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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力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

王釿鋊主任　郭博堯組長　許湘琴組長　摘錄
財團法人中技社能源技術發展中心

前言

台灣高度仰賴進口能源，是以我國政府都力求

提供穩定、不中斷、可負擔（Availability, Reliability, 

A�ordability）的能源，以發展經濟與維持民眾生活

品質，同時也努力避免過高環境負荷，追求能源

使用的永續性（ Sustainability）。在台灣電力部門的

政策方向上，也依循上述原則，在穩健中求發展

與漸進調整。然而過去的模式，近期卻遇上不少

重大的挑戰，例如我國核能及煤炭使用之爭議等

等，國家推動能源相關建設的挑戰也越來越大。

因此，中技社2014年規劃「台灣電力部門能源

政策與能源選項之探討」議題，與中華經濟研究院

的研究團隊進行合作，藉由深入評估各項能源選項

之技術及成本之未來趨勢，及提出台灣電力部門能

源配比的各種可能情境，再透過建構可進行電力部

門相關政策評估之總體能源經濟計量模型，研析在

成本最小化條件下，我國各類發電技術之最適電源

配比，同時進一步考量納入碳排放成本時，對最

適配比影響和變化。相關成果彙集出版「我國電力

最適能源配比之探討」專題報告。本文摘錄部分內

容與成果與讀者分享，但須說明相關情境推估皆基

於研究當時之背景進行假設，常不適於引用來與其

它相關研究進行直接比較，也礙於篇幅有限，未

能將完整成果呈現於本文中，歡迎於本社網站下載

瀏覽完整論述。

表1…各情境之2025年電力配比－依機組別

單位：%
情境一：
核四不運轉、既有核電
廠不延役

情境二：
核四運轉、既有核電廠
不延役

情境三：
核四不運轉、既有核電
廠延役

情境四：
核四運轉、既有核電廠
延役

基載 42.70 49.60 53.90 61.60 
中載 41.30 36.70 32.40 24.70 
尖載 3.90 1.70 1.70 1.70 
再生能源 7.50 7.30 7.30 7.30 
汽電共生 4.70 4.60 4.60 4.60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3）《全國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台灣電力公司（2014）《長期電源開發方案(10302)》、本研究估算及整理。

表2…模型估計之2025年電力最適配比－依機組別

單位：%
未課徵碳稅 碳稅稅額為10美元/噸

CO2

碳稅稅額為20美元/噸
CO2

碳稅稅額為40美元/噸
CO2

基載 53.25 50.88 48.78 45.29 

中載 34.38 35.86 37.13 39.08 
尖載 0.59 0.61 0.62 0.63 
再生能源 6.40 6.88 7.33 8.16 
汽電共生 5.37 5.77 6.15 6.84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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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適電力配比與各情境下電源配比之比

較

本研究參考經濟部（ 2013）《全國長期負載預測

與電源開發規劃》和台灣電力公司（ 2014）《長期

電源開發方案 (10302)》，並經由本研究模擬推算，

評估四種情境（核四商轉／不商轉、既有核電廠延

役／不延役）下2025年電力配比；此外，亦以成

本極小化原則，推估我國2015-2025年各類發電技

術的最適電力配比。如表1與表2所示。

參考台電電源開發方案規劃之四種情境中，基

載發電比重介於43%至62%，其中差異在於核能機

組；若有核四及既有核電廠延役，則基載發電占比

可超過60%。以燃氣複循環為主的中載機組，在四

種情境中的占比則為25%至41%，若為無核情境，

則燃氣占比將與基載接近。再生能源則占約7.5%。

表2 模型估計之2025年電力最適配比－依機組

別為模型以成本最小化原則下推估之2025年電力

最適配比，並對碳稅進行考量。比較表1和表2 模

型估計之2025年電力最適配比－依機組別可得知，

在碳稅稅額為10~20美元 /噸CO2時之最適配比，

為電源開發方案規劃中情境二及情境三之綜合結

果；在未課徵碳稅情境時，則最適配比結果較接近

電源開發方案情境三。

進一步觀察各類發電技術之發電比重，如表3和

表3…各情境之2025年電力配比－依各類發電技術

單位：%

燃煤 核能 燃氣 燃油 
抽蓄

水力 

再生

能源 

汽電

共生 

情境一：核四不運轉、既有核電廠不延役 39.90 2.80 41.30 2.80 1.10 7.50 4.70 

情境二：核四運轉、既有核電廠不延役 39.20 10.40 36.70 0.60 1.10 7.30 4.60 

情境三：核四不運轉、既有核電廠延役 39.20 14.70 32.40 0.60 1.10 7.30 4.60 

情境四：核四運轉、既有核電廠延役 39.20 22.40 24.70 0.60 1.10 7.30 4.60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3）《全國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台灣電力公司（2014）《長期電源開發方案(10302)》、本文估算及整理。

表4…模型估計之2025年電力最適配比－依各類發電技術

單位：%
燃煤 核能 燃氣 燃油 抽 蓄

水力 

再 生

能源 

汽 電

共生

未課徵碳稅 40.11 13.14 34.35 0.03 0.59 6.40 5.37 

碳稅稅額為

10美元 /噸CO2

36.90 13.98 35.83 0.03 0.61 6.88 5.77 

碳稅稅額為

20美元 /噸CO2

34.12 14.66 37.09 0.03 0.62 7.33 6.15 

碳稅稅額為

40美元 /噸CO2

29.60 15.68 39.05 0.03 0.63 8.16 6.84 

資料來源：本文估算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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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所示。在電源開發方案規劃之燃煤發電占比約

40%，若為成本極小化原則則為30%至40%，且考

量碳外部成本時，燃煤發電占比會有所降低。其

次，在成本極小化原則下之核電配比宜占13%以

上，可能要將核四商轉與全部或部份既有機組延役

納入發電選項之一才有辦法達成。再者，若依據成

本極小化原則，燃氣最適配比為35%，若考量碳稅

則為36%至39%之間；此外，再生能源占發電系

統的比重，依電源開發方案規劃約為7.3%~7.5%，

最適配比則約6.4%，若未來課徵碳稅，則再生能

源最適配比將較為接近電源開發方案規劃。

二、 結論與建議

1. 依台電電源開發方案（10302）與能源局2015-

2030年電力需求年均成長率為2.13%的假設

下，依據台電過去經驗，我國將面臨相當高

的缺電風險。

2. 在非核家園情境下，預估2019年起備用容量

率低於7.4%，依據台電經驗，台灣將非常可

能會限電；而2023年之後備用容量率為負，

即使發電設備不大修、不故障，尖峰時間都

會缺電。此顯示政策上排除核能選項後，難

以避免未來電力供應缺口。

3. 欲消除我國電力缺口，可增加供給與抑低需

求。唯若增加燃煤或燃氣機組，將有電廠興

建及燃料供應時程問題；若採再生能源發電，

則除了興建時程問題，離岸風力尚存在海域

使用與環保問題尚待解決；太陽光電則需克服

電力供應穩定、儲存成本等問題。若抑低需

求，或可採用提高電價方式，然電價上漲亦

將對各產業與總體經濟造成衝擊。

4. 依成本極小化原則所估計之最適配比，燃煤

發電最適配比在未課徵碳稅情境與電源開發

方案之規劃接近；唯考量課徵碳稅時，燃煤

發電最適配比將降低。

5. 電源開發方案及模型最適配比評估燃氣發電

配比約為24%~41%及34%~39%。但若燃氣發

電成本高於研究中假設之天然氣未來成本趨

勢，則燃氣最適配比將有所降低。

6. 又依模型最適配比估計結果，顯示核能配比

宜占有13%~16%的比重，而比重之變動，則

視是否課徵碳稅而定。顯示如果考量成本、

穩定供應及溫室氣體排放等因素，政府仍宜

更審慎思考核能在電力供應來源上所應扮演

的角色。

7. 模型估算再生能源最適配比 (6.4%)低於現階

段電源開發方案的規劃 (7%-8%)；唯若考量碳

稅課徵情況下，則最適配比將能與電源開發

方案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規劃接近。因此，

再生能源的比重若要提高，將有必要將碳的

外部成本內部化，來更積極創造其推廣之條

件。

Esco會訊42期.indd   16 2016/2/25   下午 03:1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