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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電力交易平台、輔助服務市場、競爭倡議 

一、研究緣起 

為因應全球電業自由化的趨勢與潮流，我國電業法於民國106年間大幅

修正推動電力自由化轉型。經濟部於民國110年下半年起針對輔助服務及備

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交易平台機制累積經驗，而此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

可能影響電力相關產業不同產銷階段之競爭型態及可能衍生之競爭議題，

均有預為因應之必要。緣此，本研究之主旨即為瞭解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結

構如何運作、如何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政策及未來發展方向之規劃以及先

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並從結構面及行

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競爭議題，且預為診斷及評估，以

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

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 研究過程 

本研究首先蒐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其次蒐集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

趨勢影響及案例。接著研究分析我國電業市場交易平台發展概況、市場界

定、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然後探討分析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與相關競

爭議題，並進一步分析電力交易平台下電業競爭結構面與行為面之規範，

以及我國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態樣，並預為診斷及評估後研擬電力交易

平台競爭倡議供參。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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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網路或親訪台電公司收集相關研究、計畫報告、研討會資

料、媒體、以及政府官方資料等來源，充分徹底瞭解目前台電公司電力交

易平台的運作情況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其次透過網路、期刊、專業書籍與

歐美各國相關的網站，收集先進國家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趨勢相關資料進行

分析。最後，透過個體經濟學理論探討電力市場中市場力的可能濫用及違

反公平交易之行為與結構，並參考歐美電力市場的公平競爭主管機關實務

面的相關作法及經驗，來解析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發展趨勢下主要影響

公平競爭的行為面與結構面議題，並進行預診評估後提出競爭倡議。 

 

三、重要發現 

（一） 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 

在產品市場方面，本研究綜合分析後確認所有電能在歐美等完備的市

場設計架構下在需求替代、供給替代以及時間維度上，皆具有高度的可替

代性，只要市場流動性大，電能期貨與現貨又可高度替代轉換，因此皆可

視為同一產品市場。至於「備用容量」與「輔助服務」因其彼此間不具有

替代性，故應分別視為另外各自獨立的兩個產品市場，且與電能市場亦應

不同。至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距離實時調度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

市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限，應可視為單一獨立特定產品的電能市場。 

在地理市場方面，當輸電壅塞時，則兩節點上的供給與需求彼此間根

本無法替代，此時電網壅塞的兩端則應視為兩個不同區域的地理市場，至

於壅塞至何種程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主管機關視情況判定。 

（二）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探討 

1、 結構面分析    

(1). 由輸配電業經營並形成電力交易平台相關具體競爭規範 

    我國目前是將電力交易平台或者一般所稱之「電力交易所」

（power exchange）之機能，交由既有原本垂直整合獨占之國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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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來設立並經營運作。這在國際間可說是僅有唯一的特例。獨

立的調度組織（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 ISO）與獨立的電力市

場管理組織（Independent Market Operator, IMO）一般都被視為是

電力自由化的基石，也是市場化改革促進公平競爭成功的必要條

件。如果這兩個組織不能獨立運作，就必須對其嚴格加以管制，否

則具有市場力的廠商如台電公司會擁有極強的誘因與能力去濫用

其市場地位。且未來輸配電業是否有可能基於自利誘因，透過電力

交易平台之市場規則形成與作業程序而影響自由電力市場之公平

競爭，便是值得嚴肅面對之課題。 

(2). 無獨立電力交易所、獨立調度組織或法律分離之結構性缺陷 

   輸配電業在經營電力交易或電力調度之過程當中，勢必會需要

取得其他售電或發電公司之機密，且因為其不但掌管了所有電力資

源的上網權、調度權、分配權、輸電權和電網系統的擴建維修與發

展權以及可能包括電力市場的控管權和可能的輔助服務單一買方

採購權等。如果這些影響市場運作之重大權力遭到濫用對特定電力

資源或市場參與者極易產生不合理之歧視，將會嚴重阻礙市場的公

平競爭與發展。故其獨立性與中立性確保相當重要。歐美等先進的

電業自由化國家均強調確保電網之獨立性，必須透過獨立之所有權

分離之結構，方足以確保其營運之獨立性，並避免輸電部門將從「其

他發電、售電」公司所取得之機密透露給自身所屬的垂直整合「發、

售電業」，從而享有資訊上不當的競爭優勢。但我國目前電業法下，

不僅欠缺電業自由化必要的法律分離也更欠缺所有權分離，甚至

「行為面」之管制措施也付之闕如。故未來勢必會遭遇類似的結構

性缺失所導致之問題。 

(3). 三市一程序設計之整體電力市場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面議題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之整體架構主要包括三個市場以及一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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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調節程序。由於台電公司垂直與水平切割的不完全以致於電力市

場結構面的六大重要關鍵要素皆呈現脆弱情況，包括：HHI市場集

中度太高、需求彈性太低、缺乏遠期合約交易、未來地理市場範圍

因輸電壅塞而破碎化、SMP訂價規則不當以及市場缺乏競爭與流動

性。由以上六大結構面的分析結果可知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非

常不利於公平競爭，也使得有市場力的業者有能力與極強誘因來影

響市場價格提高利潤，因此管制機關或競爭主管機關有必要干預市

場，並對有市場力的業者提出緩解市場力的行為規範措施如：產業

重組分拆、引進強制性長期合約、重訂價格上限水準、報價減緩或

引入和增加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2、 行為面分析 

(1). 資訊揭露不完整不充分 

    目前按法規電力交易單位應公開之資訊皆為市場總合資訊和

靜態的市場參與者資訊，動態的報價與成本資訊則無法獲取。這些

揭露的資訊無法協助管制機關對特定廠商的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

檢測，為了監視與檢測廠商的行為，交易平台管理規範應授權電業

管制機關和競爭主管機關使其能獲得所有各別廠商的報價資訊，如

買方和賣方的報價標單之價量組合資訊等，如此才能對其持留行為

或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進行檢驗。 

(2). 持留行為與策略性抬價競標炒作行為 

    電力市場的運行中廠商的反公平競爭行為，依國外電力市場的

運行經驗主要表現在持留（withholding）與策略性報價（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兩種行為方式上，前者係有樞紐容量的供給者故

意持留其部分容量不參與報價，以達拉抬市場成交價格而獲利，觀

察台電公司的日前輔助服務交易平台的歷史成交價格記錄，可發現

輔助服務交易平台自正式運轉以來幾乎總是以價格上限成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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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持留行為極有可能是目前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總是以漲停板的價

格成交之原因。此外，台電公司是具有樞紐容量能力的廠商，在SMP

訂價法下具有操控市場價格的能力。我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三種商

品大多皆以漲停板的價格上限成交，而目前的市場供給者中，台電

公司擁有樞紐廠商的地位，其市場報價行為是否有策略性抬價競標

炒作之虞，值得競爭主管機關檢驗。     

 

四、主要建議事項 

經檢驗發覺電力市場已遠遠偏離公平競爭狀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

主管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我們建議公

平會可以採用本研究研提的競爭倡議來協同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共同對

電力市場結構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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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為因應全球電業自由化的趨勢與潮流，我國電業法於 106 年間大幅修

正，電業自由化的意義與精髓在於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市場以取代原有

管制與壟斷下的電業市場結構。傳統的壟斷電業結構下市場多為獨占或寡

占的型態，當自由化改革開放引進獨立的民營發電業（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IPPs）後多半先會成為單一買方的市場模式，此時的市場型態即

開啟與引進了電業間的競爭，包括民營電廠間的水平競爭以及單一買方與

眾多賣方之間衍生的交易問題。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模式屬國內首創，經

濟部於民國 109 年下半年起針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試行

交易機制，透過平台累積經驗，確立交易平台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穩定

性後，即展開正式運作。而此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可能影響電力相關產業

不同產銷階段之競爭型態及可能衍生之競爭議題，均有預為因應之必要。 

緣此，本研究研究主旨與重點如下： 

（一） 蒐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則，以及瞭解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如何充分揭露交易

資訊之政策及未來方向之規劃。 

（二） 瞭解主要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

例，於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及競爭趨勢的轉變。 

（三） 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議題，並預為

診斷及評估，以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公平會）未來研擬電力

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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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分析 

一、 電業自由化改革與電力交易平台 

我國電業自由化改革隨著 2017 年通過的「新電業法」已正式啟動，改

革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綠能先行自由化」，第二階段則視第一階段改

革成效在管理配套、法治運作順暢、市場成熟穩健發展後，再另行修法開

放灰電（化石能源電力）的自由化，以分階段漸進改革方式進行，期盼能

將改革的風險降到最低，然而，漸進式的改革亦有可能由於階段性既生利

益團體養成的把持和缺乏市場設計的公平競爭性而使改革停滯不前，從而

帶來極大的失敗風險與資源的配置遭鎖定而持續扭曲。第二階段的電力自

由化係透過對於電力交易平台之建置，開啟電業可競爭市場的規劃與發

展，來完成電業轉型之改革。電業法通過後，1~2.5年內開放綠電直接銷售，

6~9 年內切割台電公司為發電公司與輸配售電公司等兩家公司，這意味著

台電公司得加快腳步設立電力交易平台與進行公司重組，如圖 1-1。 

「電業法」於民國 106年 1月 26日修正通過，我國電業正式邁入電業

自由化之進程。電業法第十一條規定：  

輸配電業為電力市場發展之需要，經電業管制機關許可，應於廠網分

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 

電力交易平台應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以達調節電力供需及電業間公平

競爭、合理經營之目標。 

第一項電力交易平台之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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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69，自用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得售予公用售電業，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服務

之用，其銷售量以總裝置容量百分之二十為限。 

**需量反應提供者可為公用售電業、聚合商 Aggregator、符合市場資格之大用戶。 

***須透過電業管制機關函釋售電業可銷售備用容量。 

AS：Ancillary Services 輔助服務。 

容量市場為係輸配電業協助綠電業者採購備用供電容量，依再生能源業者提出需求，啟動

採購機制。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2021）。 

圖 1-1 我國電力自由化改革與電力交易平台示意圖 

 

由於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模式屬國內首創，經濟部於民國 109 年下半

年起開始針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試行交易機制，盼透過

平台累積經驗，確立交易平台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穩定性後，即可正式

運作。由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經驗觀之，凡是電業自由化成功的國家，都

是能從原中央規劃經濟模式逐步漸進地啟動自由化轉型，首先，開放民營

發電業，使原本國營壟斷的電力產業型態轉型為單一買方市場型態，於發

電端引進有限競爭形式。 

其次，再透過產業重組拆分原垂直壟斷的綜合電業，以進一步促進市

場的競爭效率，並同時開放售電業和大用戶購電選擇權，搭配已開放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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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發電業，形成具有中等程度自由化的電力轉供與直供之代輸合約市場。

一旦代輸轉供市場成熟運作，便立即啟動建立集中式標準化電力交易平台

之批發競爭電力市場，以完成高度自由化之競爭以及最後完成批發與零售

市場競爭的全面電業自由化改革。歐盟國家如此，英、美、澳、紐等高度

電業自由化的國家亦復如此，而那些改革停滯或改革失敗的國家則多停滯

在單一買方的市場型態或代輸轉供市場，長久無法繼續向前發展。 

在啟動自由化的電力技術層面，由各國電業自由化成功經驗觀之，世

界各國能源轉型皆先以「健全傳統電力市場的灰電自由交易機制」後，才

逐步引進具有間歇性不穩定發電特徵和受補貼的綠電之自由化和市場化。

臺灣新電業法則反其道而行，在配套子法尚未完成亦未經檢驗下，即行推

動綠電全面自由化，除增加了執行難度外，亦為後續全面電業自由化的能

源轉型工程帶來極大的技術挑戰與經濟風險。 

臺灣的電力市場為垂直整合的一家綜合電業（國營的台電公司）專營

權獨占型態，電業經營績效無比較基準，易受質疑，且用戶僅能向台電公

司購電，無法自由選擇，每逢電價調整，總引發社會爭議。緣此，故有電

業自由化推行之必要，電業自由化成功的要素是確保合理公平的市場競爭

環境，唯有在所有市場參與者皆能被公平對待下，才能吸引投資者進入電

力市場，形成競爭機制而非競租機制（rent seeking）。同時須成立電業管制

機關，監督管理電力市場公平競爭之運作，避免人為操縱，維持市場競爭

秩序。 

在此思維下，政府原本對未來電力市場架構之規劃是將電力產業分為

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政策規劃將發電市場開放自由競爭，促使業

者提升經營與生產效率、技術創新及服務品質；輸配電業因為本島單一電

力系統形成自然獨占，故不開放競爭，但加強效率管制，維持電網公平公

正與公開使用，使其具有公共載具（common carrier）的公用事業性質；在

售電端，則允許用戶自由選擇供電來源，以提升市場競爭性與電力服務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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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元化。然而在多方利益團體折衝與妥協下我國最終採取了兩階段以綠

能先行開放的自由化模式，而壟斷的國營台電公司則按階段進行重組以控

股公司模式垂直拆分成兩家電業子公司：發電子公司與輸配售電子公司，

其中輸配售電子公司將兼營公用售電業並在第一階段扮演單一買方的主要

角色，協助政府的能源轉型綠能先行工程。第一階段下的我國電力市場架

構如圖 1-1。 

二、 電力交易平台規劃進展 

以下摘錄自吳進忠（2019）概述目前我國台電公司對電力交易平台架

構的規劃進展情況1。 

台電公司為了符合電業法及未來電業改革的需求，於民國 107 年 5 月

成立「電力交易平台籌備小組」，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相關副總經理擔任

副召集人，並邀請具電力相關背景之國內外專家學者六至十名擔任諮詢委

員，「電力交易平台籌備小組」下設 5個工作小組（交易資訊系統組、市場

發展組、交易結算組、交易營運組、市場管理組）負責相關業務之推動；

電力交易平台籌設進度規劃分 4 個期程（引入期、發展期、測試期、運轉

期）逐步推動，如圖 1-2所示，基本上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引入期，

主要任務為完成(1)電力交易平台架構設計；(2)利害關係人協調溝通；(3)

完成新興電力市場之設計案執行廠商、規劃範圍及經費估算；(4)完成第二

階段延聘國際顧問之中/英文需求規範；第二階段為發展期，主要任務為延

聘國際顧問公司提出符合台灣電力環境特性的電力交易平台架構的細部規

劃設計、電力市場規則的擬訂、電力交易平台各項資訊系統軟、硬體架構

需求招標規範的建議、設計及監造、電力交易平台各項專業人力之培訓等；

第三階段為測試期，主要任務為完成電力交易平台各項資訊系統軟、硬體

的建置、功能測試及驗收；第四階段為運轉期，依電業法第 11 條及其相關

 
1 吳進忠（2019），新版「電業法」與未來電力交易平台架構規劃，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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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規定營運電力交易平台。電力交易平台經過台電公司建置完成並通過

半年測試後，已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開設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交易平台正

式上線如圖 1-3，詳細的市場運行情況可參閱台電公司的電力交易平台網

址：https://etp.taipower.com.tw/web/about。 

 

 
資料來源：吳進忠（2019）。 

圖 1-2 電力交易平台籌設進度規劃 

 

 
資料來源：https://etp.taipower.com.tw/web/about。 

圖 1-3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建置與運行（110 年 11月） 

 
處長，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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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我國之輸電公司為台電公司獨占經營、且台電公司自有機組達總

裝置容量 80％左右。此外，配合電業法綠能先行及輔助服務可自由交易等

特殊規定，以及電力交易平台成立初期相關法令、制度尚未齊備等情況，

若我國欲要發展電力交易平台，應當以系統安全為前提下，朝向簡易化、

可執行性高及符合電業法之適法性之方向發展。藉由電力交易平台之建

立，以促進綠能發展、新技術之發展以及電業競爭等目標。無論採用北美

之獨立調度組織 ISO（Indenpendent System Operator）架構或歐盟之輸電系

統組織 TSO（Transmission Syetem Operator）架構，日前及實時之電能交易

量占比皆不是主要的電力交易量，但藉由電力市場之交易制度及相關系統

之建立，方可區分出個別市場參與者的資訊流、電力流及金流的關係。 

三、 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 

    未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及交易項目已完成如圖 1-4 所示，電

力交易平台包括了三個市場一個程序：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小時前調整

程序及即時不平衡市場（又稱實時市場）等四個主要交易功能，茲簡述功

能如下： 

1、 容量市場：提供長期購售電合約（備用容量義務）外的一個容量交易

平台，主要可能之容量提供者為：需量反應、儲能設備、新建機組、IPP

剩餘容量等。 

2、 日前市場：決定次日每小時的電能與輔助服務的交易結果與排程。以

目前之購售電合約（約占總電能之 95％）結構，台電公司公用售電業

為主要的雙邊合約持有者，因此公用售電業肩負提供日前機組自我排

程之義務，換言之，其需依照其長期購售電合約內容，提交一各機組

次日之發電排程計畫，供調度中心進一步確認其發電計畫排程是否符

合電力系統各項安全限制後再據以運轉。而日前市場主要功能則是提

供市場參與者（包括再生能源業者）一個買賣電能的撮合平台，雖是

日前電能交易，但實質上仍屬財務避險交易，可提供次日即時電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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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價格訊號的參考，以確保次日電能充裕；當買賣無法平衡時，電能

差異量則經由交易平台予以進一步撮合。此外，藉由日前市場之交易，

輔助服務可以於日前市場中與電能發電計畫做整體的協同最佳化

（Co-Optimization），並經由競價方式決定最適之電能與輔助服務排程。 

3、 小時前調整程序：當日前市場結束後至隔日即時運轉前 1 小時，機組

發電狀況及全系統負載可能會有大幅度的變化，因此，在進入即時調

度前 1小時，需再將各機組每 15分鐘確切之發電量做最後確認，以確

保系統運轉安全，以及作為系統運轉之運轉基準。此時，機組發電量

可自行訂為固定不可變更量或可變變動量，若是訂為可調整之機組，

調度中心將根據其日前所提報之報價曲線，做最經濟之調整，調整完

後之發電量將不可再任意變更。 

4、 即時不平衡市場：由於系統即時運轉狀況是動態變化，即時不平衡市

場（或亦可稱實時或平衡市場）即是訂定一個及時調整機制（每 5 分

鐘為一交易時段），以作為即時供需調整以及計算即時電能價格之依

據。此外，雖然輔助服務是以提供不同備轉容量為交易標的，然而於

即時調度時需要將調度使用到之輔助服務所提供的電能予以結算，這

亦是即時不平衡市場之重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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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進忠（2019）。 

圖 1-4 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與交易項目 

 

    輔助服務將是電力交易平台的重點之一，目前台灣的電力市場架構為

3個市場 1個程序，以及 4種商品。其中市場架構為容量市場、日前市場、

小時前調整程序、即時不平衡市場，商品為容量、電能、輔助服務、不平

衡電能。 

    在電力市場架構中，每個交易市場有不同的規劃，「容量市場」是較為

長期的供需規劃，「日前市場」則是依氣候及供電條件等預測負載，再依次

日供電需求排程及採購輔助服務，綠電、非綠電與輔助服務業者皆可參與。 

    以小時為單位的「小時前調整程序」和五分鐘為單位的「即時不平衡

市場」則是即時性更高的商品項目，精度越高、不確定性就愈少，機組運

轉也會更有效率，不過這對系統的反應要求也愈高。 

    未來藉由電力交易平台之推動，預期的功能與效益如下： 

1、 長期備用容量：提供除雙邊合約以外的一交易平台，供非傳統機組，

如：需量反應、儲能設備、小型機組等，完成交易撮合之目標，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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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備用容量藉由市場機制得到滿足，以及產生長期容量價格訊號。 

2、 輔助服務交易運用彈性增加：由於電業法對於輔助服務交易方式及參

與者定義相當彈性，因此輸配電業應當配合建立輔助服務之相關交易

機制。由於輔助服務參與者較多，交易種類亦多情況，電力交易平台

可有效提供各項彈性取得輔助服務之需求。 

3、 提供綠能交易：綠能之變動性及不易預測性，使得綠能難以依照傳統

機組交易方式完成供需平衡。依照電業法精神，綠能交易後之供需差

異量，需由公用售電業予以協助調整，因此交易平台可經由整體供電

最佳化排程，選定最適傳統機組予以協助調整，並訂出即時之價格依

據；即時運轉時，綠能之供需不平衡亦可由交易平台計算出即時價格。

唯有各項電能價格可清楚計算出之後，各方之責任、權利方可釐清，

進而促進綠能交易。 

4、 促進需量反應及儲能設備之發展：由於需量反應及儲能之特性皆可以

快速反應，以及無法長時間維持固定運轉狀態，因此較適合參與輔助

服務或即時不平衡市場，然而這兩個交易皆有賴電力交易平台之建立

方可落實實際交易及結算。 

5、 精進機組排程：因應未來大量再生能源加入系統，全系統之淨負載量

將會與目前之型態丕變，瞬間變化量預期也會加大，運用傳統調度人

員判斷運轉趨勢之方式已不符系統需求。藉由交易平台之排程規則及

軟硬體之引進，可使機組排程更加精細且考量更多不確定因素。 

四、 電力交易平台建置之進展狀況 

    經濟部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公告「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平台

設置作業要點（簡稱作業要點）」，責成台電公司辦理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

交易平台之設立及營運事項，依據該作業要點，台電公司應以獨立營運場

所及設備設立平台，並應於組織內部設立具獨立性之電力交易單位，該單

位應具備市場發展、市場管理、業務營運、交易結算及資訊系統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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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施行後 6 個月內，台電公司應提送電力交易單位之組織架構、管

理階層、人員培訓、專家諮詢機制等之具體計畫報請經濟部核定。在台電

公司採用「立足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穩健備用容量市場」與「導入非傳統

發電機組資源，循序穩健推動」兩大推動策略下，「日前（前一日）輔助服

務市場」2021 年 7 月 1 日已正式啟動並於 11 月 15 日正式營運，「備用容

量市場」則預計於明年啟動。台電公司表示，根據「平台作業要點」規定，

可以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的民間電力資源，包括發電業、自用發電

設備設置者，需量反應提供者，以及與其他供給者合作的儲能系統擁有者，

但不包括已經與台電公司簽署購售電契約的業者及因發電性質特殊，經輸

配電業認定無法適用競價交易之發電機組。而這些參與者要成為穩定電網

的生力軍，除了必須先登記之外，也必須能夠接受調度的指令，並即時執

行，因此必須接受台電公司測試其通訊能力並驗證其執行能力。換言之，

這些民間電力資源成為輔助服務供應商後，就視為可調度的資源，隨時可

接受調度以維持電網穩定。 

    台電公司目前已規劃出各有不同功能的輔助服務包括：快速反應備轉

容量、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補充備轉容量與全黑啟動等項目如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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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系規處親洽（2020）。 

圖 1-5 各種輔助服務之 2025年需求量 

     

    不同輔助服務有著不一樣的功能與運行時間要求，像是「快速反應備

轉輔助服務」與「調頻備轉輔助服務」反應速度要求最高，得在幾秒內快

速反應，防止系統頻率持續降低，但它們無法長時間支撐，接下來就得交

由「即時備轉輔助服務」與「補充備轉輔助服務」接手，最終使供電系統

恢復正常，而針對不同的服務，也會有不同的收費計算方法。 

    業者主要透過競價機制參與輔助服務系統，除了能獲得容量費率（元

／KW），實際調頻、執行反應之後更能獲得能量費率（元／度），根據台

電公司的規劃，預估到 2025年還需要約 4GW 左右的輔助服務容量，而電

力輔助服務也有多種參與提供者，包括儲能系統、需量反應、發電機組與

自用發電設備。 

在備用容量市場方面，依電業法 27條第一項規定： 

為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應就

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並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但一

定裝置容量以下之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該容量除得依本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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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設外，並得向其他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或需量反應提供

者購買。 

前項一定裝置容量，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第一項備用供電容量之內容、計算公式、基準與範圍、申報程序與期

間、審查、稽核、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電業管制機關定

之。 

備用容量義務責任在此法下已由台電公司轉換至售電與用戶之業者共

同負擔。業者可採自設、雙邊交易或於交易平台之備用容量市場籌措購買。

業者如遇重大困難無法達成總供電容量時，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後，電業

管制機關得責成輸配電業統一採購。目前備用容量市場的交易平台仍在規

劃之中，預計明年平台才可能上線。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工作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之進行步驟如流程圖 1-6 所示，首先界定問題與研究範圍，然

後蒐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以及瞭解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如何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政策

及未來方向之規劃，其次蒐集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

勢影響及案例。接著研究分析我國電業市場發展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

構及競爭狀態。然後探討分析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與相關競爭議題，並

透過瞭解主要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

例，於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及競爭趨勢的轉變。隨後進一步再分

析電力交易平台下電業競爭結構與行為面之規範與探討，以及研究分析我

國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態樣，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

發展的主要競爭規範議題，並預為診斷及評估，以作為公平會未來研擬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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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之參考。 

 

 

圖 1-6 研究流程圖 

 

二、 研究方法 

1、針對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以及瞭解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如何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政

策及未來方向之規劃。本研究將透過網路或親訪台電公司收集相關研

究、計畫報告、研討會資料、媒體、以及政府官方資料等來源，充分徹

底瞭解目前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的具體計畫、管理規範、作業程序及

運作情況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2、瞭解主要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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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及競爭趨勢的轉變。此部分研究將透過

網路、期刊、書籍、報告與各國相關的管制機關網站，收集先進國家電

力交易平台發展趨勢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並對不同產銷階段競爭規範案

例進行探討。 

3、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議題，並預為診斷

及評估，以作為公平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關

案件之參考。本研究將透過市場競爭經濟理論來探討電力市場中市場力

的可能濫用及違反公平交易之行為與結構，並參考歐美電力市場的公平

競爭主管機關實務面的相關作法及經驗，來解析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

發展趨勢下主要影響公平競爭的行為面與結構面議題，並對我國已成立

的電力交易平台進行預診斷及評估，據此再以國外電力市場發展案例和

我國公平交易法為依據研擬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競爭倡議，供公平會辦

理電力產業相關案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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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及規劃架構 

第一節  前言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規劃架構如前述章節圖 2-1 所示，而交易平台的運

作程序則按下圖的規劃流程進行：首先是長約的容量市場交易與電能長期

的雙邊合約交易完成後，再進入日前市場的交易平台來調整合約的部位，

日前市場又分為電能與輔助服務兩類電力商品，日前市場完成交易後則會

進入小時前調整程序來應付負載與綠能發電的不可確定性，在調度前 15分

鐘時則進入最後實時市場來平衡供需合約，市場在實時調度前 5 分鐘結

束，最後按照先前的各市場交易結果透過電能管理系統（EMS）進行實時

調度。2021年 7月台電公司建置完成輔助服務的日前市場電力交易平台，

備用容量市場的電力交易平台仍在建置之中，詳細的市場運作方式與規則

則為本章的主要內容，以下章節為文詳細闡述之。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處（2021）。 

圖 2-1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運作程序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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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原本係為「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

試行平台設置作業要點」，經台電公司報請經濟部核定後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六月二十九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1004602640號令訂定。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係按電業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輸配電業應於廠

網分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期在資訊透明及公平合理前提

下，建立新的電力市場交易模式，以促進電力市場之健全發展。茲考量電

力交易平台之競價模式屬國內首創，為利平台機制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

穩定性，同時為因應再生能源發展，促進輔助服務來源之多樣化，以維持

電力系統之穩定，並為協助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透過市場機制籌措所需備

用容量，爰針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交易機制，依法訂定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共計二十條，其要點如下： 

1、 用詞定義。（第二條） 

2、 交易平台推動範疇、具體時間表、資訊公開、爭議解決機制及平台費

用支應。（第三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3、 電力交易單位之組織及權責。（第四條） 

4、 供給者之資格條件、註冊登記及保證金繳交。（第五條至第七條） 

5、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結算。（第十條） 

6、 輸配電業公告停止交易、建立市場管理機制、市場異常情況應採行必

要因應或減緩措施，以及應訂定管理規範。（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

十五條） 

7、 國營發電業應每日提出報價。（第十六條） 

8、 電力交易平台建置進度與營運期程。（第十九條） 

以上的設置規則整理全部內容，可摘要做成下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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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站。 

圖 2-2 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要點內容 

 

本規則的詳細條文內容可參閱附錄（附錄一、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

具體內容摘要整理如下： 

    第二條與第三條定義交易平台分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

場。 

    第四條責成台電公司應於組織內部設具獨立性之電力交易單位，該單

位應具備市場發展、市場管理、業務營運、交易結算及資訊系統等業務功

能。同時規定電力交易單位之具體計畫，輸配電業應報請經濟部核定。 

    第五條與第六條規範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供給者與備用容量市場之供

給者之資格條件。  

    第七條規定除國營發電業有參與平台交易之義務外，其餘供給者應先

向輸配電業申請註冊登記並繳納保證金後，始得參與平台交易。 

    第八條要求輸配電業應對外公告交易平台之運作具體時間表，內容應

包括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場之需求公告、供給者提出報價、交

易撮合、公布競價結果及交易結算結果等重要事項之日程。 

    第九條規定平台的市場管理系統應具備之必要項目。 

    第十條要求輸配電業應依平台報價競價結果執行調度和結算。 

    第十一條規定不可抗力因素時的暫停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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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規定平台應公開之資訊以及提供供給者參考之資訊。 

    第十三條規定輸配電業應建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至少應包括市場

力結構化指標、市場報價與運作檢視及市場異常狀況監測等項目，且應定

期向經濟部提報執行市場管理及監視報告。 

    第十四條規範輸配電業發現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時，應採行必要因

應或減緩措施。 

    第十五條責成輸配電業應訂定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並報請

經濟部核定。該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輸配電業應至少每二年檢討一次，

並將執行與檢討分析報告報請經濟部備查。 

    第十六條規定國營發電業應依輸配電業擬定之時間表提出日前輔助服

務市場之每日報價。 

    第十七條訂定交易平台之電力交易爭議解決機制。 

    第十八條規定平台建置經費由電力調度費支應。 

    第十九條規定輸配電業應於每年七月底前向經濟部提報電力交易平台

建置進度報告。 

 

第三節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 

    我國備用供電容量義務係由電業法規範並授權以子法方式訂定「備用

供電容量管理辦法」，該辦法由經濟部能源局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0604605020號令訂定，並於 2017.11.21發布。 

電業法第二十七條要求發電業及售電業應就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

用供電容量；而為落實此一規定，需對供電容量準備及相關管理作業等事

項，訂定一致性準則，俾利各該電業遵循。在做法上，首先將對外公告供

電容量數額之計算方式，使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能夠明確掌握所應負

擔義務之數額。其後，由負擔備用容量義務者逐年提報準備情形，並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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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達成年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其達成情形。故依電業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附錄二），總計十四條，其要點摘要

概述如下。 

第二條定義了備用供電容量、總供電容量、系統尖峰日、基準年、達

成年和淨尖峰能力。第三條授權每年由電業管制機關計算及公告負擔備用

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數額。第四條明訂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

務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數額計算公式。第五條規定備用供電容量來源可分

為發電機組及需量反應。 

第六條規定供電容量應按淨尖峰能力計算。第七條規範備用容量義務

者應逐年提報供電容量準備計畫，並報請電業管制機關審查。第八條規定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於達成年一月底前，向電業管制機關辦理申

報。第九條規定文件或佐證資料有不全或缺漏者應限期補正。第十條規定

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售電業無法達成總供電容量時，得責成輸配電

業統一採購。 

第十一條規定全國電力系統備轉容量不足時，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

者應配合調度。 

第十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由公用售電業

準備備用供電容量，並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該期間總供電容

量執行計畫，報請電業管制機關核定。第十三條責成電業管制機關制訂本

辦法各項書件之格式。 

 

第四節  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 

    台電公司「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交易試行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草

案」經試行完畢後向經濟部申請核定，經濟部於中華民國 110 年 8月 19日

經濟部經能字第 11004604620 號函核定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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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業程序（附錄三）」後，於 110 年 8月 26日發布。 

    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以下簡稱管理規範）為前節電力

交易平台設置規則的施行細則，對交易平台之供給者加入、退出、註冊登

記、參與費用、市場操作、報價規範及程序、結清方式、交易結算、違規

處理、資訊公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市場異常情況因應或減緩措施、

爭議處理及利益衝突迴避原則等事項，所訂定之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本

管理規範分九章，計四十條，其要點如下： 

1、 用詞定義。（第二條） 

2、 平台所開設之市場、市場運作時間、交易商品、電力交易單位權責及

成員之權利義務。（第三條到第六條） 

3、 市場供給者之加入、退出及註冊登記程序。（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二

條） 

4、 平台參與者應繳納之保證金及參與費用規範。（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5、 註冊登記之註銷。（第十三條） 

6、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操作方式。（第十四條至第二十一條） 

7、 備用容量市場操作方式。（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六條） 

8、 報價規範及程序。（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五條） 

9、 市場結清方式。（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五條） 

10、 交易結算方式。（第二十條） 

11、 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之處置。（第二十七條） 

12、 資訊公開內容及方式。（第二十八條） 

13、 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第二十九條） 

14、 市場異常事件因應及減緩措施。（第三十條） 

15、 調度程序、得標應配合事項及中止待命規範。（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

三條） 

16、 電力交易爭議協調機制。（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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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違規處理方式。（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九條） 

18、 本管理規範之施行期間。（第四十條） 

茲就本研究所需蒐集的資料項目依管理規範內容，擇其要項摘要分析

說明如後： 

（一） 電力交易平台成員 

    指有權收益或利用資源且符合規定具參與平台資格條件者，以自有資

源或代理資源參與市場者。 

（二） 電力交易組織 

台電公司為辦理平台設立及營運事宜，於內部所設置具獨立性之部門

或稱「電力交易單位」。負責事項如下： 

1、 本管理規範之訂定與修正等市場發展相關事項。 

2、 本管理規範之執行等業務營運相關事項。 

3、 結算資訊之相關事項。 

4、 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異常情況因應或減緩措施之建立與執行，以及

電力交易爭議協調等市場管理相關事項。 

5、 市場管理系統及其硬體設備建置、維護及更新等資訊系統相關事項。 

（三）電力交易時程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運作以每日營運為原則。備用容量市場之運作時

間，以每年營運為原則，詳細情形見圖 2-3與圖 2-4。圖 2-3為輔助服務市

場之運作流程，每日電力交易單位 10 時公告最終需求量，廠商 11 時報價

截止，當日下午 16時公告日前市場的得標結果並交付隔日實時調度，調度

後 7日於 17時結算金額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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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站。 

圖 2-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具體時間表 

 

圖 2-4 說明備用容量市場的運作時程，以年為單位，每年 4 月到 6 月

為交易平台媒合期間，媒合開始日前十日為報價截止日，媒合終止後 30日

內公布交易結果。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站。 

圖 2-4 備用容量市場之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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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力交易商品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可供交易商品如圖 2-5：(1)調頻備轉容量；(2)即

時備轉容量；(3)補充備轉容量，而快數反應備轉容量以簽約方式採購不參

與平台交易。備用容量市場之交易商品為備用供電容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站。 

圖 2-5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商品 

 

（五）保證金繳納與退出交易平台 

    合格交易者應繳納保證金分二市場各別計收，若欲退出應於規劃之退

出日三十日前向電力交易單位提出書面申請。經審核確認無未決事項後，

始得註銷合格交易者之註冊登記；註冊登記註銷者之保證金結算餘額一次

無息發還。並自中止交易權限之日起，不得參與平台交易。 

（六）註冊登記失效 

電力交易單位發現合格交易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註銷其註冊登記： 

1、 保證金不足額期間連續達一百八十日者。 

2、 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者未報價或經電力交易單位暫停報價權限連續

達一百八十日者。 

3、 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第三型再生能源設備登記文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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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相關法令取得之許可或登記文件，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4、 經主管機關核准歇業或勒令停業者。 

5、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登記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6、 有解散、清算、破產、為票據交換所列為拒絕往來戶或其他類此情事

者。 

7、 有竄改待命或配合調度執行期間之量測、儲存及回傳資料者。 

8、 其他經電力交易單位認定危害市場交易秩序或電力系統安全且情節重

大者。 

（七）日前輔助服務商品規格要求 

管理規範第十四條規定日前輔助服務商品之規格，其交易容量須達一

千瓩（1MW）以上；交易之基本單位為一百瓩（0.1MW）。各項交易商品

規格如圖 2-6 所示：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站。 

圖 2-6 日前輔助服務商品之規格要求 

 

1、 調頻備轉容量（Regulation Reserve），分為以下兩種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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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態調頻備轉容量（dReg）：交易資源能持續追隨系統頻率進行向

上及向下之頻率調節，並具備每四秒接受控制信號之自動發電控

制功能或於一秒內反應之自動頻率控制功能。 

(2). 靜態調頻備轉容量（sReg）：交易資源具備系統達指定頻率時，於

數秒內反應並於十秒內達到得標容量之向上頻率調節功能。 

2、 即時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交易資源具備於十分鐘內反應完成

調度指令容量之功能，並可持續執行六十分鐘以上者。 

3、 補充備轉容量（Supplemental Reserve）：交易資源具備於三十分鐘內反

應完成調度指令容量之功能，並可持續執行一百二十分鐘以上者。 

（八）需求量決定及公告方式 

電力調度單位依電力系統運轉需求，訂定全系統各種輔助服務需求量

如表 2-1 所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需求量為前項全系統輔助服務需求量

扣除抽蓄機組、水力機組及其他因發電性質特殊經電力交易單位認定無法

適用競價交易之輔助服務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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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需求量估算方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址。 

 

（九）報價機制 

    當日零時起至二十四時止，並依整點分割為二十四個報價區間。合格

交易者提出報價時，應就單一調度日之各報價區間提出容量報價如表 2-2

所示，並應就單一調度日之次日各報價區間提供參考報價；提出之容量報

價不得逾各項交易商品之容量價格上限。單一報價代碼僅得對一項交易商

品報價，合格交易者對補充備轉容量提出報價時，應同時提供電能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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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交易者屬國營發電業者，應每日提出報價，其提出之報價不得低於預

設報價。 

 

表 2-2 輔助服務報價單格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址。 

 

（十）最佳化排程作業、結清方式及結果公布 

    最佳化排程作業為滿足電能及輔助服務需求，同時考量電力系統安

全、可靠度影響程度、相關環保法令規定、氣候條件、資源特性、再生能

源優先調度、水資源運用及雙邊契約等因素，以電力系統總成本極小化為

原則之排程作業。電力交易單位依第一項最佳化排程作業結果，決定結清

價格並分配各報價代碼於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等

交易商品之得標容量。 

（十一）結算方式及結果通知 

    電力交易單位依合格交易者競價、待命與調度指令執行結果，進行其

交易金額之日結算，並於日結算彙總為月結算結果後，送請合格交易者確

認；待命與調度指令執行結果以交易表計計量結果計之。表 2-3 綜整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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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服務商品之報價與結算方式，其中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交易商品之日

結算依各調度小時 h按下列公式辦理如下： 

1、 調頻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調頻備轉容量費 h+效能費 h）×服務

品質指標 h。 

2、 即時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即時備轉容量費 h+效能費 h）×服務

品質指標 h+電能費。 

3、 補充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 補充備轉容量費 h×服務品質指標 h+電

能費。 

    合格交易者於確認月結算結果無誤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台電公司，台

電公司於收受統一發票之次月底前付款。 

 

表 2-3 各種輔助服務商品之報價與結算方式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址。 

 

（十二）備用容量商品之交易媒合方式 

    電力交易單位應於市場管理系統開設備用容量交易專區，提供備用供

電容量需求及供給資訊交流功能，並於交易媒合期間統一辦理備用供電容

量之競價。買方應為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於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向電



30 

力交易單位申請註冊登記及取得帳號後，始得於備用容量交易專區刊登需

求資訊，參與交易媒合。賣方亦同。買方及賣方應依交易媒合結果自行締

約後回報締約結果予電力交易單位。 

（十三）備用容量商品之參與條件 

    參與備用容量交易媒合之交易資源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1、 交易資源之交易容量須達十瓩（含）以上；交易之基本單位為十瓩。 

2、 交易資源如為發電機組，該機組及設備於達成年須為可用狀態，且已

併接至電力系統。 

3、 交易資源如為需量反應，於達成年須可配合電力調度單位通知後抑低

負載。 

4、 交易資源如屬新設機組，得以籌設或擴建許可及逐月工程進度計畫申

請註冊登記，無須提交資源運轉特性資訊及執行能力測試要求。 

5、 交易資源如為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認可之備用供電容量來源者，依其

核定之內容辦理。 

（十四）備用容量商品競標出價及結果決定 

    備用容量買賣雙方應提出購買/標售價格與數量，進行競標。電力交易

單位於二個工作日內完成賣方標售資訊之審查，並於備用供電交易專區公

告後，通知買方進行競標出價。買方出價應高於賣方底價，依其出價價格

排序，以出價最高者為得標人；如該競標商品尚有數量得予分配，則依序

以出價次高者為得標人，至無數量得分配為止。如有複數以上之買方出價

價格相同時，其得標之優先順序按完成出價時間決定之。 

（十五）備用容量市場之權利及義務 

    平台成員於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時，如已簽訂雙邊契約，應主動提報；

成為合格交易者後，始簽訂雙邊契約者，亦同。備用供電容量已作為任一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者，不得作為交易容量參與備

用容量交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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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於參與交易媒合前，如具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應主動提報電

力交易單位；買方購買之備用供電容量不得高於電業管制機關依備用供電

容量管理辦法公告之應備總供電容量數額減去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 

（十六）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 

    如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經電力交易單位研判有暫時停止平台交易

運作之必要時，應向電業管制機關通報及立即對外公告；電力交易單位應

於事件發生後三日內向電業管制機關提出處置規劃，事件結束後三十日內

提出該事件影響及處置情形之報告。 

    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 電力系統發生全黑事故。 

2、 市場管理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3、 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事故發生致電力交易單位營運場所或設備損

壞。 

4、 其他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難以進行電力交易之緊急事件。 

（十七）資訊公開 

    電力交易單位應按表 2-4公開下列資訊於市場管理系統網頁： 

1、 合格交易者基本資訊。 

2、 合格交易者總裝置容量。 

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需求量公告、價格上限、歷史結清價格及歷史交

易量。備用容量市場之歷史結清價格及歷史交易量，除經買方與賣方

同意外，僅得揭露平均價格及平均數量。合格交易者得利用其市場管

理系統帳號查詢取得下列各項資訊： 

(1).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競價結果、結算結果及其機組檢修計畫等相關

資訊。 

(2). 備用容量市場之需求量公告、交易媒合結果、成交紀錄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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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交易平台資訊公開項目及說明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網址。 

 

（十八）市場管理及監視 

    電力交易單位每月統計市場力結構化指標、報價代碼之交易容量、報

價價格與報價容量、得標價格及得標容量等相關資訊，以進行市場管理及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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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合格交易者之報價代碼如有以下情事者，電力交易單位得要求其

提交說明： 

1、 未報價之交易容量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報價時段之未報價容量平均

數，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十者。 

2、 報價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時段之報價平均數，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十

者。 

    電力交易單位依前二項辦理市場力結構化指標計算、市場報價及運作

檢視。如於市場開設一段期間後，市場集中度仍持續攀升或存有其他異常

情況致有嚴重影響市場秩序之虞時，由電力交易單位作成市場管理監視報

告，提報電業管制機關，並採行合宜措施。電力交易單位每年將市場管理

及監視結果作成市場管理報告提報電業管制機關。 

（十九）市場異常因應及減緩措施 

    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之情況，且有嚴重影響交

易公平性之虞時，得暫以合格交易者於平台之預設報價為報價、暫時停止

其交易權限或採行其他合宜措施。 

（二十）調度程序 

    電力調度單位依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競價結果執行輔助服務之調度；如

遇供電緊澀、備轉容量不足、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等情事時，未得標報價

代碼應依電力調度原則綱要、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要點或其他相關規定配合

待命及執行調度。 

（二十一）中止待命 

    得標報價代碼無法履行得標義務時，合格交易者至遲應於調度時點前

九十分鐘於市場管理系統通知中止待命。 

    合格交易者依前項通知中止待命後，自前項調度時點起至該調度日結

束止，該得標報價代碼均視為中止待命，其輔助服務價金不予結算。但提

出中止待命之時點晚於管理規範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提出報價之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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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止待命之結束時點得為次一調度日結束止。 

    合格交易者應於中止待命發生日之次日起三日內，向電力交易單位提

交中止待命之原因說明及改善報告。 

（二十二）學者專家協調會之協調原則與結果及學者專家協調會之組成 

    平台之電力交易爭議事項，得先由電力交易單位進行溝通協商，仍未

獲解決者，由學者專家協調會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進行

協調。協調不成時，得申請電業爭議調處審議會處理。 

    學者專家協調會之組成按管理規範第三十五條辦理（參見附錄三）。學

者專家協調會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面紀錄，並應於學者專家協調會成立之

次日起九十日內作成合理之協調建議。協調建議經協調成立者，應有拘束

雙方當事人之效力。 

（二十三）違反管理規範及違反調度義務 

    合格交易者有違反管理規範情事者，電力交易單位得暫停其報價權

限，至其相關義務履行為止。合格交易者之得標報價代碼未依管理規範配

合調度，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影響系統安全者，得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得暫停其報價權限十五日至一百八十日，並得按次處置。 

（二十四）違反備用容量市場相關管理規範 

    備用容量市場之買方或賣方有下列情事者，二年內不得參與備用容量

市場，台電公司得不予發還買方或賣方之保證金。： 

1、 未依管理規範主動提報已簽訂之雙邊契約或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

者。 

2、 未依管理規範依交易媒合結果締約者。 

 

第五節  小結 

    以上三大法規規範了我國電力交易平台未來發展方向和電力市場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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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範圍，電力交易平台規畫建置的背景、架構與運行規範等資料已蒐集

總整於前述章節中，交易平台的建置目前只完成了輔助服務的交易平台一

項任務如圖 2-5，2022 年年底以前預計將會完成備用容量交易平台，待這

兩個交易平台建置完備後，才會考慮進行日前市場的電能交易平台、小時

前調整程序以及即時不平衡市場的交易平台。而交易平台運行的法規與功

能之安排也僅完成了輔助服務交易平台一項而已，其它的一切都還是未知

數，也是將來交易平台應該發展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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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進國家推動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趨勢與競爭規

範案例分析 

第一節  國外電力市場自由化與電力交易平台的發展趨勢 

一、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發展趨勢 

電業自由化緣起於 1980 年代南美的智利、北歐和 1990 年代初期的英

國，經過了 30 多年的演進，如今純粹獨占國營的電業市場組織只佔全球市

場的極小數，其次是單一買方的壟斷市場，亞洲國家包括我國目前多是如

此，而完成批發競爭的自由化市場則集中於南北美各國，至於 OECD國家

則大都已完成批發及零售電業的全面自由化改革，但其中美國是例外，至

2020年底美國僅約完成了部分零售電業的自由化。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改

革推動的程度可參見圖 3-1，依序由低而高可分為五個等級：從最低自由化

程度的傳統壟斷垂直整合的電業市場開始，至開放民營發電業 IPPs 參與發

電市場的低階自由化，然後演進至重組拆分綜合電業搭配開放民營電業電

力代輸競爭的中低度自由化，進而建立批發競爭電力市場的中高度自由化

競爭以及最終完成批發與零售市場競爭的全面電業自由化改革轉型。 

世界電業自由化改革轉型的意義與精髓在於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市

場以取代原有管制與壟斷下的電業結構之市場制度，傳統的壟斷電業結構

下市場多為獨占或寡占的型態，當自由化改革開放引進獨立的民營發電業

後多半會成為單一買方的市場模式，此時的市場型態即開啟與引進了電業

間的啟蒙競爭，包括民營電廠同業間的水平競爭以及單一買方與眾多賣方

之間的競爭。為了強化電業間的競爭與效率的提升，單一買方的市場型態

並不能滿足電業自由化的改革目的，通常世界各國只將單一買方市場型態

作為漸進式自由化改革過渡期的初始市場制度安排，如要完成充分與完全

競爭的電力自由化市場改革，就必須再透過一系列的電力產業重組與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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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的電力市場設計，尤其是使電力市場能朝向更具競爭性的批發與零

售市場邁進。因此，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政策即是要透過電力產業重組和

一系列的鬆綁、解制與再管制來引進更具競爭性的批發與零售市場以取代

原有的寡占或壟斷的市場型態，而其中又以如何建構競爭性的電力批發市

場至為關鍵，其為電業自由化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與基石，而競爭性的零

售市場之開放則為完成全面電業自由化改革成功的充分條件。 

 

資料來源：翻譯整理自 IEA（2016），Re-powering Markets: Market design and regul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low-carbon power systems。 

圖 3-1 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改革推動概況 

 

二、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電力交易平台架構之發展趨勢與影響 

國外一般競爭性的批發電力市場係由電力的中長期（期貨）市場與短

期的現貨市場（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所組成，總結其集中交易平台如

圖 3-2所示。 

 



38 

 
資料來源：王京明、洪紹平、許志義、郭婷瑋、孫承祥（2015），我國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最

適市場運作模式研究，台電公司工程月刊，805，61-81。 

圖 3-2 批發電力交易市場設計 

 

不論長期或短期的電力市場交易平台，皆可概分為兩類：電能市場（如

長期合約市場、日前市場與日內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如熱機備轉、壅

塞管理、平衡市場、再調度市場、備用容量等），電能市場強調電能是一般

普通商品，電力的特性則交由輔助服務市場處理，而在美國、紐西蘭與澳

洲，電能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是整合一體規劃的，市場結清的演算法是相

同的，電力的特性完全融入電能市場的交易規則當中。歐盟大部分的電能

交易是在中長期市場靠雙邊交易或自願型的交易所交易完成，僅少部分是

於日前與日內市場交易，至於輔助服務則由獨立調度組織透過各種市場加

以購買，在歐盟電能市場與輔助服務市場是分開的市場。不論輔助服務市

場或電能市場都可依距離實時調度前發生的遠近，區分為中長期市場（週

以上最長可至 3-5年）、日前市場、日內市場與實時市場，雖然多數交易量

是發生在中長期市場，但電力現貨市場（包括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與

集中競標制度的設計是進行電力自由化價格發現機制所不可或缺的必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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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安排，否則調度中心無法進行有效率的實時經濟調度與電能價格資訊

揭露。 

綜整世界各國各種電力交易批發市場的健全結構內涵如圖 3-3。批發電

力市場的結構依距離真實調度時間的遠近可分為：短期、中期與長期市場

（如圖 3-3所示），三類市場概述如下。 

 

資料來源：翻譯整理自 IEA（2016），Re-powering Markets: Market design and regul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low-carbon power systems。 

圖 3-3 世界先進國家自由化下批發電力市場結構綜覽 

 

1、 短期市場亦稱現貨市場包括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 

短期市場是電力系統運作者賴以平衡電力系統所必須的機制，三類

短期市場的設計組合即是為了系統運作者能有效率的動員電力系統的所有

資源來達成電力短期的平衡與安全。此外，亦是用來發現電力的價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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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中、長期市場價格的參考，而不同區域的市場亦可透過短期市場來

整合，短期市場的價格特性是隨著時間與地點區域而變化，如此方能反應

系統資源的真正應有價值。 

2、 中期市場包括各種方式交易的市場，商品含跨期間從數周到 3年左右 

中期市場是電能生產與消費的主要市場，在歐洲 90%的電力交易都

發生在中期市場，中期市場可以是在集中市場如交易所或分散式市場如店

頭市場透過制式的商品合約交易，亦可透過非制式商品的雙邊交易，但無

論如何交易，最後彌平中期合約的差異量還是要交由短期市場來進行。 

3、 長期市場通常包括 3年期以上至 25年左右 

長期市場多半是用來導引電廠投資，因此一般可分為兩類，容量市

場與能量市場，容量市場通常包括 3-5 年的商品，交易的是未來投資的可

靠容量與可用性，如 PJM 地區的容量市場，可交易的容量資源包括發電

廠、需量反應、電能儲存、電網擴建、能源效率提升等，能量市場則以雙

邊購售電合約 PPA 或再生能源饋網保證電價 FIT 合約形式，期間約 10-35

年，多半以雙邊交易或透過政府的拍賣競比簽訂，這些合約多半發生在自

由化的初期，在成熟的批發市場中此類合約佔比非常低，大都只集中在再

生能源的 FIT 躉購合約收購上。 

 

綜合而論，一個完整的可競爭電力批發市場集中交易平台架構應如

圖 3-3 所示，最低限度必需至少包含期貨與現貨市場，而現貨市場又包括

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而電力交易商品則包括電力的能量、輔助服務與

備用容量。有些國家如美國則無日內市場，而是以調度中心的小時前閉門

調整作業程序取代日內市場的功能，如此作法在世界先進國家罕見，由於

是內部關門作業故容易遭受黑箱作業之譏，至於備用容量市場係為長期電

源開發和維持電力可靠度之目的，屬電力衍生性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信用

交易市場，可有可無依國情而定。我國目前設計的交易平台架構只有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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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服務市場和備用容量市場，未來也只會擴充至日前電能市場，期貨市

場交易平台則完全沒有規劃，由於制度設計的不完整，對未來電力的可競

爭交易是非常大的障礙與限制。 

三、近期主要國家電力市場化改革相關重要事件 

（一） 美國 

美國內華達、馬里蘭、新澤西等多個州通過低碳法案，將逐步提升可

再生能源占比。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FERC（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於 2018年 4 月 19 日發布了 844 號法令，要求市場運營機構

（如 ISO）提高市場上調成本（Uplift Cost）配置的透明度，並優化分攤機

制。又於 2020 年 9 月 17 日發佈了第 2222 號命令將消除阻礙分佈式能源

（DERs）在由區域電網運營商提供所有交易平台組織的所有容量、能量和

輔助服務市場運行中可公平競爭的進入障礙，從而幫助迎接未來的電網並

促進電力市場公平競爭。紐約州獨立調度組織 NYISO（New York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計劃開展 15項電力市場機制改革，旨在完善

容量市場、電力能量市場等。賓澤馬 PJM（Pennsylvania, Jersey, Maryland 

Power Pool）、新英格蘭等區域電力市場正在優化容量市場機制。美國各市

場正在逐步將儲能、需求側反應等新興市場主體整合進入電力市場。 

（二） 加拿大 

加拿大各省電力工業與電力市場各具特點，以阿爾伯塔省和安大略省

最有代表性。2019 年 7月，阿爾伯塔省政府宣佈，阿爾伯塔省將不會採用

容量市場（Capacity Market），並將繼續發展單一電力能量市場（Energy 

Market）。加拿大安大略省獨立電力調度組織 IESO（The Independent 

Electricity System Operator ）2019 年 3月 26日宣布，計畫開展年度容量拍

賣，以降低家庭用電成本。由於近兩年正在逐漸淘汰老燃煤電廠，引進新

機組，並且徵收碳稅，加拿大阿爾伯塔省 2018 年的批發平均電價為 5.035

美分/（kWh），較 2017年增長了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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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  

2018 年 5 月，歐盟進一步推動歐洲「能源治理法案」 （Energy 

Governance Bill）的實施，該法案為歐洲實現 2030年能源與氣候政策目標

設定了嚴格的時間里程和發展路徑，並提出了完整的機制框架，有望成為

歐洲清潔能源布局與治理的基石。各國能源轉型步伐加快，法國計劃於加

2021 年前關閉法國境內的所有燃煤電廠，德國政府宣布 2022 年年底前將

淘汰全部核電機組。歐洲跨境日內市場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成功上線，實

現了法國、德國、比利時等 14個歐洲國家間的日內電力交易，有利於提高

日內電力交易的整體效率及流動性。 

（四） 英國 

2018 年 7 月，英國政府宣佈計劃從 2019 年 4 月起廢止可再生能源固

定上網電價（Feed-in-Tariff, FIT）補貼制度，自產自銷、餘電上網的用戶

將不再獲得上網的經濟補償。英國的電業管制機關：天然氣與電力市場辦

公室（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Ofgem）啟動了智慧電力零售市

場計劃，旨在建立一個更加高效、動態、具有競爭力的電力零售市場，並

為消費者帶來更好使用體驗和經濟效益。Ofgem 批准能源科技公司

Limejump 的虛擬電廠參與平衡市場，並提出支持電動汽車革命的能源系統

改革。 

（五） 日本 

2018 年 7 月，日本政府公佈了最新制定的「第五次能源基本計劃」，

繼續推進安全前提下的核電重啟，並首次將可再生能源發電確定為到 2050

年實現經濟自立的脫碳化「主力電源」。隨著日本售電側全面放開，東京電

力基於東京電力能源夥伴有限公司從事市場化售電業務，以為客戶提供最

為優化有效的能源使用方案，在售電競爭中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六） 澳大利亞 

2018 年 8 月，澳大利亞政府公佈了與零售電價和市場監管有關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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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018年 12 月，澳大利亞能源市場委員會 AEMC 發布了批發市場用戶

側的統一結算框架，零售商統一結算規則能夠有效減少市場協調運行成

本，澳大利亞國家電力市場近 5年電價呈現出逐漸升高的趨勢。 

（七） 印度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度中央電力監管委員會（CERC）發布「偏差

結算機制及相關條例」。2018 年 7 月以來．印度中央電力監管委員會通過

發布一系列文件闡述電力批發市場改革提案，決定啟動電力批發市場改

革，旨在通過優化現有批發市場機制來提高電力系統的整體效率，促進新

能源發電有效入市。 

（八） 俄羅斯 

根據俄羅斯統一電力系統公司重組後 10 年的情況來看，吸引大量投

資、快速增加電力容量的電力改革主要目標基本已實現。在 2008-2017 年

間，根據容量供應合約新建的發電裝機達到 26.5GW，這期間新增裝機總

量為 39.8 GW，較 1991-2001年全國新增發電裝機 12.4 GW大幅提升。電

網經濟效益和安全水準得到了顯著提升，俄羅斯統一指揮運營成效顯著。

在改革過程中，還保持了社會電價的穩定，居民電價增速和通脹基本保持

同步，電價還為抑制俄羅斯能源系統的整體價格上漲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近期主要國家短期電力市場交易平台發展的演化趨勢 

（一） 短期電力市場制度設計之架構與內容發展趨勢 

由於短期電力市場的設計是用來管理電力系統短期的風險與不確定

性，這些不確定因子的存在都要求短期電力市場的設計必須能允許在實時

運作前幾小時有極大的調適能力，才能確保系統運作的高效與安全。電力

系統的物理特性要求系統實時供需平衡以維持頻率穩定在目標範圍內（例

如 50-60Hz），且電力潮流係按「可拉可夫法則」尋最低阻抗在電力系統

內任意地流動，因此只能在物理限制的範圍內加以控制，若缺乏現代進步

的控制設備，電力潮流很難有效加以控制，因此短期的電力市場必須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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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管理此兩項特徵：電能平衡與電網順暢。短期電力市場的設計與運作

方式如能釋放需量反應和電能儲存的能力，將會使得系統運作者有較大能

力與彈性來克服此兩特性，電力商品的交易也會更接近傳統的一般商品交

易，這是短期電力市場目前可能發展的方向之一。 

（二） 短期電力市場的發展需考量大量再生能源的加入趨勢 

現今電力系統對升降載的技術需求條件愈發重要，不僅要考慮到電力

負載的變動，更要考慮到再生能源電力（RE）產出的隨機變異性，典型的

日負載波動有可能超過 10%以上，如果此時 RE 產出也同時波動的話，系

統升降載的要求就大幅同步地增加，因為傳統機組的出力必須補足來自需

求與 RE 出力的同時跳動。快速升降載的電力資源可來自：傳統機組的彈

性出力、大面積的跨域平衡、需量反應、儲能和調節 RE 的出力等技術，

其中需求面管理 DSM 和儲能扮演著需求側的重要資源角色。這些限制的

要求就是電力市場在實時調度前的幾小時到 12 小時是非常重要的調整

期，傳統的電力市場是靠日前市場（24小時前）來管理系統的運作，但當

大量 RE 電力發展後，系統最後幾小時的調節能力就愈形重要，未來市場

的發展必須能處理這些極短期的調整（如 3-12小時），所以日內與實時市

場的角色在未來低碳轉型的發展上就愈發重要，而且是必需也不可或缺的。 

（三） 短期市場制度發展的精度要求趨勢 

短期電力市場在時間與地域的市場設計精度（resolution），依各國的

國情與目的而不同，美國強調電力區域間的整合與控制區域間協調，因此

強調供給側與需求側技術特性採精度較高的方式設計；而歐盟是為成立單

一電力市場，以鼓勵跨邊界的電力交易，因此強調市場經濟的商品特性。

表 3-1 表示不同電力市場設計的差異比較，以美（PJM 地區）、德國、澳

大利亞三國為例，市場的交易平台美國是系統運作者，德國與澳洲都是電

力交易所負責，報價資訊美國、澳洲是以機組/電廠的方式，而德國則以組

合或總和的報價方式即可。在地理空間精度方面，美國採節點定價，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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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市場單一價格，澳洲則是區域定價（zonal pricing）；短期主要的電力

市場在美、澳是實時市場，在德則是日前市場；實時市場的平衡定價方式，

在美、澳是單一系統邊際定價（single marginal price），而在德國是不對稱

定價（asymmetric prices）；調度區間在美、澳是 5分鐘的精度，在德國是

15分鐘，運轉備載（operating reserves）的價量在美是與電能市場共同決定，

而在德澳則是分開的市場各自決定。精度較低的市場設計優點是簡單且易

於大地理範圍的交易，在自由化的初期可以很快讓市場運作上軌道，但缺

點則是較難引進需量反應與隨機性的 RE資源。 

 

表 3-1 不同電力市場設計的精度差異比較 

 
高精度 

High resolution 

低精度 

Low resolution 

中精度（高時間精

度搭配低地理精

度 ） Intermediate

（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with 

low geographic 

resolution） 

市場範例 

Example of 

market 

濱澤馬電力市場

PJM 

德國 

Germany 

澳洲國家電力市

場 

Australian 

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電力交易

平台 

Power 

market 

platform 

系統運作者/調度

組織 

System operator 

電力交易所 

Power exchange 

電力交易所 

Power exchange  

競標報價

資訊 

Bidding 

information 

機組/電廠，複雜

的報價標單 

Unit/plant, 

complex bids 

組合競標與總合

式競標 

Portfolio, 

aggregated bid 

機組/電廠 

Unit/plant 

地理精度 

Geographic 

resolution  

節點 

Nodal 

全國單一價格 

Single national 

price 

區域 

Z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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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 

Primary 

market 

實時市場 

Real-time 

日前市場 

Day-ahead 

實時市場 

Real-time 

實時平衡

價格 

Real-time 

balancing 

prices 

系統邊際價格 

Singl marginal 

price  

不 對 稱 價 格

Asymmetric prices 

系統邊際價格 

Single marginal 

price 

調度區間 

Dispatch 

interval 

五分鐘 

5 minutes 

十 五 分 鐘 以 上

15minutes or 

longer  

五分鐘 

5 minutes 

熱機備轉 

Operating 

reserves 

電源雙源最佳化

Co-optimised with 

energy 

與電能市場分開

Separate markets 

與電能市場分開

Separate markets 

資料來源：IEA（2016）。 

 

高精度的市場設計尋求能精確的代表電力系統的運作限制情況，因此

調度人員透過市場資訊系統（market management system；MMS）直接管理

交易平台，如 PJM 地區的 e-terramarket 軟體系統由 Alstom Grid 開發，每

個機組報價要包括能量價格和固定啟動價格以及最低運轉時間，調度人員

會將啟動時間和升降載能力納入考量，以決定安全限制下的最低成本調度

（least-cost security-constrained dispatch；LCSCD），在 PJM 市場的控制區

域有超過一萬個以上的節點價格形成，然後再組群成為 12個報價樞紐中心

（bidding hubs），每個節點的價格是每 5 分鐘撮合計算一次。以實時市場

為例，PJM 市場的區域邊際價格（LMP）每 5 分鐘計算一次，10分鐘後公

布於網站，交易每小時結算一次，發票帳單每週寄給市場參與者。使用真

實的機組運轉和 DR 需量反應條件限制和所有輸電系統的限制來決定

LMPs 的方式鼓勵了電網的高效使用和強化了系統的可靠度。美國 PJM 電

力短期市場日前市場的交易佔 95%，而實時市場佔 5%，實時市場的交易

區間可為 5 分鐘或 1 小時；電力交易可分類為實體（physical）和財務

（financial）兩類，前者多交由獨立調度組織 ISO負責，而財務交易多為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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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商品且以雙邊合約交易方式透過交易所進行（如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NYMEX 或 Intercontinenetal Exchange；ICE）；ISO

也允許短期市場中的日前市場可以由仲介商報價，他們並不需要擁有發電

資產。PJM 區域負責的短期電力市場包括有日前、實時、輔助服務、備載

容量和財務輸電權（Financial Transmission Rights；FTRs）市場。FTRs 市

場是 PJM 市場的特色，因為其採用 LMP 方式定價，所以透過節點間的價

差的方式使得實時市場的調度具有彈性、有效率地使用 RE 和需量反應，

也限制了發電業者的市場力濫用。 

PJM 日前市場是以每小時為單位，交易明日 24小時的短期期貨市場，

如果需求預測誤差和發電預測誤差有限，日前市場的電價將會接近實時市

場，然而由於一般愈接近實時供需平衡的時刻，發電機組與需量反應可用

的資源會愈為短少，且這些資源成本較高，所以最後平衡的價格會較為高

些，儘管如此，日前市場的價格還是電能實時價格的最佳推估，且兩市場

的價格呈高度相關。 

高精度的電力市場設計強調中央調度，市場資訊系統（MMS）收集所

有相關資訊包括報價標單和系統限制等來結清供需平衡的價格。調度人員

對機組和電廠和需量反應參與設備有直接命令與控制的權力，而不是對發

電公司或用戶群代表。分散式電力資源由於規模較小通常無法直接參與中

央調度的程序，且其參與競標的交易成本過高，電網技術限制也會阻礙其

運作。由於分散式資源使得調度人員無法對個別資源或機組進行掌控，中

央調度的精神會被破壞，然而若透過用戶群代表或稱聚合商（aggregators）

將需量反應或 RE 整合後將可使其順利地參與中央調度程序。例如調度員

可以在實時前幾小時啟動需量反應合約以應付緊急情況，同時亦可壓抑實

時市場的電價。再生能源的優先調度以及其預測的誤差，使得電力的調度

排程必須在日內市場的時間架構下進行修正，亦即在日前市場與實時市場

之間也就是調度當日的時間架構。因此，如果缺乏日內市場的設計，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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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電力價格訊號缺乏，將使得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和其他需量反應的市

場參與者無法有效率地調整其發電或需量計畫，對電力系統平衡做出貢

獻。在自由化市場下，再生能源發電業亦具有彈性，可以提供標單報價，

如果低於報價他們可以選擇停產（自願棄風棄光），這些標單在實時調度

6-2小時前，狀況良好時一定得啟動。美國高精度的電力市場設計缺少了日

內市場這一中介元素，是其缺點。 

然而，若電力系統電網的壅塞限制並不是問題，那麼全區域的電價會

統一，此時地域高精度的市場設計區域邊際定價（LMP）制度就不是那麼

迫切需要而顯得多餘了。 

（四） 短期電力市場低精度市場設計 

歐盟採用低精度的市場設計，網路的壅塞問題交給日前市場後的「再

調度市場」去處理，電能市場是不分地域的，以鼓勵成員國跨邊界競爭，

同時電力交易所而非獨立系統調度組織（ISO）負責了電力市場的運作與管

理。在同一控制區域內，通常只有單一的統一電價，目前的趨勢是增加不

同價格的報價區域，以朝向增加地區精度方面發展，如此亦可整合愈來愈

多的 RE和需量反應資源。低精度的市場多數的交易量是透過雙邊合約（經

店頭市場 OTC 或直接協商議價），但日前市場的價格則是重要的合約參考

價格。 

歐盟單一市場的目標經由各區域市場的配對聯繫（coupling）如今已大

部完成連結，北歐、英國、西歐、伊比利和義大利的區域電力市場都已連

結成為一個整體市場，所有日前市場全都使用同一套定價邏輯演算程式，

以確保電力潮流由低價區能流向高價區，而日內市場與平衡市場目前則相

對是各區域獨立的，交易量也較少，通常只有幾個 GW的量就可平衡。日

內市場採連續滾動交易，雙邊交易形式撮合成交價格，交易量不大，德國

日內市場算是歐盟中最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是德國的隨機大量風電所造

成的預測誤差，必須經由日內市場來調整彌平。日內市場的收盤時間（gate 



49 

closure）已逐漸往實時移動，目前在地的交易可以進行至實時調度 30分鐘

前，跨境的交易則進行至 60分鐘前，在收盤前都可以報價。收盤愈接近實

時調度，愈能使市場參與者平衡其電力，也連帶使系統平衡其電力，但對

調度員來說，則是會增加其壓力在較短的時間內確保系統的安全，為了彌

補這項缺點，平衡市場的設計就很重要，非對稱的平衡定價體系就是用來

鼓勵市場參與者能自我平衡其資源組合，在此平衡市場中不平衡的電能採

報價成交價或平均價而非單一市場價。在實際操作上，系統運作員無法等

到最後一刻才進行電能平衡的運作，而是早在日前市場和日內市場時就已

開始進行對系統限制的處理，如此的行動是市場外的再調度行動，也無法

反應在電價上，因此市場的設計與電力系統運作的需求有時會產生重大的

差異，尤其當電網壅塞且有大量再生能源湧入系統時，系統的安全會有風

險。輔助服務的熱機備轉是由不同市場來進行，市場是分開的市場，定價

邏輯軟體是同時雙元最佳化操作備轉與實時電能，需求面的參與是重要的

平衡資源。 

低精度的市場設計符合歐盟單一市場的需求，由於不是強制性的且制

度較為簡單，市場設置成本也低，故能為各會員國所喜愛，並能在廣大的

地域上進行交易。缺點則是市場無法管理網路壅塞問題，而必須另外處理。

所以當再生能源與需量反應資源愈來愈多進入系統時，低精度的市場設計

將會愈發沒有效率，系統安全風險也會增加。所以低精度的市場設計將不

利於低碳能源轉型，而調度人員為了預防電網的技術限制，就必須進行愈

多的市場外操作並放寬系統的備轉餘裕和降低輸電容量上限水準，以克服

電網的安全限制問題，如此的操作會產生資源的無效率使用，將使得低碳

能源轉型具有較高成本與高風險化。 

（五） 短期電力市場世界發展趨勢 

美、歐電力市場的調整目前皆朝著時間、空間高精度發展方向進行以

因應低碳能源轉型，PJM 的市場將可以於日內市場期間仿效歐盟電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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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透明的價格形成市場機制，如此更能協助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和

虛擬電廠）反應系統的需求並重新調整他們的需求面管理的資源。歐盟的

市場在德國「再調度市場」已經成立，報價是按個別機組進行，平衡市場

可改為統一價格定價方式，但係按 LMPs 公布，資訊的透明度可以再改善，

目前平衡市場的價格並沒有公布。最大的調整應來自於日內市場，且應交

由系統運作者來運作，改採 LMPs 的連續定價方式來決定各地點的電能價

格並即時公布之。 

 

第二節  歐盟電力交易市場之競爭法議題趨勢探討 

一、概述 

長年來在各國電力市場當中，所要處理的第一個議題，就是法律獨占

（de jure monopoly）的問題。而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透過相關措施

移除法律獨占的地位，特別是若這樣的獨占，並沒有達到其原先的目的。

而一旦這樣的法律獨占移除後，接下來要探討的管制關鍵議題，就是如何

處理事實獨占 de facto monopoly 的問題。目前原則上有兩種途徑：2 

1、 透過事前 Ex ante 管制，如設定價格、限制業者行為。 

2、 透過事後 Ex post 管制，特別是透過競爭法的適用。 

透過過去歐盟案例中的研析3，我們可以發現電力交易所相關者，如下： 

（一） 市場分割（market sharing） 

在 2014年的電力交易所案件中，歐盟調查了法、德兩國的電力交易所

併購後成立之歐盟電力現貨交易所 EPEX Spot （The European Power 

 
2 Frontier Economics Ltd, Regulation of power exchanges A REPORT PREPARED FOR DTe, 

June 2005,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nl/sites/default/files/old_publication/bijlagen/6896_20051220_FB_Onderzoek

_Frontier_FINAL.pdf  
3 Ibid. 

https://www.acm.nl/sites/default/files/old_publication/bijlagen/6896_20051220_FB_Onderzoek_Frontier_FINAL.pdf
https://www.acm.nl/sites/default/files/old_publication/bijlagen/6896_20051220_FB_Onderzoek_Frontier_FINAL.pdf


51 

Exchange SPOT）公司及另外一間由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所組建的波羅的海

電力現貨交易所公司 Nordpool Spot （NPS）後，這兩間公司同意分割他們

各自與未來的歐洲電力市場範圍。依據該協議，波蘭以北屬於 NPS 的範圍，

其他南方國家則屬於 EPEX的市場範疇。4 

另一個市場分割（Internal market segmentation）的案件，便是羅馬尼

亞電力交易所（OPCOM Power Exchange）案，該公司要求要進入該國電力

交易市場的先決條件，必須先取得羅馬尼亞附加價值稅的識別碼（Romanian 

VAT identification number），此舉也導致從其他歐盟國家的外國交易商，必

須在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註冊兩個 VAT識別碼；但相對而言，對羅馬尼亞

公司來說，只需要一個識別碼。歐盟認為此舉無異於歧視不同國家或來源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nationality/place of establishment）構成濫用獨占地

位。5 

（二） 架構性的建議 

歐盟在眾多措施上，除了適用既有歐盟競爭法如公司拆分外，也會提

供進一步更積極促進競爭的措施，如：設立新競標區域（the creation of new 

bidding zones）、擴充跨國輸電容量，甚至建立保加利亞電力交易所 the 

creation of the Bulgarian power exchange，也成為此種建議的方向。6  

在保加利亞國營電力公司案（BEH-case（2016））中，前身為國有石油

天然氣的保加利亞能源公司（Bulgarian Energy Holding（BEH）），歐盟發現

 
4 Surd Kováts, Gábor Szabó. Competition law interven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energy markets, in Pál Valentiny, Zombor Berezvai, Csongor István Nagy eds.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2020, (2020). 

(available at: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2020_KovatsS-SzaboG.pdf)  
5 Surd Kováts, Gábor Szabó. Competition law interven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energy markets , in Pál Valentiny, Zombor Berezvai, Csongor István Nagy eds.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2020, (2020).(available at: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  
6 Frontier Economics Ltd, Regulation of power exchanges A REPORT PREPARED FOR DTe, 

June 2005, available at:  

https://www.acm.nl/sites/default/files/old_publication/bijlagen/6896_20051220_FB_Onderzoek

_Frontier_FINAL.pdf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2020_full.pdf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2020_full.pdf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2020_full.pdf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2020/12/CaR2020_KovatsS-Szabo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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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頗多反競爭疑慮。於是 BEH 承諾會在保加利亞設立並營運電力交易

所，讓市場參與者能夠在市場上以小時為基礎買賣電力，並於隔日交易。

並承諾在該承諾做出後三個月內，設立該市場。另外，其也同意促進該市

場交易的流動性，並在該決定做成六個月後，轉移該交易所的所有權

（transfer ownership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decision）。7 

（三） 競爭主管機關與電力獨立管制機關之分工 

目前歐盟各國均有建立競爭主管機關與能源獨立管制機關，不過實際

觀之，可發現到管制分工在歐盟國家非常明顯，如表 3-2。亦即，獨立電力

管制機關，並不承擔執行競爭法之角色。但這在非歐盟國家（澳洲及紐西

蘭）則未必如此。 

 

表 3-2 世界主要國家電力管制機關制度之獨立性與競爭法業務執掌之比

較 

制度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國家 

Country 

電業管制機關 

Electricity Regulator 

管制者是否兼競爭法

主管機關 

Regulator Also Enforces 

Competition Law 

英國 

UK 

獨立管制機關 

Independent 

否 

No 

挪威 

Norway 

能源部 

Ministry 

否 

No 

瑞典 

Sweden 

獨立管制機關 

Independent 

否 

No 

澳洲 

Australia 

獨立管制機關 

Independent 

是 

Yes 

紐西蘭 

New Zealand 

無特定管制機關 

No Specific Electricity Regulator 

是 

Yes 
資料來源：IEA/OECD, COMPETITION IN ELECTRICITY MARKET（2013）, at p.32 

 
7 Surd Kováts, Gábor Szabó. Competition law interventions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energy markets, in Pál Valentiny, Zombor Berezvai, Csongor István Nagy eds.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2020, (2020).(available at: https://kti.krtk.hu/wp-content/up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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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IEA/OECD 報告之分析，在過去長年來，各國競爭主管機關並未

大幅介入電力供應市場，故建議，競爭主管機關應該先逐步瞭解電力市場

的運作，且需與電力管制機關密切合作。8 

不過這不代表競爭主管機關不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可扮演關鍵角

色，在結合及補貼二個議題。就結合議題來說，由於電力市場向來是高度

集中化之結構，且在其他部門往往可透過市場進入等或擴大地理市場等措

施，削弱既有業者的市場力，但這樣的作法，在電力部門成效有限。且目

前在自由市場上，常可見發電與配售電的結合，導致「再集中」的狀況，

故也必須加以處理。故必須透過積極的「結合」控制政策 active merger 

control policy，以避免市場過於集中化，且可處理既有的市場力量的問題。 

另外，該本報告也建議競爭主管機關可扮演監督補貼的角色，特別是

造成市場扭曲的補貼。在獨占電力市場中常見的補貼態樣，如，對相關產

業的補貼（煤礦）、特殊發電科技的補貼（如，核電、再生能源）、針對某

些終端用戶的補貼（如能源密集產業）9故如何在自由化後，處理這些議題，

也是競爭主管機關可扮演之方向。  

歐盟競爭執委會：承諾或處罰]最後值得一提乃歐盟競爭執委會這幾年

在相關違反競爭法案件之態度。依據相關文獻分析，2014 年是一個重要的

分野點。10過去競爭執委會相對來講比較偏好的承諾程序（commitment 

procedure），在 2014 年面臨重大轉變。在當年度違反歐盟條約第 102 條

（Article 102 TFEU）（濫用獨占地位）的五個案件當中，僅有一案件允許

採取承諾之方式解決；11但該年度其他四個案件，包括前述羅馬尼亞電力

 
8 IEA/OECD, COMPETITION IN ELECTRICITY MARKET (2013), P. 121. 
9  Id., at 122.  
10 Eric Barbier de la Serre, will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duce Use of the Commitment 

Procedure in Dominance Cases?,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

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11 Case AT.39939, Samsung, a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injunction case.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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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案，均面臨調查後裁罰的程序。12而這四個案件，也佔 2004年五月

以來依據歐盟條約第 102條（Article 102 TFEU）調查後加以裁罰案件的 40

％之多。13由此可見，歐盟競爭執委會在針對競爭法的案件中，有轉為更

加積極的趨勢。 

二、相關市場之界定 

本研究以下將特別著重在電力交易所所生之相關競爭法議題作文獻回

顧之介紹： 

（一） 產品市場 

歐盟向來認為將「發電與躉售（批發）市場」（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supply of electricity）認為係同一市場。電力生產商可自由在這些市場切換，

視其價值之不同，決定要將電力銷售至哪一個市場。14 

系爭發電與批發市場之範疇，包括： 

1、 發電設施之發電（The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involve）； 

2、 透過跨國電網進口或出口之電力（the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in power 

 
12Case AT.39984, OPCOM/Romanian Power exchange, a discrimination case; Case 

AT.39985, Motorola, a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injunction case; Case 

COMP/AT.39612, Perindopril (Servier), a pay-for-delay case, and Case 

COMP/AT.39523, Slovak Telekom, a refusal to supply and margin squeeze case. 
13 Eric Barbier de la Serre, will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duce Use of the Commitment 

Procedure in Dominance Cases?,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

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14 Hüseyin Çağrı ÇORLU, Identifying Relevant Markets in the EU Energy Sector: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Yıl 2018, Cilt 2 , Sayı 2, Sayfalar, at p.46.  

歐盟這樣的觀點，呈現在下列案件之中： 

⚫ Sydkraft/Graninge（Case COMP/M.3268）Commission Decision 2003/297/EC OJ C 

297/22 

⚫ EDP/ENI/GDP（Case COMP/M.3440）Commission Decision 2005/801/EC, [2005] OJ 

L302/69; E.ON/MOL  

⚫ Case COMP/M.3696 Commission Decision 2006/622/EC OJ L253/20; RWE/Essent  

⚫ Case COMP/M.5467 Commission Decision 23/06/2009 OJ C222/1; EDF/British 

Energy  

⚫ Case COMP/M.5225 Commission Decision 22/12/2008 OJ C38/8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5/05/antitrust-alert--will-the-european-commission-reduce-use-of-the-commitment-procedure-in-dominance-cases
https://dergipark.org.tr/tr/pub/metder/issue/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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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electricity via interconnectors ）； 

3、 在批發市場將電力銷售給：（1）售電業者、（2）地區配電公司、（3）

與高壓電網直接連接，而可購電之大型工業用電大戶。 

 

為了進一步界定電力在批發市場上銷售的態樣，其在羅馬尼亞電力交

易所案（OPCOM/Romanian Power exchange（Case AT.39984）Commission 

Decision 5/3/2014 OJ C 314.）指出三種在批發市場交易之模式，分別為：15 

1、 雙邊合約 

2、 透過電力仲介商（broker） 

3、 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s） 

 

電力交易所（類似我國之電力交易平台）係希望提供電力市場運作更

大的透明度及彈性。在這些電力交易所中，所有的交易原則上都是匿名交

易，買方與賣方並不認識彼此。必須特別指出，這些交易的產品都是商品

（commodity products）且實際發生交易者乃在「電力合約」下眾多條款與

條件界定下之產品。這些電力合約可進一步區分有短期及長期合約。短期

合約係指日前（day-ahead）或日內（intraday）電力交易。 既然電力無法

儲存，故實時供需平衡也是電力市場機能重要的元素。就目的上來說，前

者短期合約，希望可以提供彈性，讓市場參與者與服務提供者能夠反映當

下電力市場的狀況；相對來說，長期交易合約，主要用在避險並減少未來

價格的風險。16 

雖然歐盟長年來並認為前述在電力交易所中之短期與長期市場，並不

構成不同的產品市場。但其認為所謂「電力市場加速服務」（facilitation 

 
15 Hüseyin Çağrı ÇORLU, Identifying Relevant Markets in the EU Energy Sector: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Yıl 2018, Cilt 2 , Sayı 2, Sayfalar, at 47. 
16 Ibid.Hüseyin Çağrı ÇORLU,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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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應構成不同的產品市場。系爭加速服務由交易所經營者及在場外

交易（otc）市場的中介商提供之交易平台及結清服務（clearing services），

其目的在加速合約之締結。 歐盟在兩個主要案件（TenneT/Elia/Gasunie、

OPCOM/Romanian Power Exchange）中，系爭加速服務以促進合約交易，

構成分別市場，其因在，此種服務與零售市場之交易合約屬於不同之產品。

17 

在 2010年的 TenneT/Elia. Gasunie/Apx-Endex（September 20）案中，

執委會為求零售電力交易的促進，實施先前未定義的產品市場。APX藉由

提供短期電力契約的交易平台及相關服務，包含「每日拍賣」（daily 

auctions）、「日前市場」（day-ahead markets）及「日內／盤中市場」（intra-day 

markets），長期電力契約亦同，提供促進荷蘭、英國及比利時電力交易的

服務。APX 也透過與身為輸電系統營運商（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TSO）而具有容量的 TenneT和 Elia 合作，主動確保比利時、荷蘭及法國間

的市場耦合。18  

通知當事人（the notifying parties）已提案將產品市場定義為「以電力

交換促進電力交易，尤其提供一個交易平台及相關服務予會員的市場」。相

關服務包含扮演一個中心的交易對手及確保交易的安排。執委會認為區分

不同促進電力交易的服務是可能的：(1)短期產品交易：包含「日前拍賣」

（day-ahead auction），「日內／盤中交易」（intra-day trading）以及「日前交

易」（day-ahead trading）；(2)長期物理/實體安排的契約的促進；以及(3)長

期財務安排的契約的促進。市場調查做出一個提供電力交易促進服務的分

別市場可能可以存在的結論，但更多依據短期及較長期產品所進行的細分

（sub-segmentation）是否適當，仍未有所定論。 

 
17 See; TenneT/Elia/Gasunie/APX-Endex. (Case COMP/M.5911) para. 37 
18 Kj∅lbye, Valérie Lands, Franscesco Salerno, Lena Sandberg, EU energy law volume II, EU 

competition law and energy markets 33-34 (5th e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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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長年來，歐盟官方並不認為短期與長期合約構成不同的產品市

場。但針對在短期市場內提供加速服務，以及在長期市場中提供加速服務

這兩件事情，則會被認為是二個不同的市場，蓋此二合約之功能不同，並

無法產生彼此替代之功能。 

（二） 地理市場 

歐盟官方提供如何界定地理相關市場之指標，如：19 

⚫ 進口在總體需求所佔比例（The share of imports in the total demand）  

⚫ 在尖峰用電需求時期，跨國電網的容量（The interconnection capacity 

at the peak demand periods）  

⚫ 跨國電網傳輸之壅塞程度（ The level of congestion at the 

interconnectors）  

⚫ 不同市場間之價格相關性（The price correlations between markets）  

⚫ 管制與法規差異性（The regulatory differences）  

⚫ 發電配比（ The generation mixes）  

 

但在如此界定下，並不代表地理市場當然等於一國的範圍。歐盟在個

案，也會針對具體不同情況，採取較廣的地理市場的概念。20如在北歐案

件中（Sydkraft/Graninge），歐盟發現到除了在尖峰需求時期外，北歐國家

的批發市場，範圍可包括挪威、瑞典、丹麥及芬蘭，可構成單一價格區域。

另外，除了這些國家間有前述相當足夠的跨國電網容量外，歐盟特別強調

大多數電力交易，是由單一服務提供者，亦即：北歐電力交易所（Nord Pool

（Nordic Power Exchange））作為北歐電力銷售採購之集中市集。因此，在

 
19 Hüseyin Çağrı ÇORLU, Identifying Relevant Markets in the EU Energy Sector: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Yıl 2018, Cilt 2 , Sayı 2, Sayfalar, at 48. 
20 Sydkraft/Graninge (Case COMP/M.3268) , para.12.Hüseyin Çağrı ÇORLU, Identifying 

Relevant Markets in the EU Energy Sector: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Yıl 2018, Cilt 2 , Sayı 2, 

Sayfalar, 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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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案件中，相關市場被界定為北歐。 

三、卡特爾、水平協議案 

系爭案件涉及兩家公司間（EPEX Spot and Nord Pool Spot（NPS））締

結了「惡性卡特爾」（hard-core cartel）的協議，在該協議下，兩家公司同

意彼此在歐盟經濟區 EEA 內之現貨電力市場並不發生競爭關係，21電力交

易平台 EPEX Spot（主要包括：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士）及 Nord Pool 

Spot（主要包括北歐電力市場），雙方主要透過在電力市場中設立聯合企業

（JV）達成地理市場分享（“geographic market sharing”）之目的，最終限

制了跨國電力貿易的發展。22特別是，涉及營業區域之分配，其違反期間

在 2011-2012年間有至少七個月。23直到歐盟競爭執委會及歐盟自由貿易聯

盟辦公室（EFTA Surveillance Authority）調查相關公司之辦公室時，方停

止。24其目的原意在保護其勢力之平衡，以及其在相關國家的利益。包括

波蘭以北的區域，屬於 NPS 的區域；而以外的南方國家，屬於 EPEX的勢

力範圍。除了市場劃分外，兩家公司甚至在市場相互勾結，甚至也包括討

論在新市場中如何獲取商業利益。25經調查後，歐盟認為其限制競爭行為

違反 article 101(1) TFEU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最終被裁

罰約€ 5,979,000，26由於雙方願意同意此案件，酌減百分之十的處罰。27、28 

 
21 Roschier, Attorneys Ltd, EU &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2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3610d08-663a-4358-bb61-e03aa42e0c79  
22 Peter Alexiadis, Cartels in the utilities sector: An overview of EU and national case law , 

available at: 

https://www.gibsondunn.com/wp-content/uploads/documents/publications/Alexiadis-Cartelsinth

eutilitiessector.pdf 
23 BCLP Law, Energy sector antitrust risk highlighted – EU fines power exchanges for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March 14,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bclplaw.com/en-US/insights/energy-sector-antitrust-risk-highlighted-eu-fines-powe

r-exchanges-for-anti-competitive-practices.html 

24 Roschier, Attorneys Ltd, EU &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2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3610d08-663a-4358-bb61-e03aa42e0c79  
25 Salomé Cisnal de Ugarte, Lorenzo Di Masi, European Union: Energy, in: The European 

Antitrust Review 2016,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at p. 18.  
26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two power exchanges € 5.9 million in cartel settlement, 5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215_en.htm ; Roschier, 

https://www.lexology.com/contributors/483/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3610d08-663a-4358-bb61-e03aa42e0c7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215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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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另外有值得關注的一點，在於本案係由歐盟能源執委所促成不同

競爭者之合作，但即便如此，也並不代表歐盟競爭執委會後續不能以違反

卡特爾相繩。畢竟歐盟發現這樣的協議，已經遠遠超過共同能源市場下「正

當的合作」關係，故只能介入匡正。29 

四、濫用獨占地位 

濫用市場地位的案例，最知名者，乃違反歐盟條約第 102條（article 102 

TFEU）的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案。30如前所述，羅馬電力交易所透過繁瑣

設立羅馬尼亞附加價值稅註冊帳戶的要求，歧視外國公司。31該歧視措施，

歷時超過五年之久，於 2008-2013 之間。32基於國籍或公司設立地之歧視，

（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nationality or place of establishment）明顯違反

 
Attorneys Ltd, EU &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2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3610d08-663a-4358-bb61-e03aa42e0c79  
27 Robert Klotz ,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s Market Coupling, Market Splitting, 

Power Exchanges and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Law , Vienna, 4 December 2017 ,  

https://www.energy-community.org/dam/jcr:86f5ce22-197a-49f7-bf79-0fa8386771a9/COMPC_

Sheppard_122017.pdf   
28 Roschier, Attorneys Ltd, EU &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2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03610d08-663a-4358-bb61-e03aa42e0c79  
29 Peter Alexiadis, Cartels in the utilities sector: An overview of EU and national case law , 

available at: 

https://www.gibsondunn.com/wp-content/uploads/documents/publications/Alexiadis-Cartelsinth

eutilitiessector.pdf 
30 Diganth Raj Sehgal, Particular Sectors in relation to EU Competition laws, November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blog.ipleaders.in/particular-sectors-relation-eu-competition-laws/; 

Stefano Berra, DG Comp looks into Romanian power exchange practices, 11 December 2012, 

Available at :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dg-comp-looks-romanian-power-exchange-practices;  

Monica CUNNINGHAM. Enforcing EU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 27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 

http://www.consiliulconcurentei.ro/uploads/docs/items/bucket10/id10136/20141124_rcc_roundt

able.pdf  
31 BCLP Law, Energy sector antitrust risk highlighted – EU fines power exchanges for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March 14,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bclplaw.com/en-US/insights/energy-sector-antitrust-risk-highlighted-eu-fines-powe

r-exchanges-for-anti-competitive-practices.htm 
32  Laura Claydon, Matthew O’Reg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rivate litigation, merger 

control, cartels and markets work, March 2014,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

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https://blog.ipleaders.in/author/diganth/
https://blog.ipleaders.in/particular-sectors-relation-eu-competition-laws/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authors/stefano-berra
https://globalcompetitionreview.com/dg-comp-looks-romanian-power-exchange-practices
http://www.consiliulconcurentei.ro/uploads/docs/items/bucket10/id10136/20141124_rcc_roundtable.pdf
http://www.consiliulconcurentei.ro/uploads/docs/items/bucket10/id10136/20141124_rcc_roundtable.pdf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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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單一共同市場的原則。且該措施成為其他歐盟電力貿易者進入該國市

場的人為障礙，以至於降低羅馬尼亞批發電力市場的流動性33 此舉也造成

非羅馬尼亞售電商進入羅馬尼亞之額外成本與競爭劣勢。34如，其他歐盟

電力交易商必須在羅馬尼亞境內設定公司，這樣將影響在該電力交易所中

超過 50％以上電力貿易商，故影響可說甚為重大！35 

而這樣的措施的問題存在，其也並非透過羅馬尼亞稅法引進。歐盟最

終裁罰 OPCOM 公司以及其母公司 Transelectrica超過一百萬歐元（€ 1.031 

million36），並認為其母公司應該要負責37。本案呈現出，歐盟競爭法如何

能夠協助建立單一能源市場之市場秩序。OPCOM 係百分之百由羅馬尼亞

輸電經營者 Transelectrica 所擁有的公司，故間接可說受到國家控制。故

Transelectrica 主張，既然 OPCOM 是受到國家高度管制的公司，不可能行

使決定性影響力（exercise decisive influence）。 特別是，Transelectrica主

張，OPCOM’s fees 之相關費用，均受政府決定與管制，故不可能行使決定

性影響力 decisive influence。但歐盟不買單，並認為：「單純主張 OPCOM

的活動受到獨立電力管制機關（ANRE）之管制，並無法改變其受到

Transelectrica控制之事實」「即使 OPCOM 相關費用，受到 ANRE 之管制，

並不直接受到 Transelectrica之控制」「但並不代表 Transelectrica不能透過

 
33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Romanian Power Exchange OPCOM for discriminating 

against EU electricity traders , 5 March 201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

_EN.pdf  
34  Laura Claydon, Matthew O’Reg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rivate litigation, merger 

control, cartels and markets work, March 2014,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

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35 VBB on Competition Law , March 2014 , available at: 

https://www.vbb.com/media/original-attachments/EU_14_03.PDF  
36 VBB on Competition Law , March 2014 , available at:  

https://www.vbb.com/media/original-attachments/EU_14_03.PDF 
37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Romanian Power Exchange OPCOM for discriminating 

against EU electricity traders , 5 March 201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

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_EN.pdf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https://www.burges-salmon.com/-/media/files/publications/open-access/recent_developments_in_private_litigation_merger_control_cartels_and_markets_work.pdf
https://www.vbb.com/media/original-attachments/EU_14_03.PDF
https://www.vbb.com/media/original-attachments/EU_14_03.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14_214/IP_14_214_EN.pdf


61 

前述費率以外的措施，影響 OPCOM」「這樣影響力的例子，也包括管理的

重疊（management overlaps）以及其他對 OPCOM 商業政策的決定性影響

力」。38 

另外值得注意的資訊，另外也包括，該 OPCOM 係羅馬尼亞唯一的電

力交易平台。而羅馬尼亞在 2012年也通過新能源法，要求所有售電商必須

於電力交易所上交易，也導致所謂『強制電力交易所交易的義務』，也影

響了既有的雙邊電力交易合約的模式。39或許這樣的強制性，也造成了歐

盟對此事情的介入態度。 

自從 2004 年以來，歐盟競爭執委會從未在依據 Article 102 之調查程序

下，跟「新進」歐盟國家站在同一陣線，裁罰「既有」歐盟國家；但在同

時，另一非常有趣的現象是，歐盟與來自既有歐盟國家的企業站在一起，

如：本案係由德國大能源集團 EON之申訴所啟動，從而引發歐盟之調查，

並裁罰。故系爭案件，也呈現出濃厚之舊歐盟國家 VS 新歐盟國家之政治

意涵。40 

 

 
38 Salomé Cisnal de Ugarte, Lorenzo Di Masi, European Union: Energy, in: The European 

Antitrust Review 2016,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at p. 18.  
39 Catherine Banet, European Commission Opens Antitrust Proceedings against OPCOM, the 

Romanian Power Exchange, December 11, 2012, available at:  

http://sustainableenergylaw.blogspot.com/2012/12/european-commission-opens-antitrust.html  
40 Piotr Semeniuk, (Un)Fair competition Does EU competition law favour particular countries?,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ykainsight.pl/_resource/multimedium/20270041 

http://sustainableenergylaw.blogspot.com/2012/12/european-commission-opens-antitrust.html
http://sustainableenergylaw.blogspot.com/2012/12/european-commission-opens-antitrust.html
https://www.politykainsight.pl/_resource/multimedium/202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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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iotr Semeniuk, (Un)Fair competition Does EU competition law favour particular 

countries?,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ykainsight.pl/_resource/multimedium/20270041  

圖 3-4 依據 Article 102調查程序案件之舊歐盟國家與新歐盟國家比較 

 

五、垂直協議 

保加利亞能源控股公司，在其發電子公司及其他第三方（如：售電商）

間電力供應合約當中，加入所謂供應地條款（destination clause），透過該

要求向 BEH所購買之電力，禁止轉賣（territorial resale restriction）給第三

方。41系爭公司所涉及者，乃在非管制批發電力市場（non-regulated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中之行為。42這樣的合約中，甚至進一步包括控制及處

 
41 Robert Klotz ,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s Market Coupling, Market Splitting, 

Power Exchanges and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Law , Vienna, 4 December 2017,  

https://www.energy-community.org/dam/jcr:86f5ce22-197a-49f7-bf79-0fa8386771a9/COMPC_

Sheppard_122017.pdf  
42  Bernard Energy, EC to investigate Bulgarian Energy Holding’s electricity market 

commitments, Friday, June 19,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ykainsight.pl/_resource/multimedium/202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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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機制，讓保加利亞能源控股公司可以監督並處罰不遵守這些地域條款限

制的客戶。43 

不過最終並未處罰保加利亞能源控股公司，而是要求其應建立獨立經

營之日前市場之電力交易所。嗣後該交易所也設定，並移轉給保加利亞財

政部所監督。而最終歐盟競爭執委會也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已經足夠。44 

歐盟長年來對於能源供應商使用此種禁止轉賣的條款，通常採取相當

嚴格的態度，過去也做出多起決定。45而本研究之所以介紹此一案例，係

由於該案例涉及以設立獨立電力交易所為條件，做為主要的因應對策，且

歐盟競爭執委會也接受。 

整體言之，BEH同意採取下列措施：46 

1、 BEH 同意釋出某部分發電量在新設立的獨立經營日前市場的電力交易

所。該電力交易所將確保電力交易的匿名性（即：買方無從得知賣方

為誰） 這也可以有效讓賣方無從在再銷售行為中，啟動此一地域限制

條款。This prevents the seller from enforcing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on 

resale.  

2、 為促進電力交易所的流動性，BEH 也同意釋出一定數量的電力在保加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

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43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Newsletter – January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ceeds 

against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on Resale, available at: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

wsletter-January-2016  
44  Bernard Energy, EC to investigate Bulgarian Energy Holding’s electricity market 

commitments, Friday, June 19, 2015, available at: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

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45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Newsletter – January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ceeds 

against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on Resale, available at: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

wsletter-January-2016 
46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Newsletter – January 20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ceeds 

against 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on Resale, available at: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https://bernardenergy.com/lastestdevelopments/ec-to-investigate-bulgarian-energy-holdings-electricity-market-commitments/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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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電力交易所中，持續至少五年。 

歐盟在本案的見解，原則上也維持歐盟長久以來對於地區限制條款

（territorial restriction ）之見解，這樣的條款通常限制批發市場的買方不能

將電力轉賣到一定地理區域範圍外。47 

六、近期爭議 

（一） 近期 2020：針對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 OPCOM及獨立電業管制機

關 ANRE 之濫用獨占地位申訴 

在 2020年下半年，羅馬尼亞天然氣交易所 BRM 及歐洲能源貿易者協

會（EFET（European Federation of Energy Traders））及歐洲中介商及倫敦

能 源 中 介 商 （ EVIA-LEBA （ European Venues &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London Energy Brokers’ Association））共同向歐盟競爭執委會

申訴，其主張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 OPCOM及獨立電業管制機關（ANRE），

讓羅馬尼亞的電力市場，成為歐洲風險最高的電力市場（ “Europe’s 

riskiest.”），主張其違反歐盟共同市場的基本原則，包括：商品自由流通、

自由提供貿易服務，並違反歐盟競爭法（the freedom of movement for goods, 

the freedom to provide（trading）services and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48具

體言之，其指謫： 

1、 羅馬尼亞獨立電力管制機關 ANRE，拒絕其進一步希望鬆綁進入使用

電力貿易服務、持續維持國營的電力交易所 OPCOM 之獨占地位，並

成為「主要」提供電力交易的平台。其從 2017年以來，一直指謫 OPCOM

有「歧視性行為」，一再被 ANRE 無視。OPCOM的獨占地位，一開始

 
wsletter-January-2016 
47 Robert Klotz ,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s Market Coupling, Market Splitting, 

Power Exchanges and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Law , Vienna, 4 December 2017 ,  

https://www.energy-community.org/dam/jcr:86f5ce22-197a-49f7-bf79-0fa8386771a9/COMPC_

Sheppard_122017.pdf  
48 Aura Sabadus, Trading bodies call for swift action against Romanian power bourse, regulator 

for breach of fundamental EU rules, 2020/12/16, https://www.icis.com › news › 2020/12/16 

https://www.mcguirewoods.com/client-resources/Alerts/2016/1/European-Competition-Law-Newsletter-January-2016
https://www.icis.com/explore/resources/news/2020/12/16/10586797/trading-bodies-call-for-swift-action-against-romanian-power-bourse-regulator-for-breach-of-fundamental-eu-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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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如此，原本於 2009年僅有要求當地電力製造商必須強制在該平台

銷售電力；但在 2012年才擴充到在所有國家電力批發市場上的交易，

都讓 OPCOM 有專屬的執行權力。這在當時，也導致眾多中介商，來

自倫敦的交易者，均被迫退出該國市場。而 BRM 在 2020 年八月希望

申請成為該國另外一個平台，但在短短一個月內就被 ANRE 否決。 

2、 強制在電力交易所 OPCOM 上交易，有濫用獨占地位之疑慮；具體言

之，opcom 排除其他模式：1.雙邊合約 2.透過其他中介商的平台 3.在其

他交易平台如 BRM 交易平台。 

 

這些作法也將導致下列問題： 

1、 有礙區域電力市場的整合。EFET 主席主張：「能源貿易商應該要有替

代途徑並管理其能源合約的投資組合更有效率。強制在 OPCOM交易，

將對其跨國貿易有負面影響，並無助區域電力市場之整合」如，混合

雙邊 OTC 貿易及平台執行的交易，可讓整個市場證據彈性。 

2、 持續飆高的電價（如下圖 3-5所示）羅馬尼亞持續用高價進口電力，而

低價出口電力。OPCOM 構成主要的障礙在跨國電力交易協定之現貨與

遠期市場。另依據歐盟獨立電力管制機關（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ACER））在 2017年-2020年的報告羅馬尼亞的電價

幾乎是歐洲最高的。貿易商指出由於 OPCOM 提供非常有限的商品，

也導致他們無法透過其他市場避險，也提高了成本與價格。 

3、 再生能源無法取得銀行貸款，因為在目前狀況下，他們沒有辦法有彈

性地將電力賣到遠期交易市場。EFET 中/東歐電力之主席也主張，面

對進來持續攀升的再生能源，亟需「彈性」的市場交易所及機構安排。

但 OPCOM 並未提供足夠的彈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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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羅馬尼亞電價趨勢 

 

歐盟法院在 2020年 9月其實早已判決讓 OPCOM 成為獨占的平台，有

違反競爭法的疑慮。49並認為 ANRE 完全瞭解這樣的市場扭曲的影響，卻

放任這樣的狀況持續。該判決認為： 

「目前的作法，避免發電商與其潛在的客戶，可以透過雙邊合約交

易之模式，這樣的作法，也將間接暗示，禁止電力直接出口，並讓電力

僅供國內消費而已。50」 

「OPCOM 的獨占有違反歐盟條約的基本原則，包括，商品自由流

通以及自由提供貿易服務」 

雖然近期 OPCOM也持續進行改革，引入現貨、遠期交易及 OTC 等，

但中介商期待的是，能夠在「OPCOM 以外的雙邊合約交易」。這影響也包

括羅馬尼亞當地的發電商，即便該發電商在他國領有交易執照，但由於無

 
49 ANRE v Hidroelectrica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62018CJ0648  
50 “by preventing bilateral trading between electricity producers and their potential clients, the 

provisions at stake impliedly prohibit direct exports and mean that the electricity is intended 

more for internal consumpt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62018CJ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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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行雙邊合約交易，導致難以將電力出口到其他國家。對於外國公司來

說，也由於強制在 OPCOM 交易的義務，也導致這些外國公司無法妥善運

用在羅馬尼亞境內的電力資源。 

當然對於歐盟貿易商的指控，ANRE 也說了他的理由，他持續主張，

讓 OPCOM 成為唯一交易平台的原因，是跟「供電穩定」有關。但貿易協

會也反駁，不能只顧供電穩定而已，也應該要考量「最佳價格」下的供電

穩定。且，ANRE 這樣的作法，其實也在損害消費者的權益。 

本件雙方為 ANRE（羅馬尼亞國家方）與 Hidroelectrica（羅馬尼亞電

力企業）之訴訟，起因後者在國內未出售所有電力，且將部分電力向外出

售至匈牙利。  

本件雙方為 ANRE（羅馬尼亞國家方）與 Hidroelectrica（羅馬尼亞電

力企業）之訴訟，起因後者在國內未出售所有電力，且將部分電力向外出

售至匈牙利。爭點：歐盟運作條約第三十五條「成員國之間應禁止出口限

制數量及所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對應於羅馬尼亞電力和天然氣法規定「電

力交易應在競爭性市場上以透明、公開、集中和非歧視的方式進行…」是

否有排除、競爭適用之餘地？ 

相關主張包括： 

政府方： 

1、 條例允許政府方指定平台，且已通報歐盟； 

2、 拿出數據證明系爭措施沒有對出口造成影響； 

3、 原意在保護能源的安全供應。 

法院： 

1、 本件事實主要程序時間點並不在條例所揭示之期間範圍； 

2、 限制出口貨物的影響大於限制國內市場的貨物銷售數量； 

3、 系爭措施的主要功能為防止直接出口造成國內市場電價的負面影響，

且已超出確保電力安全供應所必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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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不出手段與目標之合理關聯性（操作比例原則），似乎只是在確保電

力能用於國內。 

相關論點整理如下表 3-3所示： 

 

表 3-3 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 OPCOM及獨立電業管制機關 ANRE 之濫用

獨占地位申訴雙方爭訟論點 

 ANRE 歐盟法院 Hidroelectrica 

起因 

國內法規定，電力市

場的唯一交易平台

為 OPCOMSA《電

力和天然氣法》

23-1,28（c） 

當 地 法 院 認 為

TFEU 第 35 條需要

解釋，故提交至歐盟

法庭 

限制能源分銷管道

並不合理，且構成某

種貿易自由阻礙 

（TFEU 35,36） 

法庭上

陳述理

由、意見 

2015/1222-5 允許國

家指定平台；不適用

TFEU 第 35 條 

2015/1222-5 之生效

時間點駁回、能源屬

TFEU 管轄範圍 

 

提出數據佐證該限

制並無對出口造成

影響 

從數據中只能看出

能源出口增加，與該

法並無一定關聯 

 

此限制原意為保護

國家能源安全供應 

歐盟各國間之貿易

應先保障，系爭措施

亦超出確保電力供

應所必要範圍 

 

 比例原則適用、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法院最終裁定認為：TFEU 第 35 條和第 36 條效力被解釋為等同國內

法之效力，而適用該法條的國家必須詮釋並應用，系爭措施如要求國家電

力生產商在由指定國家電力的唯一營業平台上出售所有可用電力，其效果

等同於限制該產品出口數量，而亦無法證明該措施對能源供應安全相關的

影響足以威脅公共安全，因此該立法所採取的限制手段與所追求的目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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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乎比例原則。 

（二） 歐盟競爭執委會針對濫用獨占地位：2021 年三月針對 EPEX 之調

查案件 

歐盟從今年三月底開始，啟動正式調查程序，調查 EPEX 現貨交易所

是否有濫用獨占地位。51其調查之對象係針對該交易所在至少六個會員國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52之

「日內市場電力促進服務（electricity intraday trading facilitation services）」

53，是否有有濫用獨占地位而限制競爭之狀況。日內市場，在此指電力買

賣雙方能夠在該交易實際注入電力網之最後幾小時，仍可交易之市場。而

歐盟競爭執委會擔憂，EPEX 可能讓競爭者之客戶無法順利取得完整流動

性的日內市場。54其最終影響將導致：1.拉高消費者電價、2.讓再生能源無

法以有成本效益之方式納入電力配比當中。55 

歐盟競爭執委會主席（European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 Margrethe 

 
51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ur by the 

power exchange EPEX Spot,March 3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

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 ; The EU Commission opens a 

formal investigation to assess whether a power exchange company abus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EPEX Spot), 30 MARCH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

-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52 CPI, EPEX SPOT Faces EU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March 30, 2021,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EPEX-spot-faces-eu-antitrust-investigation/ 
53LAW360, EU Probes Electricity Trading Platform Over Antitrust Issues, 30 March 2021, 

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1370152/eu-probes-electricity-trading-platform-over-antitrust-

issues 
54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ur by the 

power exchange EPEX Spot,March 3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

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The EU Commission opens a 

formal investigation to assess whether a power exchange company abus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EPEX Spot), 30 MARCH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

-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55 CPI, EPEX SPOT Faces EU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March 30, 2021,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EPEX-spot-faces-eu-antitrust-investigation/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author/nancy-2/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
https://europeansting.com/2021/03/30/antitrust-commission-opens-investigation-into-possible-anticompetitive-behaviour-by-the-power-exchange-epex-spot/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march-2021/the-eu-commission-opens-a-formal-investigation-to-assess-whether-a-power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author/nanc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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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ger）特別強調：「確保不同電力交易所間，及不同競爭者間之健康的

競爭，將對於創造能源定價及投資指標有重要性意義，也可確保再生能源

科技能夠成本有效地整合到電力配比當中（“Preserving healthy competition 

between power exchanges and between traders contributes to accurate price and 

investment signals for new sources of energy, which are central for the 

cost-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technologies in the electricity mix,”）」 

EPEX SPOT 公司強調其會盡力配合調查並與歐盟競爭執委會進行有

建設性的對話；若真的有違法疑慮，則該公司會遭受最高其年營業額百分

之十的裁罰。56 

七、歐盟國家層級之競爭法議題案例 

（一） 德國 

E-on 在二零零八年被控告其故意採取發電資源持留（withdrawal of 

capacity,  withdrawal generation），不賣入 eex 電力交易所之方式，導致價

格上揚，而獲取不當利益。57對此，德國聯邦卡特爾局（Bundeskartellamt）

在 2009 年初介入調查58，特別是德國 EEX 電力交易所是否有發生所謂

RWE, Vattenfall, E.ON, and EnBW 之操弄市場價格，導致價格居高不下。59 

該官方部門調查報告於 2011 年發布（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January 2011））60其調查結果，其主要針對是否有發

 
56 CPI, EPEX SPOT Faces EU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March 30, 2021,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EPEX-spot-faces-eu-antitrust-investigation/ 
57 Céline Gauer, EU Competition law and Energy: Recent cases and issues, 18 March 2011,  

https://antitrustlair.files.wordpress.com/2011/03/2011-03-18-eu-competition-law-and-energy-cg

auer-jhratliff.pdf  
58 Regarding the gas market: ‘Bundeskartellamt fu¨hrt Sektorenuntersuchung im Gasmarkt 

durch’ energate online (20 February 2009) accessed 8 October 2009; regarding the electricity 

market: Michael Gassmann, ‘Angriff auf Stromkonzerne’ 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Du s̈seldorf, 16 April 2009) 
59 Ulrich Scholz and Stephan Purps, The Application of EC Competition Law in the Energy 

Sector,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 Practice, 2010, Vol. 1, No. 1, at p.44. 
60  Bundeskartellamt, Sector Inquiry into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January 2011,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html;jsessionid=46F4FC57382FDD07DBC25747BD30F543.2_cid387?nn=4143316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html;jsessionid=46F4FC57382FDD07DBC25747BD30F543.2_cid387?nn=4143316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author/nancy-2/
https://antitrustlair.files.wordpress.com/2011/03/2011-03-18-eu-competition-law-and-energy-cgauer-jhratliff.pdf
https://antitrustlair.files.wordpress.com/2011/03/2011-03-18-eu-competition-law-and-energy-cgauer-jhratliff.pdf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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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濫用容量持留（abusive withholding of capacity）之狀態做調查。其實在

德國卡特爾署調查之前，歐盟也有正在對德國主要電力公司 EON、RWE、

Vattenfall 公司正在調查，但最後僅有 EON在 2008年因懷疑有容量持留之

狀況，而向歐盟承諾，其將拋售 5000MW容量的發電機組，已解決該爭議。

但歐盟對另外兩家公司的調查，最終調查結束後，並未要求這兩家公司做

出任何承諾。 

德國卡特爾署在此報告中，主要是蒐集來自 2007-2008 年約八十家企

業超過 25MW以上發電機組的資訊，來分析是否有相關的問題。其調查後，

發現，即便目前四大電力公司掌握了 80％的第一次電力銷售市場，但依據

相關證據，並無法證明「發電容量存有持留之現象（it cannot be proved that 

generation capacity was withheld to any significant extent）」其也進一步表

示：「是否發生濫用物理持留之狀況，是非常難證明的 abusive practices of 

this kind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rove.」61 這都需要相當多額外的資訊。而

且在實際電力交易市場運作上，公司通常不是透過某一特定機組提供電

力，而是通常是透過一池的發電機組提供最佳化的組合，這也讓在認定濫

用容量持留上，產生了重大困難。 

不過即便如此，該調查報告最後也提供了三點建議：62 

1、 更有效的濫用的事前控制（More effective abuse control）：必須透過市

場透明度系統（Markttransparenzstelle）之設置63，可提供充分之資訊，

讓競爭主管機關可以即時迅速發現問題，並裁罰。另外，如前所述，

 
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pdf?__blob=publicatio

nFile&v=2  
61 Peter Willis, 2013,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

dominance0213 
62 Sector Inquiry into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Wholesale Markets, at 20-21.  
63 Market Transparency Unitfor the wholesale of electricity and gas,  

https://www.markttransparenzstelle.de/cln_121/DE/Home/start.html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Sector%20Inquiries/Sector%20Inquiry%20Electricity%20Generation%20and%20Wholesale%20Markets.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https://www.twobirds.com/en/our-lawyers/p/peter-willis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https://www.markttransparenzstelle.de/cln_121/DE/Home/sta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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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頒佈之市場整合與透明性的管制（Regulation on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REMIT））對於事前管制容量持留等現象，

也可以有所幫助。 

2、 改善市場結構：(1)簡化設立傳統電廠的行政流程，讓更多電廠可以加

入；(2)鬆綁採購法之束縛，讓更多地方公營的電力公司可以加入提供

超越地方政府區域範圍的電力服務；(3)發展備用容量契約 reserve 

power agreements，讓小型發電廠也都可以加入；(4)介入有反競爭行為

的合約，如 Rwe跟 Evonik 公司之間簽署有反競爭疑慮之成本回收條款

（reimbursement clauses for capital services），也在政府介入後，他們決

定終止合約，並讓 Evonik 公司的發電可賣給第三方。這也強化了市場

的流動性。 

3、 受饋網電價機制保障的再生能源，應跟市場更加整合。由於再生能源

強制保證收購義務，也導致負面的議題，特別是，其可不管當時市場

之需求及價格指標而注入電網。故如何讓這樣的電力，能夠跟既有電

力市場整合也是重要課題。 

（二） 比利時 2013年：「持留」濫用獨占地位 

比利時競爭主管機關指謫比利時電力公司 Electrabel 濫用獨占地位。該

公司長年（在 2007 年到 2010 年之間）在比利時的發電、批發售電市場進

行發電持留（withholding generation capacity）並在比利時電力交易所 belpex

上，提供超高價的採購費率（submitting purchase orders at very high prices on 

Belpex），或在 2003-2007 年間，進行虛假交易或雙重使用提供給電網經營

者之「三次調頻備用」（tertiary reserve services）以平衡其系統。該報告高

達六百多頁。64 

 
64 Peter Willis, 2013,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

dominance0213 

https://www.twobirds.com/en/our-lawyers/p/peter-willis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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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係來自於 2009年 5月由比利時電力管制機關 CREG，所做之調

查報告，該報告發現多次「異常高價格之狀況」（最高可達 €2,500/MWh, 相

較於該地區平均價格之 €50/MWh）這些高價格，很有可能跟容量持留

capacity withholding，與人為操弄的高投標價格（the submission of bids at 

artificially high prices）有關。電力管制機關將這樣的報告繳交給競爭主管

機關，並共同合作進行調查。 

本案在處理容量持留議題上，可說具有指標性意義。本案可能是歐洲

地一起針對該行為之調查報告。雖然過去曾有前述德國卡特爾署處理

2009-2011年之容量持留的議題，但該報告指出並無證據可顯示該問題之存

在。同樣地，在英國於 2007-2008年電氣獨立管制機關 Ofgem 也介入調查，

控告蘇格蘭的發電商似乎有基於非經濟因素去調度或者持留發電機組，以

致於他們可以在平衡機制上，索取超高額費用。但最終仍做出，這或許跟

發電業者行為有關，但似乎並不違反競爭法。雖然近期丹麥、捷克、義大

利競爭主管機關均有調查批發電力市場違反競爭法之議題。但近期似乎只

有 EON在被歐盟調查後，決定承諾拆分其發電機組，作為其回應。 

很多調查議題都圍繞在技術上相當複雜的輔助服務及 tertiary reserves

（係指發電備轉，可供電網經營者經過短於十五分鐘的通知後啟用，以解

決系統不平衡的問題（the generation reserves that the grid operator can call 

upon at short notice（within 15 minutes） to resolve system imbalances.）法國

競爭主管機關也曾調查三次調頻備用（tertiary reserve services）之議題；而

義大利競爭主管機關也曾調查拿坡里地區之電壓支持（voltage support）的

提供。從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角度，似乎均希望將相關產品市場做較為狹

窄的認定。（如，限縮到個別輔助服務產品的類型）也因此，在這些案件中，

毋寧如何找到技術性非常高的輔助服務與競爭法之關連性，係如何順利處

理這些案件較大的重點。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在涉及持留的議題，事前管制還是扮演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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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如，歐盟電力市場的管制（EU Regulation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REMIT）65會處理大部分的持留議題，這樣的管

制，也可以避免透過競爭法處理此一議題需要較為複雜的程序或論證有濫

用獨占地位的問題，故比較容易及早介入處理。特別是容量持留在 REMIT

規範下，就是特別處理的議題。故競爭法在此議題上，就扮演比較次要的

角色。66 

於 2014 年七月十八日，歐盟競爭主管機關（the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決定對比利時最大電力公司 Electrabel 裁罰高達二百萬歐元的

罰緩67，由於其在 2007-2010的第一季，濫用獨占地位。比利時競爭主管機

關認為，該公司違反比利時競爭法第三條之規定及歐盟 d Article 102 

TFEU，透過在批發電力市場及比利時電力交易所（Belpex DAM 

exchange），採取持留容量，並每千度電超額獲利達 60 euros/MWh。68 

然而 Electrabel 公司持續主張，產品市場的定義且並未濫用獨占地位，

但該論點並未被比利時競爭主管機關所接受。實際上，如前報告指出，比

利時獨立電力管制機關（Belgian Regulator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BREG”）

之調查報告，也指出該公司人為操弄比利時電力交易所之價格，構成濫用

其獨占地位。不過，比利時競爭主管機關並未認為該公司有過渡保留電力

 
65 Regulation (EU) No 1227/201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1 on wholesale energy market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326, 8.12.2011, p. 1–16 (BG, ES, CS, DA, DE, ET, EL, EN, FR, GA, IT, LV, LT, HU, MT, 

NL, PL, PT, RO, SK, SL, FI, SV) 

Special edition in Croatian: Chapter 12 Volume 004 P. 93 - 10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11R1227 
66 Peter Willis, 2013, 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 prosecutor accuses Electrabel of abuse of 

dominance ,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

dominance0213 
67 依據比利時經濟法（article IV.70, §1 of the Belgian Code of Economic law）及相關計算罰

則之行政命令（the guideline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fines of 19 December 2011）之規定，考

量該公司違反期間之營收獲利約五百萬歐元內。 
68 Case CONC-I/O-09-0015 

https://www.twobirds.com/en/our-lawyers/p/peter-willis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https://www.twobirds.com/en/news/articles/2013/belgian-competition-accuses-electrabel-abuse-dominance0213
http://stibbe.m17.mailplus.nl/nct1313381/wNPzriWJiYYNkI2/Jbvj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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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轉容量（kept excessive electricity reserves）之狀況，且在當時，這樣的行

為是否是反競爭行為；另外，該公司似乎並沒有透過這樣的方式，恣意造

成電價上漲。 

（三） 2019 Ofgem 對 EPEX的調查:濫用獨占地位 

英國電氣獨立管制機關 Ofgem 依據競爭法，69針對 EPEX 現貨市場是

否有濫用獨占地位進行調查，主要涉及英國、（北）愛爾蘭間的跨國日間電

力交易平台及相關服務的議題70。原本 2018 年十月引進之 iSEM go-live，

原本係提供給 nord pool 及 EPEX兩家公司71，但到 2019 年調查之前為止，

目前僅有 EPEX 可以參與，而排除了 Nord Pool 的參與。最終，EPEX同意

採取必要措施，設立另一個電力交易平台，並允許讓 nord pool 參與競標，

並設定讓前述 go-live之平台能夠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前上線。 最後，EPEX

也將對於公司內部進行競爭法的訓練講習（competition law training）。72 而

ofgem 之所以可以接受 EPEX這些措施，係依據 1998年競爭法第二十五條

之規定，若系爭公司之「承諾」可有效抒解競爭之疑慮，其有權接受並關

閉調查。73、74 

 
69 Ofgem consults on EPEX’s commitments following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 2nd May 

2019,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

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70 Paul Gilbert and John Messent, The Dominance and Monopolies Review: United Kingdom, 

11 August 2020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dominance-and-monopolies-review/united-kingdom 
71 Ofgem consults on EPEX’s commitments following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 2nd May 

2019,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

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72 Reuters, UK energy market regulator to consider closing inquiry into EPEX, 09/12/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EPEX-idUSL5N22E1PU  
73 UK energy market regulator to consider closing inquiry into EPEX, MAY 2,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EPEX-idUKKCN1S80ER  
74 Priyanka Shrestha , Ofgem considers closing investigation into power exchange firm EPEX 

The company ha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steps that will avoid distorting competition, 2 

May 2019,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2019/05/02/ofgem-considers-closing-investigation-into-powe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https://thelawreviews.co.uk/authors/Paul_Gilbert
https://thelawreviews.co.uk/authors/John_Messent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dominance-and-monopolies-review/united-kingdom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https://www.ofgem.gov.uk/publications-and-updates/ofgem-consults-epex-s-commitments-following-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itain-epex-idUSL5N22E1PU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epex-idUKKCN1S80ER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author/priyanka-shrestha/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author/priyanka-shrestha/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author/priyanka-shrestha/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2019/05/02/ofgem-considers-closing-investigation-into-power-exchange-firm-epex/?__cf_chl_jschl_tk__=bdf9bd2857dbc517b950d4470e4a53124bd98e0f-1622774452-0-AWP5KVkyn4XtwPI9-JxcG1eGOuv5Jlp_RqyNiqr913LmyzN-A3fL5bG-qgwJ7xjC8jdQ3ejF4F8IGLFWT8zJMaSKroDMqS7297Af1JXdbgHPeO2hVrkLjVysPc6pnXBm8Zhm_wDU0q6DzFYTEW2A3QMHrRFdptkwM-LiPB8C740qML4sm9YOlFlM6SDmGAq94LUIN9v_RVXlOVpbtSluUi5-hZ0YMr6aeDM1yLILs0u4HiExj8hizHz_3NDu1Vae4sGdM9KFGNn7W5-Opgaj4mLs8kLTFX0NBetp2PNOykkWLEKZSRoFuXLmW-H0i3mAAsyIU-Gew-B13CvhgaY4jR4-gprNnn-FNeFNrZa2fXMVHqVrAMNr-2c4mVQHyeILv1M8vsm1YFgOahOS__xEHRJRxpeQJ9Hwwd9fmavBnpWq8cPin1e4Lkovu7XkSEp4GpfV-Q5ydxM4Kj6rxp4gGGfza5-bA6mik_0fPisj2Ds0ToRIkBWCSun_WvMiuEArj7IjVZIKMuyk5J1kB8kzvd24iLBfAoVJsfooVPnPVcz43aGzq2WTn2WFVDQKThx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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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力與電力市場的設計：電網壅塞時的策略性競標案例 

2007年十月英國的競爭主管機關OFGEM發現蘇格蘭發電業者在實時

市場（real time balancing market）炒作輸電壅塞以增加輸電壅塞費用，而

且在蘇格蘭/英格蘭邊界電網壅塞時，其在蘇格蘭送往英格蘭的電力報價遠

較在英格蘭本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低，而當電力從英格蘭送往蘇格蘭的

方向時，其電力報價遠較在英格蘭本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高，此種報價

行為是典型的持留居奇（withholding）寫照，然而此案最終結論是：調查

發現的蘇格蘭發電商炒作行為並無違反該國之公平競爭交易法。然而，有

趣的是，OFGEM 也從此案開始擴充其權力，使其爾後可以對類似的炒作

行為頒發禁止令。（Ofgem, 2009, Addressing Market Power Concerns in the 

Electricity Wholesale Sector-Initial Policy Proposals.） 

（五） 電力市場優勢地位廠商市場力的濫用案例 

2005年義大利的競爭主管機關對其綜合電業 Enel S.P.A （擁有當時義

大利最大的發電業與售電業）舉辦聽證會確認了其在現貨電力市場（日前

市場）的競標行為濫用了市場力，義大利的現貨電力市場採用類似 PJM 市

場節點訂價的方式來計算發電業者的區域邊際價格（LMP），但在需求側則

全國採用以各區域交易量加權平均的單一價格（uniform national price）。作

為義大利的全國優勢地位發電業，Enel 公司被競爭主管機關發現其競標行

為有違反公平交易之情事，因為 Enel 的競標策略是在其擁有最大市占率的

區域（而其競爭對手在該區域沒有任何發電機組）故意抬高市場價格，因

 
r-exchange-firm-EPEX/?__cf_chl_jschl_tk__=bdf9bd2857dbc517b950d4470e4a53124bd98e0f-

1622774452-0-AWP5KVkyn4XtwPI9-JxcG1eGOuv5Jlp_RqyNiqr913LmyzN-A3fL5bG-qgwJ7

xjC8jdQ3ejF4F8IGLFWT8zJMaSKroDMqS7297Af1JXdbgHPeO2hVrkLjVysPc6pnXBm8Zhm

_wDU0q6DzFYTEW2A3QMHrRFdptkwM-LiPB8C740qML4sm9YOlFlM6SDmGAq94LUIN

9v_RVXlOVpbtSluUi5-hZ0YMr6aeDM1yLILs0u4HiExj8hizHz_3NDu1Vae4sGdM9KFGNn7

W5-Opgaj4mLs8kLTFX0NBetp2PNOykkWLEKZSRoFuXLmW-H0i3mAAsyIU-Gew-B13Cv

hgaY4jR4-gprNnn-FNeFNrZa2fXMVHqVrAMNr-2c4mVQHyeILv1M8vsm1YFgOahOS__xE

HRJRxpeQJ9Hwwd9fmavBnpWq8cPin1e4Lkovu7XkSEp4GpfV-Q5ydxM4Kj6rxp4gGGfza5-b

A6mik_0fPisj2Ds0ToRIkBWCSun_WvMiuEArj7IjVZIKMuyk5J1kB8kzvd24iLBfAoVJsfooV

PnPVcz43aGzq2WTn2WFVDQKThx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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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2019/05/02/ofgem-considers-closing-investigation-into-power-exchange-firm-epex/?__cf_chl_jschl_tk__=bdf9bd2857dbc517b950d4470e4a53124bd98e0f-1622774452-0-AWP5KVkyn4XtwPI9-JxcG1eGOuv5Jlp_RqyNiqr913LmyzN-A3fL5bG-qgwJ7xjC8jdQ3ejF4F8IGLFWT8zJMaSKroDMqS7297Af1JXdbgHPeO2hVrkLjVysPc6pnXBm8Zhm_wDU0q6DzFYTEW2A3QMHrRFdptkwM-LiPB8C740qML4sm9YOlFlM6SDmGAq94LUIN9v_RVXlOVpbtSluUi5-hZ0YMr6aeDM1yLILs0u4HiExj8hizHz_3NDu1Vae4sGdM9KFGNn7W5-Opgaj4mLs8kLTFX0NBetp2PNOykkWLEKZSRoFuXLmW-H0i3mAAsyIU-Gew-B13CvhgaY4jR4-gprNnn-FNeFNrZa2fXMVHqVrAMNr-2c4mVQHyeILv1M8vsm1YFgOahOS__xEHRJRxpeQJ9Hwwd9fmavBnpWq8cPin1e4Lkovu7XkSEp4GpfV-Q5ydxM4Kj6rxp4gGGfza5-bA6mik_0fPisj2Ds0ToRIkBWCSun_WvMiuEArj7IjVZIKMuyk5J1kB8kzvd24iLBfAoVJsfooVPnPVcz43aGzq2WTn2WFVDQKThx2ZA
https://www.energylivenews.com/2019/05/02/ofgem-considers-closing-investigation-into-power-exchange-firm-epex/?__cf_chl_jschl_tk__=bdf9bd2857dbc517b950d4470e4a53124bd98e0f-1622774452-0-AWP5KVkyn4XtwPI9-JxcG1eGOuv5Jlp_RqyNiqr913LmyzN-A3fL5bG-qgwJ7xjC8jdQ3ejF4F8IGLFWT8zJMaSKroDMqS7297Af1JXdbgHPeO2hVrkLjVysPc6pnXBm8Zhm_wDU0q6DzFYTEW2A3QMHrRFdptkwM-LiPB8C740qML4sm9YOlFlM6SDmGAq94LUIN9v_RVXlOVpbtSluUi5-hZ0YMr6aeDM1yLILs0u4HiExj8hizHz_3NDu1Vae4sGdM9KFGNn7W5-Opgaj4mLs8kLTFX0NBetp2PNOykkWLEKZSRoFuXLmW-H0i3mAAsyIU-Gew-B13CvhgaY4jR4-gprNnn-FNeFNrZa2fXMVHqVrAMNr-2c4mVQHyeILv1M8vsm1YFgOahOS__xEHRJRxpeQJ9Hwwd9fmavBnpWq8cPin1e4Lkovu7XkSEp4GpfV-Q5ydxM4Kj6rxp4gGGfza5-bA6mik_0fPisj2Ds0ToRIkBWCSun_WvMiuEArj7IjVZIKMuyk5J1kB8kzvd24iLBfAoVJsfooVPnPVcz43aGzq2WTn2WFVDQKThx2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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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使得對手在別的區域必須付出高昂的零售電價與輸電壅塞費用，如此利

用市場的訂價規則可有效降低打擊對手的獲利。此案最終以和解告終，條

件是Enel公司承諾提供受管制的固定數量的期貨長約電力給其市占率最大

的所有區域。 

（六） 輸配電業優勢地位的濫用案例 

具有壟斷地位的輸配電業，其調度中心的獨立與中立性是電業自由化

必要條件與基石，因為其不但掌管了電力資源的上網權、調度權、分配權、

輸電權和電網系統的擴建維修與發展權以及可能包括電力市場的控管權和

可能的輔助服務單一買方採購權。如果這些權力遭到濫用對特定電力資源

產生不合理之歧視，將會嚴重阻礙市場的公平競爭與發展。因此世界各國

都要求輸配電業要做到某種程度具體的拆分解捆（unbundling）包括輸電公

司本身的輸電資產、電力系統的調度運作以及市場的管控，這三大功能必

須具體分離，而「廠、網」或「售電業與電網」也必須分離，以避免瓜田

李下球員兼裁判之譏，而分離的情況也受到利害關係人代表和管制者的確

實稽核。2008 年歐盟曾對德國 E.ON AG 綜合電業沒能確實執行「廠網分

離」，提出糾正，糾正的原因是 E.ON AG綜合電業利用其調度中心的優勢

地位在輔助服務市場與實時市場上，優先偏愛挑選自己擁有的或和自己有

利益相關的發電機組，並阻礙其它會員國電力資源的參與。此案最終以和

解收場（ Case COMP/39.389-German Electricity Balancing Market, 26 

November 2011），條件是 E.ON AG 綜合電業接受了歐盟委員會的分拆指

令，將其高壓輸電網路（380/220kV）及其系統運作權拆解全部售出（di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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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及行為面競爭規範議

題分析 

第一節  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與電力商品的

定義範圍 

一、我國市場界定的原則與方法 

（一）市場界定之原則 

依公平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75，有關市場界定之基本原則

為「需求替代」，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公平會會從「產

品市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

間因素」對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至於相關市場、需求替代、供給替代、

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之定義如下： 

1、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2、需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

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3、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

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4、產品市場：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

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5、地理市場：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

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75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104.3.6.公資字第 104216002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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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市場界定時之考量因素包括： 

1、產品價格變化。 

2、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3、產品間曾經出現替代關係之情形。 

4、交易相對人在不同產品間之轉換成本大小。 

5、產品價格調整時，交易相對人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程度。 

6、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間替代關係之看法。 

7、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 

8、其他與產品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 

 

在地理市場界定之考量因素包括：  

1、不同區域間產品價格變化及運輸成本大小。 

2、產品特性及其用途。 

3、交易相對人在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易成本大小。 

4、交易相對人對產品獲取之便利性。 

5、交易相對人在產品價格調整時，選擇至不同區域購買之情況。 

6、交易相對人及競爭事業對於產品區域間替代關係之看法。 

7、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 

8、其他與地理市場界定相關之事證。 

 

（二）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 

商品或服務之間的需求替代與供给替代性乃是市場界定的原則，一般

實證上可運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

法來界定相關市場，茲說明各方法如下： 

 
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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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 

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

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

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理市場。至於彼此間之替

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判斷。 

2、交叉彈性檢測法 

交叉彈性指一產品價格變動率影響另一產品數量變動率的比率值。產

品本身及其替代品間或地理區域間的交叉彈性可用以測度該二項產品或地

理區域間的替代關係，並予以界定相關市場。 

3、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歐盟又稱 SSNIP 檢測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是指假設市場上有一獨占者，檢測該假設性

獨占者在進行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前後之利潤變化情形；當價

格調漲使該假設性獨占者利潤減少，則表示原先界定之相關市場太小，而

須將其他具替代性之產品或地理區域納入，再重複進行檢測，直到價格調

漲而該假設性獨占者不減少利潤為止，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 

 

檢視廠商間是否存在競爭關係是探討廠商行為是否具有限制競爭效果

的關鍵，在公平會 2013年處分 9家民營電廠聯合行為相關一案76中，民營

電廠在長期購售電合約中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更一直是主要的爭點。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發電端單一買方市場以長期合約（25年期）買賣，廠

商間不具有任何競爭與替代關係，且市場範圍僅限發電廠至廠址責任分界

 
7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新聞稿（109 年 5 月 13 日）編號：109-017：原告新桃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等 9 家公司與被告公平交易委員會間公平交易法事件（107 年度訴更二字第 99、100、

101、109、110、111、112、115、116 號）審理結果判決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要旨：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之規定及命原告立即

停止該違法行為部分均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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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計量電表處而已，所以九家民營電廠根本無法彼此替代，因而判決廠

商勝訴。然而陳嘉雯（2019）研究結果77發現，和平電廠無法供電的事件，

會造成其他民營燃氣電廠每小時被台電公司多調度了約 350MWh的電力，

且在合約的非保證時段，和平電廠與其他民營燃氣電廠的移轉率約為

0.45。研究結果拒絕民營電廠間完全不具任何競爭關係的假說。該文指出

在反托拉斯經濟學的文獻中，為了方便理解，經常利用產品之間的移轉率

（diversion ratio）來衡量產品之間的需求替代性。計算移轉率通常有兩種

方式。第一種是計算當 A產品價格提升一定百分比下，由 A產品流失的銷

售量，流入 B 產品的比例，並定義該比例為移轉率。第二種方式則是計算

在移除 A產品後，原本買 A產品的消費者轉為購買 B 產品的比例。由於移

轉率的概念簡單直接且具有文獻的基礎，在美國 2010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也使用移轉率作為競爭主管機關衡量市場界定以及結合效果的工具。 

該文認為我國 IPP 業者聯合行為一案，在傳統的競爭法經濟分析上，

對於競爭關係及競爭效果的確認，一般首先透過市場界定方法劃定競爭市

場，計算市場內廠商之市場力量，再分析違法行為樣態的市場競爭傷害。

這樣的研究架構在實務執行上面對許多挑戰與困境，特別是當價格缺乏變

動時更顯困難。故近來許多政策執行者均重新思考是否應以市場界定作為

確定競爭關係的第一步，並建議直接進行競爭傷害分析，再回頭檢視相關

市場應如何界定。因此，作者建議可透過分析產品的替代性，直接確認廠

商間的競爭關係，研究結果可以作為未來政策執行者在處理其他案件面對

類似困境時的參考。 

綜上所述，市場界定是指事業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商品或服務進行競

爭的商品範圍和地理範圍。市場界定三原則：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與

考量時間因素。反優勢廠商濫用市場力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可競爭性企業

 
77 陳嘉雯（2019）"民營電廠在長期合約中的競爭關係：以台灣和平電廠輸電塔倒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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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防止市場力量的過度集中，保護自由公正的競爭機制，促進市場

經濟的健全發展。市場的自由公平競爭機制是競爭性企業和消費者利益得

到保障的必要條件，維護可競爭性的市場也是保護消費者的必要條件。因

此市場界定應當遵循這一競爭性關係維護的基本原則，而競爭關係的存在

與否也就表現在產品的需求替代、供給替代與可發生替代關係時間的尺度

上。如何維護競爭關係、提升經濟效率、保護消費者福祉也應該是主管機

關相關市場界定時考量的重要因素。 

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可以根據市場中事業特定的行為進行分析，也可

以對產品供應的結構變化進行分析，具體的方法有需求替代分析法、供給

替代分析法、交叉彈性分析法和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等。產品的替代性是

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特性的、能夠滿足相同或相似需求的產品或服務。同一

相關市場的產品應當在功能或特性上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相似性的產品其

生產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調整，而不致於明顯增加成本，只要其銷售無特

別困難，廠商都能在不同品質的商品下進行競爭，在此情形下，不同品質

的商品也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而交叉彈性分析法則是美國與歐盟常使

用的一種方法，亦即兩種商品間具有交叉彈性，當一種商品價格上升，導

致其需求下降，同時對另一種產品的需求就會增加，從而引起另一種產品

的價格上漲，也就是說購買者因價格上漲，就從一種產品轉向另一種產品，

那麼這兩種產品之間存在著相互替代性，而這些產品就屬於同一相關產品

市場。如果兩種產品之間並無交叉彈性，這兩種產品就不屬於同一相關產

品市場。任何競爭行為均發生在一定的市場範圍內，界定相關市場就是劃

清事業競爭的市場範圍。總而言之，相關市場的界定，是探討禁止經營者

達成壟斷協議、濫用市場力、控制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

集中或結合等行為的前提。 

 
為例", 經濟論文叢刊, 已被接受尚未刊登。 



83 

二、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 

以下基於國內電力政策之特殊性，分別分析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

相關市場與電力商品的定義範圍（梁啟源等，2020）。 

電力市場的特徵在於界定產品市場的時間維度，不同於一般傳統商品

市場在生產後與消費行為之間因有可儲存性，而可保有相當的時間長度差

距，而電力則是必須發電及消費行為近乎同步（因為電力的傳輸近乎光速

且電網上不可儲存電力而物理上也必需實時平衡），參考 WTO在界定商品

及服務時，能源供應較類似服務的特性。市場服務範圍在經濟學中通常指

包括產品的生產、運輸、分配與交易的全部過程，就電力而言則指電能的

發、輸、配、售，且依公平會之「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係從產品市

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參考國外界定電業相關市場的經

驗，歐盟競爭執委會競爭總署（Competition General）將電力市場依功能別

加以區分時，可劃分為發電、輸配電和售電等部門，但是歐盟競爭執委會

在界定電力產品市場時，並未針對不同的發電方式進行產品市場的區隔。

理由在於，歐盟電力市場中的主要參與者為各成員國的綜合電業，這類業

者本身多同時掌握多種不同的發電方式，同時，從電業自由化的目的觀察，

無論何種發電方式，在併入電網後，就物理上無從區隔，對消費者而言，

無論何種發電方式，同為「電能產品」，彼此之間具有完全的「需求替代性」，

亦即國際電力市場非以發電方式作為市場區隔的判斷標準，而是以交易電

力的市場為核心，市場劃分係涵蓋批發市場、零售市場，以及輸電系統安

全操作為單一買方的輔助服務市場。 

另就國內之發、輸、配、售等部門而言，依據電業法第 2條之定義，「電

業」係指依電業法核准之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其次，電業法第 5

條明訂，輸配電業應為國營且以一家為限，亦於電業法第 6條規定，「輸配

電業不得兼營發電業或售電業，且與發電業及售電業不得交叉持股。但經

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輸配電業得兼營公用售電業。輸配電業兼營電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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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其他事業，應以不影響其業務經營及不妨害公平競爭，並經電業管制

機關核准者為限」。另於第 8 條中載明「輸配電業應負責執行電力調度業

務，於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下，應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因此在我

國電力市場中，輸配電業因其具備規模經濟之市場特性，自然形成獨占性

質，且因輸配電業負有電力調度之責，電力調度之公平交易機制應考量公

平性、公正性、中立性等相關原則。 

在售電端，依電業法第 2 條指出，售電業包含公用售電業及再生能源

售電業。其中，「公用售電業」指購買電能，以銷售予用戶之公用事業；「再

生能源售電業」則指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之電能，以銷售予用戶之

非公用事業，且售電業（含公用售電業和再生能源售電業）不得設置主要

發電設備，惟依電業法第 10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所生產或購

售之電能需用電力網輸送者，得請求輸配電業調度，並按其調度總量繳交

電力調度費。 

基於電力本身無法有效大量儲存的特性，會透過適當的市場機制設計

以因應市場價格劇烈波動的情況。以發電市場為例，依電力交易合約的類

型、時間和標的之不同，可分為電力現貨市場（含日前市場、日內市場、

實時市場）、電力期貨市場（含各種遠期契約市場）、容量市場與輔助服務

市場等，讓參與者在各市場中相互競爭和交易。以電能市場為例，各種電

力現貨與期貨市場均共用相同的電網且彼此間可相互調節（arbitrage），使

各電能市場彼此間的流動性高和替代性強，因此在不同時間架構下仍可視

為是同一市場，然而當在不同時間因素下如尖峰與離峰時段市場的供需發

生顯著變異，使得有些時段供給替代性與需求替代性受阻時，那麼不同時

段便會形成時間區隔的不同市場，例如美國 FERC 就曾經為了檢測市場力

而將一年分為十個時間區段來界定是否有形成不同之產品市場。至於容量

市場乃義務性的衍生性金融期貨市場，與電能市場無法替代故應屬不同之

市場，而輔助服務市場雖同為實體電力的產消，但與電能市場間替代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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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亦可視為不同之市場。參考北美賓澤馬 PJM（Pennsylvania-New 

Jersey-Maryland Interconnection）地區電力市場之設計，則包含有容量市

場、日前市場、可靠性機組組合程序、實時市場、金融輸電權市場及日前/

即時之雙結算系統。然而，以國內現階段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劃架構對比北

美 PJM 電力市場，我國僅包含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即時不平衡市場和小

時前調整程序，制度相對簡陋且電業僅參與電能日前市場，未如同國外電

業可參與期貨市場、日內市場、實時市場、輔助服務、容量市場、輸電權

市場等，範圍存在侷限。 

其次，據公平法第 5 條「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且於第 8條中以市占率是否達一定程度作

為衡量獨占事業之標準，表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之界定為涉入和衡

量各項案件時之首要關鍵，亦為執行公平法之基石。回顧過往文獻，原則

上處於高度競爭之兩項商品即歸類為同一市場，而高度競爭可能來自於產

品特性或者地理區域之相近。我國公平會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中指出，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事項，即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

商品或服務之情形，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就市場界定分

析之分析方法學，美國於 1982年發布「横向合併指南」前，大抵上係採用

交叉彈性檢測法來界定兩商品是否屬於同一市場。惟此法存在些許限制，

包含假設其他情況不變，但實務上不易在符合此條件下取得所需數據，以

及數值之客觀性無一致標準，計算出數值大小並予以排序，但無明確標準

顯示哪些產品應歸屬相關市場、哪些應排除在外，與兩商品間的交叉彈性

數值可能不對稱。美國於 1982年發布之「橫向合併指南」中，則運用「假

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來進行相關市場界定，歐盟於 1997 年也採用此法，此

方法考量了需求替代和供給替代，且訂價制約力為重要立論基礎。 

公平會雖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中亦以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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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市場界定分析方法之一，然而，由於國內電力市場之特殊性，在電

業法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範下，公用售電業之售電價格與再生能源躉

購費率均有一定的公式加以設算與設定，電力供應端並無法於市場中任意

改變價格，在市場環境的特殊性下，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之理論基礎並不

適宜直接作為檢驗電力產品市場的方法、在運用上需特別留意，而係在界

定電力產品市場時須考量其屬性（功能、物理性）、法規以及是否具有物理

上及價格敏感度上具有相互替代之特性，且有實際特定的個案。 

現階段國內之電力交易市場主要包含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即時不平

衡市場和小時前調整程序，各參與者透過各種方式產出的四種電能商品具

備一定程度同質性。然輔助服務、備用容量與電能在目前規劃的架構下，

產品市場雖同為交易電力的市場，但在時間維度上和功能定義上之電能產

出能否相互替代，即為影響其於電力市場交易的時間區段、屬性和可能性，

則尚未有定論。本文綜合分析後認為所有電能在完備的市場設計架構下在

需求替代、供給替代以及時間維度上，皆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只要市場

流動性大，電能期貨與現貨又可高度替代轉換（長短約可互換對沖），因此

皆可視為同一產品市場。至於備用容量與輔助服務因其彼此間不具有替代

性，故應分別視為另外各自獨立的兩個市場，且與電能市場亦應不同。至

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市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

限，應可視為獨立特定產品的電能市場。 

此外，在地理市場範圍方面，據台電公司統計資料顯示，台電公司電

網遍及國內境域，同時再生能源發電業與民營電廠所生產之電能均售予台

電公司、饋入電網，雖然現階段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均集中於中部地區和

南部地區，特別是在未來再生能源規劃下，原先併網容量不足之彰化、雲

林及嘉義地區，可能引起對再生能源併網能力之疑慮，以致產生地域性影

響。且各種電力市場共用電網時，在同一電網系統下可視為同一市場，若

輸配電系統順暢而無壅塞時則電力網所及之處皆應視為同一電力市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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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電力系統遍及之處為範圍。而輸電容量限制

在電網壅塞時會影響電力市場的地理區域範圍，依 PJM 電力市場的區位邊

際訂價方式，當輸電系統發生壅塞時，電力系統兩區域節點（匯流排）之

間的電價即會產生顯著差異，輸電壅塞程度越大時節點上價格的差異也越

大，這表示兩節點間的供給與需求已呈現出不可完全替代，當輸電容量完

全壅塞時，則兩節點上的供給與需求彼此間根本無法替代，此時則應視為

兩個不同區域的地理市場，此並非時間市場概念，而是由於地理區域間電

力網路系統傳輸受阻，在空間上所產生的兩個不同地理市場範圍。至於壅

塞至何種程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主管機關視情況判定。因此批發

電力市場的地理市場範圍將隨每小時輸電壅塞程度而異，而這又取決於每

小時需求與供給的變動所加諸於電網的輸電系統熱容量限制。 

 

第二節  電力市場之市場力理論與實務分析 

一、電力市場之市場力理論分析 

（一）電力市場的市場力  

市場力（market power）是一種事業調節產品價格使其偏離競爭市場價

格水準而能持續獲利的能力。長期以來，『市場力』始終都是經濟學中引人

關注的議題，尤其在電力市場中更是佔據了最多的研究版面。而其要發揮

實際作用，無非是藉由(1)實現市場力；(2)改變價格與產量及(3)市場力造成

的社經衝擊，三個步驟來達成。第一步可以有很多表現形式，但經濟學定

義通常只考慮價格（第二步）和獲益（第三步）。 

儘管在自由市場中，管制機關設下了各式的制度希望能規範第一步

驟，但最後往往仍是掛一漏萬防不勝防，在電力市場的運行上更是如此。

其根本原因在於電力商品的三大特性使得電力市場面對市場力濫用時顯得

非常的脆弱，分析電力市場之市場力問題必須針對這此三大特性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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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謹記在心，才能區分電力商品市場與一般商品市場之差別： 

1、 電力必須以近光速地透過電網傳輸且需維持瞬間的實時供需平衡； 

2、 電力目前難以有效大量儲存； 

3、 目前電力短期價格需求彈性極小且趨近於零。 

電力市場上市場力的發揮，既使僅是短暫的、微幅的，但因為電力是

民生需求的海量必需品，任何形式不當的市場力濫用都有可能帶來相當巨

大的超額利潤及系統性風險，進而誘發廠商挺而走險，特別是當可競爭的

電力市場制度設計有明顯缺陷時更是如此。是故相關公平競爭管制機關的

適時介入干預就非常重要也是必須的。 

市場力的檢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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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獲利的能力。

電力批發市場由於三個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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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電力批發市場的供給方由於水

平切割的不完全，往往形成寡占局面進而容易導致市場力的濫用。下圖 4-1

說明市場力可能濫用的情況之經濟理論，由圖 4-1 所示優勢廠商若不濫用

其市場力，則電力會以市場競爭的均衡價格 PC定價，此時其邊際成本與剩

餘需求（扣除其它廠商的成交供給後）的交點決定市場均衡價格，但若濫

用市場力優勢廠商會隨意提高報價曲線，市場價格將會由 PC拉抬至 PB的

水準而獲得超額利潤，但同時也會因為銷售量減少（QC-QB）而有些許的

利潤損失，但總利潤仍大幅提升，也剝奪消費者剩餘。但由圖 4-2 所示，

同樣優勢廠商在剩餘需求曲線有彈性時（需求替代性高），其拉升價格獲利

能力就非常有限，甚至有時會因產量減少而產生總利潤下降為負的情況。

因此優勢廠商能否濫用市場力達到其獲利目的是取決於剩餘需求曲線的斜

率及彈性，剩餘需求曲線所代表的是市場總需求扣除其他競爭對手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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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後之剩餘淨需求，此曲線包含了競爭對手的競爭強度（供給替代性）

與用戶的需求彈性（需求替代性），因此競爭對手與顧客針對優勢廠商的行

為都有很強的替代性時，優勢廠商便無從執行其市場力。 

 

 

 

 

 

 

 

 

 

 
資料來源：Pippo Ranci and Guido Cervigni, 2013. 

圖 4-1 優勢廠商市場力濫用的能力與誘因 

 

 

 

 

 

 

 

 

 

 

資料來源：Pippo Ranci and Guido Cervigni, 2013. 

圖 4-2 優勢廠商市場力無法濫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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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市場力存在經常歸根究柢會顯示出係可歸因於電力市場「市場設

計」的架構缺陷。當關注這些問題時，對市場參與者應該有一些臨時性市

場行為規範約束，但最核心的問題是市場的可公平競爭性能否實現？與所

追求之目標能否帶來最大化的社會福祉（亦即消費者與生產者剩餘的最佳

化，不會產生無謂的社會損失）？而非市場供需參與者單方面的超額利潤。

如果發現市場規則不完善，就必須儘快修復，由世界各國電力市場自由化

發展史回顧，這往往需要花費相當冗長的時間才能達成，特別是在電力市

場監管制度不存在或不完善的國家，則更是曠月耗年（我國電力交易平台

的相關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 1年才需提交一次檢討報告），但如果發現市場

構造或結構的設計出了問題或有重大缺陷，則可能更需要花幾十年或一個

世代的時間才能來進行改變修正，這對社會與國家所造成的無謂損失將無

法估計，也會造成市場監管者必須花費很大的努力與時間來管制規範一個

結構設計不完整又有缺陷的電力市場（如我國過往的單一買方發電市場），

因此對於市場力的濫用，事前的防範遠遠比事後的監管來得更重要、且更

有成效。 

（二）電力市場供給側市場力 

    所謂廠商的壟斷力是要求更高價格的賣方的市場力，這一點恰好與要

求更低價格的買方市場力相反。因為市場力通常會將價格從其競爭市場的

供需平衡點移開，且一般電力市場中，通常數量有限的電力賣方要較眾多

的電力買方更容易操作市場力，其結果總是導致價格高於其可競爭水準。

實現壟斷力的常見而通俗方法是抑制其產品銷售量，通常以「商業或物理

持留（withholding）行為」78的囤積或居奇形式出現，這意味著將使電力購

 
78 商業持留行為指以人為方式提高價格，計算在市場出清價格時，機組理論上應有的產

出容量與實際容量之間的差距，以判斷機組是否被刻意保留發電容量之嫌疑。物理持留行

為則是刻意保留發電容量而不投入交易市場，監管機關將檢視廠商之臨時降載或停機行

為，以判斷其是否有謊報以操縱市場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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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者支付超出他們原本意願的費用。考慮一個最簡單的情況，如圖 4-3 所

示，假設其發電商只擁有幾個基載電廠，他故意關掉了其中一個電廠不參

與市場投標，從而抑制了總產量，將可使得市場邊際價格（system marginal 

price，SMP）大幅提高。 

 

 
資料來源：Pippo Ranci and Guido Cervigni, 2013. 

圖 4-3 持留與電力供需之關係 

 

這樣做的結果是使競爭性供給曲線向左減縮移動了與所抑制的Q產量

相等的一段距離，導致價格從 P*上升到 Pc。這個策略能否獲益取決於所抑

制的產量和市場中剩餘的發電量以及需求曲線的斜率（或需求彈性的高

低），使其得以獲益。如果需求曲線平坦而富有彈性（需求彈性與替代性

高），且其它供給競爭者也有競爭的供給替代能力時，那麼其獲利就非常有

限或得不償失，但不幸的是短期的電力市場中需求曲線是近乎無彈性的（幾

近於垂直橫座標軸），而殘餘的短期供給也是近乎無彈性的（電源開發通常

需耗時數年），所以潛在的具有顯著市場力之廠商（dominant producer）在

沒有監管或監管鬆弛的電力市場下，很容易誘發濫用市場力而攫取鉅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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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這在三十多年電力自由化的世界發展史上班班可考，也使得電力自

由化市場發展不斷演進修正才到如今所規範的可公平競爭之市場結構態樣

（參見圖 3-3）。 

（三）電力市場需求側的市場力 

必須特別提出，買方壟斷力是作為用戶（或其代理人）來發揮市場力

的。在自由化電力市場中這種壟斷力不易實現除非是人為設計的單一買方

市場，因為這樣做需要抑制需求或進行其他類似的事情（如負載移轉、效

率提升、或變更採購規範排擠准入資格等），最關鍵在於電力需求一般是不

可控或難精準預測的。 

    與賣方壟斷力類似，買方壟斷力也可以通過物理抑制或將報價低於電

力的邊際價格來實現。對於買方壟斷來說，還有第三個選擇：一個買方壟

斷者可以在邊際成本費用大於市場價格的情況下透過自有電力以打壓市場

價格。圖 4-4顯示了這種可能性。假設負載方擁有一台昂貴的發電設備（如

柴油發電機甚或大型儲能），它在一個非常低的價格水準上競價或者僅僅是

簡單的使其運轉。這樣做的效果是將需求曲線向左移從而顯著地降低了電

價。如果他是買進更多的電力而不是自己發電，這樣做亦可獲益。買方壟

斷力的實現是使市場價格變低，從而偏離競爭水準，以奪取生產者剩餘。 

    此外，在單一買方市場下，常見的市場力濫用還有一種可能情況與前

述完全相反，是經過「密室協商」故意拉高市場價格，使買方（用戶代理

人）自己受損而廠商獲取暴利，這是公營事業或政府官員特有的公共選擇

（public selection）、代理關係（principal agent problem）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這在發展中國家電業自由化發展史中更是非常常見的情

況，此時單一買方市場實際上呈現的卻是非常弔詭地類似五鬼搬運法將消

費者剩餘大幅度地轉移成生產者剩餘的扭曲過程。這也可在我國過去民營

電業與綠能開放時，皆或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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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ippo Ranci and Guido Cervigni, 2013. 

圖 4-4 市場買方壟斷者物理持留與商業持留之模型 

 

    對扮演電力市場管理者來說，獨立調度組織 ISO 實現買方壟斷力的最

直接的方法是抑制可中斷負載（可停電力）。ISO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可中斷

負載的合約（或稱需量反應合約），每種都有一定的費用，無論是明確的還

是隱誨的，如果中斷價格高於競爭價格，負載就不應該被中斷，但 ISO 還

是可以中斷這些負載，並向其支付費用，從而使市場價格降低。這樣做的

效果是使其他使用者獲得比中斷負載費用更多的節約，這也是電力市場中

常見的一種買方壟斷力的持留行為之實現。 

（四）市場力模型評估 

市場力的模擬分析可以解釋那些控制市場力實現的因素，然而市場模

型模擬並不是市場力的精確預測也頗多爭議。除了壟斷的情況外，市場力

並不容易被掌握，因為那會涉及到幾個有支配力競爭者間（dominant 

producers）寡頭的策略博弈行為，寡占競爭也有一套複雜的規則理論，亦

如台電公司與九家民營電廠或中油與台塑之關係。市場力的模擬就是從這

些複雜的問題中設定策略博弈情境抽絲剝繭並解釋其主要特性。 

需求彈性是表述電力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競爭者規模大小的分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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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在電力市場中市場力甚至是最難計算的，因為它

取決於交易的障礙，這些因素是非常複雜並不斷瞬息變化的。競爭的形式

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通常基於價格或產量來模擬競爭方式，但在電

力市場中發電商卻使用供給曲線（電力機組的排程）來競爭，該曲線結合

了電力報價和產量兩者，所謂策略性競標也是時有所聞，這也牽涉到市場

的訂價規則是如何訂定的問題，如依系統邊際訂價（System Marginal 

Pricing, SMP）與依報價成交的訂價（Pay As you Bid, PAB），此兩種訂價制

度下即會有截然不同的市場力行使與策略性競標方法。 

過往已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和檢定電力市場之市場力程度，主要的分

析方法可歸類為結構化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及市場模擬/估算方法

（Market Simulation/Estimation approach），並分別有相關的評估方式，如

圖 4-5所示，今擇其要點分述如後。 

 

 

 

 

 

 

 

 

 

 

 

 

 

資料來源：Thao Pham（2019）。 

圖 4-5 市場力檢定方法分類 

結構化方法 

指標 模型 

- 市場佔有率 

- HHI 指數 

- 關鍵供應商指標 

- 剩餘供給指數 

結構與績效之

間的關係模型 

剩餘需求分析 

線性最佳化 

供給函數均衡 

Cournot-Nash 架構 

代理人基礎 

市場模擬/估算方法 

直接 

（市場模擬） 

間接 

（計量經濟估算） 

新的經驗產業組織

（簡化形式和結構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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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壟斷模型 

若市場尚未健全，假設壟斷者的邊際成本為常數時，其短期獲益函數

為： 

SRπ(q)=P(q)×q-MC×q                    (1) 

其中，SRπ 是短期利潤，q是其輸出電量，MC 是其邊際成本，P(q)是

需求函數。 

此描述了市場價格如何依賴於需求量。上述的需求函數告訴發電業者

在他提升價格時，其電量輸出會減少多少。在此市場環境下，圖 4-6 給出

了當需求曲線為線性時該壟斷者如何最大化自己的獲益。可以看出壟斷者

會將價格設的明顯高於邊際成本但並不靠近他所能給出的最高價。壟斷者

的價格受到了用戶需量反應行為的約束，當價格上升時使用者關掉的負載

越多，則壟斷者依靠價格上升的獲益就越少，壟斷價格也就會越低。這是

電力市場設計的重要內容與指引。如果在電力市場中用戶側幾乎對價格沒

有回應（如單一買方市場需求量固定不變成為一條垂直線），而發電商具有

巨大的市場力就可予取予求，也很容易被誘發濫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4-6 壟斷者最大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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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的實現決定了市場價格 P，它即高於競爭價格，也高於生產的

邊際成本MC。對其差值的最常用的測量指標就是「價格-邊際成本」之偏

離率，也稱為「勒納指數 Lx」。勒納指數透過對價格與邊際成本的相對差

距，來反映市場力的強弱。勒納指數在 0 到 1 之間變動，指數愈大壟斷力

量越強，反之則競爭程度愈高，尤其在市場完全競爭時，該指數為 0，越

接近 1 表示獨占力越強。如果 MC 是發電商在其實際產出水準下的邊際成

本，P 是市場邊際價格 Q是產量，則勒納指數的定義為： 

Lx = (P-MC)/P                                             (2) 

    另外假設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必須相等

（MR＝MC），另外沿用一般常見的需求彈性(e)定義如下： 

MR=d(PQ)/dQ=P（1+Q/PxdP/dQ）=P(1-1/e)                      (3) 

式中 e是需求的價格彈性，一般是負值故取負號， 

e=-(dQ/dP)/(P/Q)                                           (4) 

令MR=MC，歸納化簡後可得到勒拿指數與需求價格彈性之關係式如下： 

   LX=(P-MC)/P=1/e                      (5) 

有了勒納指數 LX和需求彈性 e之後，壟斷力測量指標的大小便可透過需求

彈性來計算，壟斷者抑制產量造成的「價格-邊際成本」升高率等於需求彈

性的倒數。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最簡單的結果。任何其他可能的「價格

～產量」組合只能獲得更少的效益。更高的價格雖然也可以獲益。但參與

者卻要放棄減少銷售量的收益。這個結論對電力市場設計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電力市場的短期需求彈性（現貨市場）可能非常接近於 0（無彈性），

甚至一年長期的彈性係數也常低於 1。換言之，一個壟斷者在一年中，有

許多的時間裡就可以從不具競爭性的電力市場設計中賺取無限多的利潤，

而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市場價格與邊際成本相等，廠商也無法抬高價格，所

以勒納指數為 0。 

實際上不同的監管者都會採用法規限制的方法來保證市場價格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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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限值（price cap）。在設計電力市場時考慮以下問題是非常有建設性

的，即如何避免在價格沒有限制且需求缺乏彈性但又能對價格有所回應的

情況下電價的可能無限上升。若能使需求彈性為 1 時，一個壟斷者將供給

減 10%的情況，其結果是電價上升了 10%，其收人基本保持為常數。在此

假設下，發電業者若能將生產成本費用降低，其獲益可再增加。只要需求

彈性維持為 1，壟斷者就可以既提升價格又增加獲益。最終當價格暴漲時，

需求將發生強烈反應，此時需求彈性將大於 1。當價格再上升時，一個低

彈性的市場將轉換成一個高彈性的市場（e>1），並且此時將導致壟斷者抬

升價格行為的終結，這就是為何先進國家的電力市場設計必需包含遠期的

電力期貨市場才算完整也才能展現需求的替代性與彈性，否則只有短期的

現貨市場（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存在，由於短期需求缺乏彈性，市場

力的濫用是很難根本防止的，這也是電業自由化發展史上英、美、澳各國

早期付出慘痛教訓後才得到的經驗知識：電力市場必須長期與短期同時存

在，且可相互流動調整。 

2、 古諾模型（Cournot model） 

針對關於一組未協調的供應商（或稱為未串通的寡占者）實現市場

力，法國古諾教授（Professor Cournot）發表了相關古諾模型論述

(Koutsoyiannis, 2003)。儘管還存在許多限制，古諾模型還是比前述壟斷模

型跨出了一大步，並可用於對多個市場分享者共同形成市場力的行為做出

更多的解釋。根據古諾模型，所有供應商選擇的產出水準及隨之形成的市

場價格取決於所有參與供貨的商家和市場需求曲線的相互作用。 

現代經濟學教科書79將古諾模型描述成一種競爭方式，其結果就是所

謂的「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根據寡占競爭理論框架，古諾模型

中的參與者就是市場中的供應商。每個寡占供應商只能改變一個量，即如

 
79 A. Koutsoyiannis (2003), Modern Microeconomics, Macmillan. 20 Ma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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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選擇其產品數量 q。每個供應商的目標是通過在市場出清價格下賣出其

產品並在扣除生產成本費用後獲益最大。更明確的古諾寡占競爭定義如下： 

供應商選擇他們提報的產量，價格是由整個供給和使用者需求曲線共同決

定的。在假定其他供應商均保持其產量不變的條件下，某一供應商尋求自

己的最大獲益。 

以上給出了古諾寡占競爭機制的定義，但還有另外一個關鍵的因素就

是資訊來源。每個寡占者都有自己的資訊源，但古諾模型假定所有的寡占

者都擁有相同的資訊（類似公開市場與公佈市場結清資訊），諸如市場需求

函數和其他寡占者（供應商）的生產成本費用函數等。這雖是一個不實的

假設，但它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供應商是市場中的長期競爭者，他們

需要掌握大量其他競爭者的情況。 

一個壟斷者造成的價格上升只是簡單地取決於需求彈性，而在寡占市

場，還取決於寡占競爭者的規模。關於規模的最有用的度量指標是市場份

額，也就是某一供應商的輸出產量除以總的市場交易量。一個競爭者所占

的市場份額越大，在邊際成本上造成的價格上升也越大。 

古諾競爭模型中的勒納指數扮演了關鍵角色，在以上關於壟斷力的討

論中得出的勒納指數可以進一步推廣到古諾寡占競爭的情況，但是其中單

一供應商的供應量 q要從總的市場供給量 Q中分開。即對於古諾寡占競爭

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有下列市場均衡價格： 

LX=(P-MC)/P=s/e                                         (6) 

其中 s=q/Q 代表其市場份額。                      

以上公式中指出對一個古諾寡占供應商的勒納指數其形式是與一個壟

斷者的情況相似的(與公式（5）相比較)，此時必須乘上其市場佔有率。對

於一個壟斷者的情況，HHI=l，此時古諾模型就化約為壟斷模型。 

    上式在分析所有供電商同時引起的平均市場價格上升方面也是非常有

用的，其與供電商的市場份額密切相關。在古諾寡占競爭模型中，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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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度或可競爭程度可以用一個指標來表示，該指標可用來衡量產業「集

中度」且可以用平均勒納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又稱賀

芬達賀需曼指數）來簡單計算。 Mason 運用結構 - 行為 - 績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SCP）理論，認為產業績效受買方和賣方

行為引導，而買方和賣方行為又決定於市場結構，而市場結構為外生給定，

會受到外部衝擊所影響。市場結構通常指廠商的市場佔有率（集中度，CRn）

或其他衡量廠商分布的指標（例如 HHI），若 CRn分別超過 33.3%、 50%

及 66.7%時，或者 HHI 大於 1000 即被視為集中80。依據 SCP 架構探討美

國電力部門之市場力方面，Schmalensee 及 Golub81計算美國 170個區域的

發電市場，並發現 HHI普遍超過 1800；Cardell 等人82則以 1994年的數值

分析美國 112 個區域的電力市場，亦指出市場仍呈高度集中。歐盟競爭執

委會發現從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來看，集中度仍相當高，幾乎所有國家的

HHI數值均大於 1800。HHI是最常用的市場力指標，該指標已經被先進各

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採用，用來評估電力市場中的市場力與併購作用的監

管。HHI 最初僅被簡單的設計用來表示集中度，後被用作指示潛在的串通

勾結行為。現在 HHI被用來作為各廠商單方行動時市場力實現的指標。所

謂單方行動，按監管者的意思是指無串通或勾結行為。鑒於它與古諾模型

的關係，可以證明 HHI非常適合作為指標，因為古諾模型正是要求單方行

動的模型。HHI 可以簡單的定義為所有供電商所占市場份額的平方和。亦

即如果 Si是第 i 個供應商的市場份額，則 HHI=Σ(Si)
2涵蓋所有的供給商。 

HHI 可取 0 到 1 之間的任何值，但在一般習慣上通常會將其乘以 10000。

將 HHI帶入上述勒納指數則得出： 

 
80  Mason E. S., Price and Production Policies of Large-scale Enterpris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p. 61-74. (1939). 
81  Schmalensee R., Golub B. W., “Estimating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in Deregulated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s,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6 (1984). 
82 Cardell J. B., Hitt C. C., Hogan W. W., “Market Power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Electricity 

Ntwork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19(1) pp. 109-13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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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Lx)=（P-MC）/P＝HHI/e                                (7) 

其中 P-MC 代表價格與成本的差距也就是市場力的大小，而 HHI與 e 則分

別為市場集中度與市場中電力之需求彈性。 

因此在古諾寡占競爭模型中，市場力的大小與 HHI成正比而與需求彈

性成反比，而平均勒納指數等於 HHI/e 則可用來衡量市場力的數值。 

以上結論說明了在古諾寡占競爭模型中，「價格-成本」的平均升幅等

於 HHI除以在均衡價格和產量下的需求彈性。這就提供了將 HHI作為單方

行動的市場力的指標的一些判斷證據，因為「價格-成本」差距的升幅正是

市場力的間接效應。然而需注意，HHI 本身並不單一決定平均升幅，需求

彈性和假定的古諾競爭行為也是同等重要的。兩個市場即使具有相同的

HHI，也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市場力水準，其原因或者是因其需求彈性的

不同，也或者是其寡占競爭行為模式的不同。經濟學家試圖不依靠 HHI作

為市場力的指標。然而由於 HHI比較容易計算且定義明確，所以仍然廣泛

地被市場監管者採用作為市場力事前的規範。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

FERC 認為美國電力市場當 HHI 低於 2500 時且一發電業者市場份額低於

20%時，或者當發電業者市場份額高於 20%時但 HHI低於 1000，發電業者

不具有市場力；在歐盟電力市場方面，依歐盟慣例，HHI高於 2000 時被認

為相當集中，而當 HHI低於 1000 時則表示不集中，沒有市場力的問題。 

（五）賀芬達賀需曼指數 HHI與勒納指數 Lx的受限性 

    一般而言，HHI 小於 1000 是集中度安全的標誌，2000 以下是市場可

競爭的指標，但事實並非如此。HHI 只取決於集中度單一因素，是確定電

力市場力程度的五個關鍵因素之一。其餘的四個重要因素：需求彈性、競

爭形式、遠期合約和市場的地理範圍分佈，每一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著市場力的大小。 

1、 需求彈性 

因為電力工業中的短期需求非常缺乏彈性，HHI 很容易引起誤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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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彈性為 1 的情況下 HHI 為 1000 表明勒納指數為 10%（價格比邊際成

本高 11%）。由於這個原因，HHI 為 1000 的水準就被認為可以用來確認是

可公平競爭的電力市場。但在短期需求彈性趨近於 0 的條件下，正如許多

電力市場出現的情況一樣，古諾競爭者可能把價格至少設定為高於邊際成

本的 100倍。這種現象在一些電力市場中不時出現，價格抬升了 10000%，

大多數情況下其 HHI是很低的。這說明 HHI 不能解釋這種現象，而需求彈

性卻可以提供圓滿答案，許多電力市場危機案例如加州、德州、北歐等都

發生過這種情況。 

2、 競爭形式 

    古諾寡占競爭是電力市場可能的競爭形式之一。古諾寡占供應商通過

選擇產量來進行競爭，並且基於這樣的假定，即其他供應商在選擇產量時

不會受別人決策的影響。例如，如果他們降低了自己的產量，他們的競爭

者將不會生產更多的產品作為對他們減少產量的回應。但電力市場的競爭

是一個比一般商品市場更加複雜的過程。在電力競價中供應商經常提報一

個向上傾斜的供給曲線，所以某個供應商撤出部分產量時其他供應商會生

產更多的產品。價格將會上升，但不會像其他供應商採取古諾競爭模型時

上升的那樣高。這是屬於供電曲線下「價量組合」的競價，相對於古諾寡

占競爭者來說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市場力的實施可能。 

    其他的競爭型式，無論是直接串通還是柏氏競爭（Bertrand competition）

描述了價格競爭模型，即生產同質產品的寡占廠商可能並不總是以產量做

為決策變數進行競爭，也可以以價格做為決策變數的競爭方式。 Bertrand

模型的結論十分簡明，即均衡的結果將是價格等於邊際成本。這一結論同

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結果是一致的，而大大不同於古諾模型。HHI 指數也無

法用於這樣的競爭類型。 

3、 遠期合約 

如果沒有遠期合約電力市場，由於電力短期需求彈性都很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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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電力市場都將會失敗而不利於競爭。電力市場中的市場力問題應該具

有如下特徵：由 HHI 衡量的供給的集中度大約是在正常範圍內（2000 左

右），但短期需求彈性幾乎為零，因此遠期合約有其關鍵的作用。相對於典

型市場而言，需求彈性增加對市場力抑制的影響如果是在數值 10〜100 之

間，而遠期合約可達成降低市場力的同樣效果。只依賴 HHI來衡量市場力，

就是忽略其它更重要的影響因數。事實上 HHI對電力交易平台競爭規範而

言，遠不如市場設計時將需求彈性或遠期合約市場納入來得重要。 

4、 市場地理範圍 

更重要的是，在運用指標衡量市場結構前，需先明確界定出產品市場

和地理市場，對於要在電力產業界定產品市場和地理市場相當困難，原因

在於供給和需求係時時在變動，此又衝擊影響到電網的運行狀態。要計算

HHI，必須先定義清楚市場的邊界，但 HHI 在這方面卻沒有給出定義。如

果在局部受限的市場地理邊界的情況下計算 HHI，一個私營企業可以給出

HHI 為接近於 1（10000），然而在考慮電力網互聯情況下（亦即電力系統

互聯又無壅塞所及的範圍情況下）計算出的 HHI可能只是 0.01（100）。如

果不存在輸電條件約束，後者可能是較為正確的，但這樣的約束通常是牽

涉很多因素而且程度是複雜且瞬息萬變的。我國九家民營電業間聯合行為

與台電公司購售電合約的法律爭議案例中，發電市場範圍就一直是爭論之

點。 

    又由於 HHI 經常用來衡量市場力，並且在一種環境下只能用其來衡

量，當以下條件成立時，HHI 等於平均的勒納指數：1.需求彈性等於 1; 2.

競爭形式是古諾競爭；3.無遠期合約市場；4.市場有效地集中在一定地理範

圍內不會變動。此時對市場力的衡量主要是看價格偏離（高於）邊際成本

的程度（Price-cost Margin）。 

    實務上來說，大部分的市場力是在供給曲線剛性最大的時候實現的。

更嚴重的是，這不是匹配需求曲線而是剩餘需求（residual demand）曲線（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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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扣除其競爭供給者給市場的產量後剩餘的需求）。剩餘需求曲線是

指當一個供應商實現市場力時其他競爭者可能的回應。它決定了當該供應

商在抑制產出時價格上漲的幅度。剩餘需求曲線彈性越大市場力可以提升

的利潤就越小，反之，則利潤就越大。在沒有遠期合約的古諾市場，HHI

可能等於平均的勒納指數，但如果存在遠期合約，則兩者就不相等了。這

種市場的平均勒納指數需通過計算單獨的古諾競爭者的勒納指數來求得。 

（六）電力市場中遠期合約市場交易平台的必要性 

除非監管者故意壓制禁止套利（arbitrage），否則對發電業者而言，在

遠期市場中是不大可能實現市場力的物理持留抑制產量行為，因為在遠期

長約市場中富有彈性的需求方可以有效抑制供給方。在許多市場中，「抑制」

的數量就像市場的參與者一樣多，持留囤積也對市場價格起不了作用。一

般而言，電力自由化健全的世界先進國家，遠期長約市場是電力供需的主

要市場，而現貨市場（日前、日內與實時市場）只是負責遠期合約的差補

與調整以及展現電力價格的發現機制功能而已。PJM 與歐盟的日前市場比

實時市場銷售更多的電力，但兩者通常最多也不到總體電力市場交易量的

15%，其餘 85%都已在期貨市場完成了交易。 

    遠期市場的價格是參考實時市場而訂定的，正如遠期合約是一個從實

時市場的電力物理產品推導出的電力金融商品一樣。遠期市場是一個衍生

性商品的市場，其價格的建立與實時或日前市場價格有緊密關連，並與那

些市場的風險也高度相關。 

    如果由於某些一時失察的用戶報價使得某發電商可以在遠期市場提高

價格，負載方可以很快發現這些遠期與實時市場的價格差，從而轉移到實

時市場進行套利。這樣套利行為就解決了問題，而最終會使兩市場價格趨

於一致。在實時市場之前，市場的另一邊總是有選擇的機會，他可以等待，

而到了實時市場後進入物理實體的電力調度他才無從選擇。只要所提供的

市場規則中不禁止在長約市場、日前市場和實時市場之間套利行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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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不容易在日前市場與實時市場中實現。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日前市場將承受實時市場會實現市場力的影響。

任何實時市場的價格上升將傳遞到遠期市場中來。結果是實現市場力造成

的升幅似乎是原封不動地顯示在日前市場與長約市場中。在遠期市場中，

發電商總是具有短期市場的機會成本，並且通常是可以實施套利的。由於

短期電力缺乏需求彈性，實際市場力的問題總是出現在短期或實時方面。 

    以上分析結論並不是說在評價市場力時可以忽略遠期市場的交易活

動。因為日前或實時市場中的價格上升將導致遠期市場的價格也跟著上

升，所以任何打算在遠期市場中賣貨的交易商都會積極炒作實時市場使其

價格上升。當他計算出某樁交易將影響實時市場價格並能從中獲益時，他

就會考慮在遠期市場中進行相對交易（對沖交易）。 

    發電商會考慮在實時市場中實現市場力時對遠期市場價格的影響，但

這不是他們唯一考慮的因素。過高的實時電價也會引起需求側、供給側及

監管者對未來實時電價的反應。一個發電商如果想繼續實現市場力就必須

考慮這些反應行為。發電商應該能夠意識到一旦價格持續走高，這種現象

就會成為吸引競爭者進入的一種誘惑，同時也會導致監管者實施限制行

為。對這兩方面都應該有充分的認識，前者被稱為「進入的威脅」，這也是

競爭市場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威脅的效果不同於實際進入的效果。與無

威脅的情況相比，進入的威脅迫使負責任的發電商會較少地實行市場力。

這樣會降低價格、減緩實際的進入過程，不過總的效果還是有益的。因為

進入的威脅幫助減低了現在的實時電價以及遠期合約的當期價格，使得進

入的願望更容易在進入實際發生之前得到緩解。 

    「監管的威脅」作用早已經在英國的電力市場中被統計觀察到了

（Wolfram，1999）。在極端環境下，長期考慮也可能會對短期行為起到相

反的引導作用。如果一個發電商得出以下這樣一個結論：重新監管或嚴格

監管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將會在短期實施最大的市場力而不考慮將來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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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換言之，如果一個發電商可以肯定地知道未來截止日管制的效果是什

麼樣的，他們將按自己的意願行動。他們之所以考慮未來是因為他們認為

自己現在的行為會對將來產生影響。 

    需求也會對實時電價產生影響。當使用者察覺電價處於持續高位時，

他們就會採取長期的保守措施。這種反映曾在加州電力危機時很強烈地顯

示出來。2000 年的高電價使其在 2001 年損失了近 10%的負載。估計一年

的家庭用電需求彈性係數大約在 0.15〜0.35 之間，而期望的長期彈性係數

曾被估計的更高（例如 Reiss and white，2001）。如果供電商是理性的，當

他實行市場力時就應該考慮長期需求彈性係數而減少使用市場力。 

    無論是通過金融還是物理持留實現市場力都是短期策略，除非這種行

為可以長期重複進行。 

    當一個發電商用市場力提高市場價格後，在 SMP 訂價規則下所有的發

電商都將受惠。如果這種情況長期重複出現，那將使得這個市場對那些潛

在的進人者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樣就增加了廠商進入，可能是新的

發電機組的投資也可能是老設備的擴充容量。但要注意的是，若市場有進

入障礙存在，如果發電設備進入市場需要很大的成本，這就出現了與市場

力很類似的作用。它可能會減少容量並導致市場價格的持續上升。如果這

個障礙是由發電商人為製造的以提升市場價格，那麼這個策略將使他們獲

益，這也可以被視作長期市場力的實現。更典型的是，如果進入的障礙不

是由現有發電商造成的，那就沒有任何合適的市場力的定義。例如，障礙

是由於獲得電廠建設許可或市場的准入規則所造成的，最終進入障礙成本

都將傳遞給了用戶。 

短期產量抑制持留提升價格將造成更多的發電裝機建設從而引起市

場力無效問題。由市場力的實現造成價格上升而吸引來的投資是小型競爭

發電商的投資，並不是大型實現市場力的發電商的投資，這將減少大發電

商的市場份額。市場的新進入者有兩個作用：一是通過增加供給降低了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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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價格，二是減少了市場力。當然這也可能帶來併購等其他效應。大型發

電商有極高的誘因在短期市場實行市場力操控價格來影響其遠期市場合約

的價值。 

（七）小結 

    在一可正常運作的可競爭電力市場下，市場監管機構至少有 6 項不同

的維護競爭規範任務： 

1、 檢驗市場力的實現和無效性； 

2、 發現不合適的市場規則； 

3、 提出對市場規則的改進意見； 

4、 核對和懲罰違反市場規則者； 

5、 對看起來不合理的市場訂價方式重新釐清定價規則； 

6、 懲罰實現市場力者。 

    前 3 項對於發展一個有效的可競爭電力市場是非常關鍵的。第 4 項對

於市場的有效運行是至關重要的，但這一任務的執行者應該與承擔前 3 項

任務的人員不同。這樣的人員分開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承擔市場分析和設

計任務的部門需要得到市場參與者的信任。第 5、6 項任務更具有管制性，

無論是英國的OFGEM還是紐約獨立調度組織NYISO都在積極考慮重新改

變訂價規則後的情況。FERC 已經在加州電力危機後做了一些工作，但實

際的懲罰還是非常罕見的。在美國，第 5、6項任務由於電價受到聯邦電力

法令（Federal Power Act）的控制而變得複雜起來，該法令要求費率是「公

正而合理的（just and reasonable）」。在一個未監管的市場，FERC 已做出解

釋，表示這意味著「電價是有競爭性的」，並且「銷售者是沒有市場力的」，

如此定義使得第 5、6條可控性較強。 

二、電力市場之市場力實務分析 

    此部分的研究係採歐美電力市場監管單位對市場力監管的方式來進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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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力市場公平競爭性研析 

市場力（market power）的檢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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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批發市場由於三個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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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又易受

到輸電容量限制，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市場力的影響。 

此外，由於電力自由化的政策妥協，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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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皆進行嚴格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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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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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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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在輸電容量受限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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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報價競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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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力商品具有的特性：不可儲存、需求缺乏彈性與電

力網路傳輸限制使得傳統的公平競爭檢驗必須額外小心與特別費心處理。 

（二）電力市場結構的市場力之評估 

市場力的評估實務上一般會考量兩個因素：需求彈性與競爭者的行

為，一個廠商如果能提高且維持商品價格而不會遭受到來自消費者和競爭

者的壓力，並能獲得超額利潤，這個廠商便是具有市場力的廠商。反之，

若一個廠商提高價格後因來自消費者與競爭者的壓力，使其無法維持高價

獲得超額利潤，此廠商就不具市場力。衡量需求彈性會使用到剩餘需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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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residual demand）的概念，其代表著扣除競爭者的供給量後的淨市場需

求以及消費者對其商品的需求反應，剩餘需求曲線斜率高，價格彈性低時，

廠商便具有高度的市場力，因為其任何提高價格後的利潤皆可以抵銷因銷

售量降低的損失，以獲得超額利潤。 

電力需求一般是非常缺乏彈性的，尤其是短期內幾乎消費者無法變更

電力的需求，至於各種不同的電力市場間（期貨與現貨，雙邊交易與集中

市場等）也由於流動性的順暢，一般都將其視為是同一電力產品市場，唯

一的可能例外是極短期實時（real time）的交易，這必須由其市場規則來判

定其需求與供給替代性。歐盟有些會員國家就將實時平衡市場視為不同的

電力產品市場。 

發電業者的競爭來自於不同時段的需求水準、競爭對手的機組組合以

及燃料的價格，離峰時擁有市場力以基載機組為主力的廠商可以用些微低

於尖載機組的變動成本來設定市場價格，不具市場力的發電業者則無法如

此，只能以基載機組的變動成本來策略性報價，然而在尖峰時，由於大家

都不具有市場力時，市場價格便由尖載機組的變動成本來決定。不同地區

的發電業者也會因電網的限制而決定其是否具有市場力，電網的傳輸容量

受限時，在地的發電業者通常有較大的市場力而可以決定在地電力市場的

價格。 

（三）評估市場力大小的標準方法 

電力市場中市場力的評估實務上通常係以兩個步驟進行：市場範圍的

界定與競爭程度的評估，茲說明如後： 

1、市場的界定 

市場範圍的界定傳統上歐盟是採用 SSNIP（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of price）檢定（亦即我國公平交易法的假設性獨占者

檢測法），此檢定從認定最小/少可能的商品與地理區域開始，然後開始擴

大範圍檢視外部的商品和廠商是否會對市場內的廠商造成競爭的壓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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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以假想具有市場力的廠商提升價格約 3-5%且維持一段時間約一年以

上來檢驗，檢驗的結果如果不具市場力（亦即消費者與生產者能夠替代商

品使其加價無法增加利潤），則再擴大市場範圍，進行同樣的反覆測試直到

無法擴大（亦即可以增加利潤時）為止。以電力市場來說，跨越不同的地

區不論是期貨或現貨，雙邊或集中交易平台，由於市場的流動性高且替代

性強，因此歐盟皆視為是同一市場。然而電力市場的競爭性可能會因時間

而不同，例如美國 FERC 將一年分成十個時段來檢視市場力的存在，並訂

定代表性的市場價格和確認發電業者的變動成本以便檢視各時段市場的競

爭性。荷蘭亦依時段價格的差異，將電力市場分成離峰、尖峰和關鍵尖峰

三個市場以便進行市場公平競爭與併購的管制。輸電限制會影響電力市場

的地理區域範圍，當輸電容量限制成立時電力市場即被分割，所以凡影響

輸電容量限制的因素皆會影響電力市場的範圍。 

2、競爭性的評估 

傳統上，電力市場競爭性的評估係透過廠商市場佔有率的多寡來進

行，一個廠商市占率若超過 70%即會被認為具有市場力，50-70%則被認為

具有弱市場力（weaker market power），40%以下則不具市場力。基於市場

份額的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指數亦被用來衡量市場是否具有競爭性，HHI

係計算各廠商（通常取前 5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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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1000代表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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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理論上

係由寡占市場的古諾模型所導出與支持（Cournot model），HHI指數與價格

利潤差距（price-cost margin）有正向關係而與需求彈性成反比，因此，價

格利潤差距也會常被用來衡量市場力的大小。 

歐盟電力市場使用SSNIP和HHI指數判定市場力時實務上也必須注意

下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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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NIP 假設市場力與廠商提升價格與利潤呈單調遞增的函數關

係，5-10%的價格提升不具市場力並不一定代表更大幅度的價格

提升就不具有市場力，因為競爭對手的容量用盡時，需求與競爭

者的供給都會呈現無彈性的情況，亦及單調遞增的情況便不再存

在了。 

(2). 輸電容量受限時，SSNIP 會呈現不對稱的情況，即市場範圍的界

定會因測試輸電線路兩端的先後次序而有不同的結果。 

(3). 由於 SSNIP 測試結果是輸電網路徑依賴（grid path dependent），

在複雜的電網結構下，市場範圍的測試結果會因網路區域機組加

入的先後次序而異。 

(4). HHI指數的使用係基於寡占市場模型，並假設市場力與 HHI指數

成正比，並與需求彈性成反比，但電力需求彈性若接近零時，此

模型便不適用。此外，若電能現貨市場採用競標的形式撮合供給

與需求，古典的寡占模型及其衍生之 HHI指數便不能解釋發電業

者的最適策略性競標行為，也不是最好的測試電能批發市場的指

標。 

3、以市場結構模型測試市場力 

市場均衡模型有時亦可被用來作為檢驗市場力的工具，此類模型通常

模擬市場是在均衡情況下的完全競爭市場結果，再與現實觀察到的市場結

果進行比較，以決定市場力導致的價格偏離程度。此種方式在理論上具有

優點，但在實務上由於模型過度簡化處理現況且此類模型多會產生非單一

的均衡解，因此不具說服能力也多爭議，此外，模型也很難處理併購或廠

商的策略性競標行為，過度簡化的廠商成本函數處理方式也是致命傷，這

些缺點加上此類複雜的模型結構有如黑箱作業，使得市場均衡模型在競爭

公平性管制與反拖拉斯的聽證會上鮮少被歐盟採用。 

4、以剩餘需求（residual demand）與樞紐分析（pivotality approach）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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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市場力 

剩餘需求彈性與廠商的報價資料如果可獲得，便可以評估廠商是否行

使市場力，加州、紐西蘭與義大利的管制單位都曾透過批發電力市場的資

料對特定發電業者進行剩餘需求的評估，以決定市場力是否遭到濫用。但

如果資料無法獲得，樞紐分析可以簡化市場力的評估，所謂「樞紐」指得

是一個特定或一群特定廠商在其他廠商競爭性報價完畢後，其所能設定或

提高市場價格的能力。例如市場的總發電容量（含進口容量）為

10,000MW，而某一小時的電力需求為 8,000MW，若一廠商擁有 2,000MW

以上的發電容量，此發電業者便是具有樞紐容量地位，短期內如果需求呈

現無彈性狀況，該廠商便可以操控市場價格直到提升市價至失載價值

（value of lost load）的價格上限為止。在實證分析時，樞紐分析必須考慮

到「必須運轉機組（must run units）」技術與期貨合約部位經濟上的限制。

FERC 在檢驗發電業者有無市場力時，會採用兩項標竿：市場份額<20%和

是否具有樞紐能力。如果業者不能通過此項檢驗，就必須按法規以成本報

價（cost based bidding obligation），加州政府的管制單位市場監管委員會

MSC（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ttee）亦採用與樞紐分析相關的「剩餘供

給指標 RSI（residual supply index）來決定市場的可競爭性與否： 

RSI=(Total capacity-a generator’s capacity)/Total demand 

當 RSI<1 時該發電業者便具有市場力與誘因操控價格，RSI 值越小誘

因越強；MSC 認為當電力市場的 RSI<1.1 達全年 8760 小時的 5%以上，該

市場便不具競爭性而需加以執行管制（Sheffrin, A., 2002）。 

5、事後市場行為的檢驗 

前述的各種檢驗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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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測試一般都是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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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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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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場

成交價格來加以檢驗業者是否有囤貨持留（withholding capacity）的哄抬市

價之行為。此外，業者的報價標單是否長期一致性的與其機組的邊際成本

脫離，也可作為判定的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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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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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作為變動成本的下限，實際的變動成本有可能較高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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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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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制者市場力緩解的措施 

以下是歐美電力管制者常用的緩解市場力工具： 

(1). 產業重組分拆（divestiture） 

發電業者的重組分拆被許多國家如英國、美國和歐盟等在電業自

由化時採用以作為預防與緩解市場力的主要方式，因為重組分拆可以

達到三種效果：1.增加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的變動成本；2.降低

優勢廠商的市場剩餘需求；3.改變市場剩餘需求的斜率，增加剩餘需

求的彈性。透過此三種效果將可以使得優勢廠商市占率減少，利潤降

低而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增加社會福祉。 

(2). 長期合約（long term contracts） 

強迫簽訂長期合約也可被用來緩解市場力的濫用，管制者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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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優勢廠商簽定長期固定價格的購售電合約以限制其在現貨市場的

銷售並同時降低其利潤。長期合約比產業重組分拆較有彈性，因為簽

訂財務的長期合約不會牽涉的分割發電資產所可能產生的無效率或

所引起的政商反彈，並且財務合約也較容易更改或取消，只要未來市

場的結構條件有利於市場力的緩解時，財務合約隨時都可以終止。長

期財務合約緩解市場力的缺點則是優勢廠商可能操控現貨市價以影

響長期合約的固定價格水準以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且優勢廠商有可能

犧牲短期的現貨市場利潤以換取更多的長期利潤。此外，長期合約也

比分拆同樣數量容量的產業重組所造成的現貨市價水準為高。 

(3). 虛擬電廠合約（virtual power plant） 

虛擬電廠合約在此是指一種財務期權合約（option contract），管

制者通常會以約定的價格（strike price）當現貨市場價格（spot price）

高過履約價格時買進合約的數量，當現貨價格低於履約價格時則不加

干預市場也不受影響。因此，虛擬電廠合約對優勢廠商的利潤在一般

情況並無影響，只有當市場價格飆漲超出履約價格時才會發生作用。

虛擬電廠的合約與長期合約的不同在於長期合約可被視為履約價格

為零的虛擬電廠合約，因此，虛擬電廠合約的作用最多只等於財務的

長期合約。 

(4). 價格上限（price cap） 

價格上限是最被常用的市場力減緩措施，通常管制者會在供需非

常吃緊時設定一管制價格稍低於失載價值 VoLL，以減緩市場力的濫

用。因為當市場供需吃緊時，任何些微的囤貨居奇行為都可以使價格

無限的上揚而遠離市場的系統邊際成本，因此有必要進行行政價格管

制措施，然而若價格上限無限度的使用亦有其缺點，因為若市場真的

是因為供給短缺而造成價格上揚，行政的價格上限可能會阻礙了尖載

機組的投資誘因，而且若需求不是無彈性時，價格上限也會阻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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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分配（rationing）電力資源的功能。所以實務上各國管制單位多

採用價格上限與數量管制搭配並行。 

(5). 報價減緩（bid mitigation） 

報價減緩措施是當市場結構有被市場力影響時，管制者規定某些

樞紐發電業者必須以某一特定參考價格進行報價，在 PJM 的日前市

場（day ahead market）與實時市場（real time market）都有採用此種

市場規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市場亦有採用類似報價減緩措施，除了

市場結構測試外，以下兩項測試也常被採用：行為測試（conduct test）

與衝擊測試（impact test），行為測試檢驗發電業者報價是否偏離其成

本，而衝擊測試則檢驗業者的反市場行為是否對市場價格造成顯著衝

擊。 

(6). 引入和增加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就促進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方面，歐盟於 2019 年 5月份提出「增

進批發電力市場（含電力交易所）之競爭與流動性」報告83，係依循

推動組織電力市場締約方之《2015 年政策指導方針》（簡稱指導方

針）。指導方針主要處理兩個議題：消除影響電力市場整合和自由化

的法律與事實障礙，以及建立允許市場連結的電力市場要件。報告中

概述為引入和 /或增加有組織市場的流動性，特別是日前市場

（day-head market）而可能採取的法律和監管措施。為建立競爭性電

力市場的先決條件以及符合歐盟模式，締約方必須採用法律和法規架

構，藉以： 

A. 促進日前市場與日內市場之建構及營運，並且為其發展規則； 

B. 界定在市場裡運作的企業是視為獨占或競爭，以及要採取商業

的、成本服務或混合模式的電力交易所，並且要定義能夠取得

 
83 Energy Community Secretariat, Policy Guidelines on increasing Competition and Liquidity 

of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s, including Power Exchange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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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資格的條件，和是否對電力交易許可執照數量加以設

限； 

C. 為電力市場中的參與者和市場活動消除歧視性障礙（必要時包

括稅制）； 

D. 廢除外國企業進行清算和結算過程的潛在障礙。 

  在相關措施執行後雖有助於提升電力交易所當中的電力交易

量，但仍不表示不會存在市場裡具優勢地位的參與者會透過調整（持

留）數量、不正確或超額競標價格、與其他電力市場參與者勾結等，

達到操縱價格目的進而濫用市場力的風險。報告中亦指出，為避免具

優勢地位廠商於電力交易所濫用市場力，制度設計可考慮下列方向，

可作為會員國國內競爭法主管機關為競爭倡議之參考： 

A. 極大化某項企業可能提交的報價標單（價格/數量）的數量，或

設定以最大管制價格在電力交易所進行交易的義務； 

B. 透明度和信任度（價格設定原則/交易前或交易後的透明度要

求）； 

C. 由監管單位對電力交易所行為進行監督。 

7、 小結 

    我國目前電力市場的規劃並不完備，制度設計不僅缺乏需求端的參與

（都呈現為單一買方性質的市場）、亦未包含能行使價格平抑之需求方參與

的遠期市場之設計（僅有現貨市場），這樣有缺陷的設計將會使未來市場運

作埋下巨大的風險，使消費者福利受損。另一方面在缺乏市場力學理模型

與分析的支持下，將美國 PJM 市場規則與市場結構全盤置入我國的電力市

場設計藍圖，將很難有效辨識市場力的操作方式與影響程度，由於我國電

力市場設計制度出現諸多重大偏漏，更加劇了未來不公平競爭與違法態樣

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此不但會損及社會整體福祉、消費者利益，也增加了

各機關大量的行政成本與政府被究責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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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結構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之主要

競爭規範 

    世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對電力市場的干預主要是透過電力市場結構面

與參與者行為面來進行檢驗市場是否處於可公平競爭狀態或市場是否已遭

市場力濫用而偏離了可競爭的均衡狀態。若經檢驗發覺的確市場有偏離公

平競爭狀態，競爭主管機關或電業管制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

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以下即針對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

行為面來進行探討。 

一、結構面分析 

    廣義地說，電力市場結構面關乎電力自由化轉型政策的市場結構設

計，廠網分離、競價上網、開放用戶端的購電選擇權是基本原則，必須遵

守。而「球員不可兼裁判」也是電力市場管理者與電力系統調度管理者必

須服從的鐵律。在這些基本原則下，電力市場的結構設計才有可競爭性可

言，否則局部開放的電力市場面對有市場力的業者的違法行為之挑戰是非

常脆弱且難以防禦的，也很難維持市場運行的公平競爭態樣。狹義地說，

在可競爭的市場中（電力的批發與零售市場）或各種集中市場的交易平台

上，如何有效維持商品的需求替代性和供給替代性，確保有足夠強度的競

爭關係存在，才能達成有效率的市場價格。以下我們就從廣義與狹義的觀

點出發來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發展競爭議題。 

（一）由輸配電業經營並形成電力交易平台相關具體競爭規範 

依據電業法第 11 條之規定，輸配電業為電力市場發展之需要，經電

業管制機關許可，應於廠網分工後設立公開透明之電力交易平台。故我國

目前是將電力交易平台或者一般所稱之「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之機能，交由既有原本垂直整合獨占之國營台電公司所設立並經營運作。

這在國際間可說是僅有的特例。獨立的調度組織（Independent System 



117 

Operator, ISO）與獨立的電力市場管理組織（Independent Market Operator, 

IMO）一般都被視為是電力自由化的基石，也是市場化改革促進公平競爭

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兩個組織不能獨立運作，就必須對其嚴格加以管

制，否則具有市場力的廠商台電公司會擁有極強的誘因與能力去濫用其市

場地位。 

雖然目前電業法將設置電力交易平台之「許可」（「經電業管制機關許

可」（第十一條））及相關規則之制訂（第十一條第三項）84均由電業管制

機關訂定因而有相當大的監督空間。並揭示電力交易平台應有助於「電業

間公平競爭」與「調節電力供需」之目的。85但實際上由於電力交易規則

之細部規定往往具高度技術性，到底電業管制機關可否有能力發揮並負責

承擔監督責任，不無疑問。故未來是否有可能輸配電業會透過此一平台之

規則形成或實際運作，產生有害公平競爭之結果，值得密切觀察。 

而依據母法電業法，原本授權應「全」由電業管制機關制訂之電力交

易平台相關具體行政命令，果然由於涉及技術細節之部分，導致電業管制

機關也難以全部勝任，依據《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第十五條，竟授權

輸配電業可針對未來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甚鉅之重要的事項（「就供給者加

入、退出、註冊登記、參與費用、市場操作、報價規範及程序、結清方式、

交易結算、違規處理、資訊公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市場異常情況因

應及減緩措施、爭議處理及利益衝突迴避原則等事項」）可訂定管理規範及

作業程序。雖然該要點要求輸配電業必須經經濟部核定，86但由於這些技

 
84 電業法第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電力交易平台之成員、組織、時程、交易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85 參見電業法第十一條第二項：「電力交易平台應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以達調節電力供需

及電業間公平競爭、合理經營之目標。」 
86 十五、輸配電業應就供給者加入、退出、註冊登記、參與費用、市場操作、報價規範

及程序、結清方式、交易結算、違規處理、資訊公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前點異常情

況因應或減緩措施、爭議處理及利益衝突迴避原則等事項，訂定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並

報請經濟部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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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範細節甚多，到底經濟部可否勝任不無疑問，而事後管理規範及作業

程序的核定版與台電公司提出的草案也完全一致，更加證明管制的鬆弛。

故未來輸配電業是否有可能基於自利誘因（如有利台電公司控股公司整體

獲利或台電公司輸配售電公司之獲利），而透過電力交易平台之市場規則形

成與作業程序而影響自由電力市場之公平競爭，便是值得嚴肅面對之課題。 

在此議題上，涉及電力市場交易規則等細部事項，在世界主要電業自

由化國家（如：美國、英國、紐澳、歐盟等）均屬電力或能源獨立管制機

關之監督業務執掌，我國電業法原則上也追隨這樣的作法，由電業管制機

關擔任市場監督者之角色。87由於目前電業法已將這樣的市場監督管理規

範全交由電業管制機關處理，故公平會似乎較難事前加入；另外，由於電

力交易之一日交易次數甚多與頻繁，實際上也難以透過「事後」（ex post）

管制加以介入肇因於先天市場交易規則或操作裁量空間之有不當妨礙市場

公平競爭之狀態，特別是從舉證難度的角度，故此種議題，較適合由公平

會發起競爭倡議，喚起電業管制機關或經濟部之意識，並作更為妥適之處

理。 

（二）無獨立電力交易所、獨立電力調度組織或法律分離之結構性缺失 

輸配電業在經營電力交易或電力調度之過程當中，勢必會需要取得其

他售電或發電公司之機密，且因為其不但掌管了所有電力資源的上網權、

調度權、分配權、輸電權和電網系統的擴建維修與發展權以及可能包括電

力市場的控管權和可能的輔助服務單一買方採購權。如果這些影響市場運

作之重大權力遭到濫用對特定電力資源或市場參與者極易產生不合理之歧

視，將會嚴重阻礙市場的公平競爭與發展。故其獨立性與中立性確保相當

重要。歐盟自上世紀末開始推動電力市場自由化指令，針對此一主題，從

2007 年競爭執委會的 sectoral inquiry 報告《DG COMPETITION REPORT 

 
87 參見電業法第三條：「….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辦理下列事項：一、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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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ERGY SECTOR INQUIRY》中，也發現到必須從「結構上避免行為

面濫用」之重要性88，亦即透過該報告，認為即便 2003 年第二電力自由化

指令89針對輸配電部門導入了更嚴格的廠網分離機制（法律分離（legal 

unbundling）及功能分離（functional unbundling）），仍難以確保輸配電部門

在日常經營業務當中的公平、公正、公開及獨立性。這也引發後續 2009 年

之第三電力自由化指令及 2019 年之第四電業自由化指令，均強調確保電網

之獨立性，必須透過獨立之所有權分離（ownership unbunlding）之結構，

方足以確保其營運之獨立性，並避免輸電部門將從「其他發電、售電」公

司所取得之機密透露給自身所屬的垂直整合「發、售電業」，從而享有資訊

上不當的競爭優勢。這可以反映在 2019 年電力指令的這段文字：90 

Under ownership unbundling, to ensure full independence of 

network operation from supply and generation interests, and to prevent 

exchanges of any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但我國目前電業法下，不僅欠缺前述歐盟 2003 年電業自由化指令當中

的法律分離（legal unbundling）、功能分離（functional unbundling），也更欠

缺後續 2009 年、2019 年指令之所有權分離（ownership unbundling）等從

結構上，強化輸配電業之結構面，甚至『行為面』之管制措施。故未來勢

必會遭遇類似或更嚴重的結構性缺失所導致之問題。 

實際上這樣的結構缺失，在過去電業法修正草案中，早就有學者建議，

 
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 
88  DG COMPETITION REPORT ON ENERGY SECTOR INQUIRY 10 January 2007,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2005_inquiry/full_report_part1.pdf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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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atements made with regard to decommission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OJ L 176, 15.7.2003, p. 37–56 
90 Directive (EU) 2019/94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June 2019 on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for electricity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12/27/EU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PE/10/2019/REV/1 OJ L 158, 14.6.2019, p. 12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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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將需要獨立性之「系統操作（system operation）」功能設立獨立的財團法

人電力調度中心，而非在台電公司內部以及針對「市場經營者 market 

operator」之角色，另成立財團法人電力交易所。（如 2000 年柯建銘版電業

法修正草案）。91但這些有助於強化輸配電業經營獨立性之機制，並未在此

次修法被採納。 

由於此一市場化設計之議題，涉及電業法與電業管制機關之權責，故

公平會實不宜介入。不過建議公平會可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後，是否有

產生相關之缺失，而可提供建議給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透過競爭倡議，

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是否需在未來電業法第二階段修法時，引入相

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離、法律分離、功能分離、ISO 獨立

調度組織模式、MO 獨立市場管理模式等）設立財團法人電力調度中心或

財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 

（三）三個市場一個程序設計之整體電力市場的結構面議題 

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之整體架構如前圖 1-4 所示，主要包括三個市場以

及一個內部調節程序。由於台電公司垂直與水平切割的不完全以致於三個

市場在結構面上面對市場力的濫用都已呈現出非常脆弱的情況。以下分別

就電力市場結構面的六大關鍵因素進行分析： 

1、 HHI 市場集中度 

依美國聯邦能源管制機關 FERC 的標準，電力市場當 HHI 低於 2500

時且一發電業者市場份額低於 20%時，或者當發電業者市場份額高於 20%

時但 HHI 低於 1000，發電業者不具有市場力；在歐盟電力市場方面，HHI

高於 2000 時被認為相當集中，當 HHI 低於 1000 時則表示不集中，也將不

會構成市場力濫用的問題。而我國台電公司在三個市場中常常扮演單一買

方也往往是獨占賣方，此市場結構會導致嚴重市場失靈，參與者行為失當，

 
91 柯建銘版第八十二條第三項：「電力調度中心須於成立後，六個月內協調電業成立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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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對市場造成巨大衝擊，消費者利益與市場公平交易秩序在欠缺強力管

制制度下很難維護。 

(1). 日前電能市場 

按未來可能規劃，需求端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參與，僅

有規模甚小的一些綠能售電業和台電公司公用售電業一家，供給端也

無開放一般發電業，現存的九家民營電業也和台電公司透過 25 年的

PPA 合約以夥伴協力廠商關係全部售電給台電公司，不會透過電力交

易平台進行任何公開買賣。所以概略估計，2025 年前僅會有市占率不

到 5%的綠電業者可能加入市場交易平台進行交易，而另外市占率 15%

的綠電業者則會選擇以 20 年 FIT 購售電合約賣給台電公司，故在日前

發電市場交易平台的 HHI 指數將來應會維持在 9000 以上，而售電端

因為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也同樣應維持在 9000 以上。如此高

度集中的電能市場之結構實在有礙公平競爭。 

(2).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現今設有三種商品市場其 HHI 分別計算如

下： 

A. 調頻備轉輔助服務：台電公司（10 廠 41485MW），可提供

1476MW，AFC 業者（5 家）15MW；HHI＝9800； 

B. 即時備轉輔助服務：台電公司可提供 5794MW，民營業者（12

家）49MW；HHI＝9833； 

C. 補充備轉輔助服務：台電公司可提供 8991MW，民營業者（1 家）

1.6MW；HHI＝9996。 

 

所以輔助服務市場各種商品的市場集中度都高達 9800 以上，而

 
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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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電公司扮演著一家獨大的獨占事業角色，此種市場結構也不利

於公平競爭。 

(3). 備用容量市場 

    依電業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為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

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應就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

容量，並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但一定裝置容量以下之再生能源發

電業，不受此限。該容量除自設外，並得向其他發電業、自用發電

設備設置者或需量反應提供者購買。因此在需求端，僅有部分綠電

業者與台電公司扮演購買方，而台電公司與為數不多的自用發電設

備者和需量反應提供者扮演著供給方。與日前電能市場相同，粗估

HHI 指數也都應該達 9000 以上，相當地高度集中。 

(4). 實時平衡市場 

    按實時平衡市場的市場賣方參與者規劃為台電公司發電業、再生

能源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和需量反應提供者。買方參與者為

輸配電業負責向台電公司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和再生能源發電業採

購。台電公司仍然扮演者近乎獨占的事業，因此實時平衡市場不論是

供給端或需求端也將會與日前電能市場一樣地高度集中，不利於公平

競爭。 

2、 需求彈性 

    日前電能市場、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實時電能平衡市場都是短期電力

市場，其需求彈性依國外經驗都非常低且接近於 0，而我國的電力交易平

台之設計因為沒有開放需求端之參與，可能使需求彈性直接降為 0，成為

一條垂直於橫軸的需求曲線。若要增加需求彈性除了積極開放需求端資源

之參與外，還需開放長期電力市場的合約交易平台。備用容量市場的需求

彈性與其他市場相比，由於是長期的市場，需求彈性較高些，但因為台電

公司的公用售電業有幾乎九成以上的市占率，因此對需求也無法反應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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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所以備用容量市場的剩餘需求曲線的需求彈性也非常低，呈現無

彈性狀態。 

3、 遠期合約 

目前規劃建置的三個市場都無遠期合約交易平台的設計。 

4、 市場的地理範圍分佈 

    日前電能市場、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和實時平衡市場的市場地理範圍都

取決於輸配電網的壅塞程度，若無壅塞，則整個電力系統所及之處都是同

一電力市場，若有壅塞，則取決於壅塞程度是否能造成電力需求替代性和

供給替代性發生困難，而使有市場力之業者能提高售價而持續獲利，因此

當壅塞程度上升到一定水準時，地理市場範圍便有可能被切割成數個地理

市場。一般而言，輸電壅塞與否？是由電力潮流與電網各輸電線路的熱容

量限制來決定，熱容量限制在電網擴建時就已決定短期不會改變，而電力

潮流則是由整個電網的各個節點上之供需水準和調度規則所共同影響決

定，因此可以說一年 8760 小時當中，若尖峰、半尖峰和離峰時段供需發生

巨大變化，都會影響到電力潮流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電網壅塞。我國輸電

系統的長期規劃都有按照 N-1 或 N-2 的標準進行擴建投資，因此短期內應

該不至於有嚴重的輸電壅塞現象發生，但未來 2025 年後綠電大量湧入電

網，若無適當規劃擴建，則有可能會造成局部的電網壅塞。至於備用容量

市場由於是一種信用市場，並非物理性的電力市場，所以不需受到電網的

限制，其市場地理範圍應該是電業法規範的所有市場之參與者集合，理應

包括全國之地理範圍。 

5、 訂價規則 

    按電力市場整體規劃，系統邊際價格 SMP 訂價法是主要的訂價方式，

目前輔助服務的容量與能量的價格決定都是以此種方式為主，未來的日前

電能市場與實時平衡市場也將採用此種方式。而依報價成交 PAB 訂價法僅

有補充備轉輔助服務與備用容量市場。由於輔助服務市場與電能市場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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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與台電公司簽約的一般發電業參與的資格，在參與者數量受限的情況

下 SMP 的訂價方式很容易誘發不當的策略競標行為，而使消費者利益受

損。 

6、 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由於電力交易平台上三個市場的參與競爭者數量都很有限，市場又過

度集中，因此競爭程度與流動性都明顯不足。目前已正式運行的輔助服務

交易平台，其合格交易者可供給量雖然很高也超過既定的需求量，但實際

能供給的發電機組容量卻很低，且台電公司的發電機組容量早已超過樞紐

分析（Pivotal analysis）的可競爭門檻92，使得其剩餘供給指數（Residual 

Supplier Index, RSI）93遠小於 1 無法符合可競爭市場的所需的檢測門檻 1.1

（RSI 必須大於 1.1，市場才有可競爭性），至於儲能與需量反應業者的數

量也是寥寥可數，因此流動性有待加強，需積極開放降低進入門檻，否則

此市場結構非常不利於公平競爭也將有損及消費者利益。 

由以上結構面的各項分析結果可知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非常不利

於公平競爭，也使得有市場力的業者有能力與極強誘因來影響市場價格提

高利潤，因此管制機關或公平競爭的主管機關有必要干預市場，並對有市

場力的業者提出緩解市場力的行為規範措施如：產業重組分拆、引進強制

性長期合約、重訂價格上限水準、報價減緩（例如有市場力的業者一律以

成本報價或參考值報價）或引入和增加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結構面的分析是事前（ex-ante）分析的概念，並不足以充分說明或確

認是否有市場力的廠商事實上已有濫用市場力的行為，必須再進行後續電

 
92 樞紐容量係指市場需求量扣除其他業者的發電容量和系統必須運轉機組容量後的剩餘

量，因此如果一個廠商擁有超過樞紐容量的機組，在 SMP 訂價法下其即具有操控市場價

格的能力。 
93 剩餘供給指數等於系統總可供容量扣除該具有市場力廠商之機組容量後，再除以市場

的總需求量。因此若具有樞紐能力的業者其剩餘供給指數會小於 1.0，而可競爭的市場結

構其供給剩餘指數必須大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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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場競爭行為的事後分析（ex post facto research）與測試，才能確定市

場力已遭濫用。 

二、行為面分析 

（一）資訊揭露議題 

電力自由化國家市場的行為面競爭議題主要集中在有顯著市場地位之

發電業者在市場上的競爭行為是否有濫用市場力的情形。由於行為面分析

是事後分析，市場資訊的揭露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分析角色。管制者通常

會檢驗真實市場的廠商行為結果和理想中假設可競爭市場下廠商行為的預

期結果，是否差距過大？是否廠商的報價單水準已偏離其邊際變動成本太

遠？市場成交價格是否已大幅偏離市場的總和系統邊際成本？而這些檢驗

都需要詳盡的市場業者報價資訊與電力市場的運行相關資訊如各項成本、

廠商報價資訊、機組檢修排程、系統備轉需求量、系統必須運轉機組和故

障率等。有了這些資訊便可對廠商之報價單進行模擬與測試，以判定其是

否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行為。然而目前按「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

與作業要點」第二十八條，電力交易單位應公開之資訊為： 

1、 合格交易者基本資訊。 

2、 合格交易者總裝置容量。 

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需求量公告、價格上限、歷史結清價格及歷史交

易量。 

4、 備用容量市場之歷史結清價格及歷史交易量，除經買方與賣方同意外，

僅得揭露平均價格及平均數量。 

 

    另外，合格交易者可查詢取得下列各項其本身的資訊： 

1、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競價結果、結算結果及其機組檢修計畫等相關資

訊。 

2、 備用容量市場之需求量公告、交易媒合結果、成交紀錄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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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些資訊皆屬於市場總合資訊和靜態的市場參與者登記資訊，動

態的報價與成本資訊則僅提供給各別廠商自我檢視，他人無法獲取。此類

資訊的獲得並無法協助管制機關對特定廠商的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檢測，

為了監視與檢測廠商的行為，交易平台管理規範應授權電業管制機關和公

平競爭主管機關使其能獲得所有各別廠商的報價資訊，如買方和賣方的報

價標單資訊等，如此才能對其是否有進行持留行為或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

進行檢驗。 

（二）持留行為與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 

    電力市場的運行中廠商的反公平競爭行為，依國外電力市場的運行經

驗主要表現在持留（withholding）與策略性報價（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

兩種行為方式上，前者係有樞紐容量的供給者面對無彈性的需求曲線時，

故意持留其部分容量不參與報價，以達拉抬市場成交價格而獲利的效果，

下圖 4-7 可說明此種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4-7 持留行為與電力供需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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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圖 4-7 所示，持留/抑制/囤貨行為在供需吃緊且需求 Q
＊無彈性時，

任何一丁點的些微持留會導致競爭性供給曲線左移，都可以造成價格的巨

幅上漲，當持留行為（Qc-Q
＊）使供給小於需求時，由於供不應求此時就可

以提報漲停板價格報價，也一定會穿價成交，此時可使原本公平競爭下的

均衡價格 P
＊上升到漲停板的價格上限 Pcap。觀察台電公司的日前輔助服務

交易平台的歷史成交價格記錄94，可發現輔助服務交易平台自正式運轉以

來每天每小時幾乎總是以價格上限成交。上圖說明了持留行為有可能是目

前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總是以漲停板的價格成交之緣故。至於有樞紐容量能

力的廠商進行策略性報價行為，可以下圖 4-8 加以說明： 

    樞紐容量 Q1-Q
＊（Generator’s pivotal capacity）係指市場需求量 Q

＊扣

除其他競爭業者的發電容量和系統必須運轉機組容量後的剩餘量，因此如

果一個廠商擁有超過樞紐容量的機組（如圖中該樞紐廠商擁有 Q1-Q2 的機

組容量），在 SMP 訂價法下其即具有操控市場價格的能力。若我們假設所

有市場供給者的邊際成本都相同，那麼在可競爭的狀態下，大家都以邊際

成本報價，市場的均衡價格應該就是 P
＊，但因為樞紐廠商擁有樞紐容量的

市場操控能力時，他的報價行為在最大利潤的誘因驅使下，他就不會以邊

際成本報價，而是可以隨意拉抬價格報價，從 P1 到 P3 都有可能，也都會

成交，因為在供給稀缺時他具有了決定價格的能力，假設他報價為 Ppivot

水準，那麼他因為擁有樞紐市場地位，而能提高市價，使得其獲得鉅額的

超額利潤如圖中 ABCD 的方塊面積。我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目前的市場供

給者中，台電公司即擁有樞紐廠商的地位，其市場報價行為是有否有策略

性抬價競標之虞，值得競爭主管機關進一步檢驗。 

 

 
94 請參閱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日前輔助服務市場選單下之歷史結清價格與交易量網

址：https://etp.taipower.com.tw/web/service_market/historical_settlement_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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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ippo Ranci and Guido Cervigni, 2013. 

圖 4-8 樞紐容量發電業者的行為分析 

 

    以上兩種行為，現行的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並無有效的揭發與制止

方式。按管理規範第二十九條規定，在市場管理及監視方面，電力交易單

位應每月統計市場力結構化指標、報價代碼之交易容量、報價價格與報價

容量、得標價格及得標容量等相關資訊，以進行市場管理及監視。針對合

格交易者之報價代碼如有以下情事者，電力交易單位得要求其提交說明： 

1、 未報價之交易容量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報價時段之未報價容量平均

數，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十者。 

2、 報價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時段之報價平均數，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十

者。 

    電力交易單位依前二項辦理市場力結構化指標計算、市場報價及運作

檢視。如於市場開設一段期間後，市場集中度仍持續攀升或存有其他異常

情況致有嚴重影響市場秩序之虞時，由電力交易單位作成市場管理監視報

告，提報電業管制機關，並依第三十條規定採行合宜措施。按管理規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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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條規定，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之情況，且有嚴

重影響交易公平性之虞時，得暫以合格交易者於平台之預設報價為報價、

暫時停止其交易權限或採行其他合宜措施。 

    管理規範 29 條的監管方式是由業者提出說明為何其未報價容量與報

價價格會與其前十四日同一時段平均數有超過 30%的差異，很顯然電力交

易單位的行為測試參考值標準是同一業者前十四日的平均報價與平均未報

價容量，一旦發現有顯著差異達 30%後則要求業者自行說明之。這種行為

監管方式毫無效率也不具有實質檢測意義：首先，市場參與者眾多，如果

多數廠商都發生此種行為，全數要求其提交說明，非常無效率也浪費人力

物力，其次，廠商的持留行為與策略性報價行為，不會與過往的平均量有

必然關係，且小於 30%的變動幅度也不能保證就沒有持留或策略性報價行

為的發生。而且針對主動式說明的要求，廠商可提出很多技術性與經濟性

的原因，管理單位也難以一一查證，在資訊不對稱下，電力交易單位要如

何確認廠商的持留或策略性報價行為？因此，我們建議：(1)僅對具有樞紐

容量能力的廠商進行測試；(2)檢視該廠商的所有報價標單，未報價的機組

容量其邊際變動成本是否低於市場的成交價格？是否有其他非經濟性因素

（如系統必須運轉機組）而必須持留？(3)市場成交價格是否超出總供給的

系統邊際變動成本達 10%95以上？如此不僅可具焦在有能力有誘因進行持

留行為且已造成市場價格乖離可競爭水準之重大衝擊的業者，也可有效率

地篩檢出其違法之行為。 

（三） 公平交易法架構下之電力交易平台之違法行為態樣分析 

    對於我國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及規劃架構所牽涉到的競爭行為議題，我們

另外以公平交易法架構觀點來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95 加州的電力市場監督委員會（MSC）以市場價格和邊際成本差距達 10%以上作為啟動

干預市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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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代表該行為在電力交易平台很難發生；O 代表很有可能發生；兩者並存代表機會各

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4-9 公平交易法架構下對電力交易平台可能反競爭行為整理 

 

如圖 4-9 所示，公平交易法將反競爭行為分為兩章類別：限制競爭與

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行為從獨占、結合、聯合行為、約定轉售到其他限

制競爭行為都有規範，而不公平競爭的態樣則包括了虛偽不實、仿冒、不

當贈品促銷、損害他人信譽以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我們整理分析

後認為在電力交易平台上之反競爭行為很有可能發生之態樣相關條文以 O

表示，不可能發生的行為態樣則打 X，若不一定會發生則 XO 並呈，如此

綜合整理的結果主要係考慮到電力商品的三大特性與一般商品不同，且有

其特殊的集中市場交易平台之市場規則，故一般商品市場的限制競爭與不

公平競爭態樣很難發生在電力交易平台之上。茲說明如下： 

公平交易法在判斷事業各項行為是否違法，須以各該行為「限制競爭

或有不公平競爭之虞」為要件，可能情形如下： 

1、 獨占力濫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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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經營交易平台與電力調度組織又與台電公司所屬其他部門如

發電部門與受電部門沒有拆分切割（unbundling），在電力交易平台的各種

市場上台電公司市場規則的制訂者，也常常是扮演單一買方或賣方的獨占

者角色。因此所有獨占事業之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法第 9 條），台電公司都

有誘因去做，此外台電公司的發電廠也是市場的獨占地位，符合第 7 條與

第 8 條之獨占界定條件，也很有可能濫用市場地位從事限制競爭行為如持

留與不當報價（第 9 條）或限制市場參與者門檻排除特定參與者之准入。 

其他業者雖然沒有獨占的地位，但有可能與台電公司有伙伴協力廠商

關係，如 9 家 IPP 民營電業與台電公司簽訂之 25 年期長期購售電合約，也

是會共同構成准獨占的狀態。不論是輔助服務市場或備用容量市場，獨占

的事業就是台電公司本身，其不僅作為電力交易平台的管理者有獨占地

位，亦可排除國內其它事業開發建置其它同樣功能的電力交易平台。就以

目前輔助服務及備用容量兩市場內之供給者和需求者而言，台電公司的發

電業與公用售電業也都是獨占的事業（符合第 7 與第 8 條獨占事業的認

定）。公平法第九條，獨占事業的四種違法態樣都有可能發生：(1)兩市場

的准入規則資格已有排除特定業者之虞；(2)對商品價格可能有不當之決

定，如價格上限是否定的太低？為何每日市場成交價都是漲停板，以及(3)

為何補充備轉電能費用要採用 PAB 差別訂價法則，而其他備轉容量則採

SMP 訂價法？有無價格歧視之行為？(4)其它濫用市場地位可能情況如台

電公司在兩市場都是單一買方（輔助服務）和單一賣方（備用容量），市場

需求量的決定，在沒有獨立常設的「電力可靠度委員會」制度下，誰可以

監督管制？在供給側，有獨占地位之台電公司，其機組報價行為會左右市

場最終價格的決定，誰來負責監督管制？ 

2、 在結合行為方面 

    目前輔助服務市場剛剛啟動，尚未有事業結合情事發生，短期內也不

可能發生，未來市場充分自由化後則有可能，需密切觀察。由於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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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電機組容量巨大市占率高達九成以上，民間業者的結合行為在可見的

未來應不致於達到第 11 條的標準，已具有獨占地位之台電公司也無誘因與

民間業者結合或併購。 

3、 在聯合行為方面 

    這是單一買方市場最容易也有可能會發生的違法態樣，過去我國發電

的單一買方市場九家民營電業即曾發生聯合行為之虞，至今法律爭訟仍未

能釐清。不論輔助服務抑或備用容量市場，業者間的聯合行為在單一買方

市場下有著極大的利潤誘因，但此要經由事後密切觀察市場的價量交易情

況，才能測知是否有聯合行為之虞，以目前的輔助服務市場電力交易平台

而言，台電公司具有樞紐容量能力是價格的決定者，其他業者的聯合行為

即使發生也很難對市場價格有些微影響，但若未來其他業者的市占率超過

一定顯著水準後（如大於 20%），則有可能會有聯合行為發生。 

4、 約定轉售價格行為 

    在輔助服務市場的電力交易平台都是集中交易後交付電力調度，市場

成交後則交割結算，很難發生此種限制競爭的合約綁定交易行為，未來的

備用容量市場也不可能發生此種違法態樣。 

5、 其它限制競爭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述都是一般市場極為常見的違法態樣，在輔助服

務與備用容量市場上，也都有可能發生，例如限制分散式能源、再生能源、

虛擬電廠等參與輔助服務或備用容量市場，或者在輔助服務的訂價公式上

以效能費或服務品質指標給特定資源不當之差別待遇，對特定機組排除其

參與輔助服務市場競標的義務等，所以市場規則的制訂需要市場監視與管

制者密切觀察之，而非由台電公司單獨制訂。 

 

在不公平競爭行為面向，主要有仿冒行為、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為、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和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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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第 21 條第 1 款） 

由於不論輔助服務或備用容量市場，對特定的電力商品都有嚴格的規

格制訂與檢驗把關，本條違法行為幾乎不會發生，而且就算萬一發生，電

業法及市場規則也會給予非常嚴厲處分，因此無須過慮。 

2、仿冒行為（第 22 條） 

按目前輔助服務與備用容量市場設計上，都有註冊登記以及機組測試

之程序，合格交易者的仿冒行為極難發生，也無須過慮。 

3、不當贈品贈獎促銷行為（第 23 條） 

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主要之違法行為態樣包括「贈品利誘」與「其他不

正當之方法如賄賂行為」。備用容量市場是集中交易平台公開透過比價程序

低價位者先成交，因此較無可能。但在輔助服務市場，是否可能出現業者

透過賄賂台電公司員工方式，影響其機組或資源之效能與服務品質指標認

定以獲得較高的價格，這是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三種輔助服務商品的訂

價規則公式上如效能費與品質服務指標之計算核定都有可能遭受人為的判

定影響。若有公正第三方如電力可靠度委員會能執行效能與服務品質的檢

定，則可排除此疑慮，當然此委員會必須保持廉潔與正直是先決條件。 

4、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第 24 條） 

公平法第 24 條，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在我國輔助服務或備用容量市場，由於商品的特殊

規格與功能要求，在既有的市場規則下此種情況不會發生。 

5、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第 25 條） 

輔助服務市場或備用容量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態樣，大多發生在有優勢

市場力的業者，透過持留行為或利用訂價規則進行策略性價格競標以獲取

暴利。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尤其是在輔助服務市場，由於需求彈性

是零，而供給彈性有限或供給短缺時，更容易誘發市場力濫用，目前的電

力交易平台三種輔助服務商品的價格就已經說明了這種可能欺罔或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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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為。補救之道我們建議輔助服務市場除了日前市場外，也應該另設輔

助服務的期貨市場來緩解市場力的可能發生濫用情況如持留行為與拉抬報

價行為。 

三、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預診與評估結果 

本研究分析電力交易平台之三個市場，預診與評估結果如下： 

（一） 在輔助服務與電能市場方面 

1、 目前的三個市場需求都缺乏彈性：由於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

戶，沒有需求方參與，市場近乎單一買方，需求曲線是一條垂直線，

容易誘發市場力的濫用； 

2、 電能日前市場亦為單一買方市場且為唯一電能買賣之市場，缺乏需求

方資源參與需求彈性很低，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市場力濫用，應開放一

般售電業與大用戶參與，並增設電能期貨市場交易平台補救之； 

3、 台電公司發電業與公用售電業市占率過高，又與輸配電業拆分不徹

底，且所有市場的 HHI 指數都過高，導致三個市場難以維持公平競爭； 

4、 在市場結構不利於可競爭的狀態下，採用系統邊際價格訂價（SMP）

方式容易誘發策略性競標之市場力濫用，在 HHI 指數無法下降到 2000

以下時，應全部改採依報價成交（PAB）方式較妥； 

5、 各個市場參與者進入門檻限制太嚴，導致市場流動性受限，價格容易

操控；目前輔助服務市場的三種備轉容量參與方式建議改為可複選，

再由最佳化排程演算法決定成交結果以增加市場競爭及流動性； 

6、 小時前調整程序規則不透明，易生爭議，應以公開市場交易平台機制

取代，建議可採用歐盟的日內市場方式調整； 

7、 電能與輔助服務熱機備轉係聯產品，目前日前電能市場與輔助服務商

品係分開處理且規則不明，台電公司可以用滿足每日負載需求為理由

限制/持留發電機組參與輔助服務的報價和出力，此情況容易誘發市場

力濫用與策略性競標的不當行為，而這也是每日三種輔助服務都以價



135 

格上限最高水準成交的可能原因； 

8、 我國電力配比政策有 50/30/20（天然氣/燃煤/綠能）目標，未來日前電

能市場要如何公平處理不同類別能源的市場訂價規則？ 

9、 將來日前電能市場若採 PJM 的節點訂價模式，由於我國電力資源地理

分布不均勻南電北送情況嚴重，在離岸風電加入後更形惡化，在輸電

壅塞時容易產生局部切割破碎的電力地理市場範圍，而高度集中的市

場容易炒作電價和電網使用權價格，也不利於公平競爭； 

10、 電能不平衡市場與電能日前市場相似，在市場參與者方面有台電公

司、自用發電設備、再生能源發電業、需量反應與儲能、民營發電業、

公用售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業，此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及大用戶

的准入，缺乏需求方資源的參與，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如公用售電業及

台電公司之市場力濫用問題； 

11、 目前輔助服務市場的三種商品每日市場的成交價格大多以價格上限

成交，有優勢市場地位的台電公司可能有持留行為和策略性抬高報價

行為之虞；三種輔助服務商品的結算方式除市場成交價格外，其他影

響價格的兩個關鍵因素：效能費與服務品質指標都與市場競爭無關，

建議未來可交由新成立常設而非任務編組的「電力可靠度委員會」來

負責訂定處罰方式與規則，並與市場競標價格脫鉤分開處理； 

12、 未來的電能市場消費者無法轉換或被禁止行使購電選擇權，必須向優

勢廠商購電；而即使開放購電選擇權，優勢廠商（公用售電業）也會

以自家發電綁約方式提供不當優惠價格阻止用戶轉換； 

13、 扮演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廠商的公用售電業可能以不當的搭售行為，透

過綁約或技術優惠等來排除或擠壓競爭者； 

14、 作為多個市場的單一買方，甘受損失故意不當抬高買價（moral hazard 

pricing，道德危機訂價），圖利廠商並從中牟取個人私利； 

15、 獨占地位的台電公司有可能採剝奪性訂價（exploitative ex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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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ing）或提供不公平的銷售條件； 

16、 輔助服務市場以及未來的日前電能市場，有市場力的台電公司可能利

用市場 SMP 訂價規則的漏洞遠離其邊際成本之策略性競標的不當報

價行為。 

（二） 在備用容量市場方面 

依據電業法第 27 條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之規範為除電力銷售行

為及取得輸配電網的行為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無論是採取「綠電先行」

三種交易模式中（自設、他購、交易平台統購）任一種，皆必須達成 15%

的備用容量義務。目前電業法下綠電先行，若要與灰電產品相競爭，打入

電力供應市場，首先面對的最大阻礙，在於綠電價格如何能夠與台電公司

公用售電業之電價相競爭；但就算克服了此一障礙，仍有第二關須克服，

亦即需要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不過備用容量義務並非針對綠電先行的再生

能源業量身定做，目前連台電公司的公用售電業都需要滿足此一備用容量

義務。故這也將產生現階段台灣電力系統內「稀有的備用容量」到底要如

何取得的問題。 

 目前在電業法的架構下，「向其他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之

方式，難以取得。理由在於，非台電公司發電業在新版電業法下，目前只

准賣電給台電公司，無法自行賣給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如民營電廠（IPP）、

汽電共生、焚化爐發電，大多依據能源管理法，僅得售電給台電公司，故

再生能源業者幾乎無法取得此種來源之電力作為備用容量；至於需量反應

提供者，其成本較高，且目前國內也僅台電公司透過需量競價有相關操作

經驗。在目前市場上可調度之非再生能源發電，法定均由台電公司收購義

務之狀況下，再生能源發電業到底如何取得備用容量？ 

 就此，台電公司作為市場上幾乎是唯一的備用容量供應者，具備市場

獨占力。然而，目前在電業法下，台電公司亦有備用容量義務的要求 ，而

以台電公司的電力系統所需之備用容量，可以說是即便包括前述民營電



137 

廠、再生能源等，也難以符合，故導致台電公司自己就有大量備用容量的

需求，難以期待台電公司會另外提供備用容量予其他再生能源業者。但若

是不提供，其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恐無法參與市場競爭，形成排他性之影

響，這將讓台電公司陷入兩難。 

    另外在當前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定位尚不明確，同時欠缺公開透明的

備用容量期貨交易市場，若依照前述分析，以雙邊合約方式取得備用容量，

恐怕對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而言，困難重重。而目前仍在討論階段的電力

交易平台， 若按當前規劃，似乎偏重一般電力市場交易平台（如店頭市場

OTC 之設計），對於備用容量市場之定位為何，並未詳細說明，此對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而言是極大的市場不確定性風險。 

    目前政府預計的解套是，讓再生能源業者所有的備用容量義務，均責

成台電公司負擔協助採購。 雖然此種方式能夠有效抒解再生能源發電業者

在執行綠電先行過程中之取得備用容量義務負擔，但此一原先課與再生能

源發電業之法定義務，竟由主管機關透過子法轉嫁給台電公司之作法，似

乎有「適法性」之疑慮。特別是，若未來台電公司本身因將此種義務釋放

給再生能源發電業，導致自己備用容量義務不足而受到高額裁罰時， 恐怕

行政法院會審查此一責任轉嫁之適法性及合憲性。 

    綜合研判以後，我們對目前規劃中之備用容量交易平台之預診如下： 

1、 備用容量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僅限電業、自用發電設備、需量反應及儲

能，此進入門檻可能會不當歧視性排除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電網

資源及虛擬電廠等； 

2、 備用容量市場結構為單一賣方型態缺乏供給方資源參與，輸配電業統

一採購方式會有與公用售電業之間利益迴避問題； 

3、 公用售電業與台電公司發電業簽訂之電能購售合約與備用容量購售合

約缺乏監督管制機制； 

4、 輸配電業統一採購方式有可能會透過經濟持留與物理持留影響容量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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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其他業者受損； 

5、 台電公司擁有及掌控所有重要備用容量的資源、技術與設備，作為市

場的獨占者，應以公開透明的合約或規則來制訂備用容量資源的共享

方式； 

6、 垂直壟斷地位的台電公司對下游廠商（一般售電業、綠能業者）不合

理地抬高收費或提供不利的交易條件或服務品質來歧視和擠壓綠能業

者和一般售電業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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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之競爭倡議 

第一節  前言 

電業法已經於 2017 年 1 月三讀通過，依法我國採取「綠電先行」自

由化模式與隨後在廠網分工下建置一般性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模式，

開放所有電業自由化發展。在此一模式下，循序漸進導入集中市場的電力

交易平台開放電業公平競爭。2020 年經濟部責成台電公司針對電力輔助服

務及備用容量等指定範疇推動試行交易機制，透過試行電力交易平台累積

經驗後，確立交易平台設計及運作之可行性及穩定性後，輔助服務電力交

易平台於 2021 年 7 月上線正式運作。而此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及其後續相

關交易平台發展可能影響電力相關產業不同產銷階段之競爭型態及可能衍

生之競爭議題，均有預為因應之必要。 

電力交易平台運作至今已有一段時日，是否有產生相關缺失？本研究

透過結構面與行為面分析結果已發現確有許多缺陷議題和反競爭行為潛在

疑慮。透過電力市場交易平台結構面與參與者行為面我們進行了檢驗，發

現了電力市場已不處於可公平競爭狀態，且亦發現市場極有可能已遭市場

力濫用如持留和策略性抬高價格報價行為而導致偏離了原本可競爭的均衡

狀態。 

由於電力是民生需求的海量必需品，任何形式不當的市場力濫用行為

都有可能帶來相當巨大的經濟系統性衝擊風險，特別是當可競爭的電力市

場制度結構設計有明顯缺陷時更是如此。而我國的電力交易平台經診斷結

果得知其面對可能市場力濫用情形是相當脆弱且難以防範的，而電力市場

在市場力可能濫用之虞下已發覺有偏離公平競爭狀態，是故相關公平競爭

與電業管制機關的適時介入干預就非常重要也是必須的，競爭主管機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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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管制機關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電力交易平台市場力可能已遭

濫用的行為。 

然而在此議題上，涉及電力市場之架構設計與交易平台規則等細部事

項，在世界主要電業自由化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均屬電

力或能源獨立管制機關之監督業務執掌，各國競爭主管機關並未大幅介入

電力市場之運作，我國電業法原則上也追隨這樣的作法，由電業管制機關

擔任市場監督與管制者之角色。由於目前電業法已將這樣的市場監督管理

規範全交由電業管制機關處理，故公平會似乎較難「事前」（ex ante）加入；

另外，由於電力交易之前一日交易次數甚多與頻繁，實際上也難以透過「事

後」（ex post）管制加以介入肇因於先天市場交易規則或操作裁量空間之有

不當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狀態，特別是從舉證的角度，故此種議題，較適

合由公平會發起競爭倡議，喚起電業管制機關或經濟部之意識，並作更為

妥適之處理。 

 

第二節  公平會與其他部會之分工 

在 2017 年通過的電業法條文中，有訂定關於電業結合審查，以及電業

濫用市場地位之管制規範。其中，會出現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電業

管制機關、公平會以及法院在規範適用上的分工，以下分工流程與行為執

掌參考摘錄梁啟源等（2020）說明之。 

1、電業結合管制：經濟部、公平會、電業管制機關之三角關係 

電業法第 21 條第 1 項，凡電業結合案，皆應向電業主管機關申報並

獲核准。同條第 2 項，規定達「一定規模」96之電業結合案，電業主管機

關應會同公平會進行審查。此時，凡達到電業法第 21 條第 2 項應會同公平

 
96 經濟部（107）經能字第 10704601790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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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查之門檻之電業結合案件，依據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同時亦

有向公平會為結合申報之義務。從管制目的上，兩審查程序應分屬不同義

務，應分別申報。然而，此時針對審查的順序以及審查的內容，兩機關如

何分工？是否可能出現審查意見的矛盾之情形？同時，為了提升行政效

率，是否可以考慮共同審查？這不僅影響到未來電業在進行結合時的遵法

成本，更可能會涉及電業法主管機關以及公平會依據各自主管法規，對於

違法電業結合案件，裁處行政罰97的問題。 

從電業法第 21 條中，尚無法看出，未來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之

具體審查內容；同時，電業管制機關針對一定規模以上的審查案件，如何

與公平會進行分工？本文也建議未來在累積足夠案件量後，電業法主管機

關、電業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力市場相關競

爭議題獲致共同結論，再各依職權訂定電力事業之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 

2、電業禁止濫用市場地位：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會之分工 

電業法修法納入第 23 條，針對「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情事，經主管機關裁罰者，電業管制機關得查核其營業資料，

並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本條係賦予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以及電業

管制機關，同時對於電力市場內部有個案調查及處分的權限。 

從法律體系觀察，會出現明文98對於「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

享有職權的電業管制機關，對於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之案件

管制權限，後於電業法主管機關。若從法目的解釋，為確保電力市場內部

的交易秩序，以及公平競爭，是否應由電業管制機關負責，較為妥適？有

待未來訂定相關子法劃分職權。 

目前，電業法主管機關得依據電業法第 72 條至第 87 條罰則中的相關

規範進行裁罰後，再由電業管制機關查核營業資料以及令其提出改正計

 
97 電業法第 74 條、公平法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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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此時，電業法主管機關對於「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以及「危害交易秩

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在解釋上，除電業法明文規定外，是否可以擴

張解釋電業法第 23 條，進而涵蓋公平法下的其他管制態樣？同時，電業法

主管機關在評價上述「不確定法律概念」時，是否應參考公平法的規範內

容，此應由電業法主管機關進行解釋。電業法下涉及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影

響交易秩序行為之裁罰彙整如表 5-1 所示。 

 

表 5-1 電業法下涉及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影響交易秩序行為之裁罰 

 
資料來源：梁啟源、王素彎、高銘志、鄭睿合、蕭富庭、周耘任，2020。 

 

另外，電業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在適用上，目前電業法主管機

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執掌法規內皆沒有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依據「罪

刑法定原則」，未來是否會透過立法增訂相關刑事責任？有待進一步觀察。

 
98 電業法第 3 條第 4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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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款目前在法律體系適用上，可能的適用情境為：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

危害交易秩序」，經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26 條獨立職權進行調查，認定有

違反公平法第 9 條（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第 15 條（事業聯合行為）、

第 19 條（限制轉售價格）、第 20 條（限制競爭行為）之一規範，作成處分。

並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要求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若違反上述行政責任時，公平會得依據公平法第 34 條，或第 36 條移

請司法機關偵辦，追究違法電業之經理人刑事責任。經法院刑事判決終審

定讞後，電業管制機關始可依據法院判決，適用電業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廢止電業執照。 

上述電業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的適用情境，相較於同項第 2 款，

實過於複雜且耗時。依據同條第 2 項第 2 款：「有前項情形，經電業管制機

關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期完成改正」。電業管制機關

無需久候法院終審判決，即可自行依據主管法規撤銷電業執照。故針對第

1 款在適用上，實難以期待發揮管制功效，建議電業法主管機關可以評估

修法予以改善。 

 

第三節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 

台電公司為國營且具有垂直整合的綜合電業優勢，加上以往又與所有

其他發電業簽定長期 PPA的交易模式排除了電力交易平台上的有效的供給

競爭，需求面也因為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的准入，而成為僅此一

家公用售電業的奇特現象，也缺乏需求替代性的有效競爭。台電公司在市

占率上除綠電外其他各種電力商品皆具有絕對優勢，而綠電業者在現今各

種電力交易平台上又非供給者，因此不論從公平法第 8 條第 1、2 項之 50%

之門檻，或應另外考慮是否有同條第 3 項之情事，台電公司皆可被界定為

獨占事業包括目前所有的三個市場：輔助服務、備用容量與電能市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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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此種情況，唯有透過競爭倡議建議電業法主管機關透過二次修法使台

電公司進行有效的垂直與水平拆分，以改善市場結構的各個面向如：HHI

市場集中度、需求彈性、競爭行為形式、遠期合約以及訂價規則，否則各

種電力交易平台始終會面臨先天結構不良於公平競爭的窘況。 

本研究參考歐美電力市場之設計後，目前已針對既有電力交易市場之

設計架構提出眾多涉及市場架構或結構之問題。這些問題，顯然係法規制

度之缺失，或電業管制機關之事務管轄範圍之事項。然而公平會仍可適度

透過競爭倡議之方式，喚起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對相關議題之認知，並

思考改進之可能性。若市場結構遲遲未能改善，公平會可評估未來是否有

以公平法介入之必要。由於此一市場化設計之議題，涉及電業法與電業管

制機關之權責，故公平會實不宜介入。不過建議公平會可透過電力交易平

台運作後，所產生相關之缺失（如本報告的第四章預診結果及建議），可提

供建議給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參考修正其交易平台之管理規範及作業程

序，透過競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是否需在未來電業法第二

階段修法時，引入相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離、法律分離、

功能分離、ISO 獨立調度組織模式、MO 獨立市場管理模式等）設立財團

法人電力調度中心或財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以及對台電公司進行有效

的垂直與水平拆分。 

其次，就結合管制而言，歐盟在電業自由化的轉型過程中，著重在電

業結合案對於歐盟共同電力市場的整合效益，執委會對於跨成員國的電業

結合，多以附條件的方式，要求結合電業進行結構調整，以降低限制競爭

疑慮99。然而，對於以電能市場作為市場界定的基礎而言，考量現階段再

生能源的裝置容量和發電量占比仍低，不易進入公平法結合申報市占率門

檻，因此目前電力市場結構面沒有結合問題，只有台電公司分拆問題。 

 
99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No COMP/M.1853 - EDF/EnBW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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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聯合行為而言，依國外經驗可發現，電力批發市場開放初期，

可能出現發電業透過密室協議限制產量以影響短期電力市場價格之疑慮。

待電力零售市場開放競爭後，可能出現電力零售業者協議劃分市場，以減

少競爭之情事。這是單一買方市場最容易也會發生的違法態樣，過去我國

發電的單一買方市場九家民營電業即曾發生聯合行為之虞，至今法律爭訟

仍未能釐清。不論電能交易、輔助服務抑或備用容量之市場，業者間的聯

合行為在單一買方市場結構下有著極大的利潤誘因，所以公平會或可提供

建議給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透過競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

關是否需在未來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與作業程序重新修訂時儘量避免單

一買方或賣方之市場結構設計。 

電力交易平台成立後成為媒合電力供應方與需求方的正式平台。  

然而目前電力交易平台，面臨先天的問題，亦即，我國獨特之單一買方或

賣方之「電力交易平台設計」，恐將導致之交易量偏低流動性不足且缺乏需

求替代性之問題。在過去單一買方模式下，透過雙邊合約模式銷售給台電

公司之模式，在本次電力交易平台設置後，也並無重大轉變，輔助服務交

易平台上的競爭與流動性皆明顯呈現不足的情況。這恐將造成在歐美日在

電力交易市場的常客，如：民營電廠、汽電共生發電等，就算想把電力放

至電力交易平台交易，也因法規限制而不可能。100而在前述備用容量交易

可透過雙邊合約達成買賣雙方的交易，可能是常態；似乎僅有少量的交易，

會透過電力交易平台之方式為之。但該交易最大的困難，預期為備用容量

義務之滿足，以及備用容量之取得。是否電力交易平台，可以有助於抒解

此一困境，有待備用容量交易平台成立後進一步觀察。 

 

 
100 電業法第 45 條：「發電業所生產之電能，僅得售予公用售電業，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

輔助服務之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1&flno=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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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 

市場結構設計與市場規則決定了市場中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與行為。

批發電力市場的結構設計有其一定的脈絡可循，經過了全球三十多年電力

自由化的實驗設計與演化，現今自由化電力市場的結構有其一定的可競爭

必要標準條件如圖 3-3 所示，簡言之，我們建議公平會應透過行政協商之

方式針對電力市場轉型應強調自由化市場的可公平競爭之設計原則，亦即

倡議電業主管機關應堅持其原先所秉持的「兩端開放、中間抓緊」之自由

化政策，發電與售電兩端電力業者的行為應透過設計良善的自由化可競爭

市場規則並服膺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來形塑各種行為之標準，尤其是透過

市場力的檢驗與各種行為和衝擊測試、對不法行為進行節制與懲處，才能

有效制止各種層出不窮的違法行為與違法態樣的層見疊出。中間抓緊部分

是對具有自然壟斷的電網事業重新加強嚴格管制，要求其扮演好「公共運

輸者」的角色與行為，做好獨立、中立、公開、透明、經濟效率與電力安

全的市場管理與調度者之行為準則。以下為使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能維持

公平競爭之相關重要競爭倡議。 

一、 整體行為面之規範：美日歐經驗對我國之啟示 

為確保電網業者在整體行為規範上有所依歸，各國在電業自由化後多

針對需受高度管制且影響電力市場競爭甚鉅之電網，引入所謂「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之規範。如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針對跨州輸電與輸

氣業者，即導入「輸電/氣服務提供者之行為標準（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Transmission Providers）」101，主要希望從下列三面向，強化電網經營之獨

立性，以避免妨礙市場競爭，這三項原則可說是長年來在一系列聯邦能源

 
101 FERC, Standards of Conduct for Transmission Provid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ferc.gov/enforcement-legal/legal/major-orders-regulations/standards-conduct-trans

mission-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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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委員會行政命令下逐步制訂：102 

1、 「功能獨立性之要求」：輸電部門的系統調度員工與市場運作功能的

員工，必須分開獨立運作。 

2、 無管道原則：禁止讓非公眾可獲得之輸電資訊，讓負責市場運作功能

的員工知悉（The "no-conduit rule," which prohibits passing non-public 

transmission function information to marketing function employees.） 

3、 公開透明原則：若有相關不合適的揭露時，要求相關資料均需張貼之

矯正措施（The "transparency rule," which imposes posting requirements to 

help detect any instances of undue preference due to the improper 

disclosure of non-public transmission function information.） 

目前此一規範，也納入聯邦管制當中，如圖 5-1 所示： 

 

 
102 Order No. 807、Order No. 807-A、Order No. 787、Order No. 717、Order No. 717-A、Order 

No. 717-B、Order No. 717-C、Order No. 717-D。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E-1_58.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E-9_11.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order-787_0.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M-1_34.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M-1_33.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order-717b_0.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order-717b_0.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order-717c_0.pdf
https://www.fer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order-717d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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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idx?c=ecfr&sid=9745b88fb2994a4c4bc2e4f1e4b92561&rgn

=div5&view=text&node=18%3A1.0.1.17.75&idno=18 

圖 5-1 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電力規則 

 

這種對輸電獨立、透明與中立的要求並非美國所獨有，如歐盟電業自

由化市場下，也要求所有電網公司原則上均需滿足下列行為獨立性之要

求，主要可涵蓋五個面向如表 5-2： 

 

表 5-2 歐盟電業自由化下對電網業之行為準則 

一、管理分離 1.人事之區分

（一般 VS 高

階） 

⚫ 原則：[管理階層員工]，不可同時在

電網事業部及發售部門工作。 

⚫ 難題是：[高階人員]呢？如：「電網

公司之執行董事」不能同時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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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部門的執行董事。 

⚫ 但：若只是監督，且不參與每日的

決策，是可以的。  

⚫ 關鍵：是否參與每日之管理決策！ 

2.人員管理之

面向 

⚫ 薪資：其薪資必須以輸電公司之績

效，而非整體控股公司之績效。

（按：否則該人員便有交叉補貼之

誘因） 

⚫ 人事調動、人員在部門間之調動：

如：擔任過電網之經理，嗣後調任

到其他發售事業部，不應該有不正

當的考量。 

3.股權面 公司股權： [電網公司 ]不應持有相關

[售、發、控股公司]之股份，反之亦然。  

員工持股之禁止：如：電網公司之執行

董事，是否可以持有相關發、售公司之

股票？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4. 共 享 服 務 

common service 

⚫ 例如：人事與財務、資訊技術服務、

位址與交通 

personnel and finance, IT services,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 兩面刃：有兩套，是浪費；但只有

一套，又擔心影響獨立性。 

⚫ 解決方式： 

◼ 透過「契約管理方式」模擬市場

定價。 

◼ 在電網公司外經營。如，控股公

司更佳！ common services shall 

normally be operated and 

managed outside the network 

business – i.e. by the related 

supply company or, even better, a 

holding company - unless the 

network is the predominant user. 

二、有效決策

權（電網公司

需賦予有效決

策權力） 

形式賦予 輸電公司之投資決定，必須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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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如何強化

自決力？ 

 

⚫ 必須有足夠之人力、物力以及財務

資源 

⚫ 分分：強調獨立性：電網公司不擁

有輸電資產時：母公司只能執行電

網公司做出的決策；且電網公司應

被賦予針對母公司決定之介入權

（step in rights.） 

⚫ 合合：母公司仍有介入工具：母公

司仍可透過財務計畫（ financial 

plan）等，進行監督，但必須有限制，

不能無限地介入。（如：雖然母公

司可以核定輸電公司財務計畫之權

力，但必須適度尊重輸電公司的獨

立性。） 

三、法遵規劃 1.法遵規劃之

內容 

公司內部，必須制定行為準則（ rules of 

conduct） 

◼ 如，以資訊為例，必須界定哪些

屬於商業敏感性機密，以及違反

之處罰。 

◼ 如：輸電公司的員工，不能故意

影射並建議客戶到相關之「發、

售公司」。 

◼ 如：非電網事業之員工，不能隨

意進入電網公司，並取得電網公

司相關電子系統之敏感性記錄

等。 

2.相關落實法

遵之作法 

⚫ 高階管理者之支持; 

⚫ 員工之書面承諾 Written commitment 

of staff to the programme by signing 

up to the programme; 

⚫ 清楚告知違反之可能懲罰後果 Clear 

statement that disciplinary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staff violating the 

compliance rules; 

⚫ 法 遵 教 育 訓 練  Training on 

compliance  

3.有效的監督

與定期報告 

⚫ 評估程序透明要求。The evaluation 

process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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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t manner, 

⚫ 法遵與監督負責人之高階要求：The 

person or body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compliance programme 

shall be the senior management body 

or a member of this body. Regarding 

the annual report, to be submitted by 

this person or body, guidelines on its 

contents shall be issued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 年報要求：The annual report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independent members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where 

applicable, before submission to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四、資訊防火

牆之要求 

必須要確保電

網公司所保有

之商業敏感性

機密，僅有電網

公司得以使用。 

 

並不代表要建

立兩套資訊系

統，而是「系統

取用權」必須有

特殊之設計。 

This excludes for instance, that staff 

working for the supply business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databas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be commercially 

advantageous, such as details on actual or 

potential network users. Whilst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establishment of 

separate database systems, specific access 

rights must be clearly defined and limited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nfidentiality rule. 

五、其他重要

機制 

不同公司識別

（Rebranding） 

 

座落在不同辦

公室（Separate 

buildings） 

 

電網公司之網

站（必須與母公

司有區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歐盟電業自由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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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歐盟此一規範不僅止於規範而已，各電力公司也被要求需形成其內

規制訂內規，並遵守，如：與德國國營綜合電力公司 ENBW，在網站上必

須公開其行為守則，而如下圖 5-2 所示，其中一塊非常重要的領域，就是

涉及其如何遵守獨立性之要求！且每年均需做內部的法遵考核。103 

 

  

資料來源：德國國營綜合電力公司 ENBW 網站。 

圖 5-2 德國國營綜合電力公司 ENBW 關於獨立性確保之法遵規劃 

 

近期已推動電業自由化之日本，於自由化之電力市場的競爭行為等之

規範上，與電力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共同合作、訂定應有競爭行為準

則之作法，共同訂定、頒布之「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適正な電力取引に

ついての指針）以釐清電力市場之競爭法問題，防止違法行為之發生，並

主動對電力產業進行調查104，如表 5-3。 

 
103 ENBW, Corporate compli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enbw.com/company/the-group/about-us/compliance/corporate-compliance/ 
104 公正取引委員会，電力市場における競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公正取引委員会，2-3 

（2013）；許志義主持，國內電力市場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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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規範架構與要點 

架構 規範要點 

在零售範圍中適當

電力交易的正確方

式 

1. 思考方向 

 (1) 零售供給 

 (2) 藉由經過措施費用的零售供給 

2.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及有問

題的行為 

 (1) 零售供給 

   ① 零售費用的設定及零售供給相關的行為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ⅰ 在成組販售中採取不當的方式 

      ⅱ 對特定的需要者設定不當的低價等 

      ⅲ 在部分供給中採取不當的方式 

      ⅳ 對於再契約的需要對象設定不當的高價等 

      ⅴ 對自家發電補給契約的解除・不當變更 

      ⅵ 需給調整契約的解除・不當變更 

      ⅶ 不當的違約金・清算金徵收 

      ⅷ 強加不當的交涉機會義務 

      ⅸ 停止物品購入・職務交易 

      ⅹ 組合複數行為的阻止加入事業行為 

   ② 其他行為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ⅰ 在轉換期間採取不當的方式 

      ⅱ 對需要者提供不當的情報 

 (2) 藉由經過措施費用的零售供給 

    A.從適當電力交易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適當電力交易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在批發範圍中適當

電力交易的正確方

式 

1. 思考方向 

 (1) 對零售電力業者的批發供給等 

 (2) 批發電力交易所（電力交易平台）的活化 

 (3) 批發電力市場的透明性 

2.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及有問

題的行為 

 
頁 1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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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1) 對零售電力業者的批發供給等 

   A.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 在發電部門與零售部門分社化時設置常時支

援的契約窗口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在批發供給契約中設定不當的費用等 

    ② 批發供給契約或剩餘電力購入契約的解除・

不當變更 

    ③ 在常時支援中採取不當的方式 

    ④ 限制對基本電量市場的電力投入 

    ⑤ 限制批發業者與零售業結合 

    ⑥ 對批發業者濫用優越地位 

    ⑦ 發電設備的購買 

 (2) 批發電力交易所的活化 

   A.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① 積極活用 

    ② 販售票 

    ③ 市場監視 

    ④ 情報公開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限制對批發電力交易所的電力投入 

    ② 對自家發電補給契約的解除・不當變更 

    ③ 需給調整契約的解除・不當變更 

    ④ 批發供給契約和剩餘電力購入契約的解除・

不當變更 

 (3) 批發電力市場的透明性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 法令遵守體制的建構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內線交易 

    ② 不公開內線情報 

     ⅰ 公開內容與其時期 

     ⅱ 公開方式 

    ③ 市價操縱 

負面電力市場交易

範圍中適當電力交

1 思考方向 

 (1) 活用特定批發供給進行負面市場交易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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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易的正確方式  (2) 相關當事者之間協議的關連事項 

   ① 需要者與負面市場業者之間的契約相關協議 

   ② 供給源零售電力業者與負面市場業者之間的

契約相關協議 

   ③ 供給對象零售電力業者與負面市場業者之間

的契約相關協議 

 2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及有問

題的行為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① 負面市場交易做公正且有效的利用 

    ② 與締結需量抑制契約相關的事前説明以及契

約締結前後需交付文書的交付說明 

③ 對於需量反應者的諮詢有適切且迅速的對應

與設置諮詢窗口 

    ④ 供需調整契約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託送範圍中適當電

力交易的正確方式 

1 思考方向 

2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及有問

題的行為 

  (1) 託送供給費用等相關公平性的確保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① 託送供給費用 

     ② 情報公開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託送供給費用的降價提出變更命令 

     ② 託送供給費用的變更認可申請命令 

     ③ 最終保障供給約款的提出變更命令 

     ④ 離島供給約款的提出變更命令 

     ⑤ 連接線等的運用等 

  (2) 網絡營運的中立性確保 

  (2)－1 一般配送電業者的託送供給等 

  (2)－1－1 一般配送電業者的託送供給等業務相關

得知的情報禁止做目的外的利用 

   A.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2)－1－2 一般配送電業者的配送電力等業務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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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止差別待遇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一般配送電業者的個別規定有差別的適用 

    ② 一般配送電業者持有的情報做有差別的公開

・周知 

    ③ 對需求者有差別的對應 

    ④ 託送供給費用方案・服務提供等有差別的對

應 

    ⑤ 在代表契約者制度有差別的對應 

  (2)－2 送電業者的替代供給 

  (2)－2－1 送電業者的替代供給相關情報禁止做目

的外的利用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2)－2－2 送電業者的替代供給禁止有差別待遇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其他能源競爭範圍

中適當電力交易的

正確方式 

1 思考方向 

2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及有問

題的行為 

 (1) 自家發電設備的導入或增設 

   A.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B.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阻止自家發電設備的導入或增設 

    ② 對有自家發電設備的需要者做不合利益等的

要求 

(2) 全面電化等 

  ○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有問題的行為 

    ① 一般配送電業者的差別運用 

    ② 由一般配送電業者負擔的室内配線工程等 

    ③ 類零售電力業者進行過度的電化機器普及宣

傳活動 

    ④ 類零售電力業者的不動產購買 

以全面電化為條件之不當的利益提供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經院去年度的結案報告（梁啟源等，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

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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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可知，美日歐共通處在處理電力交易市場與電力交易平

台，為避免結構性與行為面之問題，多事先會由電力或能源事業的管制機

關事先擬定「行為準則（Standards of Conduct）」，以確保電力事業之輸配

電經營電網系統與電力交易平台之獨立性與中立性，並與競爭性較高之發、

售電業之營運作嚴格區別。此種前端的處理機制，亦可以避免後續引發之

競爭法之疑慮。故建議公平會可透過競爭倡議，讓電業管制機關可擬定此

種輸配電業行為準則，作為規範台電公司輸配電公司行為之用！並對未來

開放之發、售電業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其期望的行為與良善市場

規則之形塑設計。 

如前所述，2008 年歐盟曾對德國 E.ON AG 綜合電業沒能確實執行廠

網分離，提出糾正，糾正的原因是 E.ON 利用其調度中心的優勢地位在輔

助服務市場與實時市場上，優先偏愛挑選自己擁有的或和自己有利益相關

的發電機組，並阻礙其它會員國電力資源的參與。此案最終以和解收場

（Case COMP/39.389-German Electricity Balancing Market, 26 November 

2011），條件是 E.ON 電力公司接受了歐盟委員會的分拆指令，將其高壓輸

電網路（380/220kV）及其系統運作權（SO）拆分售出（divest）。而這也

是公平會競爭倡議「行為準則（Standards of Conduct）」若仍舊無法遏止既

有電業濫用結構性問題之下，可以參考的未來下一階段主動協商作法：不

是結合而是分拆：垂直與水平地分拆。 

二、 我國三個市場一個程序之行為面競爭倡議 

如前所述，目前我國電力市場之架構主要包括三個市場（日前電能與

輔助服務、實時電能平衡、備用容量三市場）以及一個閉門調整程序。本

研究分析，三個市場及小時前調整程序，可能會發生的行為面反競爭缺失

為持留行為、策略性抬高報價行為以及資訊揭露不足以測試發現這些行為。

這些問題，顯然係電力市場交易平台法規制度之缺失所導致，或電業管制

機關之事務管轄範圍之事項。然而公平會仍可適度透過競爭倡議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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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對相關議題之認知，並思考改進之可能性。 

若參考英國之經驗，2007 年十月英國的電業天然氣獨立管制機關

OFGEM 發現蘇格蘭發電業者在實時市場（real time balancing market）炒作

輸電壅塞以增加輸電壅塞費用，而且在蘇格蘭/英格蘭邊界電網壅塞時，其

在蘇格蘭送往英格蘭的電力報價遠較在英格蘭本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

低，而當電力從英格蘭送往蘇格蘭的方向時，其電力報價遠較在英格蘭本

地其同型機組的報價為高，此種報價行為是典型的持留居奇（withholding）

寫照，然而此案最終結論是：調查發現的蘇格蘭發電商炒作行為並無違反

該國之公平競爭交易法。OFGEM 也在此案炒作行為頒發禁止令。（Ofgem, 

2009, Addressing Market Power Concerns in the Electricity Wholesale 

Sector-Initial Policy Proposals.），故此一事項適合由電業管制機關加以處

理。公平會則可透過競爭倡議之方式，促使電業管制機關辦理電力交易平

台資訊即時揭露範圍調整、市場力定期測試、具市場力業者或樞紐角色業

者之報價行為與持留行為定期測試，與市場力濫用時之市場力緩解或市場

熔斷措施如：限制以成本報價、成立期貨交易平台或限定部分長約交易、

調整價格上限等競爭倡議。 

電能不平衡市場、電能日前市場、輔助服務市場與備用容量市場，在

市場參與者方面皆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一般發電業及大用戶的准

入，也缺乏虛擬電廠、分散式電力資源和需求方資源的參與，目前過渡階

段在市場參與者數量有限情況下，SMP 的定價方式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如公

用售電業及台電公司發電業之市場力濫用問題，建議公平會可透過競爭倡

議方式，使電業管制機關重新辦理市場訂價規則修正：一律改採 PAB 訂價

規則，待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滿足可公平競爭情況時，再重回 SMP 方式

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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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的綜整結論摘要如下： 

1、 國內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劃架構對比歐美健全可競爭之電力市場架構，

我國僅包含容量市場、日前市場、即時不平衡市場和小時前調整程序，

此種「三市一程序」制度設計相對簡陋、且缺乏可競爭性與流動性，

更難以預防和抵抗樞紐業者市場力的濫用。與國外電業可參與期貨市

場、日前市場、日內市場、實時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容量市場、輸

電權市場、零售市場等，我國電業活動可競爭範圍存在侷限，也限縮

了需求與供給替代性。 

2、 在產品市場界定方面，本文綜合分析後認為理論上所有電能產品在完

備的市場設計架構下，在需求替代、供給替代以及時間維度上，皆具

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只要市場流動性大，電能期貨與現貨又可高度替

代對沖轉換，因此皆可視為同一產品市場。至於備用容量與輔助服務

因其彼此間不具有替代性，故應分別視為另外各自獨立的兩個產品市

場，且與電能市場亦應不同。至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距離調度

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市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限，應可視為獨立特定

產品的另一個電能市場。 

3、 在地理市場界定方面，由於電力的傳送需依賴電力網路系統，當輸電

線路容量完全壅塞時，則電力系統輸電線路兩端節點上的供給與需求

彼此間根本無法替代，此時壅塞的兩端則應視為兩個不同區域的地理

市場，此並非時間市場概念，而是由於地理區域間電力網路系統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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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阻，在空間上所產生的兩個不同地理市場範圍。至於壅塞至何種程

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競爭主管機關視情況判定。因此批發電

力市場的地理市場範圍將隨每小時輸電壅塞程度而異，而這又取決於

每小時需求與供給的變動所加諸於電網的輸電系統熱容量之限制。 

4、 在電力市場的運行上市場力濫用的防範較為不易，其根本原因在於電

力商品的三大特性（以電網光速透過電網傳輸且需實時平衡、無法有

效儲存、短期需求彈性極小）使得電力市場面對市場力濫用時顯得非

常的脆弱。是故相關公平競爭與管制機關的適時介入干預就非常重要

也是必須的。發現市場力存在經常歸根究柢會顯示出係可歸因於電力

市場「市場設計」的架構缺陷。最核心的設計問題是：市場的可公平

競爭性能否實現？與所追求之目標能否帶來最大化的社會福祉？而非

市場供、需參與者單方面（尤其是單一買方或賣方）的超額利潤。如

果發現市場規則不完善，就必須儘快修復，由世界各國電力市場自由

化發展史回顧，這往往需要花費相當冗長的時間才能達成，特別是在

電力市場監管制度不存在或不完善的國家，則更是曠月耗年，但如果

發現市場構造或結構的設計出了問題或有重大缺陷，則可能更需要花

幾十年才能來進行修正，這對社會與國家所造成的無謂損失將無法估

計，也會造成市場監管者必須花費很大的努力與時間來管制規範一個

結構設計不完整又有缺陷的電力市場，因此對於市場力的濫用，事前

的防範遠遠比事後的監管來得更重要、且更有成效。 

5、 電力市場中市場力的檢測可通過三項測試完成：結構測試、行為測試

與市場績效測試，其中結構測試一般採用 HHI 市場集中度指標，但考

慮電力市場與電力商品的特性，另外還有四個影響市場結構的重要因

素也不可忽視：需求彈性、廠商競爭形式、遠期合約和市場的地理範

圍分佈，每一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市場力的大小。行為測試

主要考量樞紐業者是否有持留行為和策略性報價行為以操控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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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成，市場績效測試則在確定是否市場力濫用行為已導致市場價格

偏離可競爭市場的均衡價格。 

6、 在電力自由化的國家，管制機關或競爭主管機關多執行產業結構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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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競標。若發現有市

場力遭濫用時，管制機關可採用市場力緩解的措施具體地有： 

(1). 重組分拆（divestiture） 

(2). 長期合約（long term contracts） 

(3). 價格上限（price cap） 

(4). 報價減緩（bid mitigation） 

(5). 引入和增加電力交易平台之競爭與流動性。 

7、 歐美國家對電力市場力是否濫用的測試，實務面包括： 

(1). 結構測試 

A. 市場範圍的界定：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 (SSNIP test)； 

B. 競爭程度的評估：歐盟規定若 HHI 數值大於 2000 代表市場過度

集中，小於 1000 代表不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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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樞紐分析（pivotality approach）檢驗：PJM 電力市場採用三位樞

紐供給業者分析法，若樞紐分析相關的剩餘供給指標 RSI（residual 

supply index）<1 時該發電業者便具有市場力與誘因操控價格；加

州電力市場監管委員會則認為當電力市場的 RSI<1.1達全年 8760

小時的 5%以上，該市場便不具競爭性而需加以執行管制 ，且規

定如果市占率大於 20%又是樞紐廠商，則其只能以成本報價。 

(2). 行為測試 

掃描檢驗市場樞紐業者的報價之量價組合標單以決定該業者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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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留行為和策略性抬價行為。 

(3). 市場績效測試：勒納指數≤10%（reference price-cost margin）為參考

標準，以判定市場價格是否已經偏離可競爭的均衡價格。 

 

第二節  建議 

    長期以來，「市場力」始終都是電力市場自由化改革中引人關注的議

題，尤其在電力市場的競爭主管機關與電業管制機關業務中更是成為主要

競爭規範必要探索的關鍵議題。這是因為有優勢市場地位者在電力市場鬆

弛的管制制度下可輕易地藉由(1)實現市場力；(2)改變價格與產量及；(3)

濫用市場力造成的社經衝擊，三個步驟來達成持續獲取暴利的機會。儘管

在自由化電力市場中，管制與競爭主管機關設下了各式的檢測與市場力緩

解制度希望能預防與規範市場力的濫用，但最後往往仍是掛一漏萬防不勝

防，這在電力市場的自由化發展史上更是班班可考。其根本原因在於電力

商品不同於一般商品的三大特性使然，此外，電力市場的供給方與需求方

在自由化改革的進程中由於政商原因使水平與垂直切割的不完全，往往形

成寡占或單一買方/賣方的市場結構局面進而更容易提供導致市場力濫用

的強烈誘因與溫床，而使得設計上有缺陷的電力市場面對市場力濫用時也

更顯得非常的脆弱、艱辛與無奈。  

電力市場上市場力的發揮，既使僅是短暫微幅的，但因為電力是民生

必需品，任何形式不當的市場力濫用行為都有可能帶來相當巨大的超額利

潤及衝擊經濟系統性風險，進而誘發廠商鋌而走險，特別是當可競爭的電

力市場制度結構設計有明顯缺陷時更是如此，因此相關公平競爭與管制機

關的適時介入干預就非常重要也是必須的。競爭主管機關對電力市場的干

預主要是透過電力市場結構面與市場參與者行為面來進行檢驗市場是否處

於可公平競爭狀態或市場是否已遭市場力濫用而偏離了可競爭的均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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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若經檢驗發覺的確市場有偏離公平競爭狀態，競爭主管機關或電業管

制機關即應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濫用的行為。在一可正常運

作的可競爭電力市場下，如前文所言市場監管機構至少有六項不同的維護

競爭規範之必要任務： 

1、檢驗市場力的實現和無效性； 

2、發現不合適的市場規則； 

3、提出對市場規則的改進意見； 

4、核對和懲罰違反市場規則者； 

5、對看起來不合理的市場訂價方式重新釐清訂價規則； 

6、懲罰實現濫用市場力者。 

但這六項任務因為電力市場的特殊技術性與學習進入成本門檻過高，

公平會所依賴的標準工具「公平交易法」運用時需要適當調適方足以滿足

和因應電力市場供需的特定技術特性與市場上詭譎多樣化的策略性競標炒

作行為，特別是在相關市場的界定和供給、需求替代性的釐清方面電力市

場都不如一般商品市場那樣清晰容易認定。最後，在我國由於政府組織的

制度文化使然，當電力市場出現缺陷漏洞時，公平會能主動介入的機會不

大，因此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前述提倡競爭倡議的方式來協同經濟部與

電業管制機關共同對電力市場結構與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進行矯正。 

經三項市場可競爭性檢驗測試（結構面測試、市場行為面測試、市場

績效衝擊測試）已發覺我國電力交易平台之電力市場已遠遠偏離公平競爭

狀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應即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

力已遭濫用的行為。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以下之競爭倡議。 

（一）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 

1、 建議經濟部透過二次修法使台電公司進行發、輸配、售電部門有效的

垂直與水平拆分（legal unbundling），以改善市場結構的各個面向如：

HHI 市場集中度、需求彈性、競爭行為形式、遠期合約以及訂價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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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各種電力交易平台始終會面臨先天結構不良於可公平競爭的狀

態，而後天又無法有效監管之窘境。 

2、 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後，所產生相關之缺失，可提供建議給經濟部

及電業管制機關參考修正其交易平台之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透過競

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未來電業法第二階段修法時，引

入相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離、法律分離、ISO 獨立調

度組織、IMO 獨立市場管理組織等）設立財團法人電力調度中心或財

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並應仿效美國 FERC 在電力市場管理組織

內成立獨立市場監視單位（Market Monitoring Unit），替消費者監督把

關市場的健全運作發展。 

（二）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 

1、 建議電力改革應堅持「兩端開放、中間抓緊」之自由化政策，發電與

售電兩端電力業者的行為應透過設計良善的自由化可競爭市場規則並

服膺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來形塑各種行為之標準，尤其是應透過市場

力的檢驗與各種行為和衝擊測試。中間抓緊部分是對具有自然壟斷的

電網事業重新加強管制，要求其扮演好「公共運輸者」的角色與行為，

做好獨立、中立、公開、透明、經濟效率與電力安全的市場管理與電

力調度。電業管制機關應自己擬定輸配電業行為準則，作為規範輸配

電公司行為之標準！而非交由台電公司自我設計研擬且自我管束。 

2、 建議電業管制機關應即辦理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之修正，包括：電

力交易平台資訊即時揭露範圍調整、市場力定期測試、具市場力業者

或樞紐角色業者之報價行為與持留行為定期測試，與市場力濫用時之

市場力緩解或市場熔斷措施等如：限制以成本報價、成立期貨交易平

台或限定部分長約交易、調整價格上限等競爭倡議，以及應成立獨立

市場監視單位 MMU，每月每季定期向管制機關與公平會書面報告市場

狀態，並對大眾網路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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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三個電力市場市場參與者方面皆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一般

發電業及大用戶的准入，也缺乏虛擬電廠、分散式電力資源和需求方

資源的參與，在市場參與者數量有限情況下，SMP 的定價方式容易誘

發樞紐廠商之市場力濫用問題，倡議電業管制機關重新辦理市場訂價

規則修正：應一律改採 PAB 訂價規則，待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滿足可

公平競爭情況時，再重回 SMP 訂價規則，或要求樞紐業者台電公司必

須以成本或固定參考價格進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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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電業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指於電力

系統運轉前一日，以提供調頻

備轉、即時備轉、補充備轉及

其他必要之輔助服務作為交

易標的之競價市場。 

二、 備用容量市場：指輸配電業依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第十

條第二項統一採購或受其他

電業委託辦理採購，而以備用

供電容量作為交易標的之競

價市場。 

三、 需量反應提供者：指因應電力

系統狀況而改變電力使用行

為之用戶。 

本規則用詞定義。 

第三條 電力交易平台為由輸配電業

以獨立營運場所及設備設立之公開

競價市場，並分為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及備用容量市場。 

電力交易平台為由輸配電業以獨立場

所及設備設立之公開競價市場，並維

持其運作之中立性，另明定電力交易

平台之市場營運範疇。由於電力交易

平台為電力商品進行競價交易之場

域，考量電能交易之複雜性，先以日

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場為

主，待實施檢討後再予評估是否擴大

推動至日前電能市場、日內電能市場

或其他範疇。 

第四條 輸配電業為辦理電力交易平

台設立及營運事宜，應於組織內部

設具獨立性之電力交易單位。 

前項電力交易單位應具備市場

發展、市場管理、業務營運、交易

一、 第一項規範電力交易平台設立及

營運事宜應由輸配電業於組織內

部設具有獨立性之電力交易單位

負責， 並由其本於中立性原則辦

理各項業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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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及資訊系統等業務功能。 

第一項電力交易單位之組織架

構、管理階層、人員培訓、專家諮

詢機制等事項之具體計畫，輸配電

業應於本規則施行後六個月內報請

電業管制機關核定。 

二、 第二項明定電力交易單位應包括

之業務功能。 

三、 第三項明定電力交易平台設立及

營運具體計畫之內容及核定程

序。 

第五條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供給

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發電業。 

二、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三、需量反應提供者。 

四、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

能供需者。 

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

得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交易： 

一、已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

約之發電機組容量。 

二、因發電性質特殊，經輸配電業

認定無法適用競價交易之發電

機組。 

一、 第一項規範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

供給者資格條件。另為鼓勵創新

技術之應用，儲能及其他業者雖

因電業法無明確身分規範，惟如

可接受調度並即時調節電能供

需，即得以第一項第四款之資格

條件，獨立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

交易。 

二、 第二項規範如已與公用售電業簽

訂購售電契約之發電機組容量，

或因特殊發電類型，經輸配電業

認定無法適用競價交易之機組，

不得參與平台交易。至於供給者

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之

發電機組容量，由契約雙方自行

認定，併予補充。  
第六條 備用容量市場之供給者，應符

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發電業。 

二、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三、需量反應提供者。 

四、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認定之備

用容量來源提供者。 

一、 備用容量市場之供給者資格條

件。 

二、 按電業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 有關備用供電容量之內容、

審查、管理等事項授權由電業管

制機關定之及負責辦理，且為擴

大備用供電容量之供給，爰於第

四款明定如係經電業管制機關認

定之備用供電容量來源（例如儲

能設備）提供者， 即具有本條資

格條件，可參與備用容量市場競

價。 

三、 為鼓勵創新技術，儲能及其他業

者仍得與符合資格之供給者進行

合作以共同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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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容量市場交易，併此敘明。 

第七條 第五條第一項及前條之供給

者，除國營發電業有參與電力交易

平台交易之義務外，其餘供給者應

先向輸配電業申請註冊登記，並於

完成註冊登記程序後始得參與電力

交易平台交易。 

輸配電業對於前項註冊登記之

申請，應符合公平性及非歧視原則。 

輸配電業得要求第一項申請註

冊登記之供給者繳納保證金，且不

得逾預估交易總額之百分之十。供

給者未繳納保證金者，視為未完成

註冊登記。 

供給者有違規情形且情節重大

者，輸配電業得沒收保證金之全部

或一部，並得要求限期補足差額。

供給者未補足差額者，輸配電業得

拒絕或暫停其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交

易。 

一、 第一項規範國營發電業有參與電

力交易平台之義務，以及供給者

應先向輸配電業申請註冊登記，

並應依規定完成註冊登記程序，

否則無法進行交易。 

二、 第二項規範註冊登記申請之公平

性及非歧視原則，不得任意拒絕

供給者之加入。 

三、 第三項規範輸配電業得要求供給

者繳納保證金及規範保證金額

度，以確保供給者之履約能力。

申請註冊登記者如未能繳納保證

金，視為未完成註冊登記，輸配

電業得拒絕其加入或參與交易。 

四、 第四項明定供給者有違規情形且

情節重大者，輸配電業得沒收保

證金並得要求限期補足差額；供

給者未補足差額者，輸配電業得

拒絕或暫停其參與電力交易平台

交易。 

第八條 輸配電業應就電力交易平台

之運作擬定具體時間表，並對外公

告之。 

前項具體時間表，內容應包括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場

之需求公告、供給者提出報價、交

易撮合、公布競價結果及交易結算

結果等重要事項之日程。 

供給者應依第一項具體時間表

進行各項交易操作。 

一、 第一項規範輸配電業應訂定具體

時間表，並對外公告之，以確保

電力交易平台之運作秩序及效

率。 

二、 第二項規範須納入具體時間表之

重要事項項目，增加供給者之可

預見性。 

三、 第三項規範供給者應遵循輸配電

業所擬定之具體時間表進行各項

交易操作。 

第九條 輸配電業應導入適當之市場

管理系統建立電力交易平台。 

前項市場管理系統，應包括用

戶註冊數據、市場用戶介面、調度

員介面與交易及結算系統等項目。 

一、 第一項規範電力交易平台應導入

穩定且足夠之市場管理系統，以

確保交易平台之運作功能。 

二、 第二項規範市場管理系統至少應

具有用戶註冊數據、市場用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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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調度員介面與交易及結算系

統等基本項目。 

第十條 輸配電業應將日前輔助服務

市場之報價競價結果，透過所屬調

度單位執行調度，並依實際調度結

果進行結算。 

為促進電力交易與電力調度之銜接，

明定輸配電業應依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之報價競價結果，透過所屬調度單位

進行調度，並依實際調度結果進行後

續結算。 

第十一條 輸配電業如遇有不可抗力

或其他緊急事件時，得視實際狀況

暫時停止交易之進行，並應立即對

外公告之。 

輸配電業依前項規定對外公告

時，應即向電業管制機關通報，並

於事件發生後三日內提出處置規

劃。 

第一項事件結束後三十日內，

輸配電業應向電業管制機關提出該

事件影響及處置情形之報告。 

一、第一項規範電力交易平台面臨例

如電力系統發生全黑事故或資訊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等不可抗力或

其他緊急事件，致使電力交易無

法進行或顯有困難，輸配電業得

立即公告暫時停止交易。 

二、第二項規範輸配電業於事件發生

後之處置程序。 

三、第三項規範輸配電業應於事件結

束後之後續處理程序。 

第十二條 電力交易平台應公開下列

資訊： 

一、 供給者基本資訊。 

二、 供給者註冊登記之總裝置容

量。 

三、 市場歷史結清價格。 

四、 市場歷史交易量。 

輸配電業應依下列規定將各項

資訊提供供給者參考： 

一、市場交易開始前： 

（一）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市場

負載預測、機組檢修計

畫，以及輔助服務需求量。 

（二）備用容量市場之備用供電

容量需求數量。 

二、市場交易結束後： 

（一）市場結清價格。 

（二）市場交易量。 

一、第一項規範輸配電業應於電力交

易平台對外公開之資訊，以增進

電力交易市場之透明度。 

二、第二項規範輸配電業應將各款所

列之相關資訊提供予供給者作為

參考，以利供給者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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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輸配電業應就電力交易平

台之運作，建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

制。 

前項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至

少應包括市場力結構化指標、市場

報價與運作檢視及市場異常狀況監

測等項目。 

輸配電業應定期向電業管制機

關提報執行前二項機制之市場管理

及監視報告。 

電業管制機關基於電力交易平

台監督及管理之需求，得依電業法

第十二條規定要求輸配電業補充說

明或提供有關資料；輸配電業應予

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第一項規範輸配電業應就電力交

易平台之運作，建立市場管理及

監視機制，以確保電力市場之公

平運作。 

二、第二項規範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

之項目。 

三、第三項規範輸配電業應確實執行

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並依市場

管理及監視所涉項目之特性需

求，分別訂定不同之期限（例如

每季、每半年或每年等）向電業

管制機關報告，以共同促進電力

交易市場發展之健全化。 

四、第四項規範電業管制機關得依電

業法第十二條規定要求輸配電業

提供有關資料，以落實電力交易

平台之監督與管理。 

第十四條 輸配電業於執行前條第一

項所定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時，如

發現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之情

況，應採行必要因應或減緩措施。 

一、輸配電業執行市場管理及監視機

制時，發現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

常情況，例如特定供給者有濫用

市場力量之疑慮，輸配電業應採

行必要之因應或減緩措施，以維

持市場公平運作。 

二、輸配電業所採行之必要因應或減

緩措施，應由輸配電業依第十五

條規定報請電業管制機關核定方

得實施，併予補充。 

第十五條  輸配電業應就供給者加

入、退出、註冊登記、參與費用、

市場操作、報價規範及程序、結清

方式、交易結算、違規處理、資訊

公開、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前條

異常情況因應或減緩措施、爭議處

理及利益衝突迴避等事項，訂定管

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並報請電業管

制機關核定；修正時，亦同。 

前項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除

一、 第一項規範輸配電業應訂定管理

規範及作業程序，並報請電業管

制機關核定。 

二、 第二項規範輸配電業應有檢討分

析機制，並報請電業管制機關備

查， 以確保第一項所定管理規範

及作業程序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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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電業管制機關指示檢討外，輸配

電業應至少每二年檢討一次，並將

執行與檢討分析報告報請電業管制

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國營發電業應依輸配電業

擬定之時間表提出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之每日報價。 

國營發電業未依前項規定提出

報價者，以其於電力交易平台上設

定之預設報價為報價。 

前項預設報價應依輸配電業訂

定之報價規範辦理。  

一、 第一項規範國營發電業有每日報

價義務。國營發電業為輔助服務

主要提供者，為確保輔助服務市

場之正常營運及公平競爭，爰規

範國營發電業應每日提出輔助服

務報價。 

二、 第二項規範國營發電業如未實際

參與報價時，以預設報價為報價。 

三、 第三項規範預設報價應依輸配電

業訂定之報價規範辦理。 

第十七條 電力交易平台之交易爭議

應由輸配電業先行邀集學者專家進

行協調。協調不成時，得申請電業

爭議調處審議會處理。 

前項調解或調處會議之進行，

應遵守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一、第一項規範電力交易平台之電力

交易之爭議解決機制。 

二、第二項規範協調或調處會議之進

行應遵守利益衝突迴避原則，以

確保公平性及公信力。 

第十八條 電力交易平台建立所需之

經費，由輸配電業以電價費率審議

會審議通過之電力調度費支應。 

電力交易平台建置費用之經費支應。 

第十九條 輸配電業應依本規則之實

施情形規劃廠網分工後電力交易平

台之營運期程，並自本規則施行日

起，於每年七月底前向電業管制機

關提報廠網分工後電力交易平台建

置進度報告。 

輸配電業應預先規劃廠網分工後之電

力交易平台營運期程，且有每年提報

建置進度報告之義務，以利電業管制

機關掌握推動進度，並確保廠網分工

後電力交易平台營運之期程。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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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 

名 稱：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21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電業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備用供電容量：指發電業或售電業銷售電能予用戶時，除依用戶實際

負載需求準備之供電容量外，另應預先準備之額外供電容量。 

二、 總供電容量：指發電業或售電業銷售電能予用戶時，依用戶實際負載

需求準備之供電容量及備用供電容量之總和。 

三、 系統尖峰日：指各年度中全國電力系統發生每小時輸出電力最高值之

日。 

四、 基準年：指電業管制機關計算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總供電容

量所依據之年度，其為電業管制機關依第三條辦理公告時之前一年。 

五、 達成年：指電業管制機關審查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達成總供電容

量義務情形之年度，其為電業管制機關依第三條辦理公告後之第五年。 

六、 淨尖峰能力：指依第六條第二項所定原則，所計算出之發電機組於尖

峰用電時期之出力。 

 

第 3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數額，每年由電業管制機關計

算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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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數額，依下列公式計算： 

一、 總供電容量＝達成年全國電力系統應備之總供電容量×基準年系統尖

峰日之售電比率。 

二、 基準年系統尖峰日之售電比率＝該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之基準年

系統尖峰日售電量／基準年系統尖峰日總售電量。 

三、 達成年全國電力系統應備之總供電容量＝達成年系統尖峰負載預測值

×（1＋適當備用供電容量率）。 

前項適當備用供電容量率，於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以百分之十五計

算，其後得依電力可靠度審議會檢討，經電業管制機關公告修正之。 

 

第 5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準備總供電容量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供電容量來源如為發電機組，該機組及設備於達成年須為可用狀態， 

且已併接至電力系統。 

二、 供電容量來源如為需量反應，於達成年須可配合輸配電業通知後抑低

負載。 

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列入總供電容量計算。 

 

第 6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準備總供電容量時，其可納入之供電容量應按其

淨尖峰能力計算。 

前項淨尖峰能力之計算原則經電力可靠度審議會研訂後，由電業管制機關

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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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自第三條公告時之次年起至達成年之前一年止， 

應於各年度七月底前逐年提報供電容量準備計畫及佐證資料，報請電業管

制機關審查。 

前項供電容量準備計畫，應敘明預計達成總供電容量數額之準備方式及時

程。如係向其他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或需量反應提供者購買時， 應

提供相關交易契約或其他證明文件。如屬新設機組，應提供該機組之籌備

創設許可及逐月工程進度計畫。 

採取新設機組方式時，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逐月陳報其工程進度。

如有工程進度延遲情形，電業管制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善。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除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資料外，應於第一次提報時

同時檢具達成年後五年之備用供電容量規劃報告，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 

 

第 8 條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於達成年一月底前，提出總供電容量達成報告

及佐證資料，向電業管制機關辦理申報。電業管制機關得就申報案件進行

抽查，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如因採新設機組或需量反應而無法於原定期限前

達成總供電容量時，得於申報時檢具理由及資料向電業管制機關申請延期

達成；其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後，至遲應於達成年六月底前達成。 

 

第 9 條 

前二條文件或佐證資料有不全或缺漏者，電業管制機關得通知限期一個月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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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售電業如遇有重大困難而無法達成總供電容量

時，得檢具理由及資料請求電業管制機關協助之。 

前項請求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後，電業管制機關得責成輸配電業統一採購

備用供電容量。統一採購所衍生之成本及費用，由提出前項請求之負擔備

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支付之。 

 

第 11 條 

輸配電業因全國電力系統備轉容量不足而發布警戒時，電業管制機關得要

求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配合調度。 

前項警戒之標準值，由輸配電業訂定並報請電業管制機關核定。 

 

第 12 條 

為確保電力供應之穩定及安全，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由公用售電業準備備用供電容量，並於本辦法施行

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該期間總供電容量執行計畫，報請電業管制機關核定。 

公用售電業為前項計畫之執行，有與原定計畫不符或進度延遲等情形，電

業管制機關得通知公用售電業限期改善。 

電業管制機關於該期間內，得視全國電力系統供需狀況，要求公用售電業

提前完成第一項應備之總供電容量。 

 

第 13 條 

本辦法各項計畫書、報告書及申報文件之格式，由電業管制機關另定之。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76 

附錄三、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9 日經濟部經能字第 11004604620 號函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目的及授權依據】 

第一條 考量電力交易平台（以下簡稱平台）之專業性及技術性，並為有效

整合小型資源參與，以及提升市場行政管理效率與優化作業流程，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依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

（以下簡稱設置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管理規範。 

本管理規範未規定者，依作業程序（本管理規範附件）或其他相

關公告事項辦理。 

【用詞定義】 

第二條 本管理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平台成員：指有權收益或利用資源且符合設置規則第五條第一

項及第六條規定具參與平台資格條件者。 

二、合格交易者：指平台成員符合本管理規範、作業程序或其他相

關公告事項規定，以自有資源或代理資源參與市場者。 

三、電力交易單位：指台電公司為辦理平台設立及營運事宜，於內

部所設置具獨立性之部門。 

四、電力調度單位：指台電公司為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須

執行電源與電網之規劃、協調及指令事宜，於內部所設置具獨立

性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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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指併聯臺灣本島電力網之發電機組、自用發電設備、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與需量反應等之電源或負載。 

六、交易資源：指通過第十五條第一項能力測試或滿足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條件，用以作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競價或備用容量市場交

易媒合之資源。 

七、交易容量：指合格交易者利用交易資源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或備用容量市場之容量。 

八、報價代碼：指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合格交易者於市場管理

系統設定之報價、結算及調度單元，用以代表個別或聚合之交易

資源。 

九、報價容量：指合格交易者將其報價代碼用於報價之容量。 

十、結清價格：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指為滿足市場需求，依第十

九條第一項最佳化排程作業分配各報價代碼之得標容量後，得標

報價代碼報價中之最高出價；於備用容量市場，指依第二十五條

第五項決定之得標人出價。 

十一、交易表計：指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合格交易者應自行設

置之計量設備，專用以記錄交易資源於調度日之執行結果並據以

結算之表計。 

十二、自動發電控制（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指個別

資源自動即時接受電力調度單位電能管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送出之控制信號，經由其資訊末端設

備直接控制其出力。 

十三、自動頻率控制（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AFC）：指個別

資源自動即時偵測電力系統頻率，並追隨電力系統頻率變動，主

動調整其出力。 

十四、能力測試：指資源為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應通過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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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通訊能力測試及輔助服務執行能力測試；輔助服務執行能力

測試依各項交易商品適用之技術規範進行。 

十五、調度日：指電力調度單位實際執行電力運轉操作當日。 

十六、日前（Day-Ahead）：除本管理規範另有規定外，指調度日之

前一日。 

十七、日：除本管理規範另有規定外，指日曆天。 

【開設市場及市場運作時間】 

第三條 平台所開設之市場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及備用容量市場。日前輔

助服務市場之運作以每日營運為原則。但遇以下情事者，不在此限： 

一、不可抗力或其他緊急事件。 

二、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之情況。 

備用容量市場之運作時間，視台電公司依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

第十條第二項或受其他電業委託辦理採購進行規劃。 

【交易商品】 

第四條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商品如下：  

一、調頻備轉容量。 

二、即時備轉容量。 

三、補充備轉容量。 

備用容量市場之交易商品為備用供電容量。 

【電力交易單位之權責】 

第五條 電力交易單位之權責事項如下： 

一、本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之訂定與修正等市場發展相關事項。 

二、本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之執行等業務營運相關事項。 

三、結算資訊之確認、修正及付款作業等交易結算相關事項。 

四、市場管理及監視機制、異常情況因應或減緩措施之建立與執行，

以及電力交易爭議協調等市場管理相關事項。 



179 

五、導入符合設置規則第九條第二項功能之市場管理系統及其硬體

設備建置、維護及更新等資訊系統相關事項。 

【平台成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六條 平台成員應依本管理規範、作業程序及市場管理系統服務使用條

款行使權利與履行義務。 

本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經法定程序修正公告後，適用於業已完成

註冊登記及登錄資訊之平台成員。 

市場管理系統服務使用條款於平台成員取得市場管理系統之帳

號及密碼後，始生效力；市場管理系統服務使用條款由台電公司另

定之。 

平台成員如對本管理規範、作業程序及市場管理系統服務使用條

款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得以書面向台電公司陳述意見。 

第二章 平台參與 

【非屬國營發電業者之註冊登記】 

第七條 除本管理規範另有規定外，平台成員向電力交易單位申請註冊登記

為合格交易者後，始得參與平台交易，其申請註冊 登記之程序如下： 

一、提交註冊登記申請表、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財務能 力證明、

其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具參與平台專業人員資格之證明，以及資源

清單、資源運轉特性資訊與其他必要文件。 

二、通過作業程序或其他相關公告事項規定之能力測試。  

三、依規劃參與之交易商品項目繳納保證金及參與費用。 

四、取得平台市場管理系統之帳號及密碼。 

平台成員如以代理資源方式參與市場者，前項第一款合法登記或

設立之證明應為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第一項註冊登記之程序及註冊登記應檢附之文件，詳附件一。 

【國營發電業之登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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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國營發電業有參與平台交易之義務，其成為合格交易者應登錄資

訊，辦理之程序如下： 

一、提交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其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具參與平台專業人

員資格之證明。 

二、提交資源清單、資源運轉特性資訊及其他必要文件，以完成交

易資源登錄。 

三、取得平台市場管理系統之帳號及密碼。 

【註冊登記或登錄資訊之正確性】 

第九條 平台成員向電力交易單位申請註冊登記或登錄資訊時，應確保其所

提供資訊之正確性，並承擔資訊不正確所受損害或 所失利益；變更

時，亦同。 

電力交易單位得查對合格交易者之註冊登記或登錄資訊，合格交

易者應配合辦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合格交易者如須變更其註冊登記或登錄資訊，應向電力交易單位

提出書面申請；註冊登記資訊或登錄資訊之變更程序，詳附件二。 

【保證金規範】 

第十條 平台成員應繳納之保證金分二市場各別計收，保證金之繳納時點

及收取方式如下： 

一、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者，應於註冊登記或增加交易容量時繳

納，其保證金額度以交易容量總額及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計

算，計算方式如下： 

（一）保證金額度＝交易容量總額×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 

（二）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每千瓩每小時之定額

×8,760×5%。 

二、參與備用容量市場者，應於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資訊閉鎖

期間開始後十日內繳納，其保證金額度以交易容量總額及每千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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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保證金金額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一）保證金額度＝交易容量總額×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 

（二）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每千瓩之定額×5%。 

（三）第一目交易容量總額以千瓩為最小單位，千瓩以下部分

無條件進位至千瓩。 

保證金應以現金及電匯方式存入電力交易單位指定之帳戶；合格

交易者應維持足額之保證金，如保證金經電力交易單位扣收或有不

足額之情事時，應於電力交易單位通知之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補足。 

第一項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詳附件四；台電公司得依市場發

展需要，檢討每千瓩應繳保證金金額。 

【參與費用規範】 

第十一條 平台成員應繳納之參與費用分二市場各別計收，參與費用應繳納

之時點及收取方式如下： 

一、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者，應繳納基本使用費及報價代 碼使用

費，採按月計算按年繳納之方式，由電力交易單位另以書面通知

繳納時點。二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基本使用費＝交易容量總額×每千瓩月費。 

（二）報價代碼使用費＝申請代碼數量×每一報價代碼月費。 

二、參與備用容量市場者，應於申請註冊登記時繳納系統使 用費，始

取得平台市場管理系統之帳號及密碼，系統使用費按年計收。計

算方式如下： 

（一）系統使用費＝提出交易之備用供電容量總額×每千瓩年費。 

（二）前目提出交易之備用供電容量總額以千瓩為最小單位，千

瓩以下部分無條件進位至千瓩。 

前項參與費用如逾繳費期限未繳納者，電力交易單位得自其保證

金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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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每千瓩月費及每一報價代碼月費，以及同項第二款

每千瓩年費，詳附件四；台電公司得依市場發展需要，檢討各項參與

費用。 

【退出平台】 

第十二條 合格交易者應於規劃之退出平台日三十日前向電力交易單位提

出書面申請。 

電力交易單位於收受前項書面申請後進行審核，經確認無未決事

項後，始得註銷合格交易者之註冊登記；除有應扣收或有不足額之情

形外，註冊登記註銷者之保證金一次無息發還。 

第一項書面申請經電力交易單位通知中止交易權限之日起，合格

交易者不得參與平台交易。 

合格交易者退出平台之程序，詳附件三。 

【註冊登記失效】 

第十三條 電力交易單位發現合格交易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註銷其註冊

登記： 

一、保證金不足額期間連續達一百八十日者。 

二、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者未報價或經電力交易單位暫停 報價權限

連續達一百八十日者。 

三、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第三型再生能源設備 登記文件

或其他依相關法令取得之許可或登記文件，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者。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歇業或勒令停業者。 

五、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登記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六、有解散、清算、破產、為票據交換所列為拒絕往來戶或 其他類此

情事者。 

七、有竄改待命或配合調度執行期間之量測、儲存及回傳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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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經電力交易單位認定危害市場交易秩序或電力系統安全且情

節重大者。 

第三章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日前輔助服務商品規格要求】 

第十四條 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資源，其交易容量須達一千瓩（含）

以上；交易之基本單位為一百瓩。 

日前輔助服務之各項交易商品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調頻備轉容量（Regulation Reserve），分為以下參與模式： 

（一）動態調頻備轉容量（Dynamic Regulation Reserve, dReg）：

交易資源能持續追隨系統頻率進行向上及向下之頻率調

節，並具備每四秒接受控制信號之自動發電控制功能或於一

秒內反應之自動頻率控制功能。 

（二）靜態調頻備轉容量（Static Regulation Reserve, sReg）：交

易資源具備系統達指定頻率時，於數秒內反應並於十秒內達

到得標容量之向上頻率調節功能。 

二、即時備轉容量（Spinning Reserve）：交易資源具備於十分鐘內反

應完成調度指令容量之功能，並可持續執行六十分鐘以上者。 

三、補充備轉容量（Supplemental Reserve）：交易資源具備於三十分

鐘內反應完成調度指令容量之功能，並可持續執行一百二十分鐘

以上者。 

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之交易資源態樣，

詳附件五；技術規格要求，詳附件六。 

【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資源之能力測試及聚合】 

第十五條 資源應通過能力測試始得作為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資

源。執行能力測試所衍生之成本，不予補償；因資源之新增或刪減而

有進行能力測試必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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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第十四條第一項交易容量規定，合格交易者得聚合通過能

力測試之同類型資源，且該聚合資源應以同一報價代碼報價。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運作之具體時間表】 

第十六條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運作時程如下： 

一、需求量公告：調度日前七日十時以前首次公告需求量；調度日前

一日十時以前公告最終需求量。 

二、合格交易者提出報價：調度日前三十日十一時起至調度 日前一日

十一時止。 

三、最佳化排程作業：調度日前一日十一時起至十六時止。  

四、公布競價結果：以調度日前一日十六時公布為原則。 

五、交易結果結算：調度日後第七日十七時以前，提供各合格交易者

之調度日交易估計金額；另依第二十條辦理結算及結果通知。 

前項運作時程，如為因應市場營運需求或遇突發情況導致變動

時，另依電力交易單位公告事項辦理。 

【需求量決定及公告方式】 

第十七條 電力調度單位依電力系統運轉需求，訂定全系統輔助服務需求

量，包括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

量及補充備轉容量之各別需求量，以至少為電 力系統線上發電機組之

單部最大裝置容量以上為規劃原則，亦得考量 N-1 狀態及再生能源滲

透率等因素。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需求量為前項全系統輔助服務需求量扣除抽

蓄機組、水力機組及其他因發電性質特殊經電力交 易單位認定無法適

用競價交易之輔助服務容量。 

針對單一調度日，各項交易商品之需求量於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時點首次公告；並得依負載與再生能源發電預測偏差，持續檢討及修

正至最終需求量公告之時點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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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機制】 

第十八條 單一調度日之時間區段為當日零時起至二十四時止，並依整點分

割為二十四個報價區間。 

合格交易者提出報價時，應就單一調度日之各報價區間提出容量

報價，並應就單一調度日之次日各報價區間提供參 考報價；提出之容

量報價不得逾各項交易商品之容量價格上 限。 

單一報價代碼僅得對一項交易商品報價，報價容量須達一千瓩

（含）以上；交易之基本單位為一百瓩。合格交易者 欲變更其報價代

碼之交易商品，應向電力交易單位提出書面 申請。 

合格交易者對補充備轉容量提出報價時，應同時提供電能報價；

電力交易單位依得標報價代碼之電能報價決定補充 備轉容量調度順

序及進行結算，但不用於最佳化排程作業。 

合格交易者屬國營發電業者，應每日提出報價；未報價者，以其

向電力交易單位設定之預設報價為之；其提出之報價不得低於預設報

價。 

【最佳化排程作業、結清方式及結果公布】 

第十九條 最佳化排程作業為滿足電能及輔助服務需求，同時考量電力系統

安全、可靠度影響程度、相關環保法令規定、氣候 條件、資源特性、

再生能源優先調度、水資源運用及雙邊契約 等因素，以電力系統總成

本極小化為原則之排程作業。 

前項電力系統總成本包含啟動成本、電能成本、調頻備轉容量成

本、即時備轉容量成本及補充備轉容量成本。 

電力交易單位依第一項最佳化排程作業結果，決定結清價格並分

配各報價代碼於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 充備轉容量等交易

商品之得標容量。 

如有複數以上報價代碼之報價皆為結清價格時，得標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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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佳化排程程式隨機擇定。 

【結算方式及結果通知】 

第二十條 電力交易單位依合格交易者競價、待命與調度指令執行結果，進

行其交易金額之日結算，並於日結算彙總為月結算 結果後，送請合格

交易者確認；待命與調度指令執行結果以交易表計計量結果計之。 

合格交易者於確認月結算結果無誤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台電公

司，台電公司於收受統一發票之次月底前付款。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交易商品之日結算依以下原則計算，下標 h 

表示各調度小時： 

一、調頻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調頻備轉容量費 h+效能費 h）×

服務品質指標 h。 

二、即時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即時備轉容量費 h+效能費 h）×

服務品質指標 h+電能費。 

三、補充備轉容量：結算價金＝Σh 補充備轉容量費 h×服務品質指標 

h+電能費。 

第一項交易表計之規格要求，詳附件七；前項各款交易商品之使

用參數及價金結算方式，詳附件四及附件八。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權利及義務】 

第二十一條 合格交易者應每小時確認其交易資源近七日之可使用狀態；

如有改變時，應即時於市場管理系統內更新。 

合格交易者提供輔助服務，台電公司應支付相應之價金作為報

酬；其未得標報價代碼如接受電力調度單位指令產生電能者，台電公

司應予以補償，補償金之結算方式，詳附件八。 

報價代碼如有以下情事之一者，電力交易單位得要求執行能力測

試或進行現場查驗： 

一、通訊能力或輔助服務執行能力不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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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月中止待命次數逾一次，且依其提交之說明及改善報告，電力

交易單位認定有執行能力測試必要者。 

三、得標補充備轉容量累計達九十日，且於該期間未受調度指令實際

運轉者。 

四、其他經認定屬服務品質表現不佳者。 

報價代碼因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情事，經電力交易單

位要求執行能力測試或進行現場查驗者，於其通過能力測試或現場查

驗前，電力交易單位得暫停其報價權限。 

合格交易者對為配合調度及執行待命所衍生量測、儲存及回傳之

資料，不得進行任何修改，並應至少保存一年。電力交易單位得進行

資料查對，合格交易者應配合辦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電力交易單位得視平台推動及發展需求辦理合格交易者之培訓；

合格交易者經電力交易單位要求，應指派其具專業人員資格之從業人

員出席培訓。 

第四章 備用容量市場 

【備用容量商品之交易媒合方式】 

第二十二條 電力交易單位於市場管理系統開設備用容量交易專區，提供

備用供電容量需求及供給資訊交流功能，並於交易媒 合期間統一辦理

備用供電容量之競價。 

買方應為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規定之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

者，於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向電力交易單位申請註冊登 記及取得帳號

後，始得於備用容量交易專區刊登需求資訊，參與交易媒合。 

賣方於完成註冊登記程序後，始得於備用容量交易專區刊登供給

資訊，參與交易媒合。平台成員如僅申請參與備用 容量市場者，得透

過提交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財務能力 證明、資源清單、資源運轉

特性資訊與其他必要文件，完成註冊登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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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及賣方應依交易媒合結果自行締約後回報締約結果予電力交

易單位，並應自行履約及承擔相關風險。 

【備用容量商品之參與條件】 

第二十三條 參與備用容量交易媒合之交易資源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並應

於註冊登記時提交其證明文件： 

一、交易資源之交易容量須達十瓩（含）以上；交易之基本 單位為十

瓩。 

二、交易資源如為發電機組，該機組及設備於達成年須為可 用狀態，

且已併接至電力系統。 

三、交易資源如為需量反應，於達成年須可配合電力調度單 位通知後

抑低負載。 

四、交易資源如屬新設機組，得以籌設或擴建許可及逐月工 程進度計

畫申請註冊登記，無須提交資源運轉特性資訊及執行能力測試要

求。 

五、交易資源如為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認可之備用供電容量 來源者，

依其核定之內容辦理。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得依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規定公告修正

之。 

【備用容量交易專區運作之具體時間表】 

第二十四條 備用容量交易專區運作之具體時間表如下： 

一、交易媒合期間：指買方與賣方於備用容量交易專區進行交易媒

合之期間，原則為每年四月至六月。於該期間辦理之交易媒合次

數依每次交易媒合後之備用供電容量剩餘需求量而定，直至交易

媒合期間結束或已無備用供電容量交易需求為止。 

二、資訊閉鎖期間：指買方及賣方自交易媒合期間開始日前十日至

交易媒合期間結束為止之期間。於該期間不得變更其所刊登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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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供給資訊，並應確保其資訊正確性，但經電力交易單位個案

審查許可變更者不在此限。 

三、需求量及供給量公告：指電力交易單位於交易媒合期間開始前

三個工作日，公告備用供電容量需求量及供給量。 

四、交易媒合結果公告：指電力交易單位於交易媒合期間結 束後三

個工作日內公告媒合結果。 

五、成交紀錄公布：指買方及賣方依交易媒合結果完成締約 後，至

遲於交易媒合期間終止日後十日內向電力交易單位回報締約相

關資訊，並由電力交易單位於交易媒合期間終止日後三十日內彙

整公布。 

當次交易媒合之操作具體時間表如下： 

一、標售資訊設定期間：指賣方於電力交易單位公告當次媒 合起始

日起三個工作日內，設定標售資訊之期間。 

二、標售資訊審查期間：指電力交易單位於當次媒合起始日 起第四

個工作日至第五個工作日止，確認標售資訊完整性之期間。 

三、買方競價期間：指買方於電力交易單位公告當次媒合起 始日起

第六個工作日至第十個工作日止，從事競價交易之期間。 

【競標出價及結果決定】 

第二十五條 賣方就達成年為標的之交易媒合，應設定資源類型、交易容量

數額及底價等標售資訊；如未設定標售資訊者，不得參與當次及後續

交易媒合。 

賣方設定前項底價時不得逾底價上限；底價上限，詳附件四。 

買方就達成年為標的之交易媒合，應提出購買價格與數量，並確

認及同意賣方登錄事項，始得進行競標出價；如未進行競標出價者，

不得參與當次及後續交易媒合。 

電力交易單位於二個工作日內完成賣方標售資訊之審查，並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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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供電交易專區公告後，通知買方進行競標出價。 

買方出價應高於賣方底價，依其出價價格排序，以出價最高者為

得標人；如該競標商品尚有數量得予分配，則依序以出價次高者為得

標人，至無數量得分配為止。 

如有複數以上之買方出價價格相同時，其得標之優先順序按完成

出價時間決定之。 

【備用容量市場之權利及義務】 

第二十六條 平台成員於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時，如已簽訂雙邊契約，應主

動提報；成為合格交易者後，始簽訂雙邊契約者，亦同。 

備用供電容量已作為任一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應備之總供電

容量者，不得作為交易容量參與備用容量交易專區。 

買方於參與交易媒合前，如具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 應主動提

報電力交易單位；買方購買之備用供電容量不得高 於電業管制機關依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公告之應備總供電 容量數額減去已籌措之備

用供電容量。 

前項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應包含透過雙邊契約取得之契約交易

容量及自設之備用供電容量。 

第五章 市場管理與監視 

【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 

第二十七條 如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經電力交易單位研判有暫時停止平

台交易運作之必要時，應向電業管制機關通報及立即對外公告；電力

交易單位應於事件發生後三日內向電業管制機關提出處置規劃，事件

結束後三十日內提出該事件影響及處 置情形之報告。 

本管理規範所指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電力系統發生全黑事故。 

二、市場管理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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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事故發生致電力交易單位營運場 所或設備

損壞。 

四、其他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難以進行電力交易之緊急事件。 

【資訊公開】 

第二十八條 電力交易單位應公開下列資訊於市場管理系統網頁： 

一、合格交易者基本資訊。 

二、合格交易者總裝置容量。 

三、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需求量公告、價格上限、歷史結清價格及歷

史交易量。 

四、備用容量市場之歷史結清價格及歷史交易量，除經買方與賣方同

意外，僅得揭露平均價格及平均數量。 

合格交易者得利用其市場管理系統帳號查詢取得下列各項資訊： 

一、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競價結果、結算結果及其機組檢修計畫等相

關資訊。 

二、備用容量市場之需求量公告、交易媒合結果、成交紀錄等相關資

訊。 

【市場管理及監視】 

第二十九條 電力交易單位每月統計市場力結構化指標、報價代碼之交易容

量、報價價格與報價容量、得標價格及得標容量等 相關資訊，以進行

市場管理及監視。 

前項合格交易者之報價代碼如有以下情事者，電力交易單位得要

求其提交說明： 

一、未報價之交易容量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報價時段之未報 價容量平

均數，變動幅度逾百分之三十者。 

二、報價相較於前十四日同一時段之報價平均數，變動幅度 逾百分之

三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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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單位依前二項辦理市場力結構化指標計算、市場報價及

運作檢視。如於市場開設一段期間後，市場集中度 仍持續攀升或存有

其他異常情況致有嚴重影響市場秩序之虞 時，由電力交易單位作成市

場管理監視報告，提報電業管制 機關，並依第三十條規定採行合宜措

施。 

除本管理規範另有規定外，電力交易單位每年將市場管理及監視

結果作成市場管理報告提報電業管制機關。 

【市場異常因應及減緩措施】 

第三十條 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有重大或緊急市場異常之情況，且有嚴重影

響交易公平性之虞時，得暫以合格交易者於平台之預設報價為報價、

暫時停止其交易權限或採行其他合宜措施。 

第六章 調度 

【調度程序】 

第三十一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電力調度單位依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競價結

果執行輔助服務之調度；即時備轉容量之調度順序 由得標報價代碼之

累計待命時數決定；補充備轉容量之調度順序由得標報價代碼之電能

報價決定。 

得標報價代碼應執行待命及接受電力調度單位指令；如遇供電緊

澀、備轉容量不足、不可抗力或緊急事件等情事時，未得標報價代碼

應依電力調度原則綱要、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要點或其他相關規定配合

待命及執行調度；報價代碼應配合之調度程序，詳附件九。 

【得標報價代碼應配合事項】 

第三十二條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得標報價代碼應配合執行之事項如下： 

一、動態調頻備轉容量之得標報價代碼須透過自動發電控制或自動頻

率控制，對系統頻率進行調節；靜態調頻備轉容量之得標報價代

碼應於系統達指定頻率時，依其得標容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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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之得標報價代碼應依競價 結果待

命，並隨時接受電力調度單位指令執行。 

電力調度單位得優先調度屬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三款情事之報價

代碼；該報價代碼於第二十條第三項第三款電能費之結算以日前電能

邊際價格為之。 

【中止待命】 

第三十三條 得標報價代碼無法履行得標義務時，合格交易者至遲應於調

度時點前九十分鐘於市場管理系統通知中止待命。 

合格交易者依前項通知中止待命後，自前項調度時點起至該調度

日結束止，該得標報價代碼均視為中止待命，其輔 助服務價金不予結

算。但提出中止待命之時點晚於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提出報價之時

限者，中止待命之結束時點得為次一調度日結束止。 

合格交易者應於中止待命發生日之次日起三日內，向電力交易單

位提交中止待命之原因說明及改善報告。 

第七章 爭議處理機制 

【學者專家協調會之協調原則】 

第三十四條 平台之電力交易爭議事項，得先由電力交易單位進行溝通協

商，仍未獲解決者，由學者專家協調會進行協調。 

學者專家協調會及交易爭議事項當事人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

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 決之；其爭議協調

注意事項，詳附件十。 

如經學者專家協調會協調不成時，得申請電業爭議調處審議會處

理。 

【學者專家協調會之組成】 

第三十五條 當事人雙方各自提出五位以上之名單，交予對方。一方應於

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十日內，自該名單內選出一位作為協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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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未能選出且他方不願變更名單者，視為協調不成立。 

二位協調委員經選定之次日起十日內，由當事人雙方或雙方選定

之協調委員自前揭名單中共推一人作為召集協調委 員，未能共推選定

召集協調委員者，視為協調不成立。 

協調委員對於爭議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同

居家屬之利益，或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認其不能 獨立及公正執行爭

議協調之虞者，應自行迴避；除迴避之原 因發生在選定後，或至選定

後始知其原因者外，當事人不得 請求協調委員迴避。 

針對同一爭議事項，不得同時擔任爭議事項協調委員及電業爭議

調處審議會委員。 

【學者專家協調會之召開及其協調建議】 

第三十六條 召集協調委員應於學者專家協調會成立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

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協調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獨 立及公正處理爭

議，並保守秘密。會議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 意見，並得視需要邀請

專家、學者或其他必要人員列席，會議 之過程應作成書面紀錄，並應

於學者專家協調會成立之次日起 九十日內作成合理之協調建議，並以

書面通知雙方。 

學者專家協調會就爭議所為之協調建議經協調成立者，應有拘束

雙方當事人之效力。 

第八章 違規處理 

【違反管理規範】 

第三十七條 合格交易者有下列情事者，電力交易單位得暫停其報價權

限，至其相關義務履行為止： 

一、未依第九條第一項確保其所提供資訊之正確性，經電力交易單位

通知變更屆期仍未變更者。 

二、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五項配合辦理查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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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第十條第三項維持足額保證金者。 

四、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更新交易資源之可使用狀態者。 

五、未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規定派員出席培訓者。 

【違反調度義務】 

第三十八條 合格交易者之得標報價代碼未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或第

三十三條配合調度，經電力交易單位評估影響系統安全者，得通知其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暫停其報價權限十五日至一百八十日，

並得按次處置。 

【違反備用容量市場相關管理規範】 

第三十九條 備用容量市場之買方或賣方有下列情事者，二年內不得參與

備用容量市場： 

一、未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主動提報已簽訂 之雙邊契

約或已籌措之備用供電容量者。 

二、未依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依交易媒合結果締約者。屬前項第

二款之情事者，台電公司得不予發還買方或賣方之保證金。 

第九章 附則 

【施行日期】 

第四十條 本管理規範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作業程序，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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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註冊登記程序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七條第三項訂定，用以說明平台成員向台電公

司申請註冊登記為合格交易者之程序及應檢附文件。 

 

 
註 1：註冊登記應檢附文件說明，請詳見表 1-1。 

註 2：經通知補正文件逾 90 日未補正者，案件視為終止申請。 

 圖 1-1 註冊登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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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註冊登記應檢附文件說明表 

應檢附文件 說明 

註冊登記申請表 

 

包含基本註冊資料、資源清單及證明、資源運轉

特性資料及資源代理同意書等 

電業法及相關法令 

許可文件 

如電業執照、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第三型再生

能源設備登記文件或其他依相關法令取得之許

可文件等 

平台專業人員 

資格證明 

(1)以代理資源方式參與者，應至少擁有3份平台

專業人員資格證明  

(2)以自有資源方式參與者，應至少擁有1份平台

專業人員資格證明  

合法登記或設立證明 如公司商業登記、非屬營利事業之法人、機構或

團體設立登記證明等文件 

財務能力證明 包含納稅及信用證明等文件 

註 1：平台成員以代理資源方式申請註冊登記得暫提出 1 份平台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

件，但應於本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施行日起一 年內補交另 2 份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

件，屆期未補交或已補交而仍不符規定者，將依本管理規範第三十七條第一款或第二款 

規定，暫停該合格交易者之報價權限至其補足 3 份專業人員資格證明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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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註冊登記資訊變更程序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九條第三項訂定，用以說明合格交易者之註冊

登記資訊變更程序。 

 

 
註 1：變更係指新增、刪減或移轉資源、修改資源運轉特性資料等。 

註 2：有進行通訊能力或輔助服務執行能力測試必要者，應配合之。 

註 3：經要求應提交資源運轉特性資料者，應於 7 日內補正。 

註 4：通知補正資料逾 90 日未補正者，案件視為終止申請。 

註 5：資訊變更申請應經台電公司審核通過及通知其生效適用日期。 

 圖 2-1 註冊登記資訊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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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退出平台程序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十二條第四項訂定，用以說明退出平台應配合

辦理之程序。 

  

 

註 1：申請退出市場者，應於完成交易資源之退出或移轉程序後，再向台電公司提出申請

（僅適用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註 2：通知補正資料逾 90 日未補正者，案件視為終止申請。 

 圖 3-1 退出平台程序 

 



200 

附件四 保證金、參與費用及各項交易商品之價格表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十條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四

項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訂定，用以說明平台保證金及參與費用之金額（請

詳見表 4-1、表 4-2）、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項交易商品之容量費價格上限、

效能價格、電能費及其價格上限等數值（請詳見表 4-3）及備用容量市場賣

方設定之底價上限（請詳見表 4-4）。本附件之數值不排除視市場發展、系

統需求等因素檢討，滾動並檢討之。 

 

表 4-1 各項交易商品項目之保證金金額 

交易商品項目 每 MW 應繳保證金金額（新臺幣/MW） 

調頻備轉容量 197,100 元 

即時備轉容量 153,300 元 

補充備轉容量 109,500 元 

備用供電容量 109,500 元 

註 1：計算保證金數額時，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其交易容量以

MW 計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備用供電容量之交易容量以 MW 計之，MW 以下無條件進位

至 MW。 

 

表 4-2 參與費用金額 

費用項目 金額（新臺幣） 計算週期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 
基本使用費 400 元/MW 每月 

報價代碼使用費 100 元/個 每月 

備用容量市場 系統使用費 1,000 元/MW 每年 

註 1：計算參與費用數額時，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其交易容量

以 MW 計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備用供電容量之交易容量以 MW 計之，MW 以下無條件進

位至 MW。 

註 2：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中，如因行使變更程序，其完成增減交易容量總額或報價代碼數

量之當月，參與費用仍以原數額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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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價格表 

 

 

表 4-4 備用容量市場之賣方底價上限 

 

註 1：底價係賣方願意出售備用供電容量之最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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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資源態樣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十四條第三項訂定，用以說明參與日前 輔助服

務市場各項交易商品之交易資源態樣，且為辦理其進行結算事務，合格交

易者應配合設置交易表計與智慧型 AMI 電度表，其中交易表計為記錄日

前輔助服務市場交易資訊之專用表計及頻率偵測 設備；智慧型 AMI 電度

表為由台電公司設置用以作為購售電計算之表計。有關表計規格說明請詳

見附件七。本附件之交易資源態樣得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認定之可接受調度

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之資源，並滾動檢討之。 

一、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係指發電業之主要發電設備。惟應注意其參與容量係 以未與

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PPA/FIT）之容量為限。如為設置於用戶側之

表後緊急發電機者，係以需量反應而非發電機組之身分作為交易資源。其

可參與態樣如下： 

（一）調頻備轉容量 

因發電機組提供調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必然與日前電能排程耦 合，且

平台尚未開放日前電能市場，故僅以交易表計 M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結算服

務價金；因提供調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而產生之電費 改變，由平台外台電

公司既有之電能計價機制處理。 

  

 

圖 5-1 發電機組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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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備轉容量 

即時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衡等偶發事件，

其功能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主。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以交易表計 M 所記

錄之交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執行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之電能費，則以

執行調度時，於交易表計 M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並以日前電能邊

際價格進行結算。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參考智慧 AMI 電度

表之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圖 5-2 發電機組參與即時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三）補充備轉容量 

補充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系統負載突增、供需預測誤差，實際調度上

以經濟調度為考量，故依電能成本排序決定補充系統所需之額外電能需

求，或替代已使用之調頻或即時備轉容量資源。參與本 項交易商品者，應

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提出電能報價，並以交易表 計 M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

結算服務價金；執行補充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衍生之電能費，則以執行調度

時，於交易表計 M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並依其於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之電能報價進行結算。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參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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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發電機組參與補充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二、自用發電設備 

自用發電設備係指電業以外之其他事業、團體或自然人，為供自用所

設置之主要發電設備，惟汽電共生業者如以其自用發電設備參與日前輔服

務市場者，其註冊登記之交易容量，應扣除與公用售電業簽訂餘電購售契

約之尖峰時段保證容量後之剩餘容量為限。自用發電設備參與態樣如下： 

（一）調頻備轉容量 

因自用發電設備提供調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必然與日前電能排 程耦

合，且平台尚未開放日前電能市場，故僅以交易表計 M1 及 M2 所記錄之

交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因提供調頻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而產生之電費改

變，由平台外台電公司既有之電能計價機制處理。 

 

圖 5-4 自用發電設備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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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備轉容量 

即時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衡等偶發事件，

其功能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主。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以交易表計 M1 及

M2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執行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之電能

費，則以執行調度時，於交易表計 M1 及 M2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

並以日前電能邊際價格進行結算。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參

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之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圖 5-5 自用發電設備參與即時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三）補充備轉容量 

補充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系統負載突增、供需預測誤差，實際 調度上

以經濟調度為考量，故依電能成本排序決定補充系統所需之 額外電能需

求，或替代已使用之調頻或即時備轉容量資源。參與本 項交易商品者，應

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提出電能報價，並以交易表計 M1 及 M2 所記錄之交

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執行補充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衍生之電能費，則以執

行調度時，於交易表計 M1 及 M2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並依其於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電能報價進 行結算。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

司將參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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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自用發電設備參與補充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三、需量反應 

需量反應係指因應電力系統狀況而為電力使用行為之改變，以抑低或

增加負載之方式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其參與容量應以與公用售電業簽

訂之經常契約容量為限。如為設置於用戶側之表後儲 能設備、緊急發電機

或其他資源者，應以需量反應身分作為交易資源。其參與態樣如下： 

（一）調頻備轉容量 

因平台尚未開放日前電能市場，故僅以交易表計 M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

結算服務價金；因抑低或增加負載衍生之電費改變，由由平台外台電公司

既有之電能計價機制處理。 

 

 

圖 5-7 需量反應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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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備轉容量 

即時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衡等偶發事件，

其功能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主。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以交易表計 M 所記

錄之交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執行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之電能費，則以

執行調度時，於交易表計 M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並依日前電能邊

際價格，計算減少用電之電能費。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參

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之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圖 5-8 需量反應參與即時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三）補充備轉容量 

補充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系統負載突增、供需預測誤差，實際 調度上

以經濟調度為考量，故依電能成本排序決定補充系統所需之 額外電能需

求，或替代已使用之調頻或即時備轉容量資源。參與本 項交易商品者，應

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提出電能報價，並以交易表計 M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結

算服務價金；執行補充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衍生之電能費，則以執行調度時，

於交易表計 M 量測之實際電度數作為數量，並依其於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

電能報價，計算減少用電 之電能費。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

參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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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需量反應參與補充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四、併網型儲能設備 

儲能設備係指能儲存、轉換及輸出入電能並協助電力系統穩定運轉之

設備，而併網型儲能設備係指直接併聯台灣本島電力網並僅用以參與日前

輔助服務市場之儲能設備，其參與態樣如下： 

（一）調頻備轉容量 

因平台尚未開放日前電能市場，故僅以交易表計 M 所記錄之交易資訊

結算服務價金；電能損失費係鑑於其無須計收基本電費，然而為提供調頻

備轉容量輔助服務致台電公司所受之電能損失，應採台電公司平均發購電

成本計算進出電網之淨電量，並扣除線路損失後收取。為避免重複計算電

度數，台電公司將參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之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圖 5-10 併網型儲能設備參與調頻備轉輔助服務之態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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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備轉容量 

即時備轉容量係用以因應機組跳機、系統供需嚴重失衡等偶發事件，

其功能以安全性容量待命為主。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以交易表計 M 所記

錄之交易資訊結算服務價金；惟考量其無購售電事實，故不計電能費；電

能損失費係鑑於其無須計收基本電費，然而因執行即時備轉容量輔助服務

致台電公司所受之電能損失，應採台電公司平均發購電成本計算進出電網

之淨電量，並扣除線路損失後收取。為避免重複計算電度數，台電公司將

參考智慧型 AMI 電度表之紀錄，辦理結算付款。 

 

 

圖 5-11 併網型儲能設備參與即時備轉容量之態樣範例 

 

（三）補充備轉容量 

依現行相關規定，若以併網型儲能設備參與補充備轉容量，僅有容量

費收入，無電能費收入，且尚須支付電能損失費用，為確保 業者權益且為

有效利用資源，併網型儲能設備應優先使用於調頻備轉容量或即時備轉容

量，故暫不開放以併網型儲能設備參與補充備轉容量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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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商品技術規格要求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十四條第三項訂定，用以說明各交易資源參與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提供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或補充備轉容量應

符合其對應之商品技術規格。本附件之參數（包含效能 級數分級、dReg

與 sReg 頻率及輸出功率設定值等）將視市場發展、電力系統需求，定期

滾動檢討之。 

一、調頻備轉容量技術規格要求 

依《電力調度原則綱要》第 14 條規定，調頻備轉容量之準備至少應符

合北美電力可靠度標準之頻率控制效能標準 1（CPS1）規定。為達成該頻

率標準之規定，須有效控制電力系統每分鐘頻率偏差值。其中調頻備轉容

量之技術規格除傳統發電機組裝設負載頻率控制設備（Load Frequency 

Control, LFC）提供外，亦增加其他具快速反應能力資源之技術規格，即

dReg、sReg。 

交易資源根據輔助服務執行能力測試結果給定調頻備轉效能分級並據

此予以獎勵（請詳見附件四及附件八），請詳見表 6-1。傳統機組採用 T30 調

頻單位效能測試分為 5 級，其技術規格要求請詳見表 6-2；dReg 分為 

dReg0.5 及 dReg0.25，其技術規格要求請詳見表 6-3 及表 6-4；sReg 之技術

規格要求，請詳見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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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調頻備轉效能級數對應表 

 

 

（一）傳統發電機組 

1.技術規格要求 

發電機應裝設負載頻率控制設備（LFC），以 AGC 或 AFC 方式運轉。

不同類型機組之機組升載率、初始反應時間及可控制範圍，應符合台電公

司《電力系統運轉操作章則彙編》相關規定。 

受限於當前電力調度軟硬體設備及調度控制方式，平台採用 T30 調頻

單位效能測試傳統機組之調頻備轉效能級數。T30 調頻單位效能測試綜合

考量機組初始反應時間、機組升載率及調 頻容量效能表現，計算方式如表 

6-2 及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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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T30 調頻單位效能計算方式 

 

圖 6-1 T30 調頻單位效能測試圖 

 

2.服務品質要求 

電力交易單位依實際運轉資料定期檢討分析；如調頻服務品質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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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安排發電機組進行輔助服務執行能力測試。傳統發電機組應於每次

大修後配合調度需求安排測試，以確保負載頻率功能設備符合規定運轉。 

（二）其他技術規格 

為鼓勵新興技術資源提供輔助服務，針對調頻備轉容量訂定 dReg、

sReg 兩種技術規格。 

1.dReg 

交易資源應自動即時偵測電力系統頻率，且依既定 60Hz 頻率為

基準值之運轉曲線，採每秒鐘追隨系統頻率變化方式執行 調頻反應。

電力調度單位得依電力系統運轉需要，指令交易資 源調整運轉曲線之 

60Hz 基準值，至指定頻率。其技術規格要求及服務品質要求如下： 

(1)技術規格要求 

dReg 調頻備轉容量區分 dReg 0.25、dReg 0.5 兩種技術規格， 如

圖 6-2 所示，為其追隨以 60Hz 為基準值之系統頻率變動輸出/ 輸入

功率曲線，而表 6-3、表6-4則分別為以 60Hz 為基準值之 dReg 0.25 與

dReg 0.5 規格要求。 

當調度中心指令調整頻率基準值時，執行 dReg 之交易資源應具

備可接受調度中心指令，調整圖 6-2 頻率基準值之功能，進而使系統

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率曲線之頻率規格得以等值配合調整，如圖 6-3 

所示。當調度中心指令恢復正常運轉時，交易資源應接受調度中心指

令，恢復至以 60Hz 為基準值之 d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

率曲線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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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係輸出功率與約定容量之百分比。 

圖 6-2 60Hz 為基準值之 d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之功率曲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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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60Hz 為基準值之 dReg 0.25 技術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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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60Hz 基準值之 dReg 0.5 技術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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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調整基準值之 d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率曲線示意圖 

 

(2) 服務品質要求 

服務品質以小時為單位，採 SBSPM（Second By Second Per- formance 

Measure, SBSPM）之方式計算，視每小時執行實績給定 dReg 服務品質指

標，並於頻率擾動事件發生時進行服務品質監測。請詳見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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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dReg 服務品質項目說明表 

 

 

2.sReg 

sReg 為一靜態單邊向上反應之調頻服務，當系統頻率降至指定頻率

時，交易資源應於數秒鐘內開始輸出，並於 10 秒內達 100%約定容量，以

協助系統頻率快速回復至正常範圍內，避免系統頻率持續下降。其技術規

格及服務品質要求如下： 

(1) 技術規格要求 

sReg 追隨以 60Hz 為基準值之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率曲線，如圖 

6-4 所示，表 6-6 為 sReg 之規格要求。 

當調度中心指令調整頻率基準值時，執行 sReg 之交易資源應具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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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調度中心指令，調整圖 6-4 頻率基準值之功能，進而使系統頻率變動

輸出/輸入功率曲線之頻率規格得以等值配合 調整，如圖 6-5 所示。當調

度中心指令恢復正常運轉時，交易資源應接受調度中心指令，恢復至以 

60Hz 為基準值之 sReg 追隨系統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率曲線規格。 

 

 
註 1：係輸出功率與約定容量之百分比。 

圖 6-4 60Hz 為基準值之 sReg 追隨頻率變動輸出/輸入之功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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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60Hz 為基準值之 sReg 技術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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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調整基準值之 sReg 追隨頻率變動輸出/輸入功率曲線示意圖 

 

(2) 服務品質要求 

服務品質以小時為單位計算之，並視每小時執行實績給定 sReg 服務品

質指標，請詳見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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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sReg 服務品質項目說明表 

 

 

二、即時備轉容量技術規格要求 

即時備轉容量為一接受調度指令而啟動之輔助服務商品。交易 資源應

於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內達到 100%約定容量，並自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起持續服務達 60 分鐘。其計算服務品質執行率之 

時間，係自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起算，至持續服務達 60 分鐘止。 

為鼓勵創新技術並配合系統運轉所需，交易資源參與即時備轉完全反

應時間降至一半以上者，依表 6-8 給定即時備轉效能級數，並據此予以獎

勵（請詳見附件四及附件八）。 

符合即時備轉效能獎勵標準之交易資源，於實際執行調度指令 時，應

符合表 6-8 對應完全反應時間之技術規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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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即時備轉效能級數對應表 

 

 

（一）技術規格要求 

參與即時備轉容量之交易資源，應依圖 6-6 所示之時間-執行率曲線

執行操作，表 6-9 為其操作規格要求。 

 

 

註 1：係執行容量與約定容量之百分比。 

 圖 6-6 即時備轉容量時間-執行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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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即時備轉容量技術規格要求 

 

 

（二）服務品質要求 

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交易資源以表 6-10 之規格項目要求其服務品

質。 

 

表 6-10 即時備轉容量服務品質項目說明表 

 

 

三、補充備轉容量技術規格要求 

補充備轉容量為一接受指令調度而啟動之輔助服務商品。交易 資源在

調度指令下達後，應於 30 分鐘內達到 100%約定容量，並持續服務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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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分鐘。 

（一）技術規格要求 

    參與補充備轉輔助服務之交易資源，應依圖 6-7 所示之時間-執行率

曲線執行操作，表 6-11 為其操作規格要求。 

 

 

註 1：係執行容量與約定容量之百分比。 

 圖 6-7 補充備轉容量時間-執行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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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補充備轉容量技術規格要求 

 

 

（二）服務品質要求 

    參與補充備轉容量輔助服務交易資源以表 6-12 之規格項目要求服

務品質。 

 

表 6-12 補充備轉容量服務品質項目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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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交易表計規格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二十條第四項訂定，用以說明參與日前輔助服

務市場應裝設使用之表計及相關設備規格要求。合格交易者應裝設交易表

計 M  與智慧型 AMI  電度表，參與調頻備轉容量者另應裝設頻率偵測設

備。交易表計 M 係用以計算執行績效與因配合執行輔助服務產生之電能之

表計，請依本附件說明之規格要求自行設置， 並全額負擔設置費用及其相

關通訊費用；AMI 電度表為台電公司作為購售電計算之電子式電表，請逕

向台電公司所轄之各區營業處租賃，並依租賃合約繳納相關費用（包含AMI 

電度表每月通訊費用）。 

一、交易表計規格說明 

（一）量測功能 

    應具備下列量測功能：三相相電壓（V）、三相相電流（A）、瞬時功

率（kW）、電度量（kWh）、瞬時無效功率（kVar）及功率因數。 

（二）規格說明 

    應符合表 7-1 所示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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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交易表計規格 

 
註 1：於本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生效日前業已設置之變比器，若其精確度

未達指定標準者，應檢具佐證資料，採不更換既設變比 器模式寬限辦理，

但其所量測之所有計量數據均須加乘量測誤 差計算。前述計量數據加乘量

測誤差之方式為： 

計量數據×（1-比流器精確度）×（1-比壓器精確度） 

  

 

二、交易表計讀值要求 

    各項商品之交易表計讀值要求，如表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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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交易表計讀值要求 

 

 

三、頻率偵測設備規格說明 

    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合格交易者應自行設置系統頻率偵測設備，頻率

偵測設備應符合表 7-3 所示規格及表 7-4 所示之讀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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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頻率偵測設備規格 

 

 

表 7-4 頻率偵測設備讀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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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交易商品之結算公式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二十條第四項訂定，用以說明參與日前 輔助

服務市場各交易商品之結算公式。各交易商品係以報價代碼為 單元進行每

月價金結算，依下列各交易商品公式個別計算。本附件之參數（包含結算

公式、服務品質指標係數等）將視市場發展、電力系統需求，定期滾動檢

討之。 

一、 調頻備轉容量月結算價金 

調頻備轉容量月結算價金 

 

註 1：容量費為得標之調頻備轉容量結清費。 

註 2：效能費為按能力測試結果之調頻備轉效能級數所核定費用，請詳見

附件四、表 4-3。 

註 3：服務品質指標為每小時執行實績對應之績效係數，請詳見表 8-1 及表

8-2。 

註 4：併網型儲能設備此交易資源態樣，因無購售電事實，每月結算價金

尚須扣除電能損失費，請詳見表 8-4。 

 

以下針對上述月結算價金公式，進行細部說明： 

（一）容量費 

    容量費為每小時調頻備轉容量之結清價格，乘以報價代碼每小 時得

標容量。公式如下： 

 

    得標容量以該小時報價代碼得標之調頻備轉容量計算。合格交易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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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價截止前提出中止待命者，自提出時點起之 90 分鐘內，得標容量照

計之；自提出時起 90 分鐘後至當日結束止，得標容量以零計之。如於報

價截止後提出中止待命者，得中止至次一調度日，請詳見圖 8-1。 

 

 

圖 8-1 中止待命與得標容量說明 

（二）效能費 

    效能費為效能價格乘以每小時之得標容量，效能價格按輔助服 務執

行能力測試結果對應調頻備轉效能級數計之，請詳見附件四、 表 4-3，公

式如下： 

 

（三）服務品質指標 

    報價代碼依其所屬交易資源之每小時執行實績（請詳見附件八、表 

8-5 及表 8-7），分別給予相對應之服務品質指標。得標 dReg 或 sReg 之

報價代碼，其每小時執行實績仍應符合其相對應服務品質指標之要求，否

則調降其服務品質指標。如每小時執行實績明顯不佳 者，基於其已影響系

統供電安全，應負擔所衍生之系統風險，故其 服務品質指標為負值，請詳

見表 8-1 及表 8-2。如提供調頻備轉容量服務者為傳統機組，服務品質指

標原則上視為 1，但應定期配合輔助服務執行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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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dReg 服務品質指標與每小時執行實績對照表 

 
註 1：小時平均執行率以該小時內每秒 SBSPM 之平均值計之（SBSPM 請

詳見附件六、表 6-5）。 

 

表 8-2 sReg 服務品質指標與每小時執行實績對照表 

 

註 1：如該小時有多次執行事件，則取該小時事件執行率最低值計之，事

件執行率之計算範圍為系統頻率降至啟動頻率後第 10 秒起至系統頻率達

結束頻率止（啟動頻率及結束頻率請詳見附 件六、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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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時備轉容量月結算價金 

即時備轉月結算價金 

 

註 1：容量費為得標之即時備轉容量結清費。 

註 2：效能費為按能力測試結果之即時備轉效能級數所核定費用，請詳見

附件四、表 4-3。 

註 3：服務品質指標為執行調度指令時，其執行實績對應之績效係數，請

詳見表 8-3。 

註 4：電能費為執行調度指令時，實際提供電能之結算費用，各交易資源

態樣適用情況，請詳見表 8-4。 

    以下針對上述月結算價金公式，進行細部說明： 

（一）容量費 

    容量費為每小時即時備轉容量之結清價格，乘以報價代碼每小 時得

標容量。公式如下： 

 

    得標容量以該小時報價代碼得標之調頻備轉容量計算。合格交 易者

如於報價截止前提出中止待命者，自提出時點起之 90 分鐘內，得標容量

照計之；自提出時起 90 分鐘後至當日結束止，得標容量以零計之。如於

報價截止後提出中止待命者，得中止至次一調度日，請詳見圖 8-1。 

（二）效能費 

    效能費為效能價格乘以每小時之得標容量，效能價格按輔助服 務執

行能力測試結果對應即時備轉效能級數計之，請詳見附件四、表 4-3，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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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代碼接獲調度指令後，如於當次執行之反應時間不符合其即時備

轉效能級數之規格要求，則該月份之全月效能費以零計之，且持續至其能

力經重新驗證完畢之當月末日止。 

（三）服務品質指標 

    即時備轉得標容量平時以安全待命為主，在未達執行條件時，服務品

質指標計為 1；當調度指令下達時，以實際執行即時備轉容量之執行率，

所對應之服務品質指標計之，請詳見表 8-3 及圖 8-2。報價代碼所屬之交

易資源，每小時執行實績仍應符合其相對應服務品 質指標之要求，否則將

調降服務品質指標。如每小時執行實績明顯不佳者，基於其已影響系統供

電安全，應負擔所衍生之系統風險，故其服務品質指標為零或負值。 

 

 

圖 8-2 即時備轉容量服務品質指標適用時間區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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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即時備轉容量服務品質指標對照表 

 

 

註 1：當次執行率之計算範圍，為調度指令下達後 10 分鐘起之 60 分鐘，

計算方式如下： 

 

 

（四）電能費 

以下為不同交易資源態樣執行調度指令之電能費計算方式，請  詳見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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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即時備轉容量電能費計算說明 

 

 

三、 補充備轉容量月結算價金 

補充備轉月結算價金 

 

註 1：容量費為得標之補充備轉容量結清費。 

註 2：服務品質指標為執行調度指令時，其執行實績對應之績效係數，請

詳見表 8-5。 

註 3：電能費為執行調度指令時，實際提供電能之結算費用，各交易資源

態樣適用情況，請詳見表 8-6。 

    以下針對上述月結算價金公式，進行細部說明： 

（一）容量費 

    容量費為每小時補充備轉容量之結清價格，乘以報價代碼每小 時得

標容量。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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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容量以該小時報價代碼得標之調頻備轉容量計算。合格交 易者如

於報價截止前提出中止待命者，自提出時點起之 90 分鐘內，得標容量照

計之；自提出時起 90 分鐘後至當日結束止，得標容量以零計之。如於報

價截止後提出中止待命者，得中止至次一調度日，請詳見圖 8-1。 

（二）服務品質指標 

補充備轉得標容量用以因應系統負載非預期增加或供需失衡為 主，並

以經濟調度為之，在未達執行條件時，服務品質指標計為 1；當調度指令

下達時，以實際執行補充備轉容量之執行率，所對應之 服務品質指標計

之，請詳見表 8-5 及圖 8-3。報價代碼所屬之交易資源，每小時執行實績

仍應符合其相對應服務品質指標之要求，否則 將調降服務品質指標。如交

易資源之每小時執行實績不佳者，基於其已影響系統供電安全，應負擔所

衍生之系統風險，故其服務品質指標為零或負值。 

 

 

圖 8-3 補充備轉容量服務品質指標適用時間區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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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補充備轉容量服務品質指標對照表 

 

註 1：當次執行率計算範圍，為執行開始起 120 分鐘；如因系統需求而提

早中止執行調度指令時，則執行率計算至該資源中止之 時點。計算方式如

下： 

  

 

（三）電能費 

    以下為不同交易資源態樣執行調度指令之電能費計算方式： 

 

表 8-6 補充備轉容量電能費計算說明 

 

 

 



240 

四、未得標報價代碼於調度日配合指令執行之計算機制 

依本管理規範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為鼓勵未於日前輔助服務市 場得標

之交易容量，在系統特殊需求發生時，得配合於調度日執行 補充備轉輔助

服務，故以下列公式給予電能費補償。 

 
註 1：實際電能量計算範圍為接受調度指令下達起至結束之期間。 

註 2：補償價格為註冊登記時填報之各報價代碼願受調度電能價格，並以 

10,000 元/MWh 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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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調度程序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訂定，用以說明參與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時應盡之調度程序相關義務。 

一、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調度程序 

（一）得標調頻備轉容量者之調度程序相關義務 

於單一調度日得標調頻備轉容量者，應依據得標結果執行其得標容

量，並確保其服務品質符合附件六所詳述之技術規格要求，且應具備隨時

接受台電公司指令之能力。 

  

 
註 1：無法履行得標義務時，至遲應於調度時點前 90 分鐘於市場管理系統提出中止待命。 

 圖 9-1 得標調頻備轉容量者之調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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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標即時備轉容量/補充備轉容量者之調度程序相關義務 

於單一調度日得標即時備轉容量或補充備轉容量者，應依據得標結果

進行待命。並於接獲台電公司之調度指令時，依據附件五所詳述之技術規

格要求執行。 

 

 

註 1：無法履行得標義務時，至遲應於調度時點前 90 分鐘於市場管理系統提出中止待命。 

圖 9-2 得標即時備轉容量/補充備轉容量者之調度程序 

 

（三）未得標但同意配合調度者之調度程序相關義務 

於註冊登記時選擇可於未得標時，配合台電公司調度者，可於調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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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獲台電公司之調度指令時，配合執行補充備轉輔助服務。 

 

 

圖 9-3 當日未得標但同意配合調度者之調度程序 

 

二、其他應配合之調度程序事項 

（一）態樣為併網型儲能設備者，如需進行長期性檢修，應於 7 日前告知

台電公司。 

（二）應設立 24 小時聯絡專線，此專線應保持暢通，並配置可連絡之指

定聯絡人。指定聯絡人應具備相關專業能力及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包含配合調度指令、即刻辨明事故所在、 迅速有效處理事

故且能以本國語言清楚有效溝通等。 

（三）應確保與台電公司於市場管理系統上之通訊不中斷；如通訊中 斷

者，應立即通知台電公司，並以備援或替代方式接受調度指 令，且

不得以通訊問題作為無法執行調度指令之原因。 

（四）本管理規範或本附件未敘明之調度相關事宜，應依《電力調度原則

綱要》、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要點或其他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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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電力交易學者專家爭議協調注意事項 

本附件依本管理規範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訂定，用以說明電力交 易學者

專家爭議協調，基於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 力協調解決，

提升紛爭解決效率及發揮協調功能之宗旨，爰參考仲裁法及政府採購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設置本學者專家協調會（以下簡稱本協調會），以溝通協商與

協調電力交易有關爭議。 

一、設置及協調程序 

本協調會設置及協調程序說明如下： 

（一）當事人應於爭議發生或發現爭議時（以較早屆至者為準）起 90 個

工作天內以中文繕具申請書面向台電公司提出協調申請， 其書面應

載明當事人、請求協調事項、爭議事實情形、建議 解決方案及相關

必要證據或文件等。 

（二）台電公司應協助本協調會辦理與協調有關之作業，亦應審視當 事人

申請協調之書面資料，如有補正資料必要時，得逕洽申 請當事人於

合理期限內提交。 

（三）台電公司於確認爭議事項實有必要召開本協調會時，依管理規 範第

三十五條組成本協調會。本協調會之召開及協調建議應 依管理規範

第三十六條執行。 

（四）二位協調委員經選定之次日起 10 日，由當事人雙方或雙方選定之

協調委員自前揭名單中共推 1 人作為召集協調委員。 

（五）選定協調委員之迴避情事，得參照《仲裁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六）召集協調委員應於本協調會成立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會議， 並擔

任主席。 

（七）召集協調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獨立、公正處理爭議，並保 守秘密。 

（八）會議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並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 者或其

他必要人員列席，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面紀錄，並應 於本協調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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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次日起 90 日內作成合理之爭議處理協調建議，並以書面通知

雙方。 

 

 

圖 10-1 學者專家協調會設置及協調程序圖 

  

二、爭議事項協調效力 

爭議事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視為協調不成立且得申請電業爭議調處

審議會處理者外，對當事人雙方有契約之拘束力： 

（一）當事人未能自他方名單內選出 1 位作為協調委員且他方不願變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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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者。 

（二）二位協調委員未能共推選定召集協調委員者。 

（三）本協調會未能於成立之次日起 90 日內，或未能依當事人協議之期限

召開會議或作成協調建議者。 

（四）任一方於收受本協調會協調建議後 14 日內以書面表示異議者。 

三、其他 

     電力交易爭議事項協調其他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如係對於每月輔助服務價金有爭議者，另得於市場管理系統 提出；

於電力交易單位指派專員確認且雙方達成共識後，再為 付款。 

（二）本協調會運作所需經費，除本協調會另作成決議內容或當事 人方另

行協議外，由當事人雙方平均負擔。 

（三）當事人依平台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等規定應負執行市場交易 並配合

調度之責任，不因爭議事項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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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羅馬尼亞電力交易所 OPCOM 及獨立電業管制

機關 

ANRE 之濫用獨占地位判決之整理 

Judgment of the Court (Fourth Chamber) of 17 September 2020. 

Autoritatea naţională de reglementare în domeniul energiei (ANRE) v 

Societatea de Producere a Energiei 

Electrice în Hidrocentrale Hidroelectrica SA. 

Request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from the Tribunalul Bucureşti. 

Reference for a preliminary ruling –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 Free 

movement of goods – Article 35 

TFEU –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on exports – Measures having equivalent 

effect – National measure 

requiring electricity producers to offer for sale all the electricity available to 

them exclusively on a centralised 

competitive market of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Case C-648/18. 

 

一、適用法條： 

歐盟法規 

1. 2009/72/EC 指令：內涵為保障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電力供應、公共安

全及消費者利益，公共安全的部分意指實現競爭性、安全和永續的電力

市場。 

2. 2011 年 10 月 25 日 No.1227/2011：禁止任何可能影響能源市場運作的

行為，同時能源監管機構須與國家合作，共同規劃排放交易與市場機

制。電力市場參與者須向當局提供資料，與交易相關之重要訊息除外。 

3. 2015 年 7 月 24 日 No.2015/1222：容量分配及排放管理相關規定，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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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已有壟斷之指定電力運營商時，須於兩個月內通報歐盟，並且可以

拒絕其他電力公司投標。 

 

羅馬尼亞電力和天然氣法 

1. 創建並確保競爭性電力市場的運行；積極參與歐盟區域市場和內部能源

市場的形成，參與跨境交流的發展。 

2. 定義電力市場經營者、集中電力市場為各公司之間進行電力交易的架

構，經主管當局批准由電力市場經營者或輸電系統管理者參與；集中市

場的運作；向電力市場經營者頒發單一許可證……電力市場由規範市場

和競爭市場組成，能源交易分為批發或零售。 

3. 電力交易應在競爭性市場上以透明、公開、集中和非歧視的方式進行。

（23-1）…以透明和非歧視的方式在受監管和競爭的市場上交易所有可

用電力。（28-c） 

 

二、案件程序： 

Hidroelectrica（下稱 H）為一家羅馬尼亞私營企業，羅馬尼亞國家為

大股東之一，其業務包括電力的生產、運輸和分配。其持有羅馬尼亞的電

力生產許可證和電力供應許可證，以及由 MEKH（匈牙利國家能源監管局）

所頒布的貿易許可證。 

2015 年 5 月 11 日，ANRE 根據電力和天然氣法第 23 條第 1 款和第 28

條 c 開罰 H，因其在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在匈牙利電子交易

平台上簽訂了電力銷售契約。違反須在羅馬尼亞電力市場的唯一運營商

OPCOMSA 的平台提供電力給國家的要求。 

2015 年 5 月 27 日，H 向羅馬尼亞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 ANRE 的

罰款。Ｈ指出，要求完全通過國家監督或授權的部分運營商進行交易相當

於限制分銷之管道，不符 TFEU 第 35 條規定，其次，該要求作為限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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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措施。根據第 36 條 TFEU 所規定，以該手段限制電力貿易亦是不合

理的。 

初審法院撤銷了該罰鍰，認為在 Opcom 平台之外進行交易並不一定構

成違反電力和天然氣法第 23 條第 1 款的規定。 

ANRE 就該判決提出上訴。該法院指出，鑑於 ANRE 可能會對於出口

施加嚴厲處罰，將電力直接出口歸類為行政違法行為會阻止此類活動的開

展。 

提交法院援引過去案例，判決提到雖然電力和天然氣法第 23(1)條規

定，電力交易必須是透明的、公開的、集中的和非歧視性的，該規定並不

要求它們只能在 Opcom 的集中平台上進行。該法院據此推斷，在 Opcom

中心化平台之外的交易不一定構成違反該規定，因此，要判斷 H 的行為有

無構成行政違法，ANRE 應先確認交易是否以不透明、公開、集中和非歧

視的方式進行。 

最後法院指出，《歐盟法》第 35 條關於限制出口的法律、法規或行政

措施需要作出解釋，以處理主要訴訟中涉及的問題。 

因此，法院決定中止訴訟程序並將以下問題提交給歐盟法院進行裁決

105： 

「TFEU 第 35 條是否能夠排除《電力和天然氣法》第 23-1 條和第 28(c)

條適用，根據前揭法律，羅馬尼亞的電力生產商是否有義務僅在規範的交

易平台上交易他們生產的所有電力？羅馬尼亞的能源市場中，企業是否仍

有可能透過貿易出口的方式外銷能源？」 

 
105 關於能否受理的問題，ANRE 認為歐盟不可受理該裁決請求，因法院無權對內國法規

的解釋或適用作出裁決。雖在 TFEU 第 267 條的背景下，法院不能就國家法規與歐盟法律

的兼容性或歐盟對國家立法的解釋做出裁決。然而歐盟法院仍有權就歐盟法律的解釋向國

家法院提供指導，以使該法院能夠符合國家規定與所依賴的歐盟法律規則的一體性適用。

總檢察長在其意見中指出，提交法院並不是要求法院就電力和天然氣法的解釋作出裁決，

而是國家之法規對於該法的詮釋是否符合 TFEU 第 35 條。因此，法庭駁回關於該案件不

可受理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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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內容 

TFEU 第 35 條之適用性 

ANRE 和羅馬尼亞政府認為，第 2015/1222 號條例第 5 條允許成員國

為國家電力市場交易服務指定一個單一的運營商，其次，羅馬尼亞能源、

中小企業和商業環境部長已通知委員會，故根據電力和天然氣法，Opcom

是羅馬尼亞唯一指定的電力交易服務電力市場運營商，因此 TFEU 第 35 條

不適用於本案。 

然而判例法中規定，任何在歐盟方面成為相關國家措施的規定都必須

根據該協調措施進行評估，而不是根據主要法律的規定，加之主要事件亦

不在第 2015/1222 號條例的時間範圍內。 

此外，檢察總長在其意見的第 35 點中指出，2009/72 號指令作為一套

管理內部電力市場的規則，並沒有完全協調該市場，也沒有為電力交易制

定具體規則。從該指令的第 3 條可以明顯看出，該指令僅確立了成員國必

須遵循的一些一般原則，以實現具有競爭力、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的電力市

場。 

因此，TFEU 第 35 條適用於本案，因為法院認為電力屬於 TFEU 關於

貨物自由流動規則的範圍。 

 

是否存在 TFEU 第 35 條含義內具有同等效力的措施 

首先，法院認為，限制貿易商出口至領土外貨物的影響大於限制國內

市場的貨物銷售數量。其次，法院認為該條約禁止對 TFEU 條約中規定的

貿易自由進行任何限制，除非其影響過於間接或不確定而無法實施，則可

被視為第 35 條 TFEU 含義內的限制。 

ANRE 和羅馬尼亞政府提出，電力和天然氣法第 23(1)條和第 28(c)條

對生產商在中央國家市場上出售所有可用電力的要求不僅僅只適用於出

口。為了證明主要程序中的相關立法對電力出口沒有限制性影響，他們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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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電力出口增加的統計數據。 

然而， ANRE 解釋所帶來的影響剝奪了在其他成員國獲得交易許可證

的羅馬尼亞電力生產商，這些國家的電力市場共同運作與羅馬尼亞的情況

一樣，有機會進行雙邊電力交易，並視情況直接向這些市場出口電力。然

而，正如羅馬尼亞政府自己承認的那樣，通過阻止電力生產商與其潛在客

戶之間的雙邊貿易，這些條款暗示禁止直接出口，並使相關成員國生產的

電力更多地用於內部消費。 

ANRE 和羅馬尼亞政府所依賴的統計數據表明，羅馬尼亞電力市場的

出口增加，但不能否定上述考量。這些數據僅支持以下結論：主程序中的

爭議立法不具有阻止羅馬尼亞電力出口的效果，而這並無爭議。 

因此，主要程序中的相關立法對電力出口的影響更大，因為其透過優

先考慮國內市場的電力供應來禁止羅馬尼亞電力生產商的直接出口。因

此，此類立法構成了與 TFEU 第 35 條含義內的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力的措

施。 

 

與 TFEU 第 35 條含義內的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是否合理 

違反 TFEU 第 35 條的國家措施可以根據 TFEU 第 36 條所述的理由之

一，並透過公共利益至上的要求，只要該措施與所追求的立法目標相符。

國家當局即可援引構成對貨物自由流動原則減損的禁令等措施的理由。 

在本案中，羅馬尼亞政府首先在其書面意見中概括地提出，引入了電

力和天然氣法第 23(1)條和第 28(c)條，以確保向消費者提供安全的能源供

應。聽證會上政府亦明確指出，該法律旨在保護安全的能源供應。法院認

為，保護安全能源供應可以構成 TFEU 第 36 條含義內的公共安全理由。 

正是鑑於這些因素，必須評估國家立法是否意味著要求國家電力生產

商在由唯一指定用於國家電力的運營商管理的平台上出售所有可用電力。

為此，不僅有必要確定它們實施的手段是否適合確保實現所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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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些手段沒有超出實現該目標所必需的範圍。（比例原則） 

關於該立法實現安全電力供應目標的能力，必須指出的是，要求國家

電力生產商在由指定國家電力供應的唯一運營商管理的交易平台上出售所

有可用電力。電力市場交易服務，通過禁止這些生產者與其客戶之間的雙

邊交易，似乎並不適合確保實現安全電力供應的目標，因為它旨在確保可

用的電力更傾向於內部消費。 

重要的是，限制性措施只有在以一致性和系統性的方式確保得以實現

該目標時，才可以被視為追求目標的適當手段。 

總檢察長在其意見第 78 點中觀察到，貿易商可以在批發市場購買電

力，然後將其出口到其他成員國而不受限制。此一事實表明，相關措施不

符合追求的目標。根據羅馬尼亞政府的說法，如果直接出口電力將可能危

及安全的電力供應。關於主要程序中的爭議立法有無超出實現其追求的目

標所必需的範圍，羅馬尼亞政府認為，雙邊貿易扭曲了電力市場，特別是

當生產商擁有大量市場額度時，如 Hidroelectrica 的案例。政府認為，直接

電力出口對全國市場上的電力供應和電力價格的演變具有不利影響。因

此，鑑於可能對電力交易的不透明和歧視性會造成風險，出售由該市場唯

一指定運營商管理的交易平台上的所有可用電力的要求是公平的。 

然而，正如檢察總長在其意見的第 73 和 74 點中所觀察到的，要求出

售由唯一指定用於全國電力市場交易服務的運營商管理的交易平台上的所

有可用電力，作為一項旨在防止直接出口對國內市場電價演變的負面影響

超出了確保電力安全供應所必需的範圍。 

保障電力供應並不意味著能以最優惠的價格供應電力。主要程序中所

涉國家立法背後的純粹經濟和商業考慮不是TFEU第 36條意義上的公共安

全理由，也不是有關公共利益的要求，這些要求可以證明對出口的數量限

制或具有等效效果。如果這些考慮能夠證明禁止直接出口電力是合理的，

那麼內部市場的原則就會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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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羅馬尼亞政府的說法，關於向全國市場供應電力的不透明和歧視

性交易將帶來的風險。在本案中，對內部市場上的電力流動限制貿易自由

較少的措施比訴訟中的國家立法更重要。 

正如總檢察長在其意見的第 64 至 70 點中所觀察到的，此類措施尤其

載於第 1227/2011 號條例第 7 至 9 條和第 2009/72 號指令第 36 至 38 條。這

些條款建立了國家監管機構之間在能源批發市場監測方面的合作機制，並

規定了旨在加強該市場透明度和完整性的規則。 

綜上所述，要求生產者在由指定用於國家電力市場交易服務的唯一運

營商管理的平台上出售所有可用電力的要求超出了實現所追求目標的必要

範圍。 

 

基於上述理由，法院特此裁定： 

 

TFEU 第 35 條和第 36 條必須被解釋為等同國內法，適用法條的國家

需要解釋，要求國家電力生產商在由指定國家電力的唯一運營商管理的平

台上出售所有可用電力，其效果等同於出口數量的限制，而亦無法證明其

對能源供應安全相關的公共安全理由，此類立法與所追求的目標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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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CASE AT.39952–POWER EXCHANGES 

CASE AT.39952 – 

POWER EXCHANGES 

(Only the English text is authentic) 

CARTEL PROCEDURE 

Council Regulation (EC) 1/2003 

Article 7 Regulation (EC) 1/2003 

Date: 05/03/2014 重點摘錄 

 

EPEX Spot（下稱 EPEX），為一間成立於法國的公司，與挪威 NPS 公司私

下達成協議，在提供現貨電力交易服務時避免發生競爭，涵蓋了歐洲經濟

區和其他地區的現貨電力，為了限制競爭而保護傳統據點，並以擴展到新

的國家為前提達成協議，維持雙方的力量平衡。反競爭行為自於 2011 年 6

月 21 日開始，2012 年 2 月 7 日結束。 

 

有鑑於 IEM 的成立，導致雙方在電力交易平台進入深度的合作，開創新的

解決方案。 

雙方決定合作建立一合資企業，促進有關共同技術解決方案的討論。另外

此部競爭合作還包含了市場劃分。 

雙方達成一共識：通過不攻擊對方的「主場」以保護自己的陣地，EPEX

的本土市場是法國、德國、奧地利，而 NPS 的主場是挪威、瑞典、丹麥與

芬蘭。雙方以波蘭作為分界線。波蘭以北（包含波蘭）分配給 NPS，而波

蘭以南的國家保留給 EPEX。除了領土分配的問題以外，雙方還討論到一

方的特殊利益分配、現貨交易服務分配、商業機會分配（服務營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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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收購活動分配……等。 

 

例如：NPS 在英國市場的耦合服務的招標程序中提交報價，EPEX 並未提

交；在荷蘭（新市場）中，雙方討論收購活動並將荷蘭的活動分配交給

EPEX；在德國（EPEX 的本土市場），NPS 最終保持其日內交易行為，但

卻未做出任何真正的行動擴張與 EPEX 競爭，而 EPEX 主張雙方都在進行

合作。諸如此類的分配市場活動、避免競爭的例子眾多。 

 

EPEX 和 NPS 雙方的作法可說是企業間的一種協調，透過協調雙方的實際

合作「有意」的取代競爭的風險。TFEU 第 101 條從主觀觀點而言，是為

了捉取具有相同性質的串通形式，以其強度和表現形式作為區別。 

因此，即使雙方沒有明確簽署界定其在市場上行動的共同計畫，但在知情

的情況下採取、遵守合謀手段，以促進商業行為的行為。 

 

委員會認為，在複雜的反競爭行為當中，並無必要需要將行為完全定性這

些非法行為中的一種或其他形式。「協定和一致行動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可

能會重疊。」 

不同的行為構成整體計畫的一部份，因為目的相同而扭曲共同市場內的競

爭。因此委員會以反競爭行為的參與度作為基礎，對這些行為進行歸責。 

 

根據前述的特徵，各方行為的各個方面是相互關連，並為同一目標服務：

限制雙方之間的競爭，特別是保護其本土市場，並同意為其提供資金，向

新的國家擴張，維持之間的權力平衡。競爭者在知情的情況下用實際合作

行為代替競爭風險，這就是協同作法。雙方更準確地說，是「普遍同意不

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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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FEU 第 101 條、EEA 第 53 條，其行為已影響成員國間的貿易，扭

曲內部市場競爭結構。雙方雖未明確簽署合約界定其在市場上的不競爭安

排行為，但在知情的情況下採取行動、遵守合謀手段，促進商業行為。該

行為符合《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協調或一致行動。 

 

最後，EPEX 和 NPS 同意和解官司而減免 10%罰鍰，EPEX 賠償 3651000

歐元，NPS 賠償 23280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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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CASE AT.39767 - BEH ELECTRICITY 

COMMITMENTS SUBMITTED BY 

BULGARIAN ENERGY HOLDING EAD 

NATSIONALNA ELEKTRICHESKA KOMPANIA EAD 

THERMAL POWER PLANT MARITSA EAST 2 EAD 

NUCLEAR POWER PLANT KOZLODUY EAD 

IN CASE 

AT.39767 - BEH ELECTRICITY 

重點摘錄 

 

保加利亞電力公司之承諾書（commitments）重點整理 

 

一、背景說明 

在 2014 年 8 月 13 號，歐盟委員會提出了反對聲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

指控 BEH EAD 濫用其在自由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去損害非終端用戶和市場

競爭性。同時間，BEH EAD 為了解決委員會的疑慮，提出了一些承諾包括

建立獨立電力交易所（IBEX EAD），以及下一日市場（Day-Ahead Market），

這些平台都必須遵守一致、公正、公開、獨立的原則來進行保加利亞電力

批發市場的交易。 

 

歐盟委員會在 2015 年 12 月接受 BEH 的提案並終止對於 BEH 的指控。另

外，委員會須核准 BEH 提名的監察受託人（Monitoring Trustee）藉此監督

IBEX 每天的運行，而針對 BEH 在六個月後須將 IBEX 的所有權轉移給當

地的財政部的計畫，也需要先得到委員會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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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諾內容 

1. BEH EAD 對於其附屬企業（Affiliated Undertakings）之相關承諾 

BEH EAD 及其附屬企業承諾在關於電力批發市場以自由協商價格銷售等

事項不使用目的地條款（destination clauses）或其他同等效力措施。 

 

2. BEH EAD 對於 DAM Platform 的建立及營運之相關承諾 

1.提供必要資金、員工給 IBEX 在 DAM 的營運。 

2.使 IBEX 建立 Users’Committee 讓其在一些重要議題上提供諮詢。 

3.使 DAM Platform 在 Effective Date 後的三個月內完全營運。 

4.在六個月後（Divestiture Period）轉交 IBEX 的所有權給財政部。 

 

 

 

 

 

BEH 

IBEX 

BEH 

建立 

DAM Platform 

BEH 

 

建立 

Users’  

committ

ee 

BEH 

 

成立 

給予建議 

 

Monitoring 

Trustee 
指派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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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H EAD 及其附屬企業對於 DAM Platform 流動性（Liquidity）的相關

承諾 

1.為了確保 DAM 的流動性，每年設有最小供電量限制（Table1）。 

2.讓 IBEX 和其他附屬企業簽訂條約，使他們在 DAM 開始營運後提供上述

電量 

3.DAM 執行的第一年只在 DAM 提供 Hourly Offers106。 

4.第二年開始引進 Block Offers107。 

5.為了刺激 DAM 的需求，BEH 及其附屬企業承諾將以不高於 Offer Price108

的價格來提供 Table1 所設定的電量。 

 
106 Hourly Offer: means an offer where the market participant states quantities to buy or sell at 

different price levels in a set of price steps defined for a specific hour. Each pair of price and 

quantity is handled as a point on a bid curve with linear interpolation between each pair. 
107 Block Offer: means an all or nothing offer that covers several consecutive hours defined by 

the market participant on the DAM Platform. The block must span a minimum of 3 consecutive 

hours and a maximum of 24 hours. 
108 Offer Price: [based on the costs of BEH Affiliated Undertakings]. 

IBEX 

BEH 

DAM Platform 

BEH 

 

建立 

Users’  

committee 

BEH 

 

成立 

給予建議 

Year 1: On average 293 MW 

Year 2: on average 373 MW 

Year 3: on average 484 MW 

Year 4: on average 613 MW 

Year 5: on average 807 MW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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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BEH EAD 的相關承諾：如何保持 IBEX 的可行性、適銷性、競爭

性 

在股權分拆期間 

（Effective Date -Divestiture 

Date） 

1.不從事任何對 IBEX 的價值、管理、競爭

力、商業策略、投資政策有負面影響的行為。 

2.確保 IBEX 的發展有充足的資源。 

3.確保 IBEX 有適當的獎勵計畫，藉此鼓勵員

工留在公司。 

直到股權分拆日前 

（Divestiture Date） 

BEH 需上繳有關 IBEX 轉移所有權給財政部

的英文書面報告給委員會和 Monitoring 

Trustee。 

在承諾期間 

（Commitment period109） 

BEH 應提交有關遵守 DAM 流動性的承諾的

書面報告給 Monitoring Trustee。 

 

5.轉移 IBEX EAD 到財政部 

在股權分拆期間（Divestiture Period）結束後，BEH 承諾要將 IBEX 的所有

權轉移給財政部。 

1.IBEX 的股權分拆需要有委員會的批准，且 BEH 要在和財政部達成共識

後提交報告給委員會和監察委託人。 

2.BEH 要能夠向委員會說明 IBEX 的轉移有遵守 Decision 110 和

Commitments。 

3.在股權分拆後 BEH 不能做任何會影響到 IBEX 獨立性的行為。 

4.BEH 不應在 Decision 後的 10 年內收購或影響 IBEX，除非委員會認為市

場結構已改變且 BEH 的行為會產生正面影響。 

 

 

 

 

 

 
109 Commitment Period: begins from the Effective Date, and ends 5 years after the Starting 

Date. 
110 Decision: a decision the Commission adopted to confirm that the Commitments meet its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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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onitoring Trustee 

BEH 應在承諾期間（Commitment Period）指派 Monitoring Trustee，並在不

影響其獨立性的情況下給予酬勞。而 Monitoring Trustee 應該要對 BEH 及

其附屬企業保持獨立，且擁有履行職務所需的資格，和避免利益衝突。另

外，Monitoring Trustee 的指派需要得到委員會的同意核准，若被拒絕，BEH

須在一周內提供新的名單。 

 

7.Monitoring Trustee 的職責與義務 

1. Monitoring Trustee 須確保承諾的履行，並報告給委員會他的監督計

畫。 

在 股 權 分 拆 期 間

（Divestiture Period） 

1.確保 IBEX 的管理以及 DAM 的運行保持良

好得運作和市場競爭力，並監督其是否有遵照

Decision 要求的義務。 

2.向 BEH 報告能達成上述目的的做法。 

3.審查和評估 IBEX 轉移給財政部的過程。 

在 承 諾 期 間

（Commitment Period） 

1.監督 BEH 有關於 DAM 流動性的承諾。 

2.確保和監督 IBEX 的獨立決策能力，包括在

轉移給財政部後。 

直到股權分拆期間結束 1.繳交有關 IBEX 的管理和 DAM 的資產人員

分配的報告給委員會和 BEH。 

直到承諾期間結束 1.繳交有關是否遵守 DAM 流動性的承諾的報

告給委員會和 BEH。 

 

BEH 

BEH 

 

Monitoring 

Trustee 

指

派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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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H 的其他職責與義務 

1.BEH 應盡量配合協助 Monitoring Trustee，包括 IBEX 的資料存取和成員

的辦公空間。 

2.BEH 應提供 Monitoring Trustee 任何管理及行政方面的協助，使其可以合

理的代表 IBEX 的管理。 

3.BEH應保障Monitoring Trustee和其員工不受傷害，並和BEH因為 Trustee

產生的負債沒有關係，除非其產生原因為故意、粗心、重大過失等。 

4.Monitoring Trustee可以指派相關顧問，且只有 Trustee可以給予他們指示。 

5.BEH 同意將 Trustee 的連絡資訊公布在委員會一般董事會的網站，讓有興

趣的第三方知悉 Trustee 的身分和任務。 

6.委員會可以向以上團體徵求任何有關履行承諾相關的必要資訊。 

9.其他審查機制和期限的延長 

根據 Article 9(2) of the Regulation 1/2003，如果市場結構改變或委員會的

Decision 改變，BEH 可以請委員會重新審查並修訂這份承諾。另外如果延

長一些承諾中的期限或更換一些附屬企業會造成正面效果，BEH 也可以請

委員會重新審查修訂。另外，如果發生不可抗力因素影響附屬企業的生產

能力，BEH 可以要求委員會修訂 Table 1 定的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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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現況與競爭規範之研究 

摘要 

關鍵詞：電力交易平台、輔助服務市場、競爭倡議 

    本研究主旨為瞭解我國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運作和未來發展方向之規劃

以及先進國家在推動電力交易平台之主要發展趨勢影響及案例，並從結構

面及行為面探討我國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的主要競爭議題，且預為診斷及評

估，以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研擬電力市場競爭倡議及辦理電力產業相

關案件之參考。 

    研究結果指出我國電力市場交易平台之相關市場界定，在產品市場方

面，電能期貨與現貨市場可視為同一產品市場，而「備用容量」與「輔助

服務」因其彼此間不具有替代性，應分別視為另外各自獨立的兩個產品市

場，至於電能實時平衡市場，由於距離實時調度時間緊促，與其他電能市

場間的替代性非常有限，應可視為單一獨立特定產品的電能市場。在地理

市場方面，當輸電容量完全壅塞時，電網壅塞的兩端則應視為兩個不同區

域的地理市場，至於壅塞至何種程度可視為不同地理市場則應由主管機關

視供需情況判定。 

    我國電力市場之電力交易平台結構面與行為面競爭規範分析結果指出

「三市一程序」的現行市場結構非常不利於公平競爭與經濟效率之提升，

也將有損及消費者利益。在結構面主要缺失包括： 

1、由輸配電業經營並形成電力交易平台相關具體競爭規範，有球員兼裁判

濫用市場地位之虞，會產生有害公平競爭之結果。 

2、無獨立電力交易所、獨立電力調度組織或法律分離之結構性缺陷。 

3、三個市場一個程序設計之整體電力市場電力交易平台的結構面 HHI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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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市場集中度過高、缺乏需求替代性、欠缺期貨市場電力交易平台、SMP

訂價規則不當、競爭與流動性不足。在行為面分析結果為資訊揭露不足與

樞紐廠商有持留行為與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之虞，目前揭露的資訊無法協

助管制機關對特定廠商的持留行為和策略性抬價競標行為進行檢驗。 

我國電力交易平台之預診與評估結果如下： 

1、 輔助服務與電能市場 

(1). 目前的市場需求都缺乏彈性：由於沒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

用戶，沒有需求方參與，市場近乎單一買方，需求曲線是一

條垂直線，容易誘發市場力的濫用； 

(2). 未來電能日前市場亦為單一買方市場且為唯一電能買賣之市

場，缺乏需求方資源參與需求彈性很低，容易誘發優勢廠商

市場力濫用，應開放一般售電業與大用戶參與，並增設電能

期貨市場交易平台補救之； 

(3). 台電公司發電業與公用售電業市占率太高，又與輸配電業拆

分不徹底，且市場的 HHI 指數都過高，難以維持公平競爭； 

(4). 在市場結構不利於可競爭的狀態下，採用 SMP 定價方式容易

誘發策略性競標之市場力濫用，在 HHI 指數無法下降到 2000

以下時，應全部改採依報價成交（PAB）方式較妥； 

(5). 各個市場參與者進入門檻限制太嚴，導致市場流動性受限，

價格容易操控；為了增加效率與流動性，目前輔助服務市場

的三種備轉容量參與方式建議從單選改為可複選，再由最佳

化排程演算法決定成交結果以增加市場競爭及流動性； 

(6). 小時前調整程序規則不透明，易生爭議，應以公開市場交易

平台機制取代，建議可採用歐盟的日內市場交易平台方式調

整； 

(7). 電能與輔助服務熱機備轉係聯產品，目前日前電能市場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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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服務商品市場係分開處理且規則不明，台電公司可以用滿

足每日負載需求為理由限制/持留發電機組參與輔助服務的

報價和出力，此情況容易誘發市場力濫用與策略性競標的不

當行為，而這也是每日三種輔助服務都以價格上限成交的可

能原因； 

(8). 將來日前電能市場若採 PJM 的節點訂價模式，由於我國電力

資源地理分布不均勻南電北送情況嚴重，在離岸風電加入後

更形惡化，在輸電壅塞時容易產生局部切割破碎的電力地理

市場範圍，而高度集中的市場容易炒作電價和電網使用權價

格，也不利於公平競爭； 

(9). 電能不平衡市場與電能日前市場相似，在市場參與者方面排

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及大用戶的准入，缺乏需求方資源的

參與，容易誘發優勢廠商如公用售電業及台電公司之市場力

濫用問題； 

(10). 目前輔助服務市場的三種商品每日市場的成交價格大多以價

格上限成交，有優勢市場地位的台電公司可能有持留行為和

策略性抬高報價行為之虞；三種輔助服務商品的結算方式除

市場成交價格外，其他影響價格的兩個關鍵因素：效能費與

服務品質指標都與市場競爭無關，建議未來可交由新成立常

設而非任務編組的「電力可靠度委員會」來負責訂定處罰方

式與規則，並與市場競標價格脫鉤分開處理； 

(11). 未來的電能市場消費者無法轉換或被禁止行使購電選擇權，

必須向優勢廠商購電；而即使開放購電選擇權，優勢廠商（公

用售電業）也會以自家發電綁約方式提供不當優惠價格阻止

用戶轉換； 

(12). 扮演具有優勢市場地位廠商的公用售電業可能以不當的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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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透過綁約或技術優惠等來排除或擠壓競爭者； 

(13). 作為多個市場的單一買方，台電公司有可能甘受損失故意不

當抬高買價，圖利廠商並從中牟取個人私利； 

(14). 輔助服務市場以及未來的日前電能市場，有市場力的台電公

司可能利用市場 SMP 訂價規則的漏洞，可能有遠離其邊際成

本之策略性競標的不當報價行為。 

2、 備用容量市場 

(1). 備用容量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僅限電業、自用發電設備、需量反

應及儲能，此進入門檻可能會不當歧視性排除再生能源、分布

式能源、電網資源及虛擬電廠等； 

(2). 備用容量市場結構為單一賣方型態缺乏有效之供給方資源參

與，輸配電業統一採購方式會有與公用售電業之間利益迴避問

題； 

(3). 公用售電業與台電公司發電業簽訂之電能購售合約與備用容

量購售合約缺乏監督管制機制； 

(4). 輸配電業統一採購方式有可能會透過持留行為影響容量價格

使其他業者受損； 

(5). 台電公司擁有及掌控所有重要備用容量的資源、技術與設備，

作為市場的獨占者，應以公開透明的合約或規則來制訂備用容

量資源的共享方式； 

(6). 垂直壟斷地位的台電公司對下游廠商（一般售電業、綠能業者）

不合理地抬高收費或提供不利的交易條件或服務品質來歧視

和擠壓綠能業者和一般售電業的利潤。 

 

經檢驗業已發覺我國電力交易平台之電力市場已遠遠偏離公平競爭狀

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應即啟動市場力緩解措施來規範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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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遭濫用的行為。我們建議公平會可以採以下之競爭倡議。 

電力交易平台發展結構面競爭倡議 

1、 建議經濟部透過二次修法使台電公司進行發、輸配、售電部門有效的

垂直與水平拆分（legal unbundling），以改善市場結構的各個面向如：

HHI 市場集中度、需求彈性、競爭行為形式、遠期合約以及訂價規則，

否則各種電力交易平台始終會面臨先天結構不良於可公平競爭的狀

態，而後天又無法有效監管之窘境。 

2、 透過電力交易平台運作後，所產生相關之缺失，可提供建議給經濟部

及電業管制機關參考修正其交易平台之管理規範及作業程序，透過競

爭倡議，建議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未來電業法第二階段修法時，引

入相關更深化的廠網分離機制（如法人分離、法律分離、ISO 獨立調

度組織、IMO 獨立市場管理組織等）設立財團法人電力調度中心或財

團法人電力交易所等機制，並應仿效美國 FERC 在電力市場管理組織

內成立獨立市場監視單位（Market Monitoring Unit），替消費者監督把

關市場的健全運作發展。 

電力交易平台發展行為面競爭倡議 

1、 建議電力改革應堅持「兩端開放、中間抓緊」之自由化政策，發電與

售電兩端電力業者的行為應透過設計良善的自由化可競爭市場規則並

服膺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來形塑各種行為之標準，尤其是應通過市場

力的檢驗與各種行為和衝擊測試。中間抓緊部分是對具有自然壟斷的

電網事業重新加強管制，要求其扮演好「公共運輸者」的角色與行為，

不能裁判兼球員，要做好獨立、中立、公開、透明、經濟效率與電力

安全的市場管理與電力調度。電業管制機關應自己擬定輸配電業行為

準則，作為規範輸配電公司行為之標準，而非交由台電公司自我設計

研擬又自我管束。 

2、 建議電業管制機關應即辦理電力交易平台管理規範之修正，包括：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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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易平台資訊即時揭露範圍調整、市場力定期測試、具市場力業者

或樞紐角色業者之報價行為與持留行為定期測試，與市場力濫用時之

市場力緩解或市場熔斷措施等如：限制以成本報價、成立期貨交易平

台或限定部分長約交易、調整價格上限等競爭倡議，以及應成立獨立

市場監視單位 MMU，每月每季定期向管制機關與公平會書面報告市場

狀態，並對大眾網路公告周知。 

3、 目前三個電力市場市場參與者方面皆排除且限制了一般售電業、一般

發電業及大用戶的准入，也缺乏虛擬電廠、分散式電力資源和需求方

資源的參與，在市場參與者數量有限情況下，SMP 的定價方式容易誘

發樞紐廠商之市場力濫用問題，倡議電業管制機關重新辦理市場訂價

規則修正：應一律改採 PAB 訂價規則，待市場集中度指標 HHI 滿足可

公平競爭情況時，再重回 SMP 訂價規則，或要求樞紐業者台電公司必

須以成本或固定參考價格進行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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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Trading 
Platform and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bstract 

Keywords：Power trading platform、ancillary service market、competition 

initia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irstly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ructure of 

Taipower’s power trading platform operates and the plan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s, 

influences and cases of advanced countries in the promotion of power trading 

platforms, and finally, to explore, from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the 

main competition iss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s. 

Furthermore, the pre-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s 

are conducted and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velop 

power market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of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 market, the electric energy 

futures and the spot marke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ame product market, and the 

"reserve capacity" and "ancillary servic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wo separate 

product markets. As for the real-time electricity balance market, due to the very 

short timeframe from the real-time dispatching and very limited substitution 

with other electric energy markets,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ingle independent 

market.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market, transmission constraints may 

determine boundaries to it. When the transmission constraints are completely 

binding, the two ends of the transmission congested line will form two market 

area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gestion area can be regarded as a different 



275 

geographic marke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main regulator as appropriate. 

A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three markets and one adjustment 

procedure" is not conducive to fair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t 

will also harm the benefits of consumers. The main deficiencies include: 

1. Forming and oper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any 

acting as a dual role of player and referee may abuse its market position, which 

may result in harmful effects to fair competition. 

2. There are structural defects of no independent power exchange, no 

independent power system operator and no legal unbundling. 

3. The vulnerable structure of the overall power market design has been 

exemplified by the high HHI index indicating too concentration of the market, 

lack of demand elasticity, lack of futures market trading platforms, improper 

SMP pricing rules, and insufficient competition and liquidity. In the behavioral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withhold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s of the pivotal company. The current disclosed information cannot 

sufficiently assis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to test and identify such behaviors.  

After pre-diagnosis and assessmen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actual prices 

observed on the ancillary service market have far deviated from the state of 

those that could be expected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here generators are 

expected to offer their capacity at marginal variable cos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immediately initiate market power mitigation measures to 

regulate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We suggest that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adopt the following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The Structural Competition Initiative  

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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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ower to implement effectiv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unbundling of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sales departments through the 

secondary revision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o improv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such as: HHI market concentration index, inelastic demand 

elasticity, bidding behavior forms, long term forward contract market and 

pricing rules. Otherwise,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s will always face the 

dilemma that their inherent structur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fair competition, 

and it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nable 

Taipower to implement effective ownership unbundling of its grid sector so as 

to improve independency and neutrality of the system operator and the market 

operator. It should follow the US FERC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market 

monitoring unit (Market Monitoring Unit) within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 to 

monitor and report the state of the various marke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benefits and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e Behavioral Competition Initiative  

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ower reform should adhere to the 

liberalization policy of "opening at both ends and tightening in the middle". The 

behavior of power companies at both ends of power generation and retailers 

should be regulated through well-designed liberalized and contestable market 

rules and be subject to the Electricity Act and Fair Trade Act, especially through 

the test of market power and various behavior and impact tests. The power grid 

business with natural monopoly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common carrier" and 

do a good job in a manner of independency, neutrality, openness, transparency,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ower security in market management and power 

dispatch. The power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draft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any as a standard for 

regulating their behavior, rather than leave it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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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gulation. 

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ower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amendments to The Power Trading Platform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Operation Procedure, including: adjustment of 

the disclosure scope of power trading platform information, regular market 

power testing, and regular testing of withholding behavior and strategic bidding 

behavior of companies with market power or pivotal capacity.  Market power 

mitigation or market circuit-breaking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when market 

power is abused. These include restricting bidding at cost, setting up futures 

trading platforms or introducing some long-term contracts, adjusting price caps 

and other competitive promotion measures. The independent market monitoring 

unit should report the market status to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 writing on a 

quarterly basis and inform the public on-line openly. 

3. At present, three electricity markets have excluded and restricted the 

access of electricity retailers, power generators, and large users. They also lack 

the participation of virtual power plants, decentralized power resources and 

demand-side resources. In the case of a limite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he SMP 

pricing rule is likely to encourage the abuse of market power by the pivotal 

producer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adopt PAB pricing 

rules until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index HHI can be satisfied for competition. 

Otherwi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aipower to make offer and bids at cost level or a 

fixed reference price level. 

Finally, the above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air 

Trading Commission to develop power market competition initiatives and 

handle power industry-related cases in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