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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
著大數據與巨量資料分析技術興起，各國

開始有研究計畫結合專家系統與勸誘式節

能技術，建立雲端平台，提供智慧化家庭用電

分析，讓家庭住戶可以了解自身用電行為與鄰近

同類型家庭之間比較是否有改善空間，與相關節

能手法，提升節能意識，進而形成一個以節能

為專業主題之能源網路社群。

專家系統可應用於家庭節能諮詢與改善，美

國能源局 (U.S. Department of Energy)、環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及加州能源

委員會 (California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主

導與開發，於1996年發展出名為「Home Energy 

Saver」專家系統平台 [1]，收集大量家庭背景資

訊。

用戶登入平台，自行輸入多項耗能習慣問題，

該系統會提供節能改善建議，僅限美國地區使

用，至今每年約有一佰萬人使用，其中90%為

實際家庭用戶，10%為房東，每年每戶約可節

省20%以上的電費支出，並為美國政府帶來政

績。

英國「Home Energy Trust」網路公開住宅節能

資訊平台 [2]提供英國住宅人民在家裡節能之各

種建議以及方法，如：再生能源利用、建築板

材之選擇、各家電設備之汰換 (能源性能證書之

判定 )等等，並同樣透過相關補助以及獎勵鼓勵

住宅民眾根據自身用電行為之改變自發性節能節

電。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提供智慧家庭類似服務平

台－電氣家計簿 [3]，包括節能訊息、可視化用

電服務、同等規模用戶分析等資訊給不同族群

用戶，以幫助用戶採取更有效的節能管理行動，

並提供用戶採取相關作為所產生的量化效果 (例

如：成本節約或獎勵 )。

人們常因疏忽而有耗能、浪費資源、破壞環

境等行為，透過上述資料顯示，人們的不良耗

能行為可透過智慧化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人機

互動、有趣的方式來提醒目標用戶與宣導節能教

育來改變人們的不良耗能行為。

然而，台灣住戶每兩個月一期的電費單僅有本

期用電量與去年同期用電量等資訊，住戶難以理

解自身長期用電行為是否異常，沒有適當資訊與

教育，缺乏省電動力，且在個資法保護與隱私

考量下，高用電目標用戶互動管道不佳、參與

吸引度不足。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資料探勘的分

群分析技術與多元的用電分析應用設計，提高住

戶對自身耗能的理解，進而提升節能意識。

二、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平台

本研究計畫 -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工作，

目前已開發完成家庭用電健檢與改善示範雲端平

台 [4]，服務對象為北部縣市一般家庭之表燈非

營業住宅用電戶，提供家庭住戶節能社群網路平

台，可加強目前紙本電費單只提供有限資訊與繳

費用途，以提高民眾對自身用電關注程度。

此雲端平台目前共設計了10多種用電分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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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化圖表，如下圖1，可分為自我用電比較、分

群分析，以及節電宣導三大面向。自我用電比

較依據時間長短不同可分為期、季、年；分群

分析則將相似家庭進行用電比較、排名，家庭

住戶只要輸入簡易家庭資訊，包括人口、坪數、

建物型態與用電資料調閱，即可與家庭條件相似

之鄰居家庭進行耗能比較；節電宣導提供住戶可

簡易進行的節電行為，落實自發性節能。

以下說明較具代表的用電分析應用設計：

1.本期用電分析

此圖提供住戶最新一期與去年度同期的用電比

較，透過長條圖住戶可以清楚看出兩年同期的用

電差異。另外也提供最新一期的電費計算公式參

考，讓住戶了解累進電費計算級距，提醒節約

用電，避免進入高費率用電級距內，達成節費

目的。

2.近期用電與全體示範住戶平均用電量比較

此資訊圖表結合長條圖與折線圖，長條圖代表

該住戶本年度歷期用電量，折線圖則為所在縣

市之全體示範住戶平均用電量，透過兩種圖示，

住戶可以簡易看出整年度在全體示範住戶中的用

電表現。

3.夏季與非夏季用電量圓餅圖

夏季一般為用電高峰，因此特別提供住戶夏季

與非夏季用電統計圖表，透過圓餅圖住戶可清楚

看出夏季佔整年的用電比例。

4.全體住戶夏季與非夏季用電量圓餅圖

此圖為住戶所在縣市之全體示範住戶夏季與非

夏季的平均用電統計，計算方式與住戶夏季與非

夏季用電圓餅圖相似。透過兩張圓餅圖，幫助

住戶了解其在全體示範住戶中夏季用電的表現。

5.累計節電分析

累計節電圖以階梯圖設計，透過階梯的上升與

下降，可以快速看出節電量變化，並輕易找出

節電瓶頸月，住戶可藉此檢視該月份連續兩年的

用電習慣是否不同，自我調整與修正。

歷史累計節電是住戶去年用電量與前年同期相

比，節電量總合，如下圖2。

從圖2中可以看出該住戶在上半年節電表現良

好，卻因夏季用電量較高，導致10月節電量為

負值，並一次將上半年累計的節電成果抵消，

甚至累計為負。本研究認為若住戶在夏季有用電

需求，如開冷氣，平時可努力節電，到了夏季

用電稍多，也不至於將節電成果付諸流水，整

年節電量仍可持續正成長；反之，若住戶於冬

圖1.…雲端健檢平台用電分析資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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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有較高的用電需求，如：開暖氣、除溼機等，

其餘季節則可多加節電。

6.各期節電圓形圖

此圖方便住戶檢視累計至各期的節電量，當滑

鼠游標滑過節電圓形圖，便可看到該期的節電量

與累加到該期的累計節電量，當該期節電量為負

值，該期月份會以深色字表示以提醒住戶。

7.分群排名圖

分群排名圖提供住戶更進一步的用電資訊比

較，與規模相似的住戶群組比較、排名。雲端

健檢平台會依住戶提供的家庭特徵進行分群，

如：人口數、坪數、屋齡⋯等，即可與條件相

似之家庭互相進行耗能比較，參考指標包括：

條件相似的住戶平均耗能 (平均用電量戶 )、條件

相似住戶中的第一四分位數住戶耗能 (低用電量

戶 )，以及條件相似住戶中的第三四分位數住戶

耗能 (高用電量戶 )，如下圖3。

8.分群排名變化圖

分群排名變化圖提供住戶當年度各期的用電排

名，使住戶了解各期用電排名差異，如下圖4。

本研究同時利用排名表現進行策略研擬與節電

建議，找出高節電潛力目標住戶，提醒節電，

高節電潛力包含各期持續高排名住戶，以及排名

高變異住戶，排名高變異表住戶曾經屬低排名，

只要注意節電，即可回到低排名，是節電推動

的優先目標。

9.節電海報宣傳

提供示範住戶節電文宣海報，以可簡易進行，

不需花費太多操作成本與時間的節能手法，期望

示範住戶可落實節能減碳與自發性節能。

透過上述視覺化用電分析圖表，家庭住戶可以

很容易地評估自宅的耗能表現，進而找出浪費用

電行為之問題所在，並加以改善。

三、用電行為分群標籤

本研究找出家庭住戶與鄰近同類型家庭之間

比較是否有改善空間，是採用資料探勘中的

k-means分群分析技術 [5]，k-means分群分析一般

是先決定想分的群數，再進行分群，因此如何

解釋分群結果成為重要的議題。

以下說明本研究進行的分群標籤過程，以北部

某縣市181戶單月份示範住戶為例，依背景資料

如人口數、坪數、房間數、屋齡等搭配手軸方

法 [6]先將示範住戶分為6群。

接著列出各群的中心特徵，如下表1。表格首

先列出資料筆數，可以發現第2群筆數最多、第

4群筆數最少。

接著可以看到全部資料與各群在各個特徵的平

均數。若該群的平均值高於全部資料的平均值，

圖2.…歷史累計節電分析應用設計 圖3.…分群排名應用設計

圖4.…分群排名變化應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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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以綠色字表示，否則以紅色字表示。如果

該群為全部分群中平均數最高的一群，則會加上

底線。例如第3群的「人口」平均數為5.4，為

六個分群中最高的一群，以綠色底線表示。第

5群的「屋齡」平均值為3.4，為六個分群中最低

的一群，以紅色底線表示。

表2為示範住戶分群比較表。分群比較表更進

一步摘要了前述的各群中心特徵。分群比較表挑

出了連續型特徵，將各群的特徵分成「大於全部

資料平均值」跟「小於全部資料平均值」兩種。

以第5群來說，僅有「筆數」大於全部資料平均

值，其他特徵皆小於全部資料平均值。若該特

徵的平均值是為全部分群中最高或最低，則會加

上「 *」跟顏色表示。例如第3群的「人口」為各

分群最高的一群，則以「人口 *」表示。

下表3為示範住戶分群標籤表。依據群組的資

料特性整理出群組特色，再依據特色給予各個

群組命名。以第3群來說，「人口」和「屋齡」

是六個分群中最高的一群，其特色為人口最多，

屋齡最大，因此可以合理將第3群標籤為「老屋

大家庭」，同理標籤其他群組。

分群標籤賦予群組更佳的解釋性，並協助決策

單位看出群間差異，可針對不同特性的住宅群組

用戶進行更有效益的節電宣導。

四、結果與討論

隨著資料科學的興起，近年來國內外積極發展

專家系統，進行智慧化家庭用電分析。本研究

亦發展一雲端節能服務平台，提供多元的用電分

析應用設計與線上分群分析技術，協助各縣市政

府了解該區域用電行為資料，也讓家庭住戶可以

了解自身用電行為與鄰近同類型家庭之間比較是

否有改善空間。

另外，有了群組標籤將可協助決策單位針對不

同特性的住宅群組用戶進行合適的節電宣導，也

能更準確的傳遞家庭節能設備汰換資訊給予目標

住戶，達成更有效的節能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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