被動地制止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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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行為之實施，對於如何利用行政或政策手段積極、主動地將電力市場之競

爭結構改善為更有競爭性的結構，獨占禁止法規範時有其侷限性。 

    於此認知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遂認為若欲改善電力市場上的競爭結

構，同時防止破壞此種競爭結構發展之不當競爭行為的實施，則當有必要由電力

事業管制法規及獨占禁止法二者雙管齊下，方有以致之，從而乃有必要由電力事

業主管機關及獨占禁止法主管機關二者相互合作、有效交替利用其所管轄之法規，

維持、強化電力市場之有效競爭，促進相關資源的有效分配。亦是基於此種規範

理念及認知，遂由電力事業主管機關及獨占禁止法主管機關二者共同合作訂定本

「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該指針整體架構，除前言外，主要係由下列四個章節

所構成：（1）電力零售市場、（2）輸配電市場、（3）電力躉售市場、（4）與其他

能源間之競合議題。 

    以下，依照「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各該章節之敘述，說明各該市場或議題

中可能發生的反競爭行為及其法律規範之道。 

 

三、 售電市場或電力零售市場上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及其規範 

    如同前述，「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認為電力零售市場上之競爭，實是一切

電力市場競爭促進之根源，因此該指針於有關電力市場競爭行為之論述時，遂首

先檢討電力零售市場上之競爭問題，並說明其反競爭行為類型及可能的解決方

法。 

    於此，必須注意者，雖然日本電業法修正已經決定未來將容許一般消費者亦

可自由選擇其電力供給之相對人，但不僅該當法律修正尚未正式施行，且因於本

「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訂定、頒布時，得自由選擇其電力供給對象之「自由化

需求者」，僅限定於用電規模達一定數量以上之大用戶，一般消費者因尚未享有

用電選擇權，故而必須藉由行政的事前管制，藉由電價費率之許可方式，保護此

等一般消費者的權益。現行「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乃因此區分電力零售市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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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不同類型，一為可以自由選擇其電力供給對象之自由化需求者以及圍繞著此

等需求者於原有綜合電業及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間發生競爭的自由化領域，

另一則為其電價費率受到嚴格控管的一般消費者之電力供給的管制領域。管制領

域因受到嚴格管控，而無法發生競爭情事，從而並非獨占禁止法可得介入之對象。

於此理解下，就可以瞭解為何現行「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於討論電力市場上可

能發生的反競爭行為類型及獨占禁止法之適用時，僅就自由化領域加以探討，而

認為管制領域係專屬電力事業法規之管制範圍。此種情事，與我國自由化版電業

法修正草案內容，亦頗有類似之處，蓋依據其修正內容，未來我國並非全面開放

一般消費者亦可自由選擇其交易對象，而僅限定於特定用電量高之用戶，方享有

電力供給交易相對人之選擇權。 

    無論如何，在現行「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將其電力零售市場上的競爭行為

之規範焦點集中於自由化領域後，其認為於此自由化市場中，真正會實施反競爭

行為者，並非剛剛才進入市場之特定規模電力事業，蓋此等事業其市場力量微薄

實無法藉由反競爭行為排除競爭，從而在此自由化後的電力零售市場上真正會實

施反競爭行為者，乃是原已存在之綜合電力事業。於此認知下，指針所闡明的反

競爭行為，幾乎就等同於綜合電力事業可能實施的反競爭行為。依據現行「適切

的電力交易指針」之分類，綜合電力事業於自由化的電力零售市場中，可能實施

的反競爭行為計有下列 13 種類型。以下，在說明該指針所敘述的行為類型後，

並就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觀點，說明該類型行為可能違反我國公平法之處。 

1. 妨礙競爭者市場進入之行為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於有意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締結供電契約者，對其

提示出較諸其已經對外公布之電價或提供給其他事業之電價更為便宜之電價費

率，致使特定規模事業之經營發生困難者，即有構成差別待遇或不當低價販售或

傾銷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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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2. 對特定關係人低價供給電力之行為 

    綜合電力事業若僅對於其子公司等特定利害關係人，以較諸其已經對外公布

之電價或提供給其他事業之電價更為便宜之電價費率，提供電力該等利害關係人

時，即有構成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3. 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不當電價費率的設定 

    所謂「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係指自由化需求者選擇締結電力供給契約的對

象，並不僅限於一家公司，而係與數家電力供給事業締結工電器契約，於此情形

下所簽訂之契約對於各該電力供給事業而言，即是「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當綜

合電力事業對於要求簽訂此種部分之自由化需求者，無正當理由而要求更高的電

價費率或設定對該需求者而言係屬不利之費率體系時，可能導致該自由化需求者

被迫必須放棄此種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的訂定，而與綜合電力事業簽訂全量供給契

約。此種行為實有構成差別待遇、獨家交易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4. 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締結請求之拒絕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於自由化需求者締結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請求，長期置之

不理或無故拖延其契約交涉時間、直接拒絕締結此種契約或設定不當交易條件而

於實質上等同於拒絕締結此種契約時，可能導致該自由化需求者被迫必須放棄此

種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的訂定，而與綜合電力事業簽訂全量供給契約，進而使得新

進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經營之困難。此種行為實有構成獨家交易之行為，而有違反

獨占禁止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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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5. 不當拒絕部分電力供給之行為 

    自由化需求者於部分電力供給契約成立後，倘若因整體電力需求發生變化導

致電力需求增加時，但與自由化需求者締結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新進的特定規模

電力事業卻無法因應此等需求增加其電力供給時，若綜合電力事業於此尚有電力

供給能力，但卻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對自由化需求者供給其所需之多餘電力時，可

能導致該自由化需求者被迫必須放棄此種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的訂定，而與綜合電

力事業簽訂全量供給契約，進而使得新進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經營之困難。此種行

為實有構成獨家交易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6. 對於回流之自由化需求者要求過高電價 

    當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締結電力供給契約的自由化需求者，有意變更

其交易對象，回過頭來再與綜合電力事業簽訂電力供給契約時，綜合電力事業若

對此等回流需求者，暗示其將收取較諸其已經對外公布之電價或提供給其他事業

之電價更為昂貴之電價費率，甚至拒絕與此等自由化需求者進行交易時，將剝奪

自由化需求者交易相對人選擇的自由，該當行為實有構成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

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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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當解除或變更與自行發電業者間之電力補充供給契約 

    自行設置有發電設備之企業，原本或可藉由其發電設備而於其電力供給上自

給自足，然而可能因為發電設備的維修、突然故障或其他情事，致其本身發電設

備無法充分供給其所需電力，為因應此種突發狀況的發生，該等事業通常會與綜

合電力事業締結電力補充供給契約，請求綜合電力事業於其本身發電設備電力供

給不足時，補充供給其所需電力。對於此種自行設置發電設備之企業，綜合電力

事業若以該企業已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有締結電力供給契約或該企業本

身有意進入電力零售市場等情事，而表明或暗示其將終止原本的電力補充供給契

約，使得該當企業沒有誘因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有締結電力供給契約或放

棄進入電力零售市場之想法時，其行為實有構成差別待遇、獨家交易之行為，而

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8. 不當的最終電力供給保障條款之訂定 

    綜合電力事業因過去的管制歷史，致使其擁有龐大的發電設備及供電能力，

因此縱令於電力市場實施解除管制或自由化後，依照電業法相關規定，其仍負有

對包含自由化需求者在內的用電戶，最終提供其所需求電力之供給不足的部分之

義務，確保所有用電戶都能享受到其所需求之電力供給，一般稱此為最終電力供

給保障條款。倘若綜合電力事業於締結此一最終電力供給保障條款，要求較諸其

已經對外公布之一般電價費率過高之電價費率時，將有不當損害需求者利益之虞，

而成為日本電力事業法主管機關得命令其變更契約條款內容之原因。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可能是獨占

事業不當設定、維持或變更其價格之行為，而有構成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違反之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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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力需求調節契約的不當解除或變更 

    電力需求者為節省其電力費用支出，會與電力事業簽訂電力需求調節契約，

減少其高電價之尖峰時段的電力使用量，將其移轉至較低電價之離峰時段的使用。

原本，是否與需求者簽訂此種契約，乃是電力事業之契約締結自由，無法因此立

即認定其有違反競爭法之規定，惟倘若綜合電力事業以該需求者已與新進的特定

規模電力事業有締結電力供給契約或該需求者本身有意進入電力零售市場等情

事，而表明或暗示其將終止原本的電力需求契約，使得該當企業沒有誘因與新進

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有締結電力供給契約或放棄進入電力零售市場之想法時，其

行為實有構成差別待遇、不當妨礙交易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或第 24 條（「顯失公平」）等規定違反之虞。 

10. 不當的違約金之要求 

    原本，電力需求者於契約存續期間中，違反契約規定而終止契約，電力事業

自可依照契約規定請求支付一定的違約金。然而，倘若綜合電力事業因其契約相

對人係為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締結電力供給契約而有意終止與其本身間

之契約，進而於契約條款中規定對此情形要求過高的違約金，導致電力需求者缺

乏誘因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進入交易關係時，其行為實有構成獨家交易、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11. 其他商品或服務交易的終止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於與其本身已持續有商品或服務交易行為之自由化需求

者，表明或暗示若後者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簽訂電力供給契約的話，將會

終止與後者間的商品或服務交易或減少彼此間的商品或服務交易數量時，可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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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自由化需求者放棄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之交易關係，其行為實已構成不

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12. 需求者資訊的不當利用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其所擁有之自由化需求者的相關資訊，縱令已經該等需

求者同意可以將其相關資訊提供給新進入市場的其他電力事業，卻未以提供給予

其本身之業務部門同樣的方式，將相關資訊提供給其他電力事業，導致該等新進

入市場之事業其事業活動產生困難時，其行為實已構成阻礙市場進入、差別待遇

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13. 透過多數行為的交叉利用阻礙市場進入之行為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於有意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進行交易之自由化需

求者終止二者間既有的電力供給契約、或對該需求者提供以較低的電價對抗新進

電力事業、或是提供其違約補償金促使需求者解除或終止已與新進的電力事業間

之電力供給契約時，此等各種不同行為的交叉利用，將導致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

事業無法進入或被迫退出電力零售市場，其行為實已構成阻礙市場進入、不當引

誘違反契約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第 24 條（「顯失公平」）等規定違反之虞。 

四、 輸配電市場上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及其規範 

    縱令是歐、美等電力自由化已經呈現相當高度發展之國家或區域，鑑於過去

電力管制的歷史因素以及電力網架設本身的重複投資之避免等自然獨占性質依

舊相當強烈存在等原因，使得電力網事業幾乎在其各自的許可區域內，大多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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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處於一家獨占之地位。對於此種輸配電市場上一家獨占情形依舊多數存在之事

實，各國法制就此之規範方式及態度，大多由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藉由進入許可、

強制接續或連線義務、輸配電費率的嚴格審核及許可等事前管制方式，保護與電

力網事業交易之上、下游事業的權利，並避免其輸配電費率過高最終轉嫁到一般

消費者身上，而間接保護一般消費者之權益。 

    由此可知，電力網事業或輸配電市場，在各國幾乎都是處於獨占之態勢。然

而，倘若各國電力自由化的推動，乃是徹底實施場網分離，令電力網事業僅能經

營輸配電事業，而不能同時經營上游的發電或下游的售電事業時，則上述對於該

當電力網事業施予進入管制、接續強制、費率管制等作法，或屬足夠；惟當電力

網事業亦同時經營上游之發電事業或下游之售電事業時，即有可能藉由其於輸配

電市場上的獨占地位，支援其本身於上、下游市場的事業活動，而可能對其他同

處於上、下游之電力事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行為，而有必要藉由競爭法對於此種

行為加以規範。在我國自由化版電業法修正中，雖有規劃進行發電事業與電力網

事業的場網分離，但並非一步到位而係分階段進行，於此過程中仍有可能發生同

時擁有發電及輸配電設備的電力事業，實施不公平的競爭行為；更何況，自由化

版電業法修正中，並未規劃將下游的售電事業自電力網事業完全切離，不公平競

爭行為於此仍有其發生的可能性。 

    以下，依照「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敘述，說明於自由化後的輸配電市場

上可能發生之反競爭行為類型，並就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觀點，說明該類型行

為可能違反我國公平法哪一條項之規定。 

1.綜合電力事業將其因電力網經營所得知之資訊為目的外之使用 

    同時經營電力網與發電或售電之綜合電力事業，藉由其電力網經營所可獲知

的顧客資訊，不僅限於其既有電力供給所取得之資訊，當新進入市場之特定規模

電力事業因本身不擁有電力網而必須經由綜合電力事業的電力網以供給其客戶

所需電力時，該當綜合電力事業亦可因此而得知新進電力事業提供多少電力給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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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客戶、該客戶電力需求之變化等資訊。於此情形下，倘若綜合電力事業將其

因接受輸配電委託而得知之新進電力事業客戶的相關資訊，傳達給其業務部門或

其他部門，使得業務部門等可藉此爭取該等客戶，進而導致新進入市場的特定規

模電力事業喪失其客戶、經營因此產生困難時，此種行為實有構成妨礙交易之行

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24

條規定違反之虞。 

2.電力網事業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 

    電力網事業若對於本身系列之發電或售電事業給予特別有利的交易條件，而

對於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則給予較為不利的交易條件，其行為極有可能構成

差別待遇之行為。此外，當綜合電力事業以拖延輸配電申請程序或延宕其發電與

輸配電間的接續，實質產生拒絕對其發電提供輸配電服務時，其行為亦有可能構

成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規定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3.將電力調度時所得知之資訊為目的外之使用 

    因日本專責的電力調度機構尚未成形，故而電力調度仍於相當程度上必須依

賴綜合電力事業為之，倘若綜合電力事業因執行其電力調度任務而得知與新進的

特定規模電力事業交易之客戶相關資訊時，進而將此種資訊為目的外使用，或傳

達給其業務部門或其他部門，使得業務部門等可藉此爭取該等客戶，進而導致新

進入市場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喪失其客戶、經營因此產生困難時，此種行為實有

構成妨礙交易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24

條規定違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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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力調度時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 

    當綜合電力事業於實施其電力調度任務時，對於其本身與新進的特定規模電

力事業予以差別待遇，導致後者無法藉由電力調度適時或及時將電力供給給其客

戶時，導致客戶對於其電力穩定供給的不信任，進而可能產生解約行動時，其行

為即有可能構成差別待遇，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5.電力調節之拒絕 

    當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之顧客，因電力需求臨時遽然升高，而必須使用

更多電力但特定規模電力事業卻因其發電量而無法充分滿足該客戶之需求時，供、

需二者間即發生不均衡狀態（Imbanlance）。如同前述，於此情形，綜合電力事

業負有最終電力供給保障義務。然而，倘若於此時，電力網事業拒絕此種多餘電

力的輸配送，或是要求高額的輸配送費用形成實質上拒絕輸配送時，即有可能構

成拒絕交易，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可能。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五、 發電市場或電力躉售市場上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及其規範 

    各國於推動電力自由化之初，最先採取之舉動通常皆是開放發電廠的設立，

令發電市場自由化令需求者可以取得不同的供電來源，直接促進發電、間接促進

電力零售市場上的競爭。如同前面有關日本電力自由化之發展歷程所示，日本政

府於推動電力自由化之初，亦是首先開放發電廠的設立，使得發電市場或電力躉

售市場逐漸進入競爭態勢。在我國自由化版的電業法修正中，未來的發電市場或

電力躉售市場將是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市場，維持該市場上之自由且公平的競爭，

實是關係著我國電力市場自由化成敗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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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依照「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敘述，說明於電力自由化後的發電市

場或電力躉售市場上可能發生之反競爭行為類型，並就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觀

點，說明該類型行為可能違反我國公平法哪一條項之規定。 

1.綜合電業不當拒絕與發電事業之交易 

    因自由化而設置發電廠之事業，極有可能將其電力躉售給綜合電力事業，並

由此事業再零售給電力需求者。然而，倘若此等綜合電力事業因該等發電事業與

新進的特定規模電力事業有電力供給契約，從而乃表明或暗示其將因此而解除與

該發電事業間的購電合約，或將調降其購電價格時，將使得發電事業放棄與新進

的電力事業進入交易關係之誘因，阻礙新進電力事業的市場進入。此等行為實有

構成拒絕交易、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2.限制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進入電力零售市場 

    發電業者或可能利用於其躉售給綜合電力事業外，尚有剩餘之電力進入電力

零售市場，直接賣電給末端需求者。對此行為，綜合電力事業表明或暗示其將因

此而解除與該發電事業間的電力躉售合約，或將調降其購電價格時，將使得發電

事業放棄進入電力零售市場，阻礙其市場進入。此等行為實有構成拒絕交易、差

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3.對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濫用優勢地位 

    綜合電力事業若對於發電事業，設定或變更對照於一般正常商業慣習實屬不

利之交易條件，實有構成優勢地位之濫用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第 24 條等規定違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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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妨礙發電設備之交易行為 

    綜合電力事業有時為增加其本身發電量，或會向既有的發電事業購買發電設

備，此種行為自屬正常商業行為，並無違法之虞。然而，當綜合電力事業發現特

定事業有意購買既有發電事業之發電設備進入發電市場時，乃對於該當發電事業

提示出更高的發電設備購買價格、或給予該發電事業較諸向來更為優惠、有利的

交易條件、或者是當其將發電設備賣給上開特定事業後給予該發電事業較諸向來

更為不利的交易條件，妨礙該當特定事業進入發電市場，此種行為實有構成妨礙

交易、阻礙市場進入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第 3 款、第 24 條等規定違反之虞。 

5.拒絕提供補充電力給新進入市場之電力事業 

    對於有意進入發電市場或電力躉售市場之事業，因於市場進入初期其發電能

量尚屬不足，從而為滿足其需求者之充分、穩定的電力需求，該等新進電力事業

乃有必要與既有的綜合電力事業間締結電力供給契約，請求後者於其發電量不足

時，躉售所需補充電力給自己，再供電給其需求者。於此情況下，倘若綜合電力

事業對於其他事業的補充電力供給請求，予以同意，但卻對於新進的電力事業之

補充電力供給請求加以拒絕，或無正當理由而限制其補充供給量或設定過高的供

給費率時，即有可能造成新進電力事業經營上發生困難，此種行為實有構成拒絕

交易、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六、 與其他能源類型之競合議題 

    「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在此議題上，主要係針對企業自行設置汽電共生等

發電設備，除於供給本身所需電力外，並有意將其電力對外銷售時，綜合電力事

業對此可能實施的反競爭行為；以及針對所謂的取代原有瓦斯之能源供給，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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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使用電力作為其能源之「全電力化住宅」推動時，對於瓦斯業者可能帶來的不

公平競爭行為。 

    以下，依照「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敘述，說明於電力自由化後的發電市

場或電力躉售市場上可能發生之反競爭行為類型，並就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觀

點，說明該類型行為可能違反我國公平法哪一條項之規定。 

1.阻礙汽電共生等發電設備的設置或增設 

    綜合電力事業若為強化其於發電、售電市場之地位，實有誘因阻礙一般事業

自行設置其汽電共生等發電設備，其具體行為如以不設置該等設備為條件方與其

進行電力供給交易、或是對其提供更為優惠、有利的交易條件，其行為有可能構

成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行為，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此外，倘若綜合

電力事業對於實際上設置汽電共生等發電設備之企業，拒絕提供其電力、或是對

其提供較為不利的交易條件，其行為有可能構成差別待遇之行為，亦有違反獨占

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2 款、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2.對於自行設置發電設備之業者要求不公平的交易條件 

    自行設置發電設備之企業，時而因其發電量的不足，而必須與綜合電力事業

締結電力不足時之電力補充供給契約。此際，因對電力需求的必要性，導致縱令

綜合電力事業提示出相當不利的交易條件，該等企業亦不得不接受此等不利的交

易條件。綜合電力事業此種行為實構成優勢地位的濫用，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

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2 款、第 4 款、第 24 條等規定違反之虞。 

3.提供過當利益誘使建設全電力化住宅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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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電力事業若以設立全電力化住宅為條件，而表明或暗示將提供相關關係

人對照於正常的商業習慣顯然過高之利益，或是以建設全電力化住宅為條件方與

其進入交易之行為（例如方配合建設電線地下化或保證購買未能售出之住宅等），

或是對於建設全電力化住宅與未建設全電力化住宅的業者間，為不當的交易條件

之差別，結果導致瓦斯業者有關於此之事業活動經營的困難。此等行為實有構成

不當的顧客引誘、限制交易相對人的事業活動自由、差別待遇等行為，而有違反

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3 款、第 6 款等規定違反之虞。 

4.要求需求者撤掉瓦斯錶及管線 

    綜合電力事業於末端需求者有意建設或改建為全電力化住宅時，無正當理由

要求該需求者必須撤掉原有的瓦斯表及瓦斯管線，導致瓦斯業者事業經營活動發

生困難時，其行為實有構成限制交易相對人的事業活動自由、妨礙交易之行為，

而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我國公平法適用之觀點：上開行為就我國公平法之規範而言，有構成第 10

條第 1 款、第 4 款、第 19 條第 6 款、第 24 條等規定違反之虞。 

七、 小結 

    從以上敘述可知，「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對於其所界定出之電力零售市場、

輸配電市場、電力躉售市場上，可能發生的各種反競爭行為，藉由其主管機關過

去執法之經驗，並參照外國法過去曾經發生過之事例，盡量加以網羅，並就各種

行為加以分類，說明其違法性之何在。當然，鑑於過去日本電力事業受到該國電

力事業主管機關的高度管制，進行競爭之可能性實在不多，更遑論有所謂反競爭

行為的存在。職是，於此情形下，若欲對於電力自由化後電力事業應有的競爭行

為、不得為之反競爭行為，提出其具體類型，以供電力事業未來競爭行為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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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就必須花費諸多心力於國內外相關案例的研析並與其電力事業的溝通、訪談

上。 

    於此情況下，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公平交易委員會

共同訂定、頒布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雖係因應日本電力自由化而研擬，

但因該國電力自由化推動之流程及作法，與我國有諸多類似之處，其所擔心的電

力自由化後不當競爭行為的產生，亦與我國未來可能發展情狀，相差不遠。若此，

則我國公平會未來亦當可參考日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之內容，並就我國未

來電力自由化可能存在的特殊情事，調整其規範內容，並基此而於我國電力自由

化實施後，早日訂定類似的競爭行為指導方針，以利相關電力事業之遵循，避免

有違反公平法情事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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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回顧國外電業自由化之發展經驗，探討我國電業法修正草案下的電業

設計架構，並論述電業法修正草案可能衍生之公平競爭議題，以公平交易法為探

討核心，研擬電業法修正草案涉及之競爭議題，公平會事前與事後應如何因應監

督，與其他相關主管機關之權責如何釐清，本研究於本章彙整相關結論與建議。 

1. 國外電業之發展趨勢 

回顧國外電業發展，可歸納出以下趨勢。第一，除了歐盟的電力市場之外，

各國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PX)多半併入 ISO 一起運作，以降低交易成本，

並提升 ISO 綜效(synergy)。第二，電力市場大多數的電力，來自長期合約。由於

長期合約有助於電廠規避短期電價劇烈波動的風險，亦能讓發電業者及早確保投

資的回收，提供業者投資誘因，達到避險以及促進投資之目的。第三，低碳燃料

源與分散式電力資源的應用，除了因應氣候變遷採用再生能源或燃氣機組外，分

散式電力資源搭配多元的需量反應方案措施的應用，也成為主流趨勢。此類商業

模式不僅可讓供給面更永續環保之外，也同時可提供誘因改變需求面電力消費方

式，以達整體社會節能減碳之目的。第四，隨著先進讀表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的發展，使國際間電力需求面管理衍生的商業模式更加多元，

包括上述分散式電力資源的發展、讀表資料的分析、更動態的需量反應設計等。 

2. 我國現階段電力市場面臨之問題 

我國電力市場當前之問題，首推因民眾公民意識抬頭，且相較以往更加注重

環保議題，造成供給面大型電廠發展興建受到極大的阻力。第二，由於電廠與輸

配電設備興建不易，電力消費又無顯著下降的情形下，造成供電壅塞區增多，限

電發生機會增加。第三，我國當前電力價格的設計尚無法實際反映國際能源價格 

(即發電成本)，售電價格也長期比鄰國低廉，發電成本與售電價格脫鉤，合理的

電價設計始終備受討論。最後，當國際間皆如火如荼展開再生能源投資與建設時，

發展分散式發電系統(主要是再生能源)，我國目前仍缺乏市場誘因機制與整體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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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如儲能、需量反應配套措施、分散式電力資源併聯規則與讀表規範，有

待相關部門後續留意。 

3. 電業法修正草案對我國電業結構之影響 

經濟部於 2014 年 2 月 11 日提交電業法修正草案，盼實際落實電業自由化。

此草案版本對我國電業的影響，由時間的推演簡述如下：第一階段計畫將台電廠

網分工、會計分離，並成立獨立調度中心與電業管制機構。第二階段採廠網分離，

將台電既有電廠民營化(核能、水力發電廠除外)，落實批發電力市場競爭。第三

階段則逐步開放售電業，由零售商、能源服務公司、既有電力公司、用戶群代表

銷售電力，使零售電力市場全面競爭，使終端電力用戶享有購電選擇權，自由選

擇偏好的能源公司、電力產品與服務。 

4. 電業法修正草案尚待釐清之事項 

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規劃在輸電層級設置獨立調度系統，並使綜合電業廠

網分離，這些立法精神，已使此版本電業自由化程度相較過去歷次電業法修正草

案已有大幅提升。然而，當中仍有若干待釐清之事項，包括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

業存在不公平競爭之可能、開放中小型購電選擇權時程與範圍規範不清、「電力

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職掌功能與角色混淆妨礙公平競爭、能否有效確保「電

業管制機構」之獨立性等。上述事項若未能釐清，將會影響電業自由化之成效以

及競爭政策之落實。 

5. 電業法修正草案與電業公平競爭議題 

在此電業法修正草案架構設計下，綜合本文歸納可能發生的電業公平競爭議

題，以及參考日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所提及的競爭違法態樣，依市場區別

彙整如下： 

於批發電力市場潛在發生的競爭違法態樣，包括：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

行為、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綜合電業不當拒絕與發電事業之交易、限

制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進入電力零售市場、對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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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地位、妨礙發電設備之交易行為、拒絕提供補充電力給新進入市場之電力事

業等七項潛在競爭違法態樣。 

輸配電市場可能發生之反競爭行為類型，包括：「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

可能造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綜合電力事業將其因電力網經營所得知之資訊為

目的外之使用、電力網事業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將電力調度時所得知之資訊為

目的外之使用、電力調度時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電力調節之拒絕等六項潛在競

爭違法態樣。 

於零售電力市場包括：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採行搭售之限制交

易行為、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妨礙競爭者市場進入之行為、對特

定關係人低價供給電力之行為、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不當電價費率的設定、部分

電力供給契約締結請求之拒絕、不當拒絕部分電力供給之行為、對於回流之自由

化需求者要求過高電價、不當解除或變更與自行發電業者間之電力補充供給契約、

不當的最終電力供給保障條款之訂定、電力需求調節契約的不當解除或變更、不

當的違約金之要求、其他商品或服務交易的終止、需求者資訊的不當利用、透過

多數行為的交叉利用阻礙市場進入之行為等 16 項潛在競爭違法態樣。                                                                                                                                                                                                                                                                                                                                                                                                                                                                                                                                                                                                                                                                                                                                                                                                 

6. 國外相關執法經驗 

國外案例回顧，有關美國、歐盟及日本電力產業自由化推動過程中，其電力

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間的互動關係可知，各國法制有關此一議題之管

制理念及實務運作，並非完全相同。日本法在強調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相互配合時，其規範理念及制度設計與美國法相近。然而，歐盟之競爭

法享有直接適用效力，無需經由國內立法的轉換，即得對歐盟境內之競爭行為直

接適用。其原因乃歐盟本身尚未有一可以直接管制其境內電力事業設立、營業行

為、費率等之主管機關。其會員國對於各國電力自由化之推動，僅能藉由指令之

頒布，要求各國依其指令理念對其國內電力產業實施解除管制、推動電業自由化。

亦即歐盟境內之電力事業實施事前管制者，仍在於其各個會員國，歐盟競爭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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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即無由介入其事前管制。因此，歐盟競爭法對於事後違反競爭法之情事，

無法、亦無必要考慮各個會員國之事前管制作法、態樣之不同，故而可以全心全

意基於競爭法規範實施其事後管制。 

7. 公平會面對電業公平競爭議題之因應措施建議 

電業自由化後，電業所涉及的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之情事以及其他

不公平競爭行為，皆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公平會從中所扮演的角色，則依公

平交易法規定，依法擬訂相關公平交易之法規，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

事項，調查事業活動及經濟之情況、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等。 

因應上述開放電業競爭，存在潛在的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公平會具體的配

套對應措施說明如下。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

行為、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等情事，公平會可進行 HHI 測試等事前

市場力掃描測試，以及事後利潤價差等測試，檢驗廠商是否有觸犯公平交易法。

對於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零售商仿冒、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

公平會可定期追蹤調查，建置完善檢舉機制，以防止相關妨礙競爭情事之發生。 

8. 公平會面對電業自由化之因應建議 

從各國司法實務判決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處分經驗，對於我國政府未來推動

電力產業自由化後公平法應有的執法理念及焦點之啟示當在於，公平會或有必要

分析在電力產業自由化後，哪些電力部門依舊享有市場獨占力，哪些部門則可能

因自由化的結果不再處於獨占結構而進入寡占結構。將其於自由化後對於電力事

業的競爭行為應有之理念及執法態度、作法，加以宣示。對此，由於日本電業存

在許多區域獨占情形，其所擔心的電力自由化後不當競爭行為的產生，與我國國

情有諸多雷同之處。故若需針對我國電業自由化研擬防止競爭違法情事發生之法

規，其研擬方針與規範內容，可參照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其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訂定、頒布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據此及早訂定相

關競爭行為指導方針，以利相關電力事業之遵循，避免有違反公平法情事之發



164 
 

生。 

公平會於我國電業自由化過程與自由化後電力市場中，在維護市場公平交易

情事所需之行政指導、監督、處分扮演重要角色。因電力市場將由現行單一綜合

電業轉為電業上下游開放競爭，在很多市場行為態樣和電業經營者經營經驗和觀

念上，皆需公平會的行政指導教育。公平會應多加運用其公平交易法之執法經驗，

提出相關專業意見供相關部門參考，特別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電業主管機關，

有許多競合空間。對此公平會可根據本研究電業自由化對公平競爭議題之闡述、

相關部會權責分工之分析結果，結合日本的「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落實維護

電力市場公平競爭之職責。電業自由化後，電業環境將會有更多的競爭行為，較

諸過去國營、獨占（寡占）、嚴密管制市場下，著重「價格」與「數量」管制之

情況截然不同。當前在民營、競爭、鬆綁與自由化市場下，再生能源、分散式發

電系統、汽電共生系統、需量反應及電能資訊即時管理系統，迅速發展且日益普

及之不可阻逆趨勢下，如何著重公平、品質、創新之激勵政策，面對更動態的市

場變化下，公平會將有更寬廣的執法空間。因此公平會未來需持續追蹤國外相關

執法經驗，從事創新經濟與知識經濟體制下，相關新興課題之研究與委託相關專

題研究計畫，進一步落實競爭政策與法規，維護公平、競爭、效率、品質、安全、

可靠的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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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電業自由化、公平交易法、獨立電力系統調度中心、電業管制機關、 

競爭違法態樣 

 

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分析我國電業自由化政策及其推動過程中所可能遭遇

的競爭法和電業法競合之相關問題，以評估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的公平競爭及所

需之配套措施，並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之主要分析步驟係依據計畫需求規範書

的研究重點進行如下： 

1. 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現況分析，包括：(1)能源配比、(2)

交易制度、(3)自由化進程、(4)產業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的角色等。 

2. 蒐集並整理美國、歐盟、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電力市場之重要案例及最新發

展。 

3. 探討我國推動電力自由化之阻礙，研析電力市場自由化之相關配套措施，包

括電業法未來之修正方向、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競合、相關業者可能之違

法態樣等。 

根據上述研究步驟執行本研究，所得到的重點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1. 電力產業與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 

在探討電力市場自由化架構下，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態樣之前，必須先掌握電

業和其他產業之屬性差異如下：(1)電力市場供需變化之速度與幅度遠大於一般產

業、(2)短期(一日內)電力市場之供需交易與成交價格需事前撮合及事後結清、(3)

電力市場必須指定特定供電者有最終供電義務(last resort of supply)、(4)跨多種專

業領域的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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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電業自由化之歷程 

回顧國外電業發展，可歸納出以下趨勢。第一，除了歐盟的電力市場之外，

各國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PX)多半併入 ISO 一起運作，以降低交易成本，

並提升 ISO 綜效(synergy)。第二，電力市場大多數的電力，來自長期合約。由於

長期合約有助於電廠規避短期電價劇烈波動的風險，亦能讓發電業者及早確保投

資的回收，提供業者投資誘因，達到避險以及促進投資之目的。第三，低碳燃料

源與分散式電力資源的應用，除了因應氣候變遷採用再生能源或燃氣機組外，「產

消者 (Prosumer) 」的出現，使分散式電力資源搭配多元的需量反應方案措施的

應用，也成為主流趨勢。此類商業模式不僅可讓供給面更永續環保之外，也同時

可提供誘因改變需求面電力消費方式，以達整體社會節能減碳之目的。第四，隨

著先進讀表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的發展，使國際間電力

需求面管理衍生的商業模式更加多元，包括上述分散式電力資源的發展、讀表資

料的分析、更動態的需量反應設計等。第五，在自由化電力市場架構下，為了維

護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性，先進國家會立法制定再生能源配比標準、公共利益基

金、淨電錶計量（Net Metering）、資訊揭露規範等相關法規，以促進市場競爭

的同時，也兼顧公共利益。第六、為了促進分散式電力的發展，先進國家在輸配

電層級規劃獨立調度機制，亦即在輸電部門，設置獨立的「TSO」（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在配電部門，更進一步要求應設置獨立的「DSO」（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以因應當前分散式電源、「產消者」電力網路 Web 2.0「多對

多」、「即時」、「動態」、「雙向」、「互動」迅速發展之電力市場潛在競爭(comtestable 

competition)新趨勢。 

從國外電業自由化經驗來看，電力市場的改革多以強制性的法律來規範，賦

予電力市場自由化與電業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的法源依據，而因國情不同各國

對電業自由化所採取之改革方式亦有程度之差異，有改革一步到位(Big Bang 

Approach)進行電力產業重組分工，將電業依職能進行水平切割(發、輸、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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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電業)，同時建立各種電能競爭市場；此外，亦有分階段引進自由競爭機制，

按順序由發、輸、配、售漸進式改革。依先進國家電業自由化之經驗，可將自由

化途徑歸納為二大類：獨立調度中心模式(ISO Model)及輸電公司模式(TransCo 

Model)。 

3. 我國現階段電力市場面臨之問題 

我國電力市場當前之問題，首推因民眾公民意識抬頭，且相較以往更加注重

環保議題，造成供給面大型電廠發展興建受到極大的阻力。第二，由於電廠與輸

配電設備興建不易，電力消費又無顯著下降的情形下，造成供電壅塞區增多，限

電發生機會增加。第三，我國當前電力價格的設計尚無法實際反映國際能源價格 

(即發電成本)，售電價格也長期比鄰國低廉，發電成本與售電價格脫鉤，合理的

電價設計始終備受討論。最後，當國際間皆如火如荼展開再生能源投資與建設時，

發展分散式發電系統(主要是再生能源)，我國目前仍缺乏市場誘因機制與整體配

套措施，如儲能、分散式電力資源併聯規則與讀表規範，有待相關部門後續留意。 

4. 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電業結構之變革 

此電業法修正草案版本對我國電業的影響，由時間的推演簡述如下：第一階

段計畫將台電廠網分工、會計分離，並成立獨立調度中心與電業管制機構。第二

階段採廠網分離，將台電既有電廠民營化(核能、水力發電廠除外)，落實批發電

力市場競爭。第三階段則逐步開放售電業，由零售商、能源服務公司、既有電力

公司、用戶群代表銷售電力，使零售電力市場全面競爭，使終端電力用戶享有購

電選擇權，自由選擇偏好的能源公司、電力產品與服務。此外，需依據電業法修

正草案第四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電業管制機構」，負責電業及電力市

場之監管、電力調度之監管、用戶用電權益監管、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

公式之核定與管理；電業管制機構未成立前，其職掌由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之。 

5. 電業法修正草案尚待釐清之事項 

雖然現行電業法修正草案，其電業自由化程度相較過去歷年電業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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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幅提升，但當中仍有若干進一步待釐清之事項，包括： (1) 電力網業兼

營其他電業存在不公平競爭之潛在疑慮；(2) 開放中小型購電選擇權時程與範圍

規範不清；(3)「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網業」職掌功能及其角色需更加明確，

以免有潛在妨害公平競爭之可能；(4) 必須能夠有效確保「電業管制機構」之獨

立性。 

6. 電業法修正草案與電業公平競爭議題 

本文歸納可能發生的電業公平競爭議題，以及參考日本「適切的電力交易指

針」所提及的競爭違法態樣，依市場區別彙整如下： 

(1) 批發電力市場潛在的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發電廠間不當併購之結合行為、

發電廠間價格操縱之聯合行為、綜合電業不當拒絕與發電事業之交易、限制

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進入電力零售市場、對發電事業（IPP 等業者）濫

用優勢地位、妨礙發電設備之交易行為、拒絕提供補充電力給新進入市場之

電力事業等。 

(2) 輸配電市場潛在的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電力網業」兼營其他電業可能造

成妨礙公平競爭之情事、綜合電力事業將其因電力網經營所得知之資訊為目

的外之使用、電力網事業之不當差別待遇行為、將電力調度時所得知之資訊

為目的外之使用、電力調度時存在不當差別待遇之行為、電力網業不當拒絕

電力調節之行為等。 

(3) 零售電力市場潛在的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零售業者間合意訂價之聯合行為、

採行搭售之限制交易行為、公告不實商品資訊之欺罔市場行為、妨礙競爭者

市場進入之行為、對特定關係人低價供給電力之行為、部分電力供給契約之

不當電價費率的設定、部分電力供給契約締結請求之拒絕、不當拒絕部分電

力供給之行為、對於回流之自由化需求者要求過高電價、不當解除或變更與

自行發電業者間之電力補充供給契約、不當的最終電力供給保障條款之訂定、

電力需求調節契約的不當解除或變更、不當的違約金之要求、其他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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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交易的終止、需求者資訊的不當利用、透過多數行為的交叉利用阻礙市場

進入之行為等。 

(4) 電力相關科技「研發市場」潛在的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市場行為主體在電

力相關科技研發過程中，亦可能出現違反競爭法的行為態樣，例如：關於智

慧電網的專利授權、標準聯合制定等市場行為，均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疑慮。 

7. 電業自由化各機關之權責探討 

在電力市場尚未自由化前，過渡期之權責分配舉凡電力政策的頒布、電力市

場結構規劃設計、電業法及其相關子法之修訂等事項，為經濟部能源局、環保署

及經濟部國營會等單位之主要職掌，而公平會、國發會、原能會、水利署與電力

及天然氣價格諮詢委員會等，亦為相關政策與業務之負責單位。 

電力市場自由化之後，除上述屬政策面之外，如電力市場交易行為之規範，

是由公平會、電業管制機構與經濟部共同執掌；而電業營運相關事項、執照申請

變更撤銷及電業法之更新與修訂等事項，乃由電業管制機構執掌，公平會與經濟

部為負責業務單位。 

8. 因應電業自由化公平競爭市場之相關建議 

根據前述之研究成果，提出公平會短期立即可採行之建議，以及未來中長期

採行之建議。公平會現行可採行之建議，即目前電業所涉及的獨占、結合、聯合

等限制競爭之情事以及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公平會可本其職責，按公平交易法

規定，依法擬訂相關公平交易之法規，審議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公平交易事項，調

查事業活動及經濟之情況、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案件等。公平會可針對廠商進

行 HHI 測試等事前市場力掃描測試，以及事後利潤價差等測試，檢驗廠商是否

有觸犯公平交易法。並定期追蹤調查，建置完善檢舉機制，以防止相關妨礙競爭

情事之發生。此外，對於電業法修正草案待釐清之事項，公平會也應提出競爭政

策執法相關專業意見，提供電業相關單位修法時參考，以達成事前防止反競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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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生之作用。 

電業自由化後，公平會需針對我國電業自由化研擬防止競爭違法情事發生之

法規，研擬方針與規範內容，可參照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關與其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同訂定、頒布之「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據此及早訂定相

關競爭行為指導方針，以利相關電力事業之遵循，避免有違反公平法情事之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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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Fair Trade Law,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Authority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 

 

The research aimed to evaluate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in Taiwan and its required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ssible issues about the “coopetition” 

between the Fair Trade Law and the Electricity Act. These issues may b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relevant policies regarding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major findings and policy recommodation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below: 

1. Issues faced in current electricity market in Taiwan 

 Several issues which occur in the current electricity industry in Taiwan are: (1) 

Great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power plants for 

market supply; (2)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grid congestion areas; (3) the unbuck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ost of electricity and market price of electricity; and (4)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mand response, energy storage system, as well as virtual power 

plant, smart grid, micro grid, etc. 

2. Issues needing to be clarified in the amentment draf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Although the degree of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regulated in the 

current amentment draf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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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revious amentment drafts proposed in the past, several issues still need to be 

clarified, including: (1) potential concerns about the unfair competition of the power 

grid company while samutaneuously operating other upstream electricity generator 

and/or downstream electricity retailer; (2) unclear time-table regulations of the 

schedule and the scope of medium-size and small-size customers’ right of optional 

choices for their retailers; (3) The ambiguous role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 ISO and 

power grid company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4) the jurisdictional independence 

of regulatory agency for electricity industry should be guaranteed.  

3. Issues about the amendment draf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and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The research generalized potential issues regarding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referred to illegal behavior patterns against the Fair Trade Law, 

including:  

(1) Th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patterns which may occur in the wholesale market: 

merging behaviors of improp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mong power plants, 

concerted behaviors of price controling among power plants, the improperly rejected 

trading of power generation market by electricity players, restrictions on power 

generation market (IPP and so on) for entering the retailing activity, abuse of dominan 

market power against other electricity players (IPP and so on), obstacles to trade of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and refusal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power for new 

electricity entrants.   

(2) Th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patterns which may occur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market: the potential obstacles to the fair competition caused by grid 

power company operating other electricity players, external uses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power grid operation by electricity players, improper discriminative 

behaviors of power grid company, external uses of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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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dispatching, improper discriminative behaviors during the electricity 

dispatching, and refusal of the electricity dispatching.  

(3) Th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patterns which may occur in the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 the concerted behavior of market pricing among retailers, the 

restricted trading behavior conducted through tying, fraudulent behaviors of 

publishing false service information, behaviors of hindering competitors from 

entering the market, electricity supply at unfair prices for certain interested parties, 

improper electricity rate set up in the partial electricity supply contract, refusal to sign 

the partial electricity supply contract, improper refusal of the partial electricity supply, 

overly high electricity rate for returned customers, improper removal or change of 

supplementary electricity supply contract between independent power generation 

players, improper establishment of last resort of supplying electricity, improper 

removal or change of electricity demand response contract, improper request for 

compensation for breach of contracts, termination of trade of other products or service, 

improper use of information of customers,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behaviors of 

hindering the access to the market.   

4.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market with fair competition under 

the liber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e recommendations 

which can be immediately adopt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for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s were proposed. The 

recommendations which can be immediately adopted by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ferred to the matters which limit competition including monopoly, M&A, and 

coalition as well as other unfair competitive behaviors current electricity industries 

are involved in. Fair Trade Commission may set up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fair 

trade based on its duty in accordance with Fair Trade Law, review practic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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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Fair Trade Law, investigate market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punish those cases breaching Fair Trade Law. Fair Trade Commission may conduct, 

in advance, market power screening test, such as HHI test, SSNIP test, and the 

post-profit market test to examine whether vendors violate Fair Trade Law. Moreov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follow up regularly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reporting 

mechanism to prevent illegal behaviors related to anti competi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for issues which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e amendment draf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also propose professional 

opinions on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policie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ated electricity 

entities during amendments to prevent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s in advance. 

Fa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ternet” as elaborated by Rifkin(2014),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 renewable portofolio standard (RPS), energ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EMIS), demand response (DR),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BESS), virtual power plant (VPP), smart grid, micro grid have caught 

the public imagination and market niches over the world. Being the authority of 

market competitio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constantly envisage on the 

cutting-edge of releva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ntrovercial cases mostly for 

contestable competition i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Policy implication for promoting 

competition can be illuminated from those cases. The core value of the energy internet 

is to maximize the market mechnism for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virtual platform, 

where every consumer could be potentially a producer, i.e., “prosumer”. For this point, 

we suggest FTC to conduct more analystical works in the near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