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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村里熱點節能趨勢與特性探討分析

村里熱點節能趨勢與
特性探討分析

1. 前言

全
球針對家庭住宅節能策略，主要以用電

行為調查及資訊回饋為推動作法。美

國能源資訊署 (EIA,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定期公布所調查的住宅能源消

費調查 (RECS,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1]，對能源最終用途進行估計分析。

中國西北家庭用電和生活狀況 [2]，根據1,128

份調查問卷，得到城鄉居民用電量資訊，包括

家庭收入、電價、各種電器及使用時間、主要

家電購買價格、家庭大小、用電量。反映樣本

戶的用電行為、偏好和生活模式，為分析家庭

用電量與生活行為關係提供參考。瑞士電力公司

協會由7家公用事業客戶 (25%)電訪1,200個家

庭住戶 [3]，收集調查房屋特徵、人口、家電數

量，利用用電數據分析將資訊回饋予用戶，以

觸動自發性節能。

本研究以全國村里公開資料，如村里每月售

電量、用電戶數、教育程度分布、所得級距、

男女人口比例以及年齡分布等特徵資訊，如下

圖1.1，透過村里年售電量，篩選出節能率較低

之熱點區域，並可根據村里特性，助推縣市政

府擬定節能計畫與執行合適的推廣活動。

2. 研究內容

文獻 [4]以地理資訊系統 (QGIS)測量氣候因

素、所得和人口特徵變數對住宅用電量作探討，

範圍為2014年至2016年夏季 (6、7、8、9月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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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村里的縱橫資料，使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及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model)

進行分析，其中研究結果顯示：人口特徵變數中

65歲以上中老年人顯著正向影響用電量。

本研究以我國某縣市204個村里為示範場域，

圖1.1…村里用電熱點分析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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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探討分析

收集村里公開特徵資料集，並以節能率篩選分析

熱點村里，再將其他特徵作關聯性分析與節能建

議之參考指標。架構如下圖2.1：

圖2.1…本研究流程架構圖

(一)村里住宅用電戶月均用電計算

我國台灣電力公司提供公開資料有全國村里每

月售電量及用電戶數，如下圖2.2。

圖2.2…某縣市部分村里售電及戶數資料摘要

利用算數平均數將每月售電量除以用電戶數即

可得平均每戶每月之用電量，但某些村里在每月

用電抄表戶數以及售電量差距極大，計算村里戶

月均用電量會呈現差異起伏，如下圖2.3。

圖2.3…某村里透過上述公式計算戶均用電量

為了計算村里每月節能率有較合理分析，本研

究採用算數移動平均數，將連續兩月份之售電量

相加，除以該連續兩月份之抄表戶數相加，以

連續兩月份之抄表戶數總和代表該村里總用電戶

數 (因為住宅用電以兩個月為一期 )。

移動平均法所計算出村里每戶每月平均用電之

變化量相對於上述計算出戶均用電之變化量較為

平緩，如下圖2.4。

圖2.4…某村里透過移動平均計算戶均用電量

(二)村里節能率計算

本研究以每年同月份之平均用電量，分析每年

同月的用電趨勢，計算每月節能率為分析節能參

考指標，節能率計算如下：

每年皆可計算出12個月份之村里節能率，本

研究以台灣某縣市的204個村里為示範場域，計

算近三年之節能率以及其平均值。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找出區域性用電趨勢逐年

升高之目標熱點 (村里 )，在門檻篩選中以連續兩

年之平均節能率皆小於等於 -2%的村里作為熱點

分析對象，在示範場域204個村里當中，選出

12個熱點村里，如下圖2.5。

圖2.5…篩選出熱點村里

同時，由下圖2.6可看出，這些熱點村里之近

三年 (2015~2017年 )平均用電戶數並沒有太大變

化，而總售電量逐年升高，可驗證其為節能率

較低的目標對象。

圖2.6…熱點村里近三年用電戶數及總售電量

(三)村里特徵-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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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7]研究我國公務機關人員的環境知識、

態度以及環境行為對節能減碳措施之影響。量化

研究結果有： (一 )環境知識方面：在不同教育程

度方面，有關節能減碳概念以高中高於研究所、

大學（專科）高於研究所。(二 )環境態度方面：

女生、年紀較輕者、服務單位屬業務單位者、

教育程度較高在環境態度變項中有較好的環境態

度。

我國目前開放資料平台提供以村里為單位之教

育程度分布，其級距為博士畢業、碩士畢業、

大學畢業、大專畢業、高中畢業、國中畢業以

及國小畢業。而分類的依據分別是未婚、已婚、

喪偶與性別男女，統計出全國各村里年齡在15

歲以上之教育程度分布人口數。

由於開放資料集中教育程度之分類項目較多，

在計算其關聯度之結果較不易分析與歸納。因

此，將熱點村里之教育程度分布資料擷取並作

資料分類合併分析，大專以上畢業 (含 )之未婚、

已婚與喪偶的男女合併為一群組；高中以下畢業

(含 )之未婚、已婚與喪偶的男女合併為另一群

組，計算其各熱點村里所佔百分比如下圖2.7所

示：

圖2.7…熱點村里之教育程度分布比例

計算熱點村里的教育程度與節能率之關聯性，

本研究採用計算關係係數之方法判斷其兩者之相

關聯度，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 為樣本平均數 (12個熱點村里節
能率之平均值以及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之百分比平

均值 )。計算出結果為0.42(42%)，表示此特徵在

關係係數中屬於中低強度關聯性。

(四)村里特徵-年齡人口

我國目前開放資料平台提供以村里為單位之年

齡人口分布，其級距為0~100歲以每一歲為一個

區間之男女人口數。

由於開放資料集中年齡人口之分類項目多且發

散 (101個區間 )，在計算其關聯度之結果較不易

分析與歸納。因此，將12個熱點村里之年齡人

口分布資料擷取並作資料分類合併分析，以0~5

歲之男女人口合併為一群組、6~18歲、19~65

歲、66歲以上。計算熱點村里之各年齡級距分

布所佔百分比如下圖2.8所示：

圖2.8…熱點村里各年齡級距分布百分比

同樣計算相關聯度，結果為 -0.56(-56%)，代表

具較高強度之負相關性，0~5歲之幼兒童在村里

佔比越高，則該村里平均節能率越低。

(五)村里特徵-所得收入

西班牙住宅用電需求的實證分析 [5][6]，利用

2001至2010年間46個西班牙省的省級匯總數據

進行。實證分析目的是確定價格、所得收入和

空間對西班牙住宅電力需求之影響。

我國公開開放資料集提供2015年全國各村里

之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申報統計，包括縣市代

碼、縣市名稱、鄉鎮市區代碼、鄉鎮市區名稱、

村里代碼、村里名稱、納稅單位、綜合所得總

額、平均數、中位數、第一分位數、第三分位

數、標準差、變異係數以及資料時間。

本研究透過綜合所得稅收，評估各村里住宅之

年平均所得，可分析該村里住宅用戶家庭收入與

經濟能力狀況。以村里2015年綜合所得稅之平

均數、中位數與排名為參考特徵，將12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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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資料擷取出來，如下圖2.9。

計算關聯度結果為0.32(32%)，表示此特徵在

關係係數中屬於低強度之關聯性。

3. 結果與討論

比較三個村里特徵 (年齡人口分布、教育程度

分布以及所得分布公開資料 )與熱點村里節能率

的關聯性，可分析年齡人口之百分比與村里用電

量趨勢具一定程度關聯性，而在教育程度以及所

得分布這兩個特徵當中較無顯而易見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某縣市為示範場域，綜合比較各個特徵

與用電量趨勢、節能率之關聯性，這些熱點村

里之用電量趨勢與年齡人口分布中0~5歲幼兒童

百分比例有較高之負相關性。

然而，並非所有縣市村里皆具此一特性或現

象，仍需要綜合比較各種特徵，例如村里之建

物型態，分析其趨勢並建立合適的節能指標，

進行更有效益之因地制宜的節電宣導、村里節電

競賽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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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分析12個熱點村里之所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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