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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中指出在 1970 年至 2004 年間，全球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增加約 80%，而家庭用電與能源消耗即是增加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之一。為
推動家庭節能，我國在 2010 年正式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不過迄今仍甚少
研究探討民眾對於「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的瞭解，以及此標示對於購買節能家電
的意願有多大影響。本研究以冰箱為例，以聯合分析(conjoint)的實驗設計操作冰
箱的三個屬性：能源效率等級(第 1 級、第 3 級、第 4 級)、價格(23000 元、25000
元、28000 元)、以及 MIT 微笑標章(有、沒有)，探討這些屬性對冰箱購買意願的
作用。另外，本研究也透過次序迴歸(ordinal regression)程序進行分析，預測省電
習慣、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人口變項等因素對民眾購買省電冰箱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共訪問 170 名 20 歲至 70 歲的高雄市一般民眾。結果
顯示，效率等級越高的冰箱，民眾購買意願越高；冰箱售價越高，民眾購買意願
越低；有 MIT 微笑標章的冰箱，購買意願也越高。這顯示若未來政府能透過強
勢宣導，讓民眾瞭解能源效率標示，則效率等級標示是可以影響民眾購買冰箱的
意願。此外，人口變項中的家庭總月收入對民眾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也有統計上
顯著的影響。

關鍵字：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節能標章、MIT 微笑標章、效率等級、節能家電、
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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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70 to 2004, global CO2 emissions had increased about 80 percent and
residential energy use w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To promote residential energy saving, Taiwan had imposed Energy
Efficiency Grade Labeling on refrigerators and air-conditioners since July 2010.
However, so far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uch a label
and how it influences the intent to buy household appliances. This study used a conjoint
experiment to explore how three attributes might affect people’s intent to buy
refrigerators. The attributes were efficiency ratings (Grade1, Grade 3, Grade 4), price
(NT$23,000, NT$25,000, NT$28,000), and MIT Smile Label (labeled or not labeled).
This study also ran ordinal regressions to test how power saving habits, beliefs about
electricity use and power saving, and demographical variables would influence people’s
intent to buy energy-efficient refrigerators.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170 Kaohsiung
residents aged from 20 to 70 took part in this study. Results suggest that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buy refrigerators that have high efficiency rating or MIT smile label, or
low price. Additionally, respondents with middle family income were less willing to buy
energy-efficient refrigerators than those with high family income.

Keywords: Energy Efficiency Grade Labeling, energy label, MIT Smile Label,
efficiency rating, energy-efficient appliance, electricity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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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 變化專家小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中指出在 1970 年至 2004 年間，全球二
氧化碳(CO2)排放量增加約 80%。而造成氣候暖化最主要原因來自能源供應、
交通運輸、工業、住宅及森林砍伐(葉欣誠，2010)，這些的人類活動使溫室氣
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增加，導致極端氣候發生機率提高。這些極端氣候的發生，
包含 2003 年，歐洲出現罕見的熱浪，襲擊法國、西班牙等國家，造成超過四
萬人熱死；2005 年，卡翠納颶風侵襲美國墨西哥灣，造成紐奧良市幾乎全毀。
這些氣候事件悄悄提醒我們，地球正在快速暖化。
工業革命以後，石油、煤炭、天然氣等成為我們發電、提供能源之主要
燃料。然而台灣並無自產能源，近 99%能源需仰賴進口，能源發電更主要以
高污染之火力發電為主。根據我國能源局(2012)最新統計，工業用電占 49.8%，
其次則為服務與住宅用電各約佔 19.3%與 18.3%；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也統計家電器具及辦公設備每年約佔 IEA 會員國總用電
量的四分之一(嚴萬璋，2001)。這顯示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用電與能源消耗，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若能隨手關燈、少開冷氣等，減少不必要的能源耗損，
同時選擇能源效率高之產品，則可為地球減少過多的二氧化碳。
許多先進國家早已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提升高效能產品的
使用以減少過多二氧化碳的排放。法國最早在 1976 年實施強制性的能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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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接著澳洲也在 1986 年正式立法實施家用器具的能源標示；而歐盟與美國
也隨後趕上，分別在 1992 年與 1975 年實施比較型能源指標(Energy Guide)。1
上述國家在推行能源標示制度之後，不僅降低耗能的使用，也減少了許
多溫室氣體的排放。以 1992 年的澳洲來說，相較實施初期則節省了大約
630GWh 的電力，亦即降低 65 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引自嚴萬璋，2001)。
另外，Waide 在 1999 年的研究也預測歐盟在能源標示制度推動後，將削減二
氧化碳排放量高達 104 百萬噸(引自嚴萬璋，2001)。
從國外的經驗看來，實施能源標示制度來推廣節能產品、改變大眾消費
型態，用以達成提高能源使用效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之目的已成為一種國
際趨勢，而我國最早於 1973 年由行政院核定「台灣地區能源政策」，其中明
確揭示六大方針：穩定能源供應、提高能源效率、開放能源事業、重視環保
安全、加強研究發展、推動教育宣導。 然而近年來， 由於國際情勢改變、 重
視環境議題、能源耗竭等因素，故我國將提高能源效率與環境保護，列為重
要的能源策略方向。 並在 1980 年 8 月，初步將能源效率標示制度納入「能源
管理法」
，不過當時沒有相關罰則。後來歷經三次條文增修法制作業(1992 年、
2000 年、2002 年)直到 2009 年 7 月 8 日才修訂完成(高紹惠，2010)。
台灣在 2010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以下簡稱能源
效率標示)，主要強制標示的產品為高耗能、高普及率的民生家電：窗(壁)型
及箱型冷氣機與電冰箱。標示如圖 1.1 所示，標示資訊有每年耗電量、有效內
容積、能源因數值以及能源效率 1-5 等級。以溫度計象徵地球暖化增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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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標章可分為三大類；(1).認證型標章(Endorsement Label)：以各國能源效率基
準值(通常以市面上前 15%-20%能源效率之商品做為基準)為能源效率標準，由廠商自行申
請，若符合該標準，則可授予標章。又稱為自願性之標章計畫。(2).比較型標章(Comparative
Label)：可分為分級型及連續型兩種類型。可提供相關能源效率資訊，以利消費者與其他同等
型 號 商 品 進 行 能 源 效 率 比 較 ， 而 該 標 章 通 常 為 強 制 性 之 標 章 計 畫 。 (3). 資 訊 型 標 章
(Information-only Label)：僅提供產品的能源消耗量、能源效率指標，而並無比較產品間的能
源效率(嚴萬璋，2001)。
2

將能源效率區分為五個等級，最上方的第 5 級為紅色，屬高耗能產品；最下
方靠近地球圖案則為第 1 級，也就是相對節能之產品。

圖 1. 1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冰箱效率等級的區分標準主要與同類型冰箱之能源效率做比較，並以能
源因數值（Energy Factor，EF）之基準值進行計算。2根據表 1.1 得知，每個效
率等級皆相差 7%的能源因數值，相當於相差 7%的能源效率。

2

能源因數值（EF，Energy Factor），單位為公升/度/月，即每月消耗 1 度電所能使用的

容積大小，EF 值愈高愈省電。
3

表 1. 1 電冰箱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
1級
2級
3級

能源因數值基準之121%以上。
能源因數值基準114%以上，低於能源因數值基準之121%
能源因數值基準之107%以上，低於能源因數值基準之114%

4級

能源因數值基準以上，低於能源因數值基準之107%

5級

低於2011年1月1日實施之能源因數值基準
根據能源局(2012)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資料顯示，截至 2011 年 6

月止，共核准登錄 3,917 款冷氣機，719 款電冰箱，皆以第 5 級最多，其次為
第 4 級，以電冰箱來說，第 5 級佔 55%，第 1 級的產品則只有 5%，之後更擴
及其他家電產品，如除濕機、熱水器、省電燈泡等。不過從去年(2012)開始，
能源局為進一步提升能源效率水準，改訂定第 4 級為最低能效水準，因此目
前市面上只有 1、2、3、4 級效率的家用電器。
經濟部(2012)為推動綠色消費與能源價格合理化之配套措施，到目前為止
已針對節能家電推動兩波補助計畫。第一波於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為期 3 個月，
針對購買規定之特定型號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電冰箱、冷氣機以及貼
有節能標章的洗衣機，可享有每台補助 2000 元整，而冷氣機申請數高達 17
萬台、電冰箱 5.5 萬台、洗衣機 11 萬台(經濟部能源局，2012)；第二波於 2012
年 5 月 17 日起至 7 月 23 日，其補助要點為凡購買經濟部能源局核准登錄之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等級為 1、2 的冷氣機或已獲得節能標章之電視機及顯
示器，均可獲得補助 2000 元整。
從過去研究(鄧淑娟，2011)顯示，大多數會申請節能家電補助的民眾，因
為其就有購買家電或汰舊換新的意願，也剛好順應政府節能補貼政策而獲得
價格補助，並非因為自身的環保態度之影響。因此家電的實際購買價格如何
影響民眾選購節能家電的意願也是本研究的目的。
國內自推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以來，相關研究文獻很少，目前只有
兩篇碩士論文(如戴玉清，2011；鄧淑娟，2011)，皆是探討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4

與願付價格之關係。而鄧淑娟(2011)也針對台灣各地共 855 名民眾，探討對能
源效率標示的認識，只有 25%的民眾表示曾經看過且清楚標示之意義。雖然
該研究中，民眾多數表示沒看過或聽過能源效率標示，不過本研究與鄧淑娟
不同之處，在於探討若民眾第一次看到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能源效率標示之
資訊是否可作為判斷省電程度之參考依據，換言之，民眾是否能清楚理解能
源效率標示。目前國內民眾對節能家電之購買是否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推廣有關並不清楚，過去的研究也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因此，標示的訊息如
何影響消費者選購家電的意願也有待研究探討。

第二節、研究目的

家庭用電一直是民眾耗能的主要來源，因此節能家電的推廣是目前我國
邁向低碳社會與綠色消費的重要政策之一。對一般人來說，家電的能源效率
並不清楚，需要一些資訊的協助。因此本研究試圖瞭解目前推行的「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是否可幫助民眾瞭解家電的能源效率，並進而影響民眾選擇具
有節能效益之家電。
簡言之，本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1. 探討民眾對「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的瞭解程度；
2. 探討「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對購買節能家電之影響；
3. 探討其他影響民眾選購節能家電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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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文獻包含六個部分：第一節探討國外推行能源標章之概況與其成
效；第二節探討國內各種能源標章推行制度；第三節探討能源效率等級對家
電購買意願的影響；第四節探討電價影響民眾參考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相關
研究；第五節探討價格對購買節能家電或環保產品之影響：最後，筆者在第
六節加入探討台灣製 MIT 微笑標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主要原因有兩點：一
為本研究最初只探討價格、效率等級兩種產品屬性對家電購買意願之影響，
不過由於本研究透過聯合分析法產生的產品屬性組合，皆出現最好（受試者
一定會最優先選擇）與最壞（受試者一定會最後選擇）的屬性組合，並不符
合實際情況，故將 MIT 標章納入冰箱的產品屬性。；二為，消費者購買家電
產品時，除了重視價格，其次則為產品品質及品牌(Gaspar, Antunes, 2011)，而
目前我國也將 MIT 微笑標章做為各產品品質保障的一項指標標示。

第一節、國外能源標章

國外目前實施能源效率標示機制的國家主要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
歐盟及中國大陸。能源標章的形式主要區分為美國型、澳洲型以及歐盟型為
代表，其他國家則為混合型式(嚴萬璋，2001)。故本節就這三個形式的代表性
國家就其能源標章計畫施行概況及推行成果分述如下：
一、 美國能源標章制度
美國推動能源效率標準制度始於 1975 年，由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制 定 「 能 源 政 策 與 節 能 法 案 (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 EPCA)」並於 1980 年起針對家庭用電量佔 65%的 13 種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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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Murray & Mills, 2011)─如冰箱、洗碗機、洗衣機、冷氣、熱水器等，實
施強制性的比較型能源指標(Energy Guide)標示。如圖 2.1 所示，此標示採用
連續型指標設計，尺標的左端為相同產品中最高效率的年耗電量(kWh/year)，
尺標的右端則為相同產品中最低效率的年耗電量(kWh/year)。當指標越靠近左
端，代表能源效率越高；另外在標籤下方則顯示最高與最低能源效率在每年
總計花費的能源成本。
另外，美國能源部於 1987 年的「國家電器能源節約法案」中建立了最低
能源效率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目的在於鼓勵
廠商生產較高效能的產品並提高其市佔率。隨著制度的改善，美國能源部發
現 Energy Guide 所標示的耗能成本隨著通膨率或能源價格變動，容易造成民
眾對資訊混淆不清(Banerjee & Solomon, 2003)。因此，美國環境保護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與 能 源 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於 1992 年共同推動自願性的能源之星(Energy Star)
標章(如圖 2.2)，主要由廠商自行提出申請並符合法規制定的最低能源效率標
準得以獲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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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洗衣機能源指標

美國「能源之星」

(Energy Guide)
圖 2. 2

圖 2. 1

能源之星的推廣有賴於企業與政府的合作，不僅將能源之星計畫擴大至
大型家用電器(如電冰箱、洗衣機、洗碗機、冷氣、電視)、照明設備(1991) 、
辦公室設備(1993)(如印表機、電腦、監視器、傳真機)以及冷暖空調設備
(1995)(如中央空調、除濕機、暖氣)更擴大至商業建築(1999)。在 2002 年符合
能源之星的產品就已高達 20%的市占率(Brown , Webber & Koomey, 2002)，也
顯示出美國政府積極推廣能源之星的決心。
二、 澳洲能源標章制度
澳洲並無像其他國家統一制定全國性節約能源法案，因此，能源標示管
理法案是由各州自行立法與推行(黃傳興、林俊宏、鄒金台，2007)。早在 1970
年，新南威爾州以及維多利亞州即提出家電的能源標示制度，歷經多次商討
後，最終於 1986 年正式立法推行家用器具的能源標籤，種類包括冰箱(1986)、
冷氣(1987)、洗碗機(1988)、乾衣機(1989)、洗衣機(1990)。不過直至 1992 年，
京都議定書的簽訂，澳洲政府才正式設立「國家器具及設備能源效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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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ppliance and Equipment Energy Efficiency Committee, NAEEEC)」統
籌推動家用電器設備能源效率計畫(National Appliance and Equipment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 NAEEEP)，又可稱為 E3 計畫(Equipment Energy Efficiency
Program)。E3 計畫主要包括兩大政策，一是制定最低能源效率標準(MEPS)，
禁止在澳洲販售低於該標準之電器用品，二是實施強制性能源標示(圖 2.3)，
幫助澳洲民眾選擇高效能產品。

圖 2. 3 澳洲能源等級標示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澳洲的標籤設計簡單易懂，僅以兩個關鍵訊息為主，
分別是能源消耗量(kWh/y)與星級評等；若星星數越多，則效率等級越高。過
去研究(Harrington & Wilkenfeld, 1997)也發現，超過 65%的澳洲民眾瞭解能源
標示的資訊，另有 90%的澳洲民眾表示購買家電時，會注意能源標示，更有
45%民眾表示購買家電的決策因素會受能源標示提供的資訊影響。
澳洲在 1986 年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後，每年電冰箱平均節省了大
約 500GWh 的電力；在 1999 年、2005 年、2010 年相繼提高三次「最低能源
效率標準」 (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之後，澳洲也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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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止 ， E3 計 畫 每 年 可 幫 助 家 庭 住 宅 及 非 家 庭 住 宅 分 別 減 少
22000GWh、10300GWh 的能源消耗，相較 2010 年更預計減少 19%的碳排放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Efficiency, 2011) 。
三、 歐盟能源標章制度
歐盟的發展與能源息息相關。早在 1952 年，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
時、盧森堡、西德為對能源使用有一致的目標，乃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
並制定「煤與鐵條約(Coal and Steel Treaty)」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Euratom Treaty)」。然而許多歐洲國家早已察覺能源短缺的問題並分別實施能
源效率標準與能源標章，波蘭是國際上最早(1962)實施強制性最低能源效率標
準的國家；法國隨即在 1966 年制定冰箱的能源效率標準，並在 1976 年正式
實施強制性的能源標示(嚴萬璋，2001)。
歐盟一直以來因為體制的限制以及各國協商不一等原因，並無制定統一
的能源標章計畫。然而隨著歐盟國家對能源依存度逐漸提高下，歐盟理事會
終於在 1992 年頒布 SAVE 計畫(Specific Action for Vigorous Energy Efficiency)
(翁兆霖、林唐裕，2007)。此計畫涵蓋節能建築的認證制度、汽電共生、鍋爐
定期檢測、能源使用者付費制度以及公布實施統一性的家用電器能源標示(圖
2.4)。歐盟的能源標示採用長條圖與顏色來區分 A 至 G 共 7 個等級，A 級以
綠色表示能源效率最高，G 級以紅色表示能源效率最低。相較於上述幾個國
家，歐盟的能源標示除了效率等級與耗電量外，更提供產品的重要特徵資訊(例
如，冰箱的容積量、噪音值)。隨著歐盟的推廣，A、B 等級的洗衣機在 2001
年已達總銷售量的四分之三； A 級效率的冷氣機也在 2004 年有 50%的市佔
率(Stø & Strandbakken, 2009)，因此在技術革新與能源效率標準不斷提高下，
能源標示設計勢必不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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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理事會在 2010 年 5 月修訂能源標示，將舊制的效率等級由 A 級細分
成 3 種類別(A+++, A++, A+)。不過 Heinzle and Wüstenhagen (2010)研究發現新
能源標示(圖 2.5)在實施初期容易造成混淆，反而降低了民眾對能源效率分級
的關注性。另外，Mills and Schleich(2010)也認為現今的能源標示可以額外增
加能源效率等級的相關數據，例如 A-50%。其希望能讓民眾快速辨別比較：
若使用相同等級 A 的產品，只需要用到 50%的能源。從歐盟的能源標示制度
改革可知，隨著各國技術創新與不斷提升能源效率標準的結果，標籤的重新
設計勢必成為各國面對的主要課題。

歐盟能源標示
圖 2. 4

歐盟新能源標示
圖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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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內能源標章

台灣目前推行的標章包括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能源之星標
章、綠建築標章、防火標章、安全標章以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楊國樑、趙家
民、謝佩諭，2009)。本節就幾個能源標章相關的制度發展概略介紹如下：

一、環保標章
環保標章的興起，始於西德在 1997 年提出「藍天使」(Blue Angel)標章計
畫，也是第一個推動全國性環保標章之國家(林佩玉、江惠櫻、吳鉉智、曹美
慧、顧洋，2010)，西德實施之後，各國也相繼仿效推動。
而我國環保標章制度於 1992 年 8 月經行政院正式公告實施，目的在於鼓
勵事業單位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使用、廢棄等產品週期過程中，能夠降
低環境污染及節省資源之消耗(行政院環保署，2012)。我國環保標章(圖 2.6)
的設計理念也以「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象徵「可回
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接著在 1998 年，政府更以立法推動綠色
採購方案提升環保標章產品的市占率，根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六條內容指出
「政府機關必須優先採購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或是產品製造過程及廢棄物處
理，符合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污染或省能源者，得以允許 10%以下價差優
惠」(行政院環保署，2012)。
我國「環保標章」依據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公告的 ISO14020 系列標準定義可區分三大類，第一類
環保標章，強調考慮產品的生命週期，也就是從原料取得、經產品製造運輸、
使用與處置的過程中，必須符合多重性的規格標準，並經由第三者專業機構
認證，得以授證之，多數國家的環保標章屬於此類，如德國藍天使標章(German
Blue Angel)、日本生態標章(Japan Eco Mark)、台灣環保標章 (范懿文、方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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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峰，2012)；第二類環境訴求，由廠商、經銷商自行宣告該產品之環境訴
求，如使用再生材質、可回收、低汙染或節約用水用電等對環境產生較小衝
擊之訴求條件，因此不須經由第三者認證機構，然而此類並沒有專用標章，
因此強調廠商的廣告行為必須誠實；第三類環境宣告，是基於產品生命週期
之特性做評估，並經由第三者認證後，提供消費者可量化的環境績效評估。
我國是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Global Ecolabelling Network，簡稱 GEN）
的會員國，也是創始國之一，該組織的目的在於促進各國環保標章推廣與推
動國際合作，並共同提升第一類環保標章的公信力。另外，我國也協助許多
開發中國家建立標章制度，包括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由此可知，
我國的環保標章制度可說是相當成熟。

圖 2. 6 環保標章

二、節能標章
我國節能標章制度於 2001 年正式實施，與美國的「能源之星」同屬自願
性認證標章。我國節能標章圖示(圖 2.7)主要由「電源與愛心雙手」代表用心
節約能源、「生生不息的火苗」代表可燃油氣、「電源插座」表示家庭用電，
倡導國人從生活中響應節約能源並選用高效能的產品。貼有此標章的產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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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能源效率比國家認證標準(CNS) 3 或一般市售產品高出 10-50%(林佩玉等
人，2010)，也即在使用條件之下，獲得節能標章的產品比一般市售產品耗損
較少能源並且具有長期節能效益。經濟部(2011)為能有效提升國內產品的效能
及刺激廠商生產高效能產品，我國先後於 2007 年、2008 年、2011 年分別將
我國節能標章之效率基準提高 26%、10%及 14%。因此，目前我國的節能標
章效率基準與美國能源之星的能源效率基準相近，更比歐盟電冰箱的效率水
準 A+高出 10%。由此可知，可看出我國致力於提升能源效率與國際趨勢接軌
的決心。
不過實施初期，各界對節能標章的認識並不高，以 2003 年經濟部的調查
顯示，民眾對於節能標章的認知度只有 33.6% (經濟部能源局，2003)。為能有
效推廣節能標章，政府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至隔年 3 月 31 日補助民眾購置節
能標章產品，凡購買節能標章之冷氣機、電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可享每台
補助 2000 元。也透過各種文宣宣傳，並結合消基會與主婦聯盟等民間團體共
同舉辦多次宣傳活動。對於企業的獎勵方面，也有「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
貸款」、「公司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新及潔淨能源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
法」與「政府機關辦公室節約能源措施」等辦法，以鼓勵公司行號購置節能
產品(經濟部能源局，2003)。2007 年 12 月經濟部以『節能護地球 樂活 easy
購』之消費理念建置「節能標章網路商城」，提供民眾瀏覽查詢節能標章各
種資訊；另外也為便利廠商申請認證與提高申請效率，於 2007 年 1 月正式成
立「電子化節能標章申辦作業系統」與「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除此之外，
政府每兩年必須針對市場趨勢、廠商生產、政策法規及技術革新等因素，進
行能源效率基準檢討與修正，以因應節能技術創新的趨勢。

3

CNS,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1935 年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理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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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2012)已有 38 種產品通過認證，共計 6392 款節能標章產
品，涵蓋範圍也從普及率較高的家電產品(如吹風機、排油煙機、電熱水器、
組合音響、電鍋、冰箱、洗衣機、電風扇、冷氣機、除濕機)擴展至交通工具(如
機車、汽車)、辦公室設備(如影印機、印表機、桌上型電腦)以及商用器具(如
出口及避難指示燈、監視器)等。

圖 2. 7 節能標章
三、能源效率標示
我國用電器具的能源標示法案始於民國 1980 年 8 月能源局公佈的「能源
管理法」
，第十四條揭示「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
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容許耗用能源標準，並應
標明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直到 1981 年經濟部將電器的能源效率標示依附
在「商品檢驗法」裡，才正式開啟我國第一個能源效率的標示，一般稱為「標
示銘牌」，不過因標示銘牌並無統一規格，圖 2.8 是其中一個例子 (黃傳興、
林俊宏、鄒金台、莊逢輝，2007)。
每個產品的能源效率表示方式會因其產品特性而有所不同，例如冷氣機
以能源效率比值(Energy Efficiency Ratio, EER) 4表示能源效率，EER 越高，則

4

EER=冷氣能力 Kcal(BTU)/h）/消耗電力(瓦)，EER 越高則代表越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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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越高；電冰箱則以能源因數值（Energy Factor, EF）5表示能源效率，
EF 越高則能源效率越高。不過由於沒有明確統一規格與缺乏誘導消費者選購
高效率產品的統一機制，因此改變消費者選購高效能家電的效果有限。
黃傳興等人在 2007 年所做的調查中顯示，約有六成的消費者認為國內冷
氣機與電冰箱的「標示銘牌」裡的 EER 和 EF 可提供其選擇高效率產品，不
過也有將近四成民眾認為不能；另外調查也發現有 88%的消費者贊成政府能
夠比照國外制度，強制張貼有能源效率等級的標籤。因此經濟部能源局在 2007
年 8 月 15 日召開「冷氣機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之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研究」座談會，其內容指出各國實施強制性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已是國際趨勢，
可參考各國標籤設計並可將每年耗電量或每年電費納入標示資訊，提供消費
者更明確的用電資訊(黃傳興等人，2007)。能源局依照此草案的內容，終於在
2009 年 7 月 8 日修訂完成「能源管理法」，並於 2010 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

圖 2. 8 冷氣機的一種標示銘牌
資料來源：黃傳興、林俊宏、鄒金台、莊逢輝（2007）。「用電器具能源效率標
示機制之探討」，《96年節約能源論文發表會論文專輯》，台灣電力公司，134-149。

5

能源因數值（EF，Energy Factor），單位為公升/度/月，即每月消耗 1 度電所能使用的
容積大小，EF 值愈高則代表愈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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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能源效率標示對購買意願之影響

一個標章能夠影響消費者選購意願，在於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該標章
資訊是值得信賴的，且容易被理解的。因此本節先回顧關於標籤訊息的理解
程度之相關文獻，接著探討在民眾在清楚理解標章訊息之下，效率等級對於
購買決策的影響。
一、 民眾對標籤訊息的瞭解
美國威斯康辛州於 1999 年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將近 70%
的民眾聲稱曾經看過或聽過能源指標(Energy Guide)標籤，但是只有 49%的人
能夠精確描述標籤的資訊內容(Banerjee & Solomon, 2003)；Zhan, Ju and Liu
(2011)提到，在中國雖然有 56.1%的民眾購買時會注意到標籤，但並不清楚標
籤的訊息內容；范懿文、方毓賢等人(2012)也發現消費者對台灣發行標章的瞭
解程度普遍有明顯差異，有 87%的消費者認識環保標章，然而剛推行的碳標
籤僅有 18.6%的消費者可以識別。這些研究指出，各國標籤計畫實施以來，民
眾多半不很瞭解標籤提供的資訊內容。
而以我國來說，戴玉清(2011)探討「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標示」之認
知調查中顯示，大多數民眾(72%)皆表示瞭解「節能標章」政策之意義，也有
56%的民眾瞭解或有些瞭解「能源效率標示」政策之意義。另外，戴玉清透過
文字進一步說明兩個標章政策之介紹和差異之後，有 67%的民眾認為兩個標
章提供的資訊皆很重要，以能源效率標示來說，有 51%的民眾最重視年耗電
量的資訊；其次為效率等級(29%)及能源因數值(9%)。鄧淑娟(2011)研究則顯
示，僅有 25%的民眾曾聽過且清楚理解能源效率標示的制度，而有超過 7 成
的民眾認為能源效率分成 5 個等級，將有助於節能家電購買決策。不過戴玉
清與鄧淑娟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兩種標章政策之瞭解程度，並非對於該標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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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理解程度。因此，我國民眾對於能源效率標示資訊的理解程度則有待研
究與討論。
Mills and Schleich (2010)指出有效影響家庭購買決策的能源標章計畫必
須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消費者必須對能源效率分級系統產生關注，二是標
籤計畫必須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因此 Mills and Schleich 使用參數估計與迴
歸模型，和來自德國一項 2002 年家庭調查的資料，分析家庭特徵與人口特徵
及電價等因素影響能源分級系統的關注程度，以及選購 A 級效率家電的影
響。Mills and Schleich 發現，家庭特徵中，家庭居住人數、家庭總收入、住宅
坪數、新舊建築皆會影響該家庭對能源效率分級的關注程度，其中住宅坪數
越大、新建築的家庭、家庭的收入越高，則越瞭解能源效率分級資訊，且購
買 A 級效率冰箱的意願也較高。人口特徵中，教育水準越高，越瞭解能源效
率分級資訊；越年輕的民眾，越瞭解效率分級資訊，其中又以 18 歲的民眾最
為瞭解，且中年人較願意購買 A 級冰箱，其中又以 48 歲者購買意願最高。
Mills and Schleich 也發現，退休的人因為擁有較多時間購物，因此購買 A 級
家電的意願也很高。
由上述文獻可知，不管是家庭特徵或是人口特徵皆會影響民眾對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的關注程度與瞭解程度或是購買省電家電的意願。而民眾對標籤
資訊的瞭解程度往往決定標籤是否發揮其作用，換句話說，若民眾對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沒有清楚的認識是發揮不了作用的。為此，本研究一方面探討民
眾對能源效率標示的瞭解，二方面試圖透過解說能源效率標示的意義，使民
眾皆能在理解能源效率標示之情況下，探討能源效率標示如何影響民眾選購
省電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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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效率等級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能源效率標示在透過立法制度的推行以及明確提供能源資訊之下，可作
為判斷產品效率的指標。然而該標示可以影響消費者選購意願的原因，在於
當消費者選購家電時，能看得懂效率等級資訊，並且將效率等級作為購買考
量的重要指標 (Gaspar, Antunes , 2011)。
不過探討能源效率的等級與民眾購買節能家電意願之相關研究很少，目
前只有一篇。 Shen and Saijo (2009)透過網路問卷及面訪調查上海民眾在不同
的產品屬性特徵組合下，能源效率的等級對購買冷氣及冰箱偏好的影響。研
究結果顯示，能源效率第 1 級比第 2 級、第 3 級對冷氣及冰箱的選購意願較
高，其中年齡與教育程度也會影響購買意願。由此可知，能源效率高低對消
費者的選擇行為有顯著影響。
各國標章制度的推行與成效會依不同國家文化背景與知識內涵等因素
往往有所不同，我國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後，只有一篇文獻(鄧淑娟，
2010)研究顯示，若認為能源效率分成 1-5 級可幫助購買決策的受測者，其比
較願意購買具有節能效果的省電冷氣機。不過國內並還沒有研究探討能源效
率等級對民眾購買節能家電的意願影響，因此有待評估與發現。

第四節、電價

Marcus 認為能夠有效的推廣一個永續行為，取決於兩個重點，一為影響
個人的態度行為，二為提供與自身經濟利益相關的訊息，例如水電費
(McKenzie-Mohr, 2011)。Curtis, Simpson-Housley and Drever (1984)的研究中也
發現個人的節能態度與省錢動機確實會影響家庭節約能源的行為。
Mills and Schleich (2012)發現，不同世代的家庭或是不同教育水準的民眾
對於家庭節省用電的動機是不同的。越年長的家庭及教育水平越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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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容易因為財務或節省電費支出的因素而節省用電，而教育水平越高或是越
年輕的世代越容易因為減緩地球暖化而節省用電。然而不論節省用電的動機
為何，Mills and Schleich 認為民眾要改變家庭的用電習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此大多數民眾會轉以購買省電家電以達到節省用電的效果。從過去的研究
(Mills and Schleich, 2010；Ward, Clark, Jensen, Yen and Russell, 2011)也可發
現，當能源價格越高，則民眾越偏好購買貼有節能標章之家電。另外 Ward 等
人(2011)也發現，隨著電價的增加，民眾越會注意效率等級高低。
在台灣，鄧淑娟(2011)的研究顯示，國內約有七成民眾知道台電的電費優
惠措施、季節電價措施，也發現有 89%的民眾會在意家中電費的多寡，甚至
會與上期電費比較支出多寡。筆者認為這可能與近幾年國際油價波動與電價
政策方向的改變有關。不過國內的電價對於民眾參考能源標章或透過能源標
章影響民眾購買節能家電之研究卻不是很多，目前只有兩篇關於單位電價與
冰箱投資回收期程之研究(戴玉清，2011；鄧淑娟，2011)。兩篇研究皆以台電
公告之家庭平均電價 2.6 元與 3.2 元做為電價之高低水準，並以第 5 級省電家
電當作基準來計算投資回收期程。戴玉清的研究顯示，因購買第 4 級冰箱所
額外支付的價差，會因電價越高，所需攤平的年限就越短。不過 1 級至 3 級
冰箱則因市售價差太大，而無法攤平售價價差，因此戴玉清認為購買第 4 級
的冰箱是比較好的選擇。另外，鄧淑娟(2011)分別以單體式冷氣機與分離式冷
氣機計算投資回收期程。研究發現第 1-4 級單體式冷氣機因和第 5 級的市售價
差不是很多，因此當電價提高，可能會使民眾為了節省電費而購買效率等級
較好的單體式冷氣機；然而分離式冷氣機則因與 5 級價差較大，因此鄧淑娟
認為民眾比較容易選購比較省電，且價格在可以接受範圍的 4 級冷氣，而可
能不會考慮 1-3 級的冷氣。
由上述國內外的研究可以推斷，電價與家電的價格會影響民眾購買高效
能家電的意願。但是，目前仍無研究探討當冰箱價格與我國的能源效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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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呈現時，它們的變化會如何影響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也尚無研究探討，
民眾心中所知覺到的電價對此購買意願有何影響仍屬未知。

第五節、產品價格

我國經濟部在過去五年對節能標章認知度調查結果顯示，「產品價格」
一直是民眾選購節能家電時最重視的考量因素。其也發現發現民眾購買節能
家電的意願與個人經濟條件有關，因此若省電家電的價格與非省電家電的價
格差距過大時，民眾購買的意願也會降低(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011)。
不過仍有許多研究(如Ward et al., 2011; 楊國樑、趙家民、謝佩諭，2009；張佩
宜，2010 )指出，民眾仍願意支付更多的金額購買對環境友善的產品。
國外的研究中，以 Ward et al. (2011)探討美國能源之星標章與願付價格。
在此研究中，民眾先行被告知貼有能源之星的冰箱每年將節省 14 美元的電費
支出，並透過產品屬性組合與四個不同的產品價格做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
現，雖然民眾預期未來需支付的電費比目前市售價差高，不過仍有許多人願
意購買能源之星冰箱。顯示民眾除了考慮自身經濟利益之外，也願意支付更
多金額購買對地球友善的節能產品。
國內以「節能標章」與願付價格之相關研究中，楊國樑等人(2009)透過條
件估計法探討民眾購買具有節能標章或有品牌的家電所願意支付的金額，該
研究發現52%的民眾願意額外支付5%金額購買貼有節能標章的家電；而有
35%的民眾願意額外支付6~10%金額。張佩宜(2010)探討民眾對高能源效率且
貼有節能標章的冷氣產品之願付價格，也發現消費者對市場上有節能標章的
冷氣皆比對沒有節能標章的冷氣的願付價格高，願意多負擔3,500~3,700元金
額。不過其數據資料取自PChome網站所列的銷售價格以及冷氣型錄，並非消
費者在賣場所看到的實際購買價格，因此願付價格之結果可能與市場上的情
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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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以「能源效率標示」與願付價格之研究中，戴玉清(2011)探討市佔
率較高的第4級能源效率的冰箱相較於第5級冰箱的願付價格。該研究透過假
設性市場評估法得知，民眾的願付價格普遍低於目前市售(2011)之第4級與第5
級冰箱之價差，戴玉清推估可能因為受測者不太清楚目前市售冰箱之價格水
平，而導致研究偏誤。不過其研究也發現，越重視節能減碳、及台電節電優
惠，或是購買冰箱時首要考量節能效果的受測者，其對於第4級的願意價格皆
比較高。然而越在意家中每期電費多寡的人，反而比較不願意支付較高的價
格，可能的原因在於該選項為二分選擇量表，受測者可能產生社會期望性回
答，使得研究結果可能有些許誤差。
根據上述文獻，可歸納出兩點發現：(1)民眾普遍願意負擔較高的價錢購
買具節能效益的家電；(2)部分民眾會以成本效益來衡量目前支出的產品價格
與節省的電價多寡，做為購買節能家電之依據。
雖然民眾普遍願意負擔較高的價錢購買節能家電，不過願付價格之相關
研究，與民眾在現實生活交易的實際價格有所差距，因此在缺乏實際交易價
格下，筆者對節能家電願付價格的發現採取保留態度。然而過去的研究也沒
有將產品價格與效率等級放在一起探討，故本研究試圖瞭解產品價格與效率
等級之間如何影響民眾購買節能家電之決策。

第六節、台灣製 MIT 微笑標章

雖然許多研究顯示，大多數民眾聲稱願意花費更多金額購買具有高能源
效率的家電，不過他們更在意的是家電的價格、產品品質及品牌 (Gaspar,
Antunes, 2011)。由於我國目前將 MIT 微笑標章做為各產品品質保障的一項指
標標示，因此試圖探討 MIT 標章對於購買家電決策之影響。本節先介紹 MIT
微笑標章，接著回顧其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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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製 MIT 微笑標章之介紹
近年來由於國際貿易環境快速變動與經濟自由化的發展之下，使得全球
市場競爭日益加劇。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改變，行政院在 2005 年提出「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產業發展套案」
，以達成「繁榮、公義、永續的美麗台灣」願
景(經濟部全球資訊網，2013)。在產業均衡發展方面，為協助弱勢產業及輔導
中小企業，計畫推動 MIT 認證，以強化共同標章的產品形象與優質的市場競
爭環境。另外也為因應我國簽訂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與 FTA(Free Trade Agreement)等貿易協定所產生的經濟衝擊，因此
經濟部在 2010 年 1 月 15 日正式推動「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
，以及
「台灣製 MIT 微笑標章」
，並由政府委託的第三者的認證機構，辦理台灣製產
品之品質檢驗。政府希望透過該品質檢驗制度，將台灣製產品提升至物超所
值的理念，並提升消費者對台灣製產品的信心與認同感。
該認證制度屬業者自願性參加，其申請認證產品共分為三大類，第一類
為經評估為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衝擊之產品，如成衣、毛
衣、寢具、家電、農藥、環境用藥等 22 項產品；第二類為採特定品質驗證之
一般產品，如食品 GMP、化粧品 GMP、正字標記；第三類為第一類、第二類
產品之外的其他一般產品，如安全帽、汽車輪胎、玩具、電子產品、廚房用
品、一般家用電器等，共計 402 項產品。MIT 微笑標章如圖 2.9 所示，銀藍色
的台灣，代表台灣製造的產品、品質純正、安全健康、值得信賴；桃紅色笑
臉，笑臉由 MIT(made in Taiwan)所組成也表示著消費者買到的商品是值得他
們安心信賴，傳統台灣紅則代表台灣人誠懇實在與熱情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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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MIT 微笑標章

MIT 微笑標章自推行以來，政府透過各類媒體廣宣、與通路合作模式、
與網路購物台合作成立「就愛MIT」專區、塑造代言人「台灣超寶」公仔以及
陸續於全國北中南部舉辦MIT微笑產品展售活動來強化民眾對MIT微笑產品
品質檢驗的肯定。在持續投入廣宣資源與極力行銷之下，根據經濟部調查顯
示，在2012年底已有61.3%的民眾曾經聽過或使用過MIT標章的產品(賴俊明，
2012)。
二、 台灣製MIT微笑標章相關文獻探討
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若是消費者對於商品的瞭解程度不足或涉入程度
低時，會依據產品的外部線索當作品質訊號與風險評估的參考依據(許煒惠、
杜炯烽，2008)，而消費者依據產品知識作為評價產品的首要因素，其次則為
製造來源國(蔣青翰，2007)。當製造來源國形象越好時，消費者對於知覺品質
則越高，而購買意願也因此提高 (許煒惠、杜炯烽，2008)。另外也有研究(廖
淑靜，2007；李元榮，2008)顯示，品牌來源國效果與製造來源國效果對知覺
品質與購買意願皆有顯著影響，然而不論涉入程度高低與否，消費者受到製
造來源國效果的影響比品牌來源國效果還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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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政府推行 MIT 微笑標章以來，其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幾篇文獻(黃
琇盈，2010；黃政哲，2011；胡天鐘、辜雅莉、林金蒔，2012；許婉鈺，2012)
主要是探討 MIT 微笑標章對於購買決策之影響。
黃政哲(2011)首先其研究將 MIT 產品歸納整理得出兩點特性，一是政府
透過認證制度推動象徵「國有品牌」之產品，給消費者物超所值的感覺，二
是區隔台灣製產品與大陸製產品之不同。而該研究顯示，曾經看過或聽過 MIT
微笑標章的消費者比較願意支持 MIT 的產品。許婉鈺(2012)也將消費者具備
MIT 微笑標章的知識納入研究，探討 MIT 微笑標章對知覺品質、知覺價值與
購買意願之影響。該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發現，消費者的標章知識確實會
影響知覺品質與知覺價值之關係，而知覺品質與知覺價值越高，則購買意願
越高。
總結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知道政府在推動 MIT 微笑標章時，透過大眾媒
體宣傳、舉辦說明會等宣傳活動迄今，會增加消費者對 MIT 標章之相關知識
與瞭解程度，也確實會提升消費者對 MIT 產品的產品優良及品質形象，進而
購買意願。不過由於 MIT 標章屬於產地證明標章，相較於市面上的品牌，其
所牽涉到的影響因素較為複雜(胡天鐘等人，2012)，因此，即使消費者認為該
標章具有品質保證、安心信賴或是售價合理，其影響購買決策的權重可能也
不大。
胡天鐘等人(2012)之研究不同於許婉鈺之研究，其將標章知識結合購買決
策 AIDA ( 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Action )模式，6以及配合涉入理論所做的
探討。7以台灣及大陸消費者為樣本對象，透過標章知識、知覺風險、知覺品

6

購買決策 AIDA(Attention,Interest,Desire,Action)模式，是個人對一項產品產生注意進而
引起興趣並產生擁有的慾望或是付諸行動(胡天鐘、辜雅莉、林金蒔，2012)。
7

涉入理論，涉入就是指消費者對於一項產品購買決策的關心程度，在高涉入和低涉入的狀態之

下，消費者對於這項購買所投入的心力也不同(胡天鐘等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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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對於政府推動 MIT 認證之五種白色家電(冰箱、冷氣、飲水機、電風扇與烘
碗機)進行購買意願之研究。胡天鐘等人(2012)研究顯示，標章知識對兩岸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具有影響，也就是說消費者越注意 MIT 產品的資訊，則其購
買機率則越高。
依據上述文獻，我們知道具有公信力的認證標章，確實會降低消費者的
知覺風險，並提高購買意願(孫碧娟，2011)。不過黃琇盈在 2010 年的研究發
現，若消費者對 MIT 標章的認知模糊或瞭解不多，MIT 標章影響的效果是有
限。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國內民眾對 MIT 標章的瞭解如何，以及若 MIT 微
笑標章在有效宣導之下，將如何影響民眾的購買意願及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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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般來說，貼有能源效率標示的家電種類有冰箱、冷氣、除濕機、熱水
器、省電燈炮等，在這多種電器當中，本研究選定冰箱作為探討民眾購買節
能家電的選購標的，其原因有三。首先，冰箱為政府先行推動能源效率標示
選定的家電之一。其次，冰箱的普及率高，用電量也高。根據能源局(2010)
統計，台灣平均每戶家庭有 1.3 台冰箱；在用電方面，台灣 2007 年的冰箱耗
電總量約為 60 億度，因此排放的二氧化碳約 320 萬噸(張文瑞，2009)。最後，
冰箱對於冷氣機而言，較不受住宅規模及坪數影響，選購的干擾因素較少。
結合前章節所歸納的變項，本研究提出一個冰箱購買行為模式，作為初
步測試模式。模式以效率等級、價格、電價以及 MIT 微笑標章做為影響民眾
購買冰箱的操作變數，如圖 3.1。

圖 3. 1 本研究欲測試之冰箱購買意願模式

筆者觀察發現在民眾參考家電型錄或是量販店之展售冰箱中，必然有「能
源效率標示」
、冰箱售價、MIT 微笑標章三種屬性，此三種屬性直接影響購買
冰箱的意願，為本研究中的自變數。
27

據此，筆者結合前述的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回顧， 提出「冰箱購買意
願模式」中，對冰箱購買行為的假設，包括以下三點：
假設一：冰箱的效率等級越佳，則民眾購買的意願越高。
假設二：冰箱的價格越高，則民眾購買的意願越低。
假設三：有 MIT 微笑標章的冰箱，則民眾購買的意願越高。

除了欲瞭解效率等級與價格和 MIT 微笑標章共同呈現時，會如何影響購
買冰箱的意願之外，筆者尚欲探討用電習慣、與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和
人口變項可能如何影響人們對省電冰箱的偏好。因此，本研究試圖提出省電
冰箱購買意願模式，如圖 3.2 所示：

圖 3. 2 本研究欲測試之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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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提出「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模式」中，對省電冰
箱購買行為的假設：
假設一：民眾的關燈速度越快，則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越高。
假設二：民眾設定冷氣溫度越高，則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越高。
假設三：民眾認為減少用電及減少電費支出的重要性越高，則購買省電冰箱
的意願越高。
假設四：民眾認為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錢效果越大，則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越高。
假設五：民眾知覺到的電價越高，則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越高。

第二節、 操作定義
一、 能源效率標示的效率等級
筆者觀察許多家電網站並有符合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
審查資格且容量約 480 公升的冰箱，其效率等級為包括 1 至 4 級共 4 個級別。
為求在實驗中將效率等級的差異極大化以利呈現其作用，故本研究選定第 1
級、第 3 級和第 4 級作為能源效率的三個水準。
二、 冰箱價格
藉由上述所擬定的三個效率水準並參考家電網站的市售價格，筆者發現
內容積 400 公升到 500 公升的二門變頻冰箱，若符合效率第 1 級，平均價格
約為 27500 元；符合效率第 3 級，平均價格約為 24500 元；符合效率第 4 級，
平均價格約為 23000 元。因此，本研究將價格水準設定在 23000 元、25000 元
和 28000 元，分為此三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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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IT 微笑標章
經濟部在 2010 年 1 月 15 日正式推動 MIT 微笑標章後，由業者自願參加
產品檢驗，目前市售冰箱上，若獲得認證，則依規定將該標章貼在冰箱上，
或產品型錄上。因此將變數定義為「有獲得 MIT 微笑標章」之冰箱，以及「沒
有獲得 MIT 微笑標章」之冰箱。
據此，本研究將上述三個自變項的冰箱屬性水準整理成表 3.1：
表 3. 1 本研究選定三個冰箱屬性水準
屬性

屬性水準
23000 元

冰箱價格

25000 元
28000 元
第1級
第3級
第4級

冰箱的效率等級

有 MIT 微笑標章
沒有 MIT 微笑標章

MIT 微笑標章

以 SPSS 統計軟體中的聯合分析法之正交設計(orthogonal design)程序，針
對冰箱價格(23000 元、25000 元、28000 元)、冰箱的效率等級(第 1 級、第 3
級、第 4 級)以及 MIT 微笑標章(有、無)三個屬性水準，產生九種組合，內容
概述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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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本研究實驗中冰箱的九種屬性組合
卡片編號

MIT 微笑標章

冰箱價格

冰箱的效率等級

1
2
3
4
5
6
7
8

沒有
沒有
有
有
有
沒有
有
有

23000 元
28000 元
25000 元
28000 元
25000 元
25000 元
28000 元
23000 元

第4級
第3級
第3級
第1級
第4級
第1級
第4級
第1級

9

有

23000 元

第3級

四、 購買冰箱的意願
本研究透過實驗方法，請受測者在考慮冰箱的能源效率等級、價格、MIT
標章以及知覺到的電價之後，依序排列 9 種屬性組合卡片的購買順序。若順
序一為最願意購買的冰箱組合，依此類推，順序九為最不願意購買的冰箱組
合。
五、 省電習慣
人們對節約能源的重視程度，可能反映在他們過去的行為上。此外，有研究
顯示過去的行為或習慣可以預測現在的行為意向，或預測後來的行為（例如 Conner
et al., O’Callaghan et al.；引自 Ajzen, 2001）。因此，筆者欲瞭解過去的用電習慣是
否會影響人們對冰箱的選擇。這裡的習慣包括平常隨手關燈的速度和在家裡的冷
氣設定的溫度。關燈的速度越快，表示越有關燈的良好習慣；冷氣設定的溫度愈
高，甚至不開冷氣，表示越習慣節能。
在操作定義上，關燈速度的計算方式為：(1)若在 20 分鐘內（但未達 20 分鐘）
不用燈具便會將之關閉，則速度等於「不用多少分鐘才關燈」的倒數，例如離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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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便關燈者，速度 = 1/5 = .20，離開 12 秒便關燈者，速度 = 1/0.2 = 5；(2)若達
20 分鐘或超過 20 分鐘才關燈者，速度等於 0（這相當於視同這些人離開多久都不
會關燈）
；(3)不用燈時，不到 12 秒便關燈者視同離開 12 秒便關燈者，速度等於 5。
以上計算方式是要將速度設成從 0 至 5 之間的連續變項。
六、 與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
Ajzen (1988,1991)在其計畫行為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中指出，
「對於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是決定行為的一個重要變項，
而此態度則是建築於與該行為有關的信念與評價。而一般人省電的動機，大
概不離「環保」與「省電費」二者。過去研究(Curtis et al.,1984)也發現，個人
的省錢動機會影響到家庭節約能源的行為或購買省電家電的意願。因此，筆
者欲瞭解以下的認知變項是否會影響人們對冰箱的選擇：(1)對節約能源和減
少家中電費支出的重視（相當於對此方面的重要性評價）；(2)對省電冰箱的
省電及省錢的效果知覺（即關於此方面的信念）；(3)對家中電費單價的知覺。
以上三個變項均是透過問卷裡的五點量尺測量，詳下文。但知覺到的電價是
特別依實際的夏季電價費率來設定量尺刻度，在此補充說明如下。
我國從 1989 年起即實施「季節電價」
：6 月到 9 月實施夏季電價；10 月到翌
年 5 月期間實施非夏季電價。本研究是在 4 至 5 月間發放問卷，時值季節電價的
轉換期間，此期間夏季「累進電價」分別為每度電 2.1 元、3.02 元、4.39 元、4.97
元及 5.63 元。
在本研究中要探討電價波動對選購冰箱意願的影響，可以採取兩種方法。一
是請受測者想像目前或未來的電價是每度○○元（○○為筆者設定的價格）
，並以
此金額作為模式裡的變項值；二是測量受測者所認為的目前電價是多少，然後再
以該答案作為變項值。但電價的計算方式複雜，任何預設的價格都難以反映該價
格組別內每一個受測者的實況。例如，無論請受測者想像目前電價是每度 2.1 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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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元，許多被告知 2.1 元的受測者其實家裡的電價並非 2.1 元，家裡電價真是 5.63
元的受測者也不多，因此此種操作方式難以貼近受測者對電價的感受。為此，本
研究採取第二種方法，即是問受測者他認為目前他家的電價是每度多少：究竟是
2.1 元、3.02 元、4.39 元、4.97 元還是 5.63 元？
七、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筆者透過 SPSS 的正交設計（orthogonal design）程序，找出能源效率等級、
價格和 MIT 標章有無的九種組合後，將這些組合分別以九張卡片呈現，請受
測者依其購買偏好將之排序。順序一為最願意購買的冰箱，順序九為最不願
意購買的冰箱，依此類推。卡片中編號 4, 6, 8 是能源效率第 1 級的冰箱，由
此三張卡片的排序分數綜合而得的指標，即為本研究分析的「省電冰箱購買
意願」。此指標分數愈低，表示愈偏好購買省電冰箱。

第三節、 問卷設計

一、預試問卷內容
預試問卷(詳見附錄 1)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受測者平常的省電習慣
及有關的認知；第二部分為受測者對於能源效率標示和 MIT 微笑標章的認
識；第三部分為受測者對購買冰箱的偏好；第四部分為基本資料，茲分如下：
(一)、 第一部分 省電習慣及有關的認知
問卷的第四至第七題分別詢問受測者覺得節約能源和減少家中電費支出的重
要性（相當於對此方面的評價），以及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錢效果如何（即關於
此方面的信念）。第八題及第九題則繼續針對電費問題，測量受測者對其家中電
費單價的知覺，和其對此一知覺的信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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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部分 對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的認識
本研究測量受測者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主要用意是(1)瞭解此方面的
現況；(2)蒐集資料以幫助解釋其他統計分析的結果。研究中用四個題目來測
量此方面的認識。第一題測驗受測者能否認出能源效率標示；第二題及第三
題欲瞭解受測者能否正確判讀能源效率等級和耗電量的資訊；第四題欲瞭解
受測者能否指出「能源效率標示」與「節能標章」的意義有何不同。詢問第
四題時，筆者將向受測者呈現這二者的圖片。此外，第五題及第六題與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無關，但也放在問卷的第二部分。這兩題分別是要瞭解受測者
是否聽過或看過 MIT 微笑標章，以及對 MIT 微笑標章的理解為何。
(三)、 第三部分 對購買電冰箱的偏好
填答第三部分之前，首先訪員向受測者說明能源效率標示、MIT 微笑標
章的用意並確定受測者清楚標示資訊之後，請受測者排序九種組合之卡片。
排序完後再分別請受測者填寫願意及最不願意購買的冰箱原因，以進一步瞭
解受測者選購考量的想法。第三題為受測者填答他們認為哪幾台冰箱品質比
較好？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先請受測者想像購買一台新冰箱，而本實驗並無實
體冰箱或照片，因此，欲瞭解受測者在沒有提供實體商品時，對於只有能源
效率標示、價格及 MIT 微笑標章之圖片資訊，是否影響冰箱品質的看法；第
四題則為確認在筆者清楚說明之後，受測者是否真正瞭解效率等級，並完成
冰箱的選購排序。第五題為第 1 級能效與第 4 級能效之用電量差異的認知，
作為後續幫忙分析效率等級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之影響程度。

34

(四)、 第四部分 基本資料
人口變項主要有性別、出生年次、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每期電
費、居住人口。而第七題欲瞭解家中若要購買冰箱，主要由誰決定購買冰箱，
主要在於瞭解受測者家中購買冰箱的參與程度，作為後續解釋民眾在冰箱購
買意願的可靠程度；以及第八題至第十題主要想瞭解政府在 2010 年 7 月 1 日
推行能源效率標示至今已有兩年多，而在此期間購買冰箱的受測者是否有注
意到該標示以及冰箱的效率等級，其用意也在於瞭解政府推行的這兩年內，
該標章的成效如何；第十一題為調查未來兩至三年內購買新冰箱的意願，用
意在於本研究希望能夠測得可能會選購冰箱的受測者，以更貼近現實選購情
境。
二、預試結果
預試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3 年 4 月 26 日到 28 日，發放地點為高雄市的駁
二特區及文化中心，共回收 25 份。筆者採用 SPSS 的敘述統計，結果顯示在
抽樣對象中，女性(72%)多於男性(28%)，教育程度以大學居多(40%)。家人共
同商量決定購買冰箱的最多(44%)，其次是由家人決定(36%)，自己決定的只
有 5 名(20%)；有 14 名(56%)未來兩三年內會考慮購買冰箱，不會的有 11 名
(44%)。
本研究預試主要目的在檢視題意是否適切，其次，由於本研究問卷發放
地點受到限制，如無法在量販店裡面進行問卷發放、燦坤及全國電子等 3C 賣
場人潮不多，加上問卷填答時間較長導致拒訪率提高之下，因此發放地點改
以人潮較多的駁二特區及文化中心發放。藉此，筆者為了準確測得現實生活
中未來可能購買新冰箱的受測者，因此將「性別」與題項「由誰決定購買哪
一種冰箱」
、題項「未來 2 至 3 年內會不會買新冰箱」分別進行交叉分析，請
見表 3.3、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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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4 得知未來 2 至 3 年內或許會買新冰箱的受測者有 14 人(56%)，顯
示出問卷發放的地點是可行的。另外，有 71%的男性或許會買新冰箱，而女
性只有一半(50%)，而從表 3.3 發現女性(44%)和男性(43%)主要多為「和家人
共同商量決定」，不過「由自己決定」的比例為女性(22%)多於男性(14%)，
因此本研究正式發放對象決定以女性為多。
表 3. 3 性別與由誰決定購買冰箱之關係(N=25)
由誰決定購買冰箱
性別

由自己決定

和家人商量決定

由家人決定

總和

男性

1

3

3

7

14%

43%

43%

100.0%

4

8

6

18

22%

44%

33%

100%

5

11

9

25

20%

44%

36%

100%

女性
總和

表 3. 4 性別與未來 2 至 3 年內會不會買新冰箱之關係(N=25)
未來 2 至 3 年內會不會買新冰箱
性別

不會

或許會

總和

男性

2

5

7

29%

71%

100%

女性

9

9

18

總和

50%
11

50%
14

100%
25

44%

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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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問卷

本研究正式問卷的架構與內容如表 3.5 所示，完整內容請見附錄 1。
表 3. 5 問卷架構內容
構面
省電習慣

對減少用電的認知
對省電冰箱的認知

對一度電的看法

問卷題項
1.在家裡，有些燈具如果您暫時不用（例如 20 分鐘內不使
用），您會不會「習慣」把它關掉
2.那麼通常燈具不用多久您才會把它關掉
3.去年夏天，您在家裡有開冷氣嗎？如果有，通常冷氣的溫
度是設在幾度
4.您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節約能源，減少用電重不重要
5.對您來說，「減少家裡電費支出」是不是重要的事
6.您認為如果您家裡選用比較省電的冰箱，省電效果大不大
7.您認為如果您家裡選用比較省電的冰箱，省錢（省電費）
的效果大不大
8.依您的印象或猜測，您家中每用一度電大概電費是多少錢
9.您對上一題（電費是多少錢）的答案有多少把握

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 1.哪一個標章是我國經濟部頒發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識
或是該標示的一部分
2.哪一台冰箱的能源效率比較好

對 MIT 標章的認識

3.哪一台冰箱的一整年用電量比較少
4.A,B 兩種標章在意義上有哪些主要差別
5.曾經聽過或看過我國經濟部推行的「MIT 微笑標章」嗎
6.您認為 MIT 標章代表甚麼意義

本研究正式問卷施測時間為 2013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發放地點以高
雄市駁二特區、中山大學、文化中心及其他地區為主。發放對象茲以便利抽
樣方式針對 20~70 歲民眾。本研究在進行第三部分填答時，訪員會先清楚講
解「能源效率標示」及「MIT 微笑標章」的意義及資訊，之後訪員請受測者
假設要購買一台冰箱，冰箱除了能源效率等級、價格、有無 MIT 微笑標章的
不同之外，其他條件皆相同情況之下，完成 9 張分別代表不同冰箱資訊的卡
片排序，並進行後續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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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先以敘述統計來分析受測者的省電習慣及有關認知、對標章的認
識、人口變項及背景資料的次數分配。其次利用 Cronbach’s 進行對減少用電
的認知、對省電冰箱的認知之信度分析。
在對標章的認識方面，為避免受測者為了社會贊許（social desirability）
而高報其認識程度，筆者採用多個步驟，以選擇題及開放式問題進一步確認
受測者對於標章知識的瞭解。首先，問卷將我國的能源效率標示與其他三張
圖片並排呈現，請受測者指出何者是台灣的能源效率標示。該三張圖片中，
一是歐盟在 2010 修訂的能源標示，一是香港的能源標示，一是我國的節能標
章。若認得該標章者則得 1 分，錯誤則得 0 分；再來，由訪員出示兩張卡片，
分別為不同效率等級之冰箱，再由受測者填答問題，若能正確判斷效率等級
者得 1 分，答錯則得 0 分；第三，由訪員出示另外兩張卡片，也分別為不同
年耗電量之冰箱，再由受測者填答問題，若能正確判斷耗電量資訊者則得 1
分，答錯則得 0 分。最後，利用開放式詢問方式，請受測者填答能源效率標
示和節能標章兩者在意義上有何不同之處，以更深入瞭解受測者對於能源效
率標示的看法。而依照筆者定義正確的得分，若是受測者能夠清楚回答能源
效率標示的意義，例如「該標章是用來判斷冰箱省電程度，將省電級數分成
1-5 級，第 1 級為用電最少，第 5 級用電最多」，則得 2 分；若受測者僅能回
答「耗電量」及「能源效率」等片面字詞，則得 1 分；若受測者不清楚或是
回答錯誤，則為 0 分，表示不是能清楚判斷或理解能源效率標示推行之用意。
最後，筆者將四項知識的計分加總，即為受測者的標章知識得分。
筆者接著透過 SPSS 17.0 中的聯合分析（conjoint）程序探討效率等級、
價格、MIT 標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以及透過次序迴歸(ordinal regression)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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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省電習慣、減少用電級減少電費支出、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電效果，以及
人口變項等自變項能否預測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之影響。
在本研究進行迴歸分析之前，先將省電習慣的關燈習慣、冷氣設定的溫
度兩個題項進行變數轉換。首先，在關燈習慣中，題項「在家裡，有些燈具
如果您暫時不用（例如 20 分鐘內不使用）
，您會不會習慣把它關掉」填答「不
會」
，設成數值「0」
；題項「那麼通常燈具不用多久您才會把它關掉」的關燈
時間進行對數轉換，接著將兩題項合併得到一個新的數值，並定義為民眾的
關燈速度。其次將開冷氣習慣的題項進行變數轉換，
「家裡沒有冷氣」及「去
年夏天都沒在家裡開冷氣」設為數值 30（這等同假設這些受測者願意忍受 30
度的溫度而不開冷氣），「有開冷氣」則採用受測者回答的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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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章的研究結果共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問卷回收結果與樣本資料的敘
述分析，欲瞭解樣本結構；第二節為各變項的敘述統計、交叉分析、信度分
析，欲瞭解受測者對於省電習慣、省電冰箱及用電量的相關認知、對標章瞭
解程度之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各變項的信度；第三節為聯合分析，欲探討能
源效率等級、價格、MIT 標章對冰箱購買意願；第四節、迴歸分析，欲瞭解
各變項影響受測者選購冰箱的意願。

第一節、 樣本結構

本研究共發放 173 份問卷，剔除 3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170 份。由
表 4.1 可知，受測者男女比例相近，分別為 49%及 51%；年齡以 31~40 歲(28.8%)
及 51 歲以上(26.5%)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50%)為主，其次為高中職以下
(31.2%)；家庭總月收入以 8 萬 5 千~15 萬 5 千(27.1%)、6 萬 5 千~8 萬 5 千(21.8%)
及 4 萬 5 千~6 萬 5 千(21.2%)之間；家庭目前居住人口則集中在 3~4 名(48.2%)。
在全部受測者中，有 32.4%不清楚自己家中每期電費是多少，而表示知道的人
中，以表示每期電費在 2,000 元以下者居多，有 71 人，占總人數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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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正式問卷樣本結構
人口變項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家庭總月收入

目前家中居住人
口

每期電費

誰決定購買冰箱

未來 2~3 年內
購買新冰箱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83

49.0

女

87

51.0

20~30 歲

38

22.4

31~40 歲

49

28.8

41~50 歲

38

22.4

51 歲(含)以上

45

26.5

高中職(含)以下

53

31.2

大學專科

85

50.0

碩士以上

32

18.8

2 萬 5 千以下

13

7.6

2 萬 5 千~4 萬 5 千

27

15.9

4 萬 5 千~6 萬 5 千

36

21.2

6 萬 5 千~8 萬 5 千

37

21.8

8 萬 5 千~15 萬 5 千

46

27.1

15 萬 5 千以上

11

6.5

2 位以下

32

18.8

3~4 位

82

48.2

5~6 位

47

27.6

7 位以上

9

5.3

不清楚

55

32.4

1000 以下

20

11.8

1001~1500 元

22

12.9

1501~2000 元

29

17.1

2001~2500 元

13

7.6

2501~3000 元

17

10.0

3001~3500 元

3

1.8

3501 元以上

11

6.5

自己決定

31

20.0

和家人共同決定

75

50.0

由家人決定

44

29.0

不會

84

49.4

或許會

86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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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清楚瞭解受測者在現實生活中的選購考量及購買決定，筆者將受
測者在家中參與購買冰箱的決策的情形整理如表 4.2。在參與程度中，主要為
「和家人商量決定」
，共有 85 人，佔全體的 50%。此外，性別與由誰決定購
買冰箱，兩者之間並沒有顯著關聯，2 (2, N = 170) = 1.10, p = .58。。
表 4. 2 家庭購買冰箱的參與程度
由誰決定購買冰箱
性別

由自己決定

和家人商量決定

由家人決定

總和

男性

20

44

19

83

24.1%

53%

22.9%

100.0%

女性

20
23%

41
47.1%

26
29.9%

87
100.0%

總和

40

85

45

170

23.5%

50.0%

26.5%

100.0%

p >0.05.
另外，從表 4.3 可以發現，兩年內有買過冰箱的受測者只有 22 名(12.9%)。
其中有 14 名(63.6%)表示購買的冰箱有能源效率標示。此數字顯示，即使能源
效率標示在兩年半前已強制推行，但推行後仍有部分民眾在購買冰箱時是不
曾注意到它的能源效率標示。
筆者也希望知道有多少受測者是在過去兩年內買過冰箱，或有意在未來
二至三年內買新冰箱。這兩類消費者可能比其他消費者更能進入本研究的模
擬情境，思考冰箱的選購問題。結果發現，兩年內買過冰箱的受測者有 22 名，
沒有買過的有 148 名。前者中有 4 名表示未來 2 至 3 年內可能購買新冰箱，
後者中有 82 名表示未來 2 至 3 年內可能購買。合計在全部受測者中，過去兩
年內買過冰箱，或打算未來 2 至 3 年內購買的有 22 + 82 = 104 人，占 61%。
因此，本研究雖未能只訪問近期買過冰箱或短期會內買冰箱的人，但這兩類
人也占了樣本的 61%，研究結果應具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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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兩年內是否買過及未來是否會買冰箱
未來 2 至 3 年內是否購買新冰箱
兩年內是否買過冰箱

不會

或許會

總和

都沒有買過

66
44.6%
18
81.8%

82
55.4%
4
18.2%

148
100.0%
22
100.0%

84

86

170

49.4%

50.6%

100.0%

有買過
總和

第二節、 敘述統計及信度分析

此章節主要藉由敘述統計與信度分析來瞭解受測者的省電習慣、對減少
用電的看法以及對省電冰箱的看法，也透過知識的測量來分析受測者對於能
源效率標示和 MIT 微笑標章的認識程度。茲分如下：
一、 省電習慣
在關燈習慣的調查中，若受測者暫時不用燈具，達 20 分鐘仍不會把燈具
關掉的話，則填答「不會」
；反之，則填答離開多久才會關燈的時間。結果發
現，大部分的受測者皆有隨手關燈的習慣(87.1% ，見表 4.4)，而隨手關燈的
時間平均是 4.5 分鐘(M=4.51，SD=5.29)。
表 4. 4 關燈習慣

關燈習慣
不會
會
總和

人數
18
13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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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2%
88%
100%

另外在家中開冷氣習慣的調查中，如果受測者填答是「有開冷氣」
，則需
接著填答冷氣設定的平均溫度。大部分的受測者在去年夏天皆有開冷氣的習
慣，共有 155 人(91.2%)，見表 4.5。這 155 人在家裡的冷氣溫度多是平均設定
在 26 度(M=26.16，SD=1.22) 。
表 4. 5 家裡開冷氣的習慣
去年夏天家中有沒有開冷氣
人數

百分比

家裡沒有冷氣機

6

3.5%

去年沒有開冷氣
有開冷氣

9
155

5.3%
91.2%

總和

170

100.0%

二、 與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
由表 4.6 發現，受測者在對減少用電及減少家裡電費支出均表示重要
(M=4.34，SD=0.53；M=4.28，SD=0.63)，顯示受測者認為節約能源是重要的。
不過受測者對於省電冰箱的省電效果及節省電費的效果普遍認為是不清楚的
(M=3.6，SD=0.84；M=3.38，SD=0.82)，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兩點。首先根
據問卷調查時發現，大部分的受測者在沒有使用過省電冰箱的情況下，認為
要使用過才會去評估該冰箱省電(省電費)的效果。其二，從表 4.7 也可發現，
受測者普遍認為家中的一度電費大概是 3.02 元居多，共有 70 人(41.2%)，其
次是 4.39 元，共有 46 人(27.1%)，不過對 3.02 元及 4.39 元的猜測表示有把握
（含非常有把握）的人甚少，分別只有 9 人（5.3%）及 2 人（1.2%）
。由此可
以推斷，受測者由於不清楚每度電的電價及沒有實際使用的經驗，對於評估
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節省電費效果可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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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與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之平均數、標準差(N=170)
構面

變項

省電習慣

a

關燈速度
冷氣設定的溫度

減少用電的重要性

減少用電的重要性 b
減少電費支出的重要性
省電冰箱的省電效果 c

省電冰箱的看法

省電冰箱的省電費效果

d

家庭的單位電價 e

知覺到的電價
a

b

平均數

標準差

1.74
26.16

2.24
1.22

4.34

0.53

4.28

0.63

3.60

0.84

3.38

0.82

3.43

0.99

Cronbach’s 

.75
.83

1

連續變項，沒有關燈習慣= 0， 關燈速度= /關燈時間(分鐘)，馬上關掉=5

b

尺度由一點也不重要(1 分)到非常重要(5 分)。
尺度由省電很少(1 分)到省電很多(5 分)。
b
尺度由省錢很少(1 分)到省錢很多(5 分)。
c

c

單位電價分別為 2.1 元、3.02 元、4.39 元、4.97 元、5.63 元

表 4. 7 對家中電價的認知與回答把握
對家裡每度電多少錢的回答把握
每度電價

毫無把握

沒什麼把握

勉強
有點把握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總和

2.1 元

6

6

10

10

3

35

3.02 元
4.39 元
4.97 元
5.63 元

7
12
4
1

27
19
1
0

27
13
7
0

6
2
4
1

3
0
1
0

70
46
17
2

總和

26

47

50

20

1

170

三、 對冰箱品質的看法
為了更深入探討為何效率等級等冰箱屬性會影響民眾的選擇，筆者在問
卷中詢問受測者認為九台冰箱裡那一台的品質較好，回答結果如表 4.8。除了
有 39 名(11.5%)表示不清楚或無法判斷以外，其餘 131 名均有指出至少一台他
認為品質較好的冰箱，九台冰箱共有 299 人次勾選。在這些人次中，六台有
MIT 標章的冰箱（占全部冰箱台數的 6/9 = 67%）就占了 270 人次，達 90%之
45

多。這顯示 MIT 標章可以提升消費者對冰箱的品質評價。其次，在相同 MIT
標章與 28000 元的售價水準上，編號 8 與編號 9 的冰箱比較結果發現，認為
第 8 號冰箱（效率 1 級）品質較好的人次占 32.1%，認為相較第 9 號冰箱（效
率 3 級）品質較好的人次則只有 13.4%。同樣，第 4 與第 7 號冰箱的售價相同，
且均有 MIT 標章，但第 4 號冰箱（效率 1 級）比第 7 號冰箱（效率 4 級）的
勾選人次多了 22.7%。由此可見，效率等級越高，民眾知覺到的品質越高。
再來，若在具有 MIT 標章與相同效率等級(編號 3 vs. 編號 9；編號 5 vs. 編
號 7)之條件下探討價格對知覺品質的影響，可發現 25,000 元冰箱比 23,000 元
冰箱的勾選人次只增加 4.4%；28,000 元冰箱比 25,000 元冰箱的勾選人次只增
加 1%。這顯示冰箱售價不太會影響受測者對於品質的評價。
表 4. 8 民眾認為品質好的冰箱之勾選人數 (N = 131)
冰箱屬性

品質好的冰箱

卡片編號

MIT標章

價格

效率等級

勾選人次

百分比

1
2

沒有
沒有

23000 元
28000 元

第4級
第3級

0
1

0%
0.3%

3
4

有
有

25000 元
28000 元

第3級
第1級

27
82

9%
27.4%

5

有

25000 元

第4級

11

3.7%

6

沒有

25000 元

第1級

28

9.36%

7

有

28000 元

第4級

14

4.7%

8

有

23000 元

第1級

96

32.1%

9

有

23000 元

第3級

40

13.4%

299

100%

總計

註：由於每人認為好品質的冰箱，不只一台，所以回答總人次超過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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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能源效率標示與節能標章的認識

(一)、 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
能源效率標示的四項知識加總中，有 122 名受測者（71.7%）的標示知識
得分是在 2 至 4 分之間（見表 4.10）。
其中，能夠從能源效率標示中辨別能源效率及耗電量資訊的受測者，分
別有 110 名(64.7%)及 131 名(77.1%)；但只有 63 名(37.1%)受測者能夠從多個
標示中，認出何者是我國的能源效率標示。而且，對於能源效率標示與節能
標章的意義有何不同，很少受測者(16 人，9.4%）能夠清楚說明。
表 4. 9 理解能源效率標示之得分
理解的資訊

計分

人數

百分比

何者是我國的能源效率標示

答對(1 分)
答錯(0 分)

63
107

37.1%
62.9%

標示上能源效率的意義

答對(1 分)

110

64.7%

答錯(0 分)

60

35.3%

答對(1 分)

131

77.1%

答錯(0 分)

39

22.9%

答對(2 分)

66

38.8%

勉強答對(1 分)

88

51.8%

答錯(0 分)

16

9.4%

標示上每年耗電量的意義
能源效率標示與節能標章的
不同意義

由此可見，雖然多數受測者對能源效率標章均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此
理解主要是有關標章上的能源效率和耗電量資訊，而非該標章的樣式。仍有
23%至 35%的受測者並不理解標章上的能源效率和耗電量資訊，其中受測者也
會將能源效率等級判斷成「等級越高(等級 3)，表示效率越好」錯誤的理解。
此外許多受測者也無法充分分辨能源效率標章和節能標章在意義上的差異。
受測者在開放式填答當中，以能源效率標示來說，能夠正確回答者只有
10 名。有些受測者認為該標章提供詳細的冰箱資訊，如耗電量、容量、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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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資訊，但其對於溫度計圖示來表示效率等級則認識不足；此外有受測
者認為，相較節能標章來說，該標章設計太過複雜，且資訊過多，無法馬上
理解；也有受測者認為其僅代表「節約能源」、「省電」的簡單意義。再來，
以節能標章來說，有 22 名受測者認為該標示代表「隨手拔掉插頭，注意電線
走火，小心火災」
、
「用電安全」
，也有 3 名表示是「環保標章」
，只有 29 名的
受測者知道該標章是代表省電的意思。
表 4. 10 能源效率標示之標章知識得分
標章知識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10
33

5.9%
19.4%

39
44
39
5

22.9%
25.9%
22.9%
2.9%

總和

170

100.0%

(二)、 MIT 微笑標章
在分析對 MIT 微笑標章認識之中，若受測者填答「完全沒聽過或看過」、
「不清楚」
，則給 0 分；若填答「曾經有看過或聽過」並且能清楚回答該標章
的意義，例如，「台灣製造、品質保證、安心信賴」，則給 2 分，只填答「台
灣製造」
，則給 1 分，沒有回答或回答不清楚者則給 0 分。筆者將微笑標章知
識得分整理成表 4.11。
大部分受測者都曾經聽過或看過 MIT 微笑標章，有 144 人(84.7%)，而很
少人能夠說明清楚(30 人，17.6%)。不過約有一半的人(98 人，57.6%)僅能簡
單說明其代表「台灣製造」
，或支持國貨。少數的受測者會與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混淆，認為該標章也是省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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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MIT 微笑標章知識得分

實得分數

人數

百分比

0分
1分
2分

42
98
30

24.7%
57.6%
17.6%

總和

170

100.0%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為瞭解人口變項是否會影響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筆者將人口變項的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總月收入作為自變項，以能源效率標示的總分
數作為依變項，依序以 SPSS 17.0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並說明
如下。
由於「教育程度」中的「國中及以下」只有 16 人，因此將此題項與「高
中職」合併後，變成「高中職以下」的新類別；
「家庭每月總收入」中，在考
慮各組人數下，分別將 2 萬 5 千以下、2 萬 5 千~4 萬 5 千合併成「4 萬 5 千
以下」，8 萬 5 千~15 萬 5 千、15 萬 5 千以上合併成「8 萬 5 千」的新類別，
之後再進行 ANOVA 檢驗，檢驗結果如表 4.12 所示。
由表 4.12 可知，在年齡和教育程度的 ANOVA 分析中，此二自變項不符
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在改以較不受變異數異質性影響的 Brown-Forsythe 檢
定和 Welch 檢定後，仍發現年齡與教育程度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有顯著的
作用(ps < .05)。於是筆者進一步將這兩個變項分別進行 Dunnett’s T3 事後分
析發現，年齡 21-30 歲(M=2.92 , SD= .78)、31-40 歲(M=2.81 , SD=1.15)及 41-50
歲(M=2.55 , SD=1.33)的受測者皆比 50 歲以上(M=1.73 , SD=1.40)的受測者，
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程度更高；教育程度碩士以上(M=2.84 , SD=1.05)的受
測者比高中職以下(M=2.06 , SD=1.49)的受測者，更瞭解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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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 人口變項對能源效率標示認識之影響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N=170)
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

.02

1

.02

組內

276.47

168

1.65

組間

38.19

3

12.73

組內

238.31

166

1.44

組間

15.75

2

7.88

組內

260.74

167

1.56

家庭總

組間

1.26

3

.42

月收入

組內

275.24

166

1.66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p < .05.

F

p

同質性
檢定

.02

.90

.44

8.87

.000**

.000

5.04

.007**

.004

.25

.86

.39

**p < .01.

第三節、 聯合分析

此部分是希望瞭解受測者在選購冰箱時，效率等級、價格和是否「附有 MIT
微笑標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從表 4.13 可知，效率等級屬性中，第 1 級的成分效用值(2.12)高於第 3
級(-.02)和第 4 級(-2.10)，也就是能源效率越好，受測者偏好程度越高；價格
屬性中，23000 元的效用值(1.07)高於 25000 元(.047)和 28000 元(-1.12)，冰箱
的售價越高，越會降低受測者的購買意願；最後，有 MIT 標章(.825)高於沒
有 MIT 標章(-.825)，也就是受測者較偏好購買有 MIT 標章的冰箱。
筆者更進一步從各屬性的相對重要性，判斷受測者在選購冰箱時，各屬
性在受測者心中的相對重要程度。相對重要性之計算是以各屬性的最大效用
值減去最小效用值，得到此一屬性的重要程度值，該值佔全體屬性之重要程
度總和的比例，即為該屬性的相對重要程度。從表 4.13 可見，效率等級的相
對重要性權重(51.10%)遠比價格(28.53%)及 MIT 標章(20.37%)高出許多；價
格相對重要性僅次於 MIT 標章。這顯示在研究的條件下，受測者在選購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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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以冰箱省電的效果(效率等級)為考量，相對來說售價及 MIT 標章對選
購冰箱的影響程度比較小。
表 4. 13 冰箱各屬性之相對重要性與成分效用值 (N=170)
屬性

屬性水準

成分效用值

效率等級

第1級

2.12

第3級

-.02

第4級

-2.10

23000 元

1.07

25000 元

.047

28000 元

-1.12

有

.825

沒有

-.825

價格

MIT 微笑標章

平均相對重要性(%)
51.10

28.53

20.37

第四節、 迴歸分析

一、 統計方法
我們從前章聯合分析的正交設計得出，有三台冰箱符合能源效率第 1 級
的省電冰箱，卡片編號分別為 4 號、6 號及 8 號(見表 3.2)。因此，筆者利用受
測者對此三台省電冰箱之排序，建構「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指標作為下文
迴歸分析的依變項。
首先，筆者先求出三台冰箱的排序分數的中位數（median），然後依此中
位數將「省電冰箱購買意願」分為三個等第，包括「非常願意購買」、「願意
購買」和「不願意購買」；三者的分數分別為 1, 2, 3，分數愈高表示愈不願意
購買。接著利用 SPSS 17.0 的次序迴歸(ordinal regression)程序進行分析，探討
省電習慣、心理變項、知覺到的電價及人口變項等自變數對購買省電冰箱意
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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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計結果
首先，本研究將關燈速度及冷氣設定的溫度、減少用電(電費支出)的重要
性、對省電冰箱的省電(省錢)效果、知覺到的電價，同時進行迴歸分析。根據
表 4.14 的結果顯示，影響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預測中，關燈速度(p < .05)、冷
氣設定的溫度(p < .05)、減少用電(電費支出)的重要性(p < .05)、對省電冰箱的
省電(省錢)效果(p < .05)、知覺到的電價(p < .05)皆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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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省電習慣、心理變項及知覺到的電價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迴歸分析 (N=170)

Threshold

Location

B

SEB

p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 1

-1.231

2.608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 2

.928

關燈速度

95% Confidence Interval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637

-6.342

3.880

2.607

.722

-4.181

6.038

.011

.066

.871

-.119

.141

冷氣設定的溫度

.069

.095

.465

-.117

.256

減少用電及減少電費支出的重要性

-.406

.301

.177

-.996

.184

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錢效果

.088

.203

.663

-.310

.487

知覺到的電價

-.248

.148

.095

-.538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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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以人口變項為自變項的迴歸分析。此部分除了年齡為連續變項
之外，其他人口變項皆為類別變項，為避免類別過多和類別內人數太少，教
育程度內和家庭總月收入內的類別均先予以合併、簡化。教育程度方面，將
國中以下、高中職合併，並定義為「高中職以下」
；家庭總月收入方面，是將
2 萬 5 千以下、2 萬 5 千~4 萬 5 千合併，並定義為「低收入」；4 萬 5 千~6 萬
5 千、6 萬 5 千~8 萬 5 千合併，並定義為「中收入」
；8 萬 5 千~15 萬 5 千、15
萬 5 千以上合併，並定義為「高收入」。
結果發現，人口變項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模式的2 (8, N =
170) = 18.72, p = .016，配適度（goodness of fit）的檢測也顯示模式的配適度良
好，deviance 的2 (98, N = 170) = 113.04, p = .142。而且，平行線檢定亦顯示在
依變項的各水準中自變項的作用大致相同，符合等比例勝算的假定
（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2 (8, N = 170) = 6.39, p = .604。進一步從迴
歸結果的參數檢視，發現只有家庭總月收入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見表 4.15）
。其中，低收入者與高收入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中收入者則
比高收入者更可能給予高的意願等第分數（B = .741, p < .05）。中收入者對效
率 1 級冰箱的給予較高意願等第分數的優勝比（odds），是高收入者給予較高
意願等第分數的優勝比的 exp(.741) = 2.10 倍。換言之，與高家庭收入者相比，
中家庭收入者對效率 1 級冰箱的排序較後（意願等第分數較高）
，也即是對省
電冰箱的購買意願較低。
檢視家庭總月收入與省電冰箱購買意願交叉表（見表 4.16）可發現，以
高收入的家庭來說，非常願意購買的程度有 36.8%，願意購買有 47.4%；不願
意購買有 15.8%；以中收入的家庭來說，購買程度多為願意購買(47.9%)，其
次為不願意購買(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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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人口變項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迴歸分析 (N=170)

Threshold

B

SEB

p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 1

-.908

.580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 2

1.39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17

-2.045

.228

.588

.018

.241

2.548

-.088

.304

.772

-.684

.508

21-30歲

-.419

.510

.412

-1.419

.582

31-40歲

-.197

.445

.657

-1.070

.675

41-50歲

.301

.437

.490

-.555

1.157

高中職

.244

.514

.635

-.764

1.252

大學專科

-.361

.416

.385

-1.176

.453

低收入

-.459

.410

.262

-1.263

.344

中收入

.741

.362

.041*

.030

1.451

性別(女性為對照組)
男性
年齡(51歲以上為對照組)

Location

教育程度(碩士以上為對照組)

家庭總月收入(高收入為對照組)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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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家庭總月收入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程度(N=170)
購買省電冰箱的願意程度(%)
變項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總計

低收入

42%

47.5%

10%

100%

中收入

21%

47.9%

31.2%

100%

高收入

36.8%

47.4%

1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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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節依據前文的研究結果，分成以下幾節進行討論：第一節、民眾對
電價、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與 MIT 微笑標章的理解；第二節、冰箱的效率等級、
價格與 MIT 微笑標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第三節、省電習慣、心理變項與人
口變項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第四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民眾對電價、能源效率分級標示與 MIT 微笑標章的理解
一、 民眾普遍不清楚家中的電費單價
本研究顯示，有 41.2%的受測者認為家中的一度電費大概是 3.02 元，其
次是 4.39 元(27.1%)與 2.1 元(20.6%)，且受測者對於電價的猜測大多沒什麼把
握或勉強有點把握(表 4.7)。此研究結果雖與能源局(2012)的結果不同，8 但因
為本研究抽樣對象為高雄市民眾，而能源局的統計依據為台灣全體民眾，兩
者對象不同無法進行比較。因此，筆者無法推論是否因為樣本不同或其他原
因使本研究的受測者高估知覺到的電價。另外，筆者發現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台電的電費計算方式可能較為複雜，民眾多半不會去瞭解家中每月的用電量
或單位電價，比較容易在意的是與自身經濟利益相關的電費支出。從鄧淑娟
(2011)的研究也可以發現，有 89%的民眾會在意家中電費的多寡和比較每期帳
單的支出。

8

能源局(2012)統計數據顯示，約 38%的家庭每月總用電量在 3.02 元區間；約 27%的家庭

每月總用電量在 2.1 元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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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大概能理解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的資訊，不過很少民眾清楚標章推行
的意義。
目前政府推行的能源標章，有節能標章、環保標章、碳標籤、能源效率
標示等多種。雖然只有 37.1%的受測者能夠正確認出能源效率標示的圖示，不
過仍有許多受測者在第一次看到能源效率標示時，能夠正確判讀效率等級
(64.7%)和耗電量資訊(77.1%)。而在提到節能標章與能源效率標示的差別時，
很少人（9.4%）能夠說明清楚，僅能大概提到耗電量資訊、冰箱相關資訊(如
容量、型號)、省電級別等簡單不同之處。其中有部分受測者認為能源效率標
示之效率等級可以清楚判別省電與否，不過也有少數幾名受測者認為能源效
率標示的資訊太多，容易混淆民眾的資訊判斷能力，節能標章較為簡單明瞭，
由此可知，仍有部分民眾不清楚能源效率標示推行的意義，政府還需加強標
章宣導。
上段的發現與鄧淑娟(2011)的結果不太相同，該研究的發現是僅有 25%的
民眾表示曾聽過且清楚理解能源效率標示制度。兩項研究的發現不同，可能
是因為本研究是在能源效率標示已推動兩年半後進行調查，此時民眾對標示
的認識已有所提升。而且，鄧淑娟是以受測者的主觀認定來測量他們「對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的瞭解」，只問受測者是否聽過此標示和是否大約知道是什
麼；本研究則是本研究透過有正確答案的選擇題和開放式題目來測量民眾對
標示的理解。此方法上的不同也可能造成結果的差異。
在人口變項方面，能源效率標示的理解程度會受到年齡與教育程度的影
響，年齡越高者對能源效率標示的理解較為不足；碩士以上學歷相較於高中
職來說，較能理解認識能源效率標示。此結果與 Mills and Schleich (2010)的研
究結果大致相同，該研究顯示德國民眾的教育水準越高，越瞭解能源效率分
級資訊；越年輕的德國民眾，越瞭解效率分級資訊，其中又以 18 歲的民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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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筆者認為可能是年輕族群或教育水平高的民眾，其蒐集資訊速度較
快與接受新知能力也較強之關係。
三、 民眾大多看過或聽過 MIT 微笑標章
本研究發現，84.7% 受測者曾經看過或聽過 MIT 標章，此比例比賴俊明
2012 年的調查結果更高。該調查發現曾經買過 MIT 標章產品或聽過 MIT 標章
的民眾佔 61.3%。這大概是因為 MIT 標章推動已三年多，這段期間政府致力
於輔導弱勢產業申請 MIT 標章品質認證，透過廠商與政府共同合作宣傳之結
果。
雖然在本研究中，曾經聽過或看過 MIT 標章的民眾有較過去增加的現
象，但也只有 30 名（17.6%）受測者能夠清楚說明 MIT 微笑標章除了代表台
灣製造之外，也代表品質保證、健康安全、安心信賴等含意。由此可知，近
幾年來，雖然政府積極透過舉辦講座、說明會等宣傳推廣 MIT 標章，民眾對
於 MIT 標章並不陌生，但是對其意義仍一知半解。

第二節、 冰箱的效率等級、價格與 MIT 微笑標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提出「冰箱購買行為模式」，對購買行為的假設，包括以下三項：
假設一：冰箱的效率等級越佳，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高。
假設二：冰箱的價格越高，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低。
假設三：有 MIT 微笑標章的冰箱，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高。
一、 假設一：冰箱的效率等級越佳，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高。
由表4.13可知，能源效率第1級的成分效用值(2.12)高於第3級(-.02)和第4級
(-2.10)，顯示冰箱的省電效果越好，民眾越偏好購買。這與Shen and Saijo (2009)
的研究結果一致，該調查顯示上海民眾在不同產品屬性之下，對第1級冷氣及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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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購買意願相較第2、3級的冷氣及冰箱還高。現今國際環保意識抬頭，隨著政府
制定減碳政策並透過不同方式引導民眾重視節能減碳下，產品的節能效果已為民
眾選擇產品的考量之一。不論民眾是否出自於環保態度或是節能可減少電費支出
等動機，能源效率分級在清楚提供能源資訊下，的確可引導民眾辨別產品的耗電
程度，進而增加購買意願。
二、 假設二：冰箱價格越高，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低。
產品的售價一直是民眾購買產品所重視的因素。由表4.13可知，隨著冰箱售價
越高，價格的成分效用值越低，顯示整體上，受測者仍然對價格高的冰箱，有較
低的偏好。其結果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011)的一份調查顯示，節能家電的
售價普遍較貴，的確會影響民眾的購買意願有類似結果。不過因當時省電冰箱的
市售價差非常大(鄧淑娟，2011；戴玉清，2011)，民眾對省電冰箱的價格變化也相
對敏感，若價差太太，可能就不太願意花太多錢購買。
不過我國推行標章制度至今已兩年多，隨著政府的推廣及良性市場競爭，使
得目前省電冰箱的市售價差相對較小。雖然售價高的冰箱會減少受測者的購買意
願，不過本研究發現，受測者在排序9台冰箱的購買意願時，仍有44.6%的受測者
願意額外支出5000元購買比較省電的4號冰箱「效率第1級、28000元、有MIT」(相
較9號冰箱「效率第3級、23000元、有MIT」)。這與Ward et al. (2011)、楊國樑等人
(2009)、張佩宜(2010)的研究有類似的結果，部分民眾仍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購買
較節能的家電，願意支付的原因多是價格可以接受，且長久下來節省的電費可能
更多。
三、 假設三：有MIT微笑標章的冰箱，則民眾的購買意願越高。
由於冰箱屬於耐久財家電，使用年限也長，民眾除了重視省電效果、功能、
容量、售價之外，就是冰箱的品質。由表4.13可知，受測者比較偏好有MIT標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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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願意購買的原因，多認為台灣製造的品質比較好、後續服務品質佳、維修
保固年限較久、擔心大陸製產品沒有保障且容易損壞以及支持國貨等主要原因。
這與許煒惠等人(2008)、胡天鐘等人(2012)、許婉鈺(2012) 的研究結果類似。顯示
製造來源國形象會影響民眾的知覺品質和購買意願。除了MIT標章會影響民眾的知
覺品質之外，具有公信力的能源效率標章制度，該標章的效率等級似乎也會影響
民眾對於產品品質的看法，進而提升購買意願。
總結上述本節的討論來說，價格、MIT標章和能源效率標示上的級數均會影響
民眾購買冰箱的意願。本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未來政府如能透過強勢宣導，讓民
眾瞭解能源效率標示，那麼標示的作用可能超過價格和MIT標章的作用。

第三節、 省電習慣、心理變項與人口變項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表4.14和表4.15的結果顯示，省電習慣和心理變項皆對受測者購買省電冰箱意
願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而人口變項方面則只有家庭收入有有統計上的顯著影
響。可能的原因茲分述如下。
一、 省電習慣
受測者的關燈速度與冷氣設定的溫度，皆對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沒有顯著影
響。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幾點，首先，筆者推論冷氣設定的溫度，較容易受到受
測者本身因素影響，例如冷氣溫度調得較高，可能是因為受測者比較怕冷，而非
有較強的節能態度；或是受測者的冷氣設定溫度雖然不高，不過幾乎很少開冷氣，
或開冷氣時間很短暫，也許本身對節能態度好的。其次為少數受測者去年家裡沒
有冷氣，或沒有開冷氣，在無法得知其設定溫度時，將冷氣溫度視為30度，可能
有些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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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燈習慣無法有效預測購買節能家電意願，以Mills and Schleich (2012)的研
究，似乎可以說明之。Mills and Schleich的研究顯示，購買省電燈泡比養成隨手關
燈習慣來的容易，雖然節能態度，可以反映在平常的用電習慣、省電家電的選用、
冷氣設定的溫度等行為，但也不可否認，民眾可能因為購買省電燈泡，反而減少
關燈的習慣。
二、 與用電及節電有關的認知
至於本研究之所以未能發現心理變項對購買省電冰箱意願有顯著影響，其原
因可能有以下兩點。第一，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若政府日後透過有效的推廣且民
眾有一定的瞭解之後」
，能源效率標示對於冰箱購買意願有何影響。因此在施測程
序上，是先測量受測者的心理變項，之後才解說能源效率標示以及請受測者將卡
片排序。但如此也可能導致最先測量的認知與排序卡片時的認知有所不同。其次，
大多數受測者不清楚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錢效果(見表4.6)，也有許多受測者不瞭解
家中的單位電價，且有32.4%不清楚家裡電費支出金額(表4.1)，這些均會削弱「減
少用電及減少電費支出的重要性」此一認知變項的作用。
三、 人口變項
受測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皆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沒有顯著影響，只有
家庭總月收入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表4.16)；此結果與Mills and Schleich
(2010)的研究部分相同。該研究的數據來自2002年的德國家庭統計資料分析，研究
顯示年齡、家庭總收入、新舊住宅、住宅坪數皆會影響購買A級效率(效率最好)的
冰箱。從文獻回顧可知，德國等歐洲國家早已實施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多年，
民眾的家庭節能計畫與節能認知也相對我國完善，因此，國外民眾的年齡與教育
程度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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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我國能源效率標示制度實施不到三年，民眾對於家庭節能計畫與相
關標章認知尚未成熟之下，部分人口變項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影響可能不大。
其中，只有家庭總收入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直接影響。這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2011)的調查結果相似。其研究指出當民眾認為省電冰箱普遍市價較高的情
況下，且省電冰箱與非省電冰箱的價差過大時，經濟能力就成為影響購買意願的
重要原因。不過在本研究中也發現，低收入與高收入家庭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沒
有顯著差異，但限於目前的資料，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解釋。筆者僅能提出可能
的原因如下：低、中、高家庭收入的受訪者對省電冰箱的省錢及省電效果之主觀
評分平均數分別為 3.55，3.45，3.53，而這三組受訪者的樣本數分別為 40，73，
57。由此推論，中家庭收入者比高家庭收入者更不願意買省電冰箱，是因為前者
覺得省電冰箱的省錢效果不大，而低家庭收入者與高家庭收入者對於省電冰箱的
購買意願沒有差別，是因為兩者對省電冰箱的效果認知接近。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鑒於多數民眾沒有看過或不瞭解該能源效率標示的意義，本研究在測量能
源效率標示等知識性問題後，筆者大概說明其意義(例如省電效率共分成5
等級，第1級表示最省電，等級數字越大，表示越耗電；每年耗電量越多，
越不省電)。研究顯示民眾在充分理解且會參考該標章做出購買決策時，效
率等級會提升省電冰箱的購買意願。不過本研究推論範圍及有關討論，並
不完全適用於目前不太瞭解該政策的民眾，而是比較適用於推論「未來政
府透過強勢宣導，讓民眾瞭解能源效率標示」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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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抽樣地點的選擇，礙於問卷填答時間較長及人力限制，且無法在量
販店及燦坤、全國等3C賣場內發放，因此以便利抽樣抽取一般民眾進行訪
問。在抽樣對象中，雖然有一半的受測者表示未來兩至三年內可能會購買
新冰箱，但那不是近期考慮購買的對象，可能仍無法在本研究的情境中馬
上進入情境。因此，後續研究可先透過詢問篩選出可能近期購買冰箱的受
測者，以讓作答情境更貼近現實的購買決策情境。
(三)、 由於國內對於探討民眾的能源效率標示理解及購買省電家電的研究不多，
因此筆者透過較多的知識性問題及開放式題項，試圖瞭解受測者的標章知
識以及購買冰箱的想法。不過，筆者進行問卷施測時也發現民眾填答問卷
時，常抱怨問卷題項過多且有不耐煩的情形。如此可能導致受測者在後續
排序9台冰箱的購買偏好時，容易受到自身的心情狀態、周遭環境的變化等
影響，以致可能無法仔細考量九種屬性組合的冰箱。因此，建議後續研究
可立足於本研究基礎上，改善問卷的設計及問項，或是透過誘因，如提前
告知受測者填答完畢後，可獲得禮物，以減少受測者的不耐煩情緒。
(四)、 國外研究(Mills & Schleich, 2010)顯示，電價會影響民眾對於能源效率資訊
之關注程度和購買高效能家電的意願。Mills and Schleich以當地電價測量民
眾對於節能家電購買意願，相較本研究，是以民眾知覺到的電價為自變數。
不過由於本研究中的受測者多半不清楚家裡的單位電價，使目前資料分析
中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之影響不顯著。因此，筆者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
國內民眾對能源效率標示有一定瞭解後，以實驗方法操作高低電價水準，
探討電價的高低將如何影響對於民眾購買節能家電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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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燈習慣與冷氣設定的溫度兩個變項，為筆者採用能源局家庭節約能源手
冊(2009)裡的節約能源行為。不過從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這兩個省電習慣可
能無法有效測量民眾過去的節能行為。因此，建議可瞭解其他節能習慣對
省電冰箱購買意願的影響，進而提出更完整的研究結果。
(六)、 由於目前民眾皆對於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不是很清楚，因此本研究目的
主要是探討「若政府日後透過有效的推廣且民眾有一定的瞭解之後」，
能源效率標示對於冰箱購買意願的影響。藉此，本研究設計必須先測
量受測者對於標示的理解程度以及相關認知，之後才說明標示之意義
以及請受測者排序卡片。而本研究的流程確實容易使受測者將焦點放
在三種屬性的排序順序上。這樣的優點是內在效度較高，但外在效度
則受限。
二、對政府的政策建議
我國為因應國際能源上漲以及全球氣候暖化快速變遷，於 2010 年 7 月
1 日正式推行能源效率標示，以提昇國內的能源效率，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至目前為止，實施已有兩年多，雖然多數民眾能夠理解效率標示與耗電量，
但仍不清楚能源效率標示的意涵。因此若政府希望透過能源效率標示影響民
眾購買節能家電，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目前民眾普遍對能源效率標示的認識不深，不過本研究發現越年
輕與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對標章的知識的理解程度較高。因此建議政府機
關可透過各種有趣的行銷宣傳吸引年輕族群的注意、並透過學校的通識教育
與舉辦講座，建立學生和年輕族群對標章的認識以及效率分級知識。希望透
過學生與年輕族群來影響家庭的節能計畫或對能源效率標示的關注程度，進
而提升家庭購買高效能家電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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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顯示「若未來政府透過強勢宣導，讓民眾瞭解能源效率標
示」
，則效率等級標示可以增加民眾對冰箱的知覺品質，並提高購買意願。此
外，MIT 標章也可以提升民眾對於產品的知覺品質，並提高購買意願。因此，
建議政府提升省電家電的能源效率等級，可同時配合產品品質檢驗頒發 MIT
標章，透過兩個具有公信力的標章來提升民眾對省電冰箱的整體品質，進而
增加省電冰箱購買意願。
第三、目前市面上的省電冰箱，仍較不省電的冰箱售價高。本研究發現，
家庭的經濟能力會影響省電冰箱的購買意願。鄧淑娟(2011)的研究也提到，當
省電冰箱與非省電冰箱價差過大時，民眾在衡量成本效益之後，反而選購較
便宜的非省電冰箱。因此，建議政府可以與家電業者聯盟舉辦家電會展，教
育民眾透過能源效率標示的效率等級判斷家電的省電效果。同時將省電家電
的省錢與省電效果、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認知用生動活潑的數字圖像呈
現。此外，家電展覽的銷售可配合節能家電補助計畫，減少民眾因購買省電
家電需負擔的額外支出，提升民眾對省電冰箱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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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A) 正式問卷、預試問卷
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要瞭解民眾的用電習慣及購買省電冰箱的意願，
懇請您協助填答。本問卷填答時不必寫名字，資料僅供本研究做學術分析使用，
請安心作答。感謝您的幫忙。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林新沛教授
研究生 李玉華 敬上
第一部分 用電習慣及有關的認知
1. 在家裡，有些燈具如果您暫時不用（例如 20 分鐘內不使用），您會不會「習
慣」把它關掉？
□不會（如果不會，請跳至第 3 題繼續作答）
□會
2. 那麼通常燈具不用多久您才會把它關掉？
答：暫時不用＿＿＿＿＿分鐘就會關掉
3. 去年夏天，您在家裡有開冷氣嗎？如果有，通常冷氣的溫度是設在幾度？
□去年夏天家裡沒有冷氣機
□去年整個夏天都沒在家裡開冷氣
□有開冷氣，通常冷氣的溫度是設在＿＿＿＿＿＿＿度
4. 您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節約能源，減少用電重不重要？
□一點也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5. 對您來說，「減少家裡電費支出」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一點也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6. 您認為如果您家裡選用比較省電的冰箱，省電的效果大不大？
□省電很少 □省電少 □不清楚；很難說
□省電多
□省電很多
7. 您認為如果您家裡選用比較省電的冰箱，省錢（省電費）的效果大不大？
□省錢很少 □省錢少 □不清楚；很難說
□省錢多
□省錢很多
8. 依您的印象或猜測，您家中每用一度電大概電費是多少錢？
□2.1 元 □3.02 元 □4.39 元
□4.97 元
□5.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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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對上一題（電費是多少錢）的答案有多少把握？
□毫無把握 □沒甚麼把握 □勉強有點把握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第二部分 對「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的認識
1. 據您所知，下列哪一個標章是我國經濟部頒發的「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或是
該標示的一部分？
□(A)

□(B)

□(C)

□(D)

2. 現在，請看訪員手中的兩張標示，它們是分別貼在要販售的 A 冰箱和 B 冰箱。
依您判斷，哪一台冰箱的能源效率比較好？
□兩台的效率一樣好 □A 的效率比較好 □B 的效率比較好 □不清楚
3. 請看訪員手中的另外兩張標示，它們也是分別貼在要販售的 C 冰箱和 D 冰箱。
依您判斷，哪一台冰箱的一整年用電量比較少？
□兩台的全年用電量一樣多
□C 的全年用電量比較少
□D 的全年用電量比較少
□不清楚
4. 請看訪員手中 A，B 兩張標章，據您所知，這兩種標章在意義上有哪些主要差
別？
答：
5. 您曾經聽過或看過我國經濟部推行的「MIT 微笑標章(如圖)」
嗎？
□完全沒聽過或看過

□曾經有聽過或看過

□ 不清楚

6. 據您所知，您認為這個標章(如圖)代表甚麼意義？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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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對購買電冰箱的偏好

請在聽完訪員的說明後，依照您自己選購冰箱的偏好將這些卡片排序，放在
紙板上。共有九張卡片，每張卡片代表各種不同價格、效率等級，以及是否貼有
「MIT 微笑標章」的電冰箱(假設冰箱為同一種型號、顏色、款式、容量大小)。請
將您最願意購買的冰箱放在編號「一」的格子；最不願買的冰箱在編號「九」的
格子，依此類推；編號愈小表示愈想買。
在排序完後，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您之所以願意購買編號＿＿＿冰箱的原因？
答：

2. 您之所以最不願意購買編號＿＿＿冰箱的原因？
答：

3. 你認為這九張卡片中，有哪幾台冰箱的品質比較好？
答：
4. 依您的印象或猜測，以下兩個效率等級(圖 A、圖 B)，哪一個所表示的用電量
比較少？
□A

□B
(A)

(B)

5. 這兩個效率等級，他們之間的用電量又大概相差百分之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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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 男

□ 女

2. 出生年次，民國_________年
3. 教育程度
□ 國中及以下

□ 高中職

□ 大學/專科

□ 碩士以上

4. 您們家去年平均每個月的全家收入大約是多少？
□ 2 萬 5 千以下
□ 2 萬 5 千~4 萬 5 千 □ 4 萬 5 千~6 萬 5 千
□ 6 萬 5 千~8 萬 5 千

□ 8 萬 5 千~15 萬 5 千

□ 15 萬 5 千以上

5. 最近半年，您家中每期電費大約多少錢？
□ 不清楚；不記得
□ 大概是________________元
6. 您們家庭中目前居住的人口共有＿＿＿＿＿＿位
7. 如果您家中要購買冰箱，會由誰決定買哪一種冰箱？
□ 您自己就可以決定
□ 您要和家人共同商量過才能決定
□ 主要是由您的家人做決定
8. 請問您家中的冰箱在購買時是否有「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 不清楚；不記得（如果不清楚，請跳至第 10 題繼續作答）
□ 沒有（如果沒有，請跳至第 10 題繼續作答）
□ 有
9. 請問您家中的冰箱的「能源效率分級」是第幾級？
□ 不清楚；不記得
□ 第________級
10. 請問最近這兩年內，您家中是否有購買過冰箱？
□ 這兩年都沒買過冰箱
□ 有，大約在__________個月前購買；價格大概______________元
11. 那請問您未來 2 至 3 年內會不會買新冰箱？
□不會：未來 2 至 3 年內大概也不會買新冰箱
□或許會：未來 2 至 3 年內可能考慮買新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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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B)

問卷之附件

第二部份第 2 題

(A)

(B)

第二部份第 3 題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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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第 4 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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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種屬性組合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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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論文口試審查意見回覆表
口試委員之提問與意見

答覆
鄭中平委員

論文題目是「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對冰箱
本研究最初設計只探討價格和效
購買意願之影響」，其中，文獻回顧價 率等級兩個產品屬性。但在此條件
格是合理的，不過可否說明為何將 MIT 下，conjoint 程序產生的卡片均出現最
標章納入研究設計？
好（受試者一定會最優先選擇）與最
壞（受試者一定會最後選擇）的組合，
實際的卡片變化有限。故宜增加至少
一項產品屬性。此外，筆者也考量在
實際選購冰箱情境中，民眾除了價格
和冰箱節能效果之外，也非常重視品
質。故將 MIT 標章納入冰箱的產品屬
性。
修正稿第 6 頁已對此補充說明。
本研究設計是 conjoint 概念，請問三種
產品屬性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另
外，實驗設計流程可能會讓受測者特別
注意在九張卡片排序上(三個產品屬性
相對重要性)，請問這樣的實驗設計有

確實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本研究
為了同時呈現三種產品的屬性組合而
又要避免給受測者太多負荷，因此採
用了聯合分析法。但由於 SPSS 軟體只
能產生不含交互作用的聯合分析設

哪些研究限制？

計，故無法檢定屬性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流程確實容易使受測者
將焦點放在三種屬性的排序順序上。
這樣的優點是內在效度較高，但外在
效度則受限。更明確來說，本研究的
結果比較適用於推論「未來政府透過
強勢宣導，讓民眾瞭解能源效率標示」
後的情況，而不一定適用於目前許多
民眾仍對能源效率標示一知半解的情
況。
以上說明已補充於修正稿第 65
頁。

可否提出幾項對於政府的建議，讓一般 增修部分見 P.65-66
民眾對於能源效率標示的第 1、2、3、
4 效率等級有更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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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心理變項的假設不成立？能
部分原因可能是民眾對省電冰箱
否說明不顯著的可能原因？建議可改
的效果缺乏認識或信心（見原稿第 62
成「在目前資料上，無法支持心理變項 頁討論）
。另一個原因則與實驗程序有
對省電冰箱的購買意願之假設成立」。 關。實驗的流程是先檢定心理變項，
接著才進一步向受測者解說能源效率
的意義，然後再請受測者進行卡片排
序。因此可能導致最先測量的認知與
排序卡片時的認知有所不同。
結論用詞已修改，請見修正稿 P.61
林穎青委員
「探討民眾對於能源效率標示的理解
鄧淑娟(2011)是以受測者的主觀
程度」為本研究目的之一，不過之前研 認定來測量他們「對能源效率分級標
究有探討過，因此，能否說明為何要重 示的瞭解」
，只問受測者是否聽過此標
做一次？目的是什麼？
示和是否大約知道是什麼。戴玉清
(2010)也是採受測者的主觀認定，由受
測者表示是否瞭解「能源效率分級標
章制度」
。這些測量方式無法確實知道
受測者是否真的瞭解、瞭解多少。為
此，本研究透過有正確答案的選擇題
和開放式題目來測量民眾對標示的知
識，希望瞭解在未經任何說明、解釋
之前，目前一般民眾對「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的理解程度如何。
增修部分見 P.5
建議若分成九組進行實驗，先測量購買
由於目前民眾皆對於能源效率分
意願，再測量人口變項與知識性問題， 級標示不是很清楚，因此本研究目的
如此一來，較能測量心理變項對購買意 主要是探討「若政府日後透過有效的
願之影響。
推廣且民眾有一定的瞭解之後」
，能源
效率標示對於冰箱購買意願的影響。
藉此，本研究設計必須先測量受測者
對於標示的理解程度以及相關認知，
之後才說明標示之意義以及請受測者
排序卡片。
若採 full factorial 的受試者內實驗
設計，則每名受測者須將 2*3*3=18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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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屬性組合排序。這一來可能超出
部分人的認知負荷，二來很可能造成
許多人不耐煩而拒絕參與。所以本研
究只採未包含交互作用的聯合分析設
計，將產品屬性組合限制在九種以內。
為何如此設計「省電冰箱的省電及省錢
省電冰箱相較於非省電冰箱有以
效果」之問項？
下幾點主要差別：1.省電冰箱比較節
能；2.省電冰箱比較環保，排碳量較
少；3.省電冰箱比較能夠節省電費支
出。因此，本研究認為民眾選購省電
冰箱的考量因素，主要在於冰箱省電
效果，以及能為家中節省多少電費。
藉此，本研究以對省電冰箱的省電及
省錢效果，作為測量受測者對省電冰
箱的認知態度。
林新沛口委
受測者對於知覺到的電價有偏高的現
已修改，見 P.57
象，可能存在樣本偏差的原因，建議與
高雄市人口結構比較，會比較好。
家庭總收入對省電冰箱購買意願有顯
已修改，見 P.63
著影響，不過解釋不太清楚，請說明為
何低收入與高收入家庭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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