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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再生能源電業、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競爭中立性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政府現正致力於推動我國能源轉型計畫，預計2025年時達成再生能源

發電量占總發電比例達20%之目標，並為因應大規模再生能源併網可能導

致電網系統不穩定和瓶頸問題，積極推動智慧電網硬體及資通訊等建設。

行政院已於2012年核定「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然而，為避免再生能

源事業結合、聯合及限制競爭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以及維

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並達到保護消費者

之目的。擬透過本計畫對於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進行產業結構調查，並

針對國內、外再生能源電業市場進行研究，以及瞭解在電業法各階段修法

過程中，再生能源事業競爭行為與電業主管機關之法律競合等相關議題，

進而有助於瞭解我國及國外再生能源電業市場結構及競爭關係，作為未來

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 

基此，本研究目的為：（1）蒐集並介紹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

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2）研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

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3）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

水平競爭及垂直整合關係；（4）分析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

競爭行為之規範與影響，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之探討；（5）蒐集

國外再生能源電業競爭相關議題。（6）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

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競爭中立性之探討、競爭

主管機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倡議之探討；以及（7）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

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依據各研究工作項，透過文獻分析法、焦點座談法和運用次級

資料進行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等方式，進行各議題研析，茲說明如

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系統性蒐集和彙整與研究內容相關之國內外政府機構



x 

 

檔、專書、期刊、國際組織出版品數據、重要媒體報導與評論分

析，以及知名智庫或研究機構與公協會之相關研析報告，藉此掌握

與歸納該主題之研究成果與最新進展，並且進行深入分析與檢驗。 

二、 焦點座談會法 

透過舉辦焦點座談會方式，藉由整合國內再生能源電業之利益相

關者觀點，瞭解現階段國內及未來再生能源電業在競爭方面之行為和

影響，進而提升本研究論點的準確性與合理性，使研究觀點更為全面

與客觀，亦能增進研究之分析深度。 

三、 運用次級資料進行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 

    為進行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本研究計畫參

考文獻中主要運用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 CRn）1和赫芬達爾—赫

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衡量競爭程度。根據美國

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另一方

面，依陳和全（2013）指出，運用於市場界定之經濟數量方法相當

多，其中，可透過計算產品間之交叉彈性瞭解彼此間之替代程度。若

兩項商品間之交叉彈性為正（負）值，則表示兩商品間為替代（互

補）關係，而兩替代品間的交叉需求彈性夠大時，意謂著兩產品間具

顯著競爭關係，故應置於同一個特定界定市場中。此外，公平會對市

場界定之處理原則，主要採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

及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因此，計畫中視資料可及性，主要運用交叉

彈性和假定獨占檢定法計算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結構及型態。 

  在研究流程部份，依據研究工作項，透過文獻分析法瞭解我國再生能

源電業之市場特性和結構，並探討《電業法》修法歷程對我國再生能源電

業發展和競爭之影響及未來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同時將

彙整歐、美、日等國之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之競爭行為，與其競爭法主管

機關之執法立場和案例，最後產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供主管當局參考。 

 

 
1CRn = ∑

Si

S

n
1 ，其中Si表示第 i 家廠商裝置容量/發電量，S 為市場總裝置容量/發電量（鄧

瑞兆及陳宇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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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發現 

一、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 

  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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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和民營電廠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

占全國再生能源系統比重並不高，且國內再生能源系統自2009年通過《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後設置量持續提升，特別是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成長動

能高於整體平均，並且依政府規劃至2025年時，太陽光電系統將占國內再

生能源系統設置量超過70%。現階段在政府政策推動下，太陽光電系統設

置型式以市電併聯型最為常見，而設置類型則以屋頂型最多，占比超過九

成。風力發電的方式乃是利用風車擷取空氣流動的動能，轉換成風車的旋

轉動能，帶動發電機來產生電力，且在風場條件相同下，葉片愈長，其受

風面積愈大，所能擷取的風能就愈多，故大型風機的捕風能力佳、效率更

好，故國際間之風力機有逐漸往大型化趨勢發展。 

  就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展動態，隨著技術進步、供應鏈整合、融

資成本下降、產業競爭激烈與國際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政策等各項因素影

響，預期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成本將持續降低，也因歐盟施行再生能源競

標機制，使得產業競爭程度大為提高。 

二、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型態 

  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能服務而

言，再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原因在於除台電可進行售電

業務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可藉由直供、代輸轉供或經由再生能源售電

業等方式，將電能售予終端消費者，兼且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受到

政府管制，即使在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仍會考

量售予台電或消費者間之收益差異。但若對象為電力大用戶時，則需排除

不含再生能源憑證之再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生能源系統也為電

能替代來源。 

  其次，再生能源可優先併入電網，傳統能源無此特性，且以太陽光電

和風力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系統，負載實績和傳統能源有顯著不同，故而

進一步劃設再生能源電業時，僅需考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就地理市場方面，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

計畫改善各區域之併網能力，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

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域限制，因此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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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及垂直整合 

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較久，國內產業鏈相對完整，惟因國際市場競

爭激烈，因而引發上游和中游業者積極轉型，並往下游系統端整合，但因

現階段太陽光電設置量仍遠小於上游和中游之產能，在國內市場無法完全

消化之下，上游和中游業者仍以國際為主要市場，同時在太陽光電下游之

競爭上，藉由HHI指標可發現競爭程度相當高，表示商業營運模式眾多

下，業者透過垂直整合以期發揮影響產業運作的能力並未顯現。 

另一方面，我國風力發電市場早期以陸域風力為主，且因陸域風力設

置量有限，並無法支持充分形成風能產業鏈，而在政府大力推動離岸風電

之際，吸引國外開發商前來參與市場，也因國外開發商具備成熟的經驗和

全球佈局優勢，雖受國產化規範而需扶植本土產業，應有助於我國形成完

整地風電產業，加上我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亦透過合作、聯盟等方式增加

整合程度、提高產業量能，然實際上的議價能力仍歸屬離岸風電開發商，

並不具備對產業運作的控制能力，仍宜持續觀察未來發展以瞭解是否能產

生學理上垂直整合所能帶來的效益。 

四、 電業法與競爭法適用競合 

電業法在2017年增訂第21條電業結合申報程序以及第23條電業濫用市

場獨占力禁止之規定，與公平法在適用上會產生競合。針對電業結合管

制，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11條之結合審查義務與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

第21條之結合審查義務，應分屬不同義務，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6條第2項

應會同電業管制機關針對電業結合審查程序進行協調，公平會對於電業管

制機關應該提供競爭法上專業意見，以避免審查意見矛盾。未來實務上累

積足夠案件量後，公平會可以參考過去針對金融業競爭管制方式，訂定規

範說明以及處理原則之方式釐清實務疑義；就第23條電業濫用市場獨占力

之規定，電業法之體系解釋亦採取經濟部為主，公平會為輔的管制方向。

未來經濟部在適用電業法對於電力市場進行管制時，是否應納入公平法之

立法意旨以及規範內容，以補充電業法規範不足之處；以及電業管制機關

在提出電業改正計畫審查上，可能需要公平會提供競爭法上專業意見，得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9條向公平會請求行政協助；抑或是建議未來在累積足

夠案件量後，電業主管機關、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

對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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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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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平會與其他再生能源相關機關間之管制競合 

公平會做為競爭主管機關在定位上與電業管制機關不同，電業法第3條

電業管制機關之職權在「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事項上較可能與

公平會有互動。參考國外管制經驗，對於事後違反競爭法案件之調查，多

交予競爭主管機關負責，而電業管制機關主要係針對事前管制部分進行規

劃。然而我國公平法第46條以產業法規不違反公平法立法意旨者，優先適

用產業法規。電業法增訂第23條「電業濫用市場力，危害交易秩序」之規

範，由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進行管制。在適用上，是否應參考公平

法之內容進行評價，經濟部得向公平會尋求行政協助。同時，因為再生能

源交易除涉及電業法外，亦需要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的配合，目前係由經濟

部標檢局負責，未來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以及標檢局之間如何分配再生

能源交易的管制分工，公平會應密切注意。 

六、 外國電業競爭法案件分析 

以歐盟電業相關限制競爭案件為例，主要係針對既有綜合電業利用獨

占地位，排除其他潛在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如法國長期購電契約壟斷案

中，綜合電業利用與大型工商業用戶之間的長期購電契約，限制用電戶轉

換其他供應商，事實上排除其他潛在競爭者參與市場競爭，未來這樣的操

作是否可能出現在我國綠電先行市場，有待進一步觀察。針對再生能源之

競爭法案件，多係審查國家補貼是否形成限制競爭疑慮，然而從目前促進

再生能源發展的環境保護目的下，對於絕大部分再生能源補貼案件認為並

無限制競爭疑慮，但是從外國的補貼機制調整可以看出，補貼機制逐步退

場，再生能源未來會逐漸回歸電力市場競爭。少數對於被認定違法之補貼

案件，係以再生能源義務之例外，實際補貼能源密集產業或非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不符合環境保護之目的，故認定違法補貼。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電力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共同訂定、頒布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該指針闡明啟動獨占禁止法和電力事業法下有

問題之行為的標準，並制定了與獨占禁止法和電力事業法適當競爭行為之

一致標準，明確說明獨占禁止法禁止行為與電力事業法所禁止行為的不同

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七、 我國綠電先行階段下可能衍生的競爭法議題 

目前我國綠電先行階段下不同於其他國家電業自由化採取「灰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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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作法，優先針對既有大型綜合電業進行改革，要求市場開放；並針

對再生能源採取補貼的方式。僅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市場競爭，

並排除既有綜合電業參與市場競爭，未來若綜合電業參與綠電先行競爭

後，最有可能出現限制競爭疑慮者，在於過去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間的

長期躉購綠電契約如何解約之爭議，目前綜合電業擬定以繳交「分手費」

之方式，然而這樣將使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負擔原契約所無之義務，且增加

再生能源發電業轉進綠電先行市場競爭之參競障礙，有排除其他競爭者參

與市場競爭之疑慮；同時若僅針對少數業者解約，是否構成差別待遇之疑

慮，亦應謹慎評估。 

另外對於綜合電業是否可能利用關鍵基礎設施排除再生能源電業發

展？依據目前綜合電業維持國營且尚無直接競爭關係的情況觀察，機會不

大。但是再生能源業者之間未來是否會出現聯合行為合意控制價量，或劃

分市場，則有待公平會密切觀察。 

八、 智慧電網將加深資訊不對稱下的妨礙市場力量 

基於電業法第6條：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輸配電業得兼營公用售電

業。又根據同法第45條：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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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未

來台電輸配售子公司將因此繼續維持極大的市場份額。而一旦智慧電網的

加入，更加深了因控制電力調度決策及資訊不對稱下的妨礙市場力量。 

 

第四節 主要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一） 倡議鬆綁價格管制方有利市場自由競爭 

目前我國之公用售電業電價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均受政府高度管

制，使市場參與者難以依循市場機制進行競爭，反而可能產生較高尋租行

為和成本，對照歐盟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改採競標機制之經驗，可發現產

業競爭程度提高、履約價格快速下降，亦有利於消費者福祉。另以國內發

展離岸風電為例，政府於遴選制度裡要求廠商負擔一定程度的國產化要

求，但從英國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經驗，其離岸風力發電之資本支出的

自製率迄今亦未及20%，顯見規範自製率來促進產業發展相當具有挑戰

性，故而在高自製率的要求下，可能導致保護相關廠商（如國內零組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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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而有壟斷市場疑慮、不利競爭，因此仍宜採公開競價方式，由市場

參與者自由競爭，抑或採最有利標方式（即規範一定程度的自製率且維持

價格競標精神），避免產生市場壟斷、影響競爭之情況。 

（二） 未來所增設之再生能源系統宜採公開競標方式以避免壟斷市場 

參考國際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之成本發展與政策趨勢，可知未來成本

將持續降低，且歐盟國家對再生能源推動政策逐步由補貼改為競價機制，

在市場為自由競爭下，促使價格顯著下降、有利消費者福祉，以我國離岸

風力發電推動進程而言，遴選制（具國產化要求）和競標制（無國產化要

求）的價格差異達一倍以上（超過2元/度），而國產化之產業帶動效益發

展約當為每度0.64元，兩者間並不對等，故而在高自製率的要求下，可能

導致保護相關廠商（如國內零組件供應商）而有壟斷市場疑慮、不利競

爭，因此仍宜採公開競價方式，由市場參與者自由競爭，抑或採最有利標

方式（即規範一定程度的自製率且維持價格競標精神），避免產生市場壟

斷、影響競爭之情況。 

（三） 研究電力或再生能源市場之適宜市場界定方法 

傳統上採SSNIP進行市場界定方法時，其主要精神在判斷當產品間存

在競爭關係時，產品的需求替代性抑制各產品價格上漲至獨占價格之能

力，惟因國內電力市場（含再生能源市場）受政府高度管制，參與者均依

循政府所定費率銷售電能，並無法任意更動價格，故採SSNIP方法界定電

力或再生能源市場時，將與理論假設有所差異，因此建議需進一步探究適

宜之界定國內電力或再生能源市場分析方法。 

（四） 與經濟部就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適用程序進行協調 

  針對電業法第21條、第23條與公平法適用上之疑義，可依據公平法第6

條第2項會同目前電業法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進行協調，釐清

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部以及電業管制機關間的分工。 

 

（五） 密切留意綠電憑證交易平台之交易情形 

  針對標檢局再生能源憑證中心預告將修正「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

法」，新的綠電憑證交易平台預計2020年初上路，未來綠電交易將採取

「電證分離交易平台」抑或是「電證合一交易平台」的模式，可能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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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綠電相關市場之界定，建議公平會密切觀察相關制度的發展方向。 

（六） 建立管制機關參與電網智慧化制定過程 

  成立管制機關參與電網智慧化調度準則之制定及審核，並限制公用售

電業市場占比，並逐期降低。 

二、長期性建議 

（一） 密切注意綜合電業與再生能源業者之間之互動 

  目前綜合電業尚未參與綠電先行市場競爭，故尚無出現濫用獨占力之

情事。然而若未來綜合電業加入後，對於其他再生能源業者是否可能出現

排他性限制競爭之疑慮。追蹤未來台電設立電力交易平台，是否有違反球

員兼裁判的疑慮，及可能之濫用市場獨占地位？是否建議電業管制機關研

提相關修法，讓電力交易平台由更為獨立的單位經營，如設立獨立財團法

人加以經營？ 

（二） 注意大型再生能源投資案場之經營動態 

  考慮到再生能源發電規模以及進程，可以做為未來較小型投資案場之

先例，和做為我國綠電先行之市場參考，觀察大型業者在操作上是否有意

排除其他新進案場參與競爭抑或是對於供電上有聯合壟斷價格之跡象。 

（三） 倡議成立智慧電網調度規則審議委員會並成為會員之一 

  開放售電公司成立與用戶購電選擇權，公用售電業轉型為用戶資訊管

理公司，完全退出售電市場，並成立智慧電網調度規則審議委員會，廣邀

相關利害關係人與專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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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前言 

  於 2017 年 1 月份所頒布之電業法前，台灣電力市場係由台灣電力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負責發電、輸電、配電與售電，為一綜合電業經營型

態，在先前電業法規範下，各民營電廠2或自用發電設備用戶（如裝設太陽

光電發電設施），其所發電力除自用外，剩餘電力須提供予台電，再由台電

統一調度及輸配，架構概念如圖 1-1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圖 1-1 我國電業法修法前之電力市場運作架構 

然自2016年5月份現任政府執行以降，致力於推動國內能源轉型，藉以

改變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其間曾數次調整能源

結構轉型規劃，主要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與2017年1月份修訂後之電業法，

作為綠能產業發展之強力支柱，且政府於2017年4月核定「能源發展綱領」

修正案，同時以能源轉型白皮書作為落實「能源發展綱領」之重點行動方

案。（經濟部，2018） 

 
2 參考台電資料，為降低停、限電之發生機率，並促進民間投資，經濟部自 1995 年 1 月起

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其所生產之電能，依《電業法》及雙方購售電合約之規定躉售予台

電。國內目前的民營電廠分別為麥寮電廠、長生電廠、新桃電廠、和平電廠、國光電廠、

嘉惠電廠、星能電廠、森霸電廠和星元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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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能源局（2016）資料指出，台灣電力市場面臨獨占電業績效

無法比較、台電公司獨買民營電業所發電力、用戶缺乏購電選擇權等議

題，故參照國外經驗，透過電業自由化方式解決相關問題，藉由引入競爭

機制下，提升電力市場運作效率。在電業法規劃下，第一階段將於修法通

過後1~2.5年完成開放發電市場自由競爭，發電業自行申請設置，採許可

制，並且開放代輸、直供，進而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同時成立電業

管制機關進行市場監管，而台電則維持綜合電業。 

  第二階段中，綜合電業分割為發電與電力網公司（輸配電業與公用售

電業），不得交叉持股，而台電可轉型為控股母公司，其下成立二家子公

司，即發電公司及輸配售電公司。其次，輸配電業為獨占國營之公用事

業，執行電力調度業務，並依核定之費率收取轉供費用及電力調度費，亦

負責輸配電網之興建及維護，並負有接線義務。再者，在售電端而言，一

般售電業之售電對象為具購電選擇權之用戶，至於公用售電業之售電對象

則為所有用，具有用戶供電義務，電費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電業自由

化後電力市場架構則如圖 1-2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圖 1-2 電業自由化後之電力市場架構 

在2017年元月份電業法修法後，電力市場上將有三種電業，分別為發

電業（非公用事業）、輸配電業（公用事業）和售電業（公用售電業-公用

事業、再生能源售電業-非公用事業），且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以「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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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方式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得以直供、轉供售電予用戶3，賦予再生能

源業者更多元化之經營空間，同時亦在輔助服務費率4、備用供電容量之準

備5、電力調度轉供費用6和電力開發協助金7等面向給予相關優惠，促進再

生能源長期發展。此外，在購電端部份，則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利，允許

用戶可向再生能源售電業購買電力，或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簽訂雙邊合約，

增加用戶購電之管道（方文秀，2017；經濟部能源局，2018a）。其次，為

推動國內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政府施行各項計畫和措施，藉以鼓勵業者參

與。其中，太陽光電推動方案部份，主要包含太陽光電2年推動計畫、綠能

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等，就鼓勵風力發電發展方面，則有行政院於2017

年6月在行政院第3551次會議通過之「風力發電4年推動計畫」（2017-2020

年），藉以逐步推動國內風力發電系統設置。（經濟部能源局，2017a；經

濟部，2018） 

然在政府持續提升再生能源於國內電力市場滲透率之際，為避免再生

能源事業結合、聯合及反競爭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以及維

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並達到保護消費者

之目的，需進一步透過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之產業結構調查，以及進行

國內、外再生能源電業市場研究，同時瞭解在電業法各階段修法過程中，

再生能源事業競爭行為與電業主管機關之法律競合等相關議題，作為公平

交易委員會未來產業規範及競爭倡議之參考，以符合增進市場效率、提昇

 
3 係依據《電業法》第 18條、第 45條 
4 106年及 107年輸配電業各項費率方案，能源局，

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

4516080 
5 係依據《電業法》第 27條 
6 依據電力調度轉供費用優惠辦法第四條規定，再生能源電能且其電力排碳係數為零者，

輸配電業訂定其基本費率應依前一年度全國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級距提供不同優惠：  

  一、發電占比在百分之十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十計

收。  

  二、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十，且在百分之十五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本

費率乘以百分之三十計收。  

  三、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十五，且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

本費率乘以百分之五十計收。  

  四、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二十時，再生能源基本費率按平均基本費率乘以百分之七十

計收。 
7 依《電業法》第 65條，再生能源發電業除風力發電及一定裝置容量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以外者，可不須設置電力開發協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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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福祉之宗旨。本研究計畫架構如圖1-3所示。 

 

 

 

 

 

 

 

 

 

 

 

 

 

 

 

 

 

 

 

 

 

 

 

 

 

 

 

 

 

 

圖1-3 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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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影響及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互動關連，並且將參考國際間競爭法

主管對其再生能源電業發展之規管，作為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方式之借鏡，

最後則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工作內容包含下列事

項： 

一、蒐集並介紹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

來動態。 

二、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競爭狀

態。 

三、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及垂直整合關係。 

四、研究分析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之規範與影

響，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之探討。 

五、蒐集國外再生能源電業競爭相關議題探討－以歐美日為例。 

六、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競爭中立性之探討、競爭主管機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

倡議之探討，提供本會未來執法之參考。 

七、研究分析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各研究工作項，透過文獻分析法、專家訪談法和運用次級

資料進行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等方式，進行各議題研析，茲說明如

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系統性蒐集和彙整與研究內容相關之國內外政府機構

檔、專書、期刊、國際組織出版品數據、重要媒體報導與評論分

析，以及知名智庫或研究機構與公協會之相關研析報告等，藉此掌

握與歸納該主題之研究成果與最新進展，並且進行深入分析與檢

驗。 

二、專家訪談/焦點座談會法 

擬透過專家訪談或舉辦焦點座談會方式，藉由整合國內再生能源



 6 

電業之利益相關者觀點，瞭解現階段國內及未來再生能源電業在競爭

方面之行為和影響，進而提升本研究論點的準確性與合理性，使研究

觀點更為全面與客觀，亦能增進研究之分析深度。 

三、運用次級資料進行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 

    為進行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界定及產業結構分析，本研究計畫參

考文獻中主要運用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 CRn）8和赫芬達爾—赫

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衡量競爭程度。根據美國

2010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

HHI＜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另一方

面，依陳和全（2013）指出，運用於市場界定之經濟數量方法尚包含

移轉率、假定獨占檢定、臨界損失分析、價格相關性分析、向量自我

迴歸模型、EH 檢定、衝擊分析、生產轉換等，其中，可透過計算產品

間之交叉彈性瞭解彼此間之替代程度。若兩項商品間之交叉彈性為正

（負）值，則表示兩商品間為替代（互補）關係，而替代效果愈大表

示某一產品價格變動1%時，可導致相對較大的其他產品數量變動，且

假設兩替代品間的交叉需求彈性夠大時，意謂著兩產品間具顯著競爭

關係，故應置於同一個特定界定市場中。此外，公平會對市場界定之

處理原則，主要採用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

獨占者檢測法，因此，本研究計畫視資料可及性，主要運用交叉彈性

和假定獨占檢定法計算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結構及型態。 

  

 
8CRn = ∑

Si

S

n
1 ，其中Si表示第 i 家廠商裝置容量/發電量，S 為市場總裝置容量/發電量（鄧

瑞兆及陳宇信，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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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 

第一節 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 

一、發展歷程 

在全球氣候變遷之趨勢下，世界多數主要國家已展開能源轉型以減緩

氣候暖化，而我國考量自產能源缺乏以及嚮應國際條約和規範，亦推動能

源轉型進程，政府於 2017年 4月完成修正「能源發展綱領」，以作為國家

能源發展之上位綱要原則，同時制定能源轉型白皮書，透過公、私部門間

之協力合作，達到未來能源轉型目標。其中，2017年1月份所通過之電業

法，即著重調整國內電力市場運作制度和再生能源發展方向。 

其次，在現今及未來之電源規劃上，根據106年全國電力供需報告和能

源局能源統計月報資料顯示，全國電力供應量來源若依能源別劃分，2017

年全國總發電量約2,700 億度中，以燃煤發電 1,259 億度及燃氣發電 934 億

度為主要來源，分別占全國總發電量 47%及 34%，而再生能源發電量僅占

全國總發電量 5%，且大部份為慣常水力發電，風力及太陽光電占全國總發

電量則僅約2%，假使以台電、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進行區分，可發現

1999年時約有80%以上之發電量係由台電提供，民營電廠和自用發電設備

之發電量占全國電力系統比重低於15%；惟隨著市場開放之下，民營電廠

和自用發電設備之發電量占全國電力系統比重則顯著提升，台電發電量占

全國電力供應量比重已低於70%，就發電業者之角色變化上，顯示我國電

力市場有顯著之結構性變動，如圖2-1及圖2-2所示。 

再者，自2009年我國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加上再生能源躉

購費率制度與各項補助推廣措施，國內再生能源系統設置量持續提升，自

2009年之1,147千瓩增加至2018年之3,442.1千瓩，年均成長率約為13%，而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則分別由2009年之9.5千瓩、374.3千瓩，增

加至2018年之2,738.1千瓩、704千瓩，年均成長率分別為87.6%、7.3%，可

知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相對國內再生能源系統增設速度為高，故占整體再生

能源系統比重亦大幅上揚，且隨著裝置容量持續增加之際，太陽光電發電

量亦快速提升，在設置量依此速度建置下，太陽光電系統發電量已超過風

力發電系統發電量，如圖2-3及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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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1 2017年全國電力系統之發電量來源依能源別區分（單位：億度）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2 全國電力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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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3 2009-2018年再生能源系統之裝置容量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4 2009-2018年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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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若觀察我國2009年至2018年之再生能源系統裝置容量和發電量之來

源分布長期趨勢可知，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電業以外之其他事

業、團體或自然人，為供自用所設置之主要發電設備，台電和民營電廠所

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占全國再生能源系統比重自2009年之36%，逐漸降至

2018年之23%，同期間，自用發電設備部份則緩步增加，自2009年之64%

漸增至2018年之77%。再就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而言，亦呈相

同趨勢，國內再生能源發電來源中，屬於台電部份占比僅約10%，民營電

廠之再生能源電力則大多為陸域風力，占全國再生能源發電比重約為15%

至16%，而一般團體或自然人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則為我國再生能源

電力主要來源，占全國再生能源發電量比重超過70%，隱含國內整體再生

能源發電市場並非由大型電業（例如台電）主導，而係由較為分散之團體

或自然人所經營，且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間之營運主體或有不同，故雖均

屬於再生能源發電業範疇，惟其市場型態仍有所差異，如圖2-5及圖2-6所

示。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5 2009-2018年全國再生能源系統之裝置容量來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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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2-6 2009-2018年全國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 

此外，我國於能源轉型規劃中，設定至2025年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將達2,742萬瓩，以及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達20%之政策目標；其

中，太陽光電裝設容量即達2,000萬瓩，占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比重達

72.9%，風力發電（含陸域風力及離岸風力）占比則約15%，其餘系統則非

為發展主力，預期在政策規劃下，未來市場上會出現較多從事太陽光電和

風力發電之業者（如表2-1所示）。（經濟部，2018） 

另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於2018年7月份公布之「106年全國電力資源供需

報告」顯示，未來再生能源發電占電力系統比率，將由2018年的7%，持續

上升至2025年之20%，目前再生能源電力系統中以水力發電為主，未來則

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占多數；燃氣發電則由35%漸次提升至49%；燃煤

發電則緩步調降，預估至2025年時占電力系統比重僅為29%；核能發電則

在尚有核能電廠一部機組運轉下，約占電力系統比重1%，如表2-2所示，

亦即在政府現階段能源政策上，將強化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特別是離岸

風力）在國內電力市場之角色和影響力，就市場發展趨勢且依循國內《電

業法》規定，預計未來於我國發電市場和售電市場均將有更多業者參與，

現階段我國已有 9 家民營電廠（IPP）、25 家再生能源發電業（水力、太陽

光電及風電等）和超過 80 家的汽電共生業者，此一情況是否會發生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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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業者間之結合、聯合及限制競爭行為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值得進一步分析並研提相關建議。（經濟部能源局，2017b；經濟部能源

局，2017c；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2019） 

表2-1 未來再生能源裝置容量規劃 

單位：千瓩 

年度 

類別 

105年 

(2016年) 

106年10月 

(2017年) 

107年 

(2018年) 

109年 

(2020年) 

114年 

(2025年) 

太陽光電 1,210 1,431 3,000 6,500 20,000 

風

力 

陸

域 
682 692 

737 841 1,200 

離

岸 
16 520 3,000 

地熱能 0 0 1 150 200 

生質能及

廢棄物 
727 727 728 768 813 

水力 2,089 2,089 2,089 2,100 2,150 

燃料電池 -- -- 2 22.5 60 

合計 4,708 4,939 5,471 10,875 27,423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18b）。 

表2-2 未來台灣電力配比規劃 

單位：% 

類型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再生

能源 
7 8 9 11 13 15 17 20 

燃氣 35 36 36 35 37 43 46 49 

燃煤 44 43 43 43 41 33 30 29 

核能 9 9 9 8 6 6 4 1 

其他 5 4 3 3 3 3 3 1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2018c）。 

 

二、技術分析概況 

  鑑於我國未來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含陸

域風力及離岸風力），故此節分別就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進行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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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的發電原理，是利用矽晶太陽電池吸收 300nm~1100nm 波長

的太陽光，並將吸收的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輸出的一種發電方式，且由於

太陽電池產生的是直流電，因此若需提供電力給家電用品或各式電器則需

加裝直/交流轉換器，將直流電轉換成交流電，與電網併聯後將電力售予台

電，以及讓一般用戶使用，且太陽光電系統主要由太陽能電池組列、電力

調節器（包括直/交流轉換器、系統控制器及併聯保護裝置等）、配線箱、

蓄電池等所構成（如圖 2-7所示）。（楊顯整，2010；陳明德，2016） 

  其中，太陽能電池若依材質加以區分，可分為矽材料、多元化合物、

奈米或有機材料等，而矽材料包含單晶矽、多晶矽和非晶矽，且以矽晶為

主流，在轉換效率上，以單晶矽之轉換效率較高，惟其製程相對複雜，而

多晶矽之轉換效率略低，但製程較簡單；非晶矽薄膜等雖因轉換效率仍較

低，但具有美觀、可折撓且弱光環境可發電、未來成本具快速下降潛力等

特性，仍有其利基市場。多元化合物材料主要用於太空或聚光型太陽光電

系統，而奈米或有機材料的太陽能電池效率及穩定性則尚待提升，各種電

池之轉換效率比較則如表 2-3 所示。（楊顯整，2010；張瑞豐，2014；陳明

德，2016） 

 

資料來源：張瑞豐（2014）。 

圖 2-7 太陽光電系統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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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轉換效率比較 

類別 材料 
電池轉換效

率 

模組轉換效

率 

矽 
結晶矽 

單結晶（晶圓型） 14~24% 12~18% 

多結晶（晶圓型、薄膜

型） 
10~17% 10~15% 

非晶矽 a-Si、a-SiC、a-SiGe 8~13% 6~9% 

多

元

化

合

物 

III-V族 GaAs（晶圓,薄膜型） 18~30%  

II-VI族 CdS、CdTe薄膜型 10~12%  

多元化合物 CuInSe2（薄膜） 10~12%  

奈米或有機材料 TiO2/Dye 7%  

資料來源：陳明德（2016）。 

  此外，就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型式而言，主要包含獨立型、市電併聯型

和混合型如表 2-4 所示並分述如後。獨立型太陽光電系統不須額外架設電

網、未和電網併接，在白天時吸收太陽能並由太陽光電系統供電和對蓄電

池充電，夜間或無法由太陽能系統供電時，則改由蓄電池放電、提供電力

服務，此一系統較常見於偏遠地區，或欲發電自用的建築本體。市電併聯

型可在白天時發電，並將電力輸送至市電網路中，再由市電網路供電，若

在系統發電量無法滿足系統基本運轉用電時，則由市電網路供應不足之電

力，且因一般併聯型變流器無法直接搭配蓄電池，故無救災功能，此類型

系統為國內最常見之太陽光電系統。混合型太陽光電系統則是結合以上兩

種型式，搭配雙向變流器及備有蓄電池可儲存電力，同時也連接市電網

路，電池電力足夠時使用系統本身電力，反之，若電力不足時則切換成市

電提供電力來源，可確保電力供應穩定，亦適合作為救災之用，惟因包含

兩種系統，成本相對較高。（中租全民電廠，2019；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

會，2019） 

  另一方面，若以設置類型加以區分（如表 2-5 所示），太陽光電系統種

類涵蓋屋頂型、地面型、建築整合型與水面型。屋頂型為利用建築（如住

宅、工廠、大樓）本體之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通常 1瓩約需面積 3

坪，且若設置高度低於 4.5公尺時，則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

照標準」免申請雜照。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則視設置位置是否為都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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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若屬於都市土地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進行設置，非都市土地則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建築整合型則可依據「建築整合型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示範獎勵辦法」申請補助，若符合太陽光電系統為與建築物整

合以取代全部或部分建材，以及總裝置容量超過十（峰）瓩，不及五百

（峰）瓩者等相關條件，可獲得每（峰）瓩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之補助。

水面型之可能設置地點則有大型儲水槽、滯洪池、埤塘、鹽田、養殖魚塭

等，且較地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高出約 18~19%的發電量，惟屬較新式的發

電系統。（經濟部能源局，2017d；經濟部能源局，2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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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型式 

獨立型 市電併聯型 混合型 

電力儲存至電池中以供電 將電力輸送至電網，由電網供電 綜合獨立型及併聯型之模式 

 
 

 

資料來源：中租全民電廠（2019），取自 https://www.finmart.com.tw/wiki/ALL/solar09、本研究整理。 

表2-5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類型 

屋頂型 地面型 建築整合型 水面型 

將太陽光電板設在屋頂

上，1瓩約需面積 3坪。若

為斜面屋頂，則約需面積

2.1至 2.4坪。 

安裝在地面上之太陽光電

系統，1 千瓩約需土地 1.5

公頃，惟因涉及土地使

用，爭議性較高。 

將太陽光電板與建築外瞉

結合，使建築本身成為主

要能量來源。 

將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於

水面上，相較於屋頂型或

地面型有較佳之冷卻效果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7）、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2019）、本研究整理。  

https://www.finmart.com.tw/wiki/ALL/solar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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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雖然我國在太陽光電系統設置目標上，規劃地面型設置

17GW、屋頂型設置量為3 GW，且地面型太陽光電將優先利用嚴重地層下

陷之不利農業經營地區、水域空間、已封閉掩埋場及部會閒置土地，並須

符合《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環境影響評估法》、

《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及生態環境審定原則》和《農田水利會灌

溉蓄水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管理原則》等相關規範，即使能源局已盤點2.5

萬公頃土地，實際可以興建的場址則不易選定，加上地面型太陽光電需配

合特高壓、饋線等電力基礎建設，以及恐引發「道德風險」之議題，爭議

性較高，發展速度相對較慢。（梁啟源，2016） 

  另一方面，水面型太陽光電系統則僅推動小型示範計畫，規劃設置量

約150 MW，在相關技術仍為初步導入階段下，可持續觀察未來發展。另依

能源局統計數值，2018 年太陽光電設置量約 1.055GW，地面型和屋頂型安

裝量分別為 226MW、829MW，屋頂型占比達 78%，在屋頂型因法規鬆綁

下成長快速，可能因此調整未來太陽光電設置目標量。整體而言，未來太

陽光電系統可能以屋頂型和地面型為主，且在法規規範和設置爭議程度較

高下，國內業者相對容易開發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故未來可能以屋頂型

太陽光電系統之成長較為快速。（梁啟源，2016；經濟部能源局，2018d；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9；黃郁青，2019；王仕華，2019；經濟部能源

局，2019） 

（二）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的方式乃是利用風車擷取空氣流動的動能，轉換成風車的旋

轉動能，帶動發電機來產生電力，其中風能轉換仰賴風力機，透過風轉動

風力機之葉片以生成電能。葉輪（rotor）為風力機轉換利用風能最重要的

系統之一，葉片鎖定於輪轂 （hub）構成葉輪，受風吹之空氣動力作用

（包括升力及阻力）繞軸旋轉，一般而言可分為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依

據TPWind（2006）及IRENA（2018）等文獻指出，在風場條件相同下，葉

片愈長，其受風面積愈大，所能擷取的風能就愈多，故大型風機的捕風能

力佳、效率更好。此一論點可由理論公式（如下）加以觀察，即風機發電

能力和空氣密度、面積、風速及動力係數有關。其中area（即掃域面積，

公式為π𝑟2）受到葉片長度影響，當風機越大、葉片直徑越長（即半徑越

長），則捕捉風能的面積越大，因此國際間之風力機有逐漸往大型化趨勢

發展，如圖2-8和圖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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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1/2 × air density ×area × wind speed3 ×power coefficient 

  另一方面，以離岸風力為例，風機大型化之下，除了具有較佳之氣動

效率、較高之高度可取得較高風能之優勢外，因為同樣設置總量下可用更

少機組，故維護費用較低，以及每單位能量生產所需地坪面積低，同時所

需纜線與連接成本較少，進而容易回收成本，如圖2-10所示。 

 

資料來源：TPWind（2006） 

圖2-8 裝置容量大小與風機葉片直徑 

 

資料來源：TPWind（2006） 

圖2-9 風機葉片直徑與發電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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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REL（2014） 

圖2-10 風機大小與海纜鋪設面積 

  就我國風力發電系統方面，以陸域風力而言，參考台電統計年報，台

電陸域風力系統單機之設置容量約為600瓩至2,300瓩之間，例如澎湖中屯

風力機組係採用德國ENERCON單機裝置容量600瓩系統，而大潭第一號至

第三號風力機組之商轉日期為2005年6月，為美國GE單機裝置容量1,500瓩

系統，大潭第六號和第七號風力機組之商轉日期為2011年7月，則用單機裝

置容量德國ENERCON單機裝置容量2,300瓩系統，隨著時間經過和技術演

進，以大型機組運行可產生的電能較高。在離岸風力方面，依中華經濟研

究院（2018）之研究，上緯離岸風力示範機組為兩隻單機裝置容量4千瓩之

機組，而獲選具開發離岸風場開發商資格之業者，如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

設基金、沃旭能源、中鋼、台電等，所採用之離岸風力發電機，單機容量

均在6.5千瓩以上，甚至可能為11千瓩之大型機組，如表2-6所示。 

表2-6 我國部分離岸風力開發商之總裝置容量及單機裝置容量規劃 

 

中鋼 台電 
丹麥哥本哈根基礎

建設基金 
沃旭能源 

風場規

模 
300MW 300MW 600MW 1,820MW 

單機容

量 
9.5MW 6.5MW 9MW 8-11MW 

融資方

式 
專案融資 非專案融資 專案融資 自有資金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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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動態 

此處分別說明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未來成本變化如後。 

（一） 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系統市場主要產品為太陽光電模組、逆變器（Inverter）、纜

線、支架、土地成本等，若以系統設置成本而言，以太陽光電模組占總成

本比重最高，也是太陽光電製造產業鏈的最終產品，因此太陽光電模組製

造成本變動將為影響系統市場價格變動之主因。依彭博能源財經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BNEF）分析之太陽光電模組成本變化如

圖 2-11所示，可發現 1976年之模組成本為每瓦 80美元，而至 2018年時則

降至每瓦 0.27美元，並預期 2019年時將再進一步降為每瓦 0.25美元，模組

成本快速且大幅地降低，也使得太陽光電系統成本隨之減少。陳家豪

（2019）亦指出，全球太陽光電產品近年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價格下跌

趨勢仍持續，進而造成系統端市場價格也隨之下降。依國際太陽能技術路

徑圖（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Photovoltaic, ITRPV）之資料顯

示，若以 2017年為例和作為基準，模組成本占系統成本比重約為 54%，其

後則為土地與支架成本，隨著技術進步與產量提升，模組成本將持續下

降，預估至 2028 年時，整體系統成本將較 2017 年下降約 30%，而成本能

大幅降低之因即來自於模組成本顯著減少，其餘成本項目對系統成本影響

相對有限，如圖 2-12所示。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2-11 太陽光電模組成本走勢與學習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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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TRPV（2018）、本研究繪製。 

圖2-12 100kw以上太陽光電系統成本結構及未來發展（亞洲地區） 

  隨著太陽光電模組成本降低和快速的學習曲線，若以一般常用之電力

均化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觀察未來太陽光電發電成本

變化，亦可發現全球主要國家之公用事業規模等級太陽光電系統均化成本

也將持續降低，彭博能源財經預估 2019 年至 2050 年公用事業規模等級太

陽光電系統均化成本降幅約為 63%，將低於 25美元/千度，對比當前基準價

格則為 57美元/千度，且不同地區之成本下降幅度略有不同。例如英國地區

之成本變化將由 74 美元/千度降至 29 美元/千度、中國大陸之成本變化則為

51美元/千度降至 22美元/千度，惟整體均呈現減少趨勢，如圖 2-13所示。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2-13 公用事業規模等級之太陽光電系統均化成本 

54 50 45 41 39 36 

10 
9 

9 
8 6 5 

7 
7 

6 
6 6 6 

13 
12 

12 
11 11 

10 

16 
15 

15 
15 15 

14 

0

20

40

60

80

100

2017 2018 2020 2022 2025 2028

%

模組 逆變器 纜線 支撐架/追日 土地

U.K.

U.S.

China

India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9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MWh （2018 real）



 22 

（二）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廠最主要的成本為風力機組，而風力發電成本結構包含風力

發電機（葉片、齒輪箱、發電機、機艙、電力轉換器、變壓器及塔架等）、

土地與基礎建設（風機土地租賃、基礎土木工程、電網線路、變壓站等）、

專案服務（風場設計與規劃、行政作業支出及專案管理等），其中，陸域風

力之風力機組成本約為 64%-84%；離岸風力之風力機組成本約為 30%-

50%。10世界風能協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GWEC）2016年報告則

指出，風力發電成本因技術與產業更為成熟、產業競爭更為激烈之故，使

得風力發電價格大幅下滑，且資本支出、運維支出、融資成本、渦輪機績

效及預計生命週期等因素，將隨著技術持續進步而下降，進而導致風力成

本得以逐步降低。 

另據 BNEF（2019）分析，風力發電機成本於 2008 年時為 1.17 歐元/

瓦，至 2018年時已降至 0.66歐元/瓦，學習率約為 10.7%，成本下降原因包

含供應鏈整合、競爭，以及政策制度由補貼制改為競標制等。另一方面，

隨著風機更趨大型化之下，會使得風機裝置容量成長更為快速，以陸域風

力而言，預計單一風機裝置容量將由目前 3.4MW 提高至 2050 年之

5.7MW；離岸風機之單機裝置容量則可能由平均 7MW 上升至 19MW，也

因風機零件具備共用性，此一特性亦有助於成本大幅降低，如圖 2-14 至圖

2-16所示。 

 

 

 

 

 

 

 

 

 
10 「2017 年度全球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分析-太陽能與風力篇（二）」，再生能源資訊網，

https://www.re.org.tw/knowledge/more.aspx?cid=201&id=1331。 

https://www.re.org.tw/knowledge/more.aspx?cid=201&id=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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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NEF（2019）。 

圖2-14 風機價格趨勢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2-15 單一陸域風機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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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NEF（2019）。 

圖2-16 單一離岸風機裝置容量 

   

  至於風力發電未來成本動態，則可透過陸域風力電力均化成本演變以

及歐洲離岸風場競標結果作為分析基礎。就陸域風力電力均化成本變化趨

勢而言，BNEF（2019）指出在設備成本及融資成本下降，以及效率改善等

因素下，至 2050 年時全球陸域風力均化成本將僅為目前水準的半數，以德

國為例，其 2019 年之價格為 50 美元/千度，預計至 2050 年時將為 26 美元/

千度其次，觀察歐洲離岸風場競標結果可知，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間的歐

洲離岸風場價格約為 200 美元/千度，而商轉日為 2024 年與 2025 年間之離

岸風場價格則僅約 75 美元/千度，呈顯著降低之勢。另以美國 Vineyard 

Wind LLC風場和麻薩諸塞州的配電公司簽署之購售電合約為例，其預定商

轉日為 2022年和 2023年，價格僅為 98美元/千度，故從歐、美未來離岸風

電價格發展歷程可知，離岸風力成本同樣將呈遞減趨勢，葉芳瑜（2018）

之研究亦指出相同結果，如圖 2-17及圖 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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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NEF（2019）。 

圖 2-17 陸域風力均化成本預測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 2-18 歐洲離岸風場競標結果之調整後履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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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來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成本演變趨勢，以及歐洲離岸風場發展

經驗，可知政府對再生能源產業的補貼將會逐步縮小，最終將取消補貼制

度、改為市場競爭為核心之競標制，且在實施競標制之後，再生能源業者

將衡量成本高低，提出適宜標價以和其他業者競爭。 

  另一方面，以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發展規劃亦可發現，由遴選制度改為

競標制度時，躉購費率由 5.8 元/度降至約 2.2 元/度，故從國內外經驗能明

確瞭解，當市場可自由競爭時，市場價格將較政府補貼時期為低、競爭程

度將提高，有利消費者福祉，因此宜避免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以保持市

場機能充分運作。 

第二節市場型態及競爭狀態 

一、市場型態說明 

  電力市場依功能別加以區分，可劃分為發電端、輸配電端和售電端等

區塊。其中在發電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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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生能源發電業則指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銷售電能之發電業，只要

屬於可永續和再生運用之能源並可生產電能者，均符合《電業法》第2條所

稱再生能源電業。（經濟部能源局，2018） 

其次，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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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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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明，2015a；許志義等，2015；經濟部能源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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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再生能源發/售電業若未採直供方式，直接銷售電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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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時，需支付電網業者相關費用，此對相關業者為一成本來源，惟為鼓

勵再生能源（不排碳）發展，在輔助服務、電力調度和轉供電能之相關費

率，均優於其他能源、遠低於平均費率水準，如表2-7所示。然而，就我國

再生能源售電業而言，因售電業不得設置主要發電設備，故其能販售之電

力來源僅為再生能源發電業所生產之電力，然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9

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產生之電能，除依電業法直供、轉供、

自用及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外，應由公用售電業躉購。…」，考量現階段

再生能源發電業和公用售電業之間仍存在購售電合約，於契約存續期間內

不易更動，且有能力直供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會直接將電力售予用

戶，並不需要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加上政府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暫未

制訂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制度落日時間，故預期短期間內市場結構仍將

維持暨有狀態，因此就法律制度和實務運作上，再生能源售電業之營運模

式尚未見於國內市場，故本研究報告中未進一步探討其競爭議題。 

表2-7 輸配電業各項費率一覽表（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適用至108年12

月31日） 

單位：元/度 

費率項目 輔助服務 電力調度 
轉供電能 

（輸電） 

轉供電能 

（配電） 

平均費率 0.0497 0.0857 0.2184 0.3405 

各燃料

別費率 

再生能源（不排碳） 0.0248 0.0043 0.0109 0.0170 

再生能源（排碳）註 1 0.0744 0.1300 0.3314 0.5168 

核能 0.0248 0.0443 0.1131 0.1763 

燃煤 0.0627 0.1098 0.2799 0.4366 

燃油 0.0581 0.1019 0.2595 0.4047 

燃氣 0.0433 0.0763 0.1945 0.3032 

抽蓄水力 0.0248 0.0443 0.1131 0.1763 

註 1：再生能源排碳者包括垃圾及廢輪胎等廢棄物發電方式。 

註 2：本費率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均內含 5%營業稅。依法免計營業稅之申

請業者每月應繳總金額為輸配電業各項費用總金額除以 1.05。 

註 3：上述各項費率計算均取至小數點第 4位，並自第 5位起採 4捨 5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取自

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

D=654246034164516080 

  再者，《電業法》第27條提及為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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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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

定裝置容量以下之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由於再生能源屬於間歇性

能源，故理論上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將需準備相對較高之備用供電容量，對

業者而言即意味著較高的經營成本，方能符合法規規範，對於相關業者在

市場上之競爭有所影響。此外，觀察現階段各類再生能源系統之設置情

況，並參考能源轉型規劃可知，2017年時，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中，以水力

發電為主，總裝置容量為2,089千瓩，太陽光電和陸域風力發電系統則分別

為1,768千瓩和684千瓩，生質能系統則為727千瓩，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則僅

有8千瓩，不同再生能源間之裝置容量有相當大地差異，可能係因各類再生

能源設置時所需要的條件（如地理面積大小、區位、環境）和技術上不同

而產生，亦顯示經營各類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市場占有率並不一致，且隨

著政府設立較高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含陸域風力及離岸風力）裝設目

標，對於相關業者而言具有較佳之市場展望，特別是太陽光電和離岸風力

於未來之成長潛力遠高於其他再生能源型態，預期對再生能源電業市場結

構有顯著影響，如圖2-19所示。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2-19 我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及規劃 

  據《公平交易法》第5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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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中以市場占有率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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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之基石，

故需要界定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協助競爭法主管機關判斷事業之行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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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故衡量競爭狀態前需先探討市場界定議題（陳

銘煌，1997；陳嘉雯和胡偉民，2015）。 

  文獻中對市場界定之討論，參考黃美瑛（1993）、陳銘煌（1997）、

陳和全（2013）、陳嘉雯和胡偉民（2015）及公平交易委員會（2015）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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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就「產品市場」與「地理

市場」進行分析。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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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可從產品市

場及地理市場二面向界定相關市場範圍。 

  就產品市場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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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第 3 條規定，再生能源包含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

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

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考量表 2-1 當

中，政府規劃未來再生能源系統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可預見經營

兩類事業項目之業者相對為多，故此處著重探討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傳

統能源（如火力發電、核能發電）之市場界定議題。 

  就需求替代面向而言，依現行《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除台電可進行售電業務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可藉由直供、代輸轉供或

經由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將電能售予終端消費者，因此電力消費者可

選擇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售電業者購入電力，抑或維持向台電採購電

能，且因電力所產生之能源服務具同質性（即不論是用台電生產的電力或

再生能源業者生產的電力，均能驅動電力設備、帶來服務功能），故就消

費者觀點，前述參與者實屬同一電力市場。 

  然而在《電業法》修正後迄今，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仍主要透過躉購費

率制度將電力售予台電，加上再生能源成本（除陸域風力外）相較傳統能

源成本為高，例如 2018 年消費者和台電購買電力的每度電平均價格為 2.6

元，但若自行和太陽光電業者購電，每度電的價格遠高於平均電價，假使

為風力發電業者所售電能，價格約為 1.88 元/度至 2.46 元/度間，似乎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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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均電價（見圖 2-20及表 2-8），但因發購電成本需加上輸配電成本11方

為電價，故風力發電加計輸配電成本後，終端消費者所面對的風能價格並

不一定低於購自台電之平均電價，鑑於在單純考量價格因素下，可以預期

多數消費者的電能來源將依舊取自台電。 

  另一方面，國內現階段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受到政府管制，例

如各類再生能源價格係由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決定，而公用售電

業電價則依循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均非由業者自行決定售電價格，即使

在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仍會考量售予台電或消

費者間之收益差異，假設透過價格調整以吸引消費者直接採購之收益未及

全數躉售台電，則業者調降價格之誘因亦低。 

 

註：截至2018年底，風力發電主要為陸域風力。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繪製。 

圖2-20 2018年國內平均電價及台電發購電成本 

  

 
11 據台電統計資料，輸配電成本約為 0.53 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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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107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摘錄） 

再生

能源

類別 

分

類 

裝置容量

級距 
其他備註 

躉購費

率（元/

度）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

級距 

其

他

備

註 

躉購費

率（元/

度） 

風力

發電 

陸

域 

1瓩以上

不及 30

瓩 

  8.6685 太陽光電 地面型 1瓩以上 

第

二

期 

4.2943 

風力

發電 

離

岸 
1瓩以上 

固定 20年（競標

適用對象者之上

限費率） 

5.8498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屋頂型 

1瓩以上

不及 20

瓩 

第

一

期 

6.2269 

風力

發電 

離

岸 
1瓩以上 階梯前 10年 7.1177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屋頂型 

1瓩以上

不及 20

瓩 

第

二

期 

6.0943 

風力

發電 

離

岸 
1瓩以上 階梯後 10年 3.5685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屋頂型 

20瓩以

上不及

100瓩 

第

一

期 

5.078 

川流

式水

力 

無

區

分 

1瓩以上   2.7988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屋頂型 

20瓩以

上不及

100瓩 

第

二

期 

4.9698 

地熱

能 

無

區

分 

1瓩以上 固定 20年 5.1956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屋頂型 

100瓩以

上不及

500瓩 

第

一

期 

4.7238 

廢棄

物 

無

區

分 

1瓩以上   3.8945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地面型 1瓩以上 

第

二

期 

4.552 

太陽

光電 

屋

頂

型 

1瓩以上

不及 20

瓩 

第一期 5.8744 

太陽光電

（高效

能） 

水面型

（浮力

式） 

1瓩以上 

第

二

期 

4.9715 

太陽

光電 

屋

頂

型 

1瓩以上

不及 20

瓩 

第二期 5.7493 

太陽光電

（綠能屋

頂） 

屋頂型 

1瓩以上

不及 20

瓩 

第

一

期 

6.4137 

太陽

光電 

屋

頂

型 

100瓩以

上不及

500瓩 

第二期 4.3636 

太陽光電

（綠能屋

頂） 

屋頂型 

100瓩以

上不及

500瓩 

第

一

期 

4.8655 

太陽

光電 

屋

頂

型 

500瓩以

上 
第一期 4.3264 

太陽光電

（綠能屋

頂） 

屋頂型 

100瓩以

上不及

500瓩 

第

二

期 

4.7642 

太陽

光電 

屋

頂

型 

500瓩以

上 
第二期 4.2429 

太陽光電

（綠能屋

頂） 

屋頂型 
500瓩以

上 

第

一

期 

4.7236 

註：其他包含海洋能、氫能或其他經中央主管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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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5 月份經立法院通過之《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修正條文第 12 條中規定「…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其契約容量

在一定容量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

裝置容量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

電力及憑證；未依前開規定辦理者，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金，專作再生能

源發展之用…」。表示在法規的強制要求下，電力大用戶將有誘因自行建

置再生能源系統，或尋求台電系統以外之再生能源，因而可能選擇外購價

格上相對較低之陸域風力，兼且目前已有風力發電和太陽光電業者欲解除

和台電間之購售電合約，12改為直接售予終端用戶，預期消費者對電能需

求替代程度將提高。然而，依照躉購費率制度售予台電之再生能源電力，

因不含《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 12 條中規定之憑證價值（無環境

價值），故對電力大用戶而言即使購入亦未能符合法規規範，因此就購置

電能上將不僅只考量電價，而尚有其他環境、法規要求等外加成本，從大

用戶之需求替代角度而言，除了台電、再生能源發電業、售電業外，若用

戶在符合法規要求下所建置之再生能源系統，亦應歸屬同一市場，且需排

除不含憑證之綠色電力。  

  由於現階段消費者仍主要向台電採購電能，且台電身為國內唯一綜合

電業，兼負調度全國電力之義務，因而可視台電為所有消費者的集合體，

一齊向不同發電能源採購電能，故本研究再從供給替代進行討論。一如前

述，發電系統可簡要分為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其中，火

力發電中之汽輪機組發電原理是運用蒸汽循環（Steam Cycle），將化石燃

料的化學能透過燃燒反應產生熱能，於鍋爐爐內加熱爐水，使其生成為高

溫、高壓之蒸汽，繼而推動汽機成為轉動的機械能，最後再透過發電機將

機械能轉換成為電能。核能發電的原理和火力發電、水力發電相似，共通

點在於使渦輪機（turbine）轉動以帶動發電機，將機械能轉變為電能，惟

相異處在於推動渦輪機所用的動力來源。水力電廠以大量的急速流動水

（例如由水壩或瀑布引出）推動渦輪機，而核能電廠與火力電廠則利用大

量高溫、高壓之水蒸氣推動渦輪機，且核能電廠是靠核分裂所釋放出的能

量產生電能。13 

 
12 「分手費最高每度 0.8 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 
13 「火力發電簡介」，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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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則分別透過太陽光、風力轉換為電能，電能生成

受天氣變化影響大，相較於火力發電與核能發電之高度可控性和具調度

性，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在產生電能上有較大變動性。依據能源統計月報

之數值可發現，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總量在時間上有所區別，

以太陽光電而言，隨著裝置容量提高，2018年發電總量相較 2017年顯著提

高，且以每年夏月為發電總量相對較高時期。反觀風力發電部分，則因我

國風況特性，風力發電總量較高時期為每年冬季（約為每年 1、2 月和 10

月至 12月），與太陽光電發電特性有所不同，如圖 2-21所示。此外，吳進

忠（2018）運用台電系統之電力負載和風力、太陽光電發電量實績進行之

頻譜分析可發現，我國 2017年風力發電最多的時期發生於冬季且大致於 24

小時內均有電力產出（即圖 2-22 中右上角之紅色區塊），而太陽光電發電

量則集中於每日的上午 10 點至下午 15 點間，表示在現階段多數時段裡，

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間所生產的電能，重疊性並不高，大體上為互補的情

況。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繪製。 

圖2-21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概況（依月份區分）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2；「核能發電的原理」，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核能學會，http://archived.chns.org/s.php@id=4&id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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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進忠（2018）。 

圖 2-22 電力負載和再生能源系統之頻譜分析 

 

  因此，就發電原理和發電燃料來源而言，火力、核能、水力、太陽

能、風能與生質能間具相當大的差異性，其間之容量因素、發電成本和發

電設備等亦有所不同。依據台電經濟調度原則與系統定義，台電核能、台

電燃煤及 IPP 燃煤電廠為基載系統，在發電成本最低之下優先調度；台電

燃氣複循環機組與 IPP 燃氣機組為中載系統，台電汽力燃油、汽力燃氣及

輕油機組為尖載系統，且因系統特性，中載系統可替代基載和尖載系統，

而各系統間有其替代性（例如核燃與燃煤之間可替代），至於再生能源則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可優先併入電網中，同時躉售價格則由政府訂定

並由台電公司與業者簽約，故並不存在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調整發電躉售

價格，致台電公司能轉換至購買其他發電來源的可能性，惟台電目前收購

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則因兩類能源發電特性不同，太陽光電於每日的

上午 10 點至下午 15 點有較佳效能，風力發電於於冬季之發電效率較佳，

故太陽光電相對有機會可替代台電尖載系統（見圖 2-23），而風力發電和

各類能源間在實績上不具供給替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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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7&cid=166&cchk=e3adb9f4-

f40a-4971-ab11-e90a75e69863。 

圖 2-23 夏季日負載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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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就地理市場方面，據台電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國內輸電線路和配

電線路之回線長度分別為 17,737 公里、375,265 公里，相較 2017 年分別增

加 0.1%、1.7%，表示台電電網遍及國內境域（圖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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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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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電業法》第 8 條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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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

電刻正執行「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總期程為 2018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藉以強化桃園及彰化地區離岸風電併網能力。根據台

電公開資料顯示，截至 2019 年 7 月底，計畫總累計進度為 9.85%，較原規

劃超前 1.92%，以及彰工升壓站業已於 2019 年 7 月通過環評，14大抵呈現

工程進度符合再生能源業者併網需要之資訊，有助於提高各界對電網併網

能力之信心。 

  是故，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計畫改善各區域之併網能

力，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業區域限

制，因此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14 「離岸風力發電加強電力網第一期計畫進展」，台灣電力公司，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89&cchk=e8fabfaf-4c0e-4fd7-

b151-0e77d62520dc；「整合離岸風電電纜及變電站 台電彰工升壓站環評過關」，台灣環

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19115；「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網之相關問題研

析」，立法院，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74435。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89&cchk=e8fabfaf-4c0e-4fd7-b151-0e77d62520dc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1467&cid=2689&cchk=e8fabfaf-4c0e-4fd7-b151-0e77d62520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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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7。 

圖 2-24 電廠電網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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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

能服務而言，再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但若對象為電力大

用戶時，則需排除不含再生能源憑證之再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

生能源系統也為電能替代來源。其次，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可優先併入電

網，傳統能源無此特性，且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的再生能源系統，

負載實績和傳統能源有顯著不同，故而進一步劃設再生能源電業時，僅需

考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 條所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加上我國太陽

光電和風力發電因國內氣候條件不同，在電力生產之時間段上存有差異，

因此，若探討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行為時，宜就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等特

定項目，分別進行研析。 

二、競爭狀態 

  兩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競爭市場，可觀察利潤率高低，即某產品利潤率

能夠維持一顯著水準一段期間，則代表他產品與該產品之替代性不具顯著

性、非屬同一市場，否則即視為與該產品同一市場。在學理上之衡量方法

包含移轉率、假定獨占檢定、臨界損失分析、價格相關性分析、向量自我

迴歸模型、EH 檢定、衝擊分析、生產轉換等（陳和全，2013），而公平交

易委員會（2015）則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15與假設性

獨占者檢測法，為主要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 

  參考黃美瑛（1993）、田明君和徐斌（2007）、徐斌（2008）、張志

奇（2009）、戴龍（2012）、陳和全（2013）、張金燦和曉唯（2010）、

陳嘉雯和胡偉民（2015）與陳嘉雯和林茂廷（2016）等相關文獻，交叉彈

性檢測法為傳統上重要的市場界定方法，藉由分析兩產品間之需求價格交

叉彈性瞭解替代程度，有時亦採用供給的價格交叉彈性來表達，且若兩替

代品間的需求價格交叉彈性數值較高時，代表該兩產品具顯著競爭關係，

在美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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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方法有些許限制，例如交叉彈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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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交

叉彈性數值之客觀性無一致標準，計算出數值大小並予以排序，雖似呈現

競爭關係強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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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兩商品間的交叉彈性數值可能不對稱，假若不相同的話可能

 
15 交叉彈性是指當某其他物品價格變化 1%時，導致該物品的需求量之變動百分比，若此

一數值為正，表示兩類商品為替代品；若數值為負，則代表兩類商品為互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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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確定是否存在替代或競爭關係。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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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來進行相關市場界定，歐盟於1997

年也採用此法來界定市場，此方法考量了需求替代和供給替代，且訂價制

約力16為重要立論基礎。在檢定上通常由最小劃設市場開始檢驗，透過檢

定來確認是否需要再進一步將其他產品劃入市場中。然而，假設性獨占者

檢測法主要存在兩項爭議，分別為玻璃紙謬誤和產品差異化，亦即如何給

定價格上漲的基準，以及產品具備差異化時將不易有效判定市場範圍。 

  因此，考量相關方法有其特性與優勢，本研究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嘗

試以交叉彈性檢測法，和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衡量國內再生能源電業之

市場型態，資料來源取自經濟部能源局之能源統計年報及台灣電力公司，

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外，因無法取得各別廠商端之價格資料，

以及考量現階段大多數用戶仍向台電購電，台電等同於是消費者的集合

體，並且肩負電力調度義務，且再生能源發電業和民營電廠等所發電力仍

全數售電予台電，故台電的購電成本亦即再生能源發電業和民營電廠的售

價，加上各類發電量與發購電成本為公開數值，故此處運用各類能源之成

本進行後續計算。 

  首先在交叉彈性檢測法部分，其概念類似於移轉率，即直接計算某一

產品價格變動後，其流失到其他產品之數量比例大小，而其他產品所提供

之替代性愈大，則市場需求彈性將會愈大，則該市場之獲利率就越小，若

兩個替代品間的交叉需求彈性夠大，代表該兩產品具顯著競爭關係，則應

置於同一個市場中。以電力產品而言，許多設備雖由電力驅動，進而提供

相關服務，而電力來源可能為火力發電（如燃煤發電、燃油發電和燃氣發

電）、核能發電或再生能源發電（如水力、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在所

有發電業生產之電力統一進到電網中時，電力消費者並不會瞭解其所用電

力為何種來源，且電力消費者所支付的價格為國內平均電價，而非依各類

能源價格付費，在台電等同於國內電力消費者之集合體、統一向各類發電

源採購電力，以及未有再生能源業者採直供或代輸轉供等方式售予用戶電

力，加上資料可取得性下，本研究主要就台電對各種電力之發購電成本，

 
16 即某廠商提高價格的能力會直接受到同市場競爭者的制約，若無競爭者訂價上的約制力

量，該廠商就會一直有提高價格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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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各種發電用能源間關係。 

  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火力發電、核能發電和再生能源發電之成本與

平均電價之關係如圖2-25所示，發購電量則如圖2-26所示。由圖2-25發現，

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中以水力發電最低，故整體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在計入水

力發電後，約為2.28元/度至3.08元/度之間，假使僅考量太陽光電和風力發

電等再生能源系統，則發購電成本約為3.88元/度至3.93元/度間，高於現行

平均電價2.63元/度，亦高於火力發購電成本（2.25元/度）與核能發電成本

（1.29元/度），亦即對台灣電力公司而言，收購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等再

生能源再售予用戶時，每度電之價差在1元以上。 

 

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2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3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2-25 各類能源成本及平均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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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2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再生能源3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2-26 各類能源發購電量 

  雖然政府規劃未來主要電源系統以火力發電和再生能源為主，惟核能

發電在國內電力系統仍占有一定比率，故進行市場界定時，依循前述分

析，設定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為同一市場範圍，求算其間

之交叉彈性並進行檢測。先就火力發電及核能發電之交叉彈性而言，依據

2015年至2018年之數值，估計結果指出，當火力發電成本變動1%時，核能

發電變動量為-0.92%，而當核能發電成本變動1%時，火力發電變動量為-

0.07%，在交叉彈性為負值下，顯示火力發電與核能發電具互補性質，然

而，梁啟源（2014）曾建置及運用電力子模型，分析不同機組間之交叉彈

性以瞭解替代可能性，資料期間為1980-2013年，其估計結果發現，基載系

統和中載系統17間呈替代關係，與此處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呈互補關係略

有不同，可能原因在於，本研究所用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時期

之核能發電機組因故未能滿載運轉，且同時採用較多燃氣發電以滿足電力

負載，並不符合電力調度之經濟性原則，以致影響交叉彈性計算結果。 

  另一方面，若計算再生能源發電與火力發電間，以及再生能源發電和

 
17 基載系統包含燃煤汽力機組、核能機組以及 IPP 燃煤；中載系統涵蓋燃氣複循環發電、

民營電廠燃氣、燃氣汽力機組及燃油汽力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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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間之交叉彈性，則得到兩交叉彈性為正值之結果，亦即再生能源

發電與火力發電及核能發電間具替代性，故大體而言，火力發電、核能發

電與再生能源發電應屬同一市場範疇，惟其間在價格變化後對發電量變化

之相互反應有所不同，相關彈性數值如圖2-27所示。 

 

註：再生能源1含水力發電、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和廢棄物發電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2-27 各類能源間交叉彈性 

  就現階段我國再生能源電業而言，其所生產之電能均由台電躉購，且

政府未來著重之再生能源系統為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因此，若欲進一步

瞭解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所生產之電能，係屬於替代性質或互補性質，同

樣以交叉彈性進行衡量，如表2-9及圖2-28所示。由表2-9可知，太陽光電和

風力發電之發購電總量持續增加，自2011年之70.2百萬度、1,492.8百萬

度，分別增加至2018年之2,739.6百萬度、1,685.9 百萬度；同期間，太陽光

電和風力發電之平均發購電成本，則由9.47元/度、2.42元/度，降至5.39元/

度、2.2元/度。透過交叉彈性公式計算兩類發電系統間之交叉彈性時，發現

兩者間之交叉彈性為負值，亦即兩類商品為互補品。例如當太陽光電平均

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風力發電需求量將增加0.2%至0.4%，假若風力發電

平均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太陽光電需求量將增加13%至20%，以交叉彈

性估計結果言之，現階段太陽光電系統和風力發電系統間應尚不具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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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彼此之間較具互補程度。配合圖2-21及圖2-22之資料，風力發電最多

的時期發生於冬季且大致於24小時內均有電力產出，太陽光電發電量集中

於每日的上午10點至下午15點間，表示在現階段多數時段裡，風力發電與

太陽光電間因氣候與時間特性之故，所生產的電能重疊性並不高，可輔助

說明兩類電能相對上較具備互補性。 

表2-9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購電總量及成本 

 
發購電總量（百萬度） 平均發購電成本（元/度） 

太陽光電 

（X） 

風力 

（Y） 

太陽光電 

（PX） 

風力 

（PY） 

2011 70.20 1,492.80 9.47 2.42 

2012 173.10 1,413.50 8.24 3.13 

2013 337.90 1,640.00 7.91 2.76 

2014 551.70 1,500.40 7.33 2.83 

2015 875.40 1,525.20 6.74 2.37 

2016 1,132.20 1,457.00 6.19 2.26 

2017 1,691.60 1,722.50 5.78 2.18 

2018  2,739.60  1,685.90  5.39  2.20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計畫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整理繪製。 

圖2-28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系統間之交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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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假設性獨占者檢測則意指對於候選的產品市場可透過微幅但顯

著且持續提價（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 

SSNIP）以提高獲利，若假定獨占者具有SSNIP 誘因，則代表外部產品已

無顯著競爭關係，故而焦點產品即構成一個特定市場；如果假定獨占者不

具SSNIP 誘因，即代表外部產品存在顯著的訂價約制力量，該劃屬於同一

市場。亦即假設性獨占者檢測之主要精神在於判斷當產品間存在競爭關係

時，產品的需求替代性抑制各產品價格上漲至獨占價格之能力。參考陳和

全（2013），獨占事業具提價誘因的表示式為： 

𝑃𝑖 − 𝑐𝑖
𝑃𝑖

≤
1

𝜀𝑖𝑖
+
𝑃𝑗 − 𝑐𝑗

𝑃𝑗
×
𝑃𝑗

𝑃𝑖
× 𝐷𝑖𝑗 

𝐷𝑖𝑗 = −
𝜀𝑗𝑖𝑞𝑗

𝜀𝑖𝑖𝑞𝑖
 

其中，𝑃、𝐶分別為產品之價格和成本；𝜀𝑖𝑖為自我需求價格彈性；為𝐷𝑖𝑗移轉

率，即產品i 提價後，移轉購買產品j 的數量。而決定產品i是否仍有提價誘

因，則取決於是否符合
𝑃𝑖−𝑐𝑖

𝑃𝑖
≤

1

𝜀𝑖𝑖
之必要條件。 

  考量資料期間之核能發電量與發電成本非為經濟調度下之結果，與過

往相比存在結構上的差異，故此處分析時將主要探討火力發電和再生能源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間的關係。說明各項數值之設定和檢定步驟如

下： 

（一） 利潤率 

  
𝑃𝑖−𝑐𝑖

𝑃𝑖
即為利潤率。由於再生能源業者所發電力均售予台電，且因

無法取得各別廠商的成本和售價資料據以計算利潤率，故本研究參採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設定參數之平均資金成本率作為計算依據。平均資

金成本率雖非代表業者的投資報酬率，而是指計畫投入全部資金的報

酬率，然台電曾於電價費率計算公式修訂擬議中，將合理利潤改由平

均資金成本率設算，同時依循2009年再生能源費率審定會，平均資金

成本率已涵蓋通貨膨脹率、利率等因素，並考量各企業適用之稅率不

相同，決議費率訂定宜定位為稅前之報酬，用以反映業者於躉購期間

內應有之合理利潤。因此平均資金成本率雖無法完全代表各別業者售

電之利潤率，然實質上存在合理利潤概念，應適宜作為探討再生能源

業整體平均利潤率之代理變數。（立法院公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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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資料，近年來

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大抵上並未向下調整資金成本率，計算太陽光

電躉購費率之資金成本率為5.25%，而風力發電躉購費率參採之資金

成本率為5.25%（陸域）與6.05%（離岸），而台電本身之利潤率，則

參考其歷年損益表資訊，2018年之利潤率相對2016年為低，由7.61%

減少至4.9%。為利於計算，再生能源部分之利潤率設定為5.25%，台

電之利潤率則假設為105-107年之平均值5.37%，見表2-10。 

表2-10 台電和再生能源業整體之利潤率設定 

單位：% 

年度 

類別 
105 106 107 108 

太陽光電 5.25 5.25 5.25 5.25 

陸域風力 5.25 5.25 5.25 5.25 

離岸風力 5.25 6.06 6.05 6.05 

台電 7.61 3.6 4.9 — 

註：太陽光電、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之利潤率參採平均資金成本率；

台電之利潤率則取自歷年損益表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 取 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renewable/content/ContentLink.aspx?

menu_id=778；台灣電力公司、本研究整理。 

 

（二） 移轉率和相對價格 

  因現行《電業法》規定再生能源需優先併入電網，因此在移轉率

的設定上，可考慮將移轉率設計為0（即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必須優先

使用，無移轉空間），以及採再生能源發電量占電力系統比重之數值

作為移轉率（即隱含原先再生能源所發電力需由台電其他系統供應，

在有再生能源之下即減少其餘機組所發電能），此數據參考圖2-1約

為0.05（式
𝑞𝑗

𝑞𝑖
）。然而移轉率設計為0時，其等同於單一產品市場，故

此處不探討此情境，僅計算再生能源所發電力需由台電其他系統供應

之情況。另外在相對價格上，則以2018年數值為基準，再生能源價格

則可參考圖2-20及圖2-25之發購電成本和平均電價。 

 

https://www.moeaboe.gov.tw/ECW/renewable/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778
https://www.moeaboe.gov.tw/ECW/renewable/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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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價格彈性 

  本研究參考能源統計月報之歷年各類能源發電量數據，和圖2-20

及圖2-25之發購電成本，分別計算台電火力和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

性，以2018年而言，台電火力和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0.38

與-0.16。再生能源之需求價格彈性值較低的可能原因，在於再生能源

係若非因安全考量而不予調度外，應優先併入電網中，因此價格敏感

度低。 

（四） 檢定步驟與程序 

  在檢定的步驟上，若欲確認各項商品是否處於同一市場，則可先

以其中一產品為擬設範圍，假若該產品無提價誘因，則表示應有外部

產品與該產品具高度替代，故使該產品獨占者無法透過提高價格來獲

利，此時再將該外部產品劃入擬設市場，再檢定是否有提價誘因，依

此過程持續進行，直至外部產品和內部產品已不具顯著替代關係，即

不需劃入擬設市場內。 

  依陳和全（2013）指出，利潤率小於（自我）需求彈性之倒數，則該

擬設市場之獨占者即有提價誘因。若以台電而言，其利潤率為5.37%，而需

求彈性之倒數為2.61，而再生能源電業之利潤率與需求彈性倒數分別為

5.25%、6.41，本研究將兩類市場劃入同一市場範圍進行分析如下： 

  對 台 電 而 言 ， 提 價 必 要 條 件 式 之 右 側 ， 經 計 算 可 得 為

2.61+5.25%×3.88/2.6×2.72/0.38×0.05=2.63>5.37%，故假定台電有提價之誘

因；對再生能源業，提價必要條件式之右側，經計算可得為 6.41＋

5.37%×2.6/3.88×1.56/0.16×20=13.7>5.37%，故假定再生能源業亦有提價誘

因，因此兩者構成一個特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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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狀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狀態 

一、 太陽光電 

（一） 產業鏈概況 

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之研究，我國太陽光電產業多年來的發

展，已具備高效率、低成本及彈性化的優勢，近年來除希望朝提升矽晶

圓、太陽能電池/模組與系統業者之技術能量，整合上、中、下游業者合作

致力共同研發外，亦積極整合海外系統端之合作通路，以擴大輸出海外市

場。 

在產業主要技術類型與產業鏈結構方面，太陽光電產業依技術主要可

分為矽晶、薄膜兩大類，目前市場主流係以生產矽晶太陽能電池為大宗，

可分單晶與多晶兩類，市占率達九成。薄膜類太陽能電池則包括非晶矽薄

膜、碲化鎘（CdTe）、銅銦鎵硒（CIGS）、染料敏化、有機薄膜以及新興

的鈣鈦礦等太陽能電池；其缺點為轉換效率相對較低，但因具有美觀且弱

光環境可發電、未來成本可快速下降等特性，因此目前仍占有約一成以下

之利基市場。 

而從產業鏈結構來看，居主流的矽晶太陽能電池產業可劃分為上游之

多晶矽材、晶錠／矽晶圓、中游之太陽能電池片、模組，以及下游之系統

建置；此外，尚有周邊材料（包括玻璃、軟性基材、氣體、靶材、槳料、

染料及電極材料等）及設備等相關產業；薄膜型太陽能電池製程較為簡

化，僅有中游模組與下游系統產業（如圖3-1）。18 

在國內太陽光電製造產業產值變化方面，國內太陽光電製造業產值在

2014年仍有約新臺幣1,928億元，192015年受到美國市場雙反稅率開徵，日

本電廠電力公司對大型系統緊縮，以及美國量化寬鬆（QE）退場與歐洲經

濟成長動能不佳等因素影響，市場復甦緩慢，產值降為新臺幣1,600~1,800

 
18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太陽能產業鏈簡

介」，http://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A100。 
19 楊翔如，「我國太陽光電回顧與展望」，工業技術研究院 IEK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

心，2018 年 1 月 31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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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之間，至2017年國內太陽光電製造產值進一步降為新臺幣1,400億元左

右；但未來在國內長期政策支持，且市場需求與出口一旦翻多等有利因素

加持下，預估至2020年仍有機會超過新臺幣1,800億元。由此可知，未來臺

灣太陽光電產業發展仍具備成長潛力。 20另依TrendForce綠能研究

（EnergyTrend）之《台灣地區電站項目整合報告》，由新日光、昱晶及昇

陽等三間公司整併成立之聯合再生能源，占有國內太陽能系統模組市場占

有率接近48%，總出貨量達500MW，相較2017年（30%）顯著提升。21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圖 3-1 臺灣太陽光電產業鏈示意圖 

 

 
20 楊翔如，「臺灣綠色產業報告：臺灣太陽光電產業趨勢和市場現況」，2018 年 4 月，頁

4，https://www.greentrade.org.tw/zh-hant/structure/filedl/37846/33955。 
21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7/3749652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7/374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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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爭程度衡量 

由產業鏈概況可知，國內太陽光電產業於下游端之參與業者眾多，部分

為中、上游製造商亦於下游端成立系統商，以垂直體系加以運作（例如新

日光），亦有業者以系統商身分進入市場，而工程和建置太陽光電板所需

之原材料，則透過外包採購之方式進行（例如中租能源、天泰能源），考

量國內太陽光電設置量係屬分散，和上游與中游端之原材料，為高度資本

密集之型態不同，故上游和中游業者並不一定參與下游之太陽光電系統設

置。經本研究彙整及參考TrendForce綠能研究（2018），國內現階段最大

之太陽光電系統商為中租能源，其次則為友達光電和天泰能源，分占市場

占有率為5.11%和4.75%，若以HHI指標衡量市場集中度，則發現在市場競

爭者數量較多且設置量並未集中、較為分散下，僅為230.9，屬於低度集中

市場，亦即我國太陽光產業呈現高度競爭狀態，如表3-1所示。 

表3-1 我國太陽光電系統商及其市占率（2018年） 

序位 業者 
裝置容量

（MW） 

占比

（%） 
序位 業者 

裝置容量

（MW） 

占比

（%） 

1 中租能源 330.0 12.05 15 昱鼎電業 6.9 0.25 

2 友達光電 140.0 5.11 16 富崴能源 6.8 0.25 

3 天泰能源 130.0 4.75 17 博碩 5.5 0.20 

4 中美晶 100.0 3.65 18 台灣速力 5.0 0.18 

5 進金生 84.1 3.07 19 南亞光電 4.0 0.15 

6 大同 75.0 2.74 20 旭孝 2.8 0.10 

7 李長榮 45.6 1.67 21 大聚電業 2.4 0.09 

8 

永旺（新

日光集

團） 

38.0 1.39 22 

全利能源（全

利成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1.2 0.04 

9 鑫盈能源 30.0 1.10 23 摩特電力 0.8 0.03 

10 森勁電力 24.3 0.89 24 新天然電力 0.8 0.03 

11 永勁電力 20.4 0.75 25 廣進矽能 0.7 0.03 

12 台電 18.2 0.66 26 冠威電力 0.4 0.01 

13 韋能能源 9.9 0.36 27 其他 1645.7 60.10 

14 永鑫能源 9.5 0.35     

註：其他包含一般團體、住宅、商業或工廠等自行設置之系統，故我國太

陽光電系統設置主體相當分散。 

資料來源：TrendForce綠能研究（2018）、彙整自各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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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力發電 

（一） 產業鏈概況 

  風力發電主要分為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兩個部分，其產業鏈由上游至

下游端，為風電製造業（含原材料、零組件/次系統和風力機系統）、風電

服務業及風電發電業。其中就風電製造業方面，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料顯

示，經盤點國內廠商之建置能力後，塔架部分僅有中鋼機械具有供應陸域

或離岸風力機之實績；恒耀與春雨（扣件）、華城電機（變壓器）、台達電

（儲能系統及功率轉換系統）、東元電機（發電機）、上緯和紅葉及台塑台

麗朗（葉片及樹脂）等，亦有陸域或離岸風力機之供應零組部件實績。另

風電服務業則包含風場規畫、營造及維護等工作，參與者主要為國內工程

顧問公司和部分風電開發商。在風電發電業方面，則為依循經濟部能源局

推動離岸風電產業規劃之「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策略，透過示

範場域及遴選、競價等方式，取得相關資格之廠商，如圖 3-2所示。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圖 3-2 風力發電產業鏈 

（二） 競爭程度衡量 

  以陸域風力而言，截至 2018 年底，國內裝置容量已累計達 696 MW，

主要由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以及民營的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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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其中，台灣電力公司之陸域風力設置量為 294 MW，達德能源集團

（英華威集團）所設置之陸域風力機數量超過 170 座，約 381.4MW，故台

灣電力公司與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合計占有國內陸域風機市場占

有率超過 97%，其餘業者僅占約 3%，若以 HHI 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

4796，屬高度集中市場，如圖 3-3 所示。（張嘉文，2018；工業技術研究

院，2018；經濟部能源局，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3-3 國內陸域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其次，就離岸風力而言，我國預計於2025年建置完成裝置容量為

5.5GW之離岸風力發電系統，其中3.5GW採遴選制、2GW為競標制（見表

3-2），總計有7家開發商合計共10個離岸風場獲得遴選，容量區域分佈以

彰化2,400MW（62.6%）最高，其次為雲林地區708MW（18.4%）。其中，

須於2020年前完工併聯風場總裝置容量為738MW；而2021-2025年完工併

聯風場總計為3,098MW，其中兩間開發商－台電及中鋼屬本土業者，合計

取得設置量600MW，其餘場址則由外商取得。因此，進一步彙整示範場域

和潛力場址部分之設置量與業者可知（圖3-4），國內離岸風電開發商總計

有七家，分別為丹麥沃旭能源、德國達德能源、加拿大北陸電力、丹麥哥

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上緯及澳洲麥格理、台電和中鋼，所取得之裝設量

資格則分別為 1,820MW、 1,058MW、 1,044MW、 600MW、 506MW、

台電, 42.2

達德（英華

威）, 54.8

其他, 3.0



 52 

410MW及300MW，前三大開發商即占有國內離岸風電設置量60%以上之市

場占有率，若同樣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1,943，介於1,500至2,500

間，屬中度集中市場，如圖3-5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8），「離岸風電推動進度報告」。 

圖 3-4 我國離岸風電評選機制 

表 3-2 我國離岸風電開發商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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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3-5 國內離岸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第二節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垂直整合狀態 

  產品的產製過程，由上游端至中游端之原材料和中間財，乃至銷售端

的不同階段裡，可透過不同廠商獨立完成，而垂直整合係指將產、銷、配

及相關經營上的過程，在同一體系的管理下進行。垂直整合的好處在於廠

商能掌控原料供應，獲得較完整之市場訊息，進而增強對產業運作的控制

能力，另一方面，也可發揮範圍經濟和降低交易成本之效，惟廠商進行垂

直整合後可能形成產業之進入障礙，因而造成反競爭效果，故需在此兩者

間加以權衡（黃亮洲和王弓，1997；劉祥熹和劉淑倫，2001）。依據前述

關於再生能源電業之市場界定，本節進一步分別探討太陽光電產業和風力

發電產業之垂直整合狀態，以作為公平會執法之參採依據。 

一、太陽光電 

  由前節可知，太陽光電產業鏈之上游為矽晶圓、矽晶片，中游則為太

陽能電池、太陽能模組，下游為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和系統建置等。就產能

而言，2018 年底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之矽晶圓產能約 2.1GW、太陽能電池產

能約 6.6GW、太陽能模組產能約 1.1GW，其中太陽能電池製造產能目前位

居全球第二名。雖因政府積極推動申設太陽光電，惟每年新增量僅約

1GW，與國內產能相比可發現，內需市場僅能去化約 10%的太陽能電池產

丹麥沃旭能源, 

31.7

德國達德能源, 

18.4
加拿大北陸電

力, 18.2

丹麥哥本哈根基

礎建設基金, 

10.5

上緯及澳洲麥格

理, 8.8

台電, 7.1

中鋼,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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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有大多數的產能需外銷，也由於系統端獲利空間相對較高並且能夠

帶動自身產品需求，故近年來已有太陽光電中上游製造業者往下游模組、

系統端發展之趨勢。（陳家豪，2018；陳怡靜，2019） 

  2017年 10月中旬，新日光、昇陽科、昱晶加上官方資金共同組成「聯

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整合太陽能上下游供應鏈，跨足系統、模

組、電池，透過降低電池產能、提高模組供貨能力並打造模組品牌，同時

深入系統事業，以提供下游市場相關系統設計、運維管理之服務，此一合

併案於 2018 年 4 月份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禁止其結合。22其後，太陽能電

池廠茂迪與導電漿廠碩禾宣布合資成立「台灣太陽能模組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整合茂迪之電池生產能量和碩禾之國際電站開發與經營經驗，提高

於太陽光電市場之競爭能力，且於茂迪於 2019 年和台灣太陽能模組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進行簡易合併，目的為提升作業流程效率與節省集團成本23。

在歐盟取消太陽光電躉購費率制度後，各國設置量速度已有所降低，鑑於

全球太陽能產業需求成長逐漸趨緩，加上中國大陸為主要競爭對手，國內

太陽能廠將積極尋求整併與企業轉型，藉由擴大規模及提高生產能力以維

持市場競爭力，同時在政府鼓勵申請太陽光電系統下，太陽能廠可先以內

需市場培養下游系統能量，故太陽光電產業之下游端為業者整合與取得市

場占有地位之首要。（陳家豪，2018） 

  據陳怡靜（2019）指出，目前我國太陽光電系統公會中已登錄廠商超

過 200 家，其中包括上市櫃太陽能產業公司轉投資之系統商，或是在日本

具有相關經驗的台商，亦有從水電工程行兼營或轉做太陽光電系統，此業

態具地域性較強且規模上相對較小之特性，且系統商間之規模結構差異

大。惟就國內主要太陽光電系統商而言，在營運模式上除了在產業鏈間進

行整合外，亦有借助財務資源為主軸進行市場競爭，例如中租能源源自中

 
22 「聯合再生能源成軍，力推高效系統整合方案」，EnergyTrend，

https://www.energytrend.com.tw/show-report/20181015-14312238.html；「聯合再生能源推出

新 PEACH 系列太陽能模組」，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sp.com/news_container.php?SN=273；公平交易委員會 107 年 4 月 18 日第 1380

次 委員會議決議，https://www.ftc.gov.tw › internet › mobile › docDetail； 
23 「三合一發酵 茂迪與碩禾合資成立模組公司 團結力量大」，鉅亨網，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42202；「茂迪、碩禾攜手 合資生產太陽能模組」，自由

財經，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225106；「茂迪 將合併旗下公司」，經濟

日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54/4018004 

 

https://www.urecorp.com/
https://www.urecorp.com/
https://www.energytrend.com.tw/show-report/20181015-14312238.html
http://www.nsp.com/news_container.php?SN=273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4220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2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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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控股公司，其進入市場方式為直接收購案場，每年固定收購一定數量之

太陽光電系統，其後才自行建置與運維太陽光電系統，透過投資和融資模

方式在市場中搶占市占率；天泰能源運用投資法人機構之方式，在開發電

廠時藉助專案公司架構，整合電廠開發商、工程公司、電廠運轉承包商等

產業資源，進行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並且在瑞士全球私人市場投資管理公

司 Partners Group與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國泰人壽保險之

資金挹注下，加速國內電廠開發量能、提升市場滲透率（陳坤宏，2018；

陳瑞興，2018）；24另一方面，友達光電進入太陽光電產業時，係先從下

游端系統商開始，再向上整合上游原料端，主要考量之處在於系統整合之

毛利率相對較高，且在推動太陽光電案場建置時，係採用友達晶材製造的

高效單晶晶圓，以及整合逆變器、電纜等相關零組件，有效地運用垂直整

合所帶來之效益。25   

  是故，就太陽光電產業之垂直整合而言，太陽能上游端和中游端在國

際競爭激烈、促使價格走低以致驅動企業進行整併和轉型，有相關業者進

行水平和垂直結合，期透過規模經濟來提高產能、降低成本，並依循國內

政策對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支持，逐步往下游端整合。然國內太陽光電產

業之下游端和上游與中游之營運模式有顯著差異，在下游系統之競爭模式

上，並未僅採整合產業鏈資源的方式開展，而係包含財務面之投資、融資

操作，輔以工程外包方式，結合表 3-1 之太陽光電系統商市場占有率排序

可知，中租能源和天泰能源主要以財務配合外包採購模式在市場競爭，並

未整合實體工程或相關零組件業者，而友達光電則從下游系統端整合至上

游材料端，善用垂直整合所帶來的成效，而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雖

然採取整合產業資源方式，提高市場競爭能力，惟在下游系統市場尚未見

明顯營運績效。因此，現階段國內太陽光電產業在不同商業模式運用下有

其不同成效，並未顯現採垂直整合方式優於其他模式之情況。 

  

 
24「瑞士 Partners Group 投資 2 億美元開發台灣太陽能平台」， 天泰能源，

http://www.sinogreenergy.com/news-page.php?id=37。 
25 「友達太陽光電垂直整合策略具新意」，新電子，

https://www.mem.com.tw/arti.php?sn=1002220005；「友達、奇美合作 建置地面型綠能電

廠」，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http://www.pida.org.tw/main/dailynews_show/0142。 

https://www.urecorp.com/
http://www.sinogreenergy.com/news-page.php?id=37
http://www.pida.org.tw/main/dailynews_show/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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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力發電 

  依據前節可知，風力發電產業鏈可分為製造業、服務業與發電業，而

風力發電機若以 750kW 為分界則可劃分為大型風力發電機與中小型風力發

電機，其中大型風力機約占市場 99.5%，中小型風力機約占 0.5%，且大型

風電買方主要為各國發電業者，將風力機產生的電能饋入電網；中小型風

力發電應用領域多元，市場分散，產品種類眾多，屬於少量多樣之利基型

市場，市場規模不大，考量國內之風能政策規劃，主要以大型離岸風力為

主軸，故此處著重探討大型風力機市場。（經濟部產業拓展處，2018；林

晏平，2019） 

  在現階段之產業鏈中，因國內風電市場暫以陸域風力為主，每年新增

設置量不足以形成完整風電產業，故風電製造業上游原材料以及中游零組

件，僅約一成供應國內市場，其餘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並於當地生

產，占我國產值比例較大的廠商包括上緯（生產樹脂材料）、永冠（製造

鑄件）、信邦（提供連接線材）等；下游系統廠商在大型風力機部分，目

前僅有東元電機一家。（經濟部產業拓展處，2018；林晏平，2018）其

次，風力發電製造業由風力機系統商主導，系統商係指擁有風力機品牌的

廠商，握有風力機的關鍵技術，能夠制定規格、採購、組裝出完整的風力

機，零組件廠商配合系統商需求製造各種零組件。此外，風力發電機組部

分零組件體積龐大，長途運輸運費較高，廠商多在市場當地製造，或自鄰

近國家工廠進口，也因為有效管理供應鏈，系統商對進入生產線的產品有

相當嚴格的品質要求。（林晏平，2018；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然而，政府為扶植國內風力產業鏈，於「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容量

分配作業要點」中列示產業關聯要求（如表 3-3），開發商需研提具體產業

關聯內容，且須於期限內提出具體執行方案及佐證資料，並經工業局查核

和出具意見函，惟國內離岸風電產業發展尚處起步階段，業者缺乏足夠經

驗和專業能力，雖在不同零組件項目有其潛力廠商（如表 3-4），仍需要時

間養成相關人力和技術（經濟部工業局，2018；許元良，2019）。 

表 3-3 離岸風電之產業關聯要求項目 

 前置期(110-111 年) 第 1 階段 (112 年) 第 2 階段 (113-1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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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力

機

組 

塔架 

塔架 

機艙組裝、變壓

器、配電盤、不

斷電系統、鼻錐

罩、電纜線、輪

毂鑄件、扣件 

塔架 

機艙組裝、變壓器、配

電盤、不斷電系統、鼻

錐罩、電纜線、輪毂鑄

件、扣件 

齒輪箱、發電機、功率

轉換系統、葉片及其樹

脂、機艙罩、機艙底座

鑄件 

水

下

基

礎 

水下基礎 水下基礎 水下基礎 

電

力

設

備 

變壓器、開關設

備、配電盤 

變壓器、開關設

備、配電盤、海

纜 

變壓器、開關設備、配

電盤、海纜 

海

事

工

程 

1. 調查、鋪纜、探

勘等施工及監造、

船隻與機具規劃設

計、安全管理。 

2. 船舶製造：調

查、支援、整理、

交通、鋪纜類船

隻。 

1. 調查、鋪纜、

探勘、塔架、水

下基礎等施工及

監造、2. 船隻與

機具規劃設計、

安全管理。 

2. 船舶製造：調

查 、 支 援 、 整

理 、 交 通 、 鋪

纜、運輸、安裝

類船隻。 

1. 調查、鋪纜、探勘、

塔架、水下基礎、風力

機等施工及監造、船隻

與機具規劃設計、安全

管理。 

2. 船舶製造：調查、支

援、整理、交通、鋪

纜、運輸、安裝類船

隻。 

資料來源：林全能（2018） 

表 3-4 不同併網時程之國產化項目和潛力廠商 

併網時程 項目 潛力廠商 

2021年 

塔架 

水下基礎 

中鋼機械、世紀鋼鐵、銘

榮元、台朔重工 

電力設施 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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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時程 項目 潛力廠商 

2023年 

機艙罩 先進複材 

變壓器 

配電盤 

不斷電系統 

士林電機、華城、亞力、

台達電、南亞塑膠 

扣件 恆耀、春雨 

電纜線 大同、大亞、華新麗華 

輪轂、機艙底座鑄件 永冠能源、源潤豐、正昇 

海事工程 台船、穩晉、樺棋 

2024年 

齒輪箱 台朔重工 

發電機 大同、東元電機 

葉片、樹脂 上緯、台塑台麗朗、紅葉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18）。 

  為強化本土產業能量，國內企業共同籌組「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盟」

（Marine Team）和「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Wind Team），

分別由台船和中鋼主導聯盟運作，帶領我國超過 80 家業者落實產業在地化

政策，同時中鋼投資成立「興達海洋基礎公司」，也與國內鋼構業者結

盟，在興達港建立水下基礎生產線。（鍾嘉雯，2019）此外，世紀鋼與樺

晟合資成立之樺晟世紀，亦於 2019 年 11 月和丹麥發電風塔製造商 Welcon

合組公司，提升風塔製造技術以達國際水準，爭取離岸風電市場商機。26

在國內業者間積極合作，和離岸風電開發商受國產化規範要求下，開發商

紛紛向我國廠商採購工桯服務或相關零組部件。例如台汽電旗下星能承攬

沃旭能源陸上變電站統包工程，而陸上變電站的所有機電設備零件（如變

壓器、開關設備、配電盤等），包括華城電機、大同、中興電工、士林電

機、亞力電機等機電大廠，可藉此產生連帶效應；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

（CIP）則東元電機簽署「陸上變電站 EPC 統包」契約，從設計、採購與

施工百分百委由東元執行；上緯的離岸風場則由華城承攬陸上電力統包與

電力設備供應工程。然而，本土廠商協力合作、籌組聯盟藉以整合產業量

能，提供客戶（離岸風電開發商）所需服務下，理論上應可發揮一定程度

之議價能力，惟實際上零組件供應商和開發商簽訂的合約，係與我國離岸

風力躉購費率具連動性，假使開發商所取得之躉購費率減少時，將同步下

 
26 「樺晟世紀跨海結盟 推 MIT 風電組件」，聯合晚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14545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14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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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零組件供應商的合約價，顯示本土供應商在現階段即使積極進行合縱

連橫，並不具備對產業運作的控制能力。（張嘉伶，2019；楊之瑜，

2019） 

  綜言之，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較久，國內產業鏈相對完整，惟因國

際市場競爭激烈，因而引發上游和中游業者積極轉型，並往下游系統端整

合，但因現階段太陽光電設置量仍遠小於上游和中游之產能，在國內市場

無法完全消化之下，上游和中游業者仍以國際為主要市場，同時在太陽光

電下游之競爭上，藉由 HHI 指標可發現競爭程度相當高，表示商業營運模

式眾多下，業者透過垂直整合以期發揮影響產業運作的能力並未顯現。  

另一方面，我國風力發電市場早期以陸域風力為主，且因陸域風力設置量

有限，並無法支持充分形成風能產業鏈，而在政府大力推動離岸風電之

際，吸引國外開發商前來參與市場，也因國外開發商具備成熟的經驗和全

球佈局優勢，雖受國產化規範而需扶植本土產業，應有助於我國形成完整

地風電產業，加上我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亦透過合作、聯盟等方式增加整

合程度、提高產業量能，然實際上的議價能力仍歸屬離岸風電開發商，並

不具備對產業運作的控制能力，仍宜持續觀察未來發展以瞭解是否能產生

學理上垂直整合所能帶來的效益。 

  然而，在推動離岸風電發展規劃中，於遴選制度裡要求廠商負擔一定

程度的國產化要求，而獲遴選廠商亦提出若需滿足政府國產化要求時，需

有較高的躉購費率，否則不排除退出台灣市場，因此對電力消費者而言，

即需支付相對較高的成本以獲取電力資源。以英國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約 17年的經驗，其離岸風力發電設置容量約僅 5.7GW，且資本支出的自製

率迄今亦未及 20%，顯見規範自製率來促進產業發展相當具有挑戰性，同

時在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推動進程可知，遴選制（具國產化要求）和競標制

（無國產化要求）的價格差異達一倍以上（超過 2 元/度），而國產化之產

業帶動效益發展約當為每度 0.64 元，兩者間並不對等，故而在高自製率的

要求下，可能導致保護相關廠商（如國內零組件供應商）而有壟斷市場疑

慮、不利競爭，因此仍宜採公開競價方式，由市場參與者自由競爭，抑或

採最有利標方式（即規範一定程度的自製率且維持價格競標精神），避免

產生市場壟斷、影響競爭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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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電業法修法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及競爭

法主管機關影響 

第一節 電業法修法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影響 

台灣過去電力市場僅有台電一家綜合電業，負責躉購外部電力及統一

調度功能，並未開放其餘業者參與電力市場從事競爭行為，且因電力市場

僅台電獨占，時常在獨占事業之經營績效衡量、電價調整及台電與民營電

廠、汽電共生間購售電有所爭議，故多年來持續進行電業法修正並送交立

法院審議（如圖4-1所示），而核心精神在於引進市場機制，惟多因立法院

屆期不續審而無進一步立法程序。至2016年7月底經濟部再次將電業法修正

草案送入行政院，此一版本係以2015年7月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之版本內容

為基礎進行修正，最終於2017年1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確立未來電力市場

之電業型態將分為發電業、輸配電業和售電業，且以「綠能先行」政策鼓

勵再生能源發展，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得以直供、轉供之方式售電予用

戶。（現代財經基金會，2015；經濟部能源局，2016）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圖 4-1 台灣電業法修法歷程 

參考國際間電業自由化發展，於發電端開放市場競爭，促使業者提升

經營效率及服務品質；在電網部份則以維持供電服務品質、建立電網公平

及公開使用，確保發電業者所發電力均能饋入電網，進而提供予用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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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電端而言，則允許用戶自由選擇供電來源，提升市場競爭與電力服務多

元化。而我國現行電業法對電業市場自由化，規劃以兩階段方式進行，於

第一階段（約為修法後1年至2.5年），主要開放代輸、直供，使發電、售

電市場自由競爭，即逐步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與成立電業管制機關，放寬

過往對再生能源售電之限制，而此階段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仍維持綜合

電業型態，惟經營不同類別電業間應會計獨立；第二階段則完成廠網分離

（約為6年至9年），將綜合電業分割為發電與電力網公司，且不得交叉持

股，但允許轉型為控股母公司，在母公司下則分別設立發電子公司與輸配

售電子公司，相關時程與規劃如圖4-2所示。（王京明，2014；經濟部能源

局，2016） 

整體而言，此次修法重點在於（1）發電市場採綠電先行原則，首先開

放再生能源得透過直供、代輸等方式售電予用戶；（2）在輸配電業部分，

以國營方式確保電網公平為公眾使用；在售電端部分，開放用戶得自由選

擇向公用售電業、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售電業購電；（3）由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電業管制機關管理與監督電力市場，明定公用售電業之電價需

受主管機關管制，同時成立電價穩定基金，藉以減少電價大幅波動。（4）

台電公司在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專業分工後，轉型為控股母公司，旗下分設

發電及輸配售電子公司。（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9）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圖 4-2 我國電力市場開放規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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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將電業法修法歷程進一步搭配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

之設置趨勢（如圖4-3所示）可發現，雖然國內電業法自1995年即著手規劃

朝向電力市場自由化發展，惟2000年前因成本仍舊偏高，並未帶動國內太

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大量設置。直至我國政府於2000年頒布「風力發電示範

系統設置補助辦法」，提供建置風力發電系統之設備補助，鼓勵民間參

與，以及2004年7月後，由台電公司訂定用以取代「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

補助辦法」之「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正式公告實施，確立風力發

電之保證收購價格制度，才在保證獲益下有效鼓勵民間投入設置，促使風

力發電系統設置量大幅增加（江威君，2008）；2009年之後則因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之施行，以及相關補助措施，讓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量大幅成長。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研究計畫繪製。 

圖 4-3 我國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設置量趨勢 

2017年1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電業法採取「綠電先行」模式，迥異於

歐、美、日國家以「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電力併行」（甚至以非再生能

源電力為主）之自由市場競爭模式。惟就目前國內再生能源電業發展情

勢，尚未有再生能源業者採用直供方式銷售電力予用戶，其原因包含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下躉購費率提供比自由市場更豐厚誘因，此外，綠電先行之

條件甚為嚴苛，蓋電業法第27條中明訂為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發電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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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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再生能源具有間歇性供電的特性，理論上應準備較高之備用容

量，此點可能使再生能源發電業的售電價格更不具競爭性。其次，因直供

需自行設置線路，對業者而言將提高成本，且目前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均將

電能躉售予台電，彼此之間存有長達20年之雙邊契約，再生能源業者不易

調整其售電對象；此外，電力直供予用戶時之價格可能未及直接躉售予台

電公司，對業者來說代表較低利潤，爰此，考量採取直供時會帶來較高的

交易成本和再生能源業者與台電間尚存雙邊契約關係等因素下，即使電業

法已開放綠電直供，惟現階段採取直供模式尚未普及。（立法院公報，

2016；方文秀，2017；呂苡榕，2017；楊珍鈐，2018） 

然而，另借鑑日本電業自由化經驗，其分階段開放發電、輸配電和售

電業，並於2016年4月份實施售電自由化，吸引許多非傳統電業企業加入售

電市場，也帶起跨界結盟的趨勢。除了原發電、新能源相關業者，還包括

電信商（如：Softbank）、零售商（如：Lawson）等擁有「通路」、「客

戶接觸點」的非電業企業加入，傳統電業與非電業企業之間結盟盛行，雙

方合作的基礎在於既有用戶群及新興的銷售模式與通路。（徐瑞廷，

2016） 

我國電業法在2017年修法施行前，電力市場基本上是採取所謂「單一

買方（single buyer）」模式。亦即，除了垂直整合之台電提供發輸配售的

整合性服務外，亦容許新進的民營電廠（IPP）、汽電共生發電業者及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進入市場，惟其需將所產生之電力一律躉售給台電，

由台電擔任獨買者與零售市場獨賣者之角色。2017年電業自由化後，原則

上針對非再生能源發電（所謂灰電）仍維持單一買方模式；僅導入再生能

源批發市場與零售市場之自由化，賦予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

進入市場之權利。故依上開論述，可建立電業法綠電先行模式如下表4-1之

交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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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電業法修正案之電力市場架構 

 模式 交易關係 

模
式
一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自行

轉 供 （ 代

輸）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用

戶簽署購售電契約，提供所發電力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台

電「輸配業」合作，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

費，及（輸或配）轉供電能費；且在此模式下，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契

約取得備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模
式
二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透

過再生能源

售電業轉供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

「再生能源售電業」簽署購售電契約，提供所發電

力 

再生能源售電業與用戶簽訂售電契約 

再生能源售電業，需與台電「輸配業」部門合作，

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及（輸或配）轉供

電能費。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售電業」需以契約，取得

備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模
式
三 

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直供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自行興

建線路，需與用戶簽署購售電契約，提供所發電力 

需與台電「輸配」部門合作，支付輔助服務費、電

力調度費，但不需適用（輸或配）轉供電能費。 

「（台電以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契

約，取得備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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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制度下將產生的疑問是，台電可否擔任前述「再生能源發電業

者」或「再生能源售電業」？ 

  在世界各國電業自由化推動過程中，均允許既有垂直整合電力公司在

開放自由化後參與市場競爭，只是必須擔憂此類電力公司之行為或結構，

是否引發反競爭法行為之疑慮。27依據2017年三讀通過之電業法，內部並

未禁止台電參與電力市場競爭，故台電理應可擔任電業法下綠電先行之

「再生能源發電者」及「再生能源售電者」。若為如此，在「競爭管制」

上便需討論台電在我國電業具有獨占地位的同時，是否有濫用其獨占地位

之疑慮。28 

不過自2017年修法至今以兩年餘，台電並未參與綠電先行之市場競

爭。主因在於，政府似乎認為台電不應與民爭利，故台電無法參與新電業

法下的新交易模式（綠電直供/轉供），僅能透過以提供輸配電線路轉供或

相關服務之方式，協助市場上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當前並不存在台電與其他民營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售電業者在綠電市場之

直接競爭之情形。 

然而2019年7月份有報導指出，能源局為解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多數在

電業法修法前，已跟台電簽訂躉售電力契約，導致大型工商業用電戶願意

出高價搶購綠電以符合國際綠色供應鏈之趨勢，以及我國2019年4月12日三

讀通過之新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2條下，用電契約在一定容量以上電力

用戶（用電大戶），應共同參與設置再生能源相關設備或購買再生能源憑

證之「綠能/儲能義務」，卻搶不到綠電的窘境，能源局近期研議如將台電

手上收購高達34億度之民間綠電度數釋出，用以解決市場短期所需之可行

性。經濟部評估，如果只放任個別綠電業者與企業用戶個別締約，將造成

效率不彰、程序繁冗之疑慮，同時考慮到目前再生能源售電業發展不興

盛，不如讓台電把手上綁約綠電統一打包，全部拿到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平

台出售，只要由標檢局發給再生能源憑證（證明是綠電），能源局發給台

電「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就可進行。29 

 
27 歐盟電業濫用市場力案件 E.on、EDF 案參見第五章第一節 
28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9 條。 
29 中國時報，逆轉！台電搶當大盤商 統一賣綠電，中時電子報，2019/07/1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

期：2019/07/1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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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能源局似有意讓台電參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競爭，若未來執行

能源局所稱之「雙軌制」施行，即：第一軌，與台電簽約之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循市場機制，自由交易，已簽約但想解約之業者可回歸私法契約的方

式與台電協商解約。解約後，改直接與用電大戶簽訂PPA；第二軌，由台

電出售綠電，並由經濟部標檢局打造一個電證合一之綠電交易平台（目前

經濟部已請台電研析並提方案）。由於現階段台電握有大量綠電，故台電

是否將綠電釋出參與市場競爭是當前討論重點。 

日前台電對外宣稱將允許2017年新電業法修訂後簽訂之再生能源發電

長期PPA有解約之空間30，2019年10月，台電提出以「躉購價－平均電價」

差額收取違約金，相當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解約後，每度電要付0.1

至0.8元左右的違約金給台電。31台電基於私法契約，與個別業者之契約條

件訂不同違約金費率，然而平均電價可能每年有變動，經濟部表示有意採

用5年或7年加權平均來訂定平均電價。如此將會出現訂約躉購價格越低，

即越便宜的綠電，違約金付得越多。32目前相關爭議建議應依循契約法管

道解決，但若涉及規模達到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時，是否會產生競爭

法上疑慮，建議公平會密切注意。對於台電是否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引發再

生能源電業大幅反彈，批評其與民爭利，但平心而論，世界各國推動電業

自由化後，均無「禁止」既有垂直整合電業參與競爭之先例。當然對於競

爭管制機關來說，台電參與綠電市場自由化，有構成獨占事業濫用獨占地

位之隱憂，將是公平會對於能源產業之管制重點。33目前討論之焦點在

於，以下幾種台電掌握的綠電能否釋出綠電市場銷售：（1）台電長年「自

建」再生能源電廠之（便宜）綠電；（2）台電在2009年之前以便宜價格收

購之大量綠電（如0.5元/度之沼氣、2元/度之陸域風電、1.5元/度到1.8元/度

 
30 中國時報，台電盤點綠電 擬釋出 2017 年後簽約者，2019/5/0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31 中國時報，分手費最高每度 0.8 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2019/10/1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

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

UvcXJaH_I，（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4） 
32 舉例而言，若台電以躉購費率 2.6 元收購，解約時平均電價 2.7 元，業者需付分手費 0.1

元給台電；但若當年躉購費率以 2.3 元收購，要補給台電 0.4 元，且需負擔至長期 PPA 契

約期限到期為止。 
33 風傳媒，綠電哪裡買？台電擬出馬當大盤商，業者批與民爭利，2019/7/18，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93603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1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9360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49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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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水庫發電）；（3）台電從2009年開始，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躉購

之綠電。 

初步分析，若允許上述台電掌握的綠電釋出綠電市場銷售，肯定將衝

擊民間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之市場競爭力；相對而言，若只允許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躉購之綠電，影響就會大幅下降。 

其次，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訂後，也開始允許再生能源發電

業自由賣入市場。但問題在於，過去已經與台電訂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

要轉投入參與綠電市場競爭，必須能夠先跟台電完成解約。這對於前述

2009年前收購之便宜綠電及部分在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躉售之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有利可圖。如前述，2009年前訂約之綠電以相對低價躉售給

台電，故自由化後同樣的價格有較高的市場需求；而依據2009年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以較低價格躉售給台電者，對於綠電市場上亦有類似的需求。 

故在此將面臨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簽訂的長期躉購售契約，若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欲與台電解約，但台電拒絕；更甚者，台電提出業者繳交

「分手費」之方式始同意解約，是否有構成反競爭行為之疑慮？蓋此種綠

電釋出至綠電市場，對於增加綠電市場交易有莫大助益。34 

故可見，台電是否參與綠電市場競爭對於公平法在綠電市場之適用空

間有決定性的影響。簡言之，電業法修法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影響，

大概有如下之分析：（再生能源電業可以細分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

業） 

其一、不競爭狀況：個別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持續以躉購費率（FIT）

售電給台電。由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躉購費率機制依舊，部分再生能源

發電業者會選擇不在市場上競爭，而是以20年長期躉購PPA之方式售電給

台電。 

其二、選擇電業法綠電先行的再生能源發電業：僅有便宜的綠電方有

於市場上與台電競爭之優勢。目前大概有達德/英華威公司於2003年迄今所

興建之陸域風電（早期為2元/度，2009年後約2.5元/度左右）35，及近期大

 
34 風傳媒，「台積電急買綠電業者「有電賣不得」全因台電卡關？，風傳媒，

2019/4/27https://www.storm.mg/article/1225385?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

634613964383565623930356565_1564034113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16） 
35 我國綠電市場濫用市場力假想案例之分析，請參見後第六章第四節。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25385?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634613964383565623930356565_156403411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25385?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634613964383565623930356565_1564034113


 68 

型地面型競標之太陽光電（如嘉義鹽灘地，約2.5元/度左右）、去年以2.2-

2.5元/度競標得標之離岸風電等。此類綠電由於除了電力價值外亦有環境價

值，相當具有競爭優勢。加上近期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用電大戶綠能義務通

過後，將造成奇貨可居的局面。如此，是否發生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間有

聯合行為等競爭疑慮可持續關注。另外，這些電力在銷售（直供、轉供）

給用電大戶之過程中，仍需要滿足眾多法規需求，如向台電取得輸配電容

量、滿足備用容量義務等，均涉及與台電之互動，是否有可能造成台電作

為獨占事業有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或業者對台電之質疑，值得思考。最

後，若如前述討論允許台電參與綠電先行，則將造成台電與再生能源發電

業之直接競爭關係。 

  其三、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在目前電業法下，主要開

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且以日前對電業法解釋，台電不能

加入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並參與綠電先行的行列，故不會發生台電和

再生能源發/售電之競爭，故主要之競爭，將存在於再生能源發電業之間、

再生能源售電業之間，以及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之間，無法

順利取得綠電之再生能源售電業，將無法於市場上面存活。故若再生能源

發電業均選擇直接與用電大戶交易，則再生能源售電業將無法存活。為

此，再生能源發電業是否可能為了避免售電業從中獲利，而採取反競爭行

為（如聯合拒絕供給綠電給再生能源售電業），以排除再生能源售電業競

爭，有待觀察。 

第二節 電業法修法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探討 

一、 公平法第46條-公平法之定位 

  公平法第6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主

管機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公平法涉及電業部分除應會同未來電業管

制機關共同辦理外，公平法在與其他法規競合時，應該如何適用？換言

之，即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間如何調和之問題。觀察我國歷次修訂公平法

第46條，反映出政策決策上之更迭。36 

  公平法第46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之立法目的係為

 
36 楊忠霖，競爭法與經濟管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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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平法第1條所定「維護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自過去於1991年、1999年重大修法，從最初制定定位

為若依照其他法律規定，得排除公平法之適用，而直接適用其他法律37，

即學說上稱之「除外適用領域」38；至1999年版將原有的「除外適用」規

定，變更為「法規競合」時適用順位的規範模式39，加入「不牴觸本法立

法意旨之範圍」，允許公平會檢視其他法規是否合乎公平法立法意旨之審

查權限，並藉之調整法律的適用順序，落實競爭政策「優先」於產業政

策。40 

  2015年第46條再度修正，這次修訂學界有認較1999年增加公平法再與

其他法規競合時「優先」適用的可能性41，同時公平會在105年8月4日公法

字第10515605372令訂定發布公平法第46條適用基準，確立公平法作為「經

濟基本法」之定位。42 

二、 公平法第46條是否排除適用其他法規適用？ 

  按現行公平法第46條用語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在概念上似有

排除其他法規適用之立法用意，然而，從本條但書「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並就公平會針對類似電業高度

公益性之管制產業－電信業之態度，目前公平會就電信法相關的實務上操

作，公平會仍認為縱使電信法訂有競爭法相關之規範，並不排除個案行為

該當公平法行為要件時適用公平法。43 

 
37 1991 年版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事業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1 項） 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交通運輸事業，經行政院許可之行為，於本法公布後

五年內，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第 2 項）」 
38 王以國，公平交易法中調和競爭政策及產業管制之機制-以 46 條之修正為中心，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3），頁 180。 
39 1999 年版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

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 
40 王以國，前揭註。 
41 本研究於 10 月 25 日所舉辦之專家諮詢會中，顏雅倫教授亦肯認此一觀點。 
42 公平會 （106） 公服字第 10612600361 號令發布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適用基準第 3 條：

「為確立本法為經濟之基本法，倘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為本法所禁止，然係依據其他法律

或法規命令所為時，原則應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僅於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不牴觸本法立

法意旨時，始得優先適用。」 
43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適用基準第 2 條：「 第 46 條適用基準如下： 

（一）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非本法所禁止：無第 46 條之適用。 

（二）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屬法規間之競合問題，無第 46

 



 70 

  參考公平會發布公平交易法第46條適用基準第2條：「第46條適用基準

如下：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非本法所禁止：無第46條之適用。事業關於競

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屬法規間之競合問題，無第46條之

適用，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原則，於具體個案分別判斷適用

本法或適用其他法律。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為本法所禁止，然係依據其他

法律或法規命令所為：有第46條之適用。前項第2款與第3款情形，本會得

依據本法第6條第2項規定與其他機關協商處理方式。」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非本法所禁止固無本法第46條之適用，若同為本

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係屬法規競合，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

原則，於具體個案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其他法律。至於事業關於競爭之行

為為公平法所禁止，卻係依據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所為，則須適用第46

條，判斷有無牴觸本法立法意旨。本點第2款與第3款所定情形，為免產生

疑義或與其他機關職權衝突，公平會可依本基準第6條第2項規定，與其他

機關協商處理方式處理。 

三、 電業法與公平法之規範競合 

  電業法2017年修訂增訂第21條電業結合以及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

獨占地位之規範： 

（一） 電業法第 21條-電業結合管制 

  公平法第10條至第13條針對「結合」有相關之規範。而依據新電業

法，其特別處理電業「併購」之議題，如表4-2所示。 

表 4-2 電業法內涉及併購之規範 

電業法第21條 

電業間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併購者，應由擬

併購之電業共同檢具併購計畫書，載明併購後

之營業項目、資產、負債及其資本額，向電業

管 制 機 關 申 請 核 發 同 意 文 件 。 

電力係民生必需品，電業間

併購影響電業經營及公平競

爭甚鉅，為確保公平競爭及

民眾用電權益，爰明定併購

時，應由擬併購之電業全體

 
條之適用，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原則，於具體個案分別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

其他法律。 

（三）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為本法所禁止，然係依據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所為：有第 46

條之適用。 

前項第 2 款與第 3 款情形，本會得依據本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與其他機關協商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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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管制機關審議一定規模以上併購案，應會

同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核電業間之併購，並適

用行政程序法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聽證會，並

得依職權辦理行政調查與專業鑑定事宜。 

前項所稱一定規模，由電業管制機關公告之。 

檢具文件事先申請同意；現

行條文後段有關併購後之換

發電業執照規定，業於第22

條第3項換發電業執照事項中

一併規定，爰予刪除 

電業法第74條 

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電業管制機關處新

臺幣150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四、違反第21條規定，未經同意而進行併購。 

略 

資 料 來 源 ： 立 法 理 由 取 自 1050726 電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https://electricitylaw.tier.org.tw/1050726%E9%9B%BB%E6%A5%AD%E6%B

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

%E6%96%87.pdf 

 

電業法第21條電業併購之規範，本條涉及公平法、企業併購法及電業

法等相關法律在適用上之疑慮，分列如下： 

1. 電業法第21條與企業併購法之互動？ 

依據電業法第21條文義解釋，電業結合之程序仍依據企業併購法進

行，電業法介入電業結合之管制目的係考慮電業高度公益性以及經濟安全

等因素，因而增訂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第21條之結合審查權限。從文

義解釋上，對於電業結合程序所涉及之私法關係，即適用企業併購法相關

規範即可，電業法不另做規範。 

2. 電業法第21條電業申報程序中公平會扮演之角色為何？ 

（1）電業法第21條與公平法結合程序之關係 

電業法第21條第1項，文義解釋凡電業結合案件，皆應向電業主管機關

申報並獲核准；第2項達一定規模44之電業併購案，即參與併購之電業，其

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150億元，且與其併購之電業，其上
 

44 經濟部 107 年經能字第 10704601790 號： 

「一、電業法第 21 條第 3 項所稱一定規模，指參與併購之電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

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50 億元，且與其併購之電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

幣 20 億元者。 

二、參與併購之電業與其他電業符合公司法所定關係企業之情形者，其銷售金額應合併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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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者，電業主管機關應會同公平

會進行審查。公平會在此程序中究竟係作為輔助電業主管機關判斷結合電

業對市場及消費者權益等事項的影響，抑或是針對公平法之管制結合要件

進行審查？這將涉及電業法第21條電業申報程序與公平法第11條結合申報

程序之競合。 

究竟業者達到經濟部107年經能字第10704601790號之申報標準後，若

合乎公平法第11條之結合申報門檻，即達到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

達1/3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1/4或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45；即電業法及公平法之申報門檻上皆包含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

超過新臺幣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

過新臺幣20億元者。」，則因此凡達到電業法第21條第2項應會同公平會審

查之門檻之案件，同時亦有向公平會依公平法第11條為結合申報之義務。 

故究竟電業結合案件，是否應分別向電業主管機關及公平會申報？抑

或是公平會依據電業法第21條第2項與電業主管機關共同審理一定規模之電

業結合案，共同完成公平法第11條之結合審查？依據公平法現行第46條以

及公平會發布之第46條適用基準第2條46觀察，目前公平法面對如電業法這

類產業法規，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公平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屬法規

間之競合問題，無第46條之適用，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原

則，於具體個案分別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其他法律。故公平會與電業管制

 
45 公綜字第 10511610001 號：「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

報： 

（一）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且

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50

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300 億

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 
46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適用基準第 2 條：「第四十六條適用基準如下：（一）事業關於競

爭之行為非本法所禁止：無第四十六條之適用。（二）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

他法律所禁止：屬法規間之競合問題，無第四十六條之適用，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

律適用原則，於具體個案分別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其他法律。（三）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

為本法所禁止，然係依據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所為：有第四十六條之適用。 

前項第二款與第三款情形，本會得依據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與其他機關協商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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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各自依據電業法及公平法進行審查。 

另參考本研究於10月25日舉辦之專家諮詢會議，有出席專家指出47公

平會依據公平法第11條之結合審查義務與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第21條

之結合審查義務，分屬不同義務。建議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6條第2項會同

電業管制機關針對電業結合審查程序進行協調，雖兩機關對於電業結合審

查係分屬不同義務，惟公平會對於電業管制機關應該提供競爭法上專業意

見，以避免審查意見矛盾。 

（2）電業法與公平法之審查內容是否相同？ 

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電業管制機關負責之事項包含：「電業及電力市

場之監督及管理。」從電業管制機關以及公平會個別之主管業務，就職權

功能觀察，對於電業結合電業管制機關考量點，電業管制機關除了電業市

場競爭外，更要注意供給穩定及電價合理性等議題，難以要求電業管制機

關如同公平會針對市場競爭之角度進行電業與電力市場監督。故從電業主

管機關以及公平會個別之主管業務考量，對於電業結合之審查重點相異，

故以為電業法增設第21條電業結合申報核准之程序，應不排除公平法之結

合申報程序適用，分屬不同程序進行。但此一疑慮仍有待公平會會同電業

管制機關進行說明。 

不過具體言之，電業法第21條之審查內容與公平法結合規定之審查範

圍，恐怕具有部分重疊關係，但卻又有各自審查範圍。但目前從電業法第

21條之規範當中，並無法看出未來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之審查方向，

及其與公平會之分工，故建議未來在累積足夠案件量後，電業主管機關、

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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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電業法第21條第2項之會同規定，是否呼應公平法第6條第2項？ 

電業法第21條在電業結合程序中，會同公平會之規定，可說相當程

度，體現了類似公平會第6條第2項可在相關程序當中，由公平會會同其他

單位之作法。從功能面的觀點及程序簡便的考量，電業主管機關應會同公

平會審查之門檻同時符合公平會第11條結合申報門檻，或許可認為既然公

平會已經依據電業法第21條參與共同審查，在過程當中，公平會就應該一

 
47 10/25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計劃專家與談會議，顏雅倫副教授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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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依據公平法結合相關規定加以審議，以節省行政成本，達到效率政府之

目標。公平會得依據公平法第6條第2項規定與電業主管機關協商共同處理

方式，以利電業結合程序進行及意見整合。 

按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第15條及第16條，公

平會對於特定產業之事業結合案件，得參酌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

見，以評估整體經濟利益與反競爭之不利益。若公平會對特定產業，另訂

有結合處理原則者，則從其規定，如金融事業結合公平會另外訂有「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對於民用航空運輸業設有「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國內民用航空運輸事業結合、聯合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等，但若該特定產業之結合處理原則未規定者，仍回歸適用結合申報案件

處理原則之規定。電力產業之競爭管制目前尚未訂有處理原則或規範說

明，建議未來在累積足夠案件量後，電業主管機關、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

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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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未依電業法第21條進行併購，遭電業主管機關依據電業法第74條進行

罰鍰（150萬到1500萬）後，公平會能否另依公平法第39條另外處罰，

是否有重複處罰之疑慮？ 

若電業未依據公平法第11條進行結合，遭公平會依公平法第39條進行

裁罰，同時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業法第74條進行裁罰，應屬於一行為違反

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處以罰鍰，依據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依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48故

不應低於電業法第74條之150萬元。 

然而就管制工具的選擇上，電業法第21條配合電業法第74條49之管制

 
48 行政罰法第 24 條：「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

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

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留者，不再

受罰鍰之處罰。」 
49 電業法第 74 條：「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電業管制機關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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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對上公平法第11條配合公平法第39條50，兩者之間管制效力孰強孰

弱？依據電業法第21條，電業管制機關對於未經審查之電業結合，得處以

罰鍰；而未依公平法第11條之進行之電業結合案件，依公平法第39條，公

平會得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

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此「其他必要處分」之範圍，似乎較電業法

第74條廣，故針對違法電業結合之管制工具，似乎公平法第39條之管制效

力較強。 

  雖然目前在法律定位上，於形式上，電業法第21條與公平法結合係不

同法律所賦予之義務，似乎並不會違反一行為重複處罰之問題（行政罰法

第24條：「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但實際

上，由於目前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法在適用電業法與公平法之裁罰，若均

涉及罰緩，則將引發行政罰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

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之疑慮。故如何正當化此一具有重複

罰鍰外觀之狀況，取決於「審查範圍」。若此兩義務之審查範圍，明顯不

同，或僅有些許部分重疊，則較可抒解被裁罰電業之質疑；反之，若大部

分義務之範圍均為重疊，則恐將引發是否重複處罰之疑慮。這也呼應前

述，未來待實務案件累計足夠後，建議電業主管機關、管制機關及公平會

得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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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電業法第 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獨占力 

新電業法特別針對「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行為，做

額外之規範如表4-3： 

  

 
50 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

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十三條第二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

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而為結合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

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違反主管機關依前二項所為之處分者，主管機關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 

前項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六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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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電業法內針對「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規範 

電業法第23條 

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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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電業執照： 

一、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前項情形，經電業管制機關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逾

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 

三、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經處分機關通知電業管制

機關。* 

三、本法修正主要係

促進電業公平競爭，

如有濫用市場地位行

為，危害交易秩序，

經依公平法或其他法

令有罪判決確定者，

應廢止其電業執照，

爰增訂第1款以維持

電力市場秩序，確保

電力供應，並保障用

戶權益。 

*本款與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無關 

資 料 來 源 ： 立 法 理 由 取 自 1050726 電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https://electricitylaw.tier.org.tw/1050726%E9%9B%BB%E6%A5%AD%E6%B

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

%E6%96%87.pdf   

本條第1項係涉及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之間在針

對「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管制分工。從文義解

釋，若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行為，電業法主管機

關（經濟部）依據電業法進行裁罰後，再由電業管制機關進行相關後續的

營業資料查核以及提出改正計畫。裁罰依據除了根據電業法第72條至第87

條罰則規定外，是否可以以電業法第23條第1項擴及所有原由公平法依據公

平法管轄的「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此應由經濟部進行解釋。 

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9條至第25條，本即可對於競爭市場內的限制競爭

行為以及不公平競爭行為主動調查並依公平法做成處分。但面對電力市場

中，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之行為，公平會與電業法主管機關

間可能出現同時具有管轄權，此時即可能出現管制競合的疑慮。依據目前

公平法第46條但書：「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

在此限。」參考公平會發布公平交易法第46條適用基準第2條：「事業關於

競爭之行為同為本法及其他法律所禁止：屬法規間之競合問題，無（公平

法）第46條之適用，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等法律適用原則，於具體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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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判斷適用本法或適用其他法律。」電業法相對於公平法而言，應優先

適用。若電業法規範不足時，始回歸適用公平法進行補充。故此時，似乎

應先由電業法主管機關作成裁罰處分，公平會作為備位管制。 

從文義解釋，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與第2項第2款銜接，亦即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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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改正」時，電業

管制機關得廢止其電業執照。當然此時將會發生，何以主管機關在電業法

下之業務執掌，並不涉及與「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有關，並由電業管制機關掌管之「一、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

業務，卻可從能源或電力政策主管機關同時身兼電業管制機關之角色？詳

細分析將如後所述。電業法第23條第2項規範若出現同條第1項項情形，或

電業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第3款），經處分機關通知電業管制機關

者，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該電業之執照。目前較有疑慮之處在於第2項第1

款的「經有罪判決確定」要件。從目前相關法規規範，電業法主管機關

（經濟部）以及電業管制機關在當前電業法下似乎沒有涉及刑事責任的法

律依據，依據「罪刑法定原則」，未來是否會增訂相關刑事責任，有待進

一步觀察，抑或是回歸適用刑法規範。 

目前，涉及「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並有刑事責任規定者，

有公平法罰則的部分的適用可能。若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9條對於電業濫用

市場地位或公平法第15條對於電業之間為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做成處

分後，得依同法第40條第1項51要求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若屆期受處分事業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公平會得移請司法機關偵辦，法院得依據

公平法第34條、36條、37條追究違法事業之經理人刑事責任。52另外對於

 
51 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

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鍰，至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52 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違反第九條或第十五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公平交易法第 36 條：「違反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規定，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

定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屆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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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24條營業誹謗行為之行為人，公平會亦得移請司法機關偵辦，經

法院判決課以同法第37條之行為人刑事責任。53不過若以電業法第23條第2

項第1款的規範狀況，應僅限於公平法內涉及「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且涉及刑罰者，故應僅限於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9條、第15條、及

第34條涉及濫用獨占及聯合行為之刑事責任而已。 

對於電力市場管制，若個案判斷上，公平會認為有管制權限，並依公

平法做成處分，處分電業有違反公平法第40條行政責任之情事，該當同法

第34條要件時，經過公平會移請司法機關偵辦，並起訴經法院做成有罪判

決定讞後，電業管制機關可據此判決，裁量情節之輕重決定是否廢止該電

業之執照。相較於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款僅需經電業管制機關令違法電

業，限期提出改正計畫，卻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時，電業管制機

關即得廢止該電業之執照。故顯然第1款等待公平會調查並經法院有罪判決

確定後方可撤照的規範，在真正監督流程上，適用的可能性遠低於依據電

業法第2項第2款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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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改正」，蓋電業管制機關不用等待法院判決曠日

廢時，自可迅速撤照。 

故在結合事件與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事件之下，經濟

部、電業管制機關、公平會、法院之分工流程圖，可以下圖表示： 

 

 

 
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53 公平交易法第 37 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除

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 

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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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4-4 相關部門在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公平法管制之分工 

 

1. 經濟部對於「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裁罰之適法性

疑慮： 

世界各國通常在推動公用事業自由化，設置針對特定公用事業之獨立

管制機關後，通常即由該獨立管制機關擔任市場管制機關，競爭法主管機

關僅擔任輔助角色；而通常涉及該事務之部會，會退至政策研擬功能。例

如，我國在通訊產業自由化後，通訊政策研擬之主管機關交通部便將通訊

市場之管制交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法雖未排除公平法對於通

訊市場之管制，但是依據公平法第46條，若產業主管法規有規範，且未違

反公平法之立法意旨時，應優先適用產業主管法規。類似情形，似乎也體

現在電業法第3條的規範上。由電業管制機關負責市場監督之責（電業及電

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而主管機關經濟部似乎退居電力政策與能源政策

主管機關之角色（電業政策之分析、研擬及推動）。 

但在電業法第23條，對於「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事務，竟出現由經濟部負責「事後管制」介入案件的調查以及裁

罰；而電業管制機關則是擔任「事後監督」角色，負責要求電業改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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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第23條第1項）以及後續逾期未提出或未依限完成改正時，得以廢止電

業執照之方式進行處罰（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款）。亦即，電力政策主

管機關（而非電業管制機關）擔負起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之管制機關角色；

而電業管制機關則是後續備位管制機關角色。若與電業法第21條電業結合

規範相比，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並無參與權責之規範方式，呈現相

當大的反差。 

面對電業法第23條電業法主管機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在管制上的疑義

以目前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之狀況，若由經

濟部針對「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介入後再由下級機關能源局，進行後續監

督與改正，則並無不當之處。依據本研究法規盤點，也發現到目前下表之

相關條文，均涉及經濟部在電業管理下，同時兼具「濫用市場地位行為」

之管制特性之規範，由經濟部裁罰後，也將啟動後續電業管制機關之要求

改正及廢照（電業法第23條第1項、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款）或在認定無

主管法規適用的情況下，移請公平會依職權進行調查。 

若經濟部未對有限制競爭疑慮之案件進行調查時，公平會依據公平法

第26條亦得依職權調查處理。調查結果可移文要求電業法主管機關依據電

業法進行處分；抑或是若公平會認定個案上應適用公平法時，依據公平法

獨立作成處分。 

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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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業法 管制行為 

第73條 1. 輸配電業未優先調度再生能源 

2. 輸配電業未訂定/公開電力調度原則，或未送電業管制機關核定 

第74條 1. 輸配電業未提供必要的輔助服務 

2. 輸配電業拒絕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併網，或再生能源發

電業未優先併網 

3. 電業擅自停業或歇業 

5. 備用容量義務 

8. 輸配電業未規劃、興建與維護全國之電力網 

9. 輸配電業拒絕牽線 

10. 輸配電業轉供電能並收取費用，對特定對象有不當之差別待遇 

12. 公用售電業拒絕售電 

13. 公用售電業拒絕全日供電 

第76條 7.公用售電業未依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核定之電價或收費費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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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 管制行為 

取費用。 

第85條 電器承裝業及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同業公會拒絕業者加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例如，原本上表所列電業法第74條針對公用售電業拒絕售電之裁罰，

係源自於公用售電業之供電義務之要求。但由於公用售電業本身目前在電

力市場具有獨占地位，故若擅自拒絕售電之同時，亦構成濫用市場地位影

響交易秩序，從而可能違反公平法第9條，然而因電業法第23條內已有規

範，按照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公平會應移文要求經濟部依據電業法

進行處分。電業法主管機關在解釋電業法第23條「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

害交易秩序」要件時，應諮詢公平會意見，由電業法主管機關進行處分。 

2. 經濟部如何判斷「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與第2項第1款「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皆屬於「不確定法律概

念」，需經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加以解釋認定。目前可能出現的疑

慮，在於電業法內並無刑事責任規範，故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所指認

定機關是否仍為電業法主管機關，似有爭議。而參酌立法說明，該條似應

由電業法主管機關參考依公平法立法意旨與相關規定予以評價。此時，經

濟部在判斷電業法第23條要件時，是否應將公平法的立法目的以及規範內

容納入判斷考量？ 

本研究認為，依據電業法第23條立法理由，為促進電業公平競爭，電

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本條要件時，應將公平法規範內容納入考量，此時得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

限範圍內互相協助。請求公平會提供競爭法上專業意見。目前對於電業法

第23條與公平法的適用上最大爭議在於是否可能出現應先由經濟部認定？

還是先由公平會認定？還是端看事件之性質分工的問題？ 

第一種觀點，由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先認定的觀點切入，係著

重在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與第2項之管制接續關係。亦即，既然電業法第23

條第2項第2款，銜接第23條第1項之管制後續，則雖然電業法第23條第2項

第1款並未明文提及與第1項之接續管制關係，但從條文的整體適用解釋，

似可解釋為經濟部先認定「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並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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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平會再進行後續之是否涉及公平法之調查，啟動相關程序。 

不過另有第二種觀點認為，既然公平會在公平法下亦有「濫用市場地

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權責，且第2項第1款不似第2項第2款，提及「前

項」用語，故似乎公平會可在經濟部依據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調查前甚至裁

罰前，即可「更早或平行」依據公平法第26條啟動調查，並做成處分。若

做成處分後有違反公平法第34條之情事，再移請法院提起刑事訴訟，並不

受到經濟部的拘束。 

第三種觀點，則是視事務之性質，如電業法第23條第1項係涉及針對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事務之行政罰，由經濟部作成處

分；而針對系爭行為之刑事罰，依據罪刑法定原則，由公平會處分後移請

法院審理。從立法例以及體系解釋上觀察，電業法第23條之部分審查，必

須回歸公平法進行評價，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規範模式實限縮了電業管制機

關對於電業濫用市場地位之管制力道。54 

參考世界各國立法例，歐美之電業管制機關通常在面對濫用市場地位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行為，往往相較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具有更優位、更

前置的介入權力。故在上述說法中，本文支持由經濟部先行認定之觀點，

畢竟經濟部身為電業管制機關的上級機關，適合承擔此一角色。 

附帶一提，有學者見解認為電業法第23條「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電

業執照」與公平法第40條「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公平法第40條「必

要更正措施」是否包含公平會得要求廢除電業之營業執照？有所爭議。故

認為從廢照權力之觀點，似乎電業法第23條管制效力較強。這似乎也可體

現出電業管制機關要求改正後（電業法第23條第1項），若業者不遵守，電

業管制機關即可廢照（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款），但公平會卻必須啟動

調查並等待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方可送電業管制機關啟動（電業法第23

條第2項第1款）。顯然若從廢照的觀點，電業管制機關能夠比公平會更前

置與迅速處理電業之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3. 公平會之「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與電業法

「電業管制機關得查核其營業資料，並令限期提出改正計畫。」之關

 
54 蔡岳勳 (2017)，《基本能源法制研究－比較法的省思》，華藝，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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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公平會若依檢舉或職權調查發現有「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之行

為，則將可依公平法第40條第1項「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然而，公平會調查若認為個案上電業法已有規範時，則應優先

交由電業法主管機關依據電業法第23條及相關規範做成處分。避免重複處

分之疑慮。 

對於公平法與電業法管制工具地效用上，有學者見解分析，電業管制

機關得電業法第23條廢止其電業執照與公平法第40條「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公平法第40條的「必要更正措施」是否包含公平會得要求廢除電業

之營業執照？實有爭議。故認為從廢照權力之觀點，似乎電業法第23條管

制效力較強。這似乎也可體現出電業管制機關要求改正後（電業法第23條

第1項），若業者不遵守，電業管制機關即可廢照（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2

款），但公平會卻必須啟動調查並等待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方可送電業

管制機關啟動（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顯然若從廢照的觀點，電業

管制機關能夠比公平會更前置與迅速處理電業之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 

實際上，這也涉及類似前述結合之權責分工之爭議。亦即，電業法與

公平法針對「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行為，究竟介入之內容有何

不同？如電業若有聯合定價行為，到底公平法與電業法之相關改正措施是

否需有不同對待？因此，似乎公平會與電業管制機關之間，除了就前述電

業結合（併購）需頒佈具體執行方向外，對於「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要件，為明確電業競爭管制的範圍，並有利於未來公平會與

電業法主管機關作成處分，建議未來在累積足夠案件量後，電業主管機

關、管制機關及公平會得透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業市場相關競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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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再生能源相關機關間之管制競合 

（一） 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會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負責「一、公平交易政策及法

規之擬訂。二、公平法之審議。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四、違

反公平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

件之調查及處分。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七、其他有關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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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項。」故顯然針對「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事務有管轄

權。 

依據電業法第3條第2項，經濟部對「四、電業設備之監督及管

理。、…六、電價與各種收費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政策研擬、核定及管

理。」之事務，及前述涉及電業法第73條、74條、76條、85條之裁罰，也

與電力市場管制或「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有關。 

在電業法第3條中央應指定電業管制機關負責：「一、電業及電力市場

之監督及管理。二、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許可及核准。三、

電力供需之預測、規劃事項。四、公用售電業電力排碳係數之監督及管

理。五、用戶用電權益之監督及管理。六、電力調度之監督及管理。七、

電業間或電業與用戶間之爭議調處。八、售電業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爭議調處。以及國營電業之組設、合併、改組、撤銷、重要人員任免核定

管理及監督事項，由電業管制機關辦理。」其中，僅有「一、電業及電力

市場之監督及管理。」之事項，與公平會之業務執掌發生連動；另外

「六、電力調度之監督及管理」也可能涉及電力之進入市場故也有些許關

係。 

不過如前所述，基於電業法第23條之規定，經濟部扮演電業「濫用市

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事務之主要角色，而電業管制機關次之。公

平會僅在依據公平法做成處分後，若處分電業有違反公平法第40條行政責

任之情況，若屆期受處分事業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公平會得移請司法機關偵辦，起訴並

獲得法院終審確定的刑事裁罰情形才介入。 

在電業結合事件上，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會依據電業法、公平法各司

其職，而如同前述建議，需界定審查內容，以免過度疊床架屋，重複審

查。且因為審查內容不同，故若發生審查結果歧異也無妨，蓋電業管制機

關與公平交易主管機關之角色與定位，並不相同。 

但必須注意者，電業法僅就結合、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有額外之規範，

而針對電業法並未規範之事務，如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

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仍由公平會處理。 

（二） 標檢局、電業管制機關在綠電交易平台之關係 

  目前我國再生能源憑證（T-REC）推廣業務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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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負責統籌憑證發放與管理。55對於綠電之相關市場界

定，綠電需求者（用電大戶）能否取得再生能源憑證而是選擇繼續向台電

購買灰電抑或是向再生能源發電業購買綠電之重大因素。現階段標準檢驗

局依商品檢驗法第14條56規定訂定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57，推行自

願性驗證之方式推動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並計畫以訂定電業法子法之方

式，以作為長期推動再生能源憑證之準則。未來會新增管道，建立官方綠

電憑證交易媒合平台，預計2020年上路。故此時，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平台

可能出現不同單位分工問題。 

  近期政府最新規劃，打算要求台電以電證合一之方式，賣入綠電交易

平台，這也將導致分工上的問題。蓋目前設計下，僅有電業法有所謂電力

交易平台；但若評估政府後續可能之設計，不確定未來是否有多個電力交

易市場：1.明年由標檢局經營之台灣再生能源憑證電證分離市場；2.明年由

標檢局經營之台灣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3.未來由輸配電業所經營之台

灣電力交易平台，見表4-5所示。58 

  然而日前經濟部對於台電能否擔任再生能源售電業，收購再生能源再

與用電大戶簽訂綠電供電契約，要求台電研擬59，我國對於綠電交易未來

採取電證合一抑或是電證分離交易等交易事項尚未明確，在競爭管制上對

於綠電市場之界定，有待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平台60未來運作情形做為參

 
55 經濟部，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簡介簡報，2017/4/21，

https://www.bsmi.gov.tw/bsmiGIP/wSite/public/Data/f149449485950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9/10/27） 
56 商品檢驗法第 14 條：「為提升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環境、安全或衛生之管理，標準檢

驗局得推行相關商品或管理系統之驗證制度。 

標準檢驗局依前項規定受理廠商申請商品或管理系統驗證，其申請條件、程序、驗證證書

之有效期限、核 （換） 發、撤銷、廢止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57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官網，

https://www.trec.org.tw/%E8%87%AA%E8%A8%82%E9%A0%81%E9%9D%A2/zh-

tw_Certificated%20Test%20Points，（最後瀏覽日期：2019/10/27） 
58 電業法第 1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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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中國時報，「逆轉！台電搶當大盤商 統一賣綠電」，中時電子報，（2019/07/1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07/16） 
60 中國時報，綠電憑證交易平台 元旦啟動，中時電子報，（2019/09/30）。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30000201-260202?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25） 

https://www.bsmi.gov.tw/bsmiGIP/wSite/public/Data/f1494494859501.pdf
https://www.trec.org.tw/%E8%87%AA%E8%A8%82%E9%A0%81%E9%9D%A2/zh-tw_Certificated%20Test%20Points
https://www.trec.org.tw/%E8%87%AA%E8%A8%82%E9%A0%81%E9%9D%A2/zh-tw_Certificated%20Test%20Points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30000201-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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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本研究建議公平會持續關注未來綠電與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制度的發

展，可以適時為競爭倡議，協助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子法，以符合公平交易

法之立法意旨，達到促進綠電市場發展目標。 

 

表4-5 台灣綠電相關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 

 標檢局 電業管制機關 

標檢局經營之台灣再生能

源憑證電證分離市場 
V  

明年由標檢局經營之台灣

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 
V V 

未來由輸配電業所經營之

台灣電力交易平台。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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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外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議題探討 

第一節 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發展之立場及案例 

一、研析在台灣與歐美日之電業自由化過程中，再生能源發電之角色定位

差異 

  首先，就自由化之適用對象而言，台灣與歐美日有著重大的不同。台

灣在2017年電業法所導入之自由化，並不像歐美日所採取的區分大小中規

模用戶，分階段賦予用戶選擇權之方式，採取漸進式自由化，而是以「灰/

綠」或「再生能源/非再生能源」之不同引入自由化。簡言之，台灣所採取

之「綠電先行」乃世界上首見的電業自由化路徑；而其他國家所採取的，

乃是灰綠併行，並以開放灰電自由化為主軸，亦即，主要讓大工業用戶可

以脫離既有獨占電業，向外取得更低廉的電力。其差異，可呈現如表5-1： 

表 5-1 歐美日與台灣推動電業自由化之差異 

 台灣 歐美日 

對象 綠電先行、重再生能源、再

生能源發電 

不分再生能源發電與非再生

能源發電，灰綠都行。 

分階段 第一階段：再生能源發電 

第二階段：非再生能源發電

（預估） 

以用戶規模大小，分階段導

入 

市場導入自

由化程度 

第一階段、再生能源零售與

躉售市場一步到位100%開放

競爭 

未來階段、非再生能源（尚

未） 

逐步由批發競爭到零售競

爭，逐步從0%至100% 

用戶對象 讓有綠電需求的用戶，脫離

既有獨占電業，直接而非透

過既有電力公司取得綠電 

主要讓大用戶可以脫離既有

獨占電業，向外取得更低廉

電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這並不表示，在歐美日，再生能源的角色並不受到重視，而是再生

能源所扮演角色，在歐美日的自由化法案或相關法案當中，經過差異處

理，並非自由化的主要角色而已。歐美日各國在自由化過程當中，多認為

再生能源發電由於成本相對偏高，技術發展相對不成熟，故若驟然將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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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進入自由電力市場，恐無法與其他非再生能源發電競爭，因此必須在自

由化過程中，給予其優惠待遇加以處理。例如，原則上針對所有發電資

源，應適用經濟調度（merit order）之原則，從成本低到高，依序進入電力

系統。但此一經濟調度規範，顯然不利高價再生能源之發展，故在歐盟第

一電力自由化指令當中，即給予優先調度之優惠待遇63。另外，在歐盟第

一電力自由化指令當中，也針對再生能源或某些特殊能源發電，允許採取

招標之方式為之。64另也因為再生能源優惠待遇之必要，故大多在電業自

由化法案外，歐美日都有特殊的再生能源補貼機制導入。如德國在1998年

電業自由化法案的「能源工業法」（EnWG）65外，亦於2000年制定再生能

源法（EEG）66透過知名之躉購費率、饋網電價（feed in tariff, FIT）機制，

促進再生能源發展；日本在2012年引進FIT制度，後續開始推動全面自由化

時，仍維持FIT機制給再生能源；美國雖然推動自由化，而針對再生能源發

電，看似採取自由市場競爭機制，讓再生能源發電可以申請再生能源憑證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REC）於市場上自由交易，但實際上多州都有

導入所謂再生能源強制配比義務（RPS）機制，透過適度干預市場，創造

再生能源發展之特殊市場。亦即，歐美在自由化立法當中關切的是再生能

源發展是否能夠完全適用市場規則，考量其恐無法與其他非再生能源競

爭，故給予其特殊待遇或創造特殊的市場，予其發展空間； 

  但在台灣卻呈現電業法對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有高度的信心，故其

可以適用市場競爭規則，甚至在眾多廣告文宣當中，一再提及農村中的村

落對於直接購買隔壁村落的再生能源有高度興趣的現象。。當然，在電業

 
63 Art 8（3）:” A Member State may require the system operator, when dispatching generating 

installations, to give priority to generating installations usi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or waste 

or producing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Directive 96/9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December 1996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OJ L 27, 30.1.1997, p. 20–29  
64 Article 6, Directive 96/9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December 

1996 concerning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in electricity OJ L 27, 30.1.1997, p. 20–

29  
65 德國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網站（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 BMJV），《能源工業法》（EnWG 1998）https://www.gesetze-im-

internet.de/enwg_2005/，（最後瀏覽日期：2019/10/25） 
66 德國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網站（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 BMJV），《再生能源法》（EEG 2000），https://www.erneuerbare-

energien.de/EE/Redaktion/DE/Dossier/eeg.html?cms_docId=73930，（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25） 

 

https://www.erneuerbare-energien.de/EE/Redaktion/DE/Dossier/eeg.html?cms_docId=73930
https://www.erneuerbare-energien.de/EE/Redaktion/DE/Dossier/eeg.html?cms_docId=7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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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中也與歐美日類似，均有許多針對再生能源之優惠67存在。甚至2009

年就制定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仍舊持續存在。但本研究所要強調的是，

相較於歐美日在自由化初期對於非再生能源發電較有市場競爭力的現象，

在台灣反而是對於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有高度的信心。 

  當然，造成台灣在自由化初期便對再生能源有高度信心並非空穴來

風。畢竟歐美日，特別是歐美，在大力推動再生能源與電業自由化後，近

期已經有大量「無補貼」的再生能源發電，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或

者，可能仍舊存在某種程度補貼，但已經有眾多再生能源，原則上政府也

要求其賣入電力市場，只是透過其他管道，取得適度補貼而已。如英國價

差合約（ contracts for difference, CFD）68；或者德國導入的feed in premium

制度，亦即在賣入電力市場之價格上，給予一定之額外補貼。不過必須注

意，隨著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滑，或者說，有些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原本就

相對偏低（如：陸域風力發電），越來越多再生能源會選擇賣入電力市

場，而不是選擇受到FIT的保護。再生能源法的保護體制仍舊存在，但業者

選擇進入市場競爭的原因，當然與賣入市場之獲利空間更高有關。即便會

產生FIT等再生能源補貼機制所無的額外交易成本等因素，但由於目前市場

的電價已經隨著很多高成本的再生能源進入，導致市場電價變高，而讓民

眾不再感受到再生能源特別貴。 

  以德國為例，在2018年，再生能源占年度發電總量的35%，而陸域風

力發電佔14%（屬於再生能源發電中最大的一塊）；其次是離岸風力發

電、水力發電、生質能發電、…等，如圖5-1所示。69 

 
67 如，《電業法》內，有提及優先調度；以及使用輸配電費之優惠折扣等。 
68 Low Carbon Contract Company網站， 

https://www.lowcarboncontracts.uk/generators，（最後瀏覽日期：2019/7/31） 
69  Clean Energy Wire 網站，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energy-

consumption-and-power-mix-charts，（最後瀏覽日期：2019/7/31） 

https://www.lowcarboncontracts.uk/gen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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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lean Energy Wire 網站70 

圖 5-1 德國 2018年發電來源配比 

而這樣的發展，顯然與德國過去電價在過去十年間，上漲了三倍以上

有關。這也將導致，再生能源開發商到底要適用安穩但固定的FIT，還是可

以享受競爭、價格波動（有可能賣的比FIT更好）的自由市場呢？相對而

言，由於目前台灣電價長時間抑制漲價，導致目前平均電價基本上與陸上

風電的價格相當類似，故似乎再生能源發電相對偏貴，不利其於市場競

爭。各國電表自由化方向則如表5-2所示。 

表 5-2 歐美日與台灣電業自由化方向之比較 

 歐美日 台灣 

電業自由化法案可否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相對懷疑 高度信心 

電業自由化法案與再

生能源法案之關係 

以再生能源法或特殊

優惠機制為主（電業

自由化法案僅是輔助

電業自由化法案與再

生能源法雙管齊下 

 

 
70 Clean Energy Wire 網站，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energy-consumption-and-power-mix-

charts，（最後瀏覽日期：201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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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日 台灣 

角色） 

 

再生能源 vs 非再生能

源之市場之競爭優勢 

並不相信再生能源於

市場有競爭優勢； 

較相信非再生能源市

場之競爭優勢 

深信再生能源於自由

市場之競爭力與優勢 

電價是否充分反應成

本並上漲，以縮小再

生能源發電與傳統電

力之價差，營造再生

能源發電之發展環境 

是 否。抑制電價調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之，由於台灣僅有綠電先行，而歐美日為灰綠電並行，甚至以灰電

為主之結構，將導致未來電力市場之發展，有『規模上』的重大差異。若

以目前台灣再生能源發電僅佔整體電力約為5%之狀況，可自由化的最大程

度，已經大幅受限（對比外國採取100%）。加上，再生能源本身的高成本

特性，將導致眾多既有再生能源，可能仍舊維持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FIT，

而非賣入自由市場。即便有相對便宜之再生能源有進入市場之可能性，但

受限於必須經過繁瑣「認定」之程序71，加上有眾多再生能源發電，因台

電必須保留用於符合公用事業排碳係數之狀況72，將導致市場規模偏小，

 
71 電業法第 2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三、再生能源發電業：指設置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銷售電

能之發電業。 

十一、再生能源：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4條：「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廣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考量我國氣

候環境、用電需求特性與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其他因素。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適用本條例有關併聯、躉購之規定。 

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能源類別、裝置容量、查核方式、認定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另參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2條設有關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定義規範。 
72 電業法第 28條：「公用售電業銷售電能予其用戶時，其銷售電能之電力排碳係數應符

合電力排碳係數基準，並向電業管制機關申報。 

前項電力排碳係數基準，由電業管制機關依國家能源及減碳政策訂定，並定期公告。 

第一項電力排碳係數之計算方式、申報程序與期間、審查、稽核、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30032&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300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300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30011&fl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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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交易量稀少的狀況。而這是否意味著將導致電業法綠電先行相關機

制，甚至是公平法之適用機會大幅降低呢？ 

二、瞭解歐美日台之電業自由化法案與競爭法分工之差異 

  歐美日電業自由化法案與競爭法之關係，也呈現出與台灣不同的局

面。若以電業所涉及之發輸配售四大行業而言，具有自由化並引入競爭

者，僅有發電業與售電業，故在自由化立法當中，多針對發電業與售電

業，從過去之特許制降為一般許可制，希望透過引入新業者與自由化前之

垂直整合獨占電業競爭。但為了促進競爭，如何讓新進業者取得輸配電服

務將電力送至用戶，誠屬不可或缺。故針對輸配電業各國在自由化立法當

中，多會採行眾多要求開放通聯（open access，或又稱third party access, 

TPA）之規範，如制定不歧視、公正、透明之輸配電網及相關服務之費

率、拒絕提供輸配電網使用權之正當理由等。另外，由於輸配電業過去大

多歸屬於發輸配售整合之電業所經營，故如何事先（ex ante）處理應屬獨

占管制之輸配電部門與開放競爭之發售部門之關係也相當重要，此時，必

須適度導入體制革新（restructuring）或廠網分離（unbundling），以妥當

地處理「發售/輸配」之關係。簡單的說，在歐美日的電業自由化法案當

中，呈現出相當高的事前管制的密度，將很多可能會發生競爭法疑慮的議

題，優先做處理，特別是透過TPA及廠網分離的相關制度。舉例言之，歐

洲在第三電業自由化指令，已經走向採取所有權分離之模式（ownership 

unbundling），將輸電業完全拆分，故將減少該輸電業，因必須考量其（原

有）發電部門之營收，透過不提供或高價提供新進發售電業者相關服務之

方式，阻礙競爭之潛在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故歐美日各國之電業自由化法

案與競爭法之分工，可整理出如下之特色，如表5-3所示。 

表5-3 各國電業自由化法案和競爭法分工之比較 

  歐美日 台灣 

電業自

由化法

案 

整體 非常強烈之事前

管制 

相對弱 

 

獨立電業管制機關 多有。（僅日本

例外） 

雖名為電業管制機

關，但實際上並未

設置獨立管制機關 

 
之辦法，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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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日 台灣 

發售競爭 一般許可制 一般許可制 

（但台灣的發電業

許可制，較歐美日

嚴格；另外，僅允

許再生能源發電業

與再生能源售電業

進入市場） 

輸配再管

制 

廠網分離

Unbundling 

強 

（已經發展至功

能分離、 ISO、

甚至所有權分

離） 

弱 

（僅有會計分離） 

開放通聯

Third party 

access 

強 

（輸配電網使用

權公開資訊系統
73、輸配電定價

機制規範、獨立

管制機關強力監

督） 

弱 

競爭法 整體重要性 輔助角色 ？（經濟部、電業

管制機關、公平會

三者分工） 

介入案例之對象 多為自由化前已

存在之垂直整合

的電力公司 

？ 

（多為自由化前已

存在之垂直整合的

電力公司？） 

已介入案例 多為非再生能源

電力 

？只有再生能源發

電（由於僅綠電先

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結上述，由於前述台灣具有綠電先行特色之定位，將導致公平法介

入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未來，台灣的案件可能也會呈現出以再生能源為主

 
73  Open Access Same-time Information System（OASIS）， 

https://www.ferc.gov/legal/maj-ord-reg/land-docs/rm95-9003.txt?...，（最後瀏覽日期：

2019/6/30） 

https://www.ferc.gov/legal/maj-ord-reg/land-docs/rm95-900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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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而由於目前外國之相關案件並非探討再生能源，故也將導致本研

究本章節之分析，將以非再生能源之競爭法議題思考未來用於再生能源之

可能性。 

（一） 歐盟 

歐盟電力市場化改革始於1990年，其標誌是歐盟頒布了90/377/EEC指

令74、要求對有關工業用戶的電力和天然氣價格透明化、有關輸電的

90/547/EEC指令75。歐盟推進電力市場一體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消除各成員

國之間的市場壁壘，建立跨成員國電力企業和實現跨國電力供應，建立歐

盟內部統一的電力市場。 

1996年，96/92/EC指令76（又稱電力指令）公布，明確建立了歐盟內電

力市場的通用規則。2001年頒布再生能源發電2001/77/EC指令77（又稱再生

能源指令），對電力指令作了修改和補充。2003年，為加快電力市場化進

程，歐盟頒布了兩個新的指令，一個是2003/54/EC新的電力指令，取代

1996年的電力指令；同年另頒布1228/2003號法規，明確化跨國輸電入網等

問題。2005年7月，歐洲電力和天然氣監管機構（ERGEG）頒布了有關輸

電收費和阻塞管理的指導性意見。以上系列指令、規則構成了歐盟電力市

場化改革的法規體系，成為歐盟指導和規範各成員國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法

律依據。 

根據電力指令和新的電力指令，歐盟各成員國逐步取消電力企業的壟

斷權利，但是對電力企業產權性質是私有或者是公有未作規定，也未禁止

電力企業採用垂直一體化的結構。垂直一體化電力企業無需剝離輸電系統

的產權，也允許存在輸電及配電系統聯合營運機構，但是，必須為其發

電、輸電、配電和售電業務設立單獨的帳戶。 

目前，歐盟各成員國的發電環節都已經全部開放，基本實現了自由競

爭。各成員國政府根據客觀、透明和非歧視標準，對新建發電設施進行及

 
74 EU Council，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9a8622-551f-

4cd0-865c-63deee69bd3e，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25. 
75 EU Council，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

4949-a7c3-090a220af976，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25. 
76 EU Council，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1996L0092，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25 
77 EU Council，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01L0077，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25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9a8622-551f-4cd0-865c-63deee69bd3e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9a8622-551f-4cd0-865c-63deee69bd3e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4949-a7c3-090a220af976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4949-a7c3-090a220af97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1996L009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1996L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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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審批。審批內容涉及生產技術安全、保護公眾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

土地規劃與利用、公共土地的使用、能源效率、一次能源的性質、申請人

的性質（如技術、經濟和融資能力）以及公共服務義務等。 

電力指令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必須實現輸電系統的公平無歧視開放。

規定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強制性要求電網按公開價格接受合格用戶和發電設

施使用電網。歐盟指令要求電網對電廠、配電企業和用戶必須無歧視公平

開放。各有關監管機構對上網條件、過網費、系統服務等實行事前監管；

對線路阻塞管理、互聯、新電廠入網、避免交叉補貼等事項實行事後監

管。輸電系統的入網條件必須是客觀、透明和非歧視性的，TSO應執行合

格用戶（包括配電企業）和其選擇的售電企業間簽訂的售電協定。 

售電市場的開放被視為是促進歐盟各成員國實現靈活有序的行業調

整，以及兼顧各成員國電力系統特點的關鍵。售電市場改革的主要目標是

允許電力使用者自由選擇是向本地配、售電企業購電，還是向發電企業或

其他售電企業購電，即開放用戶的購電選擇權。這一工作的核心是確定可

自由選擇售電企業的用戶群體（即所謂“合格用戶”），並逐步擴大擁有購

電選擇權電力用戶的範圍。2004年7月1日起，所有非家庭用戶擁有購電選

擇權（得到豁免的成員國除外）。2007年7月1日起，所有用戶（包括家庭

用戶）擁有購電選擇權。 

然而在2007年歐盟競爭執委會（DG competition）公布電力與天然氣市

場競爭調查報告（Sector Inquiry）發現有下列諸多瑕疵：78 

A. 各成員國內部市場集中程度仍高（too much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most 

national markets）; 

B. 欠缺市場流動性，市場參進障礙大（a lack of liquidity, preventing successful 

new entry）; 

C. 各成員國間市場整合不足（too little integration between Member States’ 

markets）; 

 
78 EU Commission, ”Competition – Sector Inquiry“,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2005_inquiry/index_e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1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2005_inquiry/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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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市場資訊不夠透明、價格機制運作不良（an absence of transparently 

available market information, leading to distrust in the pricing mechanisms） 

E. 廠網分離程度不足，對市場運作和投資誘因有負面影響（an inadequate 

current level of unbundling between network and supply interests which has 

negative repercussions on market functioning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F. 長期下游端PPA導致消費者難以轉換供應者（customers being tied to 

suppliers through long-term downstream contracts）; 

G. 目前平衡市場及小型電網平衡區多受到既有業者掌控（ current 

balancing markets and small balancing zones which favour incumbents.） 

此後，於2009年有第三電力指令公布，進一步強化廠網分離，以避免

既有垂直整合電力公司濫用獨占地位干預市場競爭。近期也進行所謂潔淨

能源轉型之改革（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方案，立法包裹也於2019

年5月22日順利通過。79將電力市場設計，列入改革重點。 

該方案旨在為歐盟電力市場建立一個現代化設計，以適應市場變革，

強調市場靈活性以及競爭導向，以整合更多的再生能源。電力市場設計包

括四個重點要素：新的獨立電力監管機構、修訂電力指令、風險管控機制

提升、同時強化能源監管機構合作機構（ACER）的作用。在歐盟近期八

項能源改革法案之80中，針對電力市場改革者，便占了其中四個，81這些措

 
79 EU Commission, ” 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 package completed: good for consumers, 

good for growth and jobs, and good for the planet” https://ec.europa.eu/info/news/clean-energy-

all-europeans-package-completed-good-consumers-good-growth-and-jobs-and-good-planet-

2019-may-22_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16. 
80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Directive 2018/844 

．The revised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EU） 2018/2001 

．The revised 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 （EU） 2018/2002 

．Governance of the energy union and climate action （EU） Regulation 2018/1999 

．Regulation on risk-preparedness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EU） 2019/941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EU） 2019/942 

．Regulation on the internal market for electricity （EU） 2019/943 

．Directive on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for electricity （EU） 2019/944 
81 （A） Regulation on risk-preparedness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EU） 2019/941；（B） 

Regulation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the Cooperation of Energy Regulators 

（EU） 2019/942；（C） Regulation on the internal market for electricity （EU） 2019/943；

（D） Directive on common rules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for electricity （EU） 20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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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都使歐盟朝向能源單一市場，以及更加市場整合之方向邁進。歐盟市場

耦合狀況示意如圖5-2所示。 

資料來源：Rio de Janeiro（2016），取自

http://www.gesel.ie.ufrj.br/app/webroot/files/workshops/offenberg1.pdf。 

圖 5-2 歐盟市場耦合狀況示意圖 

 在電力市場自由化管制方面，執委會負責與各成員國電力主管機關共

同制定競爭政策和競爭執行規則，歐洲法院以及各國司法部門負責進行司

法監督。執委會負責組織制定並執行有關行業法規和競爭規則。各成員國

根據歐盟新的電力指令要求，建立能源監管機構，讓其負責監管本國電網

無歧視開放、電力市場有效競爭、有序運作和監管電網。82如果成員國未

能遵守歐盟法律，執委會有權於在歐洲法院對該國提告。同時，依據歐盟

競爭法，執委會擁有發出停止違法行為命令、宣佈協議無效，罰款等手段

制止和懲罰違反競爭規則的歐盟內電力企業。83此外，執委會有權批准或

阻止合併、收購或建立合資企業。執委會還負責確保成員國不會透過提供

不法政府補貼來阻礙各會員國間自由競爭，並有權對某一行業部門中限制

和扭曲競爭的情況進行調查。84 

1. 歐盟電業自由化與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之衝突與調和 

 
82 EU Council，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

4949-a7c3-090a220af976，last visited on date：2019/7/25. 
83 TFEU Art.102 Sec.2 
84 EC No. 139/2004 

http://www.gesel.ie.ufrj.br/app/webroot/files/workshops/offenberg1.pdf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4949-a7c3-090a220af976
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9acbbf9d-0aa3-4949-a7c3-090a220af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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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於1990年代時，大部分電力市場均為公有或政府所控制，直至

1998年通過能源市場自由化法案，能源市場逐漸自由化。在逐漸自由化過

程中，歐盟決定：（1）明確區分產業競爭與非競爭部分。（2）強制該產

業中非競爭部分允許第三人接近該等基礎設施。（3）開放市場的供應方。

（4）逐步刪除顧客變更供應者的任何限制。（5）引進獨立監管機構85。 

  歐盟接續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全，供應有競爭力和可持續能源，故推

出再生能源政策，其中以歐盟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為最重要規定，該指令規定了歐盟產生和推廣再生能源的整體政策86。 

  故上述兩者強調自由化之脈絡與相對需要補貼的再生能源政策，即產

生衝突與矛盾。若放任電業市場自由化發展，則恐將不利於需要補貼之再

生能源發展；若再生能源發展補貼過度，亦將有害電力市場之自由競爭。

故如何平衡此種衝突，乃歐盟近來之重要課題。 

由於成員國為促進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推動不少計畫援助或補貼再生

能源，歐盟報告即指出，成員國使用國家補貼可能會破壞歐盟共同能源市

場，再生能源市場的競爭問題源於國家補貼機制87：（1）國家補貼可能造

成再生能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例如僅適用於某些技術，並可能在再生能

源和傳統技術之間形成不公平競爭環境，導致能源市場運作效率低落。

（2）不同成員國的援助計劃有巨大差異，其差異在不同成員國間創造不平

等的競爭環境，進而扭曲再生能源市場。例如德國將風力發電過剩之電力

出售法國和其他鄰近會員國，替代該國再生能源生產。（3）國家補貼可能

導致過度補助或降低事業對於設備或技術的投資。 

因此，歐盟於2014年發布「2014-2020年環保與能源領域國家補貼準

則」（Guidelines on State ai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2014-

2020, EEAG），該準則之重點在於達成能源政策目標過程中避免市場扭

曲。雖然此準則有一定作用，但歐盟仍建議成員國於制定國家補貼期間，

政策主管機關宜與成員國競爭主管機關共同評估88。 

 
85 Liberalisation of the electricity and gas market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2/15. 
86 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

energy/renewable-energy-directiv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2/15. 
87 European Parliament,Competition （2017）, Policy and an Internal Energy Market,44-45. 
88 European Parliament,Competition （2017）, Policy and an Internal Energy Market,47-4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energy/overview_en.html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energy/renewable-energy-directive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energy/renewable-energy-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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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盟競爭執委在傳統電力市場與再生能源市場之不同角色   

有鑑於歐盟電業自由化推動後，係以解放傳統電力市場內之電力交易

限制為主，且考量到眾多國家為了扶植再生能源發展，多採取補貼（創造

另外一個再生能源自己的管制市場）為主，迄今仍停留在扶植階段，故目

前並無涉及再生能源電業之反競爭案例，但存有關於電力市場之競爭法案

例。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過去多由各國政府主導的國有綜合電業之分拆

（unboundling），例如2006年調查波蘭與匈牙利供應契約、2007年調查西

班牙與法國電價89、2008年E.on德國電力平衡及批發市場反競爭案90、法國

EDF長期供電合約引發的反競爭案91，另外對於電業間的結合，是否會導致

市場壟斷進行管制，近年如德國最大電力公司E.on計劃收購競爭對手RWE

旗下的再生能源事業Innogy，交易金額將達約200億歐元（250億美元）92、

2004年禁止EDP（Energias de Portugal）與GDP（Gás de Portugal） in 

Portugal結合案93。 

但這並不代表歐盟競爭主管機關（競爭總署）置身事外。如前所述，

歐盟在建立單一能源市場時，雖不禁止針對再生能源給予優惠補貼，但也

擔心該優惠補貼扭曲市場競爭，故目前歐盟競爭主管機關對於再生能源可

能產生競爭法上之疑慮，多著重在國家補貼行為對於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可能形成之反競爭疑慮94。國家補貼被定義為國家公權力對於事業

 
89 . 
90 EU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COMP / 39389, 39389 
91 EU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COMP / 39386 
92 EU Commission,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E.ON's acquisition of Innogy, subject to 

conditions, 2019/9/17，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5582_en.htm，（最後瀏覽

日期：2019/11/1） 
93 C185 
94 TFEU Art.106 : “1. In the case of public undertakings and undertakings to which Member 

States grant special or exclusive rights, Member States shall neither enact nor maintain in force 

any measure contrary to the rules contained in the Treaties, in particular to those rul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8 and Articles 101 to 109. 

2. Undertakings entrust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services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 or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a revenue-producing monopol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contained in the 

Treaties, in particular to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in so far as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rules does 

not obstruct the performance, in law or in fact, of the particular tasks assigned to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must not be affected to such an extent as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on. 

3. The Commission shall ensu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and shall, where 

necessary, address appropriate directives or decisions to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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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否強制地賦予任何形式的優勢。因此，給予事業的補貼或歐盟對所

有企業開放的一般措施不受此禁令的約束，也不構成國家援助（例如一般

稅收措施或就業立法）。歐盟競爭主管機關著重在國家補貼的幾點特徵：

（1）國家或透過國家資源干預事業競爭；（2）採取各種形式（例如贈

款、利息和稅收減免、擔保、政府持有全部或部分公司，或以優惠條件提

供商品和服務等）；（3）干預給予接受者選擇性的優勢，例如特定公司或

行業部門，或位於特定地區的公司競爭已經或可能被扭曲；（4）可能會影

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 

歐盟競爭主管機關針對能源產業國家補貼主要分類為三種不同的管制

重點95： 

其一， 針對個別事業的補貼措施，尤其以稅務優惠最為常見。例如，

執委會過去曾針對法國電力集團（EDF）受到法國國內特別的稅務優惠，

認定有妨礙歐盟內部單一市場之公平競爭96，這類國家補貼可能會加劇現

有企業維持既有之國內市場的獨占地位，並排除新進競爭者參與競爭。在

電力市場上，這類補貼多與電力批發供應市場相關。 

其二，針對涉及通過風力、太陽能、沼氣、生質能等環保方式發電的

補貼措施，多藉由電網優先調度權限或國家補貼的電力批發價格等方式進

行。 

其三，「套牢成本」（stranded costs）之回收，發電業的成本回收，一

般是指電力公司取得投資回報及收回其營運成本的機制。對於綜合電業而

言，成本回收相對容易，理由在於取得投資回報及收回營運成本通常都是

透過收取電費，而當電力市場引入競爭時，一些電力公司可能不得不處理

低效率或剩餘的設備（即擱淺資產），並尋找其它方法來收回其中的擱淺

成本。即利用其它事業部門補貼其虧損結構，例如，以售電業補貼發電部

門之虧損。 

由此可見，競爭執委對於電力市場之介入，以介入傳統電力市場為

主；而再生能源市場，則以國家補貼（涉及如躉購費率FIT、競標制度等再

生能源補貼措施）及優先調度之優惠措施為焦點。然而在看待歐盟競爭法

 
95 Jonathan Faull, Ali Nikpay，The EC Law of Competition （2nd edi.），OXFORD，

（2000） 
96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IP/03/173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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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再生能源業之適用時，若從狹義觀點，應會認為那是否僅需聚焦國家補

貼以及優先調度之重點即可，而可以忽略傳統電力市場所生之反競爭案

例。 

然而，本研究認為，既然台灣當前導入之「綠電先行」制度，係直接

將綠電視為傳統電力，直接進入傳統電力市場競爭，故從廣義言，則似乎

可借鏡歐盟眾多傳統電力市場之反競爭案例。如，目前台灣在綠電先行

時，面臨英華威風力發電公司希望在PPA上與台電解約，自由賣入電力市

場；97甚至更早在2012年，就已經有議員質疑台北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焚燒

垃圾發電，台電只以每度1.93元收購；水利署管轄的水庫發電廠發電後賣

給台電，平均每度則是1.5元。98故未來此種被業者質疑不合理低價的長期

購售電合約，是否有可能被質疑因此卡住綠電市場之競爭，從而引發公平

法之疑慮？又發生在歐盟的法國EDF長期PPA案例，是否可能有所啟發？

本研究為此先初步提供三個傳統電力市場中非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法及國

家補貼之案例。 

3. 歐盟電業自由化後，非再生能源業之競爭法案例 

(1) 法國PPA長期供電合約衍生之排他性競爭問題 

歐盟執委會競爭總署於2010年3月17日宣布，法國電力集團（EDF）向

執委會自願承諾強化法國電力市場競爭，以解除2008年12月，執委會對於

EDF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調查。 

執委會在其報告裡指出兩點疑慮，其一，EDF在法國境內幾乎壟斷所

有大型工業用電戶的長期供電契約（PPA），基於EDF作為法國內部最大

綜合電業以及過去未開放前之市場結構，EDF簽訂之長期PPA對於法國電

力市場之開放新進發電業者參與競爭而言，無法進入法國電力市場參與競

爭，這樣對於法國電力市場之競爭有排除競爭之影響（foreclosure）；其

 
97 風傳媒，台積電急買綠電 業者「有電賣不得」全因台電卡關？，2019/4/28，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

%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

%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

%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

03250030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07/19。 
98 自由財經，北市議員︰台電購電大小眼，2012/04/22，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578004最後瀏覽日期：2019/07/19。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0325003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0325003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0325003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03250030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7%A9%8D%E9%9B%BB%E6%80%A5%E8%B2%B7%E7%B6%A0%E9%9B%BB-%E6%A5%AD%E8%80%85-%E6%9C%89%E9%9B%BB%E8%B3%A3%E4%B8%8D%E5%BE%97-%E5%85%A8%E5%9B%A0%E5%8F%B0%E9%9B%BB%E5%8D%A1%E9%97%9C-032500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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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DF在大型工業用戶簽訂之長期PPA中，訂有限制轉售電力的條款。

換言之，企業與EDF訂約後無法配合其各自之經營情況彈性調度其購買電

力，執委會認為這樣的行為有違反TFEU第102條濫用市場獨占力之虞，認

為EDF對於交易相對人設定「締約時附加條件，使契約相對人受到在客觀

上或商業習慣上與契約必要條件不當連結之額外義務。」，導致市場僵化

（liquility），有害企業自由營運。 

自2003年2月開放起，理論上，應有替代的電力供應商加入市場競爭，

可以自行爭取新的工業用電戶，建立客戶群並取得市場份額。然而，儘管

開放這種新的潛在競爭（potential competition），但EDF作為既有（現任）

的綜合電業運營商，EDF持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且因為法國政府高度持

股，其股權集中對於市場之主導地位難以撼動，認定在法國內部電力市場

屬於獨占事業。 

執委會認為EDF利用與法國大型工業 /商業客戶簽訂長期購電契約

（PPA），基於EDF對於大型工業/商業客戶之長期PPA，佔全法國近100%

的客戶，然而其在契約中針對供給之範圍、期間，和供給性質等契約內

容，以極高的轉換成本限制客戶可尋求其他發電廠商取得供電甚至備用供

電之機會，排除其他發電廠商參與競爭。99 

執委會指出，EDF與上述大型客戶群簽訂之PPA中，幾乎全部都針對

容量設有排他性競爭之限制，無論是明確定於條款中（法律上排他性，de 

jure exclusivity），抑或是契約中個條款綜合所生之效力，導致客戶無法尋

求其他發電廠商供給（事實上排他性，de facto exclusivity）。 

執委會認為，EDF契約所造成的排他性競爭效應（foreclosure effect）

是由三個不同要素組合： 

A. 相關市場上的EDF契約所涵蓋的供電總量； 

B. 契約效力的時限； 

C. PPA長期供電之性質。 

 
99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COMP / 39.386 para.4.3 （29） p.8: “concluding in France 

contracts with large industrial customers of electricity which, by their scope, duration and nature, 

foreclose the market for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to large industrial customers both to firms 

wishing to operate as principal suppliers and to firms wishing to operate as secondary suppliers 

and by imposing resale restrictions in its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to large industrial 

customers i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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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承諾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 

其一、針對執委會提出排他性反競爭（foreclosure）之疑慮，EDF承

諾： 

A. 自2010年6月1日起，藉由與各用戶間之契約調整，如契約期限以及選

擇權之行使，確保至少有目前每年發電總量之65%供電容量開放至市

場競爭。 

B. EDF未來與大型工商業用戶簽訂的PPA契約不得長於5年，除非在契約

內容中確保客戶5年內可以無條件終止契約。 

C. EDF對於選擇轉換其他發電者之客戶，會提供必要協助且不會增收額

外轉換成本。 

其二、針對執委會提出市場活絡限制（liquidlity）之疑慮，EDF承諾： 

EDF將解除與大型工商用戶簽訂長期PPA中限制用戶轉售電力之條

款，並承諾用戶可彈性調度其所購之電力，EDF並會提供所需之電網服

務。 

EDF承諾上述各項內容將持續推動10年，除非EDF連續兩年在法國境

內大型工商用戶供電市場之市占率降到40%以下。如果EDF違反其承諾，

委員會有權徵收當年度EDF總營業額的10%作為罰鍰。EDF與執委會和解

前、後之法國大型工商用電市場示意圖如圖5-3及圖5-4所示。 

法國EDF案對我國綠電先行可能之啟示在於，如EDF國營轉民營之大

型綜合電業，考慮到過去對於該國電力市場之獨占力以及電力交易模式，

若未進行廠網分離以及交易方式之調整，雖然廠商認為並未刻意排除其他

競爭者參與競爭，然而就其客觀條件仍可能產生事實上排他性（de facto 

exclusivity）之效果。尤其是針對大型工商用戶的長期供電契約（long-term 

PPA），考慮到企業所需要之供電穩定以及風險可控等購電需求，若法律

無法強制既有的獨占業者將部分業務切割分予市場競爭，這樣的契約模式

對於新進的契約業者而言，只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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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5-3 EDF與歐盟執委會和解前法國大型工商用電市場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5-4 EDF與歐盟執委會和解後法國大型工商用電市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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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E.on電力批發市場反競爭案 

E.on分拆前德國電力批發市場示意圖如圖5-5所示。2008年11月26日，

歐盟執委會接受E.on AG承諾處分德國境內相關公司之重要資產，要求E.on

將5,000MW的發電容量以及高壓輸電網系統營運業務進行分拆。這項承諾

係基於歐盟執委會認定E.on涉及在德國電力市場內濫用其獨占地位，違反

當時歐洲共同體條約（European Community Convention, ECC）第82條100

（現行TFEU102條）：「一個或數個企業濫用其在共同市場或在共同市場

重要部分之優勢地位，因而造成會員國間貿易往來之損害結果，係牴觸共

同市場之規範，應禁止之。」 

 
100 EC Convention Art.82:”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nso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一個或數個企業濫用其在共同市場或在共同市場重要部分之優勢地位，因而造成會員國

間貿易往來之損害結果，係牴觸共同市場之規範，應禁止之。 

這些濫用特別係指下列情形： 

（a） 直接或間接強迫接受不相當之進貨價格、銷售價格；或其它交易條件。 

（b） 意圖損害消費者，而限制生產、銷售、或技術發展； 

（c） 對交易對象，就相同價值之給付，適用不同之交易條件，因而導致交易對象受到不

利之競爭條件。 

（d） 在締約時附加條件，使契約相對人受客觀上或在商業習慣上與契約標的物無關之額

外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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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5-5 E.on分拆前德國電力批發市場示意圖 

  本案執委會調查E.on藉短期減產發電容量，妨礙其他競爭廠商在德國

電力批發市場進行投資。涉嫌濫用在德國批發電力市場中的獨占地位，有

違背當時《歐共體條約》第82條之規範。 

在初步評估中，執委會發現E.on刻意限制部分發電廠的產量，以提高

即時批發電價，如此將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執委會進行樣本抽樣（Sample 

item portion, SIP）顯示，在競爭激烈的短期市場中，在沒有發電容量限制

的情況下，價格由生產滿足需求所需的最後一單位電廠的短期邊際成本

（以下簡稱SRMC）決定。必須強調的是，價格制定單位的SRMC不僅決定

邊際工廠的收入，而且確定在任意給定時間生產的所有其他單位的收入，

如圖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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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 COMP 39388 p.8。 

圖 5-6 德國電力市場發電理論值實質曲線圖 

 

資料來源：EU COMP 39388 p.8。 

圖 5-7 德國電力市場發電情形實質曲線圖 

  圖5-7顯示2003年1月、2004年1月、2005年1月和2005年12月的發電效

率曲線，由於二氧化碳價格變動，曲線的主要變化發生在2005年。德國短

期市場的價格是由交易所（EEX）通過單日每小時為單位進行競標。每個

市場參與者自由提出各自價格與供給電量，EEX媒合各筆訂單，根據各筆

成交金額與電量，統整出各小時的市場平均價格。在電力無法儲存的條件

下，限制電力供應對於成交價格之抬升影響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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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市場的價格是透過競標機制決定批發市場之單一價格。電力供應

方的提出報價，得以反映發電機組之生產效率，一些成本相對低廉的基載

發電（如核能發電）和部分成本較高電廠（如燃氣電廠）間的邊際成本差

異可達七倍之多。相應地，考慮到電力需求彈性低，產品無法儲存，因

此，與大多數產品不同，減產的發電機組在短期市場上對於價格反應相當

直接，且當用電高峰時，除便宜的基載電力來源外，亦需要發電成本較高

的設備支援，此時若刻意減少成本低的電力來源，價格必會上漲，損害短

期市場之電力消費者。（參見圖5-8） 

是故，執委會對於E.on濫用市場獨占力判斷所做的結論，認定E.on在

2002年至2007年間，特別是2003、2004年操作尤為嚴重。執委會認為E.on

在短期市場之持續操作，導致EEX短期價格持續上漲進而影響到預期電力

市場之交易價格。電力減產迫使消費者以更高的價格購買未來電力，同時

會因為預估價格上漲之心理，提前購買未來電力供應，不利電力消費者。 

另外，E.on這樣的市場操作亦不利於其他發電業者參與市場競爭，理

由在於其它業者無法因應E.on發電部門之減產進行營運規劃，對於不同發

電源之設備投資環境無法預期，如應投資調度時間較快之天然氣機組，抑

或是核電機組等不確定因素。廠商無法預期市場環境而不敢投資，無法提

升德國境內之電力產能，對於消費而言亦會受到損害。綜上，認定E.on AG

違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 

 

資料來源：EU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Nov. 1-2009，p.52。 

圖 5-8 德國各個發電組合成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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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E.on電力平衡市場反競爭案 

本案執委會調查，認為E.on輸電業在進行平衡調度服務101時，利用其

獨占地位，排除其他發電業者提供二次調頻控制之電力。 

  本案執委會界定產品市場為二次調頻控制市場（二次平衡市場）

（secondary balancing power/secondary balancing reserves）；在地理市場之

界定上，執委會限縮在每個輸電系統營運商（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TSO）的服務網絡區域。直到2007年12月，TSO幾乎完全從其各自服務網

區域內的發電機組採購二次平衡的電力容量。 

在COMP. 39388 E.on批發電力市場壟斷案中，執委會即分析E.on在德

國電力市場，合乎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獨占事業地位，本案提供輸電業

務為E.on之子公司Netz，仍視為E.on為單一獨占事業。執委會提出根據歐

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E.on有濫用其在輸電網上的獨占地位，藉由增加內

部交易的開銷，並將成本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亦利用輸電系統營運商之地

位，妨礙其他成員國的發電業者將平衡電力輸出到E.on平衡市場內。 

2003年1月至2005年5月間，E.on Netz從其自己的附屬公司E.on Sales 

and Trading系統性購買了二級儲備容量，而非基於市場競爭採購其他更具

價格優勢的平衡供電來源，藉此E.on Netz增加自己內部的交易，對於自己

相關的子公司進行差別性優惠待遇，同時能夠將額外的平衡成本轉嫁給最

終消費者。 

再者，執委會分析E.on會妨礙其他成員國的發電業者將平衡用電輸入

E.on負責的區域。在某些情況下，其他成員國的發電業者要求在德國提供

平衡電力源的資格預審，但E.on拒絕了他們的資格預審。這樣做是為了有

 
101 「平衡調度」，係指電力供需不平衡（有稱：擾動）時，電網系統能夠自動進行調

度，以維持電網平衡，又稱：「自動控制」。歐洲常將自動控制區隔為一次調頻控制以及

自動發電控制。 

「一次調頻控制」：係指在運行中的發電機組隊系統頻率與自身頻率出現偏差（如歐洲系

統頻率訂為 50Hz）時，系統在 30 秒內自動反應。提供一次調頻服務之發電機組，多只在

極短時間內偏離原訂之發電計畫，約 15 分鐘。一次調頻控制中，考慮到發電機組出力會

在發電計畫周圍上下調節，系統會自動調整發電量，故一次調頻的電量不會額外結算。 

「二次調頻控制」：通過對於系統管制區內加裝自動發電控制裝置之發電機組進行自動調

節，根據控制區域與相鄰控制區間之功率交換，自動調節發電機組之發電量。參與二次調

頻控制之發電機組，其發電量多會預先競標價格，抑或是計入「第三次人工調頻控制」中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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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其自己的子公司，更廣泛地為德國發電業者保留德國電力平衡市場。

執委會認為，E.on的做法可能導致成員國間的貿易環境受損，因為這樣的

操作模式不僅影響德國境內的大型工業用電戶，更將影響其他成員國內部

的客戶。德國電力市場價格之不正常上漲削弱了向其他市場出口的機會。

E.on分拆後德國電力批發市場示意圖如圖5-9所示。 

E.on電力批發市場案對我國目前電業自由化改革之啟示方面，如

E.on、EDF等大型綜合電業垂直整合易產生濫用市場獨占力之行為，以

E.on在德國電力批發市場，利用電網調度之能力，配合發電部門之減產不

當操作市場。目前台電作為綜合電業同時為唯一的輸配電業者，我國電業

法目前要求輸配電業者需優先調度再生能源，然而若基於系統安全等因

素，可例外先調度非再生能源。考慮到我國再生能源之供電穩定性，以及

電網環境，台電是否會優先調度再生能源？若從市場結構觀察，不調度再

生能源實有其經濟上之誘因，平衡市場案的狀況，亦是輸配電部門濫用市

場獨占力，以優惠自家發電業。台電在我國電業市場分析上屬於獨占事業

這點，就目前改革進度仍難以撼動，然而如何避免其濫用市場獨占力，在

市場制度設計上應謹慎看待，以有利電業自由化目標之實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5-9 E.on分拆後德國電力批發市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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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盟電業自由化後，再生能源業之競爭法案例：以國家補貼為中心 

從歐盟執委會網站上案例搜尋檢索，電力相關之國家補貼競爭案件

（多涉及TFEU第106條、107條）高達292件，遠超過濫用市場獨占力及聯

合行為之案件數量。其中，有49件為針對風力發電補貼，詳細列表整理於

附件一。 

以丹麥環境友善供電補貼措施（Support t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lectricity Production）案為例（見表5-4），丹麥向歐盟競爭主管機關申報

（notification）增加對於環境友善發電之補貼措施，本次提出係針對風力

發電部分。其內容主要包含（1）對於再生能源碳稅補貼（0.1 丹麥克朗/

度）；（2）為促進風力發電發展，給予早期投入之風力發電設備補貼

（0.1丹麥克朗/度），又稱「拓荒者條款」、「學習成本補貼」；（3）剩

餘電力調度補貼（0.023丹麥克朗/度）；（4）針對2005~2009年併網之風力

發電廠進行設備更新補助（0.12丹麥克朗/度），且須提出舊設備之報廢證

明，補貼期限最長為5年、發電時數12,000小時。執委會基於當時的共同體

條約第87條第3項102，同意丹麥政府提出之補貼政策。 

表 5-4 丹麥提出補貼措施與現有措施之差異比較分析103 

補貼項目 既有補貼措施 新增補貼措施 

風力發電設

備更新 

⚫ 2005年1月1日後併網之風

力發電 

⚫ 併網後20年內保證以0.10

丹麥克朗（DKK）/度、高於市

場價格收購。 

⚫ 2008年2月21日後併網之風力

發電（包含陸域以及離岸風電） 

⚫ 併網後22,000（滿載）小時計

算（約8~9年）增加保證收購金額至

0.25 DKK/度 

⚫ 一次性支付0.004DKK/度，滿

載生產22,000小時 

風力發電設

備除役 

⚫ 除上述更新補貼外，對於

在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

日期間預計新設之機組，同時在

2004年12月15日至2009年12月15

日期間拆除舊的風力發電機組，

給予額外補貼。 

⚫ 新增對於2008年2月21日開始

併網之新設風力發電機組補貼拆除

舊有機組織補貼時間延長至2010年

12月15日（拆除），以及截至2010

年12月31日（併網）。 

⚫ 補貼金額減少至0.08DKK/度 

 
102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7 條第 3 項：「…為促進特定經濟部門或經濟領域的發展，而給與

的補貼…得視為符合共同市場的補貼。」 
103 貨幣單位：1 克朗（DKR）= 100öre。1 DKR =約。13.3 美分/歐元。（200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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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項目 既有補貼措施 新增補貼措施 

⚫ 給予相較拆除的舊風力發

電機組產量兩倍以上之新機組，

併網後，最初12,000個滿載小時

0.12DKK/度價格保證收購，高

於市場價。同時，最高可達

0.48DKK/度市場價格收購。 

⚫ 電力市場價格，普通補貼

為0.10DKK/度，以及報廢補貼

0.26DKK/度。 

⚫ 減少電力市場上補貼價格

高於0.26DKK/度之機組報廢補

貼，並取消電力市場價格高於

0.36DKK/度補貼。 

⚫ 仍然是同期間在拆除舊有風力

設備之兩倍金額。 

⚫ 刪除最大補貼限額。 

平衡成本 

（Balancing 

Costs） 

自2003年1月1日起新建風力發電

機組，補貼0.023DKK/度 

 

資料來源：EU N354/2008, P.6-7。 

   

  雖然再生能源補貼案件多，然而被執委會認定為違法國家補貼之案件

卻極少。執委會過去認定違法補貼再生能源之案件，如奧地利在2008年時

提出該國《綠色電力法》（Green Electricity Act, Ö kostromgesetznovelle ）之

修正案，強化對於再生能源業者以及大型用電戶使用再生能源之補貼，但

是執委會對於部分能源密集型企業可以豁免於該法之再生能源義務，執委

會要求進一步調查104，後於2011年執委會認定奧地利政府以內國法規，選

擇性地給予部分能源密集型企業再生能源義務豁免，構成歐盟競爭法之國

家補貼，且不適用例外條款，認為有限制歐盟共同市場之競爭之疑慮而遭

到執委會禁止。1052011年做成決議後，奧地利政府在2012年2月初再次修訂

《綠色電力法》（Ö SG 2012），並經執委會同意施行。 

   

 
104 No C 446/2008 
105 No C 24/2009 

後於 2014 年歐盟法院亦宣判奧地利政府此一豁免機制係為違反歐盟競爭法下的國家補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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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 

美國能源事務之分工，在聯邦層級有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RC）作

為能源管制機關，能源部（DOE）則為能源政策主管機關，而能源自由化

之市場監督，則由FERC監督跨州電力交易，各州的零售市場則屬於各州的

公用事業委員會（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C）106之管轄。關於美國電

力市場競爭調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根據能源政策法之要求，

調查研究美國電力批發和零售市場的競爭現況，於2007年公布電力批發和

零售市場競爭報告107（Electric Energy Market Competition Task For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Competition in Wholesale and Retail Markets for Electric 

Energy），其中關於再生能源部分，該報告整理美國各州對於再生能源之

標準與政策。 

美國的競爭法或稱反托拉斯法起始於1890年的Sherman Act，法案中規

定在美國境內任何限制貿易的契約、信託或兩者並存是違法的，且壟斷貿

易將被處以重罪。然該法案重視事後的懲罰而非事前的預防且執行成效不

彰，遂於1914年有Clayton Act的出現，用以補充Sherman Act的不足。

Clayton Act列舉應被禁止的企業行為，如差別取價、搭售、限制合併等，

並期望在壟斷形成初期就能有所防範，同年並成立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負責處理反托拉斯事務的調查與執行。108後續有關

的競爭法有如1938年的Wheeler Lea Act，針對非公平競爭的方式或詐欺行

為列為違法，避免消費者受錯誤或不實廣告之誤導；又如在1976年實施的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則要求大公司間的合併需獲得司

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和FTC的批准109等。 

對於大多數行業而言，美國的競爭政策通常集中在州和聯邦反托拉斯

 
106 許志義主持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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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8。 
107 Electric Energy Market Competition Task Force, Report to Congress on Competition in 

Wholesale and Retail Markets for Electric Energy, https://www.ftc.gov/reports/electric-energy-

market-competition-task-force-report-congress-competition-wholesale-retai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2/15. 
108 陳琪，「美國反托拉斯法之簡介」，公平交易季刊，第 1 卷第 4 期，47-48（1993）。 
109 Francisca Kusi-Appiah, “Im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K and the US,”ERRA Regulatory Research Award 

Paper, 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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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即1890年的Sherman Act和1914年的Clayton Act中的法律基本理念。

美國競爭政策的精神是防止企業行使大量市場力量進而影響市場運作，而

非規範具有支配地位的企業。鑑於此理念，美國反托拉斯政策主要側重於

防止企業運用市場力量影響市場上的競爭結構，方法主要是透過審查企業

間的合併、聯合、設立合資企業以及起訴企業間明確勾結的企圖。110而競

爭法在執行上可由聯邦層級的DOJ、FTC或FERC執行，又或是根據

Sherman Act的規定由州政府執行，另也可由私人團體提起訴訟。在執法

上，雖然DOJ、FTC與FERC都能執行反托拉斯法，但FERC比較偏向對市

場早期的監管，而DOJ及FTC則比較偏向實際執法的單位。111 

1. FERC對電力市場的管制 

(1) 概況 

FERC對電力市場的管轄職責主要有：批准管轄範圍內公用事業、電力

營銷商、電力池、電力交易所和獨立系統營運商在州際貿易中的批發電力

與輸電的費率；監督特定股票和債務證券的發行、承擔義務及債務，和企

業合併；審查公用事業公司的高層官員與其開展業務公司之間的官員和董

事職位變化；審查聯邦電力營銷管理部門設定的費率；審查豁免批發發電

商（exempt wholesale generator, EWG）的資格狀態；及提供合格的小型電

力生產和熱電聯產設施的認證。112在過去幾十年的國家政策，一直致力於

開放批發電力市場，期望能促進批發電力市場的競爭，FERC以美國聯邦政

策下的法律框架，多年來迅速且強力的執行該國家政策。在其中，FERC的

核心職責便是「防止消費者受到非競爭電力公司的剝削」，FERC透過監管

與競爭來履行其職責，而隨著技術的進步與不斷變化的電力市場，FERC尋

求在監管與競爭中找到平衡，以保護消費者免受企業壟斷的侵害。113 

 
110 Jim Bushnell, “Looking for Trouble：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U.S. Electricity Industr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Markets （CSEM） Working Paper Series, 5（2003）. 
111 Francisca Kusi-Appiah, “Im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K and the US,”ERRA Regulatory Research Award 

Paper, 3-4（2016）. 
112 FERC, “Commission's Responsibilities,”https://www.ferc.gov/industries/electric.asp,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07/24. 
113 FERC, “Electric Competition,”https://www.ferc.gov/industries/electric/indus-

act/competition.asp,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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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C對州際電力和天然氣市場提供市場監督並發布分析和報告於其網

站，包括冬季能源市場評估、夏季市場和可靠性評估、州的市場報告和能

源入門書。114此外，對於避免市場操弄行為破壞市場正常運作或導致消費

者權益受侵害，FERC的反操縱規則（18 C.F.R. §1c）中規定，任何實體直

接或間接以下列方式購買或銷售電能或天然氣，或購買或銷售受委員會管

轄的傳輸或運輸服務是非法的： 

A. 使用或利用任何裝置、陰謀或手段進行欺詐， 

B. 對重要事實作出任何不實陳述或省略陳述必要的重要事實，以便根據

其製造的情況作出陳述而非誤導，或 

C. 從事任何行為、實踐或業務過程中，實行或將會實行的詐欺行為，或

欺騙任何實體。 

其他關於適用委員會反操縱規則的指南存在許多公共命令中，而有關

市場操弄的重大調查案件被陳列於FERC的網站上。115 

(2) 管制發展 

根據1935年的聯邦電力法案（FPA），FERC對批發電力交易及其傳輸

佈局擁有管轄權，其並具有法定授權要求確保費率符合公正、合理的標

準。FPA賦予FERC對市場的監管義務遠超出監督其他行業競爭政策的反壟

斷機構所獲得的授權，使FERC在確定公正合理的費率方面具有廣泛的自由

裁量權。116自1980年代以來，FERC的市場監督角色、重心，已從基於成

本、費率制定功能，轉變為旨在確保提供具有競爭力價格的能源市場制

度。117而1992年國會賦予FERC權限以建立具競爭力的電力市場後，因1990

年代後期絕大多數批發電力交易仍是在公用事業公司之間，從而FERC的電

力政策自然便關注在發電和輸電設施之間的垂直關係。其後為促進其他獨

 
114 FERC, “Market Oversight,”https://www.ferc.gov/market-oversight/market-oversight.asp,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07/24. 
115 FERC, “Prohibition of Energy Market Manipulation,”

https://www.ferc.gov/enforcement/market-manipulation.asp,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07/24. 
116 Jim Bushnell, “Looking for Trouble：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U.S. Electricity Industr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Markets （CSEM） Working Paper Series, 5（2003）. 
117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1（2016）. 

https://www.ferc.gov/legal/staff-reports/2016/marketmanipulationwhite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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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非公用事業發電的發展，促成一系列旨在授予獨立發電業進入公用事業

擁有的輸電設施的命令。118 

隨著市場越趨複雜，包括實體和金融衍生產品、新型態以管理複雜市

場規則與商品的獨立系統營運商（ISO）和區域傳輸組織（RTO）的出

現、電子交易工具和平台，以及除傳統公用事業外的許多新市場參與者加

入，而越來越複雜的電力市場結構，也持續導致市場參與者透過操弄市場

來達成其獲利目的。119 

在發生加州電力危機後，FERC認知其執法工具落後於市場發展，且無

法履行其確保公正合理費率和保護能源市場參與者及消費者的核心使命。

在危機發生前，FERC的法規、命令或規則均未包含任何明確禁止或市場操

縱的定義，直到加州電力危機後，FERC才頒布適用於電力市場的市場行為

規則（Market Behavior Rules）。120雖是如此，FERC仍缺乏足夠的裁罰權

力和監管其管轄的能源市場中可能存在問題行為的工具，來有效地制止和

制裁市場操縱。121 

為此美國國會於2005年通過新的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122，廣泛授權FERC並強化其懲罰權限，以確保其在執法上能有效禁止市場

操縱。國會透過新的能源政策法案賦予FERC強力且有彈性的立場來對抗市

場操弄行為，FERC並於2006年頒布Order 670的反操縱規則123，廣泛定義市

場操縱的類型，使其擁有廣泛的權力能夠跟上本質複雜且持續變化的能源

市場，及在市場中的新型態市場操弄行為。124而自新的變革時期執法至今

也有超過10年的經驗累積，FERC在2016年公告的白皮書中總結其對市場操

 
118 Jim Bushnell, “Looking for Trouble：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U.S. Electricity Industr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Markets （CSEM） Working Paper Series, 6（2003）. 
119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1（2016）. 
120 https://www.ferc.gov/whats-new/comm-meet/111303/E-3.pdf 
121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2（2016）. 
122 https://www.ferc.gov/enforcement/enforce-res/EPAct2005.pdf 
123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c=ecfr&sid=5526e11f6adf72bcb980bf480b29c88e&rgn=div5&view=text&node=18:1.0.1.1.

3&idno=18 
124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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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的執法分析。 

在適用法規上，FERC發現執法過程中與傳統數十年來反壟斷證券與商

品的法規內容和結果一致，而差異部分則反映了能源市場的獨特特徵125。

該白皮書中針對詐欺行為進而可能影響市場運作的類型提供三個特徵126： 

A. 具非法目的的行為 

B. 不符合經濟效益的行為操作 

C. 與市場運作原則不符的行為 

另基於電力市場的複雜化與個案類型的不同，FERC未詳盡列出所有市

場操弄的行為，僅於白皮書中提供三種市場操弄的類型進行說明： 

A. 跨市場的操弄計畫（Cross-Market Manipulation Schemes）： 

跨市場操弄計畫縱涉及在一個市場中進行交易，旨在影響價格往特定

方向發展，從而使相關市場中的其他部分受益。這種類型發生在加州能源

危機期間，並且仍在今日的證券和商品市場以及電力和天然氣市場中持續

發展。127 

B. 玩弄市場規則（Gaming of Market Rules）： 

玩弄市場規則包括以欺騙性方式規避或不公平地利用市場規則或條

件，進而損害市場和潛在的其他市場參與者或消費者的正常運作。這種類

型同樣發生在加州能源危機期間。128 

C. 錯誤的虛假陳述（Misrepresentations）： 

如同上述兩類型，錯誤的虛假陳述可追溯自加州能源危機，即各企業

向提供虛假信息或其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實質性的誤導性，以利用某些市場

 
125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7-8（2016）. 
126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11-16（2016）. 
127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18（2016）. 
128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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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或作法來獲利。129 

除積極遏止與監控市場參與者對電力市場的操弄外，FERC也於白皮書

中提及對於市場的操弄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可減輕或可能加重罰則的要素，

常見的要素包括承諾遵守合乎規定的計畫、企業自我審查與報告，及於

FERC進行調查時的配合等。當有潛在市場操弄的情況出現時，FERC將審

議違反行為的嚴重性、相關補救措施是否達成、過往違規的歷史紀錄、企

業中高階主管是否參與、企業是否有阻撓或提供不實資訊，與上述三個要

素等綜合考量來決定對企業的減輕或加重裁罰。130總結來說，由於2000年

的加州能源危機，讓FERC自新的能源政策法案獲得國會更廣泛的授權來進

行對市場的管制，透過積極分析和監督市場數據的實際行動來預防或及時

改正存有操弄市場的行為，確保市場公平、正常的運作，保障市場參與者

與消費者的權益。 

2. 美國電力市場中競爭法使用的特性 

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在反托拉斯的案件中非常重要，因為不論是

Sherman Antitrust Act或是Clayton Act中關於企業合併的部分，都要求證明

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也因此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的界定對於辨別

市場中市場力量的存在是一重要因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製定三個建立壟

斷所需的要素，包括價格壟斷對公眾造成損害、限制生產與降低生產品

質。131 

市場份額（market shares）用來作為確認某個實體（entity）或個人是

否擁有市場力量或是壟斷。在美國各州的聯邦地區法院對於具有市場支配

地位的門檻有不同的標準，並以之作為相關市場中市場力量的指標。一般

而言美國整體以占有60%為判斷壟斷的門檻，而若以州來看則會有較高的

門檻，其值約落在70-80%的範圍。132 

 
129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28（2016）. 
130 FERC, “Staff White Paper on Anti-Market Manipulation Enforcement Efforts Ten Years 

After EPAct 2005,”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32-33（2016）. 
131 Francisca Kusi-Appiah, “Im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K and the US,”ERRA Regulatory Research Award 

Paper, 2-3（2016）. 
132 Francisca Kusi-Appiah, “Im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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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用競爭法時對於界定相關市場、相關產品、市場的地理範圍與地

理市場中供應商對產品的市場份額是重要的，而這些判斷也是影響市場力

量是否存在的要素。然而電力市場中基於電力特殊的物理特性，使其在判

斷上會出現與其他產品在界定上不同的性質。如在電力市場，唯一的產品

為電力，並沒有替代產品；又電力市場的地理位置範圍除了取決於競爭對

手運輸電力的成本，還需考量其運輸上的物理限制能力；另電力並不像其

他產品能有效的儲存，因而會有輸電容量的限制。 

在處理電力市場競爭法相關問題上，雖然FERC比較偏向對市場早期的

監管，但FERC對於批發電力市場中的企業合併、收購或資產移轉仍享有管

轄權，且在電力領域有關擬議交易所提出的任何反競爭問題，通常由FERC

率先解決而非反托拉斯機構（DOJ、FTC）133。FERC通常要求申請人提供

競爭性篩選分析（水平或垂直，視情況而定），顯示擬議資產的處置對相

關產品在地理市場的影響。競爭性篩選分析必須134： 

(1) 確定相關產品和可分析收購競爭影響的地理市場； 

(2) 在擬議收購之前及之後，確定所有參與公司的市場份額（market share）

和市場集中度（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n the market）； 

(3) 確定合併實體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市場特徵，例如產生對其他公司進

入相關市場的障礙。 

在判斷市場力量上， FERC與DOJ及 FTC相同，使用Herfindahl-

Hirschman指數（HHI）來衡量市場集中度量，但有不同的閾值。另在水平

電力公用事業合併分析上，FERC並未遵循DOJ和FTC指引，而是使用更嚴

格的標準來衡量市場集中度，透過評估市場力量增加的幅度和市場力量在

整體交易後集中度，使FERC確定可能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交易。135 

然而，依照傳統對以上判斷標準的既有方法判定，時常會引發爭議與
 

Sect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K and the US,”ERRA Regulatory Research Award 

Paper, 3（2016）. 
133 Daniel Hagan, Jane Rueger, John Forbush, “Electricity Regulation 2018 – United States,”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237（2017）. 
134 Daniel Hagan, Jane Rueger, John Forbush, “Electricity Regulation 2018 – United States,”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236（2017）. 
135 Daniel Hagan, Jane Rueger, John Forbush, “Electricity Regulation 2018 – United States,”

GETTING THE DEAL THROUGH, 23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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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或是因而低估市場力量而造成誤判。136本研究認為或許因為上述理

由，因FERC無法有一個完整且無爭議的結構模型來預測，使其將政策重點

從監管結構轉向規範行為來進行，進而可見在2016年發佈的白皮書上將重

點著重於對市場操弄行為進行論述。此外，由上述資料也可知在有關電力

市場反競爭問題的處置，DOJ、FTC與FERC的管轄權略有重疊，然其共同

追求之目標無非是提供公平競爭之電力市場及保障消費者權益而努力。 

 

（三） 日本 

  關於日本再生能源電業競爭相關議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未針

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提出政策研究、競爭倡議或指導方針，而是就電力市

場自由化下探究電業競爭議題，其電力市場自由化之電業競爭議題為何，

為日本部分首要研究重點。再者，因日本已於2016年達到電力市場全面自

由化，於電力市場改革與電力事業法一路修法推動過程中，日本公平交易

委員會所扮演之角色與產業主管機關之互動為何，亦為研究重點。 

1. 電力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互動 

關於電力政策與競爭政策的互動，最早明文體現於1947年（昭和22

年）所頒布之獨占禁止法。當初的立法者認為電力產業是完全自然壟斷產

業，電力產業法制與競爭法互不相干，故於原第21條規定自然壟斷產業不

適用獨占禁止法之除外規定，即鐵路、天然氣、電力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

之產業，其事業從事生產、銷售與供給等產業固有行為，不違背獨占禁止

法之規定。此規定於2000年（平成12年）刪除，此後電力產業同時適用電

力產業法制與獨占禁止法之規定137。 

  當日本電力改革不斷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電力事業法亦引入「競爭促

進型」或「領域特定規制」之規範內容。除了電力輸配電基礎設施不宜引

入自由競爭外，電力產業其他部分均朝完全市場化邁進。在邁入完全市場

化過程中，電力市場參與者更加多元化，不同競爭者間為了搶奪市場勢必

運用多種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有時會妨礙競爭秩序，因而涉嫌違反日本

獨占禁止法。但是，由於電力產業法制中亦規定促進競爭之條款，此時即

 
136 Jim Bushnell, “Looking for Trouble：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U.S. Electricity Industr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Markets （CSEM） Working Paper Series, 7-9（2003）. 
137 李慧敏，移行期における政府規制と競争政策の関係についての検討 ―日中両国にお

ける電力産業の規制を中心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審査学位論文（博士），17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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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同一行為同時適用電力產業法制與獨占禁制法之「雙重規制問題」。

因此，日本學界多關注上述兩者競合適用時，如何處理電力產業法制與獨

占禁制法之適用關係，還有如何處理日本經濟產業省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兼

職權分配的問題138。 

(1) 學說討論 

  根據日本獨占禁止法第1條規定：「本法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

及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量之過度集中，排除由協定等聯合對

生產、銷售、價格、技術及其他事業活動之不當限制，促進公平且自由之

競爭，以發揮事業之創意及商業之繁榮，進而提高就業及國民實質所得水

準，並確保消費者利益，達成整體經濟健全發展之目的139。」日本獨占禁

止法立法目的之一乃促進公平自由競爭。然而，當電力產業法制之目的亦

在促進公平自由競爭時，日本獨占禁止法與電力產業法制即可能產生競合

問題，就必須探究如何優先適用，日本學界就此討論有五大學說，分別是

獨占禁止法優先說、獨占禁止法界限說、產業法優先說、產業法與獨占禁

止法分立併存說與相互補完說，整理如下140。 

A. 獨占禁止法優先說 

  獨占禁止法優先說認為，既然獨占禁止法作為經濟憲法，只要有

獨占禁止法適用之可能，就算產業法制中有促進競爭之規定，然因該

規定不過是過渡條款，還是必須優先適用獨占禁止法。 

B. 獨占禁止法界限說 

  又稱獨占禁止法侷限說、慎用說，本說強調獨占禁止法有其適用

的侷限性，因其理論基礎乃靜態價格理論，不能妥善處理產業動態的

問題。 

C. 產業法優先說 

  此說認為獨占禁制法應該尊重產業法的立法目的與立法意旨，當

 
138 李慧敏，移行期における政府規制と競争政策の関係についての検討 ―日中両国にお

ける電力産業の規制を中心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審査学位論文（博士），175（2014）。 
139 本研究就日本獨占禁止法條文翻譯係援引公平交易委員會，「獨占禁止法（平成 25 年

版）」，https://www.ftc.gov.tw/upload/467c35fb-c66b-462c-8b23-81e7a130f1b3.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9/7/23。 
140 關於日本學說討論整理自：李慧敏，移行期における政府規制と競争政策の関係につ

いての検討 ―日中両国における電力産業の規制を中心として，早稲田大学審査学位論

文（博士），224-22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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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產業法管制之產業進行執法，就是產業法律的入侵

（事業法的世界への侵入）。 

D. 產業法與獨占禁止法分立併存說 

  本說認為獨占禁止法與產業法是可以併存的，二者可以就產業不

同之特性、體系等分別予以選擇。然此說對於二者如何分立併存，並

無給出明確方向。 

E. 產業法與獨占禁止法相互補完說 

  本說為學界通說，認為獨占禁止法與產業法於立法目的、管制手

段等各有區別，二者不可互相替代，故無庸討論優先問題，而是必須

互相配合，一起推動產業發展。在此基礎上，本說更具體指出當產業

法規範內容乃限制競爭時，當與獨占禁止法發生衝突時，應優先適用

獨占禁止法；當產業法規範內容是促進競爭，當與獨占禁止法發生衝

突時，在考慮產業趨勢下並尊重獨占禁止法之「經濟憲法」，二者與

其主管機關必須相互協調與配合。 

(2) 互動實際 

  在大幅修正電力事業法之前，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去曾關注確保電

力市場新進入者和既存電力公司之間的公平競爭，確保電力市場之有效競

爭環境。2001年時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就電力市場放鬆管制與競爭政策，

提出須確保輸電和配電設施之中立性，藉此保持市場進入者與公用電力事

業間的公平競爭。2002年提出為因應電力零售全面放鬆管制，必須考慮獨

立於公用電力事業之輸配電作業，以創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環境。2006年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建議提供更多電力以促進電力交易，加強市場監督，

強化電力市場之資訊揭露，而關於電力調度之平衡原則，應根據電力設施

之規模與預先安排之發電計畫。最重要的是，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出，

電力市場的管制逐漸放鬆，也代表獨占禁止適用於電力市場的範圍逐漸擴

大141。 

  因東日本大地震與福島事件，使日本關注與擔憂日本電力資源問題，

此後努力降低用電量並提高環保意識，以降低電力需求，並推動能源轉

 
141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Proposals for the electricity market from competition policy, 3-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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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例如如何有效推動再生能源142。同時福島事件促使日本政府對當時九

家電力公司垂直整合及其電力網相互間無法接續等所生弊端，有著強烈的

不滿，故分別於2013 年、2014 年大幅修正電力事業法143。 

  在2013年、2014年二次電力事業法大幅修正，要求廠網分離、實施發

電、售電全面自由化的改革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首先依內閣指示，理

解和分析電力市場當前競爭狀態的問題。其作法為調查分析日本電力市場

競爭情況，觀察外國電力市場實際競爭狀態與問題，同時將日本電力市場

改革納入研究主題144。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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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係以促進電力產業公平且

自由之競爭為目的，該交易指針說明電力產業中涉及競爭之議題，並指出

違反行為所涉及之獨占禁止法規定，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產業省應

如何協調執法。更重要的是，讓電力事業預知其可能的違法行為與涉及之

獨占禁止法規定，讓電力事業有所適從、自我約束。 

  觀察日本電力事業法與獨占禁止法、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產業省之

互動，整體而言是屬於產業法與獨占禁止法相互補完說。其中，日本公平

交易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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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體現產業

法與獨占禁止法相互補完說。以2005年4月21日關西電力警告事件（関西電

力㈱に対する件）為例，於本案中，日本前十大電力公司的關西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為推行集合住宅全電氣化計畫，對採用全電氣化和採用電力天然

氣混用的集合住宅開發商設定不同交易條件，此行為涉及獨占禁止法不公

平交易規定和當時電力事業法第19條不當差別待遇之規定。於本案中，日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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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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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1-

122（2014）。 
144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Proposals for the electricity market from competition policy, 

18-28 （201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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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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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產業省相互溝通與協調，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電力供應服務市場的競爭影響進行評價，給予關西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警告處分。後由經濟產業省調查，就熱源供給服務市場之差

別待遇行為，依電力事業法對違法補助行為採行行政指導之處理。體現二

機關間綜合考量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並相互配合。 

  須補充說明者，經濟產業省下之資源能源廳，乃日本電力事業主管機

關與管制機關，其主要職掌包括電力制度改革規範與管理、電力供需推動

措施訂定、核能發電政策、電業執照許可核發、電業轉讓或併購核可、違

法取締行為等146。而日本於2015年9月成立「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

會」（Electricity and Gas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ssion），直屬於日本經

濟產業省，該委員會設置1名主席以及4名專門委員，並由經濟產業省長任

命，委員成員專業領域包括法律、經濟、財務、工程等。另該委員會底下

設置3部門，分別為政策規劃、市場監督、電網監控等147。 

  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設立主要功能為：（1）收集報告進行審

察，提供電力市場交易建議，並行使調解/仲裁之權力；（2）向經濟產業

省部長提出關於電網費率和電力零售商評估方針的建議。基本上，電力和

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監視對象為所有發電、輸配電、電力零售等事業，

負責在電力市場上，監視批發與零售交易的公平性，以及輸配電業者的行

為，確保輸配電網的中立性，並負責向經濟產業省提出有關費率與市場監

督之建議以及行使調解或仲裁之權力，其最終目標是促進電力市場的健全

發展，為了進行電力市場監督，委員會要求受監視對象須於規定期間內提

交相關報告148。就此，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定期根據電力事業法

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收集來自電力公司和批發電力交易所之資訊，彙整

後公開電力交易狀況報告（電力交易的狀態）。 

2. 電力市場競爭行為之指導方針 

  關於自由化之電力市場的競爭行為等之規範，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

經濟產業省共同合作、訂定應有競爭行為準則之作法，以釐清電力市場之

競爭法問題，防止違法行為之發生，共同訂定與頒布適當電力交易之指

針。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係以促進電力產業公平且自由之競爭為目的，該

交易指針說明電力產業中涉及競爭之議題，並指出違反行為所涉及之獨占
 

146 經濟部能源局，日本電力市場開放研習報告，7（2017）。 
147 經濟部能源局，日本電力市場開放研習報告，19（2017）。 
148 經濟部能源局，日本電力市場開放研習報告，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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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法規定。對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經濟產業省來說，可以明確說明

二機關間應如何協調執法，有所適從。 

(1) 規範的必要性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分成二大部份，第一部分為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

之必要性及構成。關於必要性，第一部分第1點說明鑑於日本國內外經濟和

社會環境變化，自1995年以來在電業引入了競爭原則，並建立公平有效制

度，有效地實現穩定電力供應，並逐步推動零售業實行部分自由化的改

革。然而，在電力零售業，通用（配售）電力公司於每個供應區域的市占

率接近百分之百，電力零售新進入者依賴於通用（配售）電力公司，但通

用（配售）電路公司既擁有銷售部門又擁有網絡部門，又是零售新進入者

之競爭者，為避免新進入者將處於不利地位，有規範之必要。 

  再者，獨占禁止法與電力事業法於規範課題上似有衝突優先問題，在

考慮產業趨勢下並尊重獨占禁止法之「經濟憲法」，二者與其主管機關必

須相互協調與配合。特別是電力事業法在電力改革下經過多次修正，引入

多條積極促進競爭的規定，例如經濟產業產業大臣有權審查送配電企業有

無存在對特定交易對象設定差別條件等影響市場競爭之行為即是149。 

  因此，1999年12月，主管電力事業法之日本通商產業省（現為經濟產

業省）和主管獨占禁止法的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相互合作，闡明啟動獨占

禁止法和電力事業法下有問題之行為的標準，並制定了與獨占禁止法和電

力事業法適當競爭行為之一致標準，明確說明獨占禁止法禁止行為與電力

事業法所禁止行為的不同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2013年後日本開始推進第四次電力市場化改革，修改電力事業法以調

整電力產業政策，同時也同步修正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基本上日本公平

交易委員會與經濟產業省之分工，係電力事業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綜整實

務，以事先監管方式規範電力事業之行為，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則偏向

事後監管檢視有無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2) 規範之架構與規範要點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第二部分為指針重要內容，規範了在零售範圍中

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在批發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負面

 
149 日本電力事業法第 18 條托送供給約款規定與第 19 條關於託送供給約款之命令與處分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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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ネガワット150）交易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託送範圍中

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以及與其他能源競爭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

方式。每個部份的規範模式為先提出思考方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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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範架構與要點整理如表5-5所示。 

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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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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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此日文係指電力需要者節電後將剩餘電力作為一般電力進行交易，係範圍中適當電力

交易的正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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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② 其他行為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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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從適當電力交易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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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零售電力業者的批發供給等 

   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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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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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批發業者往零售市場加入 

    ⑥ 對批發業者濫用優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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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⑦ 發電設備的購買 

 (2) 批發電力交易所的活化 

   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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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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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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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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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電市場交易範圍中

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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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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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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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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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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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締結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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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需要者的諮詢有適切且迅速的對應與設

置諮詢窗口 

    ④ 需給調整契約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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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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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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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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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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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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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差別待遇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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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需要者有差別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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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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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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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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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規範要點 

問題的行為 

 (1) 自家發電設備的導入或增設 

   ア 從公正且有效競爭的觀點來看期望的行為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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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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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最新修正之規範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最新修正為令和元年（2019年），最新修正之處

整理如下： 

A. 於零售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新增強加不當的交涉機會義務

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在區域中為一般電力業者的零售電力業者，在原與自己締結電力零

售供給契約的需要者希望轉換至其他零售電力業者的情形下，與該需要

者之間，若有要求需要者和自己交涉，只有在自己無法提出需要者希望

的交易條件時才能解除契約的契約內容，使該需要者不得不放棄與其他

零售電力業者交易的可能，有違反獨占禁止法的疑慮（私下獨占、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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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條件交易、附加排他條件交易、交易妨礙等）。 

B. 於批發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新增對零售電力業者的批發供給

等 

  大規模發電業者151投入保有的基本電量電源，使電力自由化後新加

入的零售電力業者以年間固定價格調度電力的基本電量市場，實現電力

自由化後新加入的零售電力業者與區域中為一般電力業者的零售電力業

者，於同樣的環境下可利用基本電量電源，達成零售電力業者間連接基

本電量電源的地位平等，達到使零售競爭活絡的目的。但是，關於區域

中為一般電力業者的零售電力業者及其關連公司152，在不涵蓋於該區域

基本電量市場的市場範圍裡153，不能妨礙從基本電量市場調度電力。 

  因此，大規模發電業者雖然在電力事業法上沒有被規制，但為了達

成基本電量市場的目的，在批發電力交易所等批發電力市場活化期間，

對於新加入的零售電力業者的基本需要而投入充足的量至市場，這樣的

考量是適當的。再從市場活化的觀點來看，大規模發電業者以外的業者

將電力投入至基本電量市場也是很推薦的。對於基本電量市場的交易實

施，由資源能源廳制定的「基本電量市場指南」為參考。尤其是大規模

發電業者投入電力至基本電量市場時，遵守該指南所規定的計算公式，

將不低於資源能源廳所計算出的電量投入基本電量市場，以及關於其價

格，期望比較自己或集團內的零售部門不要不當地高於自己的基本電量

電源的批發供給費用。 

C. 於批發範圍中適當電力交易的正確方式新增限制對基本電量市場的電力

投入有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虞 

  在區域中為一般電力業者的發電業者，不當地不投入電力至基本電

量市場或對其數量有所限制，造成其他零售電力業者於基本電量市場無

 
151 此處所指大規模發電業者為，擁有在全國 500 萬 kW 以上的發電規模之發電業者，其母

公司與接受該發電業者或是其母公司出資三分之一以上的發電業者。 
152 此處所指區域中為一般電力業者的零售電力業者的關連公司為，區域中為一般電力業

者的零售電力業者或其母公司持有其他零售電力業者的三分之一以上決議權之其他零售電

力業者。 
153 基本電量市場的市場範圍為評估各點市場的市場分斷發生頻率等，於批發電力交易所

決定。  假使發電業者不投入充足的電力至基本電量市場，會妨礙電力自由化後新加入的

零售電力業者從基本電量市場調度電力，有阻礙健全的零售競爭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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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調度電力，使其事業活動有困難的情形下，有違反獨占禁止法的疑慮

（私下獨占、拒絶交易等）。 

3. 近年電力事業競爭之實際案例 

(1) 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行政指導案例 

  以下整理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行政指導案例154，因日本

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報告係以業別而非涉及規定分類案例，本研

究從之。 

A. 零售業 

案例一為電力零售商「A」於2017年4月通知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

監督委員會，表示A的代理商「B」，其旗下員工未經消費者同意，逕行

處理零售供應契約的申請。姑不論B是否有機會從該名員工獨自突出的

業務表現中察覺其不當的業務活動，根據調查結果及基於B無法發現上

開情形，委員會認為B的管理與監督存在問題，並給予其行政指導以制

定及實施預防措施，避免再次發生同樣問題。雖然A多次提供B深入的培

訓課程，應可被視為合理的指導和監督，然未免舊事重演，A亦受到行

政指導。 

案例二發生於2017年5月，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接獲

消息，「C」電力零售商的代理商「D」公司向消費者提供假消息，例

如：C與綜合電力公用事業（general electricity utility）有商業結盟。調查

結果顯示，有多名D公司員工依照公司業務手冊向消費者提供相同說

法，而手冊內即有提及上述假消息。據D表示，在手冊裡這麼說的目的

僅是為簡單表達他們與綜合電力公用事業間有簽訂電力運轉服務契約

（wheeling service）這個事實。然此情與一般所認為的「與綜合電力公

用事業有商業結盟」有實質上的不同，因此委員會給予C、D行政指導，

使其修正手冊說明，並指導他們防範此類情事再次發生。 

B. 批發業 

於2016年4月至8月期間，東京電力能源夥伴股份有限公司（TEPCO 

 
154 以下案例整理自：Electricity and Gas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of 

Electricity and Gas Market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September 2016 – August2017）, 18-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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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Partner Incprportated，東京電力エナジーパートナー株式会社，

下稱東京電力公司）在日本電力交易所提出之工作日，日光時間價格遠

高於邊際成本（如燃料成本等），並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交易所的約定價

格通膨。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認為這種報價屬任意操控市

場價格之行為，而於2016年11月17日對該公司發出業務改進建議，以防

同樣情形發生。關於建議之具體細節包含A. 任何報價（selling bid 

price）均不得設立最低價格門檻；B. 所有公司員工均應熟悉上開第1

點，並應建立必要及適當之公司結構以確保大家遵循規定；C. 公司依上

述第2點所為之具體措施，應於2016年12月16日前提交報告予委員會。 

截至2016年12月16日，東京電力公司公司基於上開建議制定了預防

措施，具體細節為：A. 公司內部守則將會明確規定，不得提供設有最低

門檻價格（即非基於供需關係來合理調整價格）之報價，且公司總裁應

直接指示命相關部門遵守守則規定；B. 於公司內部審查部門設立新職位

—「報價協調專員」（管理階層職位），該職位人員應監督並定期向公

司負責人報告，確認交易是否依循內部守則規定。C. 為防止任何偏離

「適當電力交易之指針」之情事發生，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應監督並持

續安排內部培訓課程。自上述預防措施被提出後，委員會即持續監督東

京電力公司實行情形。 

C. 輸配電業 

隨著2016年4月電力零售市場全面自由化，每位消費者的電力消耗

電表是在一個系統下進行，於此系統下每月讀表由一般的輸配電業完

成，如東京電網，其將這些電表資訊傳遞給電力零售業者。然鑒於上

情，因東京電網資訊系統失效，其對電力零售業者的通知於同月發生延

遲，而這導致漣漪效應的產生，如延誤電力零售業者向消費者寄送帳單

（於該年5月至8月期間，約有2萬件通知遺漏的情形發生）。經東京電

網2016年5月19日通報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後，據委員會

調查結果，該問題屬於電力事業法第66之11條規定「為確保適當電力交

易而有發布建議之必要」的情形，並於2016年6月17日發布業務改進建

議，而如此決定是基於：A. 對約2萬個終端消費者造成影響；B. 從電力

供應商轉換為電力零售商的消費者，將電費帳單延遲的問題歸咎於電力

供應轉換的結果。因為如此，確定了上開問題導致電力零售商遭受負面

影響，像是消費者信心的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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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進建議的具體細節則為A. 制定具體有效的改進計劃（包含對電

力零售業者及其消費者的支持）；B. 為實施計劃而建立一個完善準備的

組織結構；C. 確實實施改進計劃及定期檢查與報告。2016年7月1日，東

京電網就上述改進建議於訂立改進計劃，具體細節為A. 通知遲延的應對

措施，即重新檢查每個電表的讀表數據等；B. 對電力零售業者及其消費

者提供支持，即為電力零售業者的消費者建立聯絡窗口；C. 加強企業管

理架構，即加強檢查功能，以監管消除遲延措施的施行狀況等。 

此後，委員會每月收到2次關於改進計畫執行情形的現況報告，且

持續跟進議題。此外，委員會事務局的官員每月約有2次會至東京電網

進行訪問，以充分掌握狀況，並給予與問題解決相關之行政指導，如要

求公司採取額外措施。2016年8月26日，委員會亦要求東京電網總裁，

就作為支持性方式一環的改善狀況，向委員會為陳述報告。自2016年9

月，東京電網的短期目標為在工作日7日內即發出通知，是持續就營運

及系統兩方面努力改善。因此自2017年2月後，除不可抗力之原因外，

該公司實現維持於4日工作日內發出通知。由於為使情況正常化而持續

進行之行政指導，據東京電網2017年6月7日之報告指出，該公司就電力

消耗通知延遲的問題及對相關公用事業及其消費者之影響幾乎結束，而

可認為該公司預防復發之措施其未來實行可能已達一定程度，故委員會

決定終止每月提交2次報告之要求。 

D. 其他調查結果 

  日本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監督委員會依電力事業法第105條及同法第

二階段修正之補充規定第21條規定，對12家一般輸配電公司進行稽核。

2016年會計年度的稽核，與電力事業運轉服務（延續上一年的審查項

目）相關之禁止活動，被聚焦為優先稽核項目，並從「適當電力交易之

指針」定義之公正及有效競爭觀點，檢查是否有進行「可能有問題之作

為」。據稽核結果，官員報告了15項稽核發現，委員會於審查報告後認

為既無電力事業法第66之11條須向綜合電力業者提出建議之問題，亦無

同法第66之12條需向經濟產業省提交建議之問題。然而，委員會就必要

事項，分別給予6家公用事業在10項稽核事項上之口頭行政指導及4家公

用事業5項稽核事項上書面行政指導，以促使公用事業就未來業務營運

事項為自發性改善。 

(2)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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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整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例，因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係以

涉及規定而非業別分類案例，本研究從之。 

A. 2002年6月28日北海道電力警告事件（北海道電力㈱に対する件） 

  本案北海道電力公司與客戶簽訂長期契約，其中根據契約期限折算

與契約保證有關的基本費用，似在解除契約時要求過高的違約金，此涉

及獨占禁止法第3條事業不得為私的獨占及不當交易限制之行為。 

B. 2005年4月21日關西電力警告事件 

  本案關西電力公司為推行集合住宅全電氣化計畫，對採用全電氣化

和採用電力天然氣混用的集合住宅開發商設定不同交易條件，此行為涉

及獨占禁止法第19條以下不公平交易規定和當時電力事業法第19條不當

差別待遇之規定。 

C. 2012年6月22日東京電力注意事件 

  本案東京電力公司片面通知客戶調高電費，此涉及獨占禁止法第2

條第9項利用自己在交易上較對方優越之地位，為對照正常商業習慣屬

不當之行為。 

第二節 共同議題 

一、歐、美、日經驗之啟示 

  從歐、美、日之再生能源電業反競爭行為相關研究中，可知目前主要

處理之議題，乃傳統「非再生」電力市場反競爭之議題。若對比台灣之

「綠電先行」議題，歐、美、日雖已經歷電業自由化甚久，但仍舊在處理

「灰電先行」議題，除了在少數原本再生能源占比就相當高的國家（如冰

島、奧地利等），當然其涉及灰綠先行的問題。無論如何，均甚少獨立處

理再生能源電業之議題。 

  這也涉及市場界定上，「傳統」電力與「再生能源」電力之間的關係

到底如何釐清？甚至，過去眾多「傳統」電力中，其實也不全然無再生能

源的元素（如，大小水力發電、廢棄物發電、陸上風力發電等），故處理

傳統電力市場之自由競爭議題，某種程度也可能『部分』與再生能源相

關。 

  經過觀察，由歐、美、日處理傳統電力市場與再生能源電力市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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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發現，首先，針對電力市場之議題，歐、美、日偏好『事前』（ex 

ante）之管制措施，這種事前管制措施可以提早到廠網分離等電力公司體

制性議題，到後續之相關行為管制等，但相對『事後』管制扮演輔助角色

而已。其次，歐、美、日現階段仍舊針對再生能源創造一個相對獨立免於

（或僅存在部分）競爭的市場。雖然允許再生能源『自願』轉入一般傳統

電力市場，但多針對再生能源透過特定補貼，讓其免於或部分適用市場競

爭規則而已。在研究過程中，唯一發現罕見積極介入處理再生能源電業之

反競爭行為者，僅有歐盟。僅歐盟因單一能源市場之緣故，透過「國家補

貼」規範，介入各會員國之再生能源發電補貼；但日本、美國之中央與聯

邦政府尚無權去影響或監督地方政府之再生能源補貼制度。 

二、競爭法與產業法規間之競合問題 

  世界主要先進國家之電力市場在逐步推動自由化競爭時均面臨同一問

題，當電力市場非自然獨占，而有引進競爭之可能，其競爭行為究竟應由

何者規範？加上近年各國制定或修正其各產業專法，多已不再於專法中置

入排除適用條款，以排除競爭法相關規定的適用。因此，對於該產業專法

所欲管制事業的競爭行為，除該產業專法相關規定之管制外，競爭法未被

產業專法明文排除適用，而存在適用可能性的空間，便可能發生同一競爭

行為，產業專法與競爭法如何適用？競爭法主管機關與產業主管機關間如

何分配管轄或合作之問題155。 

  就此，各國有不同之規範模式。歐盟因歐盟層級未有電力事業管制機

關，故關於電業之競爭行為，歐盟競爭法及其主管機關享有完整的管轄

權。美國聯邦層級有能源主管機關，但自由化權限則屬各州，又競爭法主

管或執行機關有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因此聯邦能源主管機關、各州

能源自由化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分工，常生爭議156。日本則於電業

法對競爭行為有所規範時，尊重電業法主管機關之決定，但涉及電業法所

未規範之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則有大幅介入空間。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

亦基於尊重電業法主管機關，盡量與電業法主管機關合理分工157。 

 
155 許志義主持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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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6。 
156 許志義主持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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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8-109。 
157 許志義主持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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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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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市場界定問題 

  市場界定係市場力量判斷之範圍，若無法界定市場，即無法判斷市場

力量，更無法進一步討論是否有濫用獨占力之問題。各國對於市場界定多

以「產品市場」（ relevant product market）及「地理市場」（ relevant 

geographic market）作為主要考量標準，另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

於相關市場範圍之影響。在判斷順序上在產品市場界定後，始依據產品市

場中之競爭活動空間範圍界定地理市場。 

  在判斷產品市場時以需求方（買方）對於產品之需求替代性為原則

（需求替代先行），至於是否輔以供給替代性考慮，在學理上多認供給替

代系用以判斷競爭影響力而非用以界定相關市場；除了供給替代性外，學

理上另將潛在競爭者因素納入市場界定考慮者。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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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相當的時間差距，而是必須發電及消費

行為近乎同步，參考WTO在界定商品及服務時，能源供應較類似服務的特

性。另外除了各類發電業者外，電網營運商亦作為市場參與者及促進者

時，在設計電力系統的市場監管和競爭管制時，需要作出不同於傳統商品

的調整。舉例而言，高訂價在許多現貨產品市場被視為是濫用獨占力之行

為，然而，在電力市場中因為供需之間的時間維度必須相應，需要暫時的

高價來因應市場供需，必須將短時間的電力調度成本納入考量。此外，由

於電網營運商的角色在電力市場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增加了潛在濫用支

配地位的風險，其作用一直受到歐洲和許多國家當局的密切關注。 

四、再生能源發展對於電力市場之影響 

  就能源產業的發展特性而言，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多有相似，例如，

沉沒成本高、需要電網併網許可等，然而，再生能源的市場特徵，卻有與

傳統能源市場不完全相似之處。首先，傳統能源市場在界定上仍然呈現事

業集中的特性，仍然是少數主要供應商在國家層級提供服務，但再生能源

發電市場和零售市場提供了廣泛且分散的市場配置。關鍵在於再生能源多

由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undertakings）甚至是「微型供需」

（micro-consumer/seller）作為市場的主要組成。再者，面對國際及歐盟政

策對於再生能源的推動，歐盟成員國在推動再生能源時，並不適用過去傳

 
158 胡祖舜 （2019），《競爭法之經濟分析》，元照，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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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能源的政策與規範，而需藉由不同的措施與管制，形塑不同的投資誘

因，確保一定程度的投資回報。更甚者，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和家戶型消費

者作為再生能源市場的主要供需雙方，生產者所面臨的大多數行政障礙在

歐盟已立法，在現有機制下加以調整補充。 

  歐盟為促進再生能源發展，認為應將再生能源市場獨立於電力及其他

能源供應市場之外。為了避免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濫用其市場力量，輸配電

業者（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TSO）建議再生能源市場應該依據不同

的發電方式予以切割，將市場劃分不同的競標區域。這樣的市場劃分被認

為是平衡價格區間供應和需求的有效方式，而不對於各國電力出口能力施

加限制。TSO打算通過反貿易（counter-trade）恢復平衡，透過重新考慮擬

議的承諾，以及它們在可能的綠色能源市場中影響競爭的方式，可以觀察

到以下情況。首先，市場分割的直接影響是基於相關區域內的預期發電量

和消耗量，創建單獨的供需池。換言之，市場價格將取決於再生能源的發

電技術及其邊際成本，同時取決於市場上現有的供給過剩（棄電，

curtailment）或供給不足的情況。因此，如果內部電網沒有相應的承載能力

來因應再生能源的需求，那麼再生能源的價格很可能因地區電網建設而有

差異。反言之，若各區域電網之間有辦法完整聯結，達到單一電網系統，

則價格趨同將有可能實現。 

  再者，於再生能源供需不平衡的地區，再生能源價格上漲將使價格昂

貴的能源技術受益，理由在於價格差異受到核能、水力等發電成本較低之

電力來源的影響較小，如此將可降低傳統化石能源價格與再生能源價格間

的差距，同時得以更有效反映區域市場的價格，藉此將得以強化再生能源

市場，有助於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的市場滲透率，因為投資者將受益於市場

上更高的價格。此外，傳統化石能源和再生能源之間的低利潤也可能激勵

消費者轉向再生能源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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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綜合電業及再生能源電業之競爭行為探討 

第一節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 

傳統競爭法對於市場力量的判斷以及相關市場的界定，對於能源市場

的適用有許多疑議，學界指出在新修正的電業法中關於結合與濫用市場獨

占力管制之規定尚有疑義，考慮到電力市場的特殊性，管制的重點應著重

於事前（exante）市場設計以及事業市場力測量而非事後（expost）行為管

制。159電力市場管制，除了有效競爭之外，能源供應安全及穩定和能源配

比都需要納入管制範圍之中，如何調和電業管制機關以及競爭管制機關，

有待未來法制面的調整。 

對於電力市場的界定，我國公平會在民營電廠案中，對於電業市場之

區隔採取與歐盟執委會相同之見解，將電力市場依功能別加以區分，劃分

為發電端、輸配電端和售電端等區塊。後僅針對當時開放 IPP 躉購市場之

條件，將 9間民營電廠與台電之間之供電關係劃分為「發電市場」。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在民營電廠（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369 號

判決）提出相關市場界定中，產品間的轉換成本及不同區域購買產品之交

易成本，為界定市場範圍之重要成分。民營電廠所生產電力依購售電費率

計價售予台電公司，購電費率有「容量費率」（反應電廠投資之固定成

本）與「能量費率」（反應變動成本）兩部分，並區隔為「保證時段」與

「非保證時段」。保證時段之費率包含容量費率與能量費率；非保證時段

則僅有能量費率。能量費率主要為燃料成本，台電得跨區域統籌調度民營

電廠所生產電力以供應全島用戶，且得於非保證時段，依據與民營電廠所

訂契約中「經濟調度原則」，選擇能量費率較低之民營電廠所生產電力，

故能量費率為非保證時段之競爭因素。 

由於台灣長期電價偏低，故扶植再生能源仍將仰賴躉購費率所創造之

補貼市場；或者，早期發展之水力發電、焚化爐發電、沼氣發電等，目前

仍持續賣給台電；2003-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頒布前發展之民間陸域風

電，目前也似乎只能賣給台電無法解約。故新電業法制定綠電先行後，理

論上可以解約賣入市場、或不需要面臨解約直接賣入市場的，僅有相當少

 
159 蔡岳勳，〈評析二 0 一七年新電業法-從管制機關定性與市場競爭管制面之觀點〉，

《月旦法學》，263，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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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布後，在 FIT 機制下發展出來的太陽光

電、陸域風電，以及未來的離岸風電，然而這也將造成「綠電先行下綠電

市場」的界定，相當困難。 

首先，就競爭關係觀察，我國電力市場仍受到高度管制，並未開放市

場競爭，目前綠電先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以及再生能源售電業可以自行

與用電戶締約。供電模式開放包含直供、台電代輸、以及再生能源售電業

轉供，但是基於再生能源的發電特性以及電網架設成本等因素考量，直供

對於交易雙方而言都不會是選項，目前實務上多選擇透過台電代輸之方式

進行交易。如此從消費者之需求替代性觀察競爭關係，即從市場競爭角度

觀察，應限制在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大型工商業用電戶之間之「綠電供給市

場」；再生能源售電業開放至今僅兩間業者取得執照160，且交易模式尚未

成形，有待進一步觀察。 

其次，過去再生能源發電業在綠電市場開放前，多與台電簽訂躉購售

電契約。若限定在「電力」產品之角度，考慮價格因素，目前台電公用售

電業之平均電力價格為 2.6253 元/度161，僅有在相對低成本之大規模太陽光

電設施、陸域風電，以及未來以 2.2-2.5 元/度得標之離岸風電，有能力在價

格上與台電公用售電業所售電力競爭。然而這類便宜的再生能源電力在開

發時即是規畫以躉售之方式售予台電，是否能夠回歸到競爭市場，即衍生

出下述之解約與分手費的問題。 

故若就價格因素觀察，目前我國再生能源不同階段之價格相異，且考

慮因素不同（如示範遴選），且並非全部進入綠電市場競爭，有很大部分

仍然躉售予台電，在價格因素上，不見得具備需求替代性。 

再者，若以「綠電」需求做為產品考量，則又不盡相同。如，以目前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2 條引進「用電大戶設置綠能或儲能義務」；配合科

技業廠商承諾綠色供應鏈的國際趨勢，對於電力產品的需求不變，但是傳

統的灰電和「綠電」之間將不再具備需求替代性。大型工商業用電戶為達

 
160 陽光 伏特家 獲全台首張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聯合報，2019/9/09，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38108，（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4）； 

台汽電綠能取得經濟部頒發之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台汽電官網，

http://www.cogen.com.tw/news/more_news?id=47f55812ea7d497e8b645667030f67e7，（最後

瀏覽日期：2019/10/27） 
161 108 年下半年提報電價費率審議會之每度平均電價計算表，台電官網，

https://www.taipower.com.tw/upload/1477/2019092515411774249.pdf，（2019/10/27）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38108
http://www.cogen.com.tw/news/more_news?id=47f55812ea7d497e8b645667030f67e7
https://www.taipower.com.tw/upload/1477/20190925154117742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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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附之義務，以及為爭取國際商業機會，願意付出更

高的價格，來直接購買「綠電」。然而如何界定「綠電」？我國目前係以

再生能源憑證（T-REC）之方式，這將引發過去與台電簽訂躉購售電契約

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想要解約直接與大型工商業用電戶簽訂售電契約，並轉

讓再生能源憑證。「綠電」內涵的「環境效益」對於消費者而言，不同於

傳統電力，可能會轉變成另外的「再生能源憑證商品」，而不再僅是電力

產品中之一環。不過目前經濟部對於再生能源憑證媒合市場外是否另外設

置電證合一的「綠電交易平台」仍有爭議，有待未來電力市場如何與再生

能源憑證機制之互動，來界定產品市場。 

  最後，近期討論能源局似有意讓台電參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競爭，由台

電出售綠電，打造一個綠電交易平台（電證合一）162；抑或是台電將與過

去簽訂躉購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解約163。2019年 10月164，台電提出再

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解約後以「躉購價－平均電價」差額收取「分手

費」，相當於每度電要付 0.1 至 0.8 元左右的違約金給台電，此將是原先非

市場競爭之電力轉投入到市場競爭中，影響綠電市場之關鍵因素。 

  針對綠電產品市場之界定，有以下幾點分析： 

一、 綠電產品市場 

（一） 發電端－灰電與綠電之同質性及異質性 

  綠電市場與灰電市場所生之電力，若從物理本質上並無不同，對於消

費者而言，同為「電力」產品。僅是基於發電方式是否係屬於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款之「再生能源」165發電方式而有所不同。從電業

 
162 中國時報，「逆轉！台電搶當大盤商 統一賣綠電」，中時電子報，（2019/07/1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07/16） 
163 中國時報，台電盤點綠電 擬釋出 2017 年後簽約者，2019/5/0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164 中國時報，分手費最高每度 0.8 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2019/10/1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

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

UvcXJaH_I，（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4） 
165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 款：「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

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生

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4000451-2601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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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前規範的方向觀察，我國灰電市場尚未開放特許民營電廠（IPP）及台

電發電業將電力直接供給給用電戶，開放市場競爭。但若從電力消費者之

「需求替代性」角度觀察，綠電與灰電之間是否具有「需求替代性」？ 

  參考公平會市場界定原則第 4 點產品市場界定的考量因素，綠電與灰

電之間對於用電戶而言，在電力產品特性及其用途上，實際上並不具有差

異，對於穩定的電力供給以及價格可負擔的需求不變，縱使發電特性上灰

電與綠電具有「環境效益」上之差異，但是從電力使用端觀察，並無二

致。從產品替代關係上，綠電間歇性供給的特性，若供給不足，即需要灰

電供應，應肯認兩者間具有替代關係，以確保電力使用者用電無缺。用電

戶在灰電及綠電市場轉換之轉換成本，目前在電網操作以及智慧電表尚未

普及的條件下仍有相當的難度。 

  另外若綠電產品價格調整時，用電戶是否會因價格變化而移轉購買之

程度？考慮到我國電價相較外國長期偏低166，且電業自由化開放程度極

小，過去在扶植綠電發展時，仰賴躉購費率之補貼市場，如過去水力發

電、焚化爐發電167、沼氣發電…等，目前仍維持躉購賣給台電的交易模

式，並未列入市場開放範圍；在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前，台電在

2002年逐步裝設陸域風力發電機組168，民營陸域風力機組自 2006年開始併

網以長期 PPA 之模式躉售予台電169，這類綠電產品，台電基於電力供給穩

 
166 能源局，2018 年各國平均電價比較，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3&cid=351&cchk=1b3221ee-37c3-4811-

9d4d-a1bb215f33c8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0） 
167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料庫，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Air/Incineration_Plant_Annual_Report.aspx，（最後瀏

覽日期：2019/10/10）；24 座焚化廠去年發電量創新高，自由時報，2017/7/1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18352，（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0） 
168 2000 年，政府為降低傳統發電方式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及兼顧環境保護，積極推動

潔淨能源運用，頒布「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提供設備補助，第一個接受補助

設置之風場為雲林縣麥寮鄉台朔六輕工業區附近的「麥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該示範系

統於 2000 年 12 月 27 日正式啟用，是台灣第 1 座商業化運轉之風力發電場，裝置容量為

2.64MW，其產出之電力併入六輕工業區之電力系統使用。之後台電公司在澎湖中屯及正

隆公司竹北廠（春風風力發電示範系統）也分別於 2001 年與 2004 年陸續建置完成並開始

商轉，其裝置容量分別為 2.4MW 與 3.5MW，由於有了這 3 座風力發電示範系統，成功帶

動台電公司及民間業者相繼投入陸域風能開發。風力發電單一服務窗口，

https://www.twtpo.org.tw/onshore_list.aspx?category_id=138，（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09） 
169 台電，歷年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3&cid=351&cchk=1b3221ee-37c3-4811-9d4d-a1bb215f33c8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13&cid=351&cchk=1b3221ee-37c3-4811-9d4d-a1bb215f33c8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Air/Incineration_Plant_Annual_Report.aspx
https://www.twtpo.org.tw/onshore_list.aspx?category_id=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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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電價調整服務限縮等因素，在契約延續期間，開放進入綠電市場競

爭的可能性極低。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布後，依該法第 9 條，躉購機制下建置的

太陽能發電機組、陸域風力電機組，以及初期的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如，

2013 年 1 月，依「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競標之福海風力發

電、海洋風力發電計畫…等170），這階段的綠電供應在價格上主要由相對

低成本之大規模太陽光電設施、離岸及陸域風電組成，是否會與台電解除

長期 PPA進入綠電市場競爭？有待觀察。 

  以大規模離岸風電為例，經濟部於 2018年 1月 18日公告「離岸風力發

電規劃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採「先遴選、後競價」原則進行分配，

於同年 4月 30日公開遴選審查結果，計有 7家業者共 10案獲選，總分配容

量達 3,836 MW，躉購價格為 5.8498元/度，為期 20年。同年 6月 23日離岸

風電競標，北陸電力與玉山能源、沃旭等 2 家廠商，共 4 個風場獲選，獲

選競價價格為每度 2.2245 元至 2.5481 元之離岸風電，在僅有競標案場以及

早期示範案場生產綠電產品，價格上有能力與台電公用售電業所售之灰電

產品（平均電價 2.5元/度）競爭。 

  201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訂後，始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自由進出

躉購機制，於此前由於躉購機制的售電價格較高、收購期較長，業者幾乎

都選擇與台電簽長期 PPA，也導致目前市場上非台電收購的綠電相對稀

少。但是政府以較高躉購費率購買綠電反應的就是綠電的環境效益，與再

生能源憑證代表的環境效益相同。因此，台灣的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

辦法明確規定，已接受政府躉購的電力不得再申請再生能源憑證。171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204&cid=1581&cchk=82fb957e-2fe8-49b6-

90a9-b750387de936，（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0） 
170 2017 年 4 月海洋風力發電公司之海洋竹南風力發電場第一階段開始商轉，為臺灣首座

正式營運的離岸風力發電場，本階段係以躉購方式售予台電。 

第二階段在 2017 年 12 月海洋風電與台電簽訂長期 PPA，為台灣首張完整離岸風場的

PPA，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電業法，購售電期限自首次併聯日（裝表計量日）起 20

年，此契約主要是針對海洋發電第二階段 120MW。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281144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0） 
171 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第 2 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發電設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28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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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消費者認知面考量，綠電與灰電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環境

效益」。自 2019 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訂第 12 條，引進「用電大戶

設置綠能/儲能義務」，同時配合國際間推動的綠色供應鏈趨勢（如，

RE100 等）下，許多企業用電戶願意出較一般灰電價格高之電價購買綠

電。這也將引發原先與台電簽訂購長期 PPA 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有誘因與

台電解約，參與綠電市場競爭，直接將綠電賣入綠電市場或與用電大戶簽

訂長期 PPA。 

  綠電的環境附加價值，是其與灰電產品最大的差異，而非電力產品本

身，若從發電特性觀察，綠電僅是使用各界認知上較環保的發電方式，對

於消費者用電的需求上並沒有區隔，且若僅就電力供應的條件來看，單以

綠電支撐用電戶所有電力供給，考量到綠電發電間歇性以及易受到外在條

件影響難以穩定供給等問題，對於用電戶而言，單依賴綠電實非可行之

計。故綠電與灰電之間，雖然就環境效益上對於消費者認知有所差異，但

是對於電力產品本身，實有需求替代性。 

  為確保綠電的環境附加價值同時能夠達到供電穩定的目標，目前實務

係以電力市場與再生能源憑證機制的互動，以達到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若

是如此，再生能源憑證與綠電產品之間，似乎可以劃分為不同產品市場，

而不僅限於電力產品間之競爭關係。 

  最後，對於目前相關法規或行政規則之規定上，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僅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可以將生產電力賣給非台電之再生能源售電

業以及用電大戶。故在不討論 IPP 躉購是否為獨立的產品市場前提下，綠

電發電市場以及灰電發電市場是可以區隔的。而以綠電市場目前開放直供

之供電方式對於用電戶而言，供電穩定度以及供電成本上都難以實現；較

可能達成的情況在台電代輸，故要擴張我國綠電市場規模，本研究認為應

開放台電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始有利於我國電業自由化轉型同時兼顧再生

能源發展目標之實踐。 

 
備。 

三、再生能源憑證（以下簡稱憑證）：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以下

簡稱憑證中心）辦理發電設備查核及發電量查證後所核發之憑證。 

四、申請人：指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但採用躉購制度者與溫

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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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競爭法的管制必要性上，本研究認為區隔綠電發電市場以及灰電發

電市場對於未來在檢視電力相關市場是否有濫用市場獨占力以及結合管制

上有其重要性。理由在於，綠電先行制度在開放再生能源做為我國電業自

由化的過渡階段，並未開放灰電市場競爭。在價格控制上，灰電市場之電

力價格並非透過市場競爭機制所形成之結果，灰電價格訊號並無法有效反

應灰電市場的市場效率。但是從歐盟的管制經驗來看，為了有效促進歐盟

共同電力市場整合，執委會並未針對個別發電方式進行區格，而是以發電/

電力批發市場的方式劃分，同時發展到後期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以直接與

用戶簽訂長期 PPA，並取得再生能源產地證明（Guarantees of origin,GOs）
172，以達到購買綠電的目標。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之間形成之躉購市場在競爭法上能否獨立劃

分為產品市場？參考專家意見應持否定見解173，理由在於躉購市場價格及

產品產量並非供需雙方基於產品價格、購買總量自由決定。同時基於需求

替代先行的判斷法則，非用電大戶與再生能源發電業之間形成之「綠電市

場」，及未來開放小型用電戶與再生能源售電業之間購買綠電市場，基於

消費者角色及需求差異，應分屬不同之產品市場。 

  從相關市場界定原則對於產品市場的考慮要素分析，本研究認為灰電

市場是否可以與綠電市場共同劃分為完整的「發電市場」，從電能產品需

求的角度觀察，灰電與綠電同樣經過台電電網轉供，對於消費者而言有需

求替代性。但是從產品價格以及消費者認知觀察，綠電市場的運營模式不

同於灰電市場，同時在價格上也會與灰電產品有所差異。最大的差異在於

再生能源表徵的環境效益以及社會責任不同，對於用電大戶這類工商業用

電戶，傳統灰電與綠電產品選擇上，可能不具備需求替代性。建議公平會

未來在碰到綠電相關競爭法管制爭議時，對於綠電市場之產品市場界定

上，可以就上述因素進行斟酌，以因應個案所需。 

（二） 售電端－再生能源售電業市場尚未成形 

  在綠電售電端，依電業法第 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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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簡析歐盟再生能源產地證明，經濟部能源局網站，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219&id=220，（最後瀏覽日期：2019/10/27） 
173 10/25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計劃專家與談會議，地點：中華經濟研究

院，225 會議室，時間：下午 1 點至 3 點，顏雅倫副教授見解。 

https://www.re.org.tw/news/more.aspx?cid=219&id=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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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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販售之電力來源僅為再生能源發電業所生產之電力，然依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第 9 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產生之電能，除依電業法直

供、轉供、自用及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外，應由公用售電業躉購。…」，

考量現階段再生能源發電業和公用售電業之間仍存在長期 PPA，於契約存

續期間內不易更動，且有能力直供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也會直接將電力

售予用戶，並不需要透過再生能源售電業，故就法律制度和實務運作上，

再生能源售電業之營運模式尚未見於國內市場，目前除台電之公用售電業

外，於 2019 年 9 月綠電能創（陽光伏特家）成為我國第一間再生能源售電

業174，之後同年 10 月台汽電綠能取得我國第二張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175，

但是與台電公用售電業未及於競爭層面。後續發展關鍵在於台電是否會投

入再生能源售電業，若台電加入再生能源售電業，對於相關市場之界定會

更為完整。 

二、 綠電地理市場 

  公平會在民營電廠案中分析，我國電網為單一電網，就電廠位置以及

電力輸送距離之條件，並不會造成台電在調度民營電廠所生電力之考量。

從技術觀點觀察高壓電力輸送，若以我國電網條件，南電北調並不會形成

交易成本上之影響。故公平會對於單一電網之分析，實為可採。 

  從歐盟執委會在多數案件中也看出，各國電網在地理市場界定上，多

以國境進行劃分，少數案件考慮到電網互聯穩定性之因素，而區隔為區域

電網。但是我國電網基礎設施完善，除離島外，本島各縣市電網互聯穩

定，國土面積遠小於歐盟多數國家，故我國本島電網為單一地理市場界定

應無疑問。 

  電業法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以業者直供、由再生能源售電業者轉

供、台電轉供、台電代輸等方式進行交易。其中，直供的方式參考電業法

 
174 陽光 伏特家 獲全台首張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聯合報，2019/9/09，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38108，（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4） 
175 台汽電綠能取得經濟部頒發之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台汽電官網，

http://www.cogen.com.tw/news/more_news?id=47f55812ea7d497e8b645667030f67e7，（最後

瀏覽日期：2019/10/27）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38108
http://www.cogen.com.tw/news/more_news?id=47f55812ea7d497e8b645667030f67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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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由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自行架設電網至用電戶處，176這樣的綠電供

給方式等於是請台電另外建置一個電網工程；即便電廠與用電戶處距離相

近，要完成電網架設並確保穩定供電，在沒有與公用電網互聯的條件下，

難以實現。故若是再生能源發電業者選擇以直供的方式進行交易時，即有

考慮到電力輸送距離的必要性，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在不同交易區域購

買綠電之交易成本即有差異。是以針對前開直供的交易方式，地理市場界

定就要另行評估，不過實務上難以想像有業者選擇以此模式交易。 

  其餘方法因皆透過台電電網進行輸送177，參考能源局公布之「輸配電

業各項費率計算公式」草案第6點：「再生能源發電業：1. 併網型直供：須

支付輔助服務費及電力調度費。2. 轉供：須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

及轉供電能費。再生能源售電業：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及轉供電

能費。」計算公式內並未納入距離要素，故對轉供、代輸等方式而言，輸

配電業向再生能源業者收取電網輔助費用並不會因為電廠位置以及輸送距

離而有所差異，在地理市場界定上，仍以我國單一電網劃分即可。 

三、 鄰近市場－綠電與再生能源憑證之關聯 

  2019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訂第12條，引進「用電大戶設置綠能/

儲能義務」178，配合國際間推動的綠色供應鏈趨勢（如，RE100等）綠電

與灰電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環境效益」，為達到此一義務，用電大戶

得選擇以購買綠電、購買再生能源憑證，自行裝設綠能/儲能設備履行，若

上述方式皆無法進行則應繳交代金。從市場競爭管制目標，綠電市場開放

競爭後，用電大戶以與再生能源發電業簽訂綠電供給契約之方式，透過台

 
176 電業法第 2 條第 23 款：「直供：指再生能源發電業，設置電源線，直接聯結用戶，並

供電予用戶。」 

電業法第 1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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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配電業應依其轉供電能數額及費率，向使用該電業設備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收取

費用。…」 
177 電業法第 2 條第 24 款：「轉供：指輸配電業，設置電力網，傳輸電能之行為。」 
178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訂第 12 條第 3 項、第 4 項：「電力用戶所簽訂之用電契約，其契

約容量在一定容量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當場所，自行或提供場所設置一定裝置容量

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未依前開規

定辦理者，應向主管機關繳納代金，專作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前項契約容量、一定裝置容量、一定額度、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種類、儲能設備之類

別、代金之繳納與計算方式、辦理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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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電網代輸，使其取得再生能源憑證。然而經濟部對於未來是將綠電跟再

生能源憑證搭配出售給大型用電戶（電證合一），抑或是將綠電、再生能

源憑證分別出售（電證分離）尚未明確；雖2019年4月經濟部表示用電大戶

買綠電採電證合一制179，然而2020年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平台即將上路，未

來是否會出現電證分離之交易情況仍待觀察。180 

  對於消費者而言，再生能源憑證不同於電力產品交易，而是權證產品

之交易，其與綠電產品雖同樣可以表徵「環境效益」然而實屬於不同產

品。未來對於用電大戶是否會選擇僅購買再生能源憑證，而將綠電產品回

歸電力產品分類，不再區隔灰電與綠電產品，並將其以「電力」產品市場

之界定方式，如同歐盟之作法，應視未來台電是否加入綠電市場以及再生

能源憑證市場之發展作為市場界定依據。 

四、 小結：由「需求替代」界定當前綠電產品市場 

1. T-REC交易市場 

     目前已經存在之台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之媒合平台，由對T-REC有需

求之業者購買相關憑證。目前交易狀態為已發放67082張憑證、達成149筆

成交紀錄、成交3515張，故可說此為一綠電市場。而未來2020年一月後，

預計該市場將從目前雙邊合約撮合功能，提升為線上交易平台之功能。 

 

對有 CSR 需求之廠商，如台積電，也並未購買任何一張再生能源憑證，而

是自己設置且保留證書不銷售。不過雖然如此，台灣高科技產業（如日月

光、台積電、台達電等）卻在國際間購入了大量的國際再生能源憑證

（IREC）181，可見其為了自願遵循相關環境社會責任並非買目前在國際間

價格偏貴的 T-REC 不可。其他方式，也包括：透過自行設置，以自發自用

方式取得。 

 
179 中國時報，用電大戶買綠電採電證合一制，2019/4/15，中時電子報網站，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5000548-260110?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27） 
180 中國時報，綠電憑證交易平台 元旦啟動，中時電子報，（2019/09/30）。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30000201-260202?chdtv，（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25） 

 
181 日月光、台達獲 DJSI 產業領導者，台灣入選企業增至 23 家，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48717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30）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5000548-2601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30000201-260202?chdtv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48717


 150 

2. 電業法綠電先行市場 

  理論上在新電業法修正通過後，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自由選擇躉購費

率賣給台電；或採取電證合一之方式，將綠電直供或轉供給用戶；或者採

取電證分離之方式，將電力銷售給用戶，並將綠電證書單獨出售。 

  但若從買方、需求方之觀點，並非一定需要使用綠電不可。甚至其對

於電力需求反而是「穩定」的電力而非「不穩定」的風光綠電。而市場上

主要供應來源的台電公司，可以提供「穩定與便宜之電力」，故自然不是

非買綠電不可。需求方之用戶可輕易於市場上，向台電買到穩定與便宜之

電力，故此時綠電先行市場自然很難發展起來。 

  雖然經濟部於改革過程宣稱，開放電業法綠電先行市場，是希望能夠

讓有綠電需求之業者可以買到綠電，其中最主要擔憂是在Google與蘋果供

應鏈中之台積電等企業，萬一買不到綠電，就會被踢出供應鏈的說詞。182

但問題就在，Google與蘋果要求供應鏈之綠電，其實並非一定非得透過買

綠電方式滿足，既然業者有其他非常便宜的替代方式可以達成（如：投資

中國清潔能源基金），也因此並非非買台灣當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綠電

不可。 

  對希望有環境宣稱需求之企業，也並非必買台灣當地的綠電不可。如

台達電、台積電、日月光等共23家名列道瓊永續指數之台灣企業，均有購

買國際再生能源憑證（I-REC）183。並非需要買電證合一的綠電不可。 

3. 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後用電大戶綠能及儲能義務 

  前述用戶可輕易購得之替代方案，在2019年修法導入用電大戶綠能義

務後，將產生重大轉變。目前規劃方向是要求5000kW契約容量以上的大用

戶（目前約有四五百家），需負擔10%的再生能源義務。其履行方式，可

包括：自行設置、提供土地設置、以cooporate PPA之形式購入電證合一電

力、繳交代金。 

  在這四種方式當中，與前述電業法綠電先行及探討綠電市場最相關

者，乃履行方式三：向再生能源發電者以cooporate PPA之形式購入電證合

一之電力。蓋在2019年修法之前，電力用戶原則上對此種電力，並無需

 
182 今周刊，沒綠電就沒蘋果供應鏈？！經長：開發商過去被抹黑，2019/1/2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30） 
183 倡議，最新美國道瓊永續指數公布台23家企業入選全球第一，2019/9/25，

https://ubrand.udn.com ›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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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在修法之後，因為必須遵守綠能義務，導致很有可能成為選項之

一。如，5000kW契約容量以上的大用戶由於需要設置10%之土地空間不

足，故不可能單純選擇方式一與方式二（自行設置、提供土地設置）就可

以滿足，但在不想選擇創造違法形象的方式四繳納代金，故只能選擇方式

三。 

  但問題就在，目前方式三下幾乎不存在供給。在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後，或者說，即便2017年訂定電業法綠電先行，迄今，所有的再生能

源發電者均優先選擇將綠電以躉購費率的方式賣給台電，而非賣入市場或

與大用戶締約。故造成這樣綠電供應短缺之因素，似乎並非存在反競爭行

為，而是因為市場上存在補貼制度，即再生能源躉購費率機制之緣故。 

  且若將這些綠電提供到市場，實際上大用戶也無力負擔六、七塊的太

陽光電高額電費；從而將選擇其他更便宜的滿足綠電義務之方式。 

不過無論如何從需求替代之觀點，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引入用電大戶

綠能義務後，將影響「需求替代」。這也將創造若躉購費率與成本為與平

均躉購費率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如2003-2009年陸上風電2塊；2009年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後，躉購費率在4塊以下之再生能源發電），用電大戶因為了

履行綠能義務之緣故，其將開始產生需求。此一「低價綠電市場」恐將成

為在這些法規義務下之特殊市場。 

第二節 管制行為態樣 

一、獨占 

（一） 管制重點 

著重「產品市場」之討論，考量我國目前電力結構，地理市場之討論

必要性較為薄弱。184如： 

1. 再生能源與其他傳統電力來源併入電網後均為電力，實際上無法區隔，

是否應依據不同發電來源區隔為不同的發電市場，亦或均視為電力市

場？ 

2. 還是要因再生能源與傳統電力不同，而有再生能源電力市場與傳統電力

市場之區分？ 

 
184 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7 版，頁 37-3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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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甚至，在目前傳統電力市場內，已經有台電自發或收購的再生能源電

力，如水庫、焚化爐、沼氣發電等。 

4. 綠電先行市場、再生能源市場、傳統電力市場之關係，到底如何釐清？ 

5. 在再生能源市場內，是否要進一步區分，具「調度性/不具調度性」之再

生能源市場？「低成本/高成本」之再生能源市場？「太陽光電市場、風

力發電市場」等各種不同再生能源之市場？ 

6. 在我國，因電業法之規定，也導致「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公布前之

再生能源發電」及「2009年後之再生能源發電」之不同市場。甚至可進

一步區分，在2003年台電補助要點前後之再生能源。 

7. 甚至，因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規定，而會產生「適用躉購費率之市場」

與「不適用躉購費率（而自用或綠電先行）」之市場。 

8. 而可在中午尖峰用電時期發揮作用之再生能源（太陽光電）與其他一般

性因應氣候發電之再生能源、相對在冬季發出較多電力之再生能源（風

力發電）等也有不同。 

接著，判斷「市場占有率」及「排除競爭能力」，若將相關市場作比

較廣的範圍界定，則將導致即便是前述大型太陽光電開發商、大型風力發

電開發商，其市場占有率及排除競爭能力甚低之狀況。 

然而，若將前述相關市場限縮至再生能源、甚至限縮至「電業法下符

合綠電先行資格之再生能源發電」，或「不適用再生能源躉購且具有綠電

先行資格之再生能源發電」，則將大幅提升其「市場占有率」及排除市場

競爭之能力。 

（二） 台電在綠電先行市場中是否構成公平法第八條之獨占事業？ 

台電目前 100%壟斷輸配市場（電業法第 6條），售電業市場市占率亦

接近 100%（除台電外，我國僅 2 間再生能源售電業），在發電部門若以

2019年10月30日之發電統計，扣除民間電廠燃煤、燃氣及汽電共生，（就

算將台電自發之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均排除在外）其發電占比仍高達

69%。 

若以年購電量而言，台電之市場占比，均符合公平法第 8條第 1項第 1

款「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之定義。然而如此觀點，恐

有忽略相關市場之定義。蓋在 2017 年新電業法下，IPP 民營電廠與汽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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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電廠並未自由化，故仍舊強制將電力銷售給台電；僅採取綠電先行，允

許2009年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所發展之再生能源發電，及2003年至2009

年間有經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認定程序之再生能源發電，由業者自行決定

是否解約進入市場。（當然目前有在討論解約時，是否需繳交台電分手費

之條件）故符合自由進入市場條件之再生能源電力（除目前仍在討論是否

及如何可以賣入電力市場之「台電發展之陸上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

外」），便是民間業者之風光電（大量發展之陸上風電與太陽光電），以

及未來即將在 2020年至 2025年間大量上線之 5.7GW的離岸風電。 

若以未來潛在綠電先行的最大量（允許 2009 年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下

所發展之再生能源發電，及 2003 年至 2009 年間有經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認定程序之再生能源發電，並允許台電將 2003 年後發展之風光電）加以計

算，在 2025 年恐怕達德與沃旭，均會高於台電，呈現三強頂立，但台電占

比較少的局面；且台電符合此一要求之綠電量，顯然不可能超過百分之五

十。而其中太陽光電應該仍以躉售給台電為主要大宗，故不太可能加入綠

電先行的行列。 

更不用說，基於前述分析，即便在用電大戶綠能儲能義務之下，對用電大

戶有意義之相關市場，將是「售價約在平均電價2.6元一定範圍內的綠

電」。一旦用電大戶覺得成本太高，其勢必不會用購買電證合一之方式加

入綠電先行的行列，反而會選擇自行設置或繳交代金之形式。而符合這一

個價格區間的電力，將以「陸上風電」及「競價之離岸風電」為主，而

「競價之太陽光電」亦有可能。面對這些潛在業者，台電占比勢必無法超

過50%的門檻，若無公平法第8條第3項之情事，應不易被界定為獨占事

業。185 

二、結合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身分相當多元，從家庭用戶到中小規模之

開發商，甚至大規模計畫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相較於過去傳統電力事業

（如台電、民營電廠）之股權變動等狀態較為安定186，再生能源開發業者

 
185 公平法第八條第三項：「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

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入

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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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經營權變動之狀況，非常普遍。結合審查，亦與前述之市場占有率分

析有關。目前依據公平法第 11 條，應審查門檻包括（1）事業因結合而使

其市場占有率達 1/3；（2）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 1/4；

（3）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

金額。187 

若以電力市場占有率為標準，以目前再生能源市場規模，似乎無須審

查。但若涉及大型太陽光電系統商及大型風力發電開發商，則須進一步分

析銷售金額。188如近期眾多離岸風電開發商進行釋股，即應進行審查。189

目前離岸風電領域，曾發生二筆併購之案例190，估計未來會持續增加。 

公平法對於結合管制重點在於避免既有之獨占事業鞏固或強化其既有

之獨占地位，以及避免形成新的獨占事業。目前我國「陸上風電」廠商達

德與台電在陸上風電裝置容量之市占率皆為 50%左右，若是將相關市場界

定限於「陸上風電」，則兩事業各自進行結合，都將勢必落入公平法第 11

條之結合門檻中，然而公平會在台灣風能訓練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

中，對於結合事業的市占率判斷亦採用「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市占率」作為

影響競爭能力之依據。若以裝置容量市占率標準判斷，未來「離岸風電」

 
187 公綜字第 10511610001 號：「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本會提出申

報： 

（一）參與結合之所有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新臺幣 400 億元，且

至少二事業，其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 

（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50

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300 億

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 億元者。」 
188 事業結合應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及計算方法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402&docid=14901 
189 聯合報，「又一家離岸風電商要釋股 潛在買家傳有日本伊藤忠」，聯合電子報，

（2018/11/17）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486933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5） 
190 公平會，許可合資新設並共同經營台灣風能訓練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新聞

稿），2018/8/29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5569 （最後瀏覽日

期：2019/07/25） 

公平會，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1173 次委員會議紀錄，2014/4/30，

https://www.ftc.gov.tw/upload/ce71133f-e018-4c12-8327-6eea5b44e47f.pdf  （最後瀏覽日

期：2019/07/25）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486933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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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如沃旭、達德、北陸等業者進行結合時，落入市占率門檻的可能性較

高。 

若劃分為對於用電戶較具誘因的「售價約在平均電價 2.6元一定範圍內

綠電」進行判斷，雖可能可以降低結合事業之市占率，但在這樣的價格區

間之內要劃分不同再生能源之裝置容量市占率較為困難。蓋大規模地面型

光電設施、陸域風電（台電、英華威）、（競標的或台電自身的）離岸風

電，都有可能納入此一範圍，未來仍有待視具體狀況加以解決。 

若以目前電力市場之狀況，IPP 之占比遠大於再生能源。故 IPP 之間若

發生併購，相對容易達成結合門檻。然而，實際 1/3相對較難達成，故比較

有可能的，應該是公告金額之門檻。 

同樣地，未來綠電先行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應該也較難適用三分之一、四分

之一的門檻，較有可能乃適用公告金額之門檻。且在目前適用對象之風光

電中，較有可能乃涉及陸上或海上風力發電開發商之結合（20億門檻）。 

三、聯合行為 

在綠電先行商業模式一，可能發生不同再生能源開發商，透過水平聯

合干預市場功能。如，陸上風電與離岸風電開發商，是否會為避免競爭而

共同約定價格，又或大型太陽光電開發商，為了避免彼此之間價格競爭，

從而約定價格。 

此種聯合行為理論上會發生，但實際上欠缺誘因。若將相關市場界定

為電力市場，此時用戶縱不向再生能源發電設置者購電，仍舊可以向台電

購入電力，故實際上可能不易發生。即便發生，顯然前述的聯合行為也不

至於妨害價格及市場供需之功能。191 

然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導入「用電大戶綠能、儲能義務」後，提高

了聯合行為的可能性。蓋目前市場上可供自由買賣的綠電有限，物以稀為

貴，由於再生能源有其他非再生能源傳統電力所無的「環境效益」成份，

將造成潛在用電大戶搶綠電。192綠電業者在奇貨可居之狀況下，加上再生

能源憑證發展困境，可能給予綠電先行業者，聯合行為之誘因。193 

 
191 參見，公平會 105 年 3 月 1 日公法字 10515600941 號令。 
192 聯合新聞網，台電、用電大戶搶綠電有解了，2019/05/09，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3803817，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5） 
193 參考假想案例第六章第四節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380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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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轉售價格 

目前在綠電先行商業模式下，最有可能構成的是再生能源發電業直接

與用戶間簽訂長期購售電契約 PPA之模式，故不涉及轉售行為。 

不過用戶若改以向再生能源售電業購買再生能源，則有可能產生此一

作法。亦即綠電先行下，再生能源發電業可將電力賣給再生能源售電業，

再由再生能源售電業轉賣給用戶。姑且不論此一商業模式是否讓再生能源

售電業有利可圖，但考量此為綠電先行市場之相當有限的市場參與者，仍

具發生限制轉售價格可能性。 

五、限制事業活動（反競爭之虞行為） 

同限制轉售價格，按目前制度設計上，這些行為有可能發生在綠電先

行之商業模式當中，但實際上在反競爭之判斷上多可以主張有正當理由或

不會發生反競爭效果。如，某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以不同價格，

銷售給不同的用戶，似有構成差別待遇，但未必無正當理由。 

第三節 「綠電先行」下可能衍生的競爭法爭議假想案例 

鑑於美、日、歐多為針對灰電先行之案例，而無綠電先行案例，而我

國電業法自2017年通過迄今，也並無任何一綠電先行之簽約案例（2019年

初之Google與永鑫太陽光電間，也僅有合作備忘錄（MOU），並非正式契

約），故本研究擬參考外國在灰電先行發生之爭議，設想台灣可能發生之

案例。 

其中，影響台灣未來綠電市場是否發生公平法爭議相關之關鍵在於

「台電是否被允許參與綠電市場綠電先行」。目前在期末報告完稿前，能

源局似乎有鬆綁讓台電參與之可能性，日前能源局曾請台電研擬由台電出

售綠電，打造一個綠電（電證合一）交易平台，但細節尚未具體，故以下

案例以假設台電並未參與之狀況，主要角色在如何公平客觀地提供電網使

用權及相關必要之服務；另外一個重點在與其簽訂之長期購電合約之綠電

業者，可否出走解約等案例假想。 

一、台電以安全調度為由不調度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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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依據電業法第7條、第8條194負有電網調度義務，若台電以「系統安

全」之名義，拒絕優先調度再生能源，而優先調度 “自家”非再生能源電

力，這樣的情況，再生能源發電者可否向公平會檢舉，主張台電公司該

當公平法或電業法第23條濫用市場獨占力195？ 

目前台電依據電業法第7條、第8條負有「電網調度義務」。「電力調

度，應本於安全、公平、公開、經濟、環保及能源政策等原則為之。」安

全、公平、公開、經濟、環保等原則皆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有待進

一步之解釋。能源局依據電業法第8條第3項，另外制定「電力調度原則綱

要」，在綱要第5條196中，亦規定應優先調度再生能源；同時，輸配電業應

依系統可靠度影響程度、雙邊合約規範、發電機組升降載特性及儲能系統

等因素，擬定調度優先順序。 

然而目前電力調度工作仍交予輸配電業負責197，台電仍有權調度電

力，制度設計上尚欠缺公正之第三方管制機關，故台電具有經濟上之誘因

 
194 電業法第 7 條：「電力調度，應本於安全、公平、公開、經濟、環保及能源政策等原

則為之。」； 

電業法第 8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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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配電業為執行前項業務，應依據電業管制機關訂定之電力調度原則，擬訂電力調度之範

圍、項目、程序、規範、費用分攤、緊急處置及資訊公開等事項之規定，送電業管制機關

核定；修正時亦同。」 
195 電業法第 23 條：「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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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電業管制機關得廢止其電業執照： 

一、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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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改正。 

三、違反法令，受勒令歇業處分，經處分機關通知電業管制機關。」 
196 電力調度原則綱要 第 5 條：「輸配電業應於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前提下，依相關環保法

令規定，執行電力調度運轉操作，並優先調度再生能源。 

輸配電業應依系統可靠度影響程度、雙邊合約規範、發電機組升降載特性及儲能系統等因

素，擬具調度優先順序。」 
197 電力調度原則綱要第 3 條：「輸配電業應設置中央、區域及配電調度中心，以執行電

力網運轉操作。 

前項中央調度中心應設置異地實體備援調度中心；區域調度中心與配電調度中心，應具備

調度備援監控功能及相關機制。 

區域及配電調度中心，應接受中央調度中心之指揮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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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調度自家電力，包含灰電以及綠電。 

依據108年修訂後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第9條再生能

源發電商需接受台電之安全調度198，若不接受，則產生之損失，需要負擔

完全賠償責任。199更甚者，配合安全調度所減少之發電，無法向台電請求

補償。200由此可見，是否構成「安全調度」之情事，便是決定之關鍵。若

真可證明台電消減（curtailment）第三方再生能源之電力接收，係起因於電

網系統安全（如，冬季並無如此大幅的風力發電用電需求、該偏遠地區電

網容量不足以消納如此眾多尖峰時大量發電的太陽光電等），則似乎並不

涉及台電濫用獨占地位。 

相關運作細節，有待進一步討論。如，若在同一地區，同時有台電再

生能源發電機組，與民間再生能源機組，且在同一條線路上，則此時可否

只消減民間再生能源機組，而不減少台電再生能源發電機組？又或如本案

例設計，在發生削減的地區，同時有台電非再生能源發電、台電再生能源

發電、民間再生能源發電機組，在進行「安全調度」之判斷上，更為複

雜。 

當然如何確定是否構成PPA內之「安全調度」之事由，似乎係屬契約

爭議，故似乎原則上，應透過契約約定之爭端解決機制201或再生能源爭議

 
198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第 9 條第 1 項：「乙方（業者）應於正式購售電

能日起，接受甲方（台電）或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安全調度。」 

乙方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加入併聯、運轉、調度、操作、維修等作業程序依據「台灣電力

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附件 6）之規定作業。 
199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第 9 條第 2 項：「乙方未依本條規定運轉，致甲

方或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第三者財物設備損壞或人員傷亡時，乙方應負完全法律

及賠償責任。」 
200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第 9 條第 4 項：「如有因甲方或所屬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之執行安全調度、工作停電、電力系統發生事故或甲乙雙方設備檢修等因素需

要，乙方應配合甲方要求停機或減載，其因而短少之電能躉售，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補

償。」 
201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第 16 條：「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如經甲乙雙方

書面合意得提付仲裁解決，如需訴訟，甲乙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惟

本契約所涉爭議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爭議者，任一方提起訴訟之前應依「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第十九條暨其子法「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爭議調解辦法」進行調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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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202與訴訟機制加以處理。但以民間業者向來喜歡詬病台電壟斷之狀

態，也難保台電不會被指謫違反競爭行為。 

二、綠電先行所需之「備用容量義務」取得不易 

依據電業法第27條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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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交易模式中任一種，皆必須達成15%的備用容量義務。204 

舉例言之，前述Google購買綠電的案例中，該案場之裝置容量為

10MW，則該交易必須準備1.5MW的備用容量。該容量除得依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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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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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19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間因本條例所生之爭

議，於任一方提起訴訟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調解，他方不得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學者、專家為前項之調解。」 
203 電業法第 27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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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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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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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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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容量義務。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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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台電發電業在新版電業法下，目前只准賣

電給台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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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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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亦有備用容量義務的要求206，而以台電的電

力系統所需之備用容量，可以說是即便包括前述民營電廠、再生能源等，

也難以符合，故導致台電自己就有大量備用容量的需求，難以期待台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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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若按當前規劃，似乎偏重一般電力市場交易平台（如，容量市

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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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高銘志，Google買台灣綠電法條解套沒民意論壇，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3622038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5） 
206 電業法第 27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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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臺灣電力公司，電力交易平台籌設公開說明會資料，會議時間：2019 年 01 月 16 日

（三）下午。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362203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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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負擔。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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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一原先課予再生能源發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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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恐怕行政法院

會審查此一責任轉嫁之適法性及合憲性。相關流程如圖6-1及圖6-2所示。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2019），電力交易平台籌設公開說明會資料。 

圖 6-1 我國電力市場運作流程圖 

 
208 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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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電業法第74條第5款：「電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電業管制機關處新臺幣150萬元以

上1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五、未依第27條第1

項規定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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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6-2 我國電力市場備用容量來源示意圖 

三、台電拒絕與既有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解約 

台電過去與陸域風力發電業者簽訂長期購售電契約（long-term PPA），然

電業法修定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業自由競爭，惟當

業者欲解除長期購售電契約而台電不同意解約，致使台電可以以較市場

低之價格取得再生能源，影響市場競爭秩序，如此台電以長期購售電契

約不願解約之方式，是否可能形成濫用市場獨占力之疑慮？ 

(一) 公平法對於長期購電契約之介入疑義： 

  過去政府開放民營電廠採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Build Own and Operate, 

BOO）模式，當事人（台電與民營電廠）之間需締結25年期的購售電契約

（長期PPA）。長期契約的性質，難以透過觀察契約價格的變化，衡量民

營電廠之間的替代關係，形成本案論證的難點。有學者認為民營電廠對於

售電費率實無自主權利，完全無法與台電公司之單一買方地位抗衡，售電

費率之「合理性」繫於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之決策，IPP在競標程序獲選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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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後，彼此間已無競爭關係，實際上係台電之「衛星工廠」，屬於「契

約外包」210；但最高行政法院在104年度判字第369號判決中，針對台電公

司與發電業者購售契約（第一、二階段）訂定之購電費率包含「容量電

費」211以及「能量電費」212，並區隔為「保證發電時段」213與「非保證時

段」214。保證時段之費率包含容量電費與能量電費；非保證時段則僅有能

量電費。容量電費係指反應電廠投資之固定成本；能量電費係反應變動成

本（主要配合燃料成本），台電得跨區域統籌調度民營電廠之電力予全島

用電戶使用，且在非保證時段，依契約「經濟調度」，選擇與能量電費較

低之民營電廠購電，故最高行政法院認為能量費率得為非保證時段之競爭

因素。215 

  然而，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之間簽訂之躉購契約中，基於再生能源

 
210 王文宇（2013），〈正本清源－評台電與民營電廠紛爭涉及的多重法律議題〉，《月

旦法學雜誌》，217 期，p.64。 
211 台電與民營電廠購電合約（第一二階段）第 1 條第 19 款「容量電費」：「容量電費

（元）＝容量費率（元/度）×保證發電時段購電量（度） 

保證發電時段購電量，最高以約定之保證發電時段應提供之保證發電量為限。」 
212 台電與民營電廠購電合約（第一二階段）第 1 條第 19 款「能量電費」：「能量電費

（元）＝能量費率（元/度）×〔每月購電量（度）－廠址因素（度）〕廠址因素採每年檢

討修正。」 
213 台電與民營電廠購電合約（第一二階段）第 1 條第 14 款「保證發電時段」：「係指乙

方發電廠應按其機組額定出力提供連續運轉之時段，該時段除甲、乙方雙方另有約定外，

概按乙方發電廠在甲方系統中運轉屬性約定如下： 

（一）基載機組：星期日、例假日及補假日除外 

夏月：每日上午七時卅分起至下午十時卅分，每日十五小時。 

非夏月：每日上午八時卅分起至下午九時卅分，每日十三小時。 

（二）中載機組：星期日、例假日及補假日除外 

夏月：每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九時，每日十二小時。 

非夏月：每日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八時，每日十小時。 

（三）尖載機組：個案約定夏月為每年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卅日止，非夏月為夏月以外之時

間。 

前項保證發電時段甲方得視電力系統供應情形調整並通知乙方配合辦理。」 
214 台電與民營電廠購電合約（第一二階段）第 1 條第 15 款「非保證發電時段」：「係指

全年保證發電時段以外之時段，在該時段乙方發電廠應配合甲方系統調度運轉。」 
215 近期有經濟學者以 2017 年尼莎颱風過境造成民營和平電廠輸電塔倒塌，導致該電廠無

法供電至台電公司的事件，衡量台電公司在不同 IPP 業者之間的替代模式。從經濟分析上

應肯認民營電廠業者縱使以長期 PPA 之締約形式，之間仍然具有競爭關係存在。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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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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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電特性，並未制定「能量費率」、「容量費率」、「保證收購時

段」、「非保證收購時段」等「經濟調度」計算模式之差異。故，對台電

與於民營電廠契約之間是否具有市場競爭關係之論述，在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電能購售契約中實無法適用。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條

例版）中，第1條對於電能躉售費率計算與購售電期限216之規定，對於各契

約之間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相當困難論述。 

(二) 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的躉購契約各自之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參考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費

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

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

產生影響時，公平會始依公平法第25條受理，否則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

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第2條）。按事業與事業或消費者間之契約約定，

係本於自由意思簽定交易條件，無論其內容是否有失公平或事後有無依約

履行，此契約行為原則上應以民事契約法規範之。惟當系爭行為危及競爭

秩序或市場交易秩序時，始有本條適用之餘地。例如在契約內容顯失公平

部分，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循民事救濟途徑解

決；僅於合致前開要件，考慮市場交易秩序之公共利益受妨害時，始由本

條介入規範（第3條）。 

  公平會發布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217中，針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判斷要件，分析「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

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

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

 
216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條例版）第 1 條第 2 項：「屬前款以外之發電設

備，其所產電能由甲方躉購，各該（機）組所產電能之購售電費率及購售電期限如下： 

1.購售電費率：按各該（機）組對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類別電能躉購費

率之適用費率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該適用費率公告期間所發布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迴避成本每度單價（不含營業稅），二者取其較低者。 

2.購售電期限：發電設備於各該（機）組簽約日前尚未運轉者，購售電期限按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再生能源電能躉購期限，惟已運轉者，其若運轉期未滿 20 年，則購售電期限為以

屆運轉期滿 20 年為限，並以各該（機）組簽約裝表計量日為計價起始日，登載約定計價

起迄期間，其若運轉期已滿 20 年，則購售電期限為 5 年，並以各該（機）組簽約裝表計

量日為計價起始日，登載約定計價起迄期間。」 
217 公平會 106.1.13.公法字第 10615600201 號令發布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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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18  今台電與再生能源業者簽訂之長期PPA，就契約數量、規模以

及對消費者（用電大戶）採購綠電之市場發展影響，是否足以對市場公

平、自由競爭產生影響，以及台電未來如何調整結構及其締約模式有無涉

及競爭法疑慮，值得持續觀察。 

(三) 台電拒絕解約是否有濫用獨占力之疑慮 

  過去台電作為再生能源之唯一買家，現在開放競爭市場後，台電未來

是否會加入綠電先行市場競爭？若台電參與綠電先行市場，其拒絕解約之

行為，是否可能衍生競爭法相關爭議，值得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從法理觀察，本研究認為，依據電業法第23條之規定，電業有濫用市場

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由主管機關進行管制，並參考電業法第23條之立法

理由，為促進電業公平競爭，電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本條要件時，應將公平法

規範內容納入考量，亦即立法者在電業法修正中已納入電業競爭相關之規

範，電業主管機關得請公平會提供競爭法及政策上相關意見，公平會亦得

為競爭倡議，以促進我國電業自由化競爭。 

(四) 參考法國長期供電契約壟斷案執委會的解決方法 

  參考EU Commission對於EDF有濫用市場獨占力疑慮的分析，EDF與台

電類似，兩者皆為綜合電業，且從歷史角度觀察，在市場開放前幾乎供應

100%的大型用戶群，甚至台灣至今售電業除極少數再生能源售電業外，消

費者全部都係向台電購買，與法國EDF在開放前情況類似。在法國政府解

除單一買方政策後，發電業者雖欲參與市場，卻碰上EDF與大型用戶群所

簽訂之長期PPA尚未到期，若欲解約EDF將拒絕提供相關的電網服務，以

致其他新進發電業者難以參與競爭。 

  EU Commission對於EDF與大型用戶之間之PPA亦表示實為歷史產物，

並不質疑契約之合法性，然而因為這樣的契約模式導致事實上的限制競爭

效果，同時在管制上對於其他新進競爭者形成市場封鎖（foreclosure）因此

EU Commission認為有介入之必要，認為EDF有構成獨占力濫用之情事。最

終，與EDF達成和解，促使EDF將長期PPA之躉購容量釋出市場競爭，同

時對於長期契約之期間限制進行調整，避免因期間過長而影響到電力市場

 
218 「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

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序。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1 版，元照，207-2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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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可供我國公平會參考。 

(五) 台電可能的抗辯 

1. 契約關係 

  台電對於構成濫用市場獨占力禁止事項之抗辯將會著重在與再生能源

發電業之間契約關係。過去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締約時，基於私法自

治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自願與台電簽訂躉購價格之長期PPA，如今隨政府政

策及法規之調整，綠電市場開放競爭，導致價格上揚，使業者有意解約。

然台電不願解約係基於與業者之間之私法契約關係，若業者執意解約，依

據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第13條，「雙方得經書面合意隨時終止

本契約。」219，以及契約第16條，雙方應依循契約約定之爭端途徑解決
220，與濫用市場獨占力無涉。解約後業者應與台電簽訂直、轉供契約，此

為營運所必須，與台電是否為綜合電業自然獨占無涉。 

2. 並未限制再生能源發電業轉綠電先行競爭 

  同時，公平法禁止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之行為，應有阻礙事業參

與競爭或對於產品價格有不當之維持或變更等限制競爭之行為。今台電依

據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所簽訂之長期PPA，自有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履

約之權利；若台電並未參與綠電先行市場競爭，則台電依據契約要求再生

能源發電業者履約，實際上並未禁止再生能源發電業者進行進一步投資參

與綠電市場競爭；亦沒有另外針對解約後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要求不公平

的交易條件，不該當濫用市場獨占力。 

3. 差別待遇疑慮 

  對於是否僅開放2017年後簽訂之契約優先解約，或是針對不同發電方

式或交易階段，決定是否解約，這樣的解約方式是否有差別待遇而有限制

競爭之虞，違反公平法第20條第2款之疑慮？本研究認為，這屬於台電依據

個別契約特性進行權利行使的問題，台電依據契約條件，決定是否解約，

 
219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 （條例版）第 13 條：「本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前，

甲（台電）乙（再生能源發電業）雙方得經書面合意隨時終止本契約。」 
220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 （條例版）第 16 條：「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如

經甲乙雙方書面合意得提付仲裁解決，如需訴訟，甲乙雙方同意以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惟本契約所涉爭議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爭議者，任一方提起訴訟之前應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九條暨其子法「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爭議調解辦

法」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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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視為無正當理由，對其他業者所為之差別待遇。故無需公平法介入，

應循契約法管道解決。 

(六) 小結 

  過去我國電力市場基於過去台電作為單一買方制度，再生能源發電業

僅可將生產電力售予台電且價格受到高度管制。2017年僅開放再生能源發

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的情況下，考慮綠電產品的特殊性，將綠電自由市

場視為獨立的產品市場界定加以觀察，台電自身未來是否參與綠電自由市

場，會改變過去台電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賣方與買方關係，或是會在綠電

先行市場中互為競爭。但目前我國再生能源多仍維持與台電之間的長期

PPA模式，業者間依各自契約供應，並無相互競爭關係，且目前綠電自由

市場規模極小，目前似無公平法介入之必要。 

四、台電提出分手費作為再生能源業者解約條件 

  日前台電對外宣稱規劃允許2017年新電業法後簽約之長期PPA可以

有解約空間221，2019年10月，台電提出以「躉購價－平均電價」差額收

取違約金，相當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解約後，每度電要付0.1至0.8

元左右的違約金給台電。台電基於私法契約，與個別業者之契約條件訂

不同違約金費率，但原則就是不能因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為追求更高的

綠電價格，影響到平均電價。222 

  台電提出這樣的違約金計算方案將會解約後於契約期限內仍需每年

付費；若躉購費率高於平均電價，則台電不收分手費，然而平均電價可

能每年有變動，經濟部表示有意採用5年或7年加權平均來訂定平均電

價。這樣的解約方案是否有利於綠電市場競爭？ 

（一） 公平會介入之合法性 

 
221 中國時報，台電盤點綠電 擬釋出 2017 年後簽約者，2019/5/0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222 中國時報，分手費最高每度 0.8 元 綠電業批台電暴利，2019/10/1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

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

UvcXJaH_I，（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04000504-2601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13000467-260110?chdtv&fbclid=IwAR26EPDmG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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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以分手費作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解約之條件，然而依據再生

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條例版）第13條，台電雙方可以隨時自

由合意終止契約，並未規範違約金等事項223，致使台電此時提出「分手

費」本身的法律定性不明，台電得否在契約以外另外賦予再生能源發電業

者繳納「分手費」之義務，實際上屬於兩造契約法上爭議，應依循契約爭

端解決管道處理。 

  從競爭法的管制角度，台電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解約需繳交「分手

費」是否有競爭法上之疑慮？本研究認為若將相關市場範圍限縮在綠電先

行市場觀察，台電未來是否會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將會影響到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與台電之間可能出現相互競爭關係，而非單純的賣買雙方關係？此

時，若解約的產品規模達到足以影響綠電先行市場交易之程度時，對於過

去簽訂再生能源躉購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要求繳交分手費之行為，是

否可能被視為，墊高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台電在相關市場內競爭之成本，

限制再生能源發電業投入綠電先行市場競爭之疑慮，值得觀察？然而，就

目前涉及規模，仍應由經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負責協調，由台電依據契約

法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自行協商解決，除非涉及規模達到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程度，否則不生競爭法上疑慮，無須公平會介入。  

（二） 台電是否構成濫用市場獨占力 

  若台電參與綠電先行市場競爭，台電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分手

費」，對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而言，分手費之計算方式形成業者欲轉換進入

綠電市場之阻礙，同時若台電自身參與綠電市場競爭，無論是藉由未來大

型工商業用電戶向台電購買綠電時，可以取得再生能源憑證，對於綠電市

場消費者形成之「偏移效果」，抑或是台電自身擔任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

業參與綠電市場競爭，此時台電所掌握的綠電容量，對於綠電市場而言，

預估會成為最大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具有獨占地位。若台電以「分手

費」之方式，阻撓過去簽訂躉購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之解約轉進綠

電先行市場競爭，實際上係墊高其在綠電先行市場競爭者之競爭成本。此

時台電作為獨占事業，恐構成公平法第9條第1款「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

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此部分建議公平會持續關注。  目前台電

對於如何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解約相關事宜仍在研擬當中，但就分手費所衍

 
223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範本 （條例版）第 13 條：「本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前，

甲（台電）乙（再生能源發電業）雙方得經書面合意隨時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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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上述契約爭議，進而影響到綠電市場競爭秩序，本研究認為公平會仍應

密切注意事態動向，以利我國綠電市場競爭以及電業自由化轉型發展。 

五、再生能源憑證市場限制價格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T-REC）由經濟部標檢局負責推動，然而目前我國T-

REC之價格為其他國家5倍，居高不下，其中一項理由在於標檢局提供了

官方“建議”價格（以2019年國內再生能源憑證市場交易輔導示範計畫，建

議以每張新臺幣1,000元至2,200元為原則及新臺幣1至2.2元/度電227），導致

價格與市場供需脫鉤問題，是否有違反公平法上之行為？ 

近期眾多高科技廠商對於100%綠電供應鏈有需求228，故政府於電業法

修法後，於2017年4月設置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推動再生能源憑證交

易。229配合電業法綠電先行230，企業為滿足法律強制或自願性地推動綠電

發展，除購買綠電外亦可透過購買再生能源憑證來滿足。 

若以交易主體觀察，從實際交易的統計數據（附件二各表），憑證提

供者，台電及台塑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即佔逾市場75%，然而實際成交的

賣方，卻多為公家單位或機構（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六甲院區、海生館）。以買家而論，原先預設的買方是偏向製造

業或高科技產業，但實際上買方則多為金融機構，用以做CSR之用。 

觀察競爭之狀況，若以形式上存在大量憑證，似乎預期會存在實質激

烈的競爭。但實際上台電加台塑，已經佔了70%以上，更大的問題是市場

上很多憑證，恐怕處於「事實上不可交易的狀態」。如，台電申請的大量
 

227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網站，

https://www.trec.org.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5%9C%8

B%E5%85%A7%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6%86%91%E8%A

D%89%E5%B8%82%E5%A0%B4%E4%BA%A4%E6%98%93%E8%BC%94%E5%B0%8E%

E7%A4%BA%E7%AF%84%E8%A8%88%E7%95%AB，（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2） 
228 Google 能源主管來台：不僅 100%綠電 更要在地採購、向「未來」採購，https://e-

info.org.tw/node/204179，（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2） 
229 統計截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已發放 47169 張憑證；其中風力有 40625 張、太陽光電

6525 張、生質能 19 張，市場交易共累積 104 筆交易，成交 2123 張。光電 6525 張、生質

能 19 張，市場交易共累積 104 筆交易，成交 2123 張。 

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網站，https://www.trec.org.tw/，（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2） 
230 中國時報，再生能源憑證 北市 3 單位搶頭香，中時電子報，2017/06/0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01000536-260107 （最後瀏覽日期：

2019/07/22） 

https://www.trec.org.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5%9C%8B%E5%85%A7%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6%86%91%E8%AD%89%E5%B8%82%E5%A0%B4%E4%BA%A4%E6%98%93%E8%BC%94%E5%B0%8E%E7%A4%BA%E7%AF%84%E8%A8%88%E7%95%AB
https://www.trec.org.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5%9C%8B%E5%85%A7%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6%86%91%E8%AD%89%E5%B8%82%E5%A0%B4%E4%BA%A4%E6%98%93%E8%BC%94%E5%B0%8E%E7%A4%BA%E7%AF%84%E8%A8%88%E7%95%AB
https://www.trec.org.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5%9C%8B%E5%85%A7%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6%86%91%E8%AD%89%E5%B8%82%E5%A0%B4%E4%BA%A4%E6%98%93%E8%BC%94%E5%B0%8E%E7%A4%BA%E7%AF%84%E8%A8%88%E7%95%AB
https://www.trec.org.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5%9C%8B%E5%85%A7%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6%86%91%E8%AD%89%E5%B8%82%E5%A0%B4%E4%BA%A4%E6%98%93%E8%BC%94%E5%B0%8E%E7%A4%BA%E7%AF%84%E8%A8%88%E7%95%AB
https://www.trec.org.tw/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01000536-2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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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特別是澎湖風力機發電，由於這些案場不可能將電力賣給最終消費

者，也不能參與綠電先行，故憑證自然也處於不可賣的狀況。此點可從現

階段再生能源憑證之能源交易類別來看，全數的交易量皆為太陽能。 

再生能源憑證的相關市場到底如何界定？若透過單純購買再生能源憑

證來滿足，則比較複雜的電業法綠電先行制度，可能會乏人問津。故若以

高科技廠商來說，此時的相關市場可能包括「再生能源憑證市場＋綠電先

行市場」，而不可僅觀察憑證市場而已。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市場在推動過程中，憑證價格相較於他國偏高，且

憑證市場交易量極低，同時政府在推動過程中提出所謂「建議價格」，這

樣的作法是否有促使憑證供應方聯合訂定售價，進而難以發揮市場價格機

制的功能？公平會得透過競爭倡議之方式促進政府機關取消建議價格制

度。今年初政府表態有意導入競標制度231，本研究持正向看待。 

第四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競爭中立性之探討 

我國於電業法修訂前係由台電一家綜合電業，負責國內發電、輸配電

和售電等區塊，然而，台電身為公營事業，在經濟發展初期雖扮演重要角

色，惟隨著自由化及市場開放政策，公營事業在股東性質、資本與原物料

取得，以及法律所授與之特權等項目上的特殊性，是否因而獲得不當的競

爭優勢，成為受矚目之議題（李淳，2012）。因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經濟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

出並倡議競爭中立原則（Competitive Neutrality）232，為各國處理國營事業

競爭議題之規範參考，以確保國營事業與民營企業競爭環境的公平（聯合

國貿易和發展理事會，2017；楊境侃，2018）。競爭中立係基於促進公平

競爭的場域，能使資源流向有效率地生產者，以極大化消費者福利之假

設，且競爭中立政策為一法制架構，用以讓公營和民營企業面對相同規

範，同時不會因與國家/政府接觸後為市場參與者帶來競爭優勢。本研究計

畫參考OECD之競爭中立原則與各國施行之競爭中立政策之經驗，作為探

討在我國電業自由化進程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場中之影響力與

競爭性。（Antonio and Hans, 2011；Deborah, 2014） 

 
231 自由時報，綠電憑證線上競標擬試行半年，2019/02/15，（最後瀏覽日期：

2019/08/08）。 
232 競爭中立係指經濟市場中營運的任何實體都不具有競爭優勢或競爭劣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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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新電業法下，原則上台電是居於旁觀者之角色。如前所述，目

前在綠電先行與再生能源憑證市場，雖無明文禁止台電參與，但實際上台

電均無參與，背後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所產生的結果，可以有效地抒解前

述競爭中立性之疑慮。 

然而，台電不「直接」參與，也並不代表台電在實際運作上，不會影

響競爭。如，在綠電先行的商業模式一，由於電業法要求台電也必須滿足

備用容量義務之故，導致台電也被迫必須搶食為數不多的「備用容量」，

造成其他新進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欲採行轉供模式時之障礙。同樣地，在該

商業模式下，仍須仰賴台電提供輸配電網傳送其所發之電力給用戶，故台

電在業者願意依法按表付費的狀況下，可否拒絕提供輸配電服務？又在再

生能源憑證市場，目前台電雖申請大量的再生能源憑證T-REC，但由於受

限於公用售電業排碳係數之要求，無法讓該大量憑證進入憑證市場交易。

是否也是因為這樣，造成我國再生能源憑證之價格居高不下？這些例子

（有正面與負面），只是希望用以證明，既有國營電業無遠弗屆之影響

力。 

競爭中立性的議題，看似僅與國營或民營結構有關。但實際上，在世

界各國電業自由化過程當中，也有相當類似的機制來處理電業自由化後，

既有垂直整合的電業（未必一定是國營），可能阻礙新業者進入發售市場

之問題。通常都是透過所謂再管制（re-regulation）手段，與在自由化後基

於自然獨占特性，而需加強管制輸配電設施部門有關。 

而處理這個部門最關鍵的機制，便是所謂廠網分離（unbundling）及開

放輸配電使用權（third part access, open access）。在議題關連性上，新進的

發電或售電業者為了爭取並提供服務給新用戶，必須仰賴既有電力公司之

輸配電設施之電力傳輸服務。故，最直接的工具，便是要求既有電業必須

開放輸配電使用權，基於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提供新進發售電業使

用，其中，如何妥善處理輸配電使用權之分配，特別是合理的定價，相當

重要。如前所述，目前台灣電業法下已經有詳細規範之「108年輸配電業各

項費率方案」233，制定該費率過程，廣泛邀請綠電先行的潛在再生能源業

 
233 108 年輸配電業各項費率方案

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

4516080  

 

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4516080
https://www3.moeaboe.gov.tw/ele102/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MmmID=65424603416451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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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與，並依據電業法母法234，針對未來參與綠電先行之再生能源，提供

相當高的折扣或優惠。由此可見，目前台電甚至扮演積極地改善競爭中立

性。然而，由於台電畢竟掌握了國內輸配電系統開發的關鍵角色，故是否

在輸配電系統開發過程，仍舊忽略再生能源發展之需求，導致仍有競爭中

立性之疑慮？值得持續觀察。 

在台灣討論電業自由化法案之過程中，爭論最激烈的無非是廠網分離

機制，特別是台電工會，向來對於台電分拆的議題非常敏感。235若新進業

者可以公平、公正、公開地取得輸配電使用權，就可以參與競爭了，何以

在電業自由化過程當中，仍須處理「既有電業結構」之廠網分離

（unbundling）」議題？ 

依據電業法之「原則」，應該是在中立性要求下，不像歐、美、日國

家，多是逐步演進到所有權分離模式，台灣看似一步到位，直接導入所有

權分離之機制。236若是如此，則將有助於讓台電影響競爭中立性之疑慮大

幅下降，蓋台電若將輸配電資產拆分成立一家獨立公司，應可有效扮演公

 
234 電業法第9條：「為確保電力系統之供電安全及穩定，輸配電業應依調度需求及發電

業、自用發電設備之申請，提供必要之輔助服務。 

輸配電業因提供前項輔助服務，得收取費用。 

前項輔助服務之費用，得依電力排碳係數訂定，並經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通過。」 

電業法第1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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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配電業應依其轉供電能數額及費率，向使用該電業設備之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售電業收取

費用。 

前二項費用，得依電力排碳係數訂定，並經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通過。 

前項費用，得依電力排碳係數予以優惠，其優惠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35 參考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27404  
236 電業法第 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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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配電業應建立依經營類別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 

輸配電業會計分離制度、會計處理之方法、程序與原則、會計之監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準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為達成穩定供電目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專業分工後，轉型為控

股母公司，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公司。 

第一項規定，自本法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六年施行。但經電業管

制機關審酌電力市場發展狀況，得報由行政院延後定其施行日期，延後以二次為限，第一

次以二年為限；第二次以一年為限。」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2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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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載具（common carrier）之功能，中立性甚高，這也使其可以在提供輸配

電網使用權上更為公正，而不會偏厚台電之發售電部門。 

然而，由於此一作法太過激進，在修法過程中引發反彈，從而目前係

採取但書之模式（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輸配電業得兼營公用售電

業）。因此形成相當特殊的、具有台灣特色的廠網分離模式： 

(一) 調整型的法律分離：歐、美所提到的法律分離模式，係將自然獨占部

門之輸配電部門，獨立成立一家公司的模式，而不跟其他競爭部門之

發售事業整合。但在我國電業法下，卻是成立輸配售公司。237 

(二) 並無功能分離：國內文獻目前對於我國電業法是否有導入功能分離機

制，存在眾多爭論。有認為，有者238及無者。239而支持有者，似乎認

為目前台電既然區分不同事業部，甚至未來也會區分發輸配售之「功

能」，故自然有功能分離。然而，依據歐盟指令對於功能分離之規

範，並非僅有此種「形式性」區分，而是在「實質面」上，必須有眾

多管理獨立性之管制介入。240若以此觀點，目前電業法，並未存在功

能分離之要求。若可以導入功能分離，有助於在台電公司營運過程

 
237 電業法第 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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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配電業應建立依經營類別分別計算盈虧之會計制度，不得交叉補貼。 

輸配電業會計分離制度、會計處理之方法、程序與原則、會計之監督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準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為達成穩定供電目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專業分工後，轉型為控

股母公司，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公司。 

第 1 項規定，自本法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 6 年施行。但經電業管

制機關審酌電力市場發展狀況，得報由行政院延後定其施行日期，延後以二次為限，第一

次以二年為限；第二次以一年為限。」  
238 係指進行分割重組，但須將發電、輸電、配電等功能分離。我國電業自由化之風險分

析與因應， 

原子能委員會網站，https://www.aec.gov.tw/webpage/policy/plans/files/plans_04_e-

106_a_2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6） 
239電業法修正草案一百問，能源局老實說（四）：自由化五環，通通都沒有！ …，

https://openelectricity.blogspot.com/，（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6） 
240 EU Commission, Effective Unbundling of Energy Transmission Networks,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2006/11/01, 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n/2007_1_23.pdf, last 

visited: 2019/1/20 

 

https://www.aec.gov.tw/webpage/policy/plans/files/plans_04_e-106_a_21.pdf
https://www.aec.gov.tw/webpage/policy/plans/files/plans_04_e-106_a_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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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分發售與輸配部門之關係，讓輸配電部門之營運能夠更加具備

獨立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目前廠網分離之模式，採取的是歐、美自由化

初期的會計分離和弱化版的法律分離模式。故這也將引發此種所有權結

構，將影響台電在面對新競爭者時是否會公平、公正、公開地提供輸配電

使用權之疑慮。然而如前所述，目前台電並未參與綠電先行之商業模式，

故是否會降低這樣的疑慮？還是，台電公司是否會忽視新再生能源發展之

偏遠地區電網開發需求，從而導致影響綠電先行業者之電網取得？ 

第五節 競爭主管機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倡議之探討 

在電業自由化過程當中，此一議題向來也是關注重點。世界各國在電

業自由化過程中，多也擔心「國營」因素，會對電力市場之自由競爭有所

影響，也導致有些國家，如英國，在推動電業自由化時，也一併推動電業

之「民營化」。241 

我國早期在推動電業自由化時，也往往一併推動民營化。242雖然其直

接目的係在透過民營化及自由化之綜效，期待能大幅提昇電業之經營績

效，但間接目的，應該亦與避免此一競爭中立性之疑慮有關。然而由於向

來討論台電民營化過程之中，往往引發台電員工，特別是工會的大幅反

彈，導致過去均不甚順利。243在2016年啟動之電業法修法，也因台電工會

揚言以罷工抵制民營化，從而僅有推動自由化而無民營化。244 

依據本研究整理，公營事業之不當競爭優勢主要可包含下列來源： 

一、政府直接補貼：直接補貼之類型，可能包含直接以公預算支持（如我

 
241 The restructuring and privatisation of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2001） 

https://www.ifs.org.uk/fs/articles/0036a.pdf 
242 參見：電業自由化民營化下台電整體溝通策略之研究，計畫主持人：彭芸，90年度； 

台電公司民營化方案之研究（I），計畫主持人：吳再益，92年度；台電公司組織發展規

畫之研究，計畫主持人：陳永愉，91年度；我國電業自由化方案與電業法修正草案之研

究，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89年度。 
243 張明生，台電民營化之省思，電力人，第十八期，2015/12。 

 
244 台電工會罷工危機暫解電業法改革達共識不涉民營化，中時電子報，2016/8/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804000065-26020，（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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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公共電視集團）、租稅義務之免除、無償取得土地等優惠。 

二、資金取得之優勢：透過政府保證或擔保，公營事業可能以低於市場之

方式，取得融資，甚至直接透過公營金融機構取得優惠性之融資。 

三、獨占及既有業者（incumbency）之優勢：公營事業可能因法令所授與

之獨占權利而享有競爭利益，特別是此等公營事業同時間亦在競爭性

市場中提供服務或商品之銷售，典型之案例為郵政服務。包含台灣在

內，許多國家之郵政服務仍為公營事業獨占經營，但同時間亦於競爭

性之快遞市場提供快遞服務。此外，在新進自由化市場中（例如電

信），公營事業可能因其「既有業者」（亦即自由化前已存在）身

分，而享有競爭上之優勢。 

四、監管或其他優惠待遇：公營事業可能受到之監管程度可能不同於民營

競爭者，進而取得競爭優勢。 

五、股權擄獲（captive equity）及免除於破產之優勢：絕大部分公營事業之

股權均無法自由移轉，同時其配股政策亦受到政府控制，因此其無庸

顧慮因績效低落被併購之風險，且即使長期虧損亦無破產之問題，故

可能以低於成本或其他方式，從事於反競爭之行為，而無須擔憂如股

價低落、破產等後果。245 

將上述針對一般公營事業之優勢，套用在台灣電力公司上，可發現，

影響更為深遠者，主要是台電公司長久以來發輸配售垂直整合之優勢的上

中下游的壟斷地位，若其可參與競爭，恐將導致透過交叉補貼，或因掌握

電網樞紐設施進行不合理之電網定價，阻礙新進業者進入及競爭。而在台

灣長年以來，環保團體專家也詬病台電壟斷電力系統，對再生能源並不友

善，導致即便已經在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導入躉購費率制度，但仍舊

希望能夠拆解台電及導入自由化，246也因而催生了2016年中開始的電業自

由化立法。 

 
245 李淳，公營事業之競爭中立問題及對我國經貿政策之意涵，中華經濟研究院，WTO 中

心電子報，第 341 期，2012/11/30，https://web.wtocenter.org.tw/file/newsletter/574/574.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9/10/11） 
246 高宜凡，綠電叫好不叫座，上路三個月只賣1％，遠見，2014/10/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9772，（最後瀏覽日期：2019/1/20） 

https://web.wtocenter.org.tw/file/newsletter/574/574.pdf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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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之探討 

第一節 前言 

  由於電力具有即時平衡的特性，所以電業自由化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即是『彰顯每度電的即時價值』。故智慧電網所特有的即時調度、即時計

量、即時告知，就成為自由化中最是關鍵的一部分。但其在電業自由化國

家也因而衍生出（1）動態定價之用戶選擇、（2）智網投資費用之分攤及

（3）網路資訊安全之疑慮等公平性問題。在台灣則因為市場制度設計的特

殊性，更增加了特有的（1）用戶資訊壟斷與（2） 自動化決策依據兩項可

能影響市場力大小之疑慮。 

  從上個世紀迄今，電力幾已成為人類文明的代名詞與驅動力，電氣化

程度更成為判定一個國家經濟能力的重要指標（如圖7-1）。然而也隨著經

濟的成長，人們對於電力的要求，從最初的是否能可靠供給，逐漸演變成

如何滿足各類用戶不同的需求與更友善的對待環境。 

 

資料來源：BNEF（2019）。 

圖 7-1 2000~2050 各國電力消費與人均 GDP之關係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推估，在現行政策（Current Policies）、新

政策（New Policies）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三種主要情景

中皆可見的是，電力在最終消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收入增加往往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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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擁有率，並且越來越多的終端用戶都會通電，特別是在有更強的減碳

政策的情況下。目前電力佔全球最終消費量的不到20％。到2040年，在新

政策情景和現行政策情景中，這一比例增長到23％，而在永續發展情景

中，這一比例增加到27％。最終消費中不斷增加的電力份額並不是一個新

趨勢 - 它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然而，與歷史趨勢相比，永續發展情景看到

電力份額顯著提高;這不是因為供電量遠大於其他情況，而是因為需要更有

效地減碳和使用能源，導致其他燃料的消耗停止增長甚至開始收縮。如圖

7-2所示。 

 

 

資料來源：IEA（2018）。 

圖7-2 IEA全球終端能源消費預估 

但與傳統電力系統不同的是，新的電力系統中將納入更多的資通訊技

術，即一般所謂的『智慧化』，以因應電力市場的自由化與大量間歇性能

源的併網，如表7-1所示。IEA認為未來電網的建設將會占用全球電力投資

總額的1/3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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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不同情境下能源部門每年平均投資費用（單位：10億美金） 

 

資料來源：IEA（2018）。 

然而何為智慧電網呢?因其涉及的範疇廣泛與參予技術項目眾多，至今

各家說法仍莫衷一是。在此引用美國電力科學研究院（EPRI）的定義如

下：智慧電網，一種現代化的電力傳輸系統，能監視、保護和自動最佳化

電網個設備的運行---從高壓輸電網和配電系統中的發電機組、分布式能

源，至工業用戶、建築自動化到儲能裝置，甚至含終端用戶的空調設備、

電動車、家用電器和其他電力設備。247實體設備則可依據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所提出之61850系列標準（如圖7-3）看出其涵蓋了5大能源供應鏈

單元及6大控制層級與其他項目。值得特別注意的，一般所謂智網建置關鍵

KPI的智慧電表（AMI）普及率，實際上只是佔整個硬體架構中十分微小的

一塊。 

 
247 EPRI（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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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C, http://smartgridstandardsmap.com/。 

圖7-3 依據IEC61850 通信協定所界定智慧電網涵蓋之範疇 

第二節 電業自由化國家智慧電網推動時之公平性問題 

由於電力具有即時平衡的特性，所以電業自由化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即是『彰顯每度電的即時價值』。故智慧電網所特有的即時調度、即時計

量、即時告知，就成為自由化中最是關鍵的一部分。尤其在現代化的電力

市場中，因為更是強調用戶端的直接參與可能，此時透過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術，達成高精度時間電價、尖峰電價乃

至實時電價等動態定價，更是其關鍵誘因。但其也衍生出以下三項常見的

議題： 

一、動態定價之用戶選擇 

其首要癥結於『為滿足用電尖峰時期，所產生之邊際成本該由何人承

擔。』一旦精算出此成本，即可按當時的需求量計價。根據紐約獨立系統

營運商的研究，其可帶來如（1）需求減少、（2）成本減少及（3）經濟效

率增加等好處。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過去交叉補貼的情形被攤在陽光

下，既有獲益者也不能再享有補貼，為此則可能引發一連串的興訟，事實

上英國、澳洲皆以相繼發生。 

就以美國加州為例，就有NGO團體宣稱，動態電價會傷害如低收入

http://smartgridstandardsm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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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老人殘疾、長照病患甚至育幼院等社會弱勢之權利，因為這些用戶用

電並不易縮減尖峰用電量或改變用電行為。 

這也衍生出兩派經濟學上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如果實施動態電價在

無人損失且至少有一人獲利下，即可以推行；積極派則說，如果獲利者的

利益足以彌補損失者的損失，就應該採行動態電價。為了補償該政策下所

傷害之用戶，營運商可以採取（1）提供新技術商品、（2）提供兩部電價

選擇、（3）高峰時段折扣、（4）需求客制化服務、（5）多元資費方案、

（6）最惠價格保證等，另外於電費中加入針對能源貧窮所設之政府公課亦

是一種方式。總而言之，由於統一計價方式行之已久，要用戶一夕之間無

痛轉換實為緣木求魚，故各國在實施上仍多以分期逐步達成為主流。 

二、智網投資費用之分攤 

這個議題重點在『智網缺乏嚴格的範疇定義，導致其具體之成本效益

不易估算。』一般情況下，電力公司或電網營運者會藉由強制收費的方式

來回收相關成本，這尤其是對於有高比例間歇性再生能源（VRE）的系統

中最是明顯。圖7-4即為我國與德國2017年電價結構之比較，可明顯發覺我

國電網費用約為德國的三成，各項政府公課更是僅為1％。有趣的是儘管我

國各類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低於德國，但電力費用卻高於對方22.6％。 

由於電網成本居高不下，更突顯出其公平性問題，包含：電網費用是

否該採差別定價？隨電徵收要如何涵蓋自發自用戶？與目前電網相比，整

體電費變動的不確定性等。營運者需要確保電力用戶能提供大量資金以進

行電網改善，但基於經濟規模之故，用戶並無太多選擇權或主動參與的機

會。 

具體而言，隨著電氣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電力的可取得性與價格實應

反應用戶實時的具體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1）強制回收成本、（2）

能源成本對社會邊緣人之衝擊和（3）電力商品的巨大收益之分配，將會決

定整體智慧電網的公平性及市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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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  2017年我國與德國電價結構 

三、網路資訊安全之疑慮 

這個議題最常被大眾所注目，一者是擔心個人隱私會因而流出，另一

者則是憂慮駭客對於系統的侵入甚至奪權。為此IEC制定了IEC61850-8-2通

訊標準，規定以XMPP （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 協定

作為傳輸方式（如圖7-5）。若再整合雲端平台，具備有（1）無須專線、

（2）資通安全確保、（3）架構簡單、（4）利於資訊互通、（5）適合大

量布建及（6）降低工時與錯誤等優點。 

其資安防護架構可見圖7-6，XMPP使用了TLS來防止XML stream傳送

過程被篡改、竊聽。在建立好TLS之後並要用到SASL來驗證XML stream。

估計如果是使用暴力破解，則依所給定密碼的複雜度，需要1天或是數天以

上的時間才能完成。故在確保資安上，除提高密碼難度外、定期更新與人

工查驗仍是有其必要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智慧電網的導入改變了傳統電力市場的運作方式。

在這更靈活且複雜的商業模式裡，如何提升絕大多數用戶的利益並抑低部

分人的損失，如何有效分配資源與責任，如何降低社會疑慮，將會決定終

端用戶是否買單的至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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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 IEC61850-8-2 資訊架構 

 

圖7-6 IEC61850-8-2 XMPP資安架構[4] 

第三節 我國智慧電網推動問題之簡述 

在這股全球電網智慧化的潮流中，我國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事實上，

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3 日即核定了「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台電依該

方案已於 102 年完成 1 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建置，另依行政院99年6月1日

審查「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草案）會議之結論：「請經濟部

於建置 1 萬戶測試系統時，同時對時間電價、需量反應及成本效益加強驗

證評估，以為後續擴大推動之準據」，爰台電於 103年辦理完成時間電價

與需量反應試驗，並於 104 年 1 月完成技術驗證與成本效益評估，然效益

評估結果不佳，歸究主要因素為通訊問題及建置成本問題。 

為解決上述問題以利長期有效率進行布建，台電於105年7月28日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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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低壓 AMI後續推動之修正規劃」，採用模組化電表及通訊遴選等解

決方案，並修正推動目標。案經行政院多次會議檢討研商，依 105 年 9 月 

22 日行政院第 3515次會議決定及同年 12 月 26 日第 35 次政策列管會議決

議，修正該方案內容，併同經濟部「智慧電網推動小組」歷次會議針對部

分工作項目進行調整，以符實際推動現況。248 

回顧我國推動智慧電網/表的歷程，實際上並不順遂。諸如： 

一、 澎湖智慧電網於 2011 年啟動，是台灣最重要的智慧電網整合型集中示

範場域，包含再生能源、儲能、配電自動化、智慧型電表系統、家庭

能源管理系統等技術驗證，計畫自 2014 年正式佈建，卻在智慧電表驗

收出現嚴重問題。由康舒提供的兩批電表中，首批電表六百具、集中

器兩具抽樣驗收均不合格；第二批一千兩百具電表也僅五百具合格、

三十四具集中器均不合格；後經過兩次試驗，最後仍有五百具電表、

二十二具集中器不合格。249 

二、台電向大同採購的九萬具普通電表，因使用生鏽的劣質磁鐵，致轉盤

卡死停轉或走慢，造成計費出錯，最後減價驗收。而 2014 年大同完成

的一萬戶智慧型電表，也因通訊問題只能人工抄表，一再展延驗收時

間，而高壓智慧電表，大同產品不良率也超過合約容許值。高壓智慧

電表中，大同產品不良率平均達 1.8％，是其他家的三倍。根據契約規

定，超過不良率容許標準，必須全數換新，並求償衍生性損失，台電

卻尚未依合約處理。250 

三、 2016 年/住商型時間電價上路，目標百萬戶首月僅 400 戶申請。台電的

「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制度，原先鎖定全台每月用電度數 700 到

4000 度的住宅及商家，期望藉此抑低 27.5 萬瓩的尖峰用電，然而方案

上路 1 個月，不僅討論度低，真正申請者更只有約 400 戶，距離原本

的百萬戶目標，僅僅邁出不到千分之 1的一小步。251 

四、 2017年/台電"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僅 2.4萬戶申請。為了抑制夏季的

 
248 行政院（2017/2），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核定本 
249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093168 
250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092899 
251 風傳媒，住商型時間電價上路 目標百萬戶首月僅 400 戶申請，2016/10/30，住商型時間

電價上路 目標百萬戶首月僅 400 戶申請，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3400?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634613964383

565623930356565_1565061438，最後瀏覽日期：2019/8/6。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3400?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634613964383565623930356565_1565061438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3400?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3366634613964383565623930356565_156506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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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用電，台電於 2016 年 10 月推出「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申請

的民眾，夏月尖峰用電貴，離峰用電便宜，但實施後滿一年間，申請

的用戶卻只有 2.4萬戶，距離目標 100萬用戶，還差了九成以上，環團

認為，問題出在誘因不足。252 

五、 2019 年/時間電價「算來算去都差不多！」預估百萬僅 11 萬戶申請。

台電：電價過低，節電誘因無感。小用戶時間電價上路 3 年，成效慘

兮兮？台電 2016 年為了抑制特定時段用電量，推出住商型時間電價方

案，希望透過調高特定時段電價抑抵尖峰用電量，確保尖峰用電不致

吃緊。然而方案上路 3年，至今卻仍只有不到 1%的家庭申請，參與的

小商家用戶也不到 10 萬家，總計僅 11 萬戶參與，距離台電訂下的百

萬戶目標還有相當距離。253 

換言之，我國智慧電網當前在消費端無論是AMI裝設及終端用戶的參

與，都遇到了相當的問題，亟待克服。 

另一方面，在2025年時，預期我國電力供給端若納入15%的間歇性再生

能源（VRE）後，智網的建設是否跟得上將是另一大隱憂。圖7-7為IEA針

對歐洲OECD國家不同VRE占比所作出的分類，與其相較我國目前則約略

位於Phase 1階段 。 

尤其值得注意的，以丹麥（DK）為例，其將近50％的電力來自於風力

發電，另一半來自各種類型的火力發電（燃煤佔了25％）。平時除供自身

使用外，多餘的風力發電量輸出到挪威、瑞典和德國。當風力發電量降

低，丹麥從挪威輸入水力發電、從德國輸入太陽光電，以及從瑞典的發電

廠輸入電力。當風力發電和太陽光電降低時，丹麥的火力發電廠和汽電共

生廠可以彈性供電。由於風力發電間歇特性，丹麥電網系統依賴跨國電力

調度，輔以火力發電機組做彈性調度。 

愛爾蘭（IE）除23％是風力，另外71％都是靠火力（其中44％是天然

 
252 公視新聞網，台電"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僅 2.4 萬戶申請，2017/10/09，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73274，最後瀏覽日期：2019/8/6。 
253  風傳媒，時間電價「算來算去都差不多！」預估百萬僅 11 萬戶申請 台電：電價過

低，節電誘因無感 ，2019/05/1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275462?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3336383663303834

3263616362633637_1564114523，最後瀏覽日期：2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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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必要時間亦需倚賴跨國電力交易。以義大利（IT）為例，目前該國

VRE已達15%，其電力裝置容量達115GW，2016年全國用電尖峰則為

51GW，整體有近4成電力來自於天然氣，但既使如此高備用容量仍嫌不

足，使得義大利相當仰賴電力貿易來平衡本國供需。換言之，高比例VER

必須伴隨跨國電網、靈活可調度機組與電力交易市場。圖7-8即是在不同比

例下，IEA針對電網、電力市場及其他要項所做出相對應的改善建議。 

 

資料來源：IEA（2018）。 

圖7-7 IEA 針對VRE於EU-OECD所做之分類 

 

資料來源：IEA（2018）。 

圖7-8 IEA針對因應不同階段VRE發展之建議 



 186 

  若依照IEA的五大建議方針檢視我國現況，綜合前述諸多新聞可知，尤

其是在智網與制度方面，皆非目前一蹴可及或是單靠國外採購就能順利解

決的。其必須因地制宜甚至量身定做，卻又同時必須符合國際規範及市場

運作常規，政府卻規劃要在未來五年內迅速達標，其技術難度與時程緊迫

皆令人難以樂觀看待。 

第四節 我國新版智慧電網推動之規劃 

面對來自各界對於能源轉型的殷殷期盼，與過去智網發展發展的困

境，經濟部於今年7月招開了修正『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會議，並提出

以下四項更新理由： 

一、 應用需求：原核定方案為技術導向偏重硬體布建（如智慧電表），

考量未來廣泛應用期程及需求，有必要檢討修正。 

二、 電業法修正：106年 1月 26日電業法修正後，未來電力市場架構將有

變化，同時電力市場參與者，亦有不同角色定位，宜重新檢討原核定方

案。 

三、 815停電事故：106年 8月 15日大潭電廠因天然氣供氣突然中斷，導

致全台各地因此多處停電，行政院成立 815 停電事故行政調查專案小

組，並完成「815 停電事故行政調查專案報告」，並提出改善建議事

項，爰納入相關改善建議。 

四、 綜上，因應能源轉型之應用需求、電業法修正及 815停電事故，檢討

現行方案架構，以解決問題為導向，明確定義目標，並提出達成目標所

需之各項行動計畫，爰就智慧電網相關問題及目標，提出相對應策略，

以完成能源轉型及確保穩定供電。 

報告中同時也揭示了未來我國電力市場初步之架構，如圖7-9及圖7-10

所示。若與國外電業自由化國家相較，我國特有的輸配售一體制、可參與

市場但價格受管制的公用售電業及綠電先行等設計，對於智網的需求與參

與者權利義務皆和他國有所差異。再加上市場運作規則仍付之如闕，這對

於智網的實際規劃與財務分攤都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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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2019）。 

圖7-9 我國未來電力市場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9）。 

圖7-10 未來我國電力市場參與者之定位 

 

目前最令人擔心的是，我國電業管制機關尚未成立，在此條件下即責

成市場自然壟斷者的台電，進行市場規則設計（調度處）與智網規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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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處、輸電處、配電處）。幾可預見的，瓜田李下代理人問題，勢必

會被其他市場參與者提出要求檢討。具體而言，在智慧電網的推動卻又缺

乏有效管理下，有可能更進一步引發市場兩大公平性的爭議： 

一、 用戶資訊壟斷。由於輸配售一體的設計，台電輸配售公司幾已取得全

台絕大多數用戶的用電資訊。若在完成 AMI 布建後，更可透過大數

據，掌握不同用戶用電行為來設計各種極具競爭性的資費方案。以此

一旦公用售電業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將使得對手毫無還手之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歐美國家對於資訊壟斷企業的調查案例

中可發覺，企業利用所蒐集之個資牟利之殺傷力遠比資訊被竊取來的

嚴重且平凡。基於用戶個資問題，新加坡是交由不得參與市場交易的

公用售電業來管理，英國則是成立專責機構來保存，盡可能降低因為

用戶資訊掌握的多寡，所形成的市場不公平性。 

二、 自動化決策依據。由於我國電業法並未依國際通例將電網業獨立出

來，並委由台電執行電力交易平台與電力調度，這樣的設計等於更擴

大了台電的市場力，而智網最是核心的自動化調度準則也交由台電公

司來撰寫。該公司在同屬母公司下又存有另一個台電發電子公司，如

此錯綜複雜的關係，未來調度準則與實際調度決策的公正性勢必受到

市場其他競爭者的質疑，也阻礙了市場正常化的發展。 

由於台灣電力市場制度設計全球僅見，又無有效的電業管制機關進行

監理，該如何化解市場疑慮確保公平競爭？智網又該在其中扮演何種角

色？都不是目前可下定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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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1）蒐集並介紹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發展歷

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2）研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市

場界定、市場結構及競爭狀態；（3）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

爭及垂直整合關係；（4）分析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

為之規範與影響，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之探討；（5）蒐集國外再

生能源電業競爭相關議題。（6）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

為之探討與規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競爭中立性之探討、競爭主管機

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競爭倡議之探討；以及（7）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

展與競爭議題。 依據研究目的，研提初步結論如下： 

一、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 

  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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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和民營電廠所設置之再生能源系統

占全國再生能源系統比重自2009年之36%，逐漸降至2018年之23%。就再

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而言，亦呈相同趨勢，國內再生能源發電來

源中，屬於台電部份占比僅約10%，民營電廠之再生能源電力則大多為陸

域風力，占全國再生能源發電比重約為15%至16%，隱含國內整體再生能

源發電市場並非由大型電業（例如台電）主導，而係由較為分散之團體或

自然人所經營。 

  太陽光電的發電原理，是利用矽晶太陽電池吸收300nm~1100nm波長的

太陽光，並將吸收的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輸出，且太陽光電系統主要由太

陽能電池組列、電力調節器、配線箱、蓄電池等所構成。就太陽光電系統

設置型式而言，主要包含獨立型、市電併聯型和混合型，且以市電併聯型

最為常見，而以設置類型加以區分時，太陽光電系統種類涵蓋屋頂型、地

面型、建築整合型與水面型。未來太陽光電系統以屋頂型和地面型為主，

且在法規規範和設置爭議程度較高下，國內業者相對容易開發屋頂型太陽

光電系統，故未來可能以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之成長較為快速。 

  風力發電的方式乃是利用風車擷取空氣流動的動能，轉換成風車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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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能，帶動發電機來產生電力，且在風場條件相同下，葉片愈長，其受

風面積愈大，所能擷取的風能就愈多，故大型風機的捕風能力佳、效率更

好，故國際間之風力機有逐漸往大型化趨勢發展。 

  就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未來發展動態，隨著技術進步、供應鏈整

合、融資成本下降、產業競爭激烈與國際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政策等各項因

素影響，預期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成本將持續降低，也因歐盟施行再生能

源競標機制，使得產業競爭程度大為提高。 

二、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型態 

  據《電業法》第2條，電業係指依《電業法》核准之發電業、輸配電業

及售電業，而再生能源發電業則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以銷售電能之發電業，只要屬於可永續和再生運用之能源

並可生產電能者，均符合《電業法》第2條所稱再生能源電業。另依《電業

法》第27條規定，可能導致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將需準備相對較高之備用供

電容量，對業者而言即意味著較高的經營成本，進而影響業者在市場上之

競爭。我國現階段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全國電力系統比重僅約5%，且以水力

發電為主，然太陽光電設置量成長快速，預期在政府政策目標下，其裝置

容量於2025年時將占再生能源系統比重超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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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之基石，故需要界定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

就產品市場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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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替代面向分析之，依現行

《電業法》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除台電可進行售電業務外，再生能

源發電業者也可藉由直供、代輸轉供或經由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將電

能售予終端消費者，且因電力所產生之能源服務具同質性，故就消費者觀

點，前述參與者實屬同一電力市場。 

  另一方面，國內現階段再生能源躉購費率和電價均受到政府管制，即

使在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者時，仍會考量售予台電或

消費者間之收益差異，假設透過價格調整以吸引消費者直接採購之收益未

及全數躉售台電，則業者調降價格之誘因亦低。對消費者而言，考慮輸配

電成本後，現行再生能源價格仍高於平均電價，因此多數消費者的電能來

源將依舊取自台電。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5月份經立法院通過之《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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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12條，使得電力大用戶有誘因自行建置再生能

源系統，或尋求台電系統以外之再生能源，因而可能選擇外購價格上相對

較低之陸域風力，同時依照躉購費率制度售予台電之再生能源電力，因不

含《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條文第12條中規定之憑證價值（無環境價

值），故從大用戶之需求替代角度而言，除了台電、再生能源發電業、售

電業外，若用戶在符合法規要求下所建置之再生能源系統，亦應歸屬同一

市場，且需排除不含憑證之綠色電力。 

  以供給替代輔助需求替代進行市場界定。因現階段消費者仍主要向台

電採購電能，且台電身為國內唯一綜合電業，兼負調度全國電力之義務，

因而可視台電為所有消費者的集合體，一齊向不同發電能源採購電能。就

發電原理和發電燃料來源而言，火力、核能、水力、太陽能、風能與生質

能間具相當大的差異性，其間之容量因素、發電成本和發電設備等亦有所

不同，至於再生能源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可優先併入電網，躉售價

格則由政府訂定並由台電與業者簽約，故並不存在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調

整發電躉售價格，致台電能轉換至購買其他發電來源的可能性，惟台電目

前收購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則因兩類能源發電特性不同，太陽光電相

對有機會可替代台電尖載系統，風力發電和各類能源間在實績上不具供給

替代可能性。 

  再就地理市場方面，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且已有相關計畫改善各

區域之併網能力，工程進度和環境影響評估亦符合預期，應不會產生特殊

之營業區域限制，因此故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合理可替代性分析法、交叉彈性檢測法與假設性獨

占者檢測法，為主要市場界定之分析方法。本研究以交叉彈性檢測法估

計，依據2015年至2018年之數值，當火力發電成本變動1%時，核能發電變

動量為-0.92%，而當核能發電成本變動1%時，火力發電變動量為-0.07%，

再生能源發電與火力發電間，以及再生能源發電和核能發電間之交叉彈

性，則得到兩交叉彈性為正值，表示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

應屬同一市場範疇。 

  因未來再生能源系統中，以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為主，故進一步計算

兩者間之交叉彈性發現，當太陽光電平均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風力發電

需求量將增加0.2%至0.4%，假若風力發電平均發購電成本減少1%時，太陽

光電需求量將增加13%至20%，以交叉彈性估計結果言之，現階段太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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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統和風力發電系統間應尚不具競爭性，彼此之間較具互補性。另由假

設性獨占者檢測法進行市場劃設之分析，發現台電與再生能源業可構成一

個特定市場。 

三、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及垂直整合關係 

（一）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 

  從太陽光電產業鏈結構來看，居主流的矽晶太陽能電池產業可劃分為

上游之多晶矽材、晶錠／矽晶圓、中游之太陽能電池片、模組，以及下游

之系統建置。考量國內太陽光電設置量係屬分散，和上游與中游端之原材

料，為高度資本密集之型態不同，故上游和中游業者並不一定參與下游之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國內現階段最大之太陽光電系統商為中租能源，占有

國內市場占有率12.05%，總裝置容量為330千瓩，其次則為友達光電和天

泰能源，市場占有率分別為5.11%和4.75%，若以HHI指標衡量市場集中

度，則發現在市場競爭者數量較多且設置量並未集中、較為分散下，僅為

230.9，屬於低度集中市場，亦即我國太陽光產業呈現高度競爭狀態。 

  風力發電主要分為陸域風力和離岸風力兩個部分，其產業鏈由上游至

下游端，為風電製造業（含原材料、零組件/次系統和風力機系統）、風電

服務業及風電發電業。以陸域風力而言，截至 2018 年底，國內裝置容量已

累計達696 MW，主要由國營的台電以及民營的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

團）所開發。其中，台電之陸域風力設置量為294 MW，達德能源集團（英

華威集團）所設置之陸域風力機數量超過170座，約381.4MW，故台電與

達德能源集團（英華威集團）合計占有國內陸域風機市場占有率超過

97%，其餘業者僅占約3%，若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集中度達4796，屬高

度集中市場。 

  國內離岸風電開發商總計有七家，分別為丹麥沃旭能源、德國達德能

源、加拿大北陸電力、丹麥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上緯及澳洲麥格理、

台電和中鋼，所取得之裝設量資格則分別為 1,820MW、 1,058MW、

1,044MW、600MW、506MW、410MW及300MW，前三大開發商即占有國

內離岸風電設置量60%以上之市場占有率，若同樣以HHI指標衡量之市場

集中度達1,943，介於1,500至2,500間，屬中度集中市場。   

（二）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垂直整合 

  2018年底我國太陽光電產業之矽晶圓產能約2.1GW、太陽能電池產能



 193 

約6.6GW、太陽能模組產能約1.1GW，其中太陽能電池製造產能目前位居

全球第二名。雖因政府積極推動申設太陽光電，惟與國內產能相比，內需

市場僅能去化約10%的太陽能電池產能，仍有大多數的產能需外銷，也由

於系統端獲利空間相對較高並且能夠帶動自身產品需求，故近年來已有太

陽光電中上游製造業者往下游模組、系統端發展之趨勢。例如新日光、昇

陽科、昱晶加上官方資金共同組成「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整合

太陽能上下游供應鏈，跨足系統、模組、電池；太陽能電池廠茂迪與導電

漿廠碩禾宣布合資成立「台灣太陽能模組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整合茂迪

之電池生產能量和碩禾之國際電站開發與經營經驗，提高於太陽光電市場

之競爭能力。惟除了業內整合外，中租能源和天泰能源則藉由財務操作方

式，結合外部資金並採外包採購方式，在太陽光電系統市場取得地位。 

  在風力發電部分，因國內風電市場暫以陸域風力為主，每年新增設置

量不足以形成完整風電產業，故風電製造業上游原材料以及中游零組件，

僅約一成供應國內市場，其餘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且風力發電製造業

由風力機系統商主導，具有極高議價能力。政府為扶植國內風力產業鏈已

訂立相關國產化要求和規範，本土業者亦積極籌組「離岸風電海事工程聯

盟」和「離岸風電零組件國產化產業聯盟」，提高產業能量以進入產業

鏈，然而，在缺乏足夠經驗和專業能力，仍需要時間養成相關人力和技

術，本土供應商在現階段即使積極進行合縱連橫，並不具備對產業運作的

控制能力。 

四、產業法和競爭法之適用議題 

  日本電力市場改革與電力事業法一路修法推動過程中，學界曾廣泛討

論如何處理電力產業法制與獨占禁制法之競合適用關係，還有如何處理日

本經濟產業省與公平交易委員會間職權分配的問題。學界通說認為當與獨

占禁止法發生衝突時，應優先適用獨占禁止法；當產業法規內容是促進競

爭，當與獨占禁止法發生衝突時，在考慮產業趨勢下並尊重獨占禁止法之

「經濟憲法」，二者與其主管機關必須相互協調與配合。 

  實際上二者互動如同學界通說，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與電力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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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電力交易指針」以釐清電力市場之競爭法問題，防止違法行

為之發生。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並確立「當電力市場的管制逐漸放鬆，也

代表獨占禁止適用於電力市場的範圍逐漸擴大」。 

https://www.ure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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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業法下綠電先行與市場秩序 

  與外國電業自由化採取灰電綠電同步不同，臺灣電業法僅採取世界其

他國家所無且相對特殊之「綠電先行」制度。且由於在2009年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通過後，幾乎所有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均希望以躉售費率

（FIT）機制以二十年長期購售電合約銷售電力給台電之結果，導致目前電

業自由化後之綠電市場，呈現出『供給不足』之『供需失衡』局面。但造

成問題之主因，在於有更為優厚的再生能源補貼機制的政府干預存在，且

既有之綜合電業－台電，相對較有可能濫用獨占地位之台電，初期也並未

直接參與市場競爭，故目前似無違反公平法之疑慮。然而隨著2019年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三讀通過導入用電大戶綠能義務後，政府要求台電參與綠電

市場之規劃逐漸明顯，也導致未來適用競爭法之機會大幅增加。 

六、公平交易主管機關於電業自由化後之角色 

  從外國法比較分析可知，在電業自由化後各國均主要透過獨立能源管

制機關，承擔市場監督與反競爭行為之責任，而競爭法主管機關相對而言

僅是針對案件調查及處分等事後管制擔任輔助性角色。在臺灣電業法下採

取不同之路徑。電業法針對結合與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有特殊之規範，由經

濟部與電業管制機關分工扮演主要角色，公平會僅作為輔助並提供競爭法

上專業意見。 

七、公平法與電業法之適用問題 

  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之規範，將與既有公平法涉及結合及反競爭行

為發生競合關係。本研究分析，電業法第21條電業結合管制時，電業管制

機關與公平會各自依據主管法規進行審查程序，未來是否要進行程序整合

以避免審查意見矛盾等疑慮，有待公平會與電業主管機關協調。電業法第

23條對於電業濫用市場力之規範，在本條第1項應由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

部依據電業法裁罰後，再由電業管制機關要求該電業進行改正。同條第2項

分為兩款，在第1款中，若有違反同條第1項情事，而同時遭到公平會依據

公平法要求改正卻未為改正，後經移送檢調偵辦，進入司法程序經三審確

定應負刑事責任時，電業管制機關再依據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廢止電

業執照。第2款之情形則是電業管制機關依據同條第1項要求改正，卻未為

改正情事重大者，電業管制機關得以廢止電業執照。公平會對於電業法第

23條的競合疑慮，僅在於本條第2項第1款，另外針對如聯合行為、限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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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廣告不實等管制行為，是否包含在電業法第23條第1項「濫用市場

力，危害交易秩序」的範圍內，應由經濟部進行判斷，針對規範不足之

處，應參考公平法規範內容進行補充，在經濟部無法適用電業法進行必要

管制的情況下，始由公平會依據公平法介入。 

八、台電參與綠電市場可能引發公平法之疑慮 

  在2017年電業法修訂迄今，綠電市場出現發展停滯之問題，但隨著

201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法引入用電大戶綠能義務後，希望能夠提升市

場需求，卻突然出現供不應求的困境。這也導致，近期政府規劃由台電進

來賣綠電。由於台電長年來是綠電的獨買方，具備綠電市場的獨占地位，

故目前眾多再生能源業者也相當關切此一議題。台電未來是否可能會有濫

用獨占地位之操作，值得進一步觀察。 

九、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 

  若與國外電業自由化國家相較，我國特有的輸配售一體制、可參與市

場但價格受管制的公用售電業及綠電先行等設計，對於智網的需求與參與

者權利義務皆和他國有所差異，再加上市場運作規則仍付之闕如，對於智

網的實際規劃與財務分攤都增加了諸多不確定性。我國電業管制機關尚未

成立，在此條件下即責成市場自然壟斷者的台電，進行市場規則設計（調

度處）與智網規劃建設（供電處、輸電處、配電處），幾可預見的，瓜田

李下代理人問題，勢必會被其他市場參與者提出要求檢討。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循前述結論與研究目的，研提建議如下。 

一、 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發展歷程、技術分析概況及未來動態 

  目前我國之公用售電業電價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均受政府高度管

制，使市場參與者難以依循市場機制進行競爭，反而可能產生較高尋租行

為和成本，且從未來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成本演變趨勢，以及歐洲離岸

風場發展經驗，可知政府對再生能源產業的補貼將會逐步縮小，最終將取

消補貼制度、改為市場競爭為核心之競標制，且在實施競標制之後，再生

能源業者將衡量成本高低，提出適宜標價以和其他業者競爭。 

  另一方面，以國內離岸風力發電發展規劃亦可發現，由遴選制度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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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制度時，躉購費率由5.8元/度降至約2.2元/度，故從國內外經驗能明確

瞭解，當市場可自由競爭時，市場價格將較政府補貼時期為低、競爭程度

將提高，有利消費者福祉，因此宜避免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以保持市場

機能充分運作，亦有利於消費者福祉。 

二、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市場界定、市場結構及型態 

  火力發電、核能發電與再生能源發電應屬同一相關市場，惟若進一步

討論再生能源電業行為，則宜依不同發電類別（例如太陽光電和風力發

電）進行分析。然而，傳統上採SSNIP進行市場界定方法時，其主要精神

在判斷當產品間存在競爭關係時，產品的需求替代性抑制各產品價格上漲

至獨占價格之能力，即藉由廠商是否能藉由提價以獲利來界定是否尚存其

他未納入之競爭者，惟因國內電力市場（含再生能源市場）受政府高度管

制，參與者均依循政府所定費率銷售其電能，並無法任意更動電能價格，

故採SSNIP方法界定電力或再生能源市場時，與理論假設有所差異，因此

建議界定國內電力或再生能源市場範圍時，需進一步修正與調整界定市場

之分析方法。 

三、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水平競爭及垂直整合關係 

  以推動離岸風電發展為例，政府於遴選制度裡要求廠商負擔一定程度

的國產化要求，而獲遴選廠商亦提出若需滿足政府國產化要求時，需有較

高的躉購費率，因此對電力消費者而言，即需支付相對較高的成本以獲取

電力資源。但從英國發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經驗，其離岸風力發電設置容

量約僅5.7GW，且資本支出的自製率迄今亦未及20%，顯見規範自製率來

促進產業發展相當具有挑戰性，同時在我國離岸風力發電推動進程可知，

遴選制（具國產化要求）和競標制（無國產化要求）的價格差異達一倍以

上（超過2元/度），而國產化之產業帶動效益發展約當為每度0.64元，兩者

間並不對等，故而在高自製率的要求下，可能導致保護相關廠商（如國內

零組件供應商）而有壟斷市場疑慮、不利競爭，因此仍宜採公開競價方

式，由市場參與者自由競爭，抑或採最有利標方式（即規範一定程度的自

製率且維持價格競標精神），避免產生市場壟斷、影響競爭之情況。 

四、 分析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業競爭行為之規範與影響，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之探討 

   在台灣電業自由化後，針對結合事務，由電業管制機關與公平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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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職。但在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上，呈現出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公平

會三者分工之角色。但由於目前在結合事務與濫用市場地位之分工並不甚

明確，實質審查內容不完全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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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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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蒐集國外再生能源電業競爭相關議題 

  目前我國之公用售電業電價與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均受政府高度管

制，使市場參與者難以依循市場機制進行競爭，反而可能產生較高尋租行

為和成本，對照歐盟取消再生能源補貼、改採競標機制之經驗，可發現產

業競爭程度提高、履約價格快速下降，亦有利於消費者福祉。 

  從歐盟電業自由化後限制競爭相關案例觀察，建議開放既有綜合電業

參與市場競爭，並透過競爭法介入管制，促進市場開放。同時，在開放後，

競爭法可以作為促進既有的市場結構調整的工具，可供我國競爭主管機關

參考。 

六、 研究分析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競爭中立性之探討、競爭主管機關對再生能源電業競

爭倡議之探討 

（一） 針對目前有綠電先行潛在可能性之規劃案（如，嘉義鹽灘地、台

南Google向永鑫購電、達德能源/英華威公司之陸上風機、離岸風

電競標等案例），公平會應持續關注此類相關大型再生能源投資

案場之經營動態。考慮到發電規模以及發展進度，可以做為未來

較小型投資案場之先例，和做為我國綠電先行之市場參考，觀察

業者在操作上是否有意排除其他新進案場參與競爭抑或是對於供

電上有聯合壟斷價格之跡象。 

（二） 持續關注再生能源憑證價格過高之議題。本研究於第六章分析，

我國再生能源憑證市場，目前價格與市場交易情況脫節，價格相

較國外標準高，然而成交量與發行量相差甚鉅，這樣的市場情

況，縱使是依據標檢局提供之建議價格進行定價，然而，業者之

間是否有默示之同意價格，有待進一步觀察。 

（三） 「用電大戶綠能義務」若台積電等用電大戶可輕易透過「自建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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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電/儲能設備」滿足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2 條之義務，則消

費者偏移的可能較大，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再生能源售電業出現

限制競爭行為的疑慮較低。然而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可能進

行遊說，阻礙用電大戶選擇透過自建滿足義務，是否因此產生相

關競爭法疑慮，值得密切關注。 

（四） 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是否會因為綠電（電證合一）

產品奇貨可居，刻意為聯合行為限制產量以及供給地區，公平會

應密切觀察，於必要時得為競爭倡議。 

（五） 台電雖具有獨占地位，但在電業自由化後，觀察世界各國均允許

既有電力公司參與市場競爭之作法，若不允許其參與綠電市場，

恐不合於電業自由化之意旨。世界上並無一國家，在電業自由化

之過程中，僅允許新市場參與者加入競爭，而不允許既有市場參

與者參與競爭之狀況。台電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始有利於市場發

展，發揮市場競爭效果，然而主管機關針對上述爭議，如何確保

台電的競爭中立，有待競爭主管機關對於上述情事未來發展之密

切觀察。 

七、 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 

  我國因為電力市場制度設計不完善與再生能源目標偏高，對於後續智

慧電網的建置與應用埋下了隱憂，主事者必須十分小心謹慎處理上述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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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歐盟之再生能源國家補貼案例整理） 

表 EU Commission 風力發電相關之國家補貼案例整理 

CASE_CODE CASE_TITLE CASE_ORIGINAL_TITLE MEMBER_STATE 

SA.40227 Windfloat Project 

Ajuda de Estado ao projecto 

Windfloat no âmbito do 

NER300. 

Portugal 

SA.43751 
350 MW offshore wind 

capacity 

Projektering og opførelse af 

en havvindmøllepark med en 

samlet effekt på 350 MW. 

Denmark 

SA.47805 
Neue Energien - 

Bürgerwindparks 

Neue Energien - 

Bürgerwindparks 
Germany 

N521/2008 

Offshore R&D 

Windpark, Borkum, 

Germany 

Planung, Bau und Betrieb 

eines 60 MW Offshore 

Windparks zu Test- und 

Forschungszwecken, 45 

Kilometer vor der Insel 

Borkum 

Germany 

SA.31962 
Aid for offshore wind 

farm Zee energie 

Global Wind Support 

Offshore NL1 
Netherlands 

N354/2008 

Supplement for 

electricity from new 

wind turbines 

Forhøjelse af støtte til 

elektricitet fra nye 

vindmøller 

Denmark 

SA.32859 Westermeerwind Westermeerwind Netherlands 

N394/2007 

Non-appliance to 

windpower plants of 

lower depreciation rate 

Vindmøller omfattes ikke af 

nye bestemmelser om lavere 

afskrivningssats for 

driftsmidler med lang levetid 

Denmark 

SA.32858 
Wind farm project 

VWW 

VWW Ontwikkeling en 

Exploitatie 
Netherlands 

SA.32855 
Wind farm project 

Acousticon 
Acousticon Netherlands 

SA.35097 
Neue Energien - 

Bürgerwindparks 

Neue Energien - 

Bürgerwindparks 
Germany 

SA.31961 
Aid for offshore wind 

farm Buitengaats 
BARD Offshore NL 1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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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9/2010 

subsidieverlening tbv 

project D OWES 

（Dutch Offshore 

Wind Energy 

Services） aan 

Stichting Associatie 

Technologie 

Overdracht N-H 

（ATO） 

subsidieverlening tbv project 

D OWES （Dutch Offshore 

Wind Energy Services） aan 

Stichting Associatie 

Technologie Overdracht N-H 

（ATO） 

Netherlands 

SA.34742 Q10 Offshore Wind BV Q10 Offshore Wind BV Netherlands 

SA.39741 
Windpark Offshore 

Sandbank 

Windpark Offshore 

Sandbank 
Germany 

SA.24895 

Public investment in 

wind power 

development projects 

Public investment in wind 

power development projects 
United Kingdom 

SA.39724 
Windpark Offshore 

Arkona Becken Südost 

Windpark Offshore Arkona 

Becken Südost 
Germany 

SA.39735 
Windpark Offshore 

Wikinger 
Windpark Offshore Wikinger Germany 

SA.39734 
Windpark Offshore 

Meerwind Süd/Ost 

Windpark Offshore 

Meerwind Süd/Ost 
Germany 

SA.36517 
Aid for wind farms 

NOP Agrowind CV 

Steun voor windparken NOP 

Agrowind CV 
Netherlands 

SA.35089 

Supplement for 

electricity from new 

wind turbines 

Supplement for electricity 

from new wind turbines 
Denmark 

SA.39738 
Windpark Offshore 

MEG I 
Windpark Offshore MEG I Germany 

SA.39727 

Windpark Offshore - 

Trianel Windpark 

Borkum 

Windpark Offshore - Trianel 

Windpark Borkum 
Germany 

SA.39666 

Errichtung eines 

Windparks mit 4 

Anlagen in der Nähe 

der Ortschaft Tomnatic 

（Rumänien） 

Errichtung eines Windparks 

mit 4 Anlagen in der Nähe 

der Ortschaft Tomnatic 

（Rumänien） 

Germany 

SA.39742 
Windpark Offshore 

Gode Wind 1 

Windpark Offshore Gode 

Wind 1 
Germany 

SA.39725 
Windpark Offshore 

Veja Mate 

Windpark Offshore Veja 

Mate 
Germany 

SA.40026 Neue Energien - Neue Energien -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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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rgerwindparks Bürgerwindparks 

SA.39736 
Windpark Offshore 

EnBW Baltic 2 

Windpark Offshore EnBW 

Baltic 2 
Germany 

SA.39722 
Windpark Offshore 

Dan Tysk 

Windpark Offshore Dan 

Tysk 
Germany 

SA.38759 
Dudgeon Offshore 

Wind Farm 

Investment Contract for 

Dudgeon Offshore Wind 

Farm 

United Kingdom 

SA.39726 
Windpark Offshore 

Borkum Riffgrund 2 

Windpark Offshore Borkum 

Riffgrund 2 
Germany 

SA.39729 
Windpark Offshore 

Nordsee Ost 

Windpark Offshore Nordsee 

Ost 
Germany 

SA.39733 
Windpark Offshore 

Gode Wind 2 

Windpark Offshore Gode 

Wind 2 
Germany 

SA.39730 
Windpark Offshore 

Butendiek 

Windpark Offshore 

Butendiek 
Germany 

SA.39732 
Windpark Offshore 

Borkum Riffgrund 1 

Windpark Offshore Borkum 

Riffgrund 1 
Germany 

SA.39731 
Windpark Offshore 

EnBW Hohe See 

Windpark Offshore EnBW 

Hohe See 
Germany 

SA.39740 
Windpark Offshore 

Amrumbank West 

Windpark Offshore 

Amrumbank West 
Germany 

SA.39723 
Windpark Offshore 

Nordsee One 

Windpark Offshore Nordsee 

One 
Germany 

SA.39728 
Windpark Offshore 

Global Tech I 

Windpark Offshore Global 

Tech I 
Germany 

SA.39739 
Windpark Offshore 

Deutsche Bucht 

Windpark Offshore Deutsche 

Bucht 
Germany 

SA.38761 
Hornsea Offshore Wind 

Farm 

Investment Contract for 

Hornsea Offshore Wind 

Farm 

United Kingdom 

SA.38758 
Walney Offshore Wind 

Farm 

Investment Contract for 

Walney Offshore Wind Farm 
United Kingdom 

SA.37122 

Aid to household wind 

turbines and offshore 

wind turbines with an 

experimental aspect 

Støtte til husstandsmøller og 

til havmøller med 

forsøgselement 

Denmark 

SA.38763 
Burbo Bank Offshore 

Wind Farm 

Investment Contract for 

Burbo Bank Offshore Wind 

Farm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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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38812 
Beatrice Offshore Wind 

Farm 

Investment Contract for 

Beatrice Offshore Wind 

Farm 

United Kingdom 

SA.40305 
Horns Rev 3 offshore 

wind farm 

Udbudsprocedure for Horns 

Rev 3 havmøllepark 
Denmark 

SA.48756 

Optimierung der 

Windernergieerzeugung 

unter Einbeziehung 

innovativer Lithium-

Ionen-Technologie 

Optimierung der 

Windernergieerzeugung 

unter Einbeziehung 

innovativer Lithium-Ionen-

Technologie 

Germany 

SA.53567 

NL - EZK - ETM - 

Regeling Innovatieve 

windenergie op zee 

NL - EZK - ETM - Regeling 

Innovatieve windenergie op 

zee 

Netherlands 

SA.51061 
France - Offshore wind 

in Dunkerque 

Parc éolien en mer dans une 

zone au large de Dunkerque 

（lauréat du dialogue 

concurrentiel n°1/2016 

portant sur des installations 

éoliennes de production 

d’électricité en mer dans une 

zone au large de 

Dunkerque） - V2 

France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

_area_id=3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5） 

 

表 EU Commission太陽光電國家補貼案例整理 

CASE_C

ODE 
CASE_TITLE CASE_ORIGINAL_TITLE 

MEMBER_S

TATE 

SA.50856 

IND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 2018 

IND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 2018 

Spain 

SA.50418 
NL_BZK_CSDO_PrimA4aSo

larGreenPoint 

NL_BZK_CSDO_PrimA4aSo

larGreenPoint 
Netherlands 

SA.55026 

ENER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microeolica. 

ENER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microeolica. 

Spain 

SA.51190 
France - Solar support in 

Fessenheim 

Soutien par appel d'offres au 

développement d''installations 

de production d'électricité à 

partir de l'énergie solair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Haut-Rhin 

France 

SA.48033 

NL_BZK_CSDO subsidie 

Stichting We Drive Solar 

2017 

NL_BZK_CSDO subsidie 

Stichting We Drive Solar 

2017 

Netherland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3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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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35/200

6 
Aid to CSG Solar CSG Solar Germany 

SA.44850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Ernesettle 

Community Solar Limited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Ernesettle 

Community Solar Limited 

United 

Kingdom 

SA.38782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Spain 

SA.40717 

MIMAM - Subvenciones para 

el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dirigida a 

empresas, asociaciones 

empresariales, y particulares 

MIMAM - Subvenciones para 

el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dirigida a 

empresas, asociaciones 

empresariales, y particulares 

Spain 

N274/200

8 
Solar Nano Crystal 

Programme Mobilisateur pour 

l'Innovation Industrielle 

«Solar Nano Crystal» 

France 

SA.39462 

MIMAM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MIMAM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de energía 

eólica para autoconsumo 

Spain 

SA.43756 
Support to electricity for 

renewable sources in Italy 

Regime di incentivazione 

dell’energia elettrica prodotta 

da fonti rinnovabili diverse 

dal solare fotovoltaico.lo 

schema di decreto 

prenotificato è stato condiviso 

dal Ministero dello sviluppo 

economico con il Ministero 

dell’ambiente ed è in avanzata 

fase di condivisione con il 

Ministero delle politiche 

agricole. In base alla legge 

（art.24 dlgs 28/2011, è in via 

di acquisizione il parere della 

Conferenza delle regioni e 

degli enti locali e 

dell’Autorità per l’energia 

elettrica il gas e il sistema 

idrico. 

Italy 

SA.47623 
FiT for solar installation in 

buildings in France 

Soutien par tarifs d'achat au 

développement de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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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s sur bâtiment 

utilisant l'énergie radiative du 

soleil. 

SA.52957 

ENER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microeólica - 

2019 

ENER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y microeólica - 

2019 

Spain 

SA.48431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New Mains of 

Guynd Solar Park C.I.C.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New Mains of 

Guynd Solar Park C.I.C. 

United 

Kingdom 

SA.48430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Drove Lane 

Solar Park CIC 

Senior Term Facility 

Agreement to Drove Lane 

Solar Park CIC 

United 

Kingdom 

SA.48365 

IND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IND - Fomento de 

instalaciones de energía solar 

fotovoltaica. 

Spain 

SA.53347 

Italy - Support to electricit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2019-

2021 

Incentivazione dell’ energia 

elettrica prodotta da fonte 

eolica onshore, solare 

fotovoltaica, idroelettrica e da 

gas residuati dei processi di 

depurazione. 

Italy 

（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

_area_id=3 最後瀏覽日期：2019/07/2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3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policy_area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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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再生能源憑證相關資訊） 

表 再生能源憑證核發狀況：2017年再生能源憑證核發情況 

 

表 再生能源憑證核發狀況：2018年再生能源憑證核發情況 

 

發電案場（僅列出100張以上） 核發張數（按

多至少降序） 

對於2017總發行量之占比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水火力發電事業

部再生能源處-澎湖中屯 

9561 9561/16661 （57.3%）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013 3013/16661 （18.1%）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1908 1908/16661 （11.5%） 

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8 538/16661 （3.2%）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六

廠 

275 275/16661 （1.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六甲院

區 

223 223/16661 （1.3%）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31 131/16661 （0.8%） 

其餘 1012 1012/16661 （6.5%） 

發電案場（僅列出100張以上） 核發張數 對於2018總發行量占比 

台灣電力股份公司水火力發電事業

部再生能源處-澎湖中屯 

17040 17040/30508 （55.8%）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154 6154/30508 （20.2%）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2949 2949/30508 （9.7%） 

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5 815/30508 （2.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六甲院

區 

500 500/30508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六

廠 

361 361/30508 （1.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352 352/30508 （1.2%）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21 221/30508 （0.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創園

區 

166 166/30508 （0.5%）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145 145/30508 （0.5%）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135 135/30508 （0.4%）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新生公園夢

想館 

104 104/30508 （0.3%） 

其餘 1566 1566/3050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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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8年再生能源憑證售出情況 

售出案場（僅列出50張以上） 
售出憑證

數量 
對於2018總交易量之占比 

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1 481/1510 （31.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六甲院區 447 447/1510 （29.6%）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00 200/1510 （13.2%） 

利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77 177/1510 （11.7%）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145 145/1510 （9.6%）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60 60/1510 （4.0%） 

總交易量  1510 

 

表 2018年再生能源憑證購買者 

購買者（僅列出50張以上） 購買憑證數量 

元大集團 500 

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0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100 

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5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0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55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55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5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50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5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50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50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50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50 

總購買量 1530 

 

表 2018年再生能源憑證能源交易類別 

能源交易類別 交易憑證數量 

太陽能 1530 

風能 0 

總交易量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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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諮詢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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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19年10月25日（週五） 下午14:00~16:00 

【地    點】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522會議室 

【主 持 人】梁啟源教授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國立

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 

【報 告 人】 

   高銘志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陳中舜助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鄭睿合分析師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與會人員】 

    高銘志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王素彎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鄭睿合分析師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京明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顏雅倫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系 

    邱瓊慧  課長                            台電公司 業務處電能收購組 

    呂易恂輔佐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與談專家】 

王京明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二研究所 

顏雅倫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系 

邱瓊慧課長 台電公司 業務處電能收購組 

 

【與談內容整理】 

⚫ 王京明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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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電先行，公平會打官司常碰到的問題是要先界定市場、界定商品、

界定是否有競爭關係? 如果台電不要參與綠電市場的話，HHI基本上會在

2000以下，市場較容易規範，所以當初能源局不要台電參與這個市場，問

題就會變很簡單，即非台電的再生能源業者之間的共同競爭問題，但還是

要界定甚麼是綠電，就是商品之間有沒有競爭性、有無替代性、互補性?目

前所有再生能源（例如太陽光電、風電、生質能、地熱、海洋溫差），有

環境價值、亦即綠跟碳的價值，可以視為綠電，它們可定義為同一類商

品，彼此間有替代關係。 

        目前因為台灣特有的法律，再生能源電力商品被區分為兩類（一個是

FIT的躉購綠電、一個是物理上自由交易的電力），此兩者不太能夠互相競

爭跟替換，但生產者又可以決定同樣一套設備，是要生產這個還是那個。

如果走FIT那台電就全部收下來，沒有所謂綠證價值，會變成一種很奇怪的

準（quasi-）綠電商品，不能取代業者要滿足再生能源條例第12條（要購買

一定的綠色電力及憑證）的規定，但業者又可以決定全部轉為電、證一起

的綑綁式綠電，走代輸轉供的綠電，變成潛在供給者，因此覺得這兩個商

品原則上不能替代，故沒有競爭關係，但背後還是有某種依存關係存在。

另外物理上的綠電跟自發自用的綠電憑證，這兩個東西應該也沒有替代，

自發自用的憑證是分離式的，它賣的只是一個綠或是一種含碳較少的環境

的價值、是一種財務的電力衍生性商品市場，其交易完全跟電網和電力潮

流沒關係，故市場範圍最大可大到全世界（HHI指數就會非常低，沒有所

謂不公平競爭的市場力問題），也可以小到台灣本島，因為它不需要輸配

電力網絡來進行交易。除非綠電憑證有被限制在國內交易（例如限制國內

廠商不可以買國際憑證）才可能會有不公平競爭的問題發生。 

走代輸轉供的話就會有台電在居中扮演的角色，走輸配電網路（獨佔事

業），可以利用很多種方式，不管是技術的或是費率差別取價，例如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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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路費定價不一樣（例如含碳高的綠電（燒垃圾、燒生質能）比較高、不

含碳綠電（光電、風電）比較低，差別取價），就會有發生不公平競爭的

現象。 

        標準局成立的憑證管理中心做為綠電市場的監督管理者，這是錯誤

的！應該是由電業管制機關來管再生能源的市場較為合理。我們國家沒有

綠電市場交易規則，要來探討是否有公平競爭會比較難，只能大家自我解

釋。別的綠電業者都要用台電的網路，因此其他電業要賣綠電需跟台電簽

約例如餘電購售電合約、代輸轉供合約，但台電若被允許可自己賣綠電但

卻沒有或不用簽這些合約，就會形成不公平競爭的現象，最好的方式應該

是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應該排除台電的參與，若一定要其參與，他就必須滿

足公平交易法的所有規範。 

        總結來說，第一，再生能源電業的市場範圍應該要排除台電，因為他

的市場力太大，第二，按電的性質來分一個是財務憑證的綠電、一個是物

理上的綠電（且僅限本島）需透過轉供與直供才能交易，自發自用的綠電

業者可以賣分離式綠電憑證，所以目前綠電市場規則很混亂，都是由政府

行政命令來決定市場的規則，很不妥當。最後，智慧電網的發展，我想到

的是數位化和物聯網會形成的不公平競爭，例如uber提供計程車傳送服

務，因其有智慧網路、有物聯網，但一般的小黃沒有，可能會形成不公平

競爭，而且小黃要付一般市場規則下的費用（交易稅、營業稅、所得稅、

車子還要檢驗）並遵循法規要求，使得彼此間的成本基礎不同，也會形成

不公平競爭現象。 

⚫ 顏雅倫副教授   

        市場界定的部份應以需求替代輔以供給替代，即先確定買方是誰，電

的交易對象是誰，市場就畫出來了。因此投影片中有一些問題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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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第11頁、13、14頁，是供給端的看法，等於從供給的部份單獨畫市

場，因為一定是需求替代先行，當供給者提高價格時，消費者可以轉到哪

邊，建議要先統合一下。一個大市場下也可能有其他的次市場，可再輔以

供給端來看，不過次市場的概念目前在用的比較少，大概只有金融業。一

個電產生出來，那到底是誰來買，市場才能因此畫出來。替代方案的考量

上須考慮時間和成本的替代可能性。 

        公平交易法跟電業法競合的問題，電業法21條部份個人是認同最後的

結論，即基本上公平會和電業主管機關要共同製訂出一個規範，但嚴格來

說合併要經過管制機關許可以及要經過競爭主管機關許可它並不是同一個

義務，而是兩個不同義務，因為並非每個須經管制機關許可的合併或結

合，都符合競爭法上結合的要件，故不認為可混為一談，但確實依照公平

交易法第6條第2項規定必須會商各部會辦理，是要有一個準則告訴業者該

怎麼處理，公平會過去已經有很多結合案是有涉及其他管制機關的，照例

會請其他機關表示意見。 

        電業法23條涉及到公平交易法46條的解釋及公平交易法的適用範圍，

國外沒有這個問題，不是因為其他國家沒有競爭法的問題，在國外業者互

告的案子裡，因為每個國家對公平法的豁免範圍的政策不一樣，例如在美

國有些案件，傾向是若管制條文非常清楚，沒有競爭法介入的空間，它會

讓管制機關去做，會這樣做是有一個很特殊的原因，美國有很高額的懲罰

性賠償問題，除私人之間告來告去外，各州也會啟動反托拉斯法，所以他

們非常擔心如果讓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州出現不同結果的話，還有高額逞

罰性賠償，某些程度是故意節制反托拉斯法的適用範圍，這幾年判決會有

這樣的趨勢，學者說是跟他們私人訴訟盛行有關。但台灣並不是這樣的結

構，且我們公平交易法46條也不是這樣規定，2015年有修法，看起來表面

上競爭法是更優位，重點還是在於能豁免公平交易法的適用還是要回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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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的解釋，如果以電業法23條的結構來說，公平交易法一定進去。 

  比較有趣是改正計畫的部份，公平法的改正計畫通常是叫你停止違法

行為，而具體改正計畫比較都是偏行為面的部份，就是哪些事情你不能再

做，比較少市場結構面的，電業法23條的改正計畫涵蓋可能比公平會的要

求更廣，例如廢止電業執照，這不是公平會能做的，因此還是有細微的分

工，故電業法23條第2項有獨立存在的意義。 

  公平會介入的點比較是排除競爭者，價格的界定上比較困難（較適用

公平交易法第九條第1款）。 

⚫ 邱瓊慧課長  

        台電一向是配合政府政策的角色，所以雖然是獨占的角色但是並沒有

獨佔的權力，很多權力都是受到管制的。像賣綠電是政府聽到業者的聲

音，無法一次買足，希望有一個平台可以大量買足，台電才配合政府的立

場出來做這件事，作為備援之立場，並沒有要搶民間業者的市場。 

  另外，關於終止契約一事，台電已有研擬新的合約，可讓後面的業者

來簽，業者可以轉直供條款、可簽FIT合約，可以出去也可以回來。法規部

份，台電配合政策法規可以提供業者轉直供，但現在這個法並未訂到可以

朔及既往的問題，因此又回到雙方簽訂的私契約來看，因為合約訂定時並

無直轉供之模式，故依契約終止需雙方合意，雙方同意條件即可終止契

約。收分手費是因為站在全民的立場，不是為了阻擋業者進入市場，台電

躉購價格高至低均有，不能無條件終止低價綠電，留在公用售電業用戶增

加電費負擔，致全民的電費會提高，所以台電才有終止契約的費用協商。 

⚫ 綜合討論 

        一、 綠電業者與台電解除躉售契約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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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在國內電力市場所處的位置較為特殊，是具獨佔優勢之電業，雖說向

綠能業者收取分手費是為全民，但最後收入也是進入台電金庫彌補虧損，

從公平會角度或業者要來挑戰的話也可能在立場上並不穩固。綜合王老師

的觀點，解約規則應該不是由台電來訂，而是電業管制機關來規範，分手

費金額也理應是電業管制機關的權責，台電只是服從電業管制機關執法規

定。如果沒有明文法條規訂，台電雖提及是在電業主管機關的指示下執行

業務時，並不會成為法律屏障，若發生問題時仍會咎責台電，最後可能還

是需要經濟部出來協調。 

二、 9家民間電廠與台電購電費率爭議之衍伸意涵 

對台電來說，與民營電廠間的案子，民營電廠針對公平會所提聯合行為之

抗辯為，業者是照合約執行內容，此合約的議定也是配合行政部門，此案

的勝訴或敗訴有其正面和負面兩種方式可以觀察。如果公平會勝訴的話，

反而台電會有問題；如果民營業者的抗辯是成功的，即這個抗辯有被法院

採納的話，那台電也表示是照合約走，則在這點上會電台電有利。另外，

建議台電不要介入這個市場，才會有原則去解約，不然會球員兼裁判，所

以台電它最好是中立。然就主管機關的立場是，台電進入這個市場是短期

的，就是說輔助這個產業，台電就會退出這個市場。 

三、 市場劃分的原則 

電這個商品，一般消費者對它的來源並不會那麼在意，對多數人而言電都

是從台電來的。若台電的買方是“一般用戶”，供電者只有台電，除非有直

供的，就會納進市場；若是像台積電這樣的用戶，它是有法令上的要求須

要符合，而在躉購費率部分會變成台電和這些供電業者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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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再生能源電業、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競爭中立性 

在2017年元月份電業法修法後，電力市場上將有三種電業，分別為發

電業、輸配電業和售電業，且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以「綠能先行」方式

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得以直供、轉供售電予用戶。然在政府持續提升再生

能源於國內電力市場滲透率之際，是否會有相關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值得

進一步探討。基此，本研究目的包含彙整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及相關

資訊，並瞭解國內再生能源電業市場概況和競爭情事，同時研析再生能源

電業之水平或垂直關連性，亦探討我國電業法各階段修法對於再生能源電

業競爭行為之影響及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互動關連，並且將參考國際間

競爭法主管對其再生能源電業發展之規管，作為國內未來可能發展方式之

借鏡，最後則探討數位經濟下智慧電網發展與競爭議題。 

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再生能源系統主要來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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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和民營電廠所設置

之再生能源系統占全國再生能源系統比重並不高，且現階段在政府政策推

動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型式以市電併聯型最為常見，而設置類型則以屋

頂型最多；在風力發電部分，國際間之風力機有逐漸往大型化發展趨勢；

同時隨著技術進步、供應鏈整合、融資成本下降、產業競爭激烈與國際取

消再生能源補貼政策等因素，預期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成本將持續降低。 

其次，依據國內法規、價格訂定機制及發購電實績可發現，就電能服

務而言，再生能源電業與台電應為同一市場範疇，兼且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和電價均受到政府管制，即使在綠能先行原則下，業者欲自行售電予消費

者時，雙方將評估成本與效益。但若對象為電力大用戶時，則需排除不含

再生能源憑證之再生能源電力，並且用戶自設之再生能源系統也為電能替

代來源。就地理市場方面，考量輸配電網涵蓋全國，應不會產生特殊之營

業區域限制，因此故在地理市場界定上應以我國為範圍。 

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較久，國內產業鏈相對完整，惟因國際市場競

爭激烈，因而引發上游和中游業者積極轉型，並往下游系統端整合，另藉

由HHI指標可發現競爭程度相當高，表示商業營運模式眾多下，業者透過

垂直整合以期發揮影響產業運作的能力並未顯現；另一方面，我國風力發

電市場早期以陸域風力為主，且因陸域風力設置量有限，並無法支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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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風能產業鏈，而在政府大力推動離岸風電之際，吸引國外開發商前來

參與市場，也因國外開發商具備成熟的經驗和全球佈局優勢，雖受國產化

規範而需扶植本土產業，加上我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亦透過合作、聯盟等

方式增加整合程度，然實際上的議價能力仍歸屬離岸風電開發商，並不具

備對產業運作的控制能力。 

2017年電業法修定採取「綠電先行」模式，僅開放規模較小的再生能

源發電業與再生能源售電業市場競爭，本章分析在電業法修定第21條、第

23條將電業結合以及濫用市場地位禁止納入規範後，可能出現公平法與電

業法競合之疑慮，在程序分工上需要競爭法主管機關與電業法主管機關以

及電業管制機關進行協調，同時對於再生能源交易配合的再生能源憑證制

度，競爭主管機關亦應密切留意。 

此外，國外對於電業自由化所採取的模式係「灰綠併行」，以開放傳

統發電業自由化為主軸，逐步打破既有綜合電業壟斷的市場結構。對於再

生能源發展，國外透過補貼機制，促進再生能源發展，提升市場競爭力。

2016年4月，日本電力改革下全面開放電力零售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

經濟產業省與公平交易委會員修正原共同制定之「適當電力交易之指

針」，以因應適用電力零售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在我國綠電先行階段下，公平會對於電力產品之相關市場

界定時，除電能需求外，尚須考慮環境效益需求，即應將再生能源憑證交

易納入考量。未來若綜合電業加入綠電市場競爭，將增加限制競爭情形出

現之可能性，公平會應關注綜合電業參與競爭後，如何確保競爭中立，避

免濫用獨占力。 

最後，由於電力具有即時平衡的特性，所以電業自由化最重要的項目

之一，即是『彰顯每度電的即時價值』。故智慧電網所特有的即時調度、

即時計量、即時告知，就成為自由化中最是關鍵的一部分。但我國因為制

度設計的不健全，使輸配電與公用售電業擁有過大的市場力與資訊不對

等，進而導致市場存在不利公平競爭之風險。此將有賴電業管制機關或公

平會的介入，才能防堵該缺陷所引發的後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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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Electricity Act,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After the reviewing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January 2017, there will be three 

types of electricity enterprise such as supply enterpris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enterprise and retailing enterprise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he 

renewable-energy-based electricity supply enterprise is permitting to sell 

electricity to client by direct or transfer way.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may lead to the issue of unfair 

competitiveness which violating Fair Trade Act. Hence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1)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rend of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2) analyzing the overview of the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market and competitiveness; (3) studying th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4) discussing the norm and 

behavior effect of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under reviewing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different phase and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authority of competition law; (5) collecting the competitive issues of renewable-

energy-based enterprise; (6) analyzing the anti-competitive behavior in renewable-

energy-based enterprise and the competitive neutrality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7)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under smart grid. 

We find out that the renewable energy system is mainly belong to self-usag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rather than installing by Taiwan Power Company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n addition, the main type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is roof-top and grid-connected. Besides, the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is the 

trend of wind industry. The cost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and wind turbine will 

continue to decrease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technology improving, supply-chain 

integration, lower financing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Secondly, because the power generation from renewable-energy-based 

enterprise or Taiwan Power Company is homogeneousness for general customers  

and the market price is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firms will measure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sell electricity to general customers rather than Taiwan Power 

Company even though they are permitting under the Electricity Act and hence the 

market definition should include traditiona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addition, large electricity users must to obey the rul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so the market definition must exclude the electricity that doesn’t 

have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and the self-usag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of large electricity user is alternative. Furthermore, the grid i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hence the scope of geographic market is n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ross-elasticity and SSNIP to review the market defini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ditiona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should be one market. However, if we 



 231 

want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newable industry, we may have to focus 

on the type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supply-chain of solar photovoltaic is completeness in Taiwan but owing to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market, the firms of up and middle stream is towarding 

down-stream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down-stream of solar photovoltaic is 

highly competitiveness from HHI index. It may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integration is not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he supply-chain of wind energy in our 

country is not completeness. The native firms actively cooperate in order to deal 

with offshore wind developers but still have no bargain power with developers. It 

may imply the integration of firms in wind industry have no sufficient influence 

on the wind market. 

Since the amendment of Electricity Act in 2017, Taiwan has established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which only allows renewable energy producer 

and renewable energy retailer to compete in free market. In chapter 4, we analyzed 

the merger regulation of electricity enterprise under Electricity Act Article 21 and 

the non-abuse monopoly power regulation under Article 23. We discovered that 

there’s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Fair Trade Act and Electricity Act, it’s 

necessary fo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Fair Trade 

Act to coordinate with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Electricity Act  under the rights of Fair Trade Act Article 

6 Section 2. Also,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closely pay close attention on 

Taiwan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T-REC). 

Moreover, we put emphasize on foreign antitrust cases in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how other countries transform energy market through monopoly to 

competition. In most countries took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Taiwan’s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buy emphasize on how to unbundle the larger power 

conglomerate to allow new competitors entering markets. In most countri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through state subsidy mechanism. 

Furthermore, we also focus on what factors might affect defining relevant 

market of electricity industry. Under “renewable energy first policy” FTC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consumers’ demand of energy, but also tak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rough T-REC trading. If state-owned power 

conglomerate (Taiwan Power Corp.) allowed to join the free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competition, it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FTC 

should take close look to how to ensure competition neutrality and avoid abuse 

monopoly power. 

Last but not least, smart grids can help to demonstrate the immediate value of 

electricity. However, due to the imperfect system design in Taiwan, the public 

sales industry has excessive market power and information advantages, resulting 

in the risk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is will depend o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lectricity regulatory agency or the fai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ubsequent 

effects caused by the de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