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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需量反應推動現況及對我國電力政策建議

黃郁棻, 葉芳瑜, 蔡宛栩, 蘇芳儀 (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

隨著全球暖化及資源耗竭等問題甚囂塵上，有關節能減碳的相關政策、技術與應用已成為各國政府與業
者關注的焦點，其中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機制更是多數國家提升節能潛力的重要措施。面對
台灣電力需求不斷成長及新設電廠開發不易的兩難，我國推動需量反應和使用者端的節約能源措施，更
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所謂的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制度是從傳統需求面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
DSM)概念下變革與延伸而出，目的在於發揮需求面的潛在功能，以促進電力市場的有效競爭，同時協
助提升電力系統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回顧國內台電公司在推動負載管理已有30年以上的經驗，實施包括
季節電價、可停電力、時間電價等多項措施，經多年的積極推廣，其成效頗具顯著。自民國97年6月起
為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推動「需量反應計畫」，電力公司透過緊急性臨時通知用戶降低用電，並將演緩電
廠興建的成本回饋用戶，以達到雙贏的策略。近年來由於智慧電網普及，許多先進國家粉粉推動自動需
量反應方案的試行服務，其中的管理措施與經驗值得我國學習並效仿。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文獻分析
法(Document Analysis)與對比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廣泛地蒐集國際產業動
態新聞、市場資訊及研究報告等資料，研析標竿國家在推動需量反應制度上之產業背景、電力供給現
況、需量反應推動現況及相關需量反應政策，以提出值得台灣參考之措施與建議，作為政府與業界在未
來推動需量反應機制研擬策略時做參採。

需量反應定義與分類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DR)為美國電業自由化後需求面管理重要措施之所謂「需量反應」係
指「為反應即時信息(如電價飆漲或系統供電不足)，要求終端用戶將卸載、抑低負載或電力回售給系
統，以降低電力消費並保障電網穩定性」。
一般來說，可依照電力用戶不同的響應方式，將需量反應區分為兩種形式，基於獎勵的需量反應
(Pricebased Options)與基於價格的需量反應 (Pricebased Options)。所謂基於獎勵是指用戶接
受契約內容並相應地調整用電需求，電力公司則給予現有電價基礎上的折扣或獨立於現有電價政策的直
接補償。類型包含：直接負載控制 (Direct Load Control, DLC)、可中斷負載 (Interruptible Load,
IL)、需求側競價 (Demand Side Bidding, DSB)、緊急需量反應 (Emergency Demand
Response, EDR)、容量市場(Capacity Market)和輔助服務項目(Ancillary Service Market)等。

各國需量反應實施現況與綜合比較
為綜合分析我國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在電業環境面、經濟效益面，技術面之可執行作法或策略，以便逐步
規劃建議未來實施需量反應制度各階段之細部事項，如下表1所示，本文觀測對象包含美國、日本、韓
國、德國、英國、荷蘭與挪威，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表1 標竿國家需量反應歸納總表日、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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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工業部門能源消耗佔總
能源消耗約50%。

韓國
工業部門能源消耗佔總能源消耗約
56%。

美國
工業部門能源消耗佔總能源消耗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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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1.27億
電力市場：自由化，由
十大電力公司負責不同
區域之發電、輸電、配
電、售電整合服務。
裝置容量：292.06
GW
電力供給現況：
1051.3 TWh (2011)
電力消費：953.7
TWh (2011)
近年來日本政府在需求
端進行需量反應實驗。
藉由提高尖峰時間電
價，可減少尖峰時刻約
12.1%的用電量。

人口：0.49億
電力市場：電力公司民營化，但電力
市場未完全自由化，由韓國電力公司
獨佔93%電力供應。
裝置容量：84.65GW
電力供給現況：523TWh (2011)
電力消費：481.0 TWh (2011)

有七主要ISO/RTO電力市場，
以最大之PJM為例：
容量裝置：164,895MW
人口：5.1億
其中只有PJM、ERCOT、CAISO、NYSIO、ISO
NE涵蓋實施電力自由化的州郡。

由於智慧電網尚在鋪設中，尚未全面
推動即時電價與尖峰時間電價，但在
事先契約制度的推行方面，根據韓國
電力公司指出，約可減少尖峰時間歐
23%的用電量。

美國自2005年開始實施需量反應，經過5年運行
後，平均每年因需量反應所獲得的直接效益達60億
美元（包含工商業與住宅用戶），2010需量反應抑
低全美國尖峰負載58 GW，尖峰負載平均下降8
11%，成效相當顯著。

2010年1月公布「智慧
電網國際標準化發展藍
圖」，
2012 年再選定 7 個地
區進行次世代能源技術
實證計畫，國外部分則
為 NEDO 帶領參與國
外示範計畫。

韓國政府於2009年發布「Low
carbon, Green growth」政策，同
年發布了韓國智慧電網roadmap。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EPACT)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
員會的第719號令（FERC Order 719），以及美
國復甦和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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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德國工業為需求最大者，佔
總能源消耗約46%。

英國
運輸部門為能源最大消耗
者。

荷蘭
以工業能源消費最高，約佔總
能源消耗18.7%。

挪威
以能源工業為最大消耗
者。

人口：0.8億
電力市場：電力之發、輸、
售皆由不同的營運商在市場
上公平競爭，唯獨在配電部
分，仍受政府管制，僅存在
4 個配電營運商。
裝置容量：178.713 GW
電力供給現況：598 TWh
(2011)
電力消費：542 TWh
(2011)。
個別企業可以達成節能 20%
以上的成效。在所有試驗場
域試驗中，家戶的節能成效
則超過10%。在家戶部門，
負載移轉潛能更高達10%。

人口：0.59億
電力市場：高度自由化，存
有18家電力供應商。
裝置容量：89.1GW
電力供給現況：706TWh
(2011)

人口：0.16億
電力總供給：251.0MT eq.
(2010)
電力總消費：70.1Mt eq.
(2010)
電量總供給中自產能源佔
27.7%，其餘皆為進口能
源。

人口：0.04億
電力市場：北歐四國共
同成立北歐輸電系統運
營者合作組織Nordel。
電力供給現況：
147,716GWh
(2012)
電力消費現況：
117,806GWh(2012)

推行白色證書讓DSM計畫更
加順利，主要的實施對象為
能源供應商，能源供應商可
以在一定的市場規則條件下
進行雙邊交易或市場認證。

荷蘭的地方政府和相關領域的
鄰國政府單位共同採取行動，
主要涉及範圍包括：建築節
能、智慧電網建設、跨區電力
輸送、區域再生能源發展等。

已有一些項目啟動或運
行，但挪威的智慧電網
發展仍然是處於探索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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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9月提出了德國能源
概念2050，EEnergy計畫
包含於其中。

2011年7月發表電力市場化
改革白皮書。

2011年6月荷蘭能源白皮書
列出三項能源政策關鍵要素。

2009推動大型國家型
計畫，整合數個能源技
術發展技術上之突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總結
借鑒國外發展需量反應的經驗與歷程，相較於先進國家電力市場已充分自由化之情況，台灣當前之時空
背景與客觀環境並不相同。因此，考量台灣國內當前及未來的電力市場環境與民眾參與意願等因素，在
政策規劃上的思維應有所改變。參酌美國20年的需量反應經驗，有關需量反應的政策規劃可區分為初步
規劃與設計、先導型試驗、推廣、擴大等四階段進行。
首先，就初期規劃階段，應調整傳統的「單向」且「上而下」的電力服務，改採取「雙向即時」或「下
而上」的互售電力管理思維。參酌英國具法律約束力之適應氣候變遷之長期架構及體制運作，加快國內
推動需量反應之立法研究。同時，應適時地檢討現行台電負載管理方案之適用性，事先將定型可停電力
之電價優惠條件、未履約者之罰則規定、用戶類別等制度先做初步規劃。
在先導型試驗階段，則可參考日本與韓國之經驗，藉由「示範性、區域性」之微電網、虛擬電廠及智慧
電網等先導型計畫，建立因地制宜之標竿案例，一方面可以邊做邊學，另一方面也可讓更多廠商願意投
入方案，從中再適時地檢討國內運作之軟、硬體設備，試作成功後再擴大推廣。如效仿日本之作法，除
技術層面進行實驗測試，亦應針對民眾行為改變程度與回應加以測試，以協助新制度推行。同時，應學
習韓國政府善於誘導企業投入智慧電網的佈設工作，提高台灣廠商對於國內智慧電網佈建的參與。
在推廣階段，除參考北歐將發電業者、調節輸電系統與管理電力市場之不同角色，分設專責的組織管
理。建議國內可對於用戶端與配售電業者之各種重要角色之權責應提早區分，以利需量反應制度實行時
各環節之運作流暢。就收費機制上的設計可參考美國需量反應制度的計價方式，採用電子化的線上交易
平台，包含雙向的通訊系統、24小時的電子交易紀錄等。同時可效仿德國 EEnergy 法制專家小組對
於資料保護之建議，如智慧電網所蒐集之資料應被匿名或以假名之方式傳遞。
最後，在擴大階段，除強化用戶服務外，並積極推動用戶群代表之創新節能商業模式。透過電力業者與
第三方的策略聯盟，可降低與眾多用戶間的交易成本，衝高其客戶量，以達到需量反應之效果。可效仿
荷蘭推行綠色協議措施，由社會各界提出其所面臨執行瓶頸的永續計畫，由政府提供各類相關協助，以
永續發展需量反應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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