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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林揆即表達了「萬一明年（2017）夏天有

大型電廠故障致缺電，將拜託立院同意重啟

核一核二機組。」的想法，今年5月原能會同

意核一廠降載運轉以延長供電，至6月迅速

同意核二廠1號機啟動及接續核三廠2號機重

啟申請等。上任以來一路力挺非核家園的經

濟部李世光部長近期亦公開談到：「為應變

突發狀況與意外，核一廠一號機、核二廠二

號機重啟確實是今夏供電的選項之一」。核

電儼然從當初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年後

變為確保供電安全的救命仙丹。或許這也說

明了，相較於虛無飄渺的美感或慷慨激昂的

環境正義，一般民眾對於按下開關即來電的

便利，與從自己口袋掏出鈔票的厚薄更是有

感。

從低電價看我國電力轉型之困境
低電價非罪惡，但價格干預卻是

陳中舜／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ō助研究員

執政當局於電力改革上表達了強烈意願並已取得了契機。如能突破電價管制的迷思，

建立一個完備的電力自由市場，即能讓「價格」引導各類電力適時適切的發揮其應有功

能，進而讓我國電力結構轉型走得更平穩而順暢。

2017年絕對會是臺灣電力史上最

該被記住的一年。從1月通過

的電業法修正確定「綠能先行」，4月行政院

核定243億元綠能-前瞻計畫特別預算，5月發

出的第一批再生能源憑證，6月預告電業法相

關子法公布，10月預計新版電價公式推出，

在在都顯示出政府推動電力轉型的決心。然

而國內外如：美國川普總統宣布退出巴黎氣

候協議，卡達與九國斷交的衝擊，國內大型

電力建設延宕，甚至極端氣候事件數量與程

度的加劇等諸多非預期因素的轉變，卻也為

進行中的電力結構轉型添了許多不確定性與

難度。

其間最值得注意的是，執政當局原本對

於核電的立場似乎已悄然鬆動。從2016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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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核能處境相反的，則是人氣始終居

高不下的再生能源發電。在各方不斷的鼓吹

下，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未來充滿了各式各

樣美好想像。但隨著再生能源的高速增長，

包含太陽光電與農爭地、離岸風機向漁索

海、海底電纜的設置、保育區開發與生態衝

擊等，許多過去隱晦不明的問題亦被攤在陽

光下檢視。

我國能源轉型與價格風險

近期受到全球各地氣溫屢創新高、旱

澇交替等極端氣候加劇的影響下，也考驗著

再生能源的經濟供電能力與系統可靠度。諸

如許多再生能源大國的棄風棄光、負電價併

網、南澳大停電、臺灣供/限電警戒天數增加

等（見圖1），或多或少都反映出再生能源在

面對氣候變遷時原生的脆弱性。原本大量採

用再生能源是為了減少化石燃料的溫室氣體

排放以減緩氣候變遷，但某種程度卻也削弱

了當前電力系統抵禦極端氣候的能力。未來

待達成高比例的再生能源併網後，勢必還要

面對因躉購費率、電網擴建與系統安全操作

等所導致的電價上漲與頻繁的「不可抗力」

斷電風險。經濟部李世光部長亦公開承認：

「未來當我國能源配比為天然氣發電五成、

燃煤三成、再生能源二成後，燃料成本也假

設與現在市場價格一樣來精算的話，電價估

計漲幅為百分之十。」

若由此延伸，我們應注意其談話背後兩

個與價格有關的重點：

一、如圖2，根據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16年11月的預測，天

然氣及燃煤等化石燃料價格後續仍將逐步走

高，尤其是未來將擔任臺灣發電最要角的天然

氣，在2030年時價格幾乎上漲了1倍，已明顯偏

離「燃料成本與現在市場價格一致」的假設。

圖1Ā台電近五年供電警戒天數（左）與限電警戒天數（右）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7/6/9）

近5年備轉容量低於90萬瓩天數近5年備轉容量率低於6%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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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圖3，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兩類再

生能源，未來發電成本仍將持續降低。然而

我國因採用躉購電價（Feed-in Tariffs, FiT）

制度，一旦設備完成簽約後二十年內都以相

同價格保證收購該再生能源設備所發電力。

換言之，再生能源設置當下是否為價、量及

效率組合的最適點？FIT價格與發電成本的差

額有多大的超額利潤空間？二成的再生能源

電力傳輸及輔助費用該如何分配？這些亦都

會影響到最終零售電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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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Ā IEA預測未來化石價格：天然氣（上）與燃煤（下）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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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德兩國電價結構分析

比較2014年再生能源發電已超過二成的

德國與同期再生能源發電不及5%的我國，

兩者電價結構之差異可發覺：我國在電力相

關公課的稅費、規費上遠低於德國，網路費

用甚至比德國工業大用戶還低，僅有電能供

給與對方相當。而當年雖然國際能源價格來

到高點，但受限於電價公式年漲幅不得超過

6%與政府介入，我國進而出現售電價格竟低

於供電成本的怪現象。更深入而言，德國的

稅費包括電力與加值稅；規費則為特許費、

再生能源法與汽電共生法捐助、電網使用條

例捐助，電能採購供應中亦內含了備用容量

的部分。由此可知，我國長期所以能維持低

電價，不僅是因為選擇了較低發電成本的方

式，還包含交叉補貼、政府強力管制與幾無

作為的相關稅、費等價格調節工具。未來隨

著再生能源電力占比增加，相關基礎建設所

需的鉅額投資勢必將算進用戶電力帳單中。

根據5月26日能源局最新公布的輸配電業

各項費率計算公式草案規劃，未來我國再生

能源用戶僅需支付5%電力調度費、轉供電能

費，而後再逐步調高至15%，輔助服務費率

亦有50%的折扣，其所有差額部分將由非再

生能源電力分擔，屆時這些費用無論是在電

價公式中反映，或是認列為公用事業虧損，

最後均無異於轉嫁給社會大眾共同承擔。不

過這裡有一個可能的矛盾：我國目前電價公

式有半年漲幅不得超過3%、全年不得超過6%

的上限，若十月新版公式價格限制不改，屆

時這些費用該如何反應或是認列為公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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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ĀIEA預測未來發電成本：太陽光電（左）與風力（右）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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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就是另一個值得持續追蹤的要點。

從德國經驗可知，欲在我國現行低電價

且權責不明的條件下達成電力轉型，幾乎是個

「不可能的任務」，但民眾、企業與政府確已

做好面對電價上漲的準備了嗎？事實上在政府

仍不願釋出零售電價的掌控權與建立有效市場

機制前，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由於再生能源

電力形式有很強的地域性、時間性，其發電成

本是動態的，既使有儲能系統的加入，考慮到

成本與技術限制，除抽蓄水力外，要如傳統

電力般做到長期穩定輸出仍有相當的難度。再

者，考慮到電力即發即用與系統必須即時平衡

的特性，再生能源電力的不易調度性，過猶不

及的電力「價值」可能瞬間就豬羊變色，當其

占比達到系統一定程度時，已非用保價收購模

式就可以簡單處理的。實際上，以價格定錨的

方式反而會阻礙再生能源電力發揮最大效用的

可能，因此英國、德國相繼走上鼓勵再生能源

競價上網的制度，並以此作為抑低國內電價上

漲的重要手段。

我國的電價迷思

我國電力轉型過程中所面臨最大難題是

在「電力價格」的迷思，或說是該如何解決

全國上下長期以來對於低電價的路徑依賴。

正如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內曼教

授所提出的展望理論所言：「人在面臨獲利

時，不願冒風險；而在面臨損失時，人人都

成了冒險家。」當多數民眾以為低電價維持

了民生物價的平穩；企業宣稱低電價是提高

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基石；政治人物亦把低電

價視為影響選舉勝敗的關鍵。在這種維持現

單位：NT$/kWh 

臺灣工業電價2.92

臺灣住宅電價2.85

圖4Ā2014年德國與我國電價結構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德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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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社會氛圍下，政府自然無可旁貸的扮演

起取代市場的角色。然一旦政治力介入/取

代市場後，價格管制就成為一個短期內最有

效、交易成本最低的政策手段。而原本應擔

任箇中關鍵的電價審議委員會與電價公式皆

雙雙受到政治的箝制，其應有功能已難真正

發揮。簡言之，近期臺灣諸多電力爭議實可

歸因與此。

惟在電業法修正通過後，台電不僅將

繼續維持政府經營的獨大綜合電業，主管機

關更從原本營利（經濟效率）導向的國營會

轉成政策導向的能源局。此時企業體則不再

把經濟效率視為營業最高宗旨，更甚將不計

代價的把達成各項政治目標視為當然優先，

而無視負擔更多超乎預期的「政策」成本。

當政治力「合法且公開」的介入後，亦等於

鼓勵與電力轉型相關利益團體進行各類尋租

行為。而在多數消費者基於「理性無知」的

默許下，埋下結構性風險的因子，進而導致

公用事業巨幅虧損可能性大增、最終走上崩

解一途。從上述推論可知，倘若繼續目前體

制，在價格仍受嚴格管制且無公平競爭的市

場架構下，強推電力轉型實猶如在窄溪中高

速行船，其難度與風險之高自然不言可喻。

結語

過去國內在處理相關電力/電價爭議時，

總是很容易就流於經濟與環保之爭，雙方支

持者水火不容，政治上亦是朝野壁壘分明。

然在2016年520蔡政府上台之後，態勢開始出

現了轉圜的可能。儘管2025年非核家園被明

確寫進了電業法中，但另一方面卻也為核能

使用爭取了近十年的「合法」空間；同時政

府亦展現出全力推動再生能源與能源轉型的

決心。從政治的角度，新政府確實已取得了

有利的制高點與發動改革的契機，但其執行

規劃與制度配套卻讓人十分憂心。正如美國

商會於最新出版《臺灣白皮書》（2017）中

所提出的忠告：「著眼於臺灣產業的成本競

爭力及其對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貢獻，目前的

核能發電要過渡到未來的發電來源，其間的

轉型必須審慎管理，畢竟既有核能電廠的新

增發電成本低，而替代電力來源勢必會產生

新的投資成本。儘管轉型到後核能時代的燃

料組合十分重要，但若實施方式過於僵化或

過於倉促，缺乏明確的替代計劃確保供電成

本的競爭力、可負擔性及可靠性，將可能會

損及臺灣的經濟發展。」

美國自由經濟學派大師Thomas Sowell曾

說：「要瞭解價格的角色，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瞭解：當價格不被允許在市場中扮演

其角色時，會發生什麼事。」其正適切點出

了我國電力轉型真正的困境：問題並不是價

格的高低，而是價格決定的過程，能否充分

反映出實際供需的緊張程度與商品的機會成

本。實際上，唯有透過好的市場制度才能讓

價格引導無論是核能、天然氣、再生能源或

其他各類電力，皆能於最小成本與風險下發

揮其應有功能。要建構這樣一個完備的電力

市場，政府最應該要學會尊重而非干預；做

好管理而非管制，只是這對於我國來說，似

乎仍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