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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報告之角色及定位 

台電公司自民國35年成立以後，肩負起全國電力供應之責任，進

行長期電源開發規劃，過去的台電系統即為全國電力供應系統。 

在民國60~80年代經濟蓬勃發展下，隨著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的

轉變，電力嚴重不足，經濟部於69年公布「能源管理法」，於77年提

出「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推廣設置汽電共生系統，之後政府於83

年起開放民間業者申請設置發電廠，88~98年間陸續有三階段民營電

廠(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PP)進入系統，故全國電力系統除了

台電之外，已有汽電共生廠及民營電廠等許多民間的貢獻，台電公司

的發電設備占比逐漸降低。 

展望未來，再生能源將由民間大量投入，台電占全國電力系統之

比例將進一步下降，故本公司之長期電源開發方案對於全國電力供應

之貢獻也將有所調整。 

一、 台電系統不同於全國電力系統 

(一)全國電力系統輪廓的轉變 

在民國35~68年間，台電系統即為全國電力系統；民國69年起全

國電力系統加入民間汽電共生之貢獻，民國88年至97年間又再陸續加

入9家民營電廠(IPP)，有關汽電共生及民營電廠之沿革茲分述如下： 

1.汽電共生 

我國在民國60~80年代經濟蓬勃發展，經濟部為解決台電電力不

足之窘境，自69年起於「能源管理法」第10條規定每小時生產蒸汽達

100噸/小時之業者，強制設置汽電共生設備，並陸續制訂多項法令措

施及執行計畫，經濟部自77年提出「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推廣

設置汽電共生系統，以保證收購電價的方式鼓勵發展汽電共生廠，加

速推動我國汽電共生系統發展，以提高我國電力系統之供電可靠度，

之後經濟部於91年9月4日發布實施「汽電共生系統實施辦法」，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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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廢止「汽電共生系統推廣辦法」。 

我國汽電共生自民國69年起開始提供電力，至87年占全國裝置容

量之比例為10.0%，發電量占比為11.0%。至104年占全國裝置容量之

比例為16.7%，發電量占比為15.2%。 

2.民營電廠(IPP)  

受環保意識抬頭的影響，自民國七十年代開始，台電公司的電源

開發頻頻受阻，為避免電源不足影響國家經濟發展，解決電源嚴重不

足實刻不容緩，政府於83年9月3日公布「開放發電業作業要點」，並

於84年辦理第一階段開放民間申設興建電廠，第一部民營發電機組於

88年開始加入發電行列。 

歷經四階段的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之後，除第四階段無獲選

業者及容量外，其餘三階段共有770.7萬瓩容量獲經濟部審查通過准

予籌設，並順利完工商轉與本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 

3.全國電力系統現況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出版之104年能源統計手冊，民國104年全國電

力系統裝置容量中，汽電共生廠占16.6%，民營電廠占18.3%，本公司

電源則占65.1%。在發電量方面，汽電共生廠占15.3%，民營電廠占

16.7%，本公司電源則占68.0%。換言之，無論從裝置容量或發電量來

看，本公司自行開發之電源占比皆已低於七成。 

104年台電公司與汽電共生及民營電廠之裝置容量及發電量占比

詳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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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104年台電公司與汽電共生及民營電廠之裝置容量及發

電量占比圖 

目前台電系統包括本公司自有之電源、依據「汽電共生系統實施

辦法」躉售電力予本公司之汽電共生部分、以及與本公司簽訂購售電

合約之民營電廠(IPP)等三種來源。考量傳統汽電共生系統係業者將製

程外之餘電躉售予本公司，無法接受本公司之電力調度，故其裝置容

量不計入台電系統裝置容量，但考量其餘電躉售部分對提升台電系統

整體供電能力有幫助，故仍將汽電共生系統的「尖峰保證容量」計入

台電系統的「淨尖峰供電能力」中。汽電共生中，屬再生能源之垃圾、

沼氣等，係將生產之電力全數躉售給台電公司，其裝置容量計入台電

系統中。以民國104年底為例，全國系統總裝置容量約4,870.3萬瓩，

台電系統4,103.7萬瓩，之間的差距主要為民間自發自用之汽電共生。 

(二)未來本公司電源比重之調整 

展望未來，再生能源的開發及電業自由化等兩項因素可望讓更多

的民間電源加入供電的行列，本公司雖仍持續辦理電廠更新改建計畫，

惟預期未來自有電源占全國電力系統之比例可能再降低。以下就兩項

因素進行說明： 

1.再生能源 

104年台電公司裝置容量全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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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105年5月25日經濟部部長「打造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

記者會所宣布之「永續的能源與資源管理」政策，經濟部將全力以赴

開發綠色新能源，使西元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達20%。

104年底，台電系統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約4.2%(含本公司及民間)，就

本公司資金及施工能量而言，未來9年間無法由本公司獨力將再生能

源占比提升至20%，必須依98年發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精神，

由全民共同投入。因此，未來全國電力系統中，民間再生能源的占比

將大幅提高。 

有關再生能源之發展及對未來電力供需之影響，本報告後續將進

一步闡述。 

2.電業自由化 

電業改革為政府既定目標，並積極推動中，民國105年5月25日經

濟部部長記者會明確指示將完成電業法修法，提供能源轉型所需的市

場結構與法制基礎。因此，未來電業自由化後，隨著新的電業經營者

進入市場，本公司用戶可能隨著移轉、流失，進而使本公司自有電源

之占比進一步下降。電業自由化對於我國電力供應結構及本公司權利

義務之影響皆需依電業法修訂方向進一步探討。 

本公司目前仍為綜合電業，每年依內外在情勢，參酌現有大型發

電機組之除役情形、國家電力政策及環保法規等相關因素之變化，定

期檢討台電長期電源開發方案，規劃未來可能新增之再生能源及火力

發電計畫。 

承如前述，未來再生能源發展及電業自由化等兩大因素將讓台電

設備占全國比例再降低，本公司所規劃的長期電源開發方案無法反映

全國實際電力供需情形。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本公司還需克服

長期用電需求之不確定性、核能使用情形、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

之減碳承諾、空氣品質管制區之總量管制情形等，而這些議題對於本

公司角色定位及備用容量率所代表的意涵都會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因

此，本公司長期電源開發方案適用於本公司電力建設投資決策的參考。 



本報告係台電公司以企業經營角度進行電力建設規劃及投資之參考 

 

5 

 

整體性的全國電力供需評估，涉及更為全面性的考量，宜參考經

濟部能源局出版的「全國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報告，網址

如下： 

http://web3.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65 

二、 影響未來電力供需之因素 

（一）未來用電成長需求難以精準預測 

需求端的不確定性因素眾多，例如經濟景氣、產業結構、各行業

發展，以及電價、人口、氣溫與節電效果等，都將影響長期用電需求

的成長。因此，未來電力供應是否充裕，涉及諸多外在環境條件、政

策法規限制及計畫執行面等變數，尤其用電需求之成長情形難以精準

預測，因此未來電力供需是否平衡，實為一風險及機率問題。 

「節電」是民國104年全國能源會議的兩大共識之一，政府自104

年4月實施「智慧節電計畫」，推動「自己的電自己省」，目標是節電

2%，將節電觀念化為行動，推動中央到地方共同合作，期翻轉民眾用

電習慣，以有效抑低用電成長。台電公司除了自68年起推動需量反應

等負載管理措施外，亦於104年起陸續積極推動需量競價措施及其他

多元化節電措施。 

然而，近年來的異常氣候對於用電需求的影響更是電業必須面對

的挑戰。舉例而言，過去夏季尖峰用電需求大多出現在7~8月之間，

故本公司大型機組皆不會安排在夏月期間進行檢修，但隨著氣候異常，

5~6月高溫屢創新高，10月秋老虎也愈加兇猛，用電需求的考量也與

過往有所不同。隨著炎熱時間的拉長，使得大型發電機組的定期檢修

排程受到擠壓，衝擊非夏月期間的發電排程，進而影響非夏月期間的

系統供電能力。 

（二）再生能源開發極大化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提高我國能源自主性，行政院於民國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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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核定「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於98年召開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

其中「加速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作業及相關配套措施」為

會議共識之一。政府於98年公布實施「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引入再

生能源躉購制度，鼓勵民間大量發展再生能源。 

民國104年政府召開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後，政府依據會議共識

於104年5月上修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於119年總裝置容量達1,725

萬瓩。本公司經評估本身技術及資金能力，預計至119年再生能源發

展目標為350萬瓩(不含水力)，加計水力發電目標190萬瓩後，本公司

再生能源預計達540萬瓩，換言之，政府再生能源目標的達成尚需仰

賴民間大量投入。 

政府為達成西元2025年非核家園之政策目標，經濟部於民國105

年5月25日記者會宣示將進一步加速擴大再生能源的開發，「民意非

常清楚選擇了2025非核家園之目標，在這個明確的目標下，經濟部將

全力以赴開發綠色新能源，使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達20

％」。因此，未來民間投入再生能源之開發量將進一步提升。 

儘管如此，再生能源除有併網傳輸問題待克服解決外，有關設置

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所需之土地或海域部分，更涉及國土整體開發利

用、漁業權、環境與生態保護等層面，必須全力投入國家資源，才能

克服困難，如期推動再生能源。 

當間歇性再生能源占比不高的時候，對於電力系統之運作影響有

限。未來再生能源占比大幅提高後，我國屬獨立電網，必須考量相關

的儲能設施及整體電力系統之運轉操作配合事宜，以確保全國電力系

統穩定運轉。 

(三)電力政策及環保法規改變火力電源開發及營運模式 

火力發電包括燃煤、燃氣及燃油等方式，其中占比最大的燃煤發

電(民國104年裝置容量占26.1%、發購電量占35.7%)也正面臨前所未

有的變數。社會各界對於燃煤發電所排放的空氣污染物有著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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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尤其是PM2.5。目前已有部分地方政府提出禁燒或減燒生煤之管

制條例，再加上空氣品質不良，未來國內大部分地區都將成為三級空

氣品質管制區，這將使未來的電源開發增添變數。 

民國104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召開巴黎會

議(COP21)，世界180餘國依據各國國情提交各自的「國家自定預期貢

獻」(INDCs)，我國於104年9月主動提出INDC，在達成「前瞻節電」

及「核四商轉」等前提之下，明訂西元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西元

2005年排放量之80%。此外，我國於104年7月1日發布實施「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長期減量目標為西元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西

元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量50%以下。 

為達此目標，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積極節電，擴大使用低

碳及無碳能源。未來能否在供電無虞的情形下順利達成減碳目標，必

須由全國各部門審慎面對及抉擇。 

以往只要確保燃料供應無虞，火力發電即可持續提供穩定的電力，

但未來火力發電之貢獻將受到以上種種因素的交互影響。 

（四）核能發電運轉情形面臨不確定性 

在日本發生福島事件之後，我國核能發電政策面臨了重大的轉變，

現有三座核能發電廠將採屆齡除役，龍門(核四)廠也已在民國104年7

月1日起暫時封存3年。 

有關未來核能發電之走向，依據民國105年5月25日經濟部部長記

者會所揭露的施政主軸之一「永續的能源及與資源管理」中，提及「啟

動能源轉型與電業改革」之方向：「民意非常清楚選擇了2025非核家

園之目標，在這個明確的目標下，經濟部將全力以赴開發綠色新能源，

使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達20％。」 

雖然西元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是基於現有核能電廠屆齡除役，

然而運轉中之核一、二廠受到乾式貯存推動不順利及機組大修後無

法順利啟動等因素之影響，若無可行之應變方案，核一、二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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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原訂除役時間提前停轉。核一、二廠裝置容量324.4萬瓩，占104

年台電系統裝置容量4,103.7萬瓩的8%左右，若提前停轉，將為供電

投入變數。 

三、 未來的電力市場將朝向自由化發展 

「在穩定電源供應及合理電價前提下，逐步推動電力市場開放。」

為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共識之一，具體內容包括：允許綜合電業經營，

開放民間投資及參與發、輸、配電業，並設置電力調度中心，以公平

調度電源及輸配電網路，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及發電業可直接售電予

民眾，使民眾可自由選擇電力提供者，並可與發電業議價，及建立供

電義務、備用容量、輸配電線路通行權等規範，以確保電力供應穩定

及安全。 

為加速電業法修正通過，行政院依據上述共識原則於民國104年

7月16日提送修正草案至立法院審議，惟在委員任期結束前未完成一

讀通過，因換屆不續審，電業法修正草案將由行政院重新檢討提送。 

「能源轉型與電業改革」為民國105年5月25日經濟部部長就任記

者會所揭政府施政重點之一，政府將加速完成電業法的修法，俾提供

能源轉型所需市場結構與法制基礎。 

此外，本公司電力系統中，尚有9家民營電業(IPP)售電予本公司

並接受本公司調度，未來電業自由化後，本公司與既有IPP之購電合

約在屆期之前，是否因政策變更而IPP可不再售電予本公司，而在屆

期之後，IPP與本公司能否在自由化市場架構下續約，亦需視未來電

業法修法方向及未來市場規則而定。 

承上所述，由於電力市場朝向自由化發展，本公司目前可調度之

電源，未來亦將面臨前述之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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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電長期電源開發方案 

 

一、 台電發電系統現況 

（一）裝置容量與發購電量 

台電系統包括台電公司自行開發電源及購入部分汽電共生與民

營電廠(IPP)等民間電力，至民國104年底，台電電力系統裝置容量為

4,103.7萬瓩，全年發購電量則為2,191.0億度，各類電源配比詳如圖

2-1所示： 

圖2-1  104年底台電系統裝置容量與發購電量配比圖 

其中再生能源分為慣常水力、風力、太陽光電及合格汽電共生之

垃圾、沼氣。 

慣常水力裝置容量為208.9萬瓩，占全系統5.1%；發電量為44.5億

度，占全系統2.0%。 

風力部分，裝置容量為64.2萬瓩，占全系統1.6%；發電量為15.0億

度，占全系統0.7%。 

太陽光電部分，裝置容量為66.9萬瓩，占全系統1.6%；發電量為

104 年底台電系統裝置容量配比 104 年台電系統發購電量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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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億度，占全系統0.4%。 

合格汽電共生之垃圾及沼氣發電，合計裝置容量為62.3萬瓩，占

全系統1.5%；發電量為25.3億度，占全系統1.1%。 

（二）區域平衡（臺灣本島） 

為減少輸電線路的投資，及降低線路損失、二氧化碳與空氣污

染物的排放等，電廠的設置應盡可能靠近負載中心；惟我國地狹人

稠，適宜興建電廠的廠址不易取得，尤其是北部地區一地難求，故

長期電源開發規劃所追求的區域供需平衡，乃是以大區域為主。 

依據臺灣本島地理環境及輸變電系統供電轄區範圍，將供電區

域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域範圍如下： 

北部地區：係指新竹縣鳳山溪及花蓮縣清水斷崖以北地區，包含宜

蘭、基隆、臺北與桃園等縣市。 

中部地區：係指新竹縣鳳山溪及花蓮縣清水斷崖以南，濁水溪以北地

區，包含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與花蓮等縣市。 

南部地區：係指濁水溪以南地區，包含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

東與臺東等縣市。 

民國104年7月臺灣本島之尖峰負載與電源分布比較如圖2-2所

示，就區域供需而言，中區、南區電源充裕，北部地區供電能力較

北部尖峰負載不足51萬瓩，北部地區供電能力包括有高發電成本之

協和燃油發電廠及核一、二廠的全黑起動氣渦輪機；在考慮經濟性

及發電機組需定期檢修及偶有故障停機情事發生，中電北送為常態；

未來在北部負載持續成長下，對輸電損失、供電可靠度具有負面影

響，為此需謀求在北部地區增設機組，以改善區域電力供需平衡，

提昇電力品質等問題。 

南部地區目前供電能力大於負載需求，民國104年剩餘電力為

174萬瓩，預估未來機組陸續屆齡退休下，剩餘電力將逐年降低，為

因應此現象，本公司已規劃於南部地區進行更新發電計畫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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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04 年夏季臺灣本島區域供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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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型發電機組退休規劃 

（一）核能 

依據政府民國100年11月3日公布之能源政策及105年5月25日經

濟部部長記者會宣示之政策目標，運轉中的核一、二、三廠之運轉執

照到期後不延役，現有三座核電廠各機組之運轉執照到期日如表2-1

所示，107年底至114年5月核能除役容量為514.4萬瓩。 

表2-1  核電廠運轉執照到期日 

電廠別 機組別 運轉執照到期日 

核一廠 
#1 107年12月 

#2 108年 7月 

核二廠 
#1 110年12月 

#2 112年 3月 

核三廠 
#1 113年 7月 

#2 114年 5月 

依據行政院民國103年4月28日召開國際記者會之公布內容，龍門

(核四)廠將予以封存，該廠並於104年7月1日起正式封存。依據105年

6月3日行政院林院長於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示，核四目前沒有任何重

啟計畫。 

（二）火力 

通霄#1~#3於民國105年10月31日夏季過後，辦理除役拆除工作；

大林#3～#5，環評承諾於新#1商轉時除役(107年3月)，但#3、#4因環

保加嚴標準需於105年8月停機，#5需於105年12月起降載至38.6萬瓩

運轉；興達電廠燃氣複循環#1～#5規劃於113年10月除役；燃煤汽力

#1～#4規劃於115年1月及116年1月除役，其餘火力機組除役時程按

各機組運轉壽齡而定，105~116年間預計退休之火力容量為956.5萬瓩，

詳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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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105~116年間預計退休之火力機組 

  

計 畫 名 稱
裝置容量

(萬瓩)

預  定

退休年

1. 燃油

    離島火力 17.3 105~116

    大林火力三、四號機 75.0 105

    協和火力一～四號機 200.0 106、114

    台中氣渦輪機一～四號機 28.0 109、114

    小    計 320.3

2. 燃煤

    興達火力一～四號機 210.0 115~116

    小    計 210.0

3. 燃氣

    通霄複循環一至五號機 153.6 105~109

    大林火力五號機 50.0 107

    興達複循環一～五號機 222.6 113

    小    計 426.2

3. 合    計 9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