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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威寧 1 劉亮成 2 
1國立聯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苗栗市公敬里聯大 1 號 
2漢翔航空工業股份公司品保處 

台中市福星北路 68 巷 111 號 

 

摘 要 

  預測的方法很多，但通常需要大量的數據為基礎；灰預測所需的歷史資料少而預測結果

佳。本研究以灰預測模型做電力需求預測，預測結果與經濟部能源局發布之資料進行比對，以

確認其準確性。在與官方發布之 2001-2005 年的實際電力消耗資料進行驗證時，誤差多維持在

2% 以內，精準度相當高，因而本研究可提供電力需求預測之另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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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predicting electric power requirements, but most forecasting 

models usually require many data.  Needing only a few historical data, the grey prediction method 

obtains good results for forecast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employs a grey prediction model to 

forecast demand for electric power in Taiwan.  For accuracy, the results obtained with this model are 

also compared with the official published data.  Verified with Taiwan’s official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data from the years 2001-2005, the variations are within 2% for most years.  This 

concurrence of data indicates that grey prediction can b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method for 

forecasting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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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電力是奠立文明進步，經濟發展之基石，與兩者之關係

呈正相關，此由台灣電力的需求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經濟成

長率的提升而逐漸增加，可獲得印證。而電力對於產業的發

展，影響更大。蓋現代產業多以機器代替人工，機器的運轉，

需仰賴充分的電力，若電力不足，則生產停滯，導致整個工

廠運作停擺，可謂茲事體大，不可不慎！以台灣而言，一旦

停電，產業損失金額動輒以億元計算，對企業的生產、銷售、

利潤產生巨大的影響。是故，電力不僅關係企業的命脈，更

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 

  然隨着世界人口的持續增多，經濟的不斷成長，世界各

國的電量需求亦隨之增加。此趨勢衍生兩項問題，一是能源

危機的產生；一是環境汙染的嚴重。台灣自身屬於島國，能

源多仰賴國外進口，除了必須維持穩定的能源供應以確保經

濟發展外，同樣也面臨保護生態環境避免污染的課題。雖然

台灣不屬於聯合國組織的成員，但身為國際經濟與貿易團體

的一份子，也有義務遵守環境保護的規約，為地球村的永續

生存盡份心力。回顧政府於 1996 年第四次核定修正「台灣

地區能源政策及執行措施」，復在 1998 年召開全國能源會

議，以研討兼顧經濟發展、能源供應及環境保護之能源發展

策略；並於 2002 年擬定「再生能源發展條例（草案）」，加

速再生能源之推動，以奠定再生能源之永續發展環境 [1]。

能源的使用、開發與環境保護，成為目前國家能源政策及執

行措施考量的主軸。 

  對於電力供應等能源政策的擬訂，要能高瞻遠矚，順利

執行，達成目標。因此，預估能源需求是其中必要的一個步

驟，唯有「鑑往知來」，能正確掌握需求狀況，方有利於訂

定適合國情的能源政策。 

  「預測」在電力事業的決策過程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亦為電力事業之規劃、調度、開發投資的重要依據。精準的

電力需求預測，可避免供電量不足而有限電的情形，形成經

濟發展的瓶頸；或過度的設備投資，導致資源的浪費，加重

電廠的負擔。是故，應儘可能精準地預測未來的電力需求，

以為電力經營規劃的依據。再就電力需求的面向而言，因電

力無法大量儲存，故其需求屬於「瞬間即時」性，如無等量

以上的電力供給，就會造成限電、停電危機。以往，台灣電

業均由台灣電力公司獨家經營，近年來，政府對電業採開放

政策，故多家民營電廠，加入了供電行列，以維持穩定的供

電系統並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電業的自由化，使電力預測更

形重要。蓋如能較精準做需求預測，以規劃電業的開放程度

與規模，可使開放的程度「適當」，避免產生過與不及之弊。 

  電力需求預測的方法不一，較常使用的是類神經網路

（neural network）模式和迴歸分析（regression）模式。但

是不論使用何種方法，皆需蒐集大量的歷史資料以建構之。

本研究採用灰預測（grey prediction）進行需求預測模式之建

構，僅需使用 4 筆歷史資料即可完成，不僅資料取得方便，

且具有相當的預測精準度，提供了預測方法之另一種選擇。 

 

二、文獻探討 

（一）預測的定義 

  人類置身於浩瀚的自然界、複雜的社會中，所面臨的諸

多問題，有許多具有未知與不確定的因素存在，但人類為了

實現某些願望、達成某些目的，會利用各種不同的方法，預

測未來，探究未來，此乃「預測」之起因。對於預測的定義，

學者有著不同的見解，擇其要者，分述如下：Makridis 與

Wheelwright [26] 認為預測係說明在某一既定的情形下將

發生的事實；溫坤禮等 [9] 認為預測是通過現實與未來的

關係去分析未來。而「預測」的幾項特性為：（1）預測事項

的連續性：預測事項能持續出現，方能有系統地呈現實質資

料的型態，而藉此型態推衍未來；（2）預測程序的持續性：

因環境因素的影響，預測者應根據現況適時修正以往的預測

結果；（3）預測情況的不定性：預測所依據的相關因子之間

交互影響程度難以測量，易造成預測未來情況的不定性；（4）

預測結果的錯誤性：由於未來情況「不確定性」的存在，使

預測結果無法全部吻合事實真相，故錯誤性的存在實屬必然 

[19]。 

  綜合上述可知，預測是：依據所要分析對象的過去資

料，以推理的方式，客觀評估事件的未來情況；換句話說，

就是透過現在和未來的定量關係的建立，預測未來事件的發

展，且由於未來情況「不確定性」的存在，預測結果與實際

的事實未必完全脗合。 

（二）電力需求預測模型 

  電力需求的預測方法，已發展出數種模型，概述如下： 

1. 類神經網路 

  使用類神經網路進行電力需求預測的研究近年頗為普

遍，Mizukami 與 Nishimori [28] 應用類神經網路，以連續 2

週的尖峰負載之溫度數據資料、差異情形、尖峰負載的變化

值為基礎，預測最大尖峰電能的負荷值，並以日本 KE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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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990 年 7-8 月間的電能負荷資料，驗證該方法之平均

預測誤差可達 3% 左右，並推估如果隱藏層（hidden layers）

及神經網路參數的改變，可減少預測誤差值。Carmona 等人 

[22] 亦以類神經網路預測西班牙區域電力能源的需求值，

以 1959 年 1 月至 2000 年 9 月間計 501 筆歷史資料建立模

型，其研究結果指出：以此模型對於未來月份電力需求的預

測，誤差值大部分能維持在 5% 以內，可滿足實用需求。 

2. 自我回歸移動平均與類神經網路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RIMA-ANN） 

  Lu 等人 [24] 認為電力負荷之歷史資料複雜及受許多

隨機不確定因子的影響，這些資料包含線性與非線性的特

性，因而以 ARIMA 做線性預測、ANN 做非線性預測，而

提出 ARIMA-ANN 電力負荷的短期預測模型。經應用於中

國河北地區 2003 年電力負載之評估，使用 ARIMA-ANN 模

型進行預測較使用單一方法可改善預測的精確度。 

3. 通用迴歸類神經網路模型（general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 GRNN）  

  蔡蓉媛 [17] 探討使用年份、月份、氣溫、平均每人所

得、工業生產指數等因素，提出 GRNN 的方法來預測中長

期電力需求。廖炳坤 [13] 針對台灣地區的用電狀況，以類

神經網路方法建立良好的短期電力需求預測模式。在此預測

模式中，根據過去的用電紀錄、時間變數及氣象變數，預測

隔日之尖峰用電、低谷用電及二十四小時的每小時用電量。

研究中所使用的資料，為各項電力需求及氣象紀錄。楊惠婷 

[11] 根據台灣北、中、南、東四區域及各行業需要的不同

情況，透過單變量整合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模式，分別建立其

用電量之預測模式。 

4. 灰動態模型 

  Morita 等人 [29] 使用灰動態模型進行某設施之每年最

大電能需求區間估計，將灰動態模型加上界限值、信賴水

準，用於決定所需要的供應電能，使用 1979 至 1986 年該設

施之實際需求數據資料，估計其在 1987 至 1992 年之可能最

大與最小需求區間值。 

  前述各種電力預測方法，大致上均需要相當數量的數據

或經驗訊息以建立預測模型，其中使用較少歷史數據資料的

為 Morita 等人 [29] 使用 7 組數據之灰動態模型。 

（三）灰預測理論 

  灰色（grey）二字與模糊（fuzzy）、朦朧（hazy）之意

涵相似，意謂「不完全明確」。蓋人類置身於複雜的社會中，

所面臨的問題，所接受的訊息也包含大量未知的、不確定

的、訊息不完全的因素存在。此因素中，有些無法被人類完

全掌握、控制。因此，人們不得不在「部分已知、部分未知」；

「部分確定、部分不定」；「部分完全、部分不全」的情況下，

充分應用已獲得的相關訊息，進行預測與決策。換句話說，

也就是在灰色、模糊、朦朧的環境下，依據不確定、不明確、

不完全的訊息，確定自己的目標與行為 [9]。宇宙浩瀚，人

類在探討多種領域時，常會面臨訊息不明確的狀況。如果以

「黑色」表示訊息完全缺乏，對系統內部一無所知；以「白

色」表示訊息完全確知，對系統完全了解；則當訊息不夠充

分或不完全確知時，便介於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了。因

此，訊息不完全之系統即成為灰色系統 [15]。 

  灰預測理論（grey prediction theory）屬於灰色系統理論

的研究內容之一。主要是針對系統模型之不明確性及資訊之

不完整性，進行系統的關聯分析及模型建構，並藉著預測及

決策的方法探討系統的情況。並能對事物的不確定性、多變

數輸入、離散的數據及數據的不完整性做有效處理。而其中

的灰色預測，即是以 GM(1,1) 模型為基礎，對現有數據所

進行的預測方法。此法所需的數據不需要太多，且數學基礎

較簡單，頗具使用上的方便性 [9]。 

（四）灰預測方法 

  預測的方法很多，應用的範圍頗廣，茲略述一二，以見

梗概。例如：用迴歸分析法以家庭收支分析預測未來國人之

休閒發展 [14]；應用向量回歸法於國際旅遊需求之預測 

[6]；應用模糊回歸結合灰預測於台灣股市加權指數之預測

分析 [7]；應用整合時間序列資料與總體經濟變數預測失業

率 [3]；以時間數列模型預測我國牌照稅稅收 [4]；RFM 模

型結合貝氏隨機模式與時間序列模式運用於顧客狀態模式

預測 [21]；用人工神經網路在區域一次變電所預測負載 

[5]；以類神經網路預測淡水河河口之潮位 [8]。 

  本研究所採用者為灰色系統理論中的灰預測方法，其特

質在於「數據少，不確定」，與「樣本大，不確定」的概率

論暨「認知不確定」的模糊集合論（fuzzy sets theory）迥然

有別，三者的差異可以表 1 歸納之 [16]。 

  而灰預測不需要大量數據，且無論短、中、長期預測均

可使用，準確度高，其特色如表 2 [19]。 

  灰色系統理論在 1982 年由中國華中理工大學教授鄧聚

龍提出後，初期多應用在資訊、電機等理工領域，其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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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灰色預測法與各種系統數量預測方法之使用條件 

預測方法 所需最少之數據 數據之型態 數據之間隔 準備時間 數學需求 
簡單指數型 5 至 10 個 等間距 短間隔 短 基本 
Holt’s 指數型 10 至 15 個 同趨勢 短或中間隔 短 稍高 
Winter’s 指數型 至少 5 個以上 同趨勢且具規律性 短或中間隔 短 中等 
迴歸分析 10 個或 20 個以上 同趨勢具同規律性 短或中間隔 短 中等 
Causal 迴歸法 10 個以上 可各稱型態相混合 短、中及長間距 長 高等 

時間序列壓縮法 2 個峰值以上 
同趨勢，同規律性

且可自我調整 
短或中間隔 短（稍長） 基本 

Box Jenkins 法 50 個以上 等間距 短、中及長間距 長 高等 
灰色預測法 4 個 等間距及非等間距 短、中及長間距 短 基本 
資料來源：應立志、潘美秋 [19] 

表 1. 灰預測、概率論、模糊集合論的區別 

 灰色系統 概率論 模糊集合論 
內涵 
基礎 
依據 
手段 
特點 
要求 
目標 
思維方式 
 
 
信息準則 

小樣本不確定 
灰朦朧集 
信息覆蓋 
生成 
少數據 
允許任意分佈 
現實規律 
多角度 
 
 
最少信息 

大樣本不確定 
康托集(Cantor set) 
概率分布 
統計 
多數據 
要求典型分布 
歷史統計規律 
重複再現 
 
 
無限信息 

認知不確定 
模糊集 
隸屬度函數 
邊界取值 
經驗(數據) 
函數 
認知表達 
外延量化

(quantifying 
extension) 
經驗信息 

資料來源：鄧聚龍 [16] 
 

延伸至管理、教育等社會學領域。如 Wang 等人 [30] 以灰

預測理論應用在熱濕度（heat-moisture）系統之負載預估，

以廣州某旅館於 1974-1978 年間的系統負載資料建立模型，

用於估計該系統 1979 至 1982 年之可能負載。Luo et al. [25] 

使用 GM(1,1) 模型函數轉換法（function-transfer method）

用於能源消耗之預測，以礦場開採單位礦石所需消耗的燃油

估計其燃油消耗隨時間的增加趨勢。Mao 與 Chirwa [27] 使

用灰模型 GM(1,1) 於交通致命意外風險的估計，以美國

1966 年至 2000 年，每 5 年為週期的歷史致命率資料預測

2001-2005 年間可能的致命率。Lin 與 Yang [23] 將灰預測模

型應用於台灣的光電產業出口值預測上，以台灣地區光電產

業由 1994 到 1999 年的統計資料為基礎建立模型，推估 2000

年到 2005 年的出口值。楊容驊 [10] 應用灰色理論建構兩

岸軍事衝突危機預測量表之研究；盧靜怡 [18] 有企業經營

績效排名之預測－灰色關聯分析與類神經網路之應用；李昌

明 [2] 有多層次灰色預測方法－以國軍軍官考績評鑑為例

之研究；韓季霖 [20] 有台灣地區醫師人力供需之研究－灰

色預測模式之應用；廖世裕 [12] 有應用灰色系統理論建立

茶葉產銷預測。 

三、灰預測模式之建立 

（一）建立步驟 

  灰預測理論的基礎是對於系統過去已發生之序列的數

據，經過灰色逐次累加生成（ accumulated generating 

operation, AGO）計算以改變數據的層次，從而發現、揭示

潛在的規律，並由規律中預測未來可能的情況。本文採用單

變量一階模型，GM(1,1) Model，用於台灣地區電量消耗的

預測。GM(1,1) Model 的建立步驟共 6 個 [16]），分述如下： 

1. 第一個步驟： 

  將原始數據以序列排列，如下所述： 

 
{ })(),...,((2),...,(1), (0)(0)(0)(0))0( nXiXXXX =  （1） 

 
式中 X(0)(i) 為於時間次序 i 時之序列數據，n 為最末時間次

序，其值應不小於 4。 

2. 第二個步驟： 

  利用原始序列 X(0) 進行累加生成運算變換為序列 X(1)，

本項過程之目的在使原來彼此間變異較大與不規則的序

列，經轉換後呈現出較平緩與明顯的規律。經 AGO 轉換後

的序列，較原始序列 X(0) 更容易建立模型予以逼近。AGO

序列 X(1) 之定義如下： 

 
{ })(),...,((2),..,(1), (1)(1)(1)(1))1( nXkXXXX =  （2） 

 
其中 X(1)與 X(0)轉換關係： 

 

)()(
1

)0()1( iXkX
k

i
∑
=

=   （3） 

 
3. 第三個步驟： 

  建立 GM(1,1) 模型，以灰微分方程式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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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aZkX =+ )()( (1)(0) ,     k=2,3,...,n  （4） 

 
其中 
 

)1()-(1)()( )1()1()1( −+= kXαkαXkZ  （5） 

 
a 與 b 為待定參數，α 為調整係數（adjusting factor），α 通

常設定為 0.5，於資料結構特殊時始予修改調整。而前述灰

微分方程式可解為 

 

a
be

a
bXkX -ak +⎟
⎠
⎞

⎜
⎝
⎛=+ -(1)1)( (0)(1)  （6） 

 
4. 第四個步驟： 

  由方程式 bkaZkX =+ )()( (1)(0) , k = 2,3,...,n，求解

GM(1,1) 模型之參數 a 與 b， 

以矩陣表示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a

nZ

Z
Z

nX

X
X

1)(-

1(3)-
1(2)-

)(

(3)
(2)

(1)

(1)

(1)

(0)

(0)

(0)

MMM
 （7） 

 
令 
 

Y=

⎥
⎥
⎥
⎥
⎥

⎦

⎤

⎢
⎢
⎢
⎢
⎢

⎣

⎡

(n)X

(3)X
(2)X

(0)

(0)

(0)

M
，B=

⎥
⎥
⎥
⎥
⎥

⎦

⎤

⎢
⎢
⎢
⎢
⎢

⎣

⎡

1(n)Z-

1(3)Z-
1(2)Z-

(1)

(1)

(1)

MM
，A= ⎥

⎦

⎤
⎢
⎣

⎡
b
a

 

 
  則矩陣方程式為 
 
Y=BA. （8） 
 
現以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square method）估計矩陣 A
之值 
 
令誤差矩陣 E=Y-BA  
 

BA)-(YBA)-(YQ T=  

 
欲尋找使 Q 值最小的參數 A，則 
 

YBB)(B
b
a

A T1-T=⎥
⎦

⎤
⎢
⎣

⎡
= )

)
)

 

 

YBB)(B
b
a T1-T=⎥
⎦

⎤
⎢
⎣

⎡
)

)

 （9） 

 
5. 第五個步驟 

  將解得的參數估計值 a)與 b
)
，帶入方程式（6）中以求

解 1)(kX(1) +
)

。 

6. 第六個步驟 

  將前一步驟所獲得的 1)(kX(1) +
)

進行逆累加生成還原

為 1)(kX(0) +
)

，所得的值即為所要的預測值。 

由（3）式 )i(X)k(X
k

1i

)0()1( ∑
=

= ，得 

 

)(X-1)(X1)(X (1)(1)(0) kkk
)))

+=+ . （10） 

 

未來時間次序數 ζ時之預測值即可由下式中求得， 

 

1)-(X-)(X )(X (1)(1)(0) ξξξ ++=+ nnn
)))

.   （11） 

 

（二）模式的誤差檢驗 

  預測模式是否可信必須經過檢驗以確認其誤差在可接

受的範圍內，作法為將計算得的預測值與實際的值比較，觀

察其誤差情況，相對誤差 Er 的計算式： 

 

100%
(p)X

(p)X-(p)XEr(p) (0)

(0)(0)
×=

)

 （12） 

 
以上 GM(1,1) 灰色模型預測方法之步驟及誤差檢驗，摘要

如圖 1 所示。 

 

四、以灰預測方法估計台灣之電力需求 

  本研究以灰預測 GM(1,1) 模式，4 筆已知之總用電消耗

資料，預測未來 1 筆或更多的用電消耗情況，並驗證其預測

結果與實際值的差異情形，確認本方法是否適合應用於本類

問題的預測。 

  依據中華民國經濟部能源局之電力消費統計報告，台灣

地區由 1997 至 2004 年之電力消耗統計資料如表 3 [1]。 

  依據前節建立的 GM(1,1) 灰預測模型，進行 2001 年的

電力消耗灰預測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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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GM(1,1) 灰色模型預測方法之步驟及誤差檢驗流程 

 

表 3. 台灣地區各年電力消耗統計值 

年別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總用電量(109度) 137.8 145.7 156.3 171.9 175.9

年別 2002 2003 2004 2005  
總用電量(109度) 186.1 196.1 206.1 214.2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電力 [1] 
 

1. 取 1997 年至 2000 年數據構成序列 X(0) 

 

X(0) =( X(0)(1)，X(0)(2)，X(0)(3)，X(0)(4)) 

= (137.8, 145.7, 156.3, 171.9) 

 

2. 對 X(0)作 AGO 累加生成計算為 X(1) 

 

  X(1)=( X(1)(1)，X(1)(2)，X(1)(3)，X(1)(4)) 

 =(137.8，283.5，439.8，611.7) 

 

3. 建立微分方程式 b(k)aZ(k)X (1)(0) =+  

並對 X(1)作均值生成，求取 (1)Z ： 

Z(1) =( Z(1)(2)，Z(1)(3)，Z(1)(4))=(210.65, 361.65 ,525.75) 

 

4. 求解參數 a 與 b 之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525.75-
1361.65-
1210.65-

111
525.75-361.65-210.65-a

b
)

)

 

⎥
⎥
⎥

⎦

⎤

⎢
⎢
⎢

⎣

⎡

⎥
⎦

⎤
⎢
⎣

⎡

171.9
156.3
145.7

  
111

525.75-361.65-210.65-
 

= ⎥
⎦

⎤
⎢
⎣

⎡
127.470
-0.0833

 

a) = -0.0833， b
)

= 127.470 

 

5. 求解 GM(1,1) 白化響應式 

 

a
be

a
b-(1)x1)(kx ak-(0)(1) +⎟
⎠
⎞

⎜
⎝
⎛=+

)  

 

得 1530.252-1668.052e1)(kX 0.0833k(1) =+
)

 

令 K+1 = n+ξ， n 為 x(0) 序列之數據（n=4）。 

設 ξ為預測未來年數，取 ξ=1，則 

797.392(5)x)(nx1)(kX (1)(1)(1) ==+=+
)))

ξ  

611.355(4)x(k)X (1)(1) ==
))

 

6. 進行逆累加還原運算，計算  1)(kX(0) +
)

 

186.0(4)x-(5)x(5)x)(nx (1)(1)(0)(0) ≅==+
)))) ξ  

使用 GM(1,1) 模型預測 2001 年電力消耗為 186.0。 

使用相同的模式利用已知 4 年的電力消耗資料預估未來

的電力消耗需求，可得 2002 年為 188.3，其餘各年的預

測值詳如表 4。 

 

表 4. 台灣電力消耗預測值與實際消耗值 

年別 2001 2002 2003 2004 
GM 預測值 186.0 188.3 192.7 206.9 
實際消耗值 175.9 186.1 196.1 206.1 
預測誤差 % 5.7 1.2 -1.7 0.4 

年別 2005 2006 2007  
GM 預測值 216.9 228.3 235.3  
實際消耗值 214.2 N/A N/A  
預測誤差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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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模式之誤差檢驗 

相對預測誤差 Er(2001)% 為 

 

100%
(2001)X

(2001)X-(2001)XEr(2001) (0)

(0)(0)
×=

)

 

5.74%
175.9

175.9-186.0
==  

 

各年度預測之相對誤差如表 4。 

8. 灰預測使用不同歷史數據資料量預測結果之比較 

  本研究範例對於台灣電力預測所使用的歷史數據為 4

個，有 80% 預測之誤差在 2% 以下，在可接受的水準內。

當預測使用的歷史數據為 5 或 6 個時，其預測結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數據可知，使用 6 筆數據進行預測 5 年度的誤差

平均值較 4 或 5 數據者略低，使用較多的數據預測可取得學

習成長的一些優勢。惟就各單預測年度的誤差進行評估，其

2002 年之預測效果低於使用 4 數據者，2003 年低於 5 數據

者，較多數據之應用其預測誤差並不確定必低於數據少者，

此外亦要考慮資料蒐集與時效問題，對於使用歷史數據數

量，有賴應用者依需求進行取捨。 

 

五、結論 

  電力需求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可做為企業規劃

和政府決策的依據。若能精準地預測電力需求，將對決策者

有很大的幫助。尤其台灣能源多仰賴進口，發展經濟和兼顧

環境保護是國家的重要政策。以往學者預測電力需求，常依

賴大量的歷史資料進行模式的建構，但歷史資料愈多，對預

測未來是利？是害？見仁見智，未有定論。 

  本研究採用灰系統理論中的灰預測進行建構電力需求

模式，不需要大量的歷史資料，最低的資料需求量可降為 4

筆，此乃和其他預測法最主要的相異處。研究結果顯示，以

使用 4 筆歷史資料之灰預測方法應用於台灣地區之電力需 

 

表 5. 使用不同數目歷史數據預測電力需求誤差結果 

年別 
誤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平均

誤差

4 數據 GM 預測 5.7 1.2 -1.7 0.4 1.3 2.1 
5 數據 GM 預測 4.3 2.3 0.5 -0.9 1.5 1.9 
6 數據 GM 預測 3.7 2.3 1.5 0.4 0.6 1.7 

 

求之預測時，經與 2001 年至 2005 年的實際消耗值比較，除

2001 年之預測誤差較高達 5.74% 外，各年度的預測誤差均

在 2% 以下。2001 年的台灣是非常特殊的一年，當時由於

政黨輪替，國內政治局勢騷擾不安，經濟成長率由 2000 年

的 5.77% 突然降至 -2.17%，至 2002 年後經濟成長率始再

由負值轉正。 

  以 GM(1,1) 模型預測台灣之電力消耗情況，可以發現

除 2001 年因政治與經濟情況的急速改變，使電力消耗成長

率呈不正常的減少，致灰預測方法無法提供適當的估計，其

它自 2002 至 2005 年的預測誤差均小於 2%，準確度相當高。

由本研究也可發現，以灰預測法推估台灣 2006-2007 年的電

力需求，呈現需求持續成長的態勢。灰預測方法由於僅需使

用少量的數據建立模型，且有足夠的預測準確度，對於電力

需求的預測，不失為一項簡便的選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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