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電力零售自由化發展現況
─截至 2017 年 8 月，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占比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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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意義在於，打破過去「零售電力各地區居
民僅能購買當地的電力公司的電力」的藩籬(例如，住在北海道的居民
只能向北海道電力購電)，透過自由購電的時代降臨，居民可依需求自
由選擇適合自己的電力公司和電價方案，期許透過電力交易的蓬勃發
展，帶動日本的電力市場的商機。日本自 2016 年 4 月 1 日開放電力
系統零售全面自由化以來，到今(2018)年已經接近 2 年了。本評析研
究在這 2 年內，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民眾認知、轉換成效、電
費檢討，及各大電力公司的全球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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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2012 年，日本電力系統改革委員會歷經了數次會議，提出了
「電力系統改革基本方針」，內容包含解除日本 10 家綜合電業對家
庭部門的電力供給義務、發輸電分離、強化系統間聯繫等，並制定了
電力系統改革 3 階段，第一階段成 立電力廣域的運營推進機關
(OCCTO)，該機構已於 2015 年正式啟動，第二階段則是於 2016 年電
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第三階段為在 2020 年，將輸配電部門中立化。
此外，為貫徹電力系統改革，目前正檢討在 2020 年前，創設基載電
源市場、供需調整市場、容量市場、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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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是第二階段，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日本推
動的狀況。第二階段的內容為，自 2016 年 4 月 1 日開始，日本正
式開放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日本十大電力公司（一般電力業者）為
發電、輸配電及零售等綜合營運公司，自由化後將分割成發電業、輸
配電業、電力零售業等三部門。十大電力公司的電力零售部門和新電
力公司（特定規模電氣事業者），必須申請登錄為「電力零售業者」
（日文：登録小売電気事業者）。
二、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民眾認知
根據日本 SoftBank 於 2017 年 4 月的調查，以 20-50 歲的民眾共
500 人為調查基礎，知悉電力自由化的日本民眾達到 90.4%，其中，
50 歲以上民眾的認知率高達 97.6%，20 歲左右的認知率則有待加強，
僅有 80%。
雖然電力自由化的認知超過 90%，但是真正落實轉換電力公司的
民眾卻僅不到 20%，其中，全體民眾中有 42.1%的民眾，認為「更換
電力公司的手續太麻煩了」占第一位，第二多的民眾認為「好像也便
宜不了多少」占 28.6%，第三多的理由則是「不知道選哪家電力公司」
占了 22.6%。
問卷中還有一個問題，是詢問民眾認為「更換電力公司需要多少
時間」回答 1 小時以上的民眾，占 34.2%，回答 30-60 分鐘的民眾，
占 19.2%，回答 15-30 分鐘的民眾占 23.8%。實際上，需要約 15 分鐘
左右，但有 77.2%的民眾都認為會超過這個時間。
根據 2017 年 5 月日本內閣府針對電力市場零售全面自由化的課
題，由日本消費者委員會公共費用等專門調查會(消費者委員会公共
料金等専門調査会)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論點如下：
(一)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之整體狀況
目前更換電力公司的戶數，相對於歐洲電力改革初期的情況，還
是比較慢。目前願意更換電力公司的戶數，大多為電力消費量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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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以及都市的民眾。另外，則是零售電業的分布，相對於東京、關
西等都會區，北陸、四國、沖繩地區則沒有太多零售電業進入，因此
民眾也無從選擇。以下是可以改善的幾個重點：
1. 業者對於電價方案資訊的提供：目前全日本電力零售業者有
公開電源組成和 CO2 排放量給消費者參考的僅占一半。
2. 違約金的疑慮：由於目前各電力零售業者互相競爭，有些電
力零售業者就提出違約金的概念，增加想要轉換電力公司的
民眾的疑慮。
3. 與消費者溝通：目前各電力零售業者的行銷方式多為電話勸
誘、家戶訪問等，目前此方式可以進行檢討。
4. 強化消費者對轉換電力公司的認知。
(二) 其他情況
1. 地區別的行銷方式：根據日本不同區域，所因應的行銷方式
也有所不同，可以提供不同的行銷方案。
2. 提升「電力比較網站」的正確性。
三、電力公司變更之轉換率
(一) 整體統計
自從 2016 年 4 月，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以來，統計到 2017
年 9 月，在低壓部分，將自家電力從原本大電力公司進行轉換的部分
占全國的 12.3%(771 萬件)，其中，從原本大電力公司進行內部契約轉
換的占全國的 7.3%(459 萬件)，從大電力公司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占
全國的 5.0%(313 萬件)。
(二) 地域別
以地域別而言，從大電力公司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轉換率較高
的，東京電力占東京電力全體比率的 10.5%，關西電力占關西電力全
體比率的 9.8%，從大電力公司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轉換率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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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力占中國電力全體比率的 1.7%，北陸電力占北陸電力全體比
率的 2.3% (請參考表 1)。
表 1、大電力公司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轉換率及原大電力公司內契
約轉換占該大電力公司的比率[5]
大電力公司 轉換到新電力公司占比(%) 原大電力公司內契約轉換
北海道

7.6

0.4

東北

3.1

0.7

東京

10.5

3.5

中部

5.0

15.1

北陸

2.3

1.5

關西

9.8

4.5

中國

1.7

11.7

四國

2.8

4.4

九州

4.6

2.5

沖繩

0.0

0.2

全國

7.3

5.0

(累計到 2017 年 9 月底)

此外，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占比：自從 2016 年 4 月電力零售全
面自由化以來，截至 2017 年 8 月，特別高壓與高壓部分，新電力公
司的售電量占比相較於 2016 年 4 月，增加約 2 倍，占全日本的 15.1%，
另外，低壓部分，以差不多的進度每個月成長，將近占全日本的 7%。
整體平均下來，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占比是 12.1% (請參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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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占比[5]
(三) 新電力零售業者的登錄數量
2016 年 4 月，全日本電力零售業者數量約為 300 家，後來開放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開始穩健的成長，累計到 2017 年 12 月，增
長到 447 家業者，但是登錄後，尚未有供給實績的業者占 2 成。(東
京有 130 家電力零售業者)。
(四) 低壓電費和零售交易價格
關於低壓電費和零售交易價格的季節變動(請參考圖 2):參考東京
電力轄區內的低壓電價，平均而言，轉換到新電力公司的電價會稍低，
但是在夏季高用電時期，使用大電力公司的電價和轉換到新電力公司
的電價幾乎相同。
另一方面，日本電力交易所(日本卸電力取引所（JEPX）)的價格，
在夏冬兩季用電高峰時，價格較高，因為對於電力零售業者，所能賺
的利潤也較少，但是在春秋兩季用電低峰時，利潤則較高。
日本目前各區域遇到不同的電力自由化轉換率的問題，以大都市
東京、關西地區而言，因為參加電力零售的業者變多，因此給予低壓
用戶的選擇和價格優勢也較多，但對於其他地區，由於市場較小，參
與電力零售的業者也比較少，故電力自由化的進展才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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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東京電力轄區內低壓電費趨勢[5]

(五) 未來的檢討
未來要檢討強化的部分為:
1. 活化市場競爭性
(1) 確保基礎電源：創設一套機制，讓大電力公司保有長期契
約。
(2) 跨區域送電的利用規則：目前輸配線的利用規則，以既有
的送電優先，其次是成本較為便宜的電源，以達到廣域輸
配電的優勢最大化。
2. 電力自由化後，所帶來的公益問題
(1) 容量市場：活化零售電力交易，在大量導入再生能源之際，
提出一套確保中長期供給力、調整力的工作。
(2) 供需調整市場：日後將創設有彈性的調整力和調度的市
場，確保調整力。
(3) 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為了達成非化石電源比率 44%的
目標，同時為了減輕 FIT 賦課金的國民負擔，將創設零售
業者調度非化石電力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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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力零售自由化過渡時期電費之階段檢討機制
(一) 過渡措施的意涵
過去，大電力公司接受國家的審核，提供標準的電價 MENU(供
給條款)，時間電價的部分則劃分為選擇條款。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
後，原「供給條款」改為「過渡條款」
，原「選擇條款」改為「自由電
費 MENU」
。另外，難以促進市場競爭的離島地區，則有「離島供給
條款」來協助電力零售體制。
為了促進電力零售自由化，日本政府向大電力公司所提出的「過
渡條款」以及「離島供給條款」，主要是為了在具有競爭力的地區，
透過大電力公司和新零售電力業者間的市場競爭，壓低電價。而在不
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地區，也為保護電力需求者的權利，確保電價不會
上漲(在 2016-2020 年度這段時間內)。
因此，於 2016 年 4 月 1 日開放電力系統零售全面自由化時，為
了避免過去的大電力公司獨占電力零售的份額，設置了過渡措施(含
「過渡措施電費」)。(請參考圖 3)
目前，在 2018 年 1 月 31 日經產省資源能源廳所召開的電力瓦斯
分科會第七回，所討論的內容就在於 2020 年過渡措施電費的廢止(回
到真正的市場機制)的流程、新電力公司的備用電源、如何提供電力需
求者最終的保障等等。

圖 3、 電力自由化之電費的三階段機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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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渡措施電費的主要特徵
關於「過渡措施電費」的主要特徵在於：
1. 由基本電費和從量電費(流動電費)構成。
2. 3 階段電費：使用量多者的單價較高。
3. 因應燃料價格變動，調整燃料費價格。
與「過渡措施電費」相關的制度分別有：
1. 提供電力需求者最終的保障。
2. 離島的電力需求者的對應之離島電力供給。
3. 新電力公司的備用電源。
目前關於「過渡措施電費」廢除所在探討的課題有以下幾點：
1. 大臣指定基準：在「過渡措施電費」廢除，要設立怎樣的
基準來判斷較無市場競爭力的地區持續存在「過渡措施電
費」的制度。
2. 「過渡措施電費」廢除後的手續：
「過渡措施電費」廢除，
大電力公司需要透過那些手續(電價系統因應、電力需求
端說明會等) 。
3. 「過渡措施電費」廢除後的電價依據：「過渡措施電費」
是基於基本費和燃料調整，一旦廢除之後，電價的依據和
公式為何。
4. 與「過渡措施電費」相關的議題：如新電力公司的備用電
源等議題。
日本在電力自由化的過渡時期，提出了一套相應的機制，值得我
國未來邁向電力自由化之參考。
五、2025 年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
(一) 富士經濟的調查統計
根據富士經濟對於電力自由化以來新電力公司的事業實績分析
的調查統計，預測在 2025 度，新電力公司的售電量將突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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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16 年 4 月，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以來，統計加入電
力零售領域的業者超過 450 家，來自於天然氣公司、通信公司、商業
大樓、鐵路公司、地方自治體或協同組合等等，來自各式各樣的業種
紛紛加入能源領域，競食這片市場。
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第一年(2016 年)，對於低壓部門，新電力
公司的售電量比前一年增加 65.1%，新電力公司售量電占全國售電量
占比達到 7.8%，比前一年增加 3 個百分點。2017 年，新電力公司的
售電量比前一年增加 27.8%，新電力公司售量電占全國售電量占比達
到 12%。
富士經濟估計以目前成長的趨勢預估 2025 年度，預計將比 2016
年度增加 2.3 倍。(請參考圖 4、約 1,547 億度電)。

資料來源: 富士經濟

圖 4、日本新電力公司電力零售量之預測推估[8]
(二) 新商機
關於新電力公司的動態，過去十大電力公司的子公司成立的新電
力公司，受到十大電力公司的協助，也積極地向其他地區拓展業務，
特別是用戶基數大、競爭激烈的關東地區。
另外，十大電力公司中，實力較強的如關西電力、東京電力等也
積極地以自身的實力，向其他地區跨境供電。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共同出資的地區型新電力公
司也逐漸增加，支援既有新電力公司的運營的企業也找到新商機，例
如: 伊藤忠 Enex, F-Power, NTT Facilities, Pacific Power 等企業。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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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太陽光電為中心，積極地調度鄰近的廢棄物發電、小水力發電
等 FIT 電力，再售電給公共設施的事例也很多。
關於生活協同組合，是由日本反核電、減少 CO2 排放的團體所組
成的再生能源地產地銷的各式團體，是以社區的中心為電力調度核
心，社區內建設太陽能、風力、生質能發電等 FIT 電力，提供電力組
合的零售服務，目前的規模為數千到數萬 kW，這些生活協同組合的
團體通常會將電力調度和供需管理的工作委託給外部的業者。
由於，2017 年 4 月 1 日起，天然氣全面零售也邁入自由化，原
本被各大地區電力公司壟斷的市場，允許更多的天然氣業者加入，以
電力全面零售自由化為前導，一方向也提攜天然氣零售全面自由化的
進展。實現能源綜合自由化的市場競爭理念。
六、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的全球化進展
(一) 電力市場全球化布局的意義
在 2017 年 12 月 26 日經產省資源能源廳所召開的電力瓦斯分科
會第六回，討論目前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進展，在此同時，也討論
電力瓦斯的全球化布局。
自從 2016 年 4 月，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以來，日本國內的
市場競爭逐漸增加，國外企業加入電力市場競爭的情況也漸漸增加。
大電力公司為了保持自己長久以來的經營優勢，也逐漸擴大海外市場
的版圖，如此一來，日本電力自全面自由化之後，將逐漸邁入全球化。
為什麼日本的電業會以全球化做為目標呢? 這是因為隨著日本
高齡化少子化的進展，未來日本國內的電力需求會逐漸下降(2013 年
電力需求量為 9,666 億度電，在經濟成長率 1.7%的假設之下，再加上
徹底節能的政策，預估 2030 年的用電需求將為 9,808 億度電，幾乎
是沒有成長)，在此同時，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電力需求逐漸上升，因此
日本電業紛紛布局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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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全球化對日本帶來的意義，分別有市場性、能源供給穩定性、
對其他產業的影響等 3 點。
1. 市場性：日本國內的電業能夠獲得新興市場的份額，並且能
將人才育成和技術傳承的方式帶到國際市場，成為日本的競
爭優勢，並在國際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磨練自己企業的競爭
力。能源業者透過自由化和再生能源導入，作為日本國內系
統改革的先驅，具有累積國外經驗的意義。
2. 能源供給穩定性：能源系統全球化之後，日本的能源來源多
樣性提升，舒緩能源安全的壓力。
3. 對其他產業的影響：電力瓦斯產業在國際上與其他各國展開
競爭，對於其他產業也擁有了必須提升競爭力的教育意涵。
(二) 政府支援與相關案例
為了完成能源全球化、獲得新市場的目標，政府、產業，及民眾
需要負擔不同的角色。由於，能源產業與各國的政治經濟緊密關聯，
僅僅只有產業的力量，恐怕無法順利推動，首先，產業應該將全球化
作為經營戰略的一環，其次，政府應該在行政體系上提供諸多支援。
因此政府應該基於產業的需求，作為國家整體去考量能源政策上的意
義，以此朝全球化的目標去行動。
目前各電力瓦斯公司布局海外市場的實例如下：(圖 5)
1. 中部電力：參與德國的海外輸電事業，將離岸型風力發電的
電力送到其他國家之工程建設。
2. 電源開發：參與印尼的燃煤火力發電市場，將超超臨界發電
技術導入印尼。
3. 關西電力：國外水力發電事業。
4. 大阪瓦斯：參與美國為中心的 IPP 計畫。
5. JERA：創造高度透明的流動性 LNG 市場。
6. 東京瓦斯：參與越南的 LNG 調度，並與當地企業建構 LNG
鏈結。
11

註: 大部分公司資料累計到 2017 年 11 月，丸紅商社累計到 2017 年 3 月，
Engie 累計到 2016 年

圖 5、日本各電力、瓦斯等公司目前全球化的進展[9]
七、日本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給台灣的借鏡
(一) 我國電業法現況
2017 年 1 月 11 日，我國電業法修正案終於在 11 日晚上 18:32 於
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確定打破長期由台電壟斷的局面。不過，為
求加速通過修法，這次並未全面開放市場，僅優先開放綠電進場，傳
統能源（燃煤、燃氣）暫不開放。
電業法修法將電業分為發電業、輸配電、售電業三大區塊。發電
業與售電業開放民間綠電加入，輸配電網維持國營。同時，台電將轉
型為控股母公司，切割成發電、輸配售電二家子公司。
(二) 給台灣的借鏡
日本與我國國情相似，在電力系統改革前也屬於區域獨佔的方
式，更由於日本電力系統改革先於我國數年，日本電力系統改革過程
中的所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方法，值得我國就我國國情加以借鏡。
12

以日本電力自由化改革經驗為借鏡，距離2016年開放電力零售自
由化已經將近2年，從需求端角度切入，雖然日本的民眾普遍了解電
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意涵，全日本對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的認知超過
90%，但是真正落實轉換電力公司的民眾卻不到20%，其中，全體民
眾中有42.1%的民眾，認為「更換電力公司的手續太麻煩了」占第一
位，第二多的民眾認為「好像也便宜不了多少」占28.6%，第三多的
理由則是「不知道選哪家電力公司」占了22.6%。未來日本將著手增
進民眾對此觀念的認知力。未來我國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後，在教育
廣宣的部分也可以學習日本之經驗。
另一方面，從供給端角度切入，日本發電和電力零售事業，目前
雖有各種行業加入電力零售業，但以現況而言，在非都會區卻沒有營
造出有利於競爭的環境：這也是日本積極檢討在2020年前，創設基載
電源市場、供需調整市場、容量市場、非化石價值交易市場等的原因。
未來我國確立市場自由化後，應評估民間業者新設發電廠的誘因
和限制等環境因素，若民間發電業者、汽電共生、再生能源等不足以
支撐出一定規模的電力躉售市場，且台電沒有義務在躉售市場釋出固
定比例電力以供交易，零售業者在電力調度受限下，電力零售市場恐
難以成長，此舉將無法強化競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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