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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務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

潛力

1. 簡介

台
電公司於2021年7月1日揭牌「電力交易中心」，

開始接受資源註冊登記，同年11月15日正式展

開營運，使民間分散式電力資源得以透過電力交易市

場運作投入電網，協助提供輔助服務，此為我國電力

資源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外部資源欲提供予電

力系統應用，主要透過兩種方式： (1)依循採購法之購

售電契約 (PPA)或採購服務，如：於2016年與2018年

之「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服務」採購案、2020年之「儲

能自動頻率控制 (AFC)調頻備轉輔助服務」採購案、

2020年之「快速反應負載資源 (FRR)輔助服務」採購

案等；以及 (2)參與台電公司之方案，如：業務處推動

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

電力交易平台提供台電公司籌措電力資源新管道，

為因應此新模式，台電公司於2019年推動「非傳統機

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以台電公司之

內部日前競價市場為基礎，試辦需量反應資源參與輔

助服務，促使國內相當多新興能源服務公司開始關注

此領域，如：義電智慧能源、馬雅資訊、安瑟樂威，

以及匯智能源等。雖然在電力交易平台正式啟動後，

「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已於

2021年12月31日落日，但此些新興能源服務公司皆

已紛紛轉入電力交易平台。而聚合用戶側發電機支援

或直接負載卸除模式之需量反應，為此些新興能源服

務公司之主要資源來源，亦即為所稱之「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

用戶群代表在需量反應型負載降低模式下之商業模

式，可以歸類為三種類型 [1, 2]：

(1) Type I：用戶⇔用戶群代表⇔電業。用戶群代表

召募用戶並與用戶簽訂需量反應降載契約，而電

業則與用戶群代表簽訂需量反應服務契約。2016

年與2018年之「用戶群代表需量反應服務」採

購案即為此類行。

(2) Type II：用戶⇔用戶群代表⇔市場。用戶群代表

召募用戶並與用戶簽訂需量反應降載契約，再進

入交易市場，用戶群代表之收益由市場取得或與

用戶分潤，電業並未參與其中。「非傳統機組參

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電力交易平台

即屬此類，亦為目前主要之需量反應應用商業模

式。

(3) Type III：用戶群代表⇔用戶⇔電業。用戶群代

表協助、輔導用戶，使用戶建立執行需量反應

之能力，再由用戶自行參與電業之方案。此種

模式，國內已有能源技術服務業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ESCO)之業者提供此類服務，ESCO

業者向用戶提供需量反應控制設備、節電設備或

服務，或由ESCO業者協助用戶評估、輔導執行

需量反應之作法等，再由用戶自行參與台電公司

「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此模式下由用戶支

付服務費用予ESCO業者，或ESCO業者將之視

為對用戶之加值服務。

電力交易平台所需之資源規格、品質與可靠度，

均高於「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之要求，隨之而

來，勢必帶動前述Type II、Type III商業模式之應用。

ESCO業者除延伸Type III之服務模式外，亦可與電力

交易平台之合格交易者 (用戶群代表 )合作，或自行成

為合格交易者以Type II模式進入電力交易市場，此即為

所稱ESgator，意旨Aggregator與ESCO之整合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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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所轄之交易資源；服務費則由電力交易平台與合

格交易者進行結算對帳，並直接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交易資源之費用則由合格交易者與報價代碼所轄之交

易資源自行拆帳。應注意，報價代碼為日前輔助服務

市場之報價、結算及調度單元，亦即交易平台所對應

之層級為報價代碼，而非交易資源。

圖3.及圖4.分別為調度日前及調度日後之程序示意

圖，合格交易者應隨時掌握交易資源之可使用狀態，

持續於交易平台系統中進行更新，並應於調度日前一

日 (D-1 Day)上午11:00前，提交交易報價單，經電力

交易市場最佳化排程運算後，於下午16:00向合格交易

者公告調度日 (D Day)所屬報價代碼之得標情形。於調

度日，合格交易者應依得標結果，如實提供相對應之

服務。

於調度日後，電力交易平台將於7日內提供調度日

之預結算結果，供合格交易者對帳。調度日的次月

(M+1月 )，由電力交易平台給予合格交易者前一月 (M

月 )之結算結果，經確認無誤後，於再次月 (M+2月 )

底前，電力交易平台將款項直接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由此，相較於前述Type III商業模式，金流係由用

戶參與台電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獲得電費

扣抵後，再與ESCO業者拆帳之程序，於電力交易平

台中，係屬於Type II商業模式，金流由電力交易平台

撥付予合格交易者 (ESgator業者 )後，再與用戶進行拆

帳，此金流程序對於ESCO業者或ESgator業者較具誘

因。

2.2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參與資源類型

依據《電力交易平台設置規則》第六條，日前輔助

服務市場之供給者，應符合為發電業、自用發電設備

設置者、需量反應提供者或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

節電能供需者資格之一。已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

契約之發電機組容量、發電性質特殊經認定無法適用

競價交易之發電機組，均不得參與電力交易平台。其

中，目前認定之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

者，以併網型儲能為主。

彙整可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資源樣態，如表1

所示 [4]。具有傳統發電機且有剩餘容量未與台電公司

簽訂購售電契約之發電業，可以直接以發電業身份參

與。依電業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完成登記成為自用發

2.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

2.1 電力交易平台架構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區分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與

備用容量市場兩部分，如圖1所示 [4]。日前輔助服務

市場包含三項商品：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

以及補充備轉容量。外部資源具備發電業、自用發電

設備設置者、需量反應提供者、或併網型儲能提供者

(法規所指其他可接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者 )資

格者，可以經註冊登記、能力測試後，取得合格交

易者身份，進入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競價交易。不同於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買方為輸配電業 (台電公司 )，備

用容量市場之買方為備用供電容量義務者，於電力交

易平台之備用容量市場中，其機制採媒合交易方式進

行。

圖1.� 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架構[4]

台電公司之電力交易平台導入國外常見之合格交易

者機制 (Qualified Scheduling Entities, QSE)，所有進入市

場交易之單位均須取得合格交易者身份，而擁有資源

者若無法取得合格交易者身份，則可以將所擁有之資

源委託合格交易者進入交易市場。如此，小型資源在

人力、成本考量下，不必然得自行建置合格交易者所

需之能量，將降低小型資源進入交易市場之門檻。

一個合格交易者可以擁有或代理多個交易資源進入

市場，同類型之交易資源可以被聚合成為一個報價代

碼，以利管理與提供達交易門檻之可靠服務，其效果

類似用戶群代表之用戶聚合群組 (portfolio)，如圖2所

示 [5]。合格交易者為日前輔助服務市場進行報價、調

度、結算之對象，亦即報價工作是由合格交易者於電

力交易平台系統上執行；當調度事件發生時，調度指

令僅通知合格交易者，而合格交易者應自行通知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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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之設置者，可以自用發電設備身份直接參與，

但須注意須分別於AMI側、自用發電設備端分別設置

M1、M2交易表計。

需量反應提供者之樣態較為多元，可以直接透過用

電設備卸載執行需量反應，或以表後發電機、表後儲

能等備援設備支援，降低對電網電力的需求而達成需

量反應之效果。然而，必須注意若採表後發電機、表

後儲能設備支援時，若未經審核同意，不得逆送電力

進電網。

併網型儲能設備為近期相當熱門之資源，是以可接

受調度以即時調節電能供需者身份進入市場，設置方

式建議參考台電公司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儲能系

統併聯技術要點」[6]，以及由電力交易平台市場規則之公

告事項「2-2：併網型儲能設備併網申請作業程序」[7]。

2.3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商品規格摘要

電力交易平台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共計分為三種

商品：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以及補充備轉容

量 [8]，其中，排除目前暫時僅適用於國營發電業，具

備每4秒接受控制信號之自動發電控制模式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動態調頻備轉容量，調頻備

轉容量依據其規格，又可區分為：動態調頻備轉容量

(Dynamic Regulation) dReg0.25、dReg0.5、增強型動態

調頻備轉容量 (Enhanced Dynamic Regulation) E-dReg、

靜態調頻備轉容量 (Static Regulation) sReg等四種。各類

型商品之規格摘要如圖5所示。

在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則中，僅明確限制併網型儲能

不得參與補充備轉容量，其餘資源樣態只要能通過能

力測試，各項商品規格均可參與。然而，由圖5所示

之三種商品6種規格以及各資源樣態之資源特性，不

難發現：

圖2.� 合格交易者與報價代碼機制[5]

圖3.� 調度日前之程序[5]

圖4.� 調度日後之程序[5]

表1.�參與日前輔助服務市場之資源樣態[4]

資格類
型

引用資源樣
態

說明

發電業 傳統發電
機

直接以發電業身份參與。
參與容量以未與公用售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
(PPA/FIT)之容量為限。

自用發
電設備
設置者

自用發電
設備

直接以自用發電設備身份參與。
汽電共生業者之參與容量，應考慮與公用售電
業簽訂餘電購售契約之尖峰時段保證容量。
除於台電AMI表位置設置M1交易表計外，另須
於自用發電設備端設置另一M2交易表計。

需量反
應
提供者

需量反應
直接以需量反應提供者身份參與。
參與容量應以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經常契約容
量為限。

表後發電
機

設置於用戶側之表後發電機，以需量反應身份
參與，均採需量反應模式計算效益。
緊急發電機為用戶自設以備市電供應異常時之
緊急備用電源。未經審核同意，不得逆送。

表後儲能
設備

設置於用戶側之表後儲能，以需量反應身份參
與，均採需量反應模式計算效益。
未經審核同意，用戶儲能不得逆送。

其他可
接受調
度以即
時調節
電能供
需者

併網型儲
能設備

直接以可調度之儲能資源身份參與。
經併網審查程序，獨立併網，並僅參與輔助服
務市場交易。暫不開放參與補充備轉服務。
無基本電費議題、採淨計量計算電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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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量機組加減載之反應時間，自用發電設備資

源參與調頻備轉容量之可行性較低。

(2) 自用發電設備參與即時備轉、補充備轉之容

量，將受限於發電設備之升載率特性，而只要燃料充

足，執行1小時即時備轉、2小時以上補充備轉均為

可行。

(3) 考量需量反應之反應時間、追隨頻率增減用

戶負載之困難度，需量反應用戶參與動態調頻備轉

(dReg)之可行性低。

(4) 由表後儲能設備或不斷電設備所支援之需量反

應資源，若能準確控制用戶負載變動影響，則有機會

投入靜態調頻備轉 (sReg)。

(5) 由快速反應之發電機所支援或可快速卸載 /降

載設備用電之需量反應資源，則有機會投入即時備

轉，甚且若反應速度在5分鐘以內，可取得效能等級

之額外回饋。但執行過程中仍應考量用戶負載之穩定

性問題，避免因負載突升而侵蝕執行成果。

(6) 由發電機、長時效儲能設備所支援之需量反應

資源，只要燃料或電能充足，執行1小時即時備轉、2

小時以上補充備轉均為可行。由用電設備執行卸載 /降

載之需量反應資源，則應考量設備卸載 /降載之速度與

可持續卸載 /降載之時間，以評估可參與即時備轉或補

充備轉。同樣亦需考慮用戶負載穩定性，避免執行成

果受影響。

(7) 併網型儲能資源只要其設置之電能容量滿足圖

5規格，則參與各項調頻備轉、即時備轉均可行。

由此可知，採自用發電設備資源、併網型儲能設備

資源者，其關鍵在於設備之特性與能力；而採需量反

應資源者，其應考量之事項相對複雜，一般用戶恐無

法自行評估執行，此時，即需由ESCO業者或ESgator

業者給予協助。

2.4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現況

依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所公告知合格交易者資訊，

至2022年3月12日止，外部資源之合格交易者共計有

12家，已經提供調頻備轉容量22.3MW、即時備轉容

量12.2MW，以及補充備轉容量47.1MW[10]。

觀察此12家業者，現階段有個有趣的現象：提供調

頻備轉資源之合格交易者，並未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

備轉；而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備轉之合格交易者，亦

未提供調頻備轉。此結果不難理解為參與調頻備轉容

量之6家合格交易者，均以儲能設備為資源，其著重

於儲能設備相關業務。而提供即時備轉與補充備轉之6

家合格交易者，應是採自用發電設備或需量反應資源

參與，故尚未有能力投入調頻備轉。

所有合格交易者中，安瑟樂威、義電智慧能源、匯

智能源三家業者，由其公司所服務之內容，及其過往

於「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之

經驗，推估應為提供代理需量反應資源服務之合格交

易者，亦即為所稱之用戶群代表。此三家業者之參與

容量合計占即時備轉75%、補充備轉66%，可見用戶

透過用戶群代表給予協助而參與市場之比例相當高。

圖6所示，為自2021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3月

12日止之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項商品結清價格趨勢

圖，由圖6中可以看到，各項商品之結清價格，幾乎

都是貼著該商品的價格上限，此與目前資源供應量小

於需求量有關。考量外部資源之準備情形，短期內維

持此趨勢之機率頗高。

圖6.� 日前輔助服務市場各商品之歷史結清價格[10]

3. 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商業模式觀察

自2019年11月台電公司啟動「非傳統機組參與即

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2021年7月1日開啟電

力交易平台至今，由交易資源、參與業者間之商業模

式，可以觀察到如圖7之商業模式類型：

(1) 模式1：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圖5.� 非國營發電業資源可參與之輔助服務商品[5,�9,�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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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發交易資訊系統，並進行日常之交易操作。代

表業者如：大同、台達等。

(2) 模式2：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但透過其他交易資訊系統供應商進入市場，資源擁有

者自行執行日常交易操作。代表業者如：力麗等。

(3) 模式3：資源擁有者加入其他合格交易者，而

該合格交易者自行開發擁有交易資訊系統。此模式即

為典型之用戶群代表模式。代表業者如：義電智慧能

源等。

(4) 模式4：資源擁有者加入其他合格交易者，而

該合格交易者之交易資訊系統係與其他供應商合作。

代表業者如：安瑟樂威、匯智能源等。

(5) 模式5：資源擁有者自行申請成為合格交易者，

但委由其他合格交易者代為執行日常操作。代表業者

如：能元 (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轉輔助服務暫行機

制 ) 等。

由此圖7之5種模式，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團體參

與其中：資源擁有者、合格交易者、交易資訊系統業

者。資源擁有者因其擁有資源，故其必然為具備一定

資本實力者或具備資源先決條件者，如：以儲能資源

參與市場者，並然必須先投資設置儲能設備，或需量

反應提供者，必然為用電戶。因此，並非所有有意參

與市場之業者，均可以以此身份參與，因而衍生眾多

合作、融資、合資活動。合格交易者名單 [10]中之大

同、漢翔、台達、盛達、力麗、群創、中華電信、

錦華玻璃、震江等，均為其自身均為資源擁有者。

依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之規則，合格交易者必須

擁有一定之專業知識與能力，須通過專業人員資格測

驗、上機訓練，且應搭配資源通過通訊能力測試、執

行能力測試。此外，亦須依據規則隨時更新資源狀

態、投標、運轉執行、結算對帳等日常操作。合格

交易者為電力交易平台衍生之新興服務業，其商業運

作機制與製造業、設備供應商、資本商截然不同，因

此，資源擁有者或系統商不必然有意或有能力投入，

因而以專業合格交易者身份，專責代理資源參與市場

之團體陸續出現，此些團體型態可認知為用戶群代

表。如前所述之安瑟樂威、義電智慧能源、匯智能源

三家業者即屬此類。

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合格交易者，須依據所定義之

遙測通訊協定，每10秒或每分鐘上傳資源運轉資訊予

電力交易平台，並透過遙測通訊接收台電公司之調度

指令。此外，因合格交易者之日常運作資訊量龐大，

故而衍生資源管理資訊系統需求。交易資訊系統可能

由合格交易者自行開發以搭配其資源類型 (如：專為儲

能資源準備 )，或由資訊業者推出相對應之解決方案。

然而交易資訊系統之開發須以電力交易平台規則為基

礎，故對一般資訊業者而言亦存在一定門檻，此部

分國內已知有如：資策會、加雲聯網、南方電力等團

隊，開始為合格交易者提供解決方案。

圖7.� 已觀察到之電力交易平台商業模式

4.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模式

如本文2.3節對電力交易平台商品規格與資源應用

之討論，以需量反應資源參與電力交易市場者，其用

電負載特性、用電設備降載 /卸載作法、生產性質用

戶之製程程序等，對其反應時間、執行成效有直接影

響。此外，雖然用戶自用發電設備之輸出相對於用電

設備降載 /卸載穩定，但若自用發電設備接受調度期

間，用戶負載因生產所需突升或大幅度變動，亦會侵

蝕調度執行成效。因此，對於以自用發電設備或需量

反應模式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時，考量產品品質、環境

品質以及生產排程進度下，如何評估、規劃用戶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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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及涉及之設備操作模式，以提供穩定可靠之資

源執行調度指令，為一相當專業之課題。對此課題，

ESCO業者因熟悉用戶用電特性、設備狀態，因此，

具有絕佳之機會協助用戶，亦可直接帶領用戶參與電

力交易市場。

本文參酌用戶群代表在需量反應型負載降低模式下

之商業行為，以及圖7電力交易平台已觀察到之作法，

彙整提出三種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模式建

議：

4.1 ESCO業者作為顧問服務角色

衍生自Type III之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ESCO業者

得以其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戶端之製程

資訊，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為基礎，透過增

加、強化對電力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則可協助、輔

導用戶評估其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可行性與作法，使

用戶得以快速透過合格交易者進入市場，如圖8所示。

若ESCO業者對電力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充足，甚

且可作為合格交易者之智庫團隊，協助合格交易者分

析、排除其所遭遇之用戶端課題，亦或是協助用戶以

自有資源成為合格交易者。

此模式下，ESCO業者之收益預期來自對用戶加值

服務或輔導收益，以及對合格交易者之顧問服務收

益。工研院綠能所團隊執行台電公司委託研究計畫，

協助區營業處拜訪用戶，輔導用戶參與需量反應或電

力交易平台，並與合格交易者進行技術移轉合作，已

粗具此模式之精神 [3]。

圖8.� ESCO業者作為顧問服務角色模式示意圖

4.2 ESCO業者與合格交易者組成Esgator團隊

介於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Type II與Type III之間，

ESCO業者得以其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

戶端之製程資訊，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與已

成為合格交易者之服務團隊進行合作，組成ESgator團

隊。透過ESgator團隊中之ESCO業者，對用戶之用電

分析與評估，甚至投入資金進行設備改善等工作，使

得用戶具有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能力，並將用戶資源

交予ESgator團隊中之合格交易者操作，如圖9所示。

此模式下，預期ESgator團隊之獲利來自與用戶分潤

電力交易平台之收益，而ESCO業者則就ESgator團隊

之獲利與合格交易者進行分潤。由於ESCO業者於此

模式下恐須承擔較大之設備改善成本，且收益金流來

自合格交易者，故ESCO業者之風險較高，目前尚未

獲悉有類似之合作模式出現。然而對ESCO業者之好

處是不須跨足不熟悉之電業服務工作，且具有與多個

合格交易者合作之可能性，可增加服務對象而擴大收

益。

圖9.� ESCO業者與團隊組成Esgator模式示意圖

4.3 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

為Type II之用戶群代表商業模式，ESCO業者以其

擁有之能源設備應用專業知識、用戶端之製程資訊，

以及與長期服務用戶之經驗，透過深度培養自身電力

交易平台之專業知識與能力，而自行跨足成為合格交

易者，亦即同時具備ESCO業者與合格交易者身份成

為ESgator業者，如圖10所示。ESgator業者之交易資

訊系統，則可由ESgator業者自行評估依圖7之模式3

或模式4執行。

此模式之運作方式與前一ESgator團隊之運作模式相

同，差異僅在此模式下ESgator為單一公司，故ESga-

tor業者雖然可能承擔用戶端設備改善成本，但因電力

交易平台之收益金流係經過ESgator後分潤予資源擁有

者，ESgator之風險將較前一模式降低。

Esco會訊67期_24面_209x295mm.indd   8Esco會訊67期_24面_209x295mm.indd   8 2022/3/25   下午 01:46:222022/3/25   下午 01:46:22



9 台灣ESCO會訊   第六十七期

國內知名ESCO業者承隆集團，自2016年即積極投

入用戶群代表領域，並參與「非傳統機組參與即時備

轉輔助服務暫行機制」，目前正帶領資源申請進入電

力交易平台，其即為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之代

表業者之一。

圖10.� ESCO業者自行成為Esgator模式示意圖

4.4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模式之優缺點分析

針對前述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平台之營運模式

建議，各類模式推動時，有其相對應之考量，表2整

理分析比較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三種建議模

式下，可能衍生之優點與缺點。

5. 結論

本文檢視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之機制，並由電力

交易平台之商品規格、資源樣態評析，指出ESCO業

者投入電力交易平台之機會在於用戶側之需量反應、

自用發電設備資源。再透過對電力交易平台參與業者

商業模式之觀察，以及檢視用戶群代表參與電業或市

場之商業模式，引入結合ESCO與用戶群代表之ES-

gator，提出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之三種可能模

式：純粹以顧問型態協助用戶資源完成進入市場之準

備；與合格交易者組成ESgator團隊，協助用戶資源透

過ESgator團隊進入市場；以及，以ESCO能量為基礎

自行跨足成為ESgator業者，給予用戶完整解決方案。

透過本文之說明，期能使國內ESCO業者，擁有探

討進入電力交易市場之基礎點，進而使國內用戶側資

源得以釋出，成為穩定電力系統之可靠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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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SCO業者參與電力交易市場之建議模式優缺點比較表

模式 優點 缺點

模式一：
作為顧問服務角色

可為對既有客戶之加值服務。
不涉及交易平台日常營運操作，有限度投入即可
達成。

以既有用戶為主要對象，業務擴展度有限。
服務完整性不足，恐降低用戶意願。

模式二：
組成Esgator團隊

專業分工，可獲得最大效益。
擴大收益來源，對用戶而言為實質收益分潤，而
非減少支出分潤，用戶意願增加。

可能須先進行設備改善投資，有資本投入可能
性。
金流掌握於合格交易者，ESCO業者風險增加。

模式三：
成為ESgator業者

掌握收益金流。
業務範圍擴大，同一用戶資源具有持續參與市場
之機會，收益相對穩定。

須增加資訊系統、專業知識投資，增加營運成
本。
可能須先進行設備改善投資，有資本投入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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