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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需求面管理措施 103-2 103-3 203-2

需量競價

時間電價

近年來臺灣用電需求不斷成長，然而電源機組設置日趨困難，加上氣候異常
亦導致電力供給日趨緊澀。依據電業法第 47 條第 4 項規定，售電業應每年訂定鼓
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送交電業管制機關備查。因此台電積極推動電力需
求面管理，以需求面管理為主軸，推動「需量反應」及「節約能源」為二大方向，
包括實施各項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推動多元時間電價、調整並試辦新時間電
價方案、辦理節電獎勵活動、舉辦各項節電宣導等，以引導用戶進行用電管理，
期藉由創造節電氛圍，帶動全民節電之集體效應，使抑低尖峰負載、節能省電成
為全民運動，達到電業、用戶及環保三贏的局面。

台電自 2015 年起推動由用戶自行決定抑低用電回饋價格，於夏季用電尖峰時
段實施需量競價措施，用電戶得標後若確實減少用電，即可依其報價將省下的電
賣回給台電。台電需量競價方案多元，利用各種不同價格機制提供誘因，賦予用
戶自主權，引導用戶改變用電習慣，達到穩定供電目的。台電未來規劃透過智慧
電表可提供更即時用電資訊功能，更精進需量反應方案設計，例如配合再生能源
併網增加調整用戶抑低用電時段，提供電力系統更多可彈性運用之資源，並檢討
與試辦多種需量反應方案。

時間電價是透過尖峰、離峰不同時段訂定不同電價費率，以反映不同時段之
供電成本，引導用戶減少或移轉尖峰用電至離峰時段使用。台電自 1979 年起實施
時間電價迄今逾 40 年，目前各類用戶合計共 12 種時間電價，其中，高壓以上用
戶自 1989 年起已全面適用時間電價，低壓用戶則為自由選用。

配合智慧電表布建與應用，台電於 2016 年推出「住商簡易型時間電價」，
2021 年 5 月新推出「表燈標準型三段式時間電價」以及「低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
價」，提供用戶多元方案選擇。另因再生能源發電增加，配合電力系統需要，進
行電價尖離峰時間之調整，於 2021 年 10 月推出「時間電價時間帶調整之試辦電
價方案」。未來台電將持續配合智慧電表之布建，發展多元化電價及需量反應方
案，並結合智慧家電及能源管理系統進行推動，促使用戶更靈活地搭配價格訊號
進行用電管理，同時增進負載管理效益。

用電類別 總戶數 ( 戶 ) 時間電價戶數 ( 戶 ) 占比 (％ )
表燈非營業 13,204,434 47,295 0.36 

表燈營業 1,034,448 118,742 11.48 
低壓電力 301,722 36,128 11.97 
高壓電力 24,686 24,686 100.00 

特高壓電力 661 661 100.00 
合計 14,565,951 227,512 1.56 

供電電壓 分類 適用範圍 適用實例

低壓

包燈、包力用電 屋外公共設施之電燈及小型器具、警報器 公用路燈、警報器
表燈 非營業用電 住宅用電或住宅以外其他非生產性質場所之

電燈、小型器具及動力用電，合計容量未滿
100 瓩

住宅
營業用電 小型商店

電力用電
生產或非生產性質場所之電燈、小型器具及
動力用電，契約容量在 1 瓩以上未滿 100 瓩
者；惟以 380V 供電者，技術上倘無困難，
可放寬至 499 瓩

中型機關、學校、超商、中型商場、中、小型工廠

高壓以上
高壓用電 生產或非生產性質場所之電燈、小型器具及

動力用電，契約容量在 100 瓩以上者
大型工廠、機關、學校、銀行、百貨

特高壓用電 超大型工廠、捷運、機場

時間電價用戶比例

電力種類說明
註：除包燈及包用電力按容量計費無季節之分，其餘電價一率適用季節電價，用戶比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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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內 容 適用對象 實施成效

時
間
電
價

自 1979 年起實施「時間電價」 反應不同時段之供電成本，鼓勵用戶充分利用離峰電力，降低尖峰用電 表燈、低壓用戶可選用；
高壓以上用戶一律適用

2021 年累計抑低尖峰負載411 萬瓩
自 2016 年起實施「住商型簡易時間電價」 為提供住商及低壓電力用戶更多元的電價選擇，透過價格訊號引導用戶於尖峰時間減少用電，進而達到抑低尖峰負載之目的

住宅、小商店及低壓電
力等用戶自 2021 年起新增表燈標準型暨低壓電力三段式時間電價

推出「時間電價時間帶調整之試辦電價方案」，試辦期間為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9 月
配合系統需要，推出新尖離峰時間之電價方案，尖峰時間由原 10-12 時、13-17 時移至16-22 時，半尖峰、離峰時間亦有所改變 時間電價用戶

需
量
反
應
負
載
管
理
措
施

自 1991 年起實施「空調暫停用電措施」 中央空調系統每運轉 60 分鐘暫停 15 分鐘，箱型冷氣每運轉 22 分鐘暫停 8 分鐘，以抑低尖峰負載
非生產性質之電力用戶
（如辦公大樓、學校…
等）

2021 年尖載日 (7 月 27 日 )抑低尖峰負載 107 萬瓩

自 1987 年起實施「減少用電措施」 以電費扣減為誘因，鼓勵用戶在系統尖峰時段減少用電或移轉至離峰時間使用，進而抑低系統尖峰負載
經常契約容量 100 瓩以
上 ( 特 ) 高壓用戶或學校
用戶（視各方案內容而
異，如工廠、學校…等）

自 2015 年起實施「需量競價措施」 藉由用戶自訂回饋價格方式，賦與用戶更多自主權，激發抑低用電潛能，以改善系統負載型態，進而延緩對新設電源之開發或降低可能面臨之限電風險 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戶
自 2017 年起實施需量競價措施「聯合型」 開放用戶以群組方式申請需量競價措施 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戶
自 2021 年起實施「緊急應變措施」與「約定保證型」 於電力系統發生緊急情況時配合降載，提升需求端應變能力 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戶
自 2022 年起實施 「彈性夜減型」 於夜尖峰時段提供不同時數之彈性抑低選擇，鼓勵用戶於夜尖峰減少用電 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戶

節電服務團 每月訪視高壓以上用戶，透過運用高壓 AMI 資料分析與設備簡易診斷問卷（空調設備、馬達及照明設備…等），協助用戶掌握用電情況，盤點節電潛力及推廣需量反應措施，以維持供電穩定 高壓以上用戶 台電 2021 年節電服務團訪視用戶共 4,231 戶，預估節電潛力度數 9,992 萬度
社區節約用電宣導 免費提供社區及社團節電宣導服務，利用集會場合宣導節約用電，分享節電的相關知識與經驗，以倡導正確節電技巧如使用高效率節能產品、公設用電提供改善等建議 地方社區、社團 2021 年共辦理 1,460 場次，吸引約 17 萬人次參加

需求面管理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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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節電實績 
為鼓勵用戶將節約能源落實於生活中，台電自 2008 年 7 月起推行節電獎勵措

施，並持續推陳出新，促使用戶長期保持省電之動力。另為增加用戶互動及增進
自主節電成效，台電於 2018 年導入登錄機制，用戶可透過網站、客服專線或臨櫃
報名參與，每度節電即可獲得獎勵金 0.6 元，每期（2 個月）最低有 84 元獎勵金；
同年亦推出「電力即點」APP，讓用戶藉由參與 APP 各項節電益智活動進行集點，
點數可兌換獎品、參加抽獎等，以促進全民節電觀念養成，形成省電的文化與習
慣。台電將持續舉辦節電推廣活動，藉由創新又富有趣味性的手法傳遞節電觀念，
搭配多元行銷管道及亮點議題操作，增加活動曝光度及熱度以提升民眾節電意識。

年度 節電減少用電量
（億度）

節電獎勵金額
（億元）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萬公噸）

相當於幾座
大安森林公園 1 年

CO2 吸附量
2019 年 14.3 11.7 76 2,062
2020 年 11.9 10.3 61 1,638
2021 年 14.9 11.8 75 1,924

2021 年節電獎勵實績

註： 1. 節電減少用電量之計算以前一年度為當年度的節電基準年。2. 節電獎勵實績為完成登錄節電獎勵活動用戶（2019 年 395 萬戶、2020 年 422 萬戶、2021 年 434 萬戶）之統計資料。3. 以經濟部能源局 2020 年 6 月公布之 2019 年我國電力排放係數 509 公克 CO2e / 度及能源局 2020 年報導 1 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具有 389 公噸 CO2 吸附量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