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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政策～ 

 本刊以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及其經濟問題為重點，每季定期發行，當季刊登之文稿截稿日

期為前一月的 15日。本刊資料檢索網站：http://www.cepd.gov.tw點選出版品、碳經濟 

 本刊歡迎關心溫室氣體減量議題之各界先進賢達踴躍賜稿(包括專題分析、時事評論、政

策動態報導、研究成果、出席國內外會議心得等)，亦歡迎讀者就本刊相關議題發表讀後

建言或心得。專題分析稿件每篇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則，其餘不拘。 

來稿請將電子檔 email 至執行編輯黃宗煌教授：chhuang@mx.nthu.edu.tw、楊晴雯：

jp62001@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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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節能減碳已為各國永續發展工作重點，亦為我國施政

主軸。目前我國在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的架構下，由各部會分工優先規劃減碳

潛力大、相對減碳成本低措施，已獲致可觀的成果。本期特別收錄經濟部能源局

歐嘉瑞局長所撰我國節能減碳執行成效及檢討，從我國減碳策略、重點成效，進

而檢討各部門推動成果及後續加強做法，結論指出我國節能減碳成效日益明顯，

能源密集度年平均下降 2.95%，2012年全國二氧化碳排放量 248.7百萬公噸CO2，
朝向 2020 年減碳目標大幅邁進。 

電力消費方面，本期收錄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洪嘉業等人著作，利用因

素分解方式，分析近 6 年間我國電力消費成長的主要原因，研究結果顯示，無論

是工業部門、服務部門、住宅部門，電力消費均呈微幅成長，電力密集度則呈現

下降趨勢，若要進一步降低我國電力消費成長，產業結構調整、優化以及產業及

住宅部門電力消費效率的提升，都是未來主要政策推動方向。 

電力與電價方面，基於德國推動非核家園成效廣受矚目，本期收錄中華經濟

研究院王京明等人針對德國在非核政策下電力市場與電價政策之研析，深入探討

德國廢核後大量引進再生能源，造成終端用戶電費大幅上漲的後遺症，目前我國

亦面臨核四廠興建與非核家園問題，如何借鑑德國經驗，避免各種重大缺失，實

為我國未來電力政策發展的當務之急。 

我國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衝擊，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12 年報

院核定通過「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並持續加強網站宣導與落實政策至各地方

政府。本期收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羅良慧等人著作，以國際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評估模式，探討我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規劃，藉由蒐集國際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整合政策規劃的需求面與供給面，探討、分析評估流程機制的建立程序，可

作為政府相關單位規劃調適政策之參考。 

研究前緣部分，有鑑於近來國際上日益重視新植造林及更新造林等森林碳匯

議題，本期收錄國際森林碳標準之比較研究，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森林碳匯專案

之參考；另基於台灣正值傳統電能管理轉型至智慧電網之過渡期，本期收錄智慧

電表後端資訊管理平台之研究：綠色按鈕，並提出相關建議，可供各界參考。 

有關本季刊發行事宜，基於本(經建)會年度經費緊縮，並需支應其他重要經

濟議題之研究，自第 31 期之後，將停止「碳經濟｣季刊的發行，特此聲明，對廣

大投稿者、讀者造成不便，尚祈見諒！下一期（第 32 期）將改版，轉由其他相關

單位發行，並如期在 2014年 2月出刊，持續為節能減碳政策的相關問題深入探索，

主題包括碳金融、減緩與調適、再生能源發展、市場創造、法規制度創新等，內

容上亦將兼顧實務與理論（含國際會議心得、時事評論等）。懇請各界賢達一秉過

去支持「碳經濟」的熱忱，惠賜稿件，落實學術與意見交流的成效。所有稿件請

寄：黃宗煌教授（chhuang@tri.org.tw）。 

mailto:chhuang@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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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表後端資訊管理平台之研究：綠色按鈕 

許志義（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與應用經濟學系合聘教授） 
盧姵君（中興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一、前言 

佈建先進讀錶基礎建設 (Advanced Meters Infrastructure, AMI)，以智慧電表 

(smart meter) 取代機械讀表，已成為當前電力系統管理新趨勢。智慧讀錶系統透

過即時存取能源需求端電力使用紀錄，作為能源供給端收取電費帳單之依據，亦

可獲得空間上與時間上之確切電力需求資訊，前者如用戶將電力耗用於各種不同

家電之情形，後者如用戶用電尖峰密集時間區段。這些資訊對於發展再生能源之

分散式電源結構有重要價值，例如：太陽能發電或風力發電雖為在地自產的潔淨

能源，但較諸傳統化石燃料發電系統相對不穩定，不論氣象原本即具有之變化性，

甚或近年常見之極端天氣  (extreme weather) 型態，皆導致供電淨出力  (net 

capability) 具有間歇性，通常需要搭配電池儲能系統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BESS) 或者抽蓄水力發電，才能作為主要之電能供給來源。然而，目前

儲能電池成本高昂，抽蓄水力有其地理條件限制 1，使再生能源尚無法成為發電

主力。 

在上述情況下，能源供給端若能精確掌握需求端的電力消費模式 

(consumption pattern)，包括終端消費之用電量，結合天氣資訊推估極短期之電力

需求，以期快速反應、調度發電機組，避免跳電或缺電，造成經濟損失。更甚者，

能源供給端透過電表後端 (behind the meter) 資訊管理平台，即時與能源需求端雙

向溝通，於電力供不應求之情況下，能緊急切斷需求端之電力負載，以保持供需

平衡。 

從用戶賦權 (empowerment) 的角度觀之，能源消費者應該有權利獲取自身

用電之資訊與紀錄。隨著資通訊科技大躍進，各種資訊管理系統之成本迅速下降，

先進國家莫不積極推動能源資通訊系統  (Ener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ICT) 之應用與創新。就美國而言，2011 年白宮主導「綠色按鈕」 

(green button) 之能源資訊管理系統 2，其主要之概念為：在隱私權保護之大前提

下，能源消費者有權獲得自身用電紀錄，該紀錄僅需透過點擊能源供給者網頁上

                                                       
1 發展抽蓄式水力發電廠之基本條件：全年河川水量穩定且平均、地點適宜建造大型水庫等。 
2 綠色按鈕為美國於 2011 年提出之 21 世紀智慧電網政策綱領 (Policy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Grid) 中重要的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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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色按鈕即可閱讀與存取，且強調格式統一、內容易讀。 

由於綠色按鈕之能源資訊管理系統，於美國推行一年多來，不論其優點或缺

點皆值得我國借鑑。爰此，本文研究目的如下：(1) 探討美國推行綠色按鈕之經

驗與其優缺點；(2) 採用綠色按鈕所需之配套措施；(3) 綠色按鈕對我國能源發展

與規劃上之政策意涵。由於台灣正處於自傳統電能管理轉型至智慧電網之過渡期，

本文最後提出綠色按鈕之相關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二、電能需求資訊管理與綠色按鈕系統 

（一）電能需求資訊管理 

在先進讀表基礎架構下，智慧電表為現代電能資訊管理的重要平台，透過自

動存取用戶用電資訊，省去傳統抄表之時間與人力物力，降低竊電弊端。此外，

智慧電表所存取之用戶用電資訊，可進一步提供電能資訊管理之多元用途如下： 

1. 「即時雙向互動」的電費收取方式 

智慧電表具備基本之讀錶功能，唯其與傳統機械式電表不同的是，智慧電

表可紀錄能源使用者之「即時且雙向互動」用電資訊。除了每一用電特定時段

之用電量皆可清楚區隔之外，更可藉此讓電力公司透過價格基礎 (price-base) 

與誘因基礎 (incentive-base) 之需量反應方案 (demand response program) 進

行電能需求面管理 (demand-side management)。 

價格基礎之需量反應方案包括許多種類之時間電價，例如即時電價 (Real 

Time Pricing，RTP)，電力公司每半小時至一小時，透過電話通知或者 e-mail 提

供電力市場現貨結清價格予能源使用者，該時段之用電價格即以此現貨市價計

收。誘因基礎之需量反應方案，則由電力公司提供定額回饋 (lump-sum rebate) 

或優惠電價 (discounted rate)，與能源使用者協商於用電尖峰時段採取斷電措

施等，例如可停電力方案 (Interruptible Power)。 

2. 短期電力需求負載與資訊隱私之重要性 

蒐集能源需求端之用電資料，能源供給端可分析能源使用者之用電模式 

(pattern)，同時納入氣象預測、環境因子等，藉由預測模式之演算法，精確掌

握極短期電力需求負載曲線之變化，藉以調度各類型發電機組之最佳化組合運

轉，避免機組跳電、電力網路區域壅塞，甚至導致瞬間缺電之情況發生，造成

產業經濟損失與無形的社會成本。此外，精準掌握用戶用電模式，亦有助電力

公司設計適用之需量反應方案，移轉尖峰負載  (peak load) 至離峰負載 

(off-peak load)，以抒緩電力系統尖峰負載緊澀之壓力、延緩增建尖峰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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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 Marmol et al. (2012) 指出智慧電表有許多優點，但卻可能

讓能源供給者有機會窺視 (snoop) 消費者之消費行為 (consumption pattern)、

生活習慣 (lifestyles)，甚至能透過電力資料知道消費者在家中與否。例如：當

該用戶用電量高時，可推估用戶正在使用洗衣機或開啟空調等，進而得知用戶

之生活習慣；當該用戶之用電量低時，推測用戶可能外出工作或就學，進而得

知用戶之作息時間。目前雖已有許多研究針對能源使用者隱私權疑慮提出解決

方法，Marmol at el. (2012) 結合多個智慧電表以及新同態加密協議 (novel 

homomorphic encryption protocol)，將個別智慧電表紀錄之訊息加密再回傳給

能源供給者，並透過智慧電表自動運算，使能源供給者僅能獲得加總完之電費

或者總合用電資訊，以確保能源使用者之隱私。如何保護能源使用者之隱私權

仍為未來值得研究的議題之一。即便能源使用者之用電資訊以安全之管道傳輸，

這些資料仍涉及個人隱私 (privacy) 訊息，造成安裝智慧電表之阻力。 

上述僅提及電力公司如何運用能源使用者之用電資料，因為能源使用者常面

臨無法取得自身用電資料或者資料讀取不易之情況，為改善此種情況，美國白宮

率先提出「綠色按鈕」概念，在保護用戶隱私權之前提下，能源使用者可以「輕

鬆下載 (easily download)」個人「易讀 (easy-to-read)」之用電紀錄，同時亦可授

權第三方檢閱與分析，提升許多加值服務 3。 

（二）綠色按鈕之發展 

美國政府推廣綠色按鈕，係採「由上而下」之模式。2009 年 11 月，由美

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 統

籌智慧電網互通性專家小組 (The Smart Grid Interoperability Panel，SGIP)，並主

導綠色按鈕之開發，其目的在於協調智慧電網之相互聯通與規格標準化。 

事實上，綠色按鈕之概念係由「藍色按鈕」 (blue button) 延伸而來。美國總

統歐巴馬  (Barak Obama) 於  2010 年  8 月在美國傷殘軍人會議  (Disabled 

Veterans of America Conference) 上宣佈藍色按鈕之構想，其主要目的為保障「每

個人都應享有取得並下載個人健康資料」之權利，這就是消費者賦權之理念。隨

後，同年 10 月即由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The 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VA) 推出藍色按鈕系統。任何健康服務之需求者，均可在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官

網上透過簡單的點擊 (click)，下載個人健康資訊。此些資訊允許被存取於個人電

腦或其他資訊載具，亦可分享予當事人所信任的家庭醫師或私人醫療組織，以獲

得更優良的醫療支援與照護。例如：病患已於某間醫院進行過病理檢驗，當病患

日後至其他醫院進行醫療行為時，可透過藍色按鈕獲取歷史紀錄，減少病歷調閱、

                                                       
3 詳見本文後述，有關 PG&E 之 app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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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之時間與費用，避免重複之醫療檢驗行為或延誤就醫。目前，於 VA 網站上，

供使用者下載之醫療資訊，包括個人基本健康資料 (如：血壓、身高體重等)、緊

急連絡方式、健康檢查結果、家族病史、服役健康紀錄、醫療保險及其他相關之

健康資訊。此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聯邦醫療補助 (Medicaid)、美國國

防部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及其他私人醫療照護組織等，亦陸續推出類

似之藍色按鈕服務。 

「藍色按鈕」概念之風行，已促進美國資訊管理軟體開發業者蓬勃發展，為

廣大的消費者設計便捷的資訊平台下載管道、提供各類資料分類選項介面 (使用

者可下載所有健康資訊或者僅下載特定健康資訊)、以及轉換成統一通用之格式檔

案 (如：text 檔案格式或者 pdf 檔案格式)。 

由於藍色按鈕已廣泛應用於美國各大健康服務業，使更多患者透過資訊揭露

而獲得更好的醫療照護。爰此，2011 年 9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將此成功經驗推廣

到能源產業，期盼能源產業提供綠色按鈕 (green button)，使電表後端的能源需求

資訊運用範圍更加廣闊，藉此激勵資訊服務創新，帶動產業發展，增加綠色就業 

(green jobs)。 

（三）綠色按鈕之特點 

推展綠色按鈕至少有以下幾項特點： 

1. 提供電力用戶檢視自身用電行為 

事實上，改變消費者的用電行為比裝設複雜精密的節能科技系統，是更有

效的節能途徑。Abrahame et al. (2005) 指出只要能夠有效改變消費者之用電行

為，平均每一家庭用戶能源消費量有降低 10%-15% 之潛力。該研究提出「訊

息回饋」 (information feedback) 對於消費者的節電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尤其

頻繁的回饋 (frequent feedback) 約可降低 12% 的家戶能源需求。所謂「回饋」，

是指讓採取節電行為之用戶認知，該行為的確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此理論亦

被應用在日本推廣節約能源之策略上，例如：大阪燃氣公司 (Osaka Gas 

Company) 與積水建房株式會社 (Sekisui House) 合作，於日本奈良縣郡王寺

町建設智慧能源示範住宅。該住宅即強調能源需求資訊「可視化」，增設平板

電腦顯示器，揭露電池有效利用程度 4、提供用戶即時節能策略，並透過明顯

的圖標，督促住戶採取節能行動。例如：加裝小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如：屋

                                                       
4 由大阪日本大阪燃氣公司 (Osaka Gas Company) 與日本積水建房株式會社 (Sekisui House) 合
作興建的智慧建築，搭配三種儲能電池，包括 3k-6.4kW 之太陽能電池、700W 固體氧化物型燃

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 和鉛蓄電池。並經一年居住之實際結果證實該智慧能源建築

可節省 88% 之電力使用。參見日經能源環境網 (http://big5.nikkeibp.com.cn/eco/) 「三種電池智

能住宅」專題報導。 

http://big5.nikkeibp.com.cn/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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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型太陽能板) 之住宅，「可視化」系統能紀錄每一時段之發電量與用電量等 5，

讓用戶獲得即時的能源供需訊息，使用戶進行家電最佳化排程，將部份可移轉

至離峰時段運轉之家店設備 (如：洗衣機)，於即時電價 (real time pricing, RTP) 

峰谷 (trough) 時段啟動 6，以落實能源管理，節省用戶電費支出。但由於目前

智慧建築尚未普及，一般家庭僅能於原有建築加裝可視化系統或者功能完備之

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EMS)，作為能源管理

系統之回饋平台。 

綠色按鈕可補強傳統建築或者未加裝新型智慧節能設備之住宅，成為訊息

回饋之一環。例如：用戶在採取某些節電行為 (如：關閉空調、延後啟動洗衣

機) 一段時間後，透過綠色按鈕下載用電情形，了解此種節電行為的確能夠降

低家戶能源使用，則用戶將認為該策略奏效，可鼓勵用戶再次採取此種節能策

略。相對而言，提供綠色按鈕之資訊服務功能，比能源用戶裝設新型智慧節能

設備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其市場普及速度也相對較快 7。 

總之，一旦能源用戶可自由檢視其用電紀錄，透過系統化分析此些資料，

則可找出用電量高或低之影響因素，進而採取較適合之節能策略，達到節約能

源與電費節省之「雙贏」目的。 

2. 促進能源服務產業興起 

能源服務公司 (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 係專業於能源節約與效

率提升之服務業者，可提供用戶「量身訂作」之節能方案。 

當能源使用者透過綠色按鈕檢視用電紀錄、採取節能策略後，仍無法改善

家中能源使用情況；或者能源使用者無暇自行管理家戶能源，則可將由綠色按

鈕下載儲存之用電資料，提供予 ESCO，代為分析並給予專業節能建議，包

括電力系統、照明系統、空調系統與其他面向之節能策略。茲簡述如下： 

（1） 電力系統：在用戶授權後， ESCO 可根據用電紀錄分析用戶之生

活習慣，建議搭配智慧電表下，該用戶應選用何種時間電價方案及

最佳之契約容量，或是否搭配電力公司提出之需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 DR) 方案等。 

（2） 照明系統：協助住戶改善住家之照明系統，包括使用高效率照明

設備 (如 LED 燈具)，如何增加室內自然採光達到減少照明需求、

                                                       
5 太陽能板產生的電力將先供給家戶用電，剩餘者才存入電池當中，故「可視化」系統會即時顯

示太陽能板原本之發電量以及用掉的電量。 
6 即時電價係指每日 24 小時皆不相同之浮動電價，亦即根據電力公司之每一小時之邊際供電成

本所訂定之選擇性電價 (指用戶有權選用或不選用此電價)。 
7裝設「可視化」系統或者 HEMS，住戶皆需要負擔設備費用，而透過綠色按鈕下載用電資訊，

相對成本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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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燈管之保養與更新建議等。 

（3） 空調系統：協助住戶評估需要購買何種型號之冷氣 (如：冷房能力、

噸數等評估)。 

ESCO 提供客製化之節能建議，除根據用戶提供之用電資訊推估其用電

情況，亦可實地走訪家庭住宅，作深入評估。能源使用者循 ESCO 建議進行

節能措施後，能源使用者可再透過綠色按鈕下載用電資訊，評估其節電效果。 

3. 促進綠色按鈕相關資訊軟體開發 

在美國，一般電力公司為促進能源使用者節能，偕同軟體開發商共同建立

資訊平台，使消費者透過綠色按鈕下載資料之管道更加暢通。尤其智慧型手機

普及後，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 app) 爆量成長，且絕大多數免費供消費者下

載 8，使電子商務 (e-commerce) 成為行動商務 (m-commerce)，手機用戶可無

所不在 (ubiquities) 監控自身居家能源消費資訊，形成 u-commerce。美國電

力公司將 app 資訊軟體開發商視為第三方 (third parties)，能源使用者可以授

權第三方使用當事人之用電資料，並以特定形式轉換 9，呈現能源使用者之用

電情況，並給予節電建議。美國加州 SDG&E 能源公司於 2012 年初，舉辦 

AT&T San Diego Apps 競賽，徵求有創意且有影響潛力之 app，隨後發表專屬

之綠色按鈕 app—PowerTool。亦有其他許多「寓教於樂」之應用程式，例如 

Green Button Gamer app，即是一款結合社群平台 (如：Facebook) 之節能應用

程式，使用者可與社群內之成員比賽能源節約量、碳排放量 (carbon emission)，

讓節能減碳更加趣味化、更加生活化，同時提升能源使用者之參與感。 

三、美國推行綠色按鈕之現況 

自 2012 年 1 月起，加州兩大電力公司—Pacific Gas & Electric (PG&E) 與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SDG&E)—均已提供消費者綠色按鈕服務，共約 600 萬

戶家庭 10可至這兩家電力公司之網頁下載自家之即時用電資料。至 2012 年底，

全美國除上述二家電力公司外，尚包括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CE)、Glendale 

Water & Power、Oncor、Pepco Holdings Inc. 等電力公司，總計提供約 1,130 萬戶

家庭綠色按鈕之服務。2013 年 1 月份，又有另外九家電能公司開始提供綠色按

鈕服務，總計約有 1,500 萬戶家庭可享有此種能源資訊服務，範圍涵蓋了美國 17 

                                                       
8 Apple iOS 作業系統目前約有 68 萬 app 軟體，消費者可透過 app store 直接下載。而 Android 
作業系統目前約有 40 萬 app 軟體，消費者可透過 Android market 直接下載。 
9 見下文 SPG&E 案例說明。 
10提供 600 萬戶家庭，約相當於 1,700 萬能源使用者皆可自綠色按鈕下載能源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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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以及首都華盛頓特區 11。 

一般而言，能源使用者可從電力公司網站下載其自身用電資訊，不論是總合

資料或者特定目的之細項資料，種類齊全。通常，能源使用者之總合使用資訊 

(summary of usage information) 包括用電區間、總電費計算以及總電力消耗等。能

源使用者也可以根據特定用電時段下載用電資料，包括以 15 分、1 小時或 1 個

月作為用電區間，資料期間長度可選擇 1 天、1 個月至 1 年。以用電 1 小時，

資料期間 1 天為範例 (2011 年 4 月 1 日，全天每一小時之用電情況)，如圖一。

由該案例之精細用電資料，可檢視能源使用者之用電情形，例如該能源使用者之

電力使用尖峰時段為下午五點至晚間十點，晚上七點至八點達到用電高峰 (圖中

之紅色框框顯示)。將該用電資料轉換成易懂的用電趨勢圖 (如圖二)， 可清楚呈

現該能源使用者之生活模式。例如：區間 ❶ 為凌晨零點至早上六點之深夜時段，

為休息時段，故用電量低。區間 ❷ 為早上六點至十一點之上午時段，自六點起

用電激增，可推估能源使用者於六點開始一天的活動。區間 ❸ 為十一點到五點

的下午時段，用電量雖然降低，但仍相較於區間 ❶ 高，表示該能源使用家庭可

能有部份成員外出 (工作或者就學)、部分仍從事戶內家庭活動。區間 ❹ 為傍晚

五點到晚上十二點之夜間時段，可推估家庭成員返回，並開始進行整體家庭活動。

換言之，若能獲得該家庭用戶之用電資訊，則可推估用戶之生活型態及起居作息

等。若該能源用戶採用 HEMS，主要的家庭電器 (如：空調設備、洗烘衣機等) 皆

連接到中央能源閘道 (energy gateway)，則用電資訊甚至可精細至每一種不同家電

器具之耗電能量。若能透過更精細的個別家電器具用電啟停時間的相關資訊，則

可充分掌握家庭成員之戶內活動，故能進行「量身訂作」之節能規劃配套措施，

協助用戶節省每月能源支出。值得注意的，正因為可獲取如此詳盡之訊息，能源

使用者之隱私權問題也相對遭到質疑，備受爭議。 

本節以下將探討首倡綠色按鈕服務之能源公司—PG&E—所提供之綠色按鈕

服務實例。PG&E 公司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兩種下載系統供能源使用者選擇： 

（一）綠色按鈕資料 

綠色按鈕資料 (green button data) 係指在此種資料下載介面中，所有能源使

用者必須使用身分證 (ID) 或者個人識別號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 

下載個人電力使用資料，無法授權第三方下載任何資料。 

                                                       
11 17 州與首都分別為：阿肯色州 (Arkansas)、加州 (California)、伊利諾州 (Illinois)、印第安那

州(Indiana)、肯塔基州(Kentucky)、路易斯安那州 (Louisiana)、馬里蘭州 (Maryland)、麻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密西根州 (Michigan)、北卡萊納州 (North Carolina)、俄亥俄州 (Ohio)、俄克拉

荷馬州 (Oklahoma)、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田納西州 (Tennessee)、德州 (Texas)、 維吉

尼亞州 (Virginia)，以及首都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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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按鈕連結  

綠色按鈕連結 (green button connect) 係指能源使用者授權可信賴的第三方，

獲取其能源使用資料，並以特定方式呈現能源使用者之能源使用情況，進行能源

管理。其申請方式，首先需下載 app，並設定使用者專屬 ID 或 PIN，即可開始

享有此種服務。惟一旦能源使用者不願再授權予 app 存取自身之能源使用資料時，

僅需更換 ID 或 PIN 即可停止一切授權行為。 

PG&E 目前推出測試版本的綠色按鈕連結軟體，僅允許能源使用者授權三個

特定 app 平台，直接取得其自家之電力需求資訊。此三個特定 app 平台分別為 

PEV4Me、Leafully 及 Unplug Stuff。PEV4Me 是專為駕駛插電型電動車 (Plug-in 

Electric Vehicle, PEV) 設計的 app，根據能源使用者過去之用電資料，配合能源

使用者選擇之電價方案，計算平均駕駛 PEV 一英哩之價格、可節省之汽油費用，

以及對環境之衝擊等。Leafully 則是將複雜之「能源」單位轉換為以「樹」為單

位，顯示能源使用者需要種植多少棵樹才能抵銷其碳排放量，並提供實用之節約

能源建議。此外，節能成果在能源使用者同意下，可以分享給 Leafully 社群網站

中的成員。Unplug Stuff 則是透過能源使用者之電力使用資料，推估有多少因為

電器待機造成的電力浪費，並提醒能源使用者可以拔除閒置電器之插頭，以達到

節能目的。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推行綠色按鈕政策以來，短短一年多期間 (2011 年下旬

至 2013 年初)，已有多達 33 家能源業者配合推出此一系統，成效甚佳。 

四、政策意涵 

有鑒於綠色按鈕之諸多優點與特質，本文歸納出幾項政策意涵，提供政府有

關單位參考如下： 

（一）宜透過綠色按鈕系統達到「教育與宣導」之效果 

我國於 2010 年 6 月經行政院核定「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正式

啟動低壓電力用戶先進讀表基礎建設之佈建，於 2013 年將裝設 10,000 戶低壓

用戶智慧電表，並且預計於 2030 年達到佈建率 100% 之目標。 

Lima et al. (2012) 指出巴西透過國家型能源示範計畫—數位城市 (Digital 

Cities)—建構智慧電網與連結數個智慧城市 (smart city) 之大型網絡，著重智慧電

表建設、溝通網路 (communication network) 以及電表後端資訊管理與分析。在保

護消費者隱私之前提下，能源使用者可在網路上下載與存取能源使用資料，此一

概念即與綠色按鈕相符。不僅提供易讀之能源使用紀錄，亦有簡單之統計數據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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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時段內之平均用電量、單一家電產品之平均用電量等) 與用電歷史趨勢圖，

並透過彩色圖表呈現，更強化回饋系統之有效性 12。巴西特別注重智慧電表之資

訊管理與分析，並強調唯有整個社會之能源消費習慣改變，才能達到節能減碳目

標。智慧電表結合後端資訊管理的過程，在保全能源使用者隱私前提下，民眾透

過讀取自身之用電資料，學習並且改變用電習慣，讓民眾在使用每一度電都有感 

(conscious)，並逐漸使整個社會之用電習慣轉向。 

台灣與巴西皆處於由傳統機械讀表轉型為智慧讀表系統之過渡期。根據台灣

經濟研究院 (2012) 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知道台電公司提供時間電價方案，但

不採用該電價方案的民眾，其主要原因為「不清楚內容」以及「未提供優惠」。此

外，台灣綜合研究院 (2012) 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50% 之電力用戶知道台

電公司有推出時間電價方案，尤其民眾之所以不願意參加時間電價，主因為「相

關資訊不足」。 

從上述兩大智庫所進行之市場調查均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時間電價相關資訊

十分欠缺。許志義、林子揚與顏海倫 (2012) 研究指出台灣住宅用戶對於 HEMS 

之「有用性」多有疑慮，宜透過政策推動者加強解說智慧電能管理系統之多樣性

功能。綠色按鈕即可扮演政策推動者與住宅用戶之間的良好媒介，能源使用者除

可自由下載己身之用電資料，亦必須先了解並具備分析用電數據之簡易能力，才

能進一步進行選擇節電策略。當能源需求端自綠色按鈕下載己身用電資料時，政

策推動者可建議電力公司在綠色按鈕網站同時提如何供閱讀用電資料之介紹手冊、

讀懂簡易用電趨勢代表意義之步驟，甚至整理問與答 (Q&A) 供能源使用者參考，

此些資訊皆可達到之教育目的與政策推廣之效果。 

此外，待智慧電表佈建完成後，台電公司將推出多元之時間電價方案與需量

反應方案，亦可搭配綠色按鈕系統以推廣智慧電表與新興配套電價，將有以下特

點：(1) 能源消費者之用電資訊透明化，提高民眾參與時間電價意願；(2) 能源消

費者在使用智慧電表一段時間後，可透過綠色按鈕再次檢視用電情況，形成良性

循環；(3) 電力公司可提供時間電價費用自動試算 13，以建議用戶較適合之時間

電價方案，達到推廣時間電價之目的。 

（二）宜推動綠色按鈕促進一般家庭能源服務之普及 

根據國外之能源服務公司已提供家庭能源服務 (home energy service)，主要幫

                                                       
12 Giacomin and Bertola (2012) 透過實驗方式證明，顏色的確對於人類的節能行為有正面影響，彩

色圖片相較黑色圖片較有提醒效果，並建議工業上製造恆溫器 (thermostats)、智慧電表與能源設

備時，可將色彩納入設計元素中，以達到引導使用者節能之目的。 
13 目前台灣電力公司亦有提供時間電價方案電價試算服務，能源消費者需填寫表單，以提供家中

各種電器之詳盡使用情況資料，並回傳台電公司由專人服務。若加裝智慧電表後，此程序可大幅

簡化，能源消費者可進入電力公司網站，並授權電腦自動試算不同時間電價方案之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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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用戶了解能源使用狀況，並指出可提升能源效率之處，同時協助一般家戶民眾

了解政府能源補助訊息，如電力收購費率 (Feed-in Tariffs，FITs) 等。此外，其他

包括作為能源供給者之顧問、提供企業或者社區建築之能源調查服務等。能源服

務公司會進行實地訪查，並檢討住家用電習慣，部分能源服務公司並不收取訪查

費用 14，若住家需要購買詳細報告、汰換設備器具，或者進行其他節能工程 (如：

加裝小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強化氣密性) 才需付費。 

我國為推廣能源服務產業，由政府協助成立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TAESCO)，協助政府推動節約能

源、降低碳排放量等政策目標。此外，為協助能源服務產業建立並推動產業永續

發展，另成立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Taiwan Energy Service 

Association, TESA)。 

台灣的能源服務產業係從節能改善評估分析著手，具有足夠之專業能力從事

綠色按鈕之後端資訊分析工作。惟目前台灣能源服務公司係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服

務對象，因中小企業主、學校或者規模較大之新興社區，較具有財力汰換、裝設

節能設備。若政府推動綠色按鈕，可使一般民眾了解與學習節能之重要性，並有

節能服務之需求，此時可輔導我國能源服務產業拓展家庭節能服務區塊。 

若我國政府推廣綠色按鈕並加強與 ESCO 之間的互動性，則 ESCO 可協助

民眾了解能源補助方案，有利推廣能源政策。住宅部門用戶佔台灣所有電力用戶

之多數 15，家庭能源服務需求相對其他部門廣大，皆為 ESCO 未來之商機。在

能源使用者提供用電資料之基礎下，台灣 ESCO 可朝能源使用諮詢、用電資料

專業分析報告等方向提供專業服務，並規劃更舒適且更節能之居住環境 (例如：

增加房屋氣密性，可提升建築保冷與保暖之功用)，提供不同需求之住戶更加客制

化的住屋節能改造計畫專案。台灣 ESCO 甚至可將台灣家庭成功之家庭能源服

務外銷至東南亞與大陸等，有家庭節能需求之發展中國家。 

（三）宜推動綠色按鈕促進台灣 IT 產業轉型 

台灣為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大國，具備資訊科技製造技術，

並擁有領先國際之優勢。一直以來，台灣之資訊科技產業採取製造導向，對國內

之資訊服務推廣與應用相對不重視。根據美國推廣綠色按鈕之經驗，不僅創造智

慧載具之應用軟體 (app) 商務、提升綠色就業，更舉辦良性之競賽以刺激創新能

量提升，皆有效帶動 IT 服務氛圍。台灣應藉智慧電表佈建之契機，不侷限智慧

                                                       
14 能提供免費能源檢視服務之公司，大多透過募集自願服務者提供該項服務，且其服務對象以當

地社區居民為主。 
15 根據台灣電力公司 2012 年統計數據指出，電燈非營業用戶共有 11,527,529 戶，總電力用

戶共有  12,768,044，約佔  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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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表之硬體應用，更加速推廣電表後端之資訊管理服務，帶動台灣 IT 產業由製

造導向轉型為服務導向，創造高附加價值之 IT 商業模式。 

維持完整且可靠之綠色按鈕資料庫本身即為重要的 IT 服務工作。因智慧電

表即時存取能源使用者之用電資訊，其資料量非傳統兩個月抄錶一次之資料量能

相比，可謂是海量資料 (big data)。面對由龐大且不停累積的海量資料組成之資料

庫，可透過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挖掘出其中蘊含之訊息，尤其是資料中隱藏的

模式 (pattern) 以及資料與外生因素之關聯性 (relationship)。舉例而言，透過對綠

色按鈕中之資料庫進行資料探勘，可離析出能源需求端「可改變」及「不易改變」

之用電習慣，或者何種外生因素 (如：氣溫) 將顯著影響能源需求。故開發台灣

之綠色按鈕系統，能夠促進台灣之 IT 產業轉型，增加就業機會並提高能源資訊

之附加價值。 

（四）宜搭配合宜之需量反應方案以達成節能減碳目標 

綠色按鈕為電表後端之資訊服務平台，若要使綠色按鈕發揮最大之節能減碳

效益，仍需要其他完善之配套措施，其關鍵在於電力公司推出之需量反應電價方

案。電力公司搭配其發電成本結構，設計具有誘因之需量反應電價，藉此降低發

輸配送電之整體供電成本 16，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達到節能減碳之目標。美國加

州 PG&E 為首推綠色按鈕系統之電力公司，該公司鼓勵用戶節電，原因在於 

PG&E 並非透過售出更多電能獲利，其主要獲利管道為達成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

(Californi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所設定的能源使用效率目標，以賺取獎勵

金。 

台灣之能源政策目標為每年提升 2% 之能源效率，許志義、林子揚與朱建華 

(2012) 之研究顯示，台灣住宅用戶透過多目標能源資訊管理系統，能在維持用戶

便利性與舒適性之前提下，提高電能使用效率，估計全年可節省 25 至 38 億度

電力，相當於減少 210 至 318 萬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量。透過低壓用戶之智慧

電表佈建，搭配具有市場基礎之需量反應電價方案，以及能源使用者藉由綠色按

鈕資訊系統控管自身用電情況，將使節能減碳不再僅是道德勸說，而是自利且利

他之行為。 

五、結論 

智慧電表為當前電能管理不可或缺之關鍵媒介。透過智慧電表即時且自動存

取用戶之用電資料，便於進行電費計算與讀取，節省傳統抄表之人力物力，電力

                                                       
16 電力公司必須啟動尖峰發電機組以滿足尖峰時段之電力需求，然而，尖峰發電機組通常採用彈

性較高之燃氣機組，其燃料成本較高，故會拉高整體供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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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能利用此些資訊進行電力供給之控管與調配。綠色按鈕能源資訊管理系統，

即是在隱私權保護之前提下，使能源使用者能方便取得智慧電表所存取之用電資

料。基本上，用戶只需進入所屬電力公司之網站，即可下載統一格式之用電資料，

使能源使用者了解自身用電情況，進而調整其用電行為，或者尋求值得信任之能

源服務公司，協助管理其家用能源，間接促進能源服務產業之興起。 

綠色按鈕之資訊平台，揭露用戶端需求負載之即時動態資料，可與電力公司

一年 8760 小時發輸配售供電之每小時邊際成本資料，形成有效之市場機制。從

電力公司供給者角度而言，藉由電表後端負載消費資訊，可精確掌握電力用戶之

負載特性，研訂出更符合雙方利益之需量反應電價。從電力用戶需求者角度而言，

可享有用戶「賦權」之主動性與選擇性，從電力公司所設計的多重選擇性電價中，

挑選符合己身利益之電力商品與服務。在供需雙方良性互動之情況下，自然可促

使日益昂貴的電力資源分配，達到柏拉圖最適的「雙贏」局面。此外，電力公司

更可結合智慧型手機之 app 應用程式以及社群網路平台，使用戶可隨時隨地監控

家中之能源使用情形，使節能管理行為更加融入生活，也平添不少趣味。 

智慧電能管理系統已是全球趨勢，電力公司透過智慧電表能有效進行需量管

理。本文探討美國發展綠色按鈕之緣起、發展現況，並以 PG&E 公司作為實務

案例，探討綠色按鈕之特點如下：(1) 能源使用者可檢視己身能源負載需求即時

資訊，並選擇合適之電力服務與節能策略；(2) 促進能源服務產業發展，ESCO 可

提供能源消費者專業之節能建議；(3) 刺激智慧載具之應用程式 (app) 設計，能

源使用者可更便捷管控其能源使用型態與電費支出。 

台灣目前正處於智慧電能管理之轉型過渡期，政府相關單位已積極規劃智慧

電網佈建時程、智慧電表裝設以及配套電價制度設計。在此同時，若能結合綠色

按鈕系統平台之建置，將形成一整套全面性之智慧電能管理制度。根據綠色按鈕

在美國推廣實施之經驗，顯示其核心理念著重電力產業與資訊產業之共同創新。

不但能深化節能減碳政策所強調之電力需求面管理，同時可促進綠色產業 (如：

能源服務業與能源資訊服務業) 之蓬勃發展。惟推廣綠色按鈕資訊平台之時，務

求確切保障消費者應有之隱私權，乃是最重要之大前提。尤其未來能源用戶電表

後端負載用電之雲端系統資料庫，是否能授權「第三方」下載、讀取及進行「量

身訂作」之個案分析，均屬未來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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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een Button Data (http://www.greenbuttondata.org/)，本研究繪製。 
圖 2. 範例能源使用者用電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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