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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產業經濟、國家社會競爭力關鍵

資料經濟

知識經濟

創客經濟

整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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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大數據的重要性



物聯網可以從溝通的角度加以說明
彼得杜拉克：人類自古以來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溝通。

物聯網是人類溝通領域之極大化。

不但可使「人與人」溝通，更達成「人與物」、「物與物」
、「機器與機器（M2M）」的溝通，

進一步擴大人類溝通領域，出現新的典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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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溝通之典範轉移
物聯網的時代，電腦逐漸從我們的眼前消失，融入於

環境中。

這是軟體硬體連結整合於生活周遭，藉由 雲端科技、
超級電腦的演算法、群集分析、資料探勘，可提供普

適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也就是所謂「第四代」
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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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電腦科技的演化
電腦機器學習能力越來越強！

資料來源 工研院IE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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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一) 晶片運算速度快

摩爾定律（Moore’s law）
Intel創辦人葛登摩爾（Gordon Moore）於1965年提出，
指IC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
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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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二) 演算法之效能

(三) 資料量大

2025

2020

2015

201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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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數據分析?
Big Data(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指的是資料量規模
超級大，無法透過人工在合理時間內達到擷取、處理、並整理成
為人類所能解讀的資訊。大數據必須藉由計算機對資料進行統計、
比對、解析方能得出客觀結果。

大數據分析是在總資料量相同情況下，以許多個別獨立的小型資
料集（data set）處理相比。同時將各個小型資料集合併整後，進
行分析可得出許有價值的資料關聯性，可用來研判商業趨勢、精
準行銷、智慧生產、教學研發、防止疾病擴散、打擊犯罪、量測
即時交通路況等。

大數據分析必須使用「數十、數百、甚至數千台伺服器上，同時

平行運算的軟體」，電腦集群是其中一種常用方式。因此，

大數據的定義取決於處理分析資料的軟體能力。

大數據有五個特徵：大量性（Volume）、速度性（Velocity）、
多樣性（Variety）、真實性（Veracity）、價值性（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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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分類
(一) 網際網路WWW資料（1995年~迄今）：如Google資料庫

 (二) Web2.0社群網站資料（2005年FB開放公眾使用~迄今）：如
FB, Twitter, Youtube ……

(三)物聯網資料：H2M, M2H, M2M, IoT, IoE，如工業4.0、自動
駕駛車、極大量sensors物件溝通之大數據，第三類與第一、二
類之本質不同，可直接廣泛操控實體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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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M、M2H之應用
每個人都能藉由資訊科技，自動感知周遭的環境變化，
並且根據當下時空的變動，及時提供基於用戶需求的

「量身訂作」個人化服務，創造可感知的生活價值。

說得更實際一點，普適運算架構下電腦的聰明度，能
夠「未卜先知」人類下一步的生活行為，並且提供預
先準備好的解決方案。

透過電腦資料運算，社群商務、社會科學、行為科學，
都成為可具體量化的真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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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比過去更超大量的資料連結，本質不同：
以前是人與人溝通的資料
現在是機器與機器溝通的資料。

物聯網的特徵：

1. 每一物件都有通訊與聯網能力。

2. 資料量越來越大，經過一段時間，機器能夠
經由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將會變得越
來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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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資料來源, Benson Hougl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lcRoqS6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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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AI時代來臨
AI時代（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的起點，是2016年3月15日。

Google旗下的DeepMind 開發的圍棋軟體AlphaGo，以4勝1敗戰
勝世界一流棋手李世乭。其後AlphaGo 的進階版Master，則於
2016年底跨年與世界高手們，在網路展開快棋測試車輪戰，取得
60連勝的壓倒性勝利。

物聯網時代（IoT Era）的起點，是2014年1月14日。Google宣布
以32億美元併購智慧溫控器廠商Nest Lab。

移動網際網路時代（Mobile Internet Era）的起點，是Apple，
第一代iPhone2007年6月29日在美國開始銷售。

電腦網際網路網時代（PC Internet）的起點，是1994年10月1日
推出Netscape Navigator 1.0。

個人電腦時代（PC Era）的起點，是1981年8月12日 IBM

推出5150個人電腦。

資料來源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795、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60/252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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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技術到位、成本下降，
致能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普及

開發版：Arduino、樹莓派、香蕉派、Pine A64迷你電腦、
Omega-2超迷你電腦⋯⋯

信標、微定位系統(Beacon、聲波、UWB⋯⋯)

晶片邏輯運算能力大幅增加：GPU、VPU、HPU、TPU

各種感測器：壓力、濕度、溫度、酸鹼值、流量、液位、
超音波、照度、加速度、位移、稱重、測距感測器等，
如G-sensor

 物聯網長距離低功耗無線技術：LoRa、NB-IoT、Sigfox、R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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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互聯網新趨勢

資訊(數據及金流)互聯網

能源(電流)互聯網

交通(物及人流)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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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

19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應取得、保護及分析哪些資料與大數據，才能創造企
業與整體社會的最高價值？

如何管理資料與大數據的所有權、取得權及應用權？

應提供何種(what)創新商業模式？如何(how)提供？

是否能夠銷售何種資料給其他組織以增加業外收入，
並由此跨足新事業？

是否應該擴大營運範疇或縮減範疇，聚焦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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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英國倫敦成立全球第一家Utility Analytics Institute

各電力子系統整合成跨系統、跨領域，具供需彈性
(Flexibility)、韌性(Robustness)、即時(Real-Time)、雙向
(Web2.0)、互動(Interactive)，且邁向以「環境友善」、
「在地自產」為優先之綠色能源為核心價值的生態體系。

藉由大數據的監測、模擬、預測、診斷、控制、最佳化，
能精準掌握再生能源之動態發電量、消費者動態用電量、
輸配電系統即時電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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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整合的大數據研究

 正序電流（Positive Sequence Load Flow, PSLF）分析

–係藉由電力系統分析模擬軟體，用來計算電力潮流、故障電流與
模擬暫態穩定度。

 長期動態模擬(Long-term Dynamic Simulations)

–在自動發電控制 (AGC)系統的情境下，模擬各種慢速反應控制器
和設備變動對電力系統造成的影響，以確保系統整合的穩定度。

 Statistical Wind Power Variability Assessments

–風力發電變率評估。

 Interhour Renewables Variability Analysis時內再生能源變率分析

–多區域發電模擬(Multi-Area Production Simulation, MAPS)

–藉由軟體模擬，以評估在不同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和負載情境
下，三年內各個小時的電網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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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 CX)成為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之圭臬。

 行為科學透過智慧揭露、資料探勘及行銷策略，可充份掌握
消費者偏好、用電行為(包括H2M、M2H、M2M)、
Willingness-to-Pay願付價值(缺電成本)，並藉由致能科技
(enabling techonlogy)體現用戶賦權(Customer Empowerment)。

 需求面資料分析學(Demand-side Data Analytics)成為最重要的
大數據探索領域之一。

 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用電效率(Energy Efficiency)管
理、智慧家電、智慧建築、HEMS、BEMS、CEMS、FEMS…，
將隨技術演進而遍地開花。

 各式各樣的創新服務模式將隨物聯網與大數據之發展而百花
競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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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電錶後端(behind the meter)大數據分析



降低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不穩定之
大數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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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廠5個關鍵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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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廠5個關鍵模組

 模組1：具有間歇性的再生能源

–如太陽能、風力發電。太陽能是目前最重要的再生能源之一，受地球自轉及氣候變化，造成
供給上的間歇性；而風力因氣流移動，其發電也有同樣不穩定的情形，故過去僅能做為輔助
性電力供給來源。

 模組2：穩定供給的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中，生質能、地熱係屬可穩定供給之電源。地熱能是利用地底下無止盡的天然熱能
發電，不需鍋爐及燃料；生質能則只要有充足原料，即可24小時穩定運轉。模組2即可提供穩
定的能源供給，以補充模組1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之不穩定。

 模組3：熱泵、儲能系統及電動車

–模組3涵蓋電力需求面之用電負載，亦即當模組1與模組2都無法提供充分電能，滿足需求端整
體用電負載之情況下，必須優先從熱泵、儲能系統及電動車這些具有用電彈性(Flexibility)之
設備，加以事先規劃，並在必要時切斷其電源，以平衡整體電力供需。

 模組4：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 DR)與能源管理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

–DR是透過電價優惠或補貼，誘使部分用戶抑低尖峰電力負載，通常是針對冷氣、空調或次要
之照明設備、升降機設備、霓虹燈、灑水系統、噴泉等，暫停供電或輪流循環供電；EMS則
是透過電腦軟體的應用，針對能源設備進行監測與控制啓停，構成一種智慧家電的能源管理
系統。

 模組5：中央控制平台

–透過此平台，可將前述模組1至模組4進行全面性整合(Grand Integration)成為模組5，針對供給
面、需求面與智慧家電之使用進行最佳化規劃(Optim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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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智慧電廠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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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再生能源供給穩定使得電力過剩時

1.中央控制台得知電力供給將過剩，立即透過無線通訊技術
啟動建築熱泵。

2.建築熱泵利用多餘的電力轉換成熱力。

3.將轉換的熱力儲存於熱儲槽中，以備後續有需要時
使用。

4.電網中的電力供給將下降到最佳水準。

當再生能源供給下降使得電力不足時

1.中央控制台得知電力供給將不足，立即透過無線通訊技術
啟動汽電共生系統(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

2.CHP所產生的電力送入電網中來增加電力供給。

3.CHP所產生的熱力儲存於熱儲槽中，以備後續使用。

4.電網中的電力供給將提升至最佳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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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虛擬電廠
虛擬電廠包括四個部分：

中控資訊平台、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儲能系統、
需量反應彈性電價方案。

其中資訊平台提供關鍵電價訊號，反映影響再生能源
發電的天候狀況、用戶需求強度等即時資訊，不但能
藉由需量反應方案與儲能系統，緩解再生能源供電不
穩的問題，可減少興建傳統發電廠與輸配電設施，同
時降低備轉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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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虛擬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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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智慧能源管理系統

物聯網結合再生能源運作之智慧能源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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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電源供需平衡之決策目標下，各種分散式系統(子系
統)必須收集能源供給端與用戶需求端的大數據(Big Data) 

進行整合與分析，得到能源資訊管理系統之最佳方案。
再根據開放資料(Open Data)，同時運用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來解決所面臨到的供需平衡「落差」問題。換
言之，當電源供給端與需求端無法即時平衡，產生「供
不應求」或「供過於求」之情況下，必須即時藉由群眾
外包而得出需量反應或儲能系統(包含電動車)應即時「彈
性」回應之可行方案，將「不足的」電能或「過量的」
電能所產生之負載落差予以「沖銷(offset)」，使得整體
電源供需系統維持最佳能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負責整合供需各方資源並進行平衡之角色者，
一般即為用戶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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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追隨發電vs.發電追隨負載

 電力的供給和需求，傳統上都是前者追隨後者，亦即
「發電追隨負載」。現在有智慧電表先進基礎設施及物聯網
各種狀態監控感測技術日益成熟後，已可反過來，藉由各種
需量反應方案，促使「負載追隨發電」(亦即需求端之負載追
隨再生能源發電端之起伏高低)，達成供電穩定之目的。當今
需求面管理之重心也由傳統的抑低尖峰轉變為配合再生能源
之間歇性，實施DR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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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需求面管理與當代需求面管理之比較

傳統DSM之重心在抑低尖峰 現今DSM之重心在配合再生能源之間歇性，實施DR。
紅色箭頭為抑低負載，以吻合再生能源之發電起伏變化。

資料來源：許志義等，「我國住商部門需求面管理(DSM)之市場、技術與商業模式策略研究」，資策會合作研究計畫，2015 年。



透過物聯網所裝設的各種感測器持續收集即時資料，
這種數量龐雜的資料形成了大數據，而大數據以趨
近於零的邊際成本來分享，減少重工與浪費，並可
持續增加每一位使用這些數據者的經濟效益，形成
共享經濟(Share Economy)。大數據透過電腦軟體的
協助，可與其它資料庫進行資料融合(Data Fusion)，
找出新的關聯性，可進一步創造出新的服務模式與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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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邊際成本趨近於零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全球氣候變遷分析

人的資料→能源供需

物的資料→設備狀況，輸配電系統

自然資料→風場狀況，日照甚至水文狀況

再生能源系統必須同時能處理這三種資料，才能營收
最大化。

全球氣候變遷下，水資源與能源資源是人類面臨的重
大課題，如頁岩油、頁岩氣大量用水，造成水資源消
耗;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造成輸配電網衝擊。上述問
題需透過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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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智慧建築電力管理系統

 智慧建築在電力物聯網架構下，裝設許多感測器(Sensor)，其
目的包括：

 監測：收集各節點即時資訊，傳回中央控制台做成紀錄。

 模擬與預測：透過電腦軟體演算法，利用歷史資料對於智慧
建築與再生能源電力的供需狀況進行模擬，並依此做出預測。
經過不斷重複執行「模擬」、「預測」及「修正」後，能夠
縮減「事前預測」與「事後實際狀況」之間的差異。

 控制：中央能源資訊管理控制平台依據預測結果，對各子系
統(包括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能源需求管理系統)下達啟動或停
止等指令，例如啟動儲能系統供電，以配合再生能源不穩定
之發電。

 最佳化：根據中央控制平台資料庫的大數據(Big Data)，經過
資料探勘分析後，可從中尋找規則，因無法單獨透過人腦完
成，故藉由以演算法為導向之電腦模式，不斷收集新資料，
持續投入模式中，優化其參數值、提升預測精準度，讓機器
學習(machine-learning)，最終收斂出最佳解(optimal-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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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ow Can We Tackle Energy Efficiency in IoT Based Smart Buildings? (2014)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V2G、G2V

輔助服務 V2G、G2V

例如：澳洲巴士/計程車與電力公司合作，
提供可靠電源(Kwh、KW、Ancillary services)

尖峰(電力公司)

+

離峰(巴士公司)

可移動至配電/

饋線壅塞之處

38
資料來源：http://www.evme.com.au/grid-connect/vehicle-to-grid-v2g/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配電資料庫
德國全國各地配電公司所成立的資料庫：

例如柏林地區的配電網公司（Stromnetz Berlin GmbH）
的電網營運數據資料庫
（Netzdaten Berlin-das Pilotportal）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stromnetz.berlin/en/open-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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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stromnetz.berlin/en/open-data.html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精準行銷

 PG&E 將 Big Data 的資料分析，外包給 start-

up 公司，盼藉由該公司的海量資料處理能力，
分析各用戶之用電行為，得以針對高潛力之
客戶群，精準行銷移轉尖峰用電或其他需求
面管理方案。

–Big Data and Demand Response 

Marketing: PG&E Signs with 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

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

with-gridium

40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需量反應
 2015/9/21 PG&E Customer Energy Solutions

–客戶能源效率

–需量反應

–太陽能分散式發電

–ClimateSmart計畫

–電動車

 Webinar: Demand-Side Analytics for Utility

– 電網需求管理及預測

41



三、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一

 美國紐約為例，一家位於布魯克林的新創公司，以區塊
鏈技術成功協助一位紐約住戶將其太陽能面板所生產之
多餘電力賣給鄰居，並產生一張太陽能憑證，以資確認。

 美國微電網公司 LO3 Energy 的交互電網(TransActive

Grid)平台。

 澳洲 Power Ledger 公司的生態鏈(Ecochain)平台。

 瑞典能源公司瀑布電力(Vattenfall)的電力同行
(Powerpeers)。

 德國再生能源與電動車儲能創新為例，民眾可把多餘電
能，透過網路公開帳本區塊鏈自行紀錄的「智慧合約」，
直接點對點販售到充電站，不但大幅降低交易成本，且
能提升資訊安全，落實綠色能源的共享經濟發展。

43

資料來源：許志義(2016)區塊鏈技術之應用與展望http://cidr.nchu.edu.tw/teacher/hsu/blog/?p=1218

沈煒翔 (2017)全球應用區塊鏈技術建構分散式能源交易之實例與效益探討-工研院/國家能源發展策略規劃及決策支援能量建構計畫



美國亦有３Ｄ印表機列印之小型分散式再生能源與
儲能設備模組，進行智慧電網系統應用之案例。

44資料來源http://eip.iner.gov.tw/index.php?option=com_flexicontent&view=item&cid=39:%E8%83%BD%E6%BA%90%E7%B0%A1%E6%9E%90&id=4506:3d%E5%88%97%E5%8D%B0

%E6%87%89%E7%94%A8%E6%96%BC%E7%99%BC%E9%9B%BB%E5%BB%A0%E4%B9%8B%E8%B6%A8%E5%8B%A2%E6%8E%A2%E8%A8%8E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二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三：擴增實境
 2016年年初，美國電力研究院（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與15家電力公司（包括美國的Duke Energy、英國的EDF Energy、
韓國Korea Electric Power等）共同開始研究「擴增實境」應用於
維修電力設備的可能性，本研究至少為期18個月。

 技師戴上眼罩或頭套，可看到最即時的資訊，包括目前設備的損
壞狀況、電廠GIS資料、和各種精密零件的組裝方式與存貨狀況
等。

 目前用iPad查詢訊息至少
必須用到一隻手，AR將
可讓技師兩手都能自由
運用。

 BMW augmented real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feature=youtu.be

45

資料來源：https://blogs.cisco.com/energy/augmented-reality-a-new-reality-for-utiliti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aarontilley/2016/02/10/utility-industry-begins-big-experiment-with-augmented-reality/#b905cc8452e1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how-augmented-reality-and-virtual-reality-technologies-will-transform-utili#gs.EWP_gy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feature=youtu.be
https://blogs.cisco.com/energy/augmented-reality-a-new-reality-for-utiliti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aarontilley/2016/02/10/utility-industry-begins-big-experiment-with-augmented-reality/#b905cc8452e1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how-augmented-reality-and-virtual-reality-technologies-will-transform-utiligs.EWP_gyI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四
 Space-Time公司利用巨量資料結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協助PG&E的技工在維修電廠時更為安全、
且資訊更充足。

報導：http://fortune.com/2016/09/28/pge-vr-virtual-reality/

電廠VR影片：https://spacetimeinsight.com/virtual-real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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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ortune.com/2016/09/28/pge-vr-virtual-reality/
https://spacetimeinsight.com/virtual-reality-2/


 PJM, 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PJM出版報告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PJM, 2017）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For all entities using network transmission service, 

it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ignatory to 

the Network Integr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 

Agreement to ensure that hourly load data 
are reported to PJM for its customers via 

the InSchedule tool.(參見該報告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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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五：負載預測分析

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例如：運用在冷氣、熱泵、
洗衣機等家電的「智能插座」

48

羊＝用戶

與過去用電方
式一樣，每個
月照常付電費，
但免費得到智
能插座。

狗＝智能插座廠商

賣出智能插座，獲
得利潤，也提高市
占率。

豬＝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 )

吸收了智能插座
設備費用，但透
過分析資料，能
和電力公司簽定
有利的電價優惠
合約而獲利。

豬＝電力公司

吸收了智能插座
設備費用，但獲
得了用戶數據，
設計「雙贏」電
價，增強用戶忠
誠度。

圖片來源：http://www.wpgholdings.com/hotchannel/program_detail/zhtw/smart_home/F0190

http://ihomeaudiointl.com/experience/smarthome/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六：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Google旗下的智慧溫控公司Nest：Nest與愛爾蘭最大
電力公司Electric Ireland合作，只要民眾和愛爾蘭電
力公司簽定兩年合約，即可獲得免費的Nest智慧溫控
器(原售價250美元的Nest溫控器變成0元)，而且Nest

還會派人免費到府安裝。

可見用戶用電資料之價值超過Nest智慧溫控器的硬體
設備。

49

資料來源：許世杰：行動支付全面解析，Apple Pay 創造新時代的真正意義
http://punnode.com/archives/23918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七：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英國與澳洲民眾可在某些百貨公司(如Marks & Spencer)

購買電力搭配智慧節能家電，並選用符合環保的虛擬
電子帳單，以獲得現金回饋點數或兌換免費購物券。

50圖片來源：https://www.thesun.co.uk/living/2179681/marks-spencer-stores-thought-to-be-under-threat-of-closure-are-revealed-is-your-local-favourite-there/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八：
「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



 美國加州PG&E電力公司利用大數據改善用戶接
到停電通知的經驗。截至2017年7月，停電時接獲通

知的用戶比以往成長22%，且接獲通知時間縮減20%。
PG&E獲得Chartwell Best Practices 2017年的「停電資訊銀
牌獎」。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 took top honors in 

August in Chartwell's thirteenth annual Best Practices Awards, 

receiving one gold award and two silvers. The awards recognize 

excellence among energy companies for projects, programs and 

service initiatives that fall into the categories of Billing and 

Payment Programs, Commun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Outage 

Communications and Program Marketing.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九

資料來源：https://www.pge.com/en/about/newsroom/newsdetails/index.page?title=20170913_pge_takes_top_honors_for_customer_initiatives_and_programs_in_chartwells_best_practice_awards 51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

 在強震發生前的數秒到一分鐘內，PG&E舊金山總部大樓的
四部電梯可偵測到即將來臨的地震，自動停止並在最近的樓
層打開門讓乘客安全逃生。

 E.g.,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PG&E) today 

(2017/9/28) announced that it has successfully deployed a 

commercial-grade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EEW) 
system on a bank of four elevators at its downtown San Francisco 

headquarters.

 In the event of a strong earthquake, the four elevator cars 

connected to the EEW system will receive a warning signal up to 

one minute before shaking begins and automatically stop at the 

closest floor and open the doors, enabling passengers to safely 

exit the elevator before shaking occurs.

http://www.nasdaq.com/press-release/pge-adds-earthquake-early-warning-system-to-some-elevators-at-

its-headquarters-20170928-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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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sdaq.com/press-release/pge-adds-earthquake-early-warning-system-to-some-elevators-at-its-headquarters-20170928-01063


 PG&E利用深度學習評估資產風險與維護需求

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2017年5月）

PG&E leverages machine-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 for 
asset management and DER integration

PG&E為了因應物聯網與大數據新趨勢，特別設立「新興科技與大
數據領導人（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oT Leader）」職位，目前
由Tom Martin 擔任。他在2017年5月指出，當今電網越來越複雜，
除了成長快速的分散式發電裝置，亦有電動車利用電網充電。
PG&E服務逾30萬太陽光電用戶、目前每月仍新增4至6千新的太陽
光電用戶，以及8萬5千輛以上電動車。PG&E運用「機器學習」從
這些載具蒐集到的巨量資料，加上現有的相關電線桿、變電站、
變壓器數據，PG&E可判斷出每一個別資產的潛在風險，有效決定
哪些資產需要立即維修或汰換。

 預測性維修（Predictive Maintenance）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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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tering.com/magazine_articles/machine-learning-pge/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二

 2012年美國加州完成全面換裝智慧電錶。若不願安
裝而退出者，可選擇Opt-out program。
但是，對於選擇Opt-out program的用戶必須支付每
月15美元人工抄表費。

此外，智慧電錶記錄用戶用電的使用量，可以知道
用戶的電力消費行為以及適用何種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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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三

綠色按鈕，物聯網與眾包(Crowd-Sourcing)

架構下之創新服務模式。

用戶群代表可藉由此綠色按鈕平台，來追
蹤及管理小型能源用戶的需求。搭配其他
有用的開放資料加值(例如再生能源設施分
布地理資訊、天氣預報資訊、人口分布與
區域用電資訊等)，用戶群代表將可集結更
多潛在客戶，擴大群眾外包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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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資料來源：https://www.marsdd.com/news-and-insights/energy-apps-for-ontario-challenge-winners/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四

 Opower建構可分析並控制家庭用戶能源使用情況的
軟體，透過和多家公用事業公司（utility company，
指水、電或天然氣等能源公司）合作，取得必要經
費以及能源使用資料，Opower提供分析與製作個人
化家庭能源報告之服務。公用事業公司與終端用戶
雙方都可藉此服務了解能源的使用情況。對於公用
事業公司而言，還可以用來分析先進讀表基礎建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的配置是否有效率。

57資料來源：Opower(2015)



Opower使用行為科學模式，為每一個用戶提供
客製化分析，提供的報告如圖所示，會將用戶的能
源消耗量和相同坪數鄰居的平均耗能做對照。如果
該家戶的使用量低於平均值，可獲得笑臉，若是高
於平均值，則無法獲得笑臉。最後，也提供個人化
節能建議。至今的成果顯示，這種獎勵方式促成人
們和鄰居比賽、相互激勵與影響，而改變節能行為。

58
圖片來源http://www.dialogueearth.org/2011/08/12/how-would-smiley-faces-change-my-driving-behavior/



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應用實例十五

2015年台電推出的需量競標電價，
此亦可進行大數據分析，篩選可能
之參與用戶。

–需量競標措施是讓用戶就其願意減
少的用電量自訂回售價格，與其他
參與用戶及台電發電機組相互競價，
得標後若確實減少用電，就可獲得
電費扣減。

–每小時至少節電50瓩以上，2016年
每度至多回饋10元，2017年加碼至
每度12元。

2017年除了「經濟型」、「可靠型」
之外，更增加了「聯合型」需量競
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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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



為什麼要電力能源的開放資料呢？

開放資料是任何人均可無償獲得、機器可讀取、具有公
共財無敵對性(non-rivalry)、無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 
的特質，且其重複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

經由開放資料利用數據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或經濟效益，
對使用者而言，不但是無本生意，也不會有實體經濟所
可能產生的社會環境污染或設備產能過剩問題，符合綠
色經濟永續發展的要件，已然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成長與
產業轉型升級的主流價值。

根據麥肯錫公司2013年研究報告顯示在交通運輸、教育、
消費產品、電力、石油瓦斯、醫療照護及消費金融等七
大領域，全球開放資料每年至少可產生3.2兆美元的經濟
價值，亦降低3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減少每人每年35小
時的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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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與大數據開放資料邊際成本趨近於零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一

 Energy Use Data Access
https://www4.eere.energy.gov/seeaction/topic-category/energy-use-data-access

由於電力公司很可能「獨占」電力資料，第三方或個
人用戶皆不易取得資料，因此喪失了許多創新的可能。
開放電力資料的可能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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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
電費

提昇用
電效率

減少
污染

促進
創新

https://www4.eere.energy.gov/seeaction/topic-category/energy-use-data-access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二

夏威夷每五分
鐘更新再生能源
發電資料，從
2012年11月一直
到2017年10月現
在為止，持續隔
天立即上傳最新
的相關資料大數
據。
http://www.nrel.g

ov/midc/nel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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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rel.gov/midc/nelha/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三
 The Open PV Project

– 美國NREL公告歷年超過102萬件太陽光電系統的相關裝
置容量、地點、時間等資訊
https://openpv.nre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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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pv.nrel.gov/


 EPA’s eGRID is a comprehensive source of

data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t 

compiles data from 24 federal sources on 

emissions and resource mixes for virtually 

every power plant and company that 

generates electr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also provides user search options, including 

aspects of individual power plants, 

generating companies, states, and regions 

of the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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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四

資料來源：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全德國四家輸電公司（50hertz, Amprion, Tennet, 

Transnet-BW）合作成立的電網資訊平台「電網透明」
（Netz-Transparenz.de），公布並即時更新包含年度
再生能源電價、再生能源附加費、再生能源市場銷售
獎勵金額度，和每個月調節電力（備轉容量）及其下
個月的預測值，以及電網發展計畫等諸多數據與研究
方法：Generation and load data provision methodology 

(GLDPM)

 NETZ-TRANSPARENZ.DE

 https://www.netztransparenz.de/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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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五

https://www.netztransparenz.de/de/index.htm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六

德國聯邦經濟部（BMWi）的「能源資料庫」（Energiedaten），
資料內容並細分為以下領域：

– 能產業經濟基本數據

– 能源生產與消費

– 能源與環境

– 初級能源

– 各類能源價格與成本

– 國際能源市場

– 能源儲備與蘊藏

– 能源研究等：BMWi Energiedaten:Gesamtausgabe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Artikel/Energie/energiedaten-

gesamtausga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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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Artikel/Energie/energiedaten-gesamtausgabe.html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七

美國伊利諾州商務委員會（Illinois Commerce 

Commission）於今（2017）年七月公佈「取用開放

數據架構（Open Data Access Framework）」。

 全美國擁有5千萬個以上的數位智慧電表（Advanced 

Meters）能提供即時的電力使用資訊。預計十年內，美國
和歐洲乃至世界各地其他先進國家的每一棟建築物，都將
配備智慧電表。另外，每個裝置，例如：恆溫控制器、組
裝線、倉庫設備、電視、洗衣機和電腦等將全都會配置連
結到智慧電表及物聯網平台裡的感測器。

68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104000815-260301



「取用開放數據架構」需確保：

– 電力資料的安全性

– 統一電力資料的格式

– 確保個人用戶隱私

– 用戶可選擇是否與第三方共享資料

伊利諾州兩家最大電力公司ComEd與Ameren於2015年
即採用了此架構。

此架構與DOE的「綠色按鈕（Green Button）」目的
一致。

69

資料來源：
http://www.utilitydive.com/news/illinois-regulators-finalize-open-data-framework-for-utilities/448127/

https://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data_access_factsheet_online_version.pdf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七（續）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八
 Building Data Analytics

–按 Zip Code 之電價 Open Data 

–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有超過一千個 open 

dataset http://catalog.data.gov/organization/doe-gov

– NPO, Institute for Market Transformation（IMT）

–如何強化建築耗能資料庫（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base, BPD）

– It's All About the Data: How the 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base is 

Informing Decisions on Energy Efficiency （DOE）
http://energy.gov/eere/buildings/articles/its-all-about-data-how-building-performance-database-informing-decisions

– BPD: Include over 800,000 records from existing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https://bpd.lbl.gov/#compare

美國聯邦針對能源各式補助款（subsidy）之補助紀錄資料庫
Federal Energy Spending Tracker

http://data.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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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talog.data.gov/organization/doe-gov
http://energy.gov/eere/buildings/articles/its-all-about-data-how-building-performance-database-informing-decisions
https://bpd.lbl.gov/#compare
http://data.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九
 OpenEI

– 資料庫的資料庫

– 藉由「群眾外包」，集合公私部門之各類能源開放資料https://openei.org/wiki/Main_Page

 OpenEI網站上整合了許多能源數據，尤其是再生能源，使用者可於此免費上傳、
下載或是編輯相關能源資料，並提供多種綠色按鈕的App，來取得及分享能源資料
而這些資料有助於能源市場的投資或是新技術的發展，也對發展新興能源產業有所
助益。同時，當使用者遭遇能源領域上的瓶頸時，OpenEI提供一個可以交換意見
的社群平台，可與各方專家學者或具實務經驗人士意見交流與合作，透過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的方式激盪出突破的方向，提升解決問題的效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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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ei.org/wiki/Main_Page


台電公司截至2017年，已揭露許多公開資
料（Open Data）共113個資料集，已具備大
數據雛型。
https://data.gov.tw/datasets/search?qs=tid%3A465&order=downloadcount&type=dataset

公開資料後，仍有改善空間，例如：太陽
能與風力的資料，係每月發電量，尚未提
供每日之發電原始資料，所以有人發表意
見。台電公司正面回應於106年4月開始提
供每日發電資料。
http://data.gov.tw/node/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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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十

https://data.gov.tw/datasets/search?qs=tid:465&order=downloadcount&type=dataset
http://data.gov.tw/node/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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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十一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http://bigdata.nchu.edu.tw/

http://bigdata.nchu.edu.tw/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十一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http://bigdata.nchu.edu.tw/ 74

http://bigdata.nchu.edu.tw/


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十一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http://bigdata.nchu.edu.tw/ 75

http://bigdata.nchu.edu.tw/


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建置之再生能源大數據開放
資料平台，其開放資料全面經過資料格式標準化處
理，提供屬於五星級資料需求格式中第三星級格式
(CSV、JSON)資料。並且採UTF-8編碼，提供最具
兼容度之特殊字元支援，可與國際慣用之開放資料
平台接軌，避免形成資料孤島(silo)。

資料倉儲平台將提供快速與友善之操作介面，完
整多元的查詢功能，方便各界利害關係人容易查詢
及直接下載其所需資料。

開放資料平台並將提供多元的資料下載格式
（excel、csv及json），供使用者依應用需求之不同，
皆可取得各類主流型態之開放資料，俾提升使用者
開放資料之應用性、有用性及易用性，發揮最大經
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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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開放資料運用實例十一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http://bigdata.nchu.edu.tw/

http://bigdata.nchu.edu.tw/


五、新電業法後電力物聯網
與大數據發展策略



新版電業法帶動「綠電先行」

2017年1 月26 日新電業法實施後，
一至兩年半內綠電先行將開放電力
市場競爭。

電力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 SI)

成為綠能發展的核心價值。

物聯網使電力系統透過M2M有效整
合，可形成有效率、且交易成本低
的電能資訊管理系統。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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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修正案之電力市場架構示意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新版電業法提供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八大優惠

本次《電業法》修正內容為鼓勵低碳綠能發展，
除放寬再生能源業者經營與售電方式之外，亦給
予不少優惠配套措施，包括：

1.放寬組織結構型態

2.綠電優先併網

3.輔助服務之優惠

4.調度及轉供直供費率優惠

5.一定裝置容量內免除備用供電容量

6.純益免提撥公積金

7.無需繳納促協金

8.自用發電設備電能可全數銷售等。

80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新版電業法推動能源轉型

本次《電業法》修正條文明定售電予用戶之電
業需準備備用供電容量。

惟為鼓勵再生能源發展，明訂太陽光電、陸域
及離岸風力裝置容量於 5MW、10MW 及 20MW 

以下者，不需負擔備用供電容量義務。

為鼓勵再生能源轉供與直供，針對其輔助服務
費、電力調度費及轉供費，依電力排碳係數訂
定並予以優惠。如以再生能源為基準，燃氣及
燃煤需多負擔 11.31 倍與 16.47 倍費用，亦即綠
能相對優惠甚多。這些措施當有助於綠能轉型
發展！

81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新版電業法推動能源轉型

對電力市場供需參與者之效益

–此次新版《電業法》除可對用戶、台電公司、民
營電廠、售電業者等帶來各 種效益外，也可促
使地方政府共同參與電力市場。

–由於本次修法針對再生能源經營 方式，得採合
作社等形式設立。故未來地方政府可整合轄區內
再生能源設備，成立區域能源公司。

–地方政府除可有效管理再生能源外，亦可透過區
域能源公司，將再生能源藉由代輸或直供方式，
售予當地民眾，甚至售予其他非當地之民眾，
促進不同區域之間電能經營者之良性競爭。

82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新版電業法推動能源轉型

–以彰化縣為例，其為打造低碳綠能城市，已規劃成
立彰化再生能源電力公 司。

–未來地方政府除可參與電力市場競爭，成為電力供
給者外，亦可透過代輸 （wheeling）或直供方式售
予任何消費者；

–甚至亦可藉由了解消費者一般社會大眾用電方式，
集結各類用戶成為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
參與提供電力需量反應、輔助服務或是緊急備轉容
量，達成公民參與在地電業發展，打造友善城鄉、
智慧城市，落實在地行動減碳目標，並促進地方產
業繁榮、增加地方就業等多重效益。

83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新版電業法推動能源轉型

–為擴大綠電交易模式，與國際接軌，積極建置再生能
源電證分離機制，可藉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進行再生
能源設備與發電量驗證之後，核發所謂的「綠電身分
證」。

–2017年5月完成第一批再生能源憑證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REC）核發，共計268

張再生能源憑證（每張1,000度），共268,000度。

–再生能源業者除了可透過躉購費率（FlT）躉售給公用
售電業時，必須維持「電證合一」之外，再生能源發
電量與憑證亦可分別轉售，有助於活絡綠能產業發展。

84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全球再生能源獲得大力推廣的主要原因，包括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不需使用燃料，硬體設施
建置完成之後，邊際發電成本接近於零。

再生能源可視為自產（自主）能源，有助於能
源整體安全供應。同時，也不會有二氧化碳排
放問題，可落實非核家園且兼顧永續發展。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間歇性（生質能源、地
熱及海洋能則可穩定運轉）特質，也會造成大
量併網時電壓與頻率不穩定的潛在問題。

85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鴨子曲線(Duck Curve)」帶來電力市場典範移轉
–當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愈高時，即有可能出現所謂「鴨子曲線」，
產生再生能源發電排擠其他火力或核能機組起停之情境。例如德
州2015年11月間，民營電力公司「ＴＸＵ能源」推出風力發電優
惠方案，晚上九點到清晨六點用電免費，客戶省錢，電力公司也
能降低因發電量太多產生的解聯成本，可謂雙贏。

86

資料來源：2015/11/10聯合報李京倫編譯報導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6/288200/web/#3L-6673837L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6/288200/web/#3L-667383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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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2012年與2017年
四月第二個星期日之
日前電價

南加州2017年
四月第二個星期日
之發電結構按不同
來源示意

資料來源：California ISO ，MIC整理，2017年7月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發展儲能系統及精進再生能源發電預測準確性

–當風力與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發電量占比提高時，
可透過儲能設備與抽蓄水力系統，提供快速反應的
備轉容量，降低其間歇性所產生的影響。

–在大數據機器學習應用趨勢下，強化再生能源預測
能力非常重要。根據美國德州獨立調度中心ERCOT

經驗，將再生能源發電量預測與傳統負載預測分開
處理，並透過天氣預報與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各種
不同情境下之再生能源可供容量與能量資料探勘，
將可大幅提高掌握再生能源起伏變化之預測能力。

88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強化電力市場靈活度設計，增加電力供需彈性、韌性與流動性

–若能提升電力市場靈活度設計，降低供需雙方交易成本，將可增加電力
市場彈性、韌性與流動性。

–針對兩年半之內即將開放的綠電市場，除了建立日前（Day-ahead）市
場與即時現貨市場機制外，可增加時前（Hour-ahead）市場機制，以提
升綠能電力調度之反應能力。

–若能及早建立電力輔助服務市場，以及合理之備用容量標準與容量市場
機制，針對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之間歇性問題，由管制機關及早制定可
靠且供應無虞的電力市場容量標準（包括採用固定或變動容量標準），
均將有助於綠電產業之健全發展。

89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改善既有系統的效率，或是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

–在電力市場結構改變下，業者應關注的核心課題是「改善既有系統的效
率」，或是「引進更有效率的新系統」。

–對於創客（Maker）及能夠快速轉型的業者，建議宜及早準備迎接再生能
源市場的開放（《電業法》新版本規範一至二年半之內開放綠電市場）。

–同時，積極帶動六至九年內台灣電力市場整體風貌的典範移轉，走向市
場創新（market innovation）。

–積極結合儲能業者（包括電動車）、綠建築、節能建築、智慧建築與零
碳建築業者，或是其他綠能業者，專注於能源管理系統、需量反應、分
散式電源、儲能系統之整合與鏈結，發展「虛擬電廠（virtual power 

plant）」這類具備充分彈性與韌性之供電架構，布局於能源互聯網
（Energy Internet）之生態體系，開發出需求端負載能夠追隨再生能源發
電端起伏高低之跨領域新系統，當可實現市場創新。

90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對於無法快速轉型的業者，比如基載電廠、汽電共生、
獨立發電廠（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PP）等業者，建
議一方面可積極推行自動化精簡人事、改善流程等以降低
成本，朝向效率創新（efficiency innovation）或持續創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之方向邁進。

–亦可考量與儲能業者、電動車業者進行策略聯盟，持續進
行未來電力市場自由化後，布局不同電力商品服務價值的
妥善規劃。

–例如：當臺灣未來電力市場「鴨子曲線」出現時，能夠把
「大肚腩」時段無法停機下的多餘發電量，透過雙邊合約
（bilateral contract）或價差合約（Contract For Diffetence, 

CFD），提供給策略聯盟夥伴，減少載或停機損失。

91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再生能源大量併網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產官學研各司其職，鏈結創新

–面對這一波能源轉型大趨勢，產業界宜掌握當
前綠能減碳風潮，以過往豐富的商品化量產經
驗，尋求技術突破，降低硬體設備成本，積極
搶攻國內外市場。

–政府有關部門宜進一步藉由政策法規面的創新
或鬆綁，營造更有利於綠能產業長期發展之健
全環境。此外，學研界應持續聚焦於綠能科技
與商業模式之創新發展與突破，使綠能產品或
服務標準得以獲得公開驗證、持續改善、降低
綠電市場交易成本，開創最適的營運模式。

92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積極進行能源轉型，實踐非核家園理念

隨著新版《電業法》付諸實施，我國能源轉型與非核家園實踐，
已跨入新的轉折點。此刻，電力供需市場所有利害關係人都無法
置身事外，必須在新的電力市場架構下做出回應，為自身與臺灣
整體綠能發展做出貢獻。

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間歇供電之特性，雖然帶來許多併網問題與
挑戰，但正面思考其實正意味著商機無限。而其有效因應策略，
則在於提升電力供需雙方之彈型與韌性。

在此趨勢下，積極透過大數據分析模型，精準預測短期再生能源
發電容量與能量，並能針對未來鴨子曲線的大肚腩及鴨脖子曲線
之快速變化，靈活彈性地即時予以反應，包括提供相關輔助服務、
自動需量反應、儲能系統價值等，都將成為電力市場典範轉移下
掌有主要資產利基與核心價值的贏家。

93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積極進行能源轉型，實踐非核家園理念

對於原有基載機組供給者，建議除可仿先
進國家藉由物聯網自動化與智慧化技術，
精簡人力、降低成本外，也可思考在鴨子
曲線大肚腩的時段內，引進相關技術或營
運模式，以去化或吸收基載機組多餘的發
電能量與容量

例如：與儲能設備業者等進行策略聯盟等，
均不失為可行對策。

94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積極進行能源轉型，實踐非核家園理念

對於電力市場的新參與者，建議以創客精神整合供需雙方的分散式
電源、各種能源管理系統（包括HEMS、BEMS、CEMS、FEMS）、
加上儲能設施（包括電動車），以「虛擬電廠」營運模式，開創出
未來電力市場的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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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S: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FEMS: 

Factor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資料來源：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m/company/environment/business/information/index.html

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積極進行能源轉型，實踐非核家園理念

面對此次能源轉型與電業改革，影響範圍廣泛，實有賴電力市場
利害關係人共同努力，結合產政學研之公私夥伴關係，進而創造
綜效。

而其關鍵要素在於政府有關單位宜及早妥善規劃及執行綠能前瞻
基礎建設，包括再生能源技術平台與沙崙綠能科學城建置、再生
能源產業化技術驗證與綠色金融機制等。

其中，綠能科技研究中心與示範場域均屬具有高度私人投資風險，
民間無意願大規模投資，但卻具有高度外部效益的研發平台。在
當前各國政府競相投入此一綠能創新領域之情況下，我國產業界
不能缺席，而公部門之參與實責無旁貸。

尤其在相關政策法規之軟實力方面，短期內宜未雨綢繆，針對兩
年半內綠能先行的電力交易平台及容量市場機制等相關配套措施，
予以落實，俾達成新版《電業法》綠電先行、能源轉型及非核家
園之願景。

96資料來源：許志義、柳育林，〈電業法修正後綠能業者發展契機〉，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Green ICT Program 出版，2017。



六、總結



科技巨輪典範移轉之省思
 1865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部《機動車法案》，

後來被稱為《紅旗法案》。

 當年英國汽車的出現，使得許多馬車夫上街砸
汽車。因為那時候馬車伕是白領工人，但汽車
的出現，會奪走他們的工作。所以相關利益團
體遊說通過《機動車法案》，裡面最重要的一
條，就是汽車不許開得比馬車快。每一輛汽車
行駛必須有三個人，車裡坐兩個人、有另一個
人必須在車前面50米以外做引導，還要用紅旗
不斷搖動為機動車開道，並且速度不能超過每
小時6.4公里。

 《紅旗法案》目的是保護馬車的利益，但導致
英國失去了汽車工業發展的機會，無法延續
「日不落帝國」的持續輝煌。

 英國整整三十年後，直到1896年，才取消了
《紅旗法案》，但三十年的時間，也使得美國
有機會全力發展汽車產業，讓美國後來居上，
出現福特等國際汽車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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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image.slidesharecdn.com/sharekorea20141006-141006034419-conversion-gate02/95/share-korea-83-638.jpg?cb=1412570898



科技巨輪典範移轉之省思

鴨子曲線，用電尖峰反而電價下跌。

再生能源生態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 。

避免投資套牢資產(Stranded Assets) 。

開放資料倉儲標準格式的重要性與發展趨勢。

匿名、去識別化、告知義務、灰色地帶，法律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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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大數據並非時髦或流行，而是大趨勢與大
海嘯的浪潮，鋪天蓋地、水銀瀉地衝擊各行各業個角
落。不但資訊流改變（M2M、O2O）、金流改變
（數位金融、區塊鏈）、物流改變（工業4.0、3D列
印）、人流也會巨幅改變（有嶄新就業機會、既有工
作卻大幅失業）。

100



物聯網引發虛實整合能力

過去是網路革命、行動革命，把實體世界的商品與
服務，透過虛擬通路，擴大B2B、B2C、C2C⋯⋯之
營運疆界，其商品與服務內涵大致未變。這也就是
為什麼網路購物商品與服務，仍然多是一般日常用
品、餐飲、旅遊等。

惟這一波物聯網的本質不同，是虛實整合系統
(Cyber-Physical System)，大數據的資料革命。

換言之，過去的網路革命、行動革命只是「擴大既
有的行銷能力」，當前物聯網時代大數據的資料革
命，則是「引發全新的虛實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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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引發虛實整合能力

其重點在於：H2M、M2H、M2M、產業4.0

類比的「實體世界」，有其對應的「數位世界」，
可監測、模擬、診斷、預測、操控、最佳化。

值得關注的，虛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的運作核心，仍然是在虛擬世界(數位化世界)

 電力發、輸、配、售、用，整體價值鏈因為導入
物聯網，產生了大數據，加上「深度學習」與電
力領域專業知識，已朝向人工智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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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大數據時代
政府、產業、企業決策者之夥伴關係

103



物聯網與大數據之隱憂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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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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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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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物聯網時代的大數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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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17/9/21英國UAI針對76家IOU問卷調查報告

Utility Analytics Institute (UAI)在2017年第一
季針對美國76家電力公司發放問卷，調查
美國電力公司目前資料分析的現況，共10

題。其調查結果顯示：目前美國許多電力
公司雖肯定巨量資量的價值，但仍在學習
如何應用巨量資料之初步發展階段。

107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透過問卷調查希望了解

1. 公用事業在資料分析方面有多大的進展?

2. 對公用事業來說最艱難的挑戰是什麼?

3. 數據分析是否有助於因應挑戰?

4. 在執行數據分析計畫上最大的阻礙為何?

5. 公用事業採用數據分析解決特定業務需求的頻率為何?

6. 對於公用事業採用數據分析的態度是樂觀還是悲觀?

7. 目前執行中的數據分析計畫主要為何?

8. 對於公用事業數據分析，未來的投資計畫為何?

9. 有什麼工具/資料來源是公用事業目前正在使用或計劃使用，
以協助進行數據分析計畫

10.公用事業如何使AMI(智慧電表基礎設施)及智慧電網的資料能夠
被使用?

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108



公用事業在數據分析方面的進展

 25%表示資料難以取得

 9%已從敘述性進入
診斷性分析階段

 8%採用預測和(或)
規範分析

 9%未進行任何分析

 4%表示已達成業務
轉型

109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目前公用事業面對的挑戰

需要增進運作效率
並降低成本

與“人”有關的挑戰
(例如:領導與合作的
議題)

分散式能源的整合

網絡/電網的穩定及
可靠性

110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需要權衡智慧電網/

智慧電表的投資

 技術的選擇與執行

 能源效率的要求與
期望

 需要強大的溝通網絡

 監管的要求與壓力

 未來計畫的權重分配



最艱難的挑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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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選“Other”的原因為與人相關的挑戰

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是否有助於因應挑戰

112

86%對於分析是否有助於解決挑戰趨於有信心

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最大的阻礙為何？

113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預算限制並非最大的阻礙



採用數據分析解決特定業務需求的頻率

114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對於採用數據分析是樂觀還是悲觀

115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1/3選擇廣泛或
頻繁採用數據分
析來處理關鍵問
題，另外1/3則否。



目前主要執行的數據分析計畫

116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與UAI先前的研究
相比「系統建模」
的比例上升許多。



未來的投資計畫

117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工具/資料來源的使用

118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Spreadsheets”
依然是最大宗

有不少計畫採用
智能感測器、
AMI與DMS的資料



如何使用AMI及智慧電網的資料

119資料來源：UAI “The Current State of Smart Grid Analytics ” sponsored by ABB. (2017.9.21) 

其他的應用還有
預防性維護、
自動故障地圖和
變壓器管理等



 多數電力公司對於數據分析能夠有助解決目前面對的挑戰
持樂觀態度，但許多對於自己的公用事業能否克服限制數
據分析的因素，則持保留態度。

 從智慧電網中學習─能夠數據分析其他的公用事業加速價
值實現。

 公用事業的數據分析已成熟，雖然過程可能不夠快；所有
公用事業都需要強大的數據分析策略。

 進行數據分析，預算問題不是最大的挑戰。

 資產最佳化十分重要。

 投入數據分析的支出呈現上升。

 數據分析是公用事業數位化的基石。

 公用事業正投資於企業IT整合，以利用現有數據。

 公用事業側重於數據分析路徑、使用案例和操作改進。

Key Takea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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