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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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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一、前言

二、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與競爭狀態

　　(一)發展歷程
　　(二)市場型態及競爭狀態
三、電業法修法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探討

　　(一)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競合
　　(二)再生能源相關機關間之管制競合
四、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

五、「綠電先行」下可能衍生的競爭法爭議假想案例

　　(一)台電拒絕與既有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解約
　　(二)台電提出分手費作為再生能源業者解約條件
六、結論與建議

* 梁啟源　中華經濟研究院諮詢委員
王素彎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研究員
高銘志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鄭睿合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分析師
蕭富庭　拓威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陳中舜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周耘任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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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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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界定上應以全國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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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我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亦透

過合作增加整合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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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業法修定第21條、第23條將電業結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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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濫用市場地位禁止納入規範後，可能出現公平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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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 再生能源電業、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競爭中立性

一、前言

於2017年1月份所頒布之電業法前，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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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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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經濟部能源局（2016）資料指出，臺灣電力市場面臨獨占電業績效無法

比較、台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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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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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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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我國電業法修法前之電力市場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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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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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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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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元月份電業法修法後，電力市場上將有3種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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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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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備

用供電容量之準備
4
、電力調度轉供費用

5
和電力開發協助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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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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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公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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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係依據電業法第18條、第45條。
3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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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246034164516080。
4 係依據電業法第27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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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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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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本文旨在探討彙整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特性及相關資訊，並瞭解國內

再生能源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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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與競爭狀態

在本節中主要說明我國再生能源電業之演變及市場型態與競爭狀態。

（一）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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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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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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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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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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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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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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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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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

構而言，亦呈相同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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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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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5及圖2-6所
示。

圖2-4　2009-2018年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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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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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6　2009-2018年全國再生能源系統之發電量來源結構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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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型態及競爭狀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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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示。

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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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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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燃料
別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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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項費率之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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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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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公平法第5條「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
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且於第8條中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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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於「相關市場界
定之處理原則」中指出，需求替代為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事項，即事業調整

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



第 26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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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略低於平均電價（見圖2-7），但
因發購電成本需加上輸配電成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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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據台電統計資料，輸配電成本約為0.53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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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調降價格之誘因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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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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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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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7　2018年國內平均電價及台電發購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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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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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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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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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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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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火力發電簡介」，台灣電力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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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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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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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8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概況（依月份區分）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繪製。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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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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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8　我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之發電概況（依月份區分）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月報，本文繪製。

圖2-9　電力負載和再生能源系統之頻譜分析
資料來源：吳進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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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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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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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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競爭市場，可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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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嘗試以交叉彈性檢測法，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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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外，因
無法取得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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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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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環境資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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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0　電廠電網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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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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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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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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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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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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產品是否屬於同一競爭市場，可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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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量資料可取得性，嘗試以交叉彈性檢測法，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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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料期間為2015年至2018年。此外，因
無法取得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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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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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環境資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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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0　電廠電網分布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取自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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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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就台電對各種電力之發購電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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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所示，發購電量則如圖2-12所示。由圖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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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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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1　各類能源成本及平均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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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繪製。



我國再生能源電業競爭法規範之研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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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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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資料期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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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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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2　各類能源發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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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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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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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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14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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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彼此

之間較具互補程度。配合圖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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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3　各類能源間交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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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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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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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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j 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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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P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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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4　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系統間之交叉彈性
資料來源：本文計畫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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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潤率
Pi-c i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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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個別廠商的成本和售價資料據以計算利潤率，故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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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業者售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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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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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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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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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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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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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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之發購電成本和平均電價。
(3)需求價格彈性
本文參考能源統計月報之歷年各類能源發電量數據，和圖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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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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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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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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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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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競爭狀態
(1)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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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25%×
3.88
2.6 ×

2.72
0.38×0.05=2.63>5.37%

6.41＋5.37%×
2.6
3.88×

1.56
0.16×20=13.7>5.37%

qj

q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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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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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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2

12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太陽能產業鏈簡
介」，http://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A100。

圖2-15　臺灣太陽光電產業鏈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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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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文彙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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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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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4所示。

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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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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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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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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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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17所示。（張嘉文，2018；工業
技術研究院，2018；經濟部能源局，2019）

圖2-16　風力發電產業鏈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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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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資格進行風場
建設之開發商名單已於2018年4月底公布，總計有7家開發商合計共10個離岸風
場獲得遴選，如表2-5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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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18所示。

圖2-17　國內陸域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及繪製。

圖2-18　國內離岸風力裝置容量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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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我國離岸風電開發商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

三、電業法修法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競合關係探討

本節主要探討電業法修正後與競爭法之間的競合關係，電業管制機關未來

如何與公平會進行業務上分工。依據電業法第3條第3項未來中央指定電業管制
機關後，應負責電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同時增訂第21條電業結合以及
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地位之規範。
（一）電業法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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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涉及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的管制競合。

1.電業法第21條-電業結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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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業結合案，經濟部公告之電業結合申
報標準，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15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電
業，其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者13

，電業主管機關應會

13 經濟部107年經能字第107046017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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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平會進行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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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結合電業而
言，分別依據公平法與電業法應履行兩個申報義務。

故針對電業法第21條地2項電業結合案件，電業主管機關及公平會之間如
何進行結合審查？參考本研究於10月25日舉辦之專家諮詢會議，與會專家指
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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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公平會對於電業法第6條第2
項之電業結合案件，應與電業管制機關協調結合條件。

公平會對於未依據公平法第11條進行申報之電業結合，得依公平法第39條
進行裁罰；同時若未依據電業法第21條進行申報之案件，電業管制機關依據電
業法第74條得進行裁罰。若認上述兩結合程序可以共同辦理，未申報將會構成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處以罰鍰。依據行政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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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故不應低於電業法第74條之150萬元。然而對於是否可以合併申報，抑或是共
同申報，將會影響到罰鍰的行為數認定，公平會應會同電業管制機關釐清兩申

報程序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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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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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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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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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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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行政協商之方式針對電力市場相關競爭議題獲致共同結論，再各依職權訂定

電力事業之規範說明或處理原則。

2.電業法第23條-禁止電業濫用市場獨占力
電業法修法納入第23條針對「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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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賦予電業法主管機關有權利針對電力市場之公平競爭進行管制。從法

條體系觀察，此所謂「主管機關」非指「電業管制機關」，而是電業法第3條
的「主管機關」，在中央即為經濟部

16
。若從目的解釋，電業有「濫用市場地

位行為，危害交易秩序」行為時，電業法主管機關依據電業法進行裁罰後，再

由電業管制機關查核營業資料以及提出改正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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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依據公平法管轄的「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此應由經濟部進行解釋。

從文義解釋，本條第1項與第2項第2款銜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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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的疑慮在於，何以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在電業法將「電

業及電力市場之監督及管理」業務，劃由電業管制機關掌管，卻又讓電業法主

管機關，身兼電力政策主管機關以及電業管制機關之角色？在規範設計上，有

疊床架屋的疑慮。

另外在本條第2項第1款適用上，電業法主管機關（經濟部）以及電業管制
機關在電業法以及相關規範內，皆沒有涉及刑事責任的法律依據。依據「罪刑

法定原則」，未來是否會透過立法增訂相關刑事責任，有待進一步觀察，抑或

是回歸適用刑法規範，有待主管機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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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法罰則部分的適用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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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追究違法電業之經理人刑事責任。

然而，電業法第23條第2項第1款在適用上，相較於同項第2款，適用可能
16 電業法第3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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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極小。理由在於，依據同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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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管制機關不

用等待法院判決曠日廢時，自可迅速撤照。故針對第1款在適用上，實難以期
待發揮管制功效，建議經濟部未來可以修法改善。

故在電業法對於電業結合審查與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危害交易秩序之管

制，經濟部、電業管制機關、公平會、法院之分工流程圖，可以參考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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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目前我國電業法第23條，對於「電業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事務，竟出現由能源政策主管機關（經濟部）介入個別案件的調查

以及裁罰；而電業管制機關則是在能源政策機關作成「事後管制」後，再負責

要求電業改正（電業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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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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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圖3-1　相關部門在電業法第21條與第23條、公平交易法管制之分工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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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文盤點，目前電業法內部分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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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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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1所示。

表3-1　電業法下涉及電業濫用市場地位影響交易秩序行為之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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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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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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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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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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再生能源相關機關間之管制競合

目前綠電交易之競爭法問題，涉及到電業管制機關以及競爭主管機關之間

的互動。然而，綠電認證需要再生能源憑證機制的配合，目前係由經濟部標檢

局成立之再生能源憑證中心負責。未來綠電交易將採取「電證合一」抑或是

「電證分離」的交易模式，將會影響到三機關之間的管制競合。

1.電業法管制機關與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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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角色與定位，並不相同。

2.標檢局、電業管制機關在綠電交易平臺之關係
目前我國再生能源憑證(T-REC)業務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成立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負責統籌憑證發放與管理。
17
未來如何賣綠電將會影響到競爭法上相

關市場界定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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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標檢局依商品檢驗法第14條18
規定訂定《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

辦法》
19
，以自願驗證之方式推動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並計畫建立官方綠電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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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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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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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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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易媒合平臺，預計2020年上路。同時，政府似有意讓台電成立電證合一的
「綠電交易平臺」

20
，統一出售。這將導致標檢局、電業管制機關以及公平會

對於綠電市場管制爭議。蓋目前設計下，僅有電業法有所謂電力交易平臺；但

若是由標檢局成立綠電憑證交易媒合平臺，未來是否會出現多個電力交易市

場？如表3-2所示。

表3-2　臺灣綠電相關電力市場之監管機關

電業法 標檢局 電業管制機關

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憑證電證分離市場 V

明年由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 V V

未來由輸配電業所經營之臺灣電力交易平臺 V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我國對於綠電交易未來採取「電證合一」抑或是「電證分離」之交易模式

尚未明確，有待綠電憑證交易平臺
21
未來運作情形做為界定參考。若2020確定

由標檢局經營之臺灣再生能源電證合一市場負責綠電交易，可能衍生出由非電

業管制機關之標檢局負責綠電市場監理？未來電業管制機關確立後，如何與標

檢局合作監管再生能源電證合一交易市場？未來輸配電業經營之電力交易平臺

啟用後，何以需要設立兩個電力交易平臺？且區別為何？同時，電力交易平臺

依據電業法第11條，係由輸配電經營，則未來是否引發球員兼裁判的爭議？有
待我國綠電市場建置完成後，再行判斷。

四、我國再生能源電業可能反競爭行為之探討與規範

電業法修法後，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以及再生能源售電業得以自行與具有

用戶選擇權之用電戶締約，且費率無須受到電價審議委員會限制。電業法修正

案之電力市場交易關係如表4-1所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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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6)

21 中國時報，綠電憑證交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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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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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電業法修正案之電力市場交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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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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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與台電之「輸配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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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合
約，取得相關備用容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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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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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合約

再生能源售電業，需與台電之「輸配業」部門，支付輔助服務費、電
力調度費，及（輸或配）轉供電能費。再生能源售電業與用戶簽訂售
電契約。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售電業」需以合約，取得相關備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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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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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與台電之「輸配」部門，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但（輸或
配）轉供電能費，不需適用）。

「（台電以外）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設者」需以合約，取得相關備
用容量，以滿足備用容量義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台電是否可身為前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或「再生能源售電業」之角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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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化後參與市場競爭，僅是必須擔憂這樣的電力公司之行為或結構，是否有引發

反競爭法行為之疑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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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修法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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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台電無法參與此一新電業法下的新交易模式

（綠電直供/轉供），僅能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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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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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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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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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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再生能源」22
發電方式而有所不同。從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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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REC交易市場
目前已經存在之臺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媒合平臺，由對T-REC有需求

之業者購買相關之憑證，未來明年一月後，預計該市場將從目前雙邊合約撮合

功能，提升為線上交易平臺之功能。未來標檢局在綠電交易究竟可以扮演什麼

角色，有待觀察。

2.電業法綠電先行市場
經濟部於改革之過程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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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主要特別是擔憂萬一如Google與蘋果供應
鏈之台積電等企業，萬一買不到綠電，就會被踢出其供應鏈的說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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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綠電方式
滿足，既然業者有其他非常便宜的替代方式可以滿足（如：投資中國清潔能源

基金），也導致並非非買臺灣當地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綠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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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目前規劃之方向，是要求5000kW契約容量以上的大用

戶（約500家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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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PPA之形式購入電證合一之綠電、繳交代金。
從用電大戶(需求方)之觀點，並非一定需要使用綠電(綠電+憑證)不可。甚至對
於電力需求反而是「穩定」的電力有更重於「不穩定風光綠電」之需求。而市

場上主要供應來源台電，可以提供「穩定與便宜之電力」， 對用電大戶而言，
也並非必買臺灣當地的綠電不可。如台達電、台積電、日月光等臺灣共23家名
列道瓊永續指數之臺灣企業，均有購買國際再生能源憑證（I-REC）24

。並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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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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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0)。

24 倡議，最新美國道瓊永續指數公布臺23家企業入選全球第一，2019/9/25，https://
ubrand.udn.com (最後瀏覽日：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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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買電證合一的綠電不可。

2017年訂定電業法綠電先行後迄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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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並非存在反競爭行為，而是因為市場上存在一補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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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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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電價上下之躉購費

率（如2003-2009年陸上風電二塊；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後，躉購費率在
四塊以下之再生能源發電），因履行用電大戶綠能義務之緣故，大用戶開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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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綠電先行」下可能衍生的競爭法爭議假想案例

鑑於美、日、歐多採取灰電先行之開放方式，而無綠電先行之先例。本文

擬參考外國在灰電先行發生之爭議，設想臺灣可能發生之案例。其中，影響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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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先行階段可能出現違反競爭法之行為案例彙整如表

5-1。

表5-1　案件模擬整理

台電以安全調度為
由不調度再生能源

目前就電力調度制度設計上尚欠缺公正之獨立管制機關。台電垂直整
合發輸配電業，具有經濟上之誘因優先調度自家電力，包含灰電以及
綠電。安全調度之審查標準及獨立監管機關有待確定。對於「安全調
度」之標準，台電應制定公開透明標準，以避免爭議。

「備用容量義務」
壟斷

台電為我國電力市場上唯一的備用容量供應者，在提供再生能源發電
業者備用容量

25
的同時，自身在電業法下亦有備用容量的需求。若台

電不提供，其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恐無法參與市場競爭，形成排他性
之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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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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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市場封鎖的疑慮，然
而依據長期購售電契約，台電與業者應自行協商解約，應由經濟部及
電業管制機關介入協調，目前無公平會介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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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提出分手費作
為再生能源業者解
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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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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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場封鎖的疑慮，有待台電與業者依據契
約爭端解決管道處理。經濟部及電業管制機關得介入協調，目前無公
平會介入之必要。

再生能源憑證市場
限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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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元至2200元為原則，新臺幣1至2.2元/度。建議價格係由政府提
供，不同於事業之間達成合意該當聯合行為，然而這樣的政策操作，
似乎有必要針對市場機制之運作，為競爭倡議。本文肯定政府導入競
標制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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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平法介入長期躉購售電契約之疑義：
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台電之間簽訂之躉購契約中，基於再生能源之發電特

性，並未制定如民營電廠（IPP）25年期購售電契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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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之規定，對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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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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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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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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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契約之間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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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公平、自由競爭之目的出發，公
平會有審視之必要性，對於台電未來如何結構調整以及締約模式對於電力市場

之公平競爭的影響，應持續觀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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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發布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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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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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考法國長期供電契約壟斷案執委會的解決方法
參考歐盟執委會對於法國電力集團（EDF）濫用市場獨占力案之分析，

EDF與台電類似皆為綜合電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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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臺灣至今售電業除極少數再生能源售電業外，全部
都向台電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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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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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公平會 106.1.13.公法字第10615600201號令發布「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25條案件處
理原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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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三冊），1版，元照，207-2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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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

歐盟執委會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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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可供我國公平會參

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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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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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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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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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平會介入之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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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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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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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R26EPDmG
LE986SFgvZcjtzpb7cWy3qiUH4hYBgw2w_jWDJaChUvcXJaH_I（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1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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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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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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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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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費所衍生上述契約爭議，進而影響到綠電市場競爭秩序，本文認為公平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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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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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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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來源結構而言，亦呈相同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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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據電業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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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市場之界定為涉入和衡量各項案件時之首要關

鍵，亦為執行公平法之基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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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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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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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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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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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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陸域風力機量設置約381.4M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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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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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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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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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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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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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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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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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會同目前電業法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進行協調，釐清公平會與經濟
部以及電業管制機關間的分工。

（三）密切留意綠電憑證交易平臺之交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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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綠電憑證交易平臺預計2020年初上路，未來綠電交易將採取「電證分離交易
平臺」抑或是「電證合一交易平臺」的模式，可能會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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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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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限制公用售電力

市場占比，並逐期降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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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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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立公平法與電業法所禁止行為之不同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就「公平會與經濟部之協調結論」增加電力市場部分，並制定了與公平

法、電業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適當競爭行為之一致標準，明確說明公平法之

禁止行為與電業法所禁止行為之不同構成要件和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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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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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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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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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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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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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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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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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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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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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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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楊浩彥（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兼財經學院院長）

從1990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開始，有關能源的議題我開始研究，作
者撰寫的這篇文章是將法律及能源議題結合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本

人深感佩服。

電業法通過之後，電力開始市場自由化。這個主題主要是在探討電力市場

自由化的過程中，再生能源發展的問題，再生能源在報告中就是所謂的綠電。

作者在研究過程中將競爭法或公平交易法介入的時機與議題做一些討論，以下

就針對每個研究部分提供一些想法。

一、市場界定

這篇文章提到交叉彈性檢測法及假設性獨占這檢測法，在這之中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於市場界定時，所能取得的現成資料有限，因此不

容易界定。

交叉彈性檢測法傳統都是用價格來界定，但事實上臺灣的電力價格不完全

反映市場特性，因此本研究採用成本資料，而這在臺灣我想應該是一個不得不

的選擇之一，但用這樣的資料所可能衍生的問題在傳統的教科書都有討論，我

覺得這樣的運用在臺灣電力市場上會有其侷限性。

另外，假設性獨占者檢測法在本研究是引用陳和全教授在2013年發表的文
章中所提到的獨占事業具提價誘因方程式。本研究的方程式有一點不易理解的

是價格(p)減掉c除以p在全文當中是稱為利潤率，但在傳統教科書裡，我的印象
是c應該是邊際成本，也就是說這個方程式應該是個獨占力指標，也就是Lerner 
提出的方程式。本研究全文的說明式是著墨在利潤率與彈性的關係，這樣的關

係基本上是Lerner Index的特殊情況，換言之，以利潤率表示的特殊狀況，只存
在於成本最低點，亦即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所以該式應用上我覺得這部分

可以再有更多說明。

運用以上方法來界定臺灣電力市場是困難的。

二、管制機構重疊

目前綠電交易與競爭法的問題，涉及電業管制機關與競爭主管機關之間的

互動，例如，文中在談到公平會介入的時機時，應再釐清電業管制機關裡面的

相關機構，除了大家熟悉的電價審議委員會，還包含電業爭議協調委員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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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力可靠度審議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因此公平會在介入時機的重疊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做深入的討論。從加州的電力危機可以發現，很多人歸納出當初

危機的產生即是因多重機構介入，在這個部分將來還有更多經驗跟討論，才可

以做更清楚的分析。

三、再生能源的反競爭行為

報告中所談到的各種原因都還不錯，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可以深入討論，

也就是綠電的產生過程，綠電買賣過程中，綠電的產生通常是間歇性的，所以

在進行競爭力的分析時，基本上會納入備用容量的討論，備用容量的多寡基本

上還是會影響到競爭，而在文章中較無討論到這個部分。由於綠電先行的政策

指引，備用容量可以允許是沒有的，可是備用容量的供給者只有台電公司，在

剛才報告中台電公司對於綠電到底是要先，還是不要進去，著墨甚多的，在往

後應該也會是個重要的議題。

四、綠電先行 
從歷史經驗看起，這篇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討論到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綠

電先行政策，大部分國家都是在健全灰電先行的環境，並在自由化的基礎之

下，推動綠電。基本上臺灣為了發展再生能源，與世界的發展趨勢有一點不太

一樣，如前述所說綠電產生具間歇性，我相信在這篇文章的討論，往後應該會

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另外，綠電先行所產生的躉購售電契約的疑慮，大概會影響到綠電市場的

討論，在文章裡也著墨甚多，可是原先的契約事實在解約後所產生的問題，不

曉得會不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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