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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交通運具帶給人類生活極大的便利，其中使用電力為動力的交通運具例如電動車

(Electric Vehicle, EV)，早已出現在 19 世紀中葉，但隨後將近 100 多年的歷史當中，使用

汽柴油等化石燃料的傳統內燃機(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車輛主宰了車輛市場。

然而，奠基於化石燃料的傳統車輛，在化石燃料燃燒後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對環境產

生相當程度的傷害，加上石油價格的攀升等因素，使得推動替代車輛的發展，成為一條

必要的道路。電動車相對於傳統車輛，具備更佳的能源使用效率，且車輛動力使用電力，

而發電用的能源種類廣泛，且可透過降低化石燃料的比重及提高再生能源等等較潔淨能

源的組合來提供電力，以降低交通運輸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使得較具節能及環保效益的

電動車，因而越來越受到關注，各國政府已開始努力推廣電動車，希望能逐漸替代傳統

交通運具。 

現階段，電動車在各國都仍屬於發展中的技術與產業，且多數國家對於電動車的相

關法規、制度、基礎設施及消費習性等層面，都尚未建構完整，可以說電動車的發展還

存在相當多的挑戰。但為了未來全球交通永續發展，許多國家如美國、日本、荷蘭、法

國、中國大陸、挪威、德國等，都已積極推動電動車技術、產業與市場的發展；而各國

最主要的電動車推廣方式，則包括示範運行計畫、提供購車補助或稅額減免、低排放車

輛配額，以及提高車輛能耗標準和 CO2 排放標準等等政策工具，此外，面對逐漸開展的

電動車產業大餅，許多國家政府也紛紛規劃電動車產業發展目標及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

計畫，協助電動車廠商積極發展，以求拓展電動車產業市場。 

在我國方面，我國並未在傳統車輛整車的產業發展上占有優勢，然而我國在車輛零

組件產業上，已擁有相當好的發展成果；而在電動車產業發展方面，我國近年也有一些

電動車零組件供應商，已切進國際知名電動車廠商供應鍊，並在例如電動機車、電動大

客車及非典型應用電動車輛等領域，有了不少頗具特色的發展，對於成長前景可期的全

球電動車市場，我國廠商可說已具有發展潛力。為了將我國電動車相關產業推展至全球，

有賴於政府與廠商的通力合作，規劃我國電動車相關產業未來發展策略與目標，透過完

整的規劃及戰略方針，協助我國具備潛力的廠商發展茁壯，以得使我國電動車相關產業

將來能走出台灣，切入並布局全球電動車市場。此外，不管是各主要電動車發展國家或

是我國，在電動車推廣目標擬具過程中，都沒有預期電動車技術發展仍存在相當多的挑

戰，以至於近年各國及我國電動車推廣目標的落實程度，都比預期低相當多，相對上也

阻礙了電動車產業的發展；這些電動車產業的挑戰，也有賴政府能重新構思政策方向，

前言 

財 團 法 人 中 技 社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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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真正達到協助電動車產業發展的目的。 

有鑑於此，本社基於公益法人角色立場，特別邀集國內相關專家學者及資深相關產

業人士，就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進行相關的重要議題進行探討。共召開諮詢會議、啟始

會議及召集人會議共 5 場，並敦請中華經濟研究院梁啟源董事長擔任總召集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機械所王漢英副所長擔任召集人，於「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議題，

就產業機會和人才需求兩個面向進行研討並召開一場座談會；中華經濟研究院陳信宏所

長，擔任「從產業角度探討我國發展電動車之適切方向與目標」議題召集人，針對電動

車商業模式提出芻議，並召開一場座談會；由國策顧問尹啟銘主委擔任「我國電動車產

業之可能作法」議題召集人，就電動車產業發展總體策略、政府政策及環境架構等方面，

提出可行作法，並召開兩場座談會，總共商請 40 多位產官學研界之專家學者，進行意

見交換和詳細策略規劃研議，以尋求協助政府及產業界，能面對未來車輛產業的趨勢變

化，更妥適進行產業的戰略布局調整，現下即著手深根，待時機到來時，我國電動車產

業便具有相當之實力，能面對全球競爭並開拓全球電動車產業市場。 

  



3 

 

第一章  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一、國際電動車發展趨勢與現況 

(一)、 電動車範疇 

電動車動力系統依照電動化程度的差異可區分為弱混合動力(micro hybrid)、中混合

動力(mild hybrid)、強混合動力(full hybrid)、並聯型插電式混合動力(parallel plug-in hybrid)、

串聯型/增程型插電式混合動力(serial/range-extended plug-in hybrid)以及純電動(battery 

electric)如圖 1.1，名詞說明如表 1.1 所示。 

 

 
資料來源:車輛產業年鑑.工研院 IEK(2014/10) 

圖 1.1 電動化車輛類型與動力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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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電動化車輛名詞 

 

1. 弱混合動力(Micro Hybrid) 

弱混合系統之主要功能在於控制引擎的熄火與啟動，某些系統在搭配較大的電池容

量之下亦提供再生制動(regenerative braking)，或一般所稱“剎車回充”的功能，即透過回

收車輛的動能達到輔助煞車的效果。弱混合系統無法以純電動模式驅動車輛，屬於此類

的混合動力車款包括 Chevrolet Silverado、GMC Sierra Hybrid 等。在技術方面，弱混合系

統通常採用透過皮帶與引擎曲軸連接的啟動發電機(Belt driven Starter Generator(BSG)或

稱 Belt driven Integrated Starter Generator(B-ISG)。 

2. 中混合動力(Mild Hybrid) 

中混合系統擁有較大功率的馬達/發電機，其功能除了控制引擎的熄火與啟動，並

可提供引擎額外的動力輔助，中混合系統通常具有剎車回充的功能。中混合系統與弱混

合系統相同，無法以純電動模式驅動車輛。屬於此類的混合動力車款包括 Honda Insight、

Saturn Vue、Chevrolet Malibu 等。 

3. 強混合動力(Strong Hybrid) 

除了前述煞車回充與動力輔助的功能外，強混合系統可單獨由內燃機、電動馬達或

兩者動力源的組合來驅動車輛。屬於此類的混合動力車款包括 Toyota Prius、Ford Escape 

Hybrid、Lexus RX400h。在技術方面，強混合系統主要包括 Toyota 所開發的 Hybrid Synergy 

Drive，由 General Motors、Chrysler、Daimler 與 BMW 於 2005 年共同開發完成的雙模混

合(Two-Mode Hybrid)動力系統等。 

4. 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PHEV) 

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指可以使用電網對動力電池進行充電的混合動力系統。插電式

混合動力車(PHEV)較非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具有較大容量的電池，以延長純電動模式的行

駛距離，但需要時仍然可以全混合模式驅動，其最大的特點在於將混合動力驅動系統和

純電動驅動系統結合。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由於建構在混合動力系統之上，因此其系統

架構類似混合動力系統。 

串聯式架構亦被稱為增程型(range-extended)架構，為目前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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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之一，可視為純電動系統附加車載發電機模組(range extender)，由內燃機或其他能源

轉換裝置驅動發電機以產生電力供應電池組或驅動馬達，動力單元與驅動輪之間並無機

械性的連接；此表示所有的動力來源乃由化學能轉換成機械能，再轉換為電能，最後再

轉換為機械能驅動車輪。不過在運轉上，增程電動車之車載發電機乃於動力電池充電狀

態(State of Charge)低於設定值時才啟動。 

5. 純電動系統（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BEV） 

純電動系統，顧名思義，為僅以電力為來源之驅動系統。由於沒有內燃機或其他輔

助動力，因此整車的性能如加速性、續航力等，皆取決於馬達、驅控器、電池以及電池

管理系統等的性能，而電池又扮演最為關鍵的角色。動力電池經由車載充電器補充電力，

輸出之電力透過升壓轉換器(Boost Converter)(為 DC/DC 轉換器)供應逆變器(Inverter)以驅

動馬達。 

6. 燃料電池電動車（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FCEV） 

燃料電池電動汽車使用氫作為車輛產生電力的燃料，氫氣來源可由外界將氫氣以壓

縮或金屬吸藏的方式，或將化石燃料藉由車內重組器轉換產生而來，經由電化學反應產

生電力，提供能源給車上電動馬達用以驅動車輛的車輪。FCEV 並不需要裝置內燃機引擎，

燃料電池可單獨作為車輛動力來源，但常常也會與另外再與二次電池配合形成複合式動

力系統。 

從傳統內燃機車輛到電動車，除車輛本身結構有差異外，相關能源供應體系也有所

不同，如圖 1.2 所示。基本上能源供應體系在傳統內燃機車輛是化石燃料提煉公司及加

油站，在電動車則是轉變為電力公司與充/換電站，同時車輛電池二次再利用也會是新

興產業。 

 
資料來源:工研院 

圖 1.2 電動車與引擎車系統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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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車輛油耗與 CO2 排放法規演進 

在節能減碳之環境訴求下，世界各國紛紛推展潔淨車輛開發，國際自 2015 以後在

車輛油耗與 CO2 排放法規均大幅加嚴，並導引出電動化車輛產業的興起。 

國際近期電動化車輛的發展其一主要來自於車輛燃油經濟標準日益嚴格(如圖1.3)，

在將各國的測試條件都轉化為歐盟的 NEDC 行車型態情況下，如美國提出 2025 年所有

銷售車款提高到每公升行駛 20.8 公里燃效；同時，中國大陸要求每公升行駛 20.0 公里

燃效。 

資料來源: ICCT(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工研院整理 

圖 1.3 歐美日等國乘用車油耗標準(轉換為 NEDC 行車型態) 

 

另一方面，部分國家以車輛 CO2 排放為管制標的(如圖 1.4)，如歐洲乘用車 CO2 排放

標準為2015 年130g/km，並在2020 年再降到95g/km；美國是2025 年降為約109g/km。

由於主要國家標準的加嚴，僅靠汽油車將無法達到要求，車廠開始發展 HEV、PHEV、REEV

和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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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歐美日等國在乘用車 CO2 排放量管制標準 

 

(三)、 國際電動車輛市場與領導廠商發展趨勢 

1. 國際電動車相關政策 

(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建立關鍵零組件核心能力，且以 2020 年累計 500 萬輛為目標，2020 年中

國大陸目標是建立 3~5 家主要新能源汽車整車廠，形成 2~3 家有 IP、具國際競爭力的充

電電池、電機等關鍵零組件業者，生產集中度達 80%，2020 年目標保有量達 500 萬輛。

中國大陸 2011~2020 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重點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發展規劃

2011~2020 年』中包含 : 

 加大技術進步與技術改造投資力度； 

 推廣使用節能和新能源汽車； 

 電動汽車產銷形成規模； 

 整車研發水平大幅提高； 

 關鍵零部件技術實現自主化。 

其中三大電(電池、電機、電控)等新能源汽車關鍵零組件須以中方獨資、或中方企

業出資比率達 51%以上之合資企業，以加強自主技術開發、保有關鍵知識產權。 

 

 

資料來源:ICCT、工研院整理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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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中國大陸電動車產業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 

 

(2) 美國 

2011 年時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百萬輛電動車在 2015 年上路的政策目標，而美國能

源部預估，美國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電動車產量累積將達到 122 萬輛，補貼政策限

制企業銷量最低門檻，才可享有補助。補貼方式為消費者購買電動車銷量超過 3 萬輛以

上的企業享有 50%減稅優惠，若超過 4.5 萬輛享有 25%減稅，若超過 6 萬輛則沒有減稅。

2010 年美國中央政府實施購車補助最高 US$7,500 美元優惠方案，受補助車型包括 GM 

Chevy Volt, Tesla Model S, Tesla Roadster, Ford Focus, Nissan Leaf 等，在加州地區想有當地

政府購車額外加碼 US$5,000。 

(3) 日本 

日本電動車普及受惠於私人購買電動車或家用充電器，政府補助 50%，購車補助為

補助燃油車與電動車的車價差距日幣 78 萬元，如橫濱追加補助至日幣 100 萬元，且取

得稅金減免日幣 16.9 萬元，車重稅減免日幣 3 萬元，汽車稅減免日幣 1.6 萬元。 

(4) 韓國 

2009 年活絡電動車產業方案，仿效歐美先進國家開放低速電動車掛牌上路，也規劃

電動車購車補助民眾響應國家節能運輸政策，在技術發展上，2013~2020 年投入 6496

億韓元，大力推動高效能電動車電池與電動車聯上電網技術(V2G)，希望藉助技術提升

使電動車降低製造成本，並將 ICT 新科技增加新附加價值，達到 2020 年 15.2 萬輛電動

車上路政策。韓國政策將以發展 V2G 產業政策做為電力網從家到車上的創新項目，塑造

成為智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項。 

  

2011~2015 2015~2020

發
展
目
標

2015年目標

•混合動力車(微混)實現大規模產業化、
重混動力車保有輛達到100萬輛

•純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初步產業化、
保有規模為50萬輛

•實現車輛電動化所需之關鍵組件產業
化(充電電池的原材料與生產設備國產
化，能量密度達到120kW/kg以上，生
產成本降到2元/kWh，循環壽命達到
2,000次或10年以上)

•建立大型關鍵零組件生產企業集團

•乘用車平均油耗達到5.9L/100km

2020年目標

• 2020年實現產業化，市場保有量達
500萬輛

• 2020年前作為混合動力車代表國，節
能車銷售達全球第一，年產銷達1,500

萬輛(擴大HEV普及、中/重混年銷售
達300萬輛)

•建立3~5家主要新能源汽車整車廠

•形成2~3家有IP、具國際競爭力的充
電電池、電機等關鍵零組件業者，生
產集中度達80%

•乘用車平均油耗達到4.5L/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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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韓國電動車發展藍圖 

項目 2010~2012 2013~2020 2021~2030 

投資金額(億韓圓) 1407 6469 19325 

累積電動車數量(台) 500 152000 2456000 

累積快充站(座) 10 430 2174 

發展技術 零組件、充電設備以

及 V2G 用 PCS 技術 

高性價比電池與

V2G 營運技術 

發展 EV 先進組件與

下次代充電技術 

商業模式 在示範城市建設供

電基礎設施 

發展 V2G 技術 大力普及電動車與充

電系統 

總體目標設定 建構基礎建設與服

務內容、建全法規與

規範 

EV 充電與 V2G 服

務 

資通訊服務，運用

V2G 提升電力儲存與

轉換效率 

 資料來源:韓國運輸研究院 

 

2009 年南韓以濟州島做為電動車與智慧電網示範運行基地，共有電力、通訊、車輛

與家電等產業 168 家企業參與計畫，在 2009~2013 年韓國政府與民間共同投資 2,395 億

韓圓(政府出資 645 億韓圓)，2011 年逐步完成智慧電網、智慧住宅與電動車充電設備建

置並展開示範運行。2012~2013 年再生能源與電力服務為兩大發展重點，具體項目為擴

大再生能源對大電網的供電比例，並透過電動車與儲能裝置運行提升電力供給的穩定性，

電力服務為整個計畫的重點與核心，南韓將建全電力交易制度，並集合智慧電網相關廠

商之力，發展電動車商業模式輸出海外，做為全球智慧電網重要出口國。為此，打造次

世代交通運輸系統，技術、使用習慣與基礎建設等三大構面可促使電動車市場發展，在

車型不足的困境，2012 年推出電動車租賃共享以拉近民眾距離，透過 V2G 讓家庭用電

更靈活，租賃比買車更划算的條件誘因發展下，部份先進城市將可使大眾公共運輸與私

人運輸載具無縫連結，創造零碳排放城市的世界象徵。 

(5) 德國 

德國希望 2020 年電動車累積數量達 100 萬輛，因此 BMW, Audi, VW, Porsche, Daimler

在 2011 年推出新款電動車，在德國電動車獎勵方案規定，在 2015 年若能符合 95 g/km

車款，可以享有 10 年汽車稅減免。若私人購買第二輛電動車，僅需一個牌照費用，並

享有保險費減免。在德國若購置電動車，在 5 年內可免流通稅。 

(6) 法國 

法國在 2008 年設置電動車示範運行基金鼓勵技術研發，積極使用法令鼓勵與排氣

限制雙管齊下，低排放車款可以獲得額外獎金，高排放車款繳納額外稅金，依規定 CO2 在

100~130g/km 可以享有獎金 200~1000 歐元；低於 60g/km，可以享有最高獎金 5000 歐

元。超過高標者，汽車稅金課徵在 200~26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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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蘭 

為達到 2020 年百萬電動車上路的目標，其制定 E Mobility 行動計畫，2009 年~2020

年逐步實施示範驗證、企業使用與私人使用。特別是在支持企業使用上，除可獲得約

8,000 歐元補貼外，也可免去牌照稅、道路稅等租稅。 

(8) 泰國 

成為亞洲底特律後，預計 Eco Car 的生產與出口持續增加，預測 2015 年生產可達

250 萬輛，力促 HEV 將為汽車生產當地化。 

(9) 印度 

2012 年後實施電動交通促進政策，力爭以此普及燃油效率較高的車輛，以抑制石油

消費，與東盟爭取生產基地目的不同。印度汽車產業政策稱為 National Electric Mobility 

Mission Plan (NEMMP) 2020，政策從 2013 年開始推動，在 2020 年預定在 HEV 與 xEV 有

500~700 萬輛，預估投入經費為美金$42 億美元。 

(10) 馬來西亞 

2013 年推動 NAP(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產業政策，該國為提升高附加價值零組

件，新一代環境技術和產品的開發、生產的投資為關鍵。馬來西亞強調  EEV(Energy 

Efficiency Vehicle)，定義為滿足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克/公里)或者滿足油耗標準為主(升/公

里)，所以 EEV 並不限於純電動車輛，還包括省油車輛、複合動力車輛、電動車、替代

能源車輛(如 CNG, LPG, Biodiesel, Hydrogen Fuel Cell)等，同時在複合動力車、純電動車輛

與關鍵零組件（馬達,電池,電池管理）優惠措施上，免徵收 10 年公司稅。 

2. 各國電動車市場銷售現況 

(1) 複合動力車市場在 2013 年為 174 萬輛，日本約為 83.8 萬輛且市占率超過 50%，美國

約為 49.5 萬輛且市占率超過 25%，2008~2013 年全球複合動力車銷售數量，如圖 1.5。 

 

 

資料來源: Fuji Chimera,2014 

圖 1.5 國際複合動力車(HEV)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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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3 年 EV/PHEV 銷售數量為 22.5 萬輛，其中美國約為 10.1 萬輛且市占率超過 50%，

其次為歐洲的 6.1 萬輛且市占率超過 30%，日本約為 3 萬輛，如圖 1.6。 

資料來源:Fuji Chimera, 2014 

圖 1.6 國際電動車(EV/PHEV)市場 

 

3. 國際領導廠商在電動車布局 

歐洲車廠如 VW, BMW, Daimler，日系車廠如 Toyota, Nissan, Honda, 美系車款如 Tesla

相繼發表 2014 年以後的電動車計畫，其中 Honda, Daimler, BMW, Nissan 都與中國大陸的

車廠合作電動車。 

表 1.4 國際領導車廠在電動車生產規劃 

領導廠商 主要動向 

VW 

 2014 生產 VW e-up! 和 e-golf 

 2015 生產 PHEV Golf GTE, Audi A3 Sportback e-tron 

 2016 分別由一汽大眾與上海大眾生產 PHEV Audi A6 和 中階價位三廂車 

 2018 生產 15 款新能源車 

BMW 
 2014 銷售 EV i3 和 PHEV i8 

 與華晨汽車合資生產”之諾(ZINORO) 

Daimler  與 BYD 合作開發”騰勢(DENZA)” 

Tesla  2014 銷售 3.5 萬輛有 30~35%在中國市場 

Toyota 
 Corolla, Levin 將在本地組裝電池、變頻器與變速機構，採購率目標為

50~100% 

Honda  2016 推出與東風、廣汽集團合作生產 50 萬元新台幣的複合動力車 

Nissan  2014 銷售開發中國自主品牌的 Venucia e30 

資料來源: Fouri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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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 Tesla Model S 單次充電最高續航 426 公里，且可快速充電與換電，車輛在 30 分

鐘快速充電後，便可以擁有行駛 320 公里的電量。Tesla 的電池交換設備，能在 1 分

半左右將現用電池取下並換裝新電池再上路的工作，讓電動車能更實用化。 

(2) 日本 Toyota 掌握電動車從元件到整車之核心，其餘各車廠以各自結盟爭取規模經濟

與技術投資分攤。全球重要電動車廠積極與動力電池技術供應商策略結盟，以確保電

池技術與供應無虞。日系車廠(Toyota、Nissan、Mitsubishi)之動力電池供應鏈甚為緊

密，甚至是與電池提供商合組公司，美系車廠(GM、Ford)合作對象較為多元。 

(3) 南韓首創馬路供電系統提供開車時充電系統，突破現有充電困境。南韓龜尾市測試的

充電馬路與線上電動公車系統，行駛時不斷將電磁轉換成 100 千瓦（136 馬力）電力，

驅動公車或將電能儲存於車載電池組，傳輸效率最大可達 85%。  

(4) 德國 BMW 公司推出 i 系列電動車，其中 i3 純電動與增程型電動車，強調大量使用碳

纖維輕量化材料車身以及 Connected Drive 互聯駕駛服務。BMW i8 插電式油電混合車

使用碳纖維輕量化材料車身，並強調 Efficient Dynamics 高效動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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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電動車輛業發展現況 

(一)、 政府政策  

繼第一階段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行政院推出第二階段 2014 ~ 2016

年的補助方案，分別以環保署、交通部、經濟部三方合作來推動電動車輛產業之發展。

行動方案要點以大型、中型的電動巴士、電動機車與電動車關鍵模組為補助對象，發展

願景與目標說明如下: 

1. 大型與中型電動巴士發展願景與目標 

 成為全球電動綠色大眾運輸國家典範及主要生產國； 

 推動關鍵零組件國產化，研擬創新營運模式，成為全球電動大中巴營運及生產基

地； 

 2014~2023 年 10,000 輛(市區公車+一般公路客運)+先導運行 390 輛(2014~2016

年)。 

 

表 1.5 台灣電動車產業政策-第二階段產業政策(2014-2016) 

方案 細項說明 

1. 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

車 

 交通部與環保署合推大客車汰換 

 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與風景區接駁 

 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2. 提供購車誘因 

 提供貨物稅與使用牌照稅減免 3 年 

 交通部、環保署與經濟部提供補助 

 政府機關與國營企業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方案 

3. 創新營運模式 

 以車電分離降低初購成本 

 推動電池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 

 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4. 鼓勵業者投入 

 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與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協助產業開發電動廂型或貨車等商用車種 

 推動特定區域與市區短程代步等營運模式 

 協助兩岸試點 

5. 建構產業價值鏈 

 推動電能與動力系統自主技術開發 

 訂定通訊、耐久、能耗及電能補充產業標準 

 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及國產化 

 導入智慧化及安全車電系統 

 持續制定法規標準與建構產業能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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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機車發展願景與目標 

 全球低碳島電動機車推動典範，成為整車及關鍵零組件主要生產國，及創新營運

示範基地 

 2014~2017 年電動機車 3.7 萬輛 

3. 建立臺灣為電動汽車關鍵零組件核心願景與目標 

 推動開發增程式及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車，滿足使用需求； 

 推動關鍵零組件國產化，研擬創新營運模式及推廣家用第二部車用途； 

 推動產業開發 2 款以上增程式及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車； 

 輔導廠商推出工程車或工務車用途之箱型車或貨車等商業車種； 

 推動 5 家以上關鍵零組件廠商進入國際電動車供應鏈； 

 推動開發滿足國營企業需求車型及持續推動國營企業使用電動車。 

 

表 1.6 台灣電動機車示範運行計畫與關鍵零組件國產化方向-第二階段產業政策

(2014-2017) 

方案 項目說明 

1. 跨大示範運行 
 推動離島與本島進行 

 建議商業應用示範 

2. 提高購車誘因 
 維持全國性補助 

 延長免徵貨物稅期限 

3. 推動創新營運模式 
 推動車電分離 

 發展電池回收再利用 

4. 開發高性能電動機車 
 提升標準與檢測能量 

 開發普遍重型車款 

5. 提升關鍵零組件量產供應能量 
 輔導關鍵零組件車款通過測試 

 國產化納入合格產品審查案件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二)、 台灣電動車產業發展現況 

近年來台灣產業雖在市場推出多樣化電動車產品，但市場成長緩慢： 

 台灣電動車從二輪、三輪、四輪到大巴士都有相關示範應用經驗； 

 自主品牌電動汽車已有少量生產實績，但市場銷售數量低，電動巴士尚在克服成

本降低與控制品質挑戰中，銷售成長緩慢； 

 因應公共運輸與特定市場需求，產業亦投入電動巴士、電動特用車、環保用車等

利基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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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電動汽車與電動機車銷售量大幅減少，主要原因在於成本高、第二期電動

車政府補助政策發布延遲、充電普及化仍不足。 

彙整台目前台灣電動車的使用狀況、數量、產業政策與推動瓶頸摘要如表 1.7。 

 

表 1.7 台灣電動車使用狀況、數量、產業政策與推動瓶頸 

代表 

車款 

應用 

情況 

累計數量 

 
生產家數 推動政策 瓶頸與困難 

電動機車 
個人與企

業使用 

商業銷售 

28,029 輛

( 累 計 到

2014/10) 

中華汽車、

光陽等 15 家

公司 

鋰電池電動機車-“經濟

部工業局電動推動計

畫”與地方政府相對補

助 

成本高 

電動汽車 

 公務與租

賃使用 

289 輛 

( 累 計 到

2014/5) 

納智捷、酷

比、日產、

豐田 

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

專案-經濟部工業局智

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

行動方案 

使用成本高、

公共充電設施

不足、國內市

場小 

輕 型 電 動

客貨車 物流車隊

與企業接

駁運行 

專 案 開 發

15 輛 
中華汽車 

關鍵技術與模組開發

驗證-經濟部技術處電

動車輛系統模主與關

鍵技術開發計畫 

使用成本高、

國內市場小 

電動巴士 

地方縣市

運行 

118 輛 

( 累 計 到

2014/9) 

華 德 、 立

凱、唐榮、

馨盛 

電動大客車營運計畫-

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

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

要點”、 

電池交換型電動公車-

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 

使用成本高、 

大型電池供應

商建立中、 

國內市場小 

 

資料來源 : 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工研院整理 

 

另統計自 2011 年至今在台灣通過環保署核章可以銷售的各式電動化車輛數量(如表

1.8 )，其中可以看出汽油複合式電動車銷售數量則自 2012 年起明顯成長，而純電動小

客車與大客車數量相對台灣車輛總銷售數仍十分稀少，而且集中在少數幾家進口廠牌車

型。同時國內研發生產的純電動或複合電動車數量尚很少，進口或外資廠在台灣組裝生

產的油電複合電動車佔台灣銷售數量的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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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台灣油電混合動力車與電動車歷年核章數 

項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國產 進口 

電動機車 6,210 656 5706 480 6,840 0 3,094 0 

電動小客車 11 55 47 0 44 43 0 16 

汽油複合式電動車 96 6,276 9,750 8,640 5,890 11,244 4,199 11,126 

電動大客車 0 0 11 0 26 0 49 0 

柴油複合式電動車 0 0 4 0 4 157 12 143 

汽車

合計 

電動車 11 55 58 0 70 43 49 16 

複合式電動車 96 6,276 9,754 8,640 5,894 11,401 4,211 11,269 

總計 6,372 18,394 17,295 15,480 

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 

 

台灣自主電動車產業結構從整車到零組件整合能力與供應鏈尚有待強化中，台灣部

分國產零組件已應用於國內電動車，但整車關鍵零組件國產比率低。同時國內零組件廠

雖有部分進入國際電動車廠供應體系，但面臨後續產品實績、系統能力與規模經濟問題

之壓力。 

 

表 1.9 台灣電動車產業結構 

電動車

車型 
Tesla-Model Luxgen EV+ 

華德/立凱- 

電動巴士 

科專/中華汽車 

電動威利 

中華汽車 

- 電動機車 

車款 
 

 

    

馬達 

系統 

富田-定子 

公準-製程 

達鴻-動力系統 

ACP
(美)

 
富田 /利佳 /利

電/西門子
(德)

 

東元 
上海電驅動

(陸)
 

電池 

系統 
日本松下

(日)
 比克

(陸)
 溫斯頓/力神

(陸)
 

能元、有量 
有量、光宇

(陸)
 

充電 

系統 

(康舒-車載充電器) 裕隆電能 華城電機  維熹、奇美、

鎰福 

 

車輛電

子系統 

辰鴻-觸控面板 

奇美-車用儀表 

華晶、永彰、宏

達電-影像安全 

陞準- 控制器 敦陽 -影像安

全  

 

其他 

致茂-測試設備 

和大-變速箱齒輪 

貿聯-線束 

胡連-連接器 

建合興- 端子 

 和大-減速器 

胡連-連接器 

 

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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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電動車產業鏈，從材料、零組件和模組、系統和次系統、系統整合到整車

以及支援性質的充電設備產業，皆有相關廠商投入，如下圖所示，各環節發展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2014 

圖 1.7 台灣電動車產業鏈與我國主要廠商 

 

1. 材料 

電池材料主要由正極材料、負極材料、隔離膜、電解液所構成，台灣在電動車相關

產業鏈當中，投入生產正極材料廠商較多，包括台塑長園(2012 年更名為台塑鋰鐵)、立

凱、尚志以磷酸鋰鐵系為主，都擁有相關研發專利授權與量產能力，台塑鋰鐵與中國大

陸比克電池芯廠、萬向集團皆有相關合作經驗，立凱、尚志則有供貨給奇瑞汽車、比亞

迪汽車測試之合作經驗；三元系方面亦有鋰科已有供貨經驗。而負極材料則有中鋼集團

關係企業中鋼碳素公司生產；隔離膜和電解液之廠商較少，電解液目前有台塑化規劃發

展，但目前主要從國外進口。此外銅箔亦有長春、南亞、金居等廠商投入。 

國內投入馬達材料廠商有中鋼、大亞、台全、台達電，中鋼提供動力馬達矽鋼片、

定子材料；大亞則提供動力馬達漆包線、定子材料；台全則提供動力馬達漆包線、轉子

材料；台達電提供動力馬達漆包線。 

2. 零組件和模組 

電動車電池芯有能元、有量與必翔等廠商投入，台灣電池芯廠商品質及技術能力具

備均一性、安全性，且有彈性化生產能力，在主要發展廠商經驗中，能元公司在電動車

市場曾經接受 BMW、Fisker、Ford 與 Luxgen 委託，提供電池芯以及電動車電池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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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設計電動車電池模組的經驗，也是業界中以 18650 型規格作為車用電池切入設計的

主要廠商之一。 

電池模組部分則有新普、統達、能元、台達電等。新普公司為世界 NB 電池模組主

要供應商，正利用其經驗與知識進入電動車動力電池模組技術研究開發，並與中國普天

合資成立「合普新能源公司」，主要針對車用電池模組與充電系統進行合作；必翔則與

法國 MICROCAR 廠商有合作實績。 

馬達部分，台灣生產工業馬達已累積相關經驗，其中聚焦在交流馬達之設計與製造

(如東元、富田、台達電等)。富田電機有提供 Tesla Roaster、Model S 所需的感應馬達之

定子、BMW Mini E 感應馬達的定子與轉子矽鋼片等與國際車廠合作之經驗；東元電機

以 PM 輪轂馬達為主，與日本 SIM-Drive 株式會社合作規劃量產大功率乘用車的輪轂馬

達，並有與必翔、納智捷等車廠合作經驗。 

電流轉換模組則有致茂、東元、台達電、利佳等廠商，致茂曾供貨電流轉換模組於

Tesla，由於技術牽涉到馬達驅動控制與電池電力系統輸出，需與車廠進行協調進行修改

與設計，台灣廠商目前較缺乏相關研發能量，廠商數較少。 

3. 次系統與系統 

在電動車電池系統部份，已有必翔、能元、新普、統達；電池管理系統有光寶動力

儲能、台達電、致茂等廠商。目前台灣電池管理系統主要應用於電動自行車、電動機車，

電動汽車之大型系統仍在開發研究階段。動力管理系統部份，台達電近來跨足電動車動

力管理系統的設計製造，已開發出純電動、串聯式、並聯式油電混合車之動力管理系統，

並有裝載至改裝車型上進行測試以及與大陸自主車廠合作開發相關經驗，而裕隆集團下

華創車電亦有純電動車相關能量。 

4. 系統整合 

此部分需將電動車各項複雜的系統進行整合，難度與附加價值較高，目前已有華創、

必翔、台達電以及由多家研究法人所組成之台灣車輛研發聯盟（Taiwan Automotive 

Research Consortium, TARC）投入系統整合，但也因為台灣自主車廠較少，缺乏整車平台，

系統整合技術與經驗都仍有持續提升的空間。 

5. 整車 

電動汽車部份，目前已有 9 家電動汽車廠商共 12 款電動車輛通過交通部安全測試，

可領牌上路，包含納智捷汽車、酷比汽車、中華汽車、必翔電動車、華德動能、皆盈綠

動能、立凱、馨盛、日產等。其中裕隆集團發表之自主品牌 Luxgen EV+、為台灣第一輛

通過碰撞測試和法規驗證之國產電動車，已正式掛牌，然目前尚未正式對消費者販售，

而華德、立凱與馨盛則生產電動大巴產品。 

6. 充電系統 

台灣在充電設備相關之重電、電源供應產業實力強，且配合先導運行計畫的展開，

目前已有許多廠商投入電動車充電系統開發與營運管理，包含台達電、光寶、鎰福、立

德、奇美精密、裕隆電能等，其中台達電與鎰福已通過日本 CHAdeMO 協會標準的認證，

此外維熹則提供電動車充電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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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產業機會與挑戰 

台灣車輛整車產業從在台組裝、在地化製造、自主化開發到建立自有品牌已超過 40

年的發展，同時零組件產值於 2006 年超越整車產值後年年成長，但整車與零組件供應

體系發展息息相關，國內市場有限，產業如何能共同在國際市場更為成長，是未來最大

的挑戰。在國際金融風暴後，歐美車輛銷售市場的重要性下降，成長的優勢已轉向亞洲

市場，其中第一階供應商 tier 1 也因而重新洗牌；另外，在各國低碳環保要求下，電動

車結合替代能源可大幅降低對石油依賴，因此全球均看好電動車將取代汽油車，此時全

球車廠與協力體系起步時機接近，供應體系仍未固定下，台灣產業可有此機會，獲得參

與國際供應鏈機會。 

(一)、 台灣產業優勢與機會  

電動車為未來全球交通永續發展的重要選項，不論是先進國家或是新興經濟體，均

積極致力於電動車輛關鍵技術的研究。而新萌生中的電動車輛產業之全球供應鏈，較有

機會不受制於傳統汽車產業供應體系封閉性的限制，是台灣電動車輛零組件產業提升至

國際車廠 ODM 之機會。整體而言，台灣在發展電動車具有一定之優勢與條件，可以做

為國際競爭之基礎，包含：  

1. 產業面： 

 台灣具有少量多樣生產製造優勢，我國電動自行車、電動代步車廠商已具發展基

礎；  

 我國部分車用電池、馬達、驅動器等廠商已和國際車廠有合作經驗； 

 ICT 產業厚實基礎，汽車電子產品在國內車廠已有驗證應用實績，智慧公車與商

用車隊管理與派遣等車載服務應用成熟； 

 東南亞以馬來西亞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NAP)與 Energy Efficiency Vehicle(EEV)

產業政策、印尼推出 Low Cost Green Car(LCGC) 產業政策等促動下，將有助於台

灣電動車與關鍵零組件出口的機會； 

 菲律賓電動搬運車與 Jeepney 市場近 350 萬輛，亞洲銀行提供菲律賓首批更換 10

萬輛，估計達千億元新台幣市場機會。 

2. 環境面 

 台灣的城鄉地理位置距離近，有利電動車驗證測試與試運行環境； 

 台灣複雜的交通環境，可為最佳的測試應用地點。 

3. 政策面 

 全台商用運輸車隊超過 6,000 輛，主要行駛距離在 40-120 公里的短程運輸工具，

可推動逐步汰換為電動商用運輸車隊； 

 台灣未來10年將現有公車(約6,200台)逐步汰換電動公車，並新添新路線車輛後，

可推動達到 10,000 台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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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不同型態電動車的使用特性 

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 

 

在國際電動車產業發展中，國內業界急需電動車輛相關系統平台整合驗證與發展技

術，在電池價位仍高且環境建構不明朗情況下，台灣電動車輛可以朝自主化、小型化、

成本具競爭力之電動車輛為切入產品，帶動台灣具強項之關鍵系統技術與產業，並以產

業聚落之產品及關鍵模組帶動產業發展，推動電動車輛之策略重點在於下列三點： 

1. 建立電動車輛技術發展平台，發展關鍵模組：以電動巴士、電動商用車、電動特用車

為切入點，結合跨領域技術，發展電動車輛系統整合技術、大動力用電池模組及高效

率馬達控制技術等重點技術。 

2. 促成產業聚落：以系統整合技術帶動零組件產業整合發展關鍵模組(如馬達與馬達控

制器、電池與電池管理系統、功率 IC 電力電子模組與充電系統等關鍵模組廠商)，建

立電動車創新聚落，帶動產業群聚效應與商機。 

3. 建構 EV 驗證能量：建立電動車驗證設備與程序來推動車輛實驗運行，促使產業在政

策導引下積極投入產品開發，以實驗車運行取得關鍵模組之產品回饋資訊，進行工程

改良，來增加電動車產品之國際競爭力，同時加強建構電動車需求之驗證與標準。 

另新興東盟地區發展省能車輛，可作為台灣電動化車輛與零組件潛在市場。近年來

新興市場在東盟地區與印度逐漸成長，東盟 FTA 汽車稅率對於國產車、進口車都有不同

的稅制，也因此進口車的車價在馬來西亞高居不下，各國希望採用國產車與零組件以提

升車輛產業基本能力，提升當地車輛零組件產製與國產化的能力，台灣在過去有許多成

功經驗，將國際車廠的要求落實轉為當地化生產進而研發的能力，台灣也因此擁有短距

離的車輛零組件聚落，以滿足設置在台灣的國內外車廠的要求。同樣，在政府支持電動

車與傳統車輛自有引擎的技術下，台灣可突顯未來願意與東南亞主要地區生產或銷售電

動車的合作機會，並且可以透過國際合作，一起生產燃油效率高的車輛(如馬來西亞的

EEV 或印尼的 L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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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產業發展挑戰. 

目前電動車輛發展關鍵，仍在於系統整合驗證其可靠度與耐久性、儲能系統穩定性、

環境界面相容性以及消費者接受程度等之影響，因此國際（如美日等國）均針對電動車

輛進行大規模的區域實驗運行計畫，並加上各樣利於 EV 環境之政策推動，以跨入產業

化初期門檻。 

電動車國際上仍以歐美日為技術領導，既有的機電廠商透過與車廠合作，已有電動

車輛的開發實績，具有市場早期切入的優勢。此外，這些國際廠商屬大型企業，規模大、

資源多，不若國內多為中小型企業。台灣電動車輛目前尚在發展初期，因此，國內除了

應強化關鍵系統模組的設計開發及系統整合能力，加速縮短與其他國外大廠技術上的差

距外，更可結合政府研究資源及現有研發平台，進行相關技術的發展與創新應用，以利

切入環保車輛商機。 

另外依據產品價值鏈來看，電動車整車價值以鋰電池系統、電動動力系統價值最高。

以上所提之部份，國際車廠仍採用過去中心廠掌控模式進行 EV 開發，但已有少部分 Tier 

1 廠商切入整車技術，替整車廠進行車型匹配驗證工作（如 ACP 公司為 BMW Mini-E 之

Tier 1廠），此一模式也同樣發生於台灣，部份關鍵模組廠已開始進行整車平台試裝展示，

其意圖在於未來成為國際小廠提供 Tier 1 的 total solution。 

台灣部分國產零組件已應用於國內電動車，但整車關鍵零組件國產比率低。同時國

內零組件廠雖有部分進入國際電動車廠供應體系，但面臨後續產品實績、系統能力與規

模經濟問題之壓力。下表歸納出產業發展面臨待克服的瓶頸。 

 

表 1.11 台灣電動車輛發展中最重要之關鍵模組平台之現況與待克服項目 

產業現況 待克服項目 

電池 

1.整車廠與電池廠銜接薄弱 

2.電池廠缺乏可靠安全低成本電池芯，不能

掌握整車模組驗證經驗 

3.投資發展高性能安全之大容量車用電池

芯(10Ah 以上) 

 

1.驗證平台發展需求 

2.整車模組驗證程序與標準 

3.整車電能管理強健性 

馬達 

1.具備動力馬達開發與代工經驗 

2.欠缺模組與整車性能耐久驗證經驗 

3.欠缺馬達控制器自主性 

1.進行模組驗證與平台驗證 

2.開發自主馬達與控制器，帶動車用馬達

與控制器產業發展 

3.以高性價比之 Power IC 掌控馬達控制 

平台 

1.大車欠缺自主底盤，整車廠與國外系統廠

合作進行 EV 開發 

2.機車/ 多功能車/ 輕型搬運車等正積極

發展電動化 

3.中巴與大巴進行電動化發展中 

 

1.欠缺電動車整車整合經驗 

2.區域進行實驗運行 

3.充電站環境建構與充電界面規範 

4.電動車輛驗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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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台灣的產業優勢與面臨挑戰，以及本計畫召開的『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

戰』專家會議(會議紀錄如附件)，從積極準備產業能量與兼顧短期商業機會的觀點，提

出下列發展方向之建議作為參考； 

1. 產業政策方面 

 台灣電動車產業相較於歐美日中大廠，規模都小很多，長期投入此新興產品研究

開發之資金也不足，因此若希望在國際產業佔有一席之地，政府應有長期科專計

畫支持整合產、學、研之技術研發、驗證與創新應用資源，以整合力量才，有勝

出機會。 

 目前行政院第二階段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分別整合環保署、交

通部、經濟部三方政策，以補助公共運輸巴士與電動機車，形成國內初期商機，

來帶動台灣電動車輛產業之發展，同時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與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電動商用車，推動特定區域與市區短程代步等營運模式，是正確且務實之作法。

但執行上必須以建立台灣產業之自主技術能力、開發關鍵產品、發展創新應用為

績效檢討重點，而不是最後淪為以追求電動車達成數量當作成效指標。 

 國際各國電動車發展仍有許多規範與標準在建立中，台灣要積極利用政府、法人

角色，參與國際公、協會電動車相關規範與標準制定過程，一方面找機會將台灣

發展出來的電動車規範與技術納入於國際規範與標準中，一方面也先期為台灣廠

商進入國際市場先做準備。 

 充電的方便性是推廣電動車的基本條件，因此包含台電公司公共與社區配電裝置，

公共充電樁增設，建築法規要更改，電能服務商營運管理辦法等配套也須作整體

配合。因此從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就必須同步發展上述問題之解決方案，才能

塑造出後續台灣電動車之大量推廣的有利環境。 

2. 產品發展方面 

 電動化零組件包含車用動力馬達、驅控器、動力電池、傳動機構、電動附件等，

在各式電動化車輛的應用性寬廣，而且國際整車廠均在積極搜尋合格之新供應商

中，對台灣而言，零組件與系統模組較整車之市場性更高。 

 電動整車與零組件應用不必集中於國際主流之乘用小客車，包含商用或特殊用途

電動車因有利基或地區特定需求，反而在電動車普及化之初期，更具有商業可行

性，這類車型的市場經濟規模也較符合台灣產業能量，台灣也較容易藉這類車型

累積產品開發與服務經驗，並建立未來進入國際市場之實績。 

 以開放市場為導向，讓各國車廠進來，也積極爭取參與國內外政策性電動車計畫，

除藉此可以了解國際車廠的需求與產品特性，也創造台灣電動車零組件產業的產

品，有切入國際車廠供應鏈的商業機會。 

3.市場發展方面 

 中國大陸目前在電動車產業技術尚不強，台商要進入中國市場雖然也有不低的門

檻，但相較於日韓容易些，應好好把握發展成台灣產業初期經濟規模的機會。策

略上結合台灣資通訊技術能力，以及利用與台灣有合作經驗之大陸合資廠商，導

入台灣零組件，來找出大陸市場切入點，較廠商單獨去開拓市場或直接與大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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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牌車廠合作，是較有成功機會的做法。 

 雖然短期內中國大陸、東南亞是台灣電動車產品較有機會進入之市場，但長期而

言，應建立台灣產業技術具有國際級競爭力形象，因此仍必須積極切入歐美等先

進車廠之供應體系，以具備開發先進國家品質等級之產品為產業實力目標。 

4.技術與人才發展方面 

 電動車產業的技術層面大致粗分為 ICT、電子、電池、電機、電控和機械，台灣

的 ICT 與電子技術雖然很強，但是以消費性產品應用及弱電流為主，與在電動車

的 ICT 技術是強電流層次上，尚有很大的技術門檻要克服。因此發展上，需要強

化連結工業級產業之電子與電機技術，共同開發出車用高功率電機與電控產品如

Power IC, inverter 等，並強調高品質與可靠度，才能符合車輛界之需求。 

車用電機、電控設計開發與系統整合人才，是目前台灣產業普遍不足且最需求之專

業，而車用工業設計、簡化工藝流程和測試驗證人才也不足，已影響到廠商新產品

開發與市場拓展的機會。因此必須將產、學、研人才體系作一盤點，建立出專業人

才庫與整合分工研發團隊，並鼓勵人才互相流動與推動交互講習機制，以將國內有

限人才做最有效運用，並培育出跨領域整合專業人才，避免人力重複投資以及被國

外各個被突破挖角，同時也能有主題式計劃，帶動學界培育出更多產業新進人力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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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產業角度探討我國發展電動車

之適切方向與目標 
一、全球電動車產業進展概況 

(一)、  銷售量與市占率有限  

受到 20 世紀末的高油價推升、電池技術進步驅動，電動車在 21 世紀邁入第

三波發展熱潮。為了激勵恢復次貸危機引爆金融海嘯所重創的經濟活動，全球主

要國家更自 2008 年起紛紛推動政策，給予電動/新能源/替代能源車輛之技術研發、

測試運行經費，甚至是購車補貼與減稅優惠措施。即使如此，到了 2013 年，各

種插電式電動車輛（plug-in EVs）在主要國家的實用展望仍難樂觀。  

以圖 2.1 來看，在全球主要汽車市場，插電式電動車 1的銷售量仍然相當有限。

銷售總量較高的主要汽車市場之中，美國其他地區（加州除外）2013 年插電式電

動車的銷售量約 5.3 萬輛，日本少於 3 萬輛、法國和中國大陸均少於 1.5 萬輛。

而以市占率而言，除了少數國家地區以外，插電式電動車在當地汽車市場的市占

率均低於 1%。  

註：ZEV 為零排放車輛（Zero Emission Vehicle）。  

資料來源：根據 ICCT 資料繪圖，轉引自 Archer, Greg. (2014). Electric Vehicles in 2013: a 

Progress Report.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T&E).  

圖 2.1 主要國家插電式電動車銷售狀況（2013 年） 

                                                      
1本章所指「插電式電動車」英文為 Plug-in Electric Vehicle 簡稱 PEV。包含第一章章表 1.1 所
列之純電動車（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BEV）、延距電動車（通稱「增程式電動車」
[range-extender]，Extended-Range Electric Vehicle, eREV）和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PHEV）等類型。PEV 除了 BEV 之外，通常屬於串聯式混合動力（ serial 

plug-in hybrids）技術形式，以電力為主要驅動力，所搭載的小引擎則當電力不足時提供備援。
目前主要國家政策之購車補助、使用優惠與研發補助之適用對象，均逐漸向 PEV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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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仰賴政府補貼或強制規範  

插電式電動車在新車市占率較高的國家地區分別是：挪威（6.1%）、荷蘭

（5.6%）、美國加州（4.0%）；實是政府強力補貼或強制法令規範的成果。挪威

以 BEVs 為主的銷售量，主因是政府提供高額的純電池電動車（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BEVs）購車補助，約為 55%車價。相對地，荷蘭則以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輛（Plug-in Hybrids, PHEVs）為主要銷售車型，因為荷蘭政府給予高額的 PHEVs

購車補助，約為 75%車價。至於美國加州，則因環保規範車廠必須銷售一定比例

的零排放車輛（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2，使 BEVs 和 PHEVs 有機會在市場占

有一席之地。  

 

(三)、  國際品牌車廠產能布局不力  

插電式電動車輛的銷售量仰賴於政府高額補貼或強制規範，這個現象並不令

人感到意外。從國際品牌車廠的生產布局與銷售量預測，可以嗅出端倪：插電式

電動車並非國際品牌車廠的主力金牛商品。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報告指出（參見圖 2.2）：主要國際品牌車廠的插電式電動車生產目

標，遠遠落後於主要推動國家所設定的政策目標。根據 11 個知名國際品牌車廠

的產能布局規劃，2020 年全球插電式電動汽車總產能約 140 萬輛；但是主要國家

的政策推動目標卻是 700 萬輛。  

  

                                                      

2
 http://www.arb.ca.gov/msprog/zevp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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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主要國家包括（以 2020 年政策推動目標數量高低為序）：中國大陸、美國、日本、

西班牙、法國、德國、葡萄牙、瑞典、丹麥、韓國、英國、以色列、愛爾蘭、瑞士、

荷蘭、奧地利、加拿大。  

Source: IEA(2011). Technology Roadmap: Electric and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name,3851,en.html 

(2013/04/14 擷取) 

圖 2.2 主要車廠插電式電動車輛生產目標與主要國家政策目標（2010-2020 年） 

 

主要品牌車廠的插電式電動車輛生產布局數量遠低於各國強勢政策目標，背

後的原因是：國際品牌車廠預期汽車市場後續仍將以傳統燃油車輛銷售為主（參

見圖 2.3）。短中期來看（2020 年以前），常規汽/柴油車、混合動力汽油車繼續

主宰汽車市場的絕大占比；電動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BEVs or PHEVs）的成

長率固然受到矚目，卻僅能是市場中的少數，合計約為汽車總生產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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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EA(2010)电动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路线图。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name,28540,en.h

tml（2013/04/13 擷取）。  

圖 2.3 全球輕型汽車銷售預測（2000-2050 年） 

 

(四)、  難以建立「長期成本節省」信心  

事實上，這是因為現有技術下的插電式電動車，無法給予消費者「長期成本

節省」的信心；但是，攸關個人使用成本節省的經濟誘因，才是吸引消費者願意

購買插電式電動車的主要因素。根據 PwC 調查報告顯示（參見圖 2.4）：消費者

因為政府提供租稅優惠而購買插電式電動車的意願僅占 2.6%；即使是訴求環境意

識或高科技感，對消費者的驅動效果，也遠不如「長期成本節省」的效果（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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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9）。調查數據來自 PwC(2013). Charging Forward: PwC’s 

2012 electric vehicle survey. PwC. 

(http://www.pwc.se/sv_SE/se/fordon/assets/charging-forward-pwcs-2012-electri

c-vehicle-survey.pdf, 2013/11/24 accessed) . 

圖 2.4 消費者使用電動車之驅動因素與目前使用阻礙 

 

可惜的是，相比於常規汽/柴油車，目前技術所生產的插電式電動車輛，長

期使用成本能否節省，卻缺乏可靠佐證資料。事實上，常規汽/柴油車受惠於節

能效率精進、油價長期展望穩定（頁岩油/氣成功開採）等因素，長期使用成本

明確且穩定，從而擠壓了插電式電動車成本節省之期待空間。另一方面，插電式

電動車現有技術也限制了「長期使用成本節省」的消費者信心。原因在於現有插

電式電動車的高額初期成本（特別是電池成本過高）、高額使用成本（電池續航

限制、充電時間長），以及不明確的後續更換電池成本等。  

 

(五)、  小結  

從以上描述，我們可以窺見短中期（2020 年以前）而言，全球電動汽車產業

化的進展相當有限。然而，我國車輛產業發展向來仰賴全球市場驅動。在遲滯的

全球市場中，我國電動車輛產業產值與就業的經濟發展方向與目標，需要進一步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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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發展現況重點觀察 

(一)、  行政院推動行動方案  

根據行政院 2014 年 5 月核定「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核定本）」

內容來看，我國推動電動車輛的環境背景包含：（1）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

領」（2008 年 6 月）目標，運輸車輛 CO2 減量；（2）行政院推動「新興智慧型

產業」，核定「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推動計畫」（2010 年 2 月修正）、「智慧電動

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2010 年 4 月）。據此成立智慧電動車發展推動小組（2010

年 5 月），並於經濟部工業局下成立「智慧電動車輛推動辦公室」（簡稱 EVPO），

執行各項推動方案。此可謂我國推動電動車輛應用與產業發展的發動里程碑。  

智慧電動車發展推動執行至 2013 年底（第一階段結束），實際車輛應用上

路的成果主要聚焦在電動機車（補助購車 26,674 輛）與純電動小客車（287 輛）。

而 2014 年 5 月核定的第二階段推動目標（可參見表 2.1），除了持續補助電動機

車與推動純電動小客車之外，還調整增加增程式/插電式小客車車應用（32 輛），

以及大客車（甲類 63 輛、乙類 327 輛）。現階段行動方案中，針對不同車型的

推動目標與重要策略作法，彙整羅列如表 2.2。  

 

表 2.1 「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推動目標（第一及第二階段） 

年度  

車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小計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小計  

電動機車  

補助車輛數  
10,374 7,800 8,500 26,674 8,800 9,000 9,400 9,800 37,000 

電 

動 

車 
實 

際 

車 

輛 

數 
(

輛) 

電動  

小客車  
24 177 86 287 46 46 82 - 174 

純電  

動車  
24  177  86  287  46  46  50  - 142  

增程式/ 

插電式  
            32  - 32  

乙類  

大客車      
101 110 116 - 327 

甲類  

大客車      
22 20 21 - 63 

資料來源：行政院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核定本）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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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策略作法（第二階段） 

車型  電動大客車  電動汽車  電動機車  

策略

定位  

以國內市場培養基礎，進

軍國外市場  

以自主關鍵零組件培養

基礎，切入全球供應鏈  

以國內市場扶植產業

鏈，進軍全球市場  

推動

目標  

 數量：合計 10,390 輛，

包括交通部及環保署合

推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

客 運 公 車 汰 舊 換 新

10,000 輛(2014~2023 年)

及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案 390 輛 (2014~2016

年)。  

 產值：合計 122 億元

(2016 年)。  

 就業人口：2016 年創造

2,234 人以上就業人口。  

 國產化：原產地附加價值

率提升，於 2016 年達

50%以上。  

 節能：累計 2014~2016

年預估減少柴油使用約

6,393 萬公升，總計約可

減少新台幣 20.3 億元燃

油費支出。  

 減碳：累計 2014~2016

年總減碳可達 44,994 公

噸，等同約 113 座大安

森林公園一年吸碳量。  

 推動產業開發 2 款以

上增程式及插電式混

合動力電動車。  

 輔導廠商推出工程車

或工務車用途之廂型

車 或 貨 車 等 商 業 車

種。  

 推動 5 家以上關鍵零

組件廠商進入國際電

動車供應鏈。  

 國產化：原產地附加

價值率提升，於 2016

年達 55%。  

 推動開發滿足國營企

業用車需求車型及持

續推動國營企業使用

電動車。  

 數 量 ： 3.7 萬 輛

(2014~2017 年)。  

 產值： 12 億元 (2017

年)。  

 就業人口：每年平均

促成就業人口 500 人。 

 國產化：原產地附加

價值率提升，於 2017

年達 93%。  

 節能：累計 2014~2017

年預估減少汽油使用

約 433 萬公升，總計

約可減少新台幣 1.5

億元燃油費支出。  

 減碳：累計 2014~2017

年總減碳可達 8,203

公噸，等同約 21 座大

安森林公園一年吸碳

量。  

策
略
性
作
法
（
共
通
適
用
） 

 降低成本：延長免徵電動車輛貨物稅、使用牌照稅  

 孕育初始需求：提供購車補助、國營事業及政府機關優先採購或租賃  

 探索新創營運模式：推動車電分離營運模式（電池專業管理）、建立電池回

收機制（投入社區微電網、基地台儲能備用等）、推動特定區域內短程代步

運行模式  

 建立自主技術：掌握智慧化、電能及動力系統等關鍵零組件  

 環境建構：訂定測試規範與產業標準、建置檢測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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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性
作
法
（
特
定
車
種
適
用
） 

 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

動大客車汰換（8,000 輛

市區公車、2,000 輛公路

客運公車），補助車輛須

求符合一定比重之原產

地附加價值率，也補助動

力電池、充換電站費用  

 經濟部推動企業接駁用

之先導運行，並協助農委

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

景區之接駁先導運行  

 鼓勵開發插電式及增

程式車種（國際大廠

投入）  

 輔導開發商用車型，

輔導導入物流業  

 優先推廣離島旅遊，

再於本島全面推廣  

 發展宅配、郵務、外

送及校園等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7）分析彙整自行政院（2014 年 5 月）智慧電動車輛發

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核定本）。  

 

(二)、  電動大客車為當前政策焦點  

從表 2.2 可以看出第二階段「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對於電動

大客車的著力甚深：結合交通部及環保署推動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車汰舊換新，經

濟部先導運行計畫也明訂應用車輛數、產值與就業人口等目標。事實上，這是因

為早於 EVPO 推動先導運行計畫之先，環保署和交通部已經展開補助計畫，促使

客運業者購買純電動大客車，提供無尾氣排放污染的公共運輸服務。累計三部會

的推動成效，迄至 2014 年 9 月，國內行駛中的電動大客車共計 118 輛，使用縣

市與供應車廠分布資訊如表 2.3。有鑑於大客車使用效益除了經濟部設定目標的

產業發展之外，還有環保署所致力的無污染排放、交通部關切的安靜無污染的公

共運輸服務以及運輸車輛減碳等，使得大客車成為三部會樂於共通推動標的，成

為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第二階段的政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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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純電動大客車使用概況（2014 年 9 月） 

整車廠  華德  立凱  唐榮  馨盛  

小計  
國際合作  

中國大陸、

日本 PEUS 

中國大陸、  

德國 Siemens、  

日本 Sony 

中國大陸

申 沃

（Volvo）  

中國  

大陸  

比亞迪  

車型  甲類  乙類  甲類  乙類  甲類  甲類  甲類  乙類  

都  

會  

區  

新北  2      2  

桃園   20 16  9  25 20 

新竹  8 3 7 11   15 14 

台中      10  10  

高雄  20      20  

非都

會區  

苗栗       3 3  

屏東   2      2 

花蓮    5    5  

離島  金門    2    2  

合計  30 25 30 11 19 3 82 36 

註：包含經濟部 EVPO 先導運行、環保署與交通部購車補助。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9）。  

 

(三)、  國內整車業者  

從產業發展角度而言，大客車也具有較高產值（相對於機車或轎車）、較高

技術（高能量電池能源管理、車隊管理）和較高民眾可見度的三高特性，較容易

彰顯產業推動的效益。即使國內向來缺乏大客車產業供應鏈，在明確的應用策略

引導之下，也已經成功吸引國內廠商投入生產，包括華德、立凱、唐榮（與中國

大陸申沃合作）、馨盛（與中國大陸比亞迪 BYD 合作）等。  

此外，透過長期的補助研發投入與購車補助政策措施，促使我國業者在中小

型電動車輛的各種產品區隔上，均已有整車廠推出純電動車輛產品，包括：電動

乘用車、電動商用車、電動機車和電動自行車。各品牌車廠所使用的鋰電池和動

力馬達供應商如表 2.4。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關鍵零組件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國

內供應商，多數供應商都來自於中國大陸。目前工業局正在致力於提升這些電動

車輛的國產化比例，以使後續推動大規模應用時，能創造出更大的國內產業發展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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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內電動車輛之關鍵零組件供應現況 

車型  公司名稱  
鋰電池  動力馬達  

電池芯  模組  驅動控制器  馬達本體  

甲/乙類  

電動巴

士  

華德  

立凱  

溫斯頓 (陸) 

力神(陸) 

溫 斯 頓

(陸) 

群力  

利佳  

Siemens(德) 

富田  

Siemens(德) 

乘用車  納智捷  比克(陸) 新盛力  ACP(美) ACP(美) 

商用車  
中華

(TARC) 

能元  能元  致茂  東元  

電動  

機車  

易維特  有量  有量  易維特  易維特  

三陽 /光陽

/ 益 通 / 東

庚  

三 星 ( 韓 )/ 三 星

(韓 )/比克 (陸 )/三

星(韓) 

新普 /新普

/ 新 盛 力 /

統達  

寧茂/台達電/興

益/愛德利  

台全/台達電/興

益/愛德利  

見發 /同喬

/綠鑽  

Panasonic(日)/ 

Panasonic( 日 )/ 三

星(韓) 

維洋 /宏境

/統達  

N/A(陸) N/A(陸) 

中華  
光宇(陸) 中華  安乃達(陸) 

/安乃達(陸) 

安乃達(陸) 

中華  

山葉  Sanyo(日) Sanyo(日) 山葉(日) 山葉(日) 

電動  

自行車  

 

捷豹  Panasonic(日) 宏境  JOYTECH JOYTECH 

光陽工業   鉛酸電池  光陽  台優  

巨大  捷安特(陸) 捷安特(陸) 

三陽工業  安乃達(陸) 士電  

地球村、可

愛 馬 、 佶

典、山王、

錡明  

地球村 ( 陸 )/ 可

愛馬 ( 陸 )/ 佶典

(陸 )/山王 (陸 )/

錡明(陸) 

地球村 ( 陸 )/ 可

愛馬 ( 陸 )/ 佶典

(陸 )/山王 (陸 )/

錡明(陸) 

註：乘用車與商用車產品尚未正式上市販售。黑底反白為國內供應商。  

資料來源：沈榮津，我國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2013 年 7 月 19 日。經濟部工業局。

（ http://elite.ttd.com.tw/archives/20130719shnrungjin.pdf ， 2014/9/10 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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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關鍵零組件供應業者  

不過，國內廠商尚未深入參與中小型電動整車供應鏈，並非表示國內廠商缺

乏技術、或沒有電動車輛產品供貨實績。其實在電動車界最受矚目的高端跑車

Tesla Roadster，初期開發階段據稱有七成零件來自台灣，包含最為關鍵的動力馬

達係由台中富田所供應。2013 年 Tesla Model S 的供應鏈裡，國內廠商仍能持續

供應以下重要零件（參見圖 2.5）：馬達（富田）、減速齒輪箱（和大）、車用

充電電源（康舒）、車用面板（群創）等。至於 Daimler、BMW 等其他國際品牌

車廠，各式混合動力或插電式電動車輛的供應鏈之中，也不乏國內廠商的參與。

另外，我國電子大廠台達電，則是國際市場中快、慢充電設備的重要參與者，取

得認證的產品銷售遍及歐、美、日、中國大陸等地。在在顯示：在電動汽車所需

的部分關鍵零組件，國內廠商已經具有尖端實力，供貨國際標竿市場。只是，環

顧全球仍處於電動汽車市場發展遲滯的產業環境，若僅仰賴國際品牌車廠供應鏈

以帶動國內產業發展，短中期恐難有卓越進展。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9）。台灣廠商資訊依據公開報導：供應鏈圖取自

http://www.autonews.com/assets/PDF/CA843311210.PDF（2014/09/10 擷

取）。  

圖 2.5 特斯拉 Tesla Model S 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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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典應用之參與廠商  

事實上，在正規汽車市場之外，電動車輛應用於非典情境的個案，不在少數。

國內來說，雲林西螺果菜市場正在推動的果菜搬運車電動化計畫，最具知名度。

預期 5 年內，西螺果菜市場要將現有 800 輛柴油果菜搬運車全數改裝為全電動動

力系統的車輛。目前已經取得車輛改裝資格的廠商，包括恆智重機、貝力科技、

四維機械等，改裝車輛可參見圖 2.6；後續取得改裝許可的廠商清單，可能還會

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此案營運電動車的銷售與售後服務，亦由國內之恆智重機

專責。而國內廠商切入類似的非典應用個案，也可見於國際場域。例如國淵實業

在瑞士電動郵務車個案中，提供車輛、車隊管理與維修服務（車輛請見圖 2.7）。

或是東元電機也積極爭取菲律賓 E-Jeepney 與 E-Trike 市場（車輛請參見圖 2.8）。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018568 

圖 2.6 雲林西螺果菜市場電動搬運車 

 

 

 

 

 

 

 

 

 

 

 

資料來源：http://www.kyburz-dxp.ch/en/kyburz-dxp/pictures?zoom=part65DE42B 

圖 2.7 瑞士郵務用電動車輛（國淵實業）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018568
http://www.kyburz-dxp.ch/en/kyburz-dxp/pictures?zoom=part65DE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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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ECO. (2014).東元電動車產品及服務介紹。Aug 2014,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Board of Directors, TECO Group. 

圖 2.8 菲律賓電動車輛（東元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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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非典應用利基市場特性  

這些非典應用所強調的電動車輛優勢，首重於減少環境污染排放、無噪音等

的非運輸效益。例如雲林西螺計畫主張「清新果菜」、「市場內看不到黑煙、空

氣清新」、「市場內聽不到車輛引擎聲」、「醫療支出變少」等（參見圖 2.9）。

瑞士郵務車與菲律賓 E-Jeepney 與 E-Trike 等國外個案，也都強調減少空氣污染的

效益。彙整這幾項非典應用之電動車輛的產品特性如表 2.5，可以發現 2 個重點：

（1）速率與續航能力並非產品關切重點，（2）從台灣廠商的規模與能耐而言，

具有令人感到振奮的車隊規模、銷售數量或潛在市場需求。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3）打造清新的農產市集-環保署補助西螺果菜市場推動蔬果運

輸車電動化（2013/07/02）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20702162829 

圖 2.9 雲林西螺果菜市場電動搬運車個案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207021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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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非典應用電動車輛產品特性 

非典應用個案  最高速率  續航里程  備註  

西螺果菜運輸車

（審驗規範）  
40 km/hr 50 km 

負重 1 或 2 噸  

車隊規模 800 輛  

瑞士郵務車（國淵

產品規格）  
45 km/hr 30-100 km 

爬坡 30% 

已銷售 1500 輛/年×5 年  

菲律賓 E-Trike（東

元產品規格）  
60 km/hr 40 km 

爬坡 16% 

1+6 人座潛在市場 10 萬輛  

1+3 人座潛在市場 350 萬輛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10）  

 

這些國際品牌車廠疏於耕耘的非典應用，其情境特徵經常是：密集使用、環

境敏感地區甚至室內應用，以凸顯電動車輛之無排放、安靜、低震動的技術特性。

而此類電動車輛技術應用的利基範疇，除了各式搬運、遞送情境之外，視當地調

整車體、配件與附加功能後，還可能應用於方興未艾的個人化新興運具，擔負短

距離、非高速行駛的代步工具。換言之，這些國際品牌車廠輕忽的非典應用利基

市場，可能是電動車輛應用的潛力發展市場，也是國內參與業者能力可及的產業

成長利基所在。  

 

(七)、  非典應用之國內發展限制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如西螺果菜運輸車、瑞士郵務車或菲律賓 E-Trike 這類非

典應用案例，在國內如擬擴大應用場域或增加應用案例，可能受到法規限制阻礙。

因為這些非典應用之車輛載具，在歐/日市場經常是小型/輕型車輛（歐規 L 型車、

日規 K-car），在東南亞國家則是改裝車輛。而國內交通部相關法規，目前並無小

型/輕型車輛之相關規範，且禁止改裝車輛行駛於一般道路。換言之，在適法條

件下，非典應用在國內僅能使用於「非道路」（non-road）情境，例如：農用、

高爾夫球場或度假村內等，不可以行駛於市區道路、鄉道或更高等級的省縣道

路。  

惟此限制可以依據「地方自治條例」授權，由地方縣市政府擬定單行法規（需

經地方議會通過），劃定特定區域，例外允許小型/輕型車輛之非典應用。例如：

雲林縣政府即擬推動單行法規，使電動果菜運輸車得以合法掛牌、行駛於地方政

府主管道路（農用道路、鄉道、市區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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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路徑的選項 

(一)、  多重限制下的產業發展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汽車產業處於「多重限制下的產業發展模式」，可以區分三

點說明。第一，國內的汽車整車生產，多數是國際品牌車廠（母廠）為了因應國

內市場，生產指定車型產品、採用零組件亦需受制於母廠。即使展現出口實績（如

國瑞汽車），但關鍵零組件供貨、車型出口決策等，仍然受制於母廠。第二，這

幾年雖然經政府補助培養自主整車品牌「納智捷」，但其在中國大陸市場量產規

模遠勝於國內，不免導入中國大陸產製的零組件。使得納智捷有限的車型平台和

量產規模，對國內零組件的產業提攜效果相當有限。第三，至於國內汽車產業主

幹的零組件業者，在部分領域占有歐美地區售後服務市場（After Market, AM）的

顯要地位，例如鈑件、輪胎、塑膠件、車燈、線束、面板等。但是這些零組件業

者為了提高成本競爭力，通常已經建構海外生產網絡。使得我國製造產品如今在

AM 市場，也面臨海外台商產品或中國大陸廠商的激烈競爭。  

 

(二)、  仰賴整車或國際市場發展的短中期斬獲有限  

以上說明顯示：我國整車廠與零組件的發展，不具有顯著提攜效果，難以執

行「整車帶動零組件」的產業發展策略。換言之，發展自主整車策略雖然能夠創

造產業亮點，但要擴大戰果，必須併同思考零組件發展的策略。而零組件廠商要

在過去已經占有優勢的歐美 AM 市場中突圍，過去強調產品價格的競爭思維，恐

怕不足以成事。  

不過，既有電動車輛產業政策的推動措施，大都聚焦於整車產品，預設台灣

製造產品、海外銷售。即使是兩岸搭橋產業合作，期待台灣業者參與中國大陸整

車的設計過程，卻也必須面對製造功能在中國大陸當地化的長期發展趨勢。可見

仰賴兩岸整車，帶動台灣零組件產業發展的期待，或許無法兌現成為本地經濟產

業的具體效益。至於電動車輛的國際 AM 市場，尚須相當一段時間累積充足的使

用中車輛數，才可能逐漸形成氣候。  

從短中期市場面來看，國際品牌車廠採取常規汽/柴油車節能減排等優化策

略，以使常規汽/柴油車此一金牛產品，能夠繼續符合環保法規要求；而在電動

車輛領域，則以「維持可見度」目標推出整車產品，不關注市場銷售成果。不過，

即使在消費者購車市場，電動汽車銷售量的斬獲有限，但是我們卻看見蓬勃增生

的電動汽車使用案例。  

 

(三)、  增生中的應用服務案例  

早於 2009 年，中經院研究團隊即提出觀光地區電動車輛應用情境的想法（參

見圖 2.10），認為電動車使用可以整合觀光景點之充電服務、旅館聯合行銷套案、

甚至分散式再生能源供電等，在利基情境下、運用跨領域的整合服務策略提供使

用者體驗，進而推展電動車輛實際應用。而目前 EVPO 推動的先導運行案之中，

即有台北格上與和泰日月潭二案，在觀光地區以短租或分享服務模式，提供消費

者使用電動汽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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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灰色為和泰日月潭案尚未實現的元素。  

資料來源：陳信宏、溫蓓章、戴志言和潘垣壽（2009 年 9 月）。  

圖 2.10 觀光地區 EV 應用情境 

 

而國際間最具知名度的個案，則是 2011 年底開始服務的巴黎城市分享電動

汽車 Autolib 系統。開台服務 3 年以來，Autolib 的營運模式持續轉進擴張（參見

圖 2.11），可以歸納為下列 5 項特點：（1）提供低成本的親民服務，最低 6 歐

元即可使用 20 分鐘電動汽車；（2）同步提供「充電會員」附加服務，電動汽、

機車主可享有公用充電基礎設施；（3）營運 1 年內，從分享服務開始延伸至銷

售專用車輛 Bluecar，提供企業購買、甚至個人購買之專用 Bluecar，可使用 Autolib

分享系統之充電服務與停車空間；（4）營運 2 年內，營運服務經驗擴散至法國

其他城市（Lyon、Bordeaux 等）、甚至海外美國（ Indianapolis, Indiana）與英國

（London）等地；（5）營運 3 年內建立具規模的服務系統，包括 3,000 部車輛、

6,000 處充電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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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4）整理自

https://www.autolib.eu/an-urban-revolution/。  

圖 2.11 法國巴黎城市分享電動汽車 Autolib 系統演進 

 

這些成績使得 Autolib 所使用的專用電動汽車 Bluecar，具有可預期的銷售數

量。2012~2013 年間，巴黎街頭的分享電動汽車 Bluecar 銷售計達 2,110 台，勝過

同期 Tesla Model S 在歐洲地區的銷售量 1,665 台。分享系統平均每車每日 10 次

以上的大量的使用經驗，也提供產品開發之回饋資訊。從而吸引國際品牌車廠

Renault 與該車輛製造商 Billore Groups 合作，共同開發電動車輛。  

另一類型電動汽車使用的代表性創新案例，則是德國國鐵 DB 所提供的複合

電能運輸服務套案 eFlinkster。這是德國國鐵 DB 在 2010 年所新增的創新服務。

德國鐵路主要起迄車站停車場上，提供多樣化的電動輔助自行車、小型或中大型

的電動汽車車型（參見圖 2.12），以分享服務模式供使用者選用。使用者可以依

據需求，從 DB eFlinkster 單一網站上訂購完整的複合電能運輸服務套案，包含鐵

路車票和兩端車站個別的分享用電動車輛。這個創新模式透過整合多樣運輸服務，

形成個人化、具有及門性（door to door）的解決方案，強化了電動汽車分享服務

的使用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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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與金屬中心（2013/09）攝於德國法蘭克福與柏林。  

圖 2.12 德國國鐵 DB 之 eFlinkster 服務使用車輛 

 

以上個案顯示：短期內值得期待的電動車輛產業發展進程，或許不是製造銷

售電動車輛，而是應用電動車輛提供服務。換言之，以「產品服務化」、甚至「運

輸服務」的營運觀點，推動電動車輛產業化應用發展，或許將是一個更有效的策

略，能夠跨越「消費者缺乏長期成本節省信心」的應用阻礙。在運輸服務模式下，

消費者不需支付龐大成本以擁有電動汽車產品，僅需花費少許成本在需要時使用

電動汽車。如此將有利於電動汽車能夠快速融入日常生活的應用情境、逐步擴大

車隊規模、取得電動車輛產品改進的使用者經驗（如法國巴黎 Autolib 系統）。  

 

(四)、  應用電動車提供服務之思維變革  

在服務模式之下，系統營運者將實質擔負電動車輛購置、充電營運服務等成

本，需要由支出面與收入面審慎思考，以提出適切的營運服務策略。從支出面來

看，資產折舊與維修成本的處理方式，至為關鍵。過去被視為極具有創新潛力的

「買車租電池」之車電分離營運模式，由於龐大電池成本（備品、折舊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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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壓力，造成新創服務業者 Better Place 深陷財務困境泥沼無法自拔，而於 2013

年宣告破產。至於 Tesla 則僅提供「借電池」服務，以協助車主度過少數續航力

不足的情境；但是 Tesla 不採用「盲目交換電池」模式，以迴避電池保固與維修

成本重荷。  

至於收入面，則需要考慮與使用量切割的收益模式，穩定營收來源。美國充

電服務業者 Blink 於 2013 年宣告破產、但 ChargePoint 得以延續，主因也在於後

者的主要收益不來自於電動汽車終端使用者，而是來自於企業會員，依據企業選

配「營運充電服務整套解決方案」收費。對於 ChargePoint 的企業會員而言，如

Costco、Mall of America 之類的賣場、購物中心等，則是以「廣告費用」觀點支

付費用，目的在於提供「具有可見性」的電動汽車充電服務，以提升企業形象。 

若要改變思維，推動電動車輛服務與使用、而非產品銷售，不僅營運業者（並

非汽車製造廠商）需要以服務思維界定其「產品/服務」的邊界；同時，也挑戰

政府政策所對應協助的範疇。為了推動電動車輛服務，政府政策需要從「處理生

產介面」相關要素（傳統產業政策思維之土、發、人、智、財），延伸到「建構

社會介面」（social interface）的範疇。  

例如巴黎城市分享電動汽車 Autolib 系統成功的關鍵，實際在於地方政府（巴

黎市政府）給予特許權（行政管理權），使系統營運者（服務供應商，非汽車製

造廠商）享有主要街道沿街停車的路權，並建立充電服務設施。Autolib 系統的便

捷停車與充電服務，才是吸引企業專用、個人專業 Bluecar 購買者的主要原因。

至於所購買車輛 Bluecar，僅需具備符合「都市短距離運輸」之足夠技術規格（good 

enough）即可，實無須耗費高額成本使之具備先端操控性能或續航力；因為使用

情境是在密集都市地區（車速高也無用武之處）、具有便利充電（甚至換車）服

務（短續航力也不造成困擾）。  

從巴黎經驗來看，政府運用管理權限塑造環境，以孕育新型態服務（非主流

運輸服務、非運輸之新興服務），其成效或許更甚於直接投入研發補助或是傳統

的產業扶持政策。甚至可能涉及車輛審驗、登記、使用管理制度的調整更新、或

是都市空間與土地利用制度的管制規範等，這些電動車輛應用之社會介面，都可

能是關鍵因素，有助於推動電動車輛應用於新型態運輸服務，甚至是非運輸新興

服務。過去，推動產業發展主要處理生產介面要素（土發人智財），給予業界扶

助措施。然而推動電動車輛新興應用時，思索電動車輛應用限制之解放途徑、協

調主管政府部門配合，應為重要的產品實用化策略，以避免長期投入的研發成果

（新興電動車輛產品），缺乏市場可供展現價值，而難以邁入實際應用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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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能的策略芻議 

(一)、  關注電動車輛的潛在價值與創新應用潛能  

以上分析，我們理解當前電動車輛產業發展的基本議題在於：從傳統車輛市

場來看，短中期看不到具有顯著性的國際市場。換言之，無論是對整車或零件廠

商而言，都無法寄望國際市場帶動國內的電動車輛產業發展。然而，若能跳脫傳

統車輛產品功能與市場型態，將可以看到電動車輛在非主流的運輸服務具有發展

應用的可能性。例如：搬運遞送服務、分享服務、複合運輸服務，或是個人化代

步工具等。甚至，更進一步思索電動車輛具有的「非運輸利益」，強調：安靜、

無污染、電能供應、科技與環保形象等。可以探索這些「非運輸利益」的潛在價

值的創新應用，尋求可能的新興服務模式。茲以圖 2.13 說明各式電動車輛可能的

潛在核心價值，與其對應的潛在應用場域特色，包括：環境要求區域、人潮聚集

處、室內空間、形象廣宣或科技應用；再進一步推導出可能的新興服務。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12）。  

圖 2.13 電動車輛的潛在價值與應用潛能 

 

(二)、  建立特區測試環境，聚焦各式新型態服務模式  

不過，有鑑於推動電動車輛新興應用時，可能涉及電動車輛應用之社會介面

的相關策略（包含法規制度調整），並非推動產業發展相關政府部門過去擅長的

領域。為了減少政府與民間部門在制度面調整的學習摩擦成本，建議聚焦於特定

地區，形成新興運輸服務模式的測試環境（Living Labs），在此集結相關政府部

門以共同探索必要法規制度調整方向。同時，也以營運模式創新測試應用達成「養

市場」的目的，帶動技術與市場的「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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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區位與範圍的選擇，可以考慮地方政府支持度、環境可管理性、既有產

業聚落特性、在地社區之配合意願等條件。聚焦特區也可形成具有能見度的熱點，

有益於凝聚產業和社群互動網絡。在此特區內，可以 Top down 方式凝聚多部會

的資源，例如搭配先導運行與各部會相關的測試運行資源，在熱點區域內密集試

行多樣貌的新型態運輸服務。藉此，多元探索多樣化的電能運輸服務的可能營運

模式，例如：二輪（機車）、三輪、輕四輪（L 型車）、普通四輪（小客車）、

重四輪（大客車）等。從而有機會盡量串接多元運具、混搭新舊運輸方式（電動

車輛＋傳統運輸方式），形成複合運輸服務模式。可能的應用模式例如：多載具

的分享服務（同一系統平台，提供多樣的電動或傳統車輛分享使用）、行動不便

者或高齡者的代步工具等。  

另一方面，對於應用電動車輛激發非運輸的新興服務模式，則可以面向全球

廣徵創意，強調新鮮、有趣的短期探索。透過政策引誘，借力民間活力，以電動

車輛為基底，嘗試接合各種新興、傳統產業的可能性。如此以孕育百花齊放的產

業奇觀，期能累積小勝成為產業發展的大勝。可能的創新服務應用模式例如：結

合 3D 列印的電動車製造機台、結合 3D 投影的電動車娛樂機台、提供移動供電服

務的電動車、不損害健康的巡迴電動健康檢查車輛、不損害健康的校園電動供餐

車輛等。  

 

(三)、  持續推動電動大客車大規模應用  

目前電動大客車推動已經積蓄初步動能，形成國內產業鏈與跨部會支持氛圍。

建議持續耕耘電動大客車議題，並且運用政府（交通部、環保署）補貼客運業者

採購大客車的影響力，串接三部會政策工具，形成端到端的政策支持框架：「需

求引導技術研發（經濟部支持經費）＋使用測試（經濟部與環保署共同支持經費）

＋採購應用承諾（交通部與環保署共同支持經費）」。運用如圖 2.14 的流程，提

升電動大客車的技術水準、降低客運業者營運負擔、提升電動大客車應用之環境

效益。如此可以形成具有技術能耐競爭力的產業聚落、具有國際可見性亮點的大

規模營運情境、以及具有地方環境榮耀感的使用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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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9）。  

圖 2.14 端到端的電動大客車支持套案 

 

(四)、  穩健發展的策略架構（芻議）  

綜合上述建議策略，可以形成如圖 2.15 的策略架構，維繫電動車輛穩健發展

動能。透過以下 3 個面向，持續推進我國電動車輛產業，並尋求有助於價值創造

的新型態應用。（1）非運輸新興服務：提供「具話題性」的創新服務案例，維

繫創業社群對於電動車輛技術研發與應用的熱情；（2）非主流的運輸服務：提

供「具親民性」的創新服務應用，擴大民眾感知電動車輛應用的潛在價值與效益；

（3）電動大客車大規模應用：提供「具技術標竿性」的創新服務應用，厚植產

業聚落在關鍵技術與應用服務系統之競爭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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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09）。  

圖 2.15 電動車穩健發展的策略（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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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 

一、國內外電動車發展背景說明 

(一)、 環境變遷帶動電動車產業發展 

隨著工商業發展與土地開發，近年來全球環境面臨劇烈變遷，國際能源短

缺、空氣品質惡化與溫室效應加劇等現象，已成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面對的重要課

題。根據統計，全球二氧化碳有  14%來自交通運輸系統，交通工具使用  60％以

上的石油。過度使用石油等化石燃料所產生的能源、氣候等議題，促使各國政府

投入綠色能源發展，及紛紛訂定運輸部門節能減碳的政策方針，並竭力發展綠色

車輛。  

 

(二)、 電動車推動各國邁步向前 

美國作為世界強權大國，對新能源產業發展亦高度投入。依據美國能源部提

出政策方向，未來針對電動車零組件、電子及各種儲電技術的研發預算增加 30%，

同時規劃建置「能源創新中心」（Energy Innovation Hub），進行電動車與蓄電技

術的研發。另一方面，針對購買者提供補助及減稅優惠，包含對於境內 30 個地

區的電動車推動提供 1,000 萬美金補助等，期能於 2015 年電動車輛 (含插電式混

合動力車)達 122 萬輛。  

歐洲各國透過訂定車輛廢氣排放法規，要求傳統車輛符合更嚴格標準，促使

車體製造商發展電動車輛。另一方面，透過補助建立獎勵基準，提高民眾購買電

動車誘因，以達成推動目標。現階段，歐洲主要市場如德國、英國與法國均規劃

2020 年分別達成 100 萬、120 萬與 200 萬輛電動車的規模。值得一提，緊鄰北海

豐沛石油資源的挪威，秉持建立無汙染生活環境的理念與生活態度，透過政策、

稅制誘導成為現今電動車市占率最高的國家。  

日本為確保汽車工業持續發展，提供地狹人稠的城市解決交通、環保相關議

題，減少依賴單一石化原料，近年高度投入節能車輛領域及動力技術發展，包含

電動車核心領域電池的發展。同時，透過購買補助及提供減稅優惠，期能於 2020

年新能源次世代車輛 (含各款式電動車及氫汽車 ) 達 20~50%。  

中國大陸發展電動車，除欲減輕霾害造成人民生存汙染威脅外，更冀望透過

新能源車輛迎頭趕上，使其與國際領導廠商並駕齊驅。在中國大陸政策發展重要

藍圖依據的十二五規劃中，現階段以三縱三橫規劃發展，三縱主要提及車輛動力

來源發展方向，包含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燃料電池汽車；三橫則為車輛

關鍵零組件發展重點，包括多能源動力總成控制系統、電機及其控制系統和電池

及其管理系統，期能透過與電動車輛示範運行等方式，於 2020 年新能源車(含純

電動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產銷達成 500 萬輛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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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CT 堅強基石推動台灣發展智慧電動車 

台灣經濟發展近十年於政府與產業努力之下，無論是在資訊、通訊、半導體

及光電產品等領域，均奠定深厚的技術基礎能力，更於是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

因此，憑藉著台灣具優勢之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產業

技術，將可以加值應用電動車成為更安全、節能、舒適的“智慧化”電動車。另一

方面，臺灣南北距離適中、都會集中、電力設施充足、氣候環境溫和等條件，十

分適合電動車運行。  

台灣推動智慧電動車已多年，2014 年 5 月行政院修正五大推動策略，內容包

含跨部會推動大客車、發展車電分離系統等，期能透過發展智慧電動車，為台灣

經濟轉型、產業發展種下另外一顆成長的大樹，帶領台灣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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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策略與階段性進程 

(一)、 台灣電動車發展優勢 

台灣具領先全球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產業，無論

是在資訊、通訊、半導體及光電產品等領域，均有極佳之發展經驗，因此，憑藉

著台灣具優勢之 ICT 產業技術，將可以加值應用電動車成為更安全、節能、舒適

的“智慧化”電動車。此外，台灣地形區段具優勢，人口密集，城市間距適當，交

通建設便利，具備電力充足等核心價值，適合發展智慧電動車 (如圖 3.1)。  

 

 

圖 3.1 台灣發展智慧電動車優勢 

 

近年來先進國家均積極促進電動車產業發展，藉由政策宣示發展目標、研發

與環境建構、購車補助及租稅優惠等，因此，健全智慧電動車產業相關發展措施

之推動擬定將刻不容緩。而我國為何要發展智慧電動車，可以從產業五大面向說

明，包括經濟面、國際形象面、技術面、社會面、環境面等  (如圖 3.2)。  

 

圖 3.2 國際智慧電動車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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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二)、 台灣電動車總體策略 

2010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第一階段的「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我

國智慧電動車產業依循「以環保節能減碳標準健全智慧電動車的發展環境」、「推

動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健全智慧電動車友善使

用環境」，以及「輔導產業發展」五大發展策略 (如圖 3.3)推動台灣電動車產業。 

 

 

圖 3.3 「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五大策略 

 

(三)、 政策階段性成果 

第一階段「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經各部會分工推動下，已經初

具成果  (如圖 3.4)，以下將詳細說明。  

 

 

圖 3.4 「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五大策略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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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環保/節能標準  

(1)環保署於 2012 年 5 月 9 日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  

(2)針對車輛二氧化碳管制標準，環保署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完成第一階段小客

車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公告，設定以 2009 年為基準年，自 2015 年起達成小客車

二氧化碳減量 15%之目標。  

(3)經濟部能源局依據行政院「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完成車輛耗能標準修訂規劃

方向，目前已於 2014 年 8 月 11 日發布「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

法」部分修正條文，將現行油耗標準加嚴 15％，預計 2016 年實施。  

2.推動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  

(1)推動先導運行案，已有台中市府、格上租車、台南市府、日月潭、新北市府、

科技之星、綠色高屏及台積電等 8 案，全台累計 315 輛電動電上路運行中（小

客車 295 輛，大客車 20 輛），總里程累計超過 400 萬公里，初步實現電動車

上路目標。  

(2)先導運行案中，格上租車案租賃體驗人次累計已達 3 萬 4 千人次以上，累計里

程超過 68 萬公里；另台中市府案及台南市府案均為市府公務車及企業用車模

式並行。  

(3)先導運行案中，日月潭案為環湖旅遊租賃營運模式，亦為經濟部、交通部與環

保署跨部會合作成果，該案透過電子旅遊套票，串聯電動車及電動大客車等相

關電動載具，並整合觀光雲端服務平台及交通資訊監控平台，創造遊客智慧零

碳旅遊新體驗。  

3.提高購車誘因  

(1)財政部於 2011 年完成「貨物稅條例」修正草案修法作業，自 2011 年 1 月 28

日生效起 3 年內購置電動車之貨物稅全免；另外「使用牌照稅法」修正案亦於

2012 年 1 月 6 日生效，授權地方政府 3 年內得免徵電動車牌照稅。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完成電動車購置 1 項、車體購置 2 項、電池租賃 2 項、

充電設備 7 項之共同供應契約，有利於公務機關採購電動車輛。  

(3)內政部於 2012 年 9 月 27 日公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三條附表修正案，放寬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充電站及交換站使用。  

(4)交通部協助推動電動車專用標誌納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並

於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核發電動車專屬牌照。充電站指引標誌增訂亦已

於 2013 年 2 月 7 日完成法規公告施行。  

(5)臺中市政府為展現推動低碳車輛決心，2014 年 5 月 9 日公佈「臺中市低碳城

市發展自治條例」，其中針對充電站設置及電動車購置特別予以規範或補助。 

4.健全使用環境  

(1)經濟部為建立完善便利之電動車使用環境及因應各種充電使用需求，全台充電

設施已建置超過 509 座充電座(如圖 3.5)，初步已可連結北、中、南三地，並藉

由先導運行計畫帶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引領企業參與、促進交通與觀光旅遊

地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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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全台充電設施分布圖 

 

(2)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0 年 7 月 2 日發布「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

規定解釋令，使加油站得以設置汽機車電池充電與更換服務設施，更有利電動

車輛充電站之普及化。  

(3)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告「電動車充電系統實務規範」設置、介

面及安全等 3 項電動車充電系統實務規範，有助計畫初期國內業者投入參與先

導運行。  

(4)經濟部標檢局於 2011 年 10 月 25 日正式公布「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之

介面及安全 2 項 CNS 國家標準。  

(5)經濟部標檢局於 2013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公布「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之介面、

安全及通訊等 3 項 CNS 國家標準，並完成共 51 項電動汽車相關國家標準制定，

可提供國內充電系統產業標準發展之依據，加速國內產業發展。  

(6)經濟部能源局已於 2013 年 12 月 16 日完成「屋內線路裝置規則」條文修正，

將電動車輛充電系統相關安全納入規範。  

5.輔導產業發展  

(1)電動車及充電站認證：輔導 11 家電動汽車廠商，共 25 款電動車輛取得交通部

安審合格證，可掛牌合法上路。並推動完成 4 家 33 款充電系統，以及 5 家 10

款電動車充電系統驗證測試，並順利取得 CNS 標準認證。  

(2)智慧電動車產業輔導：經濟部工業局已輔導 102 家電動車相關業者進行產品性

能改良，廠商範疇包括原材料、系統整合到整車廠等，逐步建構電動車供應鏈。  

(3)開發國產電動商用車：經濟部技術處協助發展動力系統、電能系統、充電系統

及車輛底盤等技術，並應用於國產電動商用車。  

北台灣已建置

197座充電設施

中台灣已建置

229座充電設施

南台灣已建置

83座充電設

施

交通與觀光旅遊

新竹高鐵站 全家便利超商

101大樓

台中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裕隆汽車城

標檢局總局

工業局經濟部

環保署

台電大樓 中油大樓

台南民治市政中心

台積電

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桃園機場

新北市政府

板橋捷運站與車站 赤崁樓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企業參與

「指58-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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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國際合作案：促成菲律賓、法國郵局(La Poste)、Bollore 集團、Venturi 及

PSA 等車廠來台，尋求與國內電動車整車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商合作。其中，華

德動能(股)公司已於 2012 年 2 月順利外銷首輛電動低地板公車至菲律賓。  

(5)逐步建置國內產業鏈能量，協助整車與零組件進入國際供應鏈。我國電動車產

業發展近期重大成果如下：  

①整車： 

A.華德：甲類電動大客車陸續運行於新北市、新竹縣市及高雄市等地 (共計

30 輛)，並於 2012 年外銷菲律賓；乙類電動大客車於 2013 年 3 月取得證

照合格上路，至 2014 年 9 月為止，已有 25 輛乙類電動大客車運行於桃園、

新竹及屏東等地區。  

B.立凱：甲類電動大客車陸續運行於桃園、新竹、花蓮及金門縣等地 (共計

30 輛)；乙類電動大客車於 2013 年 3 月取得證照合格上路，至 2014 年 9

月為止，已有 11 輛加入新竹市市區公車運行中。  

C.唐榮：已有甲類電動大客車運行於桃園縣及台中市等地區 (共計 19 輛)。  

D.馨盛：已有甲類電動大客車運行於苗栗地區 (共計 3 輛)。   

E.納智捷：已改用新開發完成之第二代國產減速齒輪傳動機構，明顯降低振

動、噪音與散熱等問題。現正積極改用國產化零件測試驗證中，以提升整

車產品性能及競爭力。  

F.必翔：外銷歐洲 L 類（輕型四輪機車 :車輛淨重 350Kg 以內，極速不超過

45km/hr）電動車。  

②零組件： 

A.台達電：完成符合日規 CHAdeMo 充電器開發並外銷至歐洲。外銷美國 Tesla

直流轉換器與充電樁。  

B.東元：與日本電動車用馬達研發商 SIM-Drive 簽訂合約合作生產電動車用

輪轂馬達。   

C.光寶：充電器外銷美國及歐洲。  

D.富田：外銷美國 Tesla 廠(2013 年訂單達 28,000 套電動馬達)及提供國內多

款電動大客車使用。  

E.和大：外銷美國 Tesla 車用變速箱齒輪。  

F.群創/宸鴻/達鴻：外銷美國 Tesla 車用 17 吋面板零組件。  

G.貿聯：外銷美國 Tesla 車用電池動力線束。  

H.致茂：外銷美國 Tesla 車用機電控制模組及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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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產業生命週期，檢視既有政策推動成效 

(一)、 國際電動車發展處於萌芽期，成長面臨瓶頸 

1.各國政府與車廠積極推動汽車電動化 

自 1970 年到 2010 年，全球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成長近 250%，其中 80%

來自公路車輛的排放增加。  

為能進一步降低車輛對環境的衝擊，世界各國油耗標準或溫室氣體排放訂定

趨於嚴苛，根據 ICCT(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研究資料

(如圖 1.3)，在將各國車輛油耗或溫室氣體排放標準都轉換為相當於歐盟 NEDC 行

車型態的油耗標準時，則推估歐盟 2020 年油耗標準須達 26.3km/l，日本訂定 2020

年 22.3km/l，中國大陸 2020 年訂定 20.0km/l，美國則於 2025 年訂定 20.8km/l 等，

都較現有水準大幅提升，然綜觀現有內燃機引擎技術，恐難因應未來 5-10 年法規

要求，於是車廠雙管齊下，除持續精進引擎技術外，更推動汽車電動化，發展油

電混合動力車、電動汽車與燃料電池車等低 (零)油耗車輛。  

 

2.國際電動車推動面臨瓶頸 

目前市面販售的插電式電動車型式可分為純電動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與增

程式電動車三種型式 (如圖 3.6)。2009 年起，國際研究機構及車廠均樂觀預估，

2020 年全球電動車可占 10%~20%市場規模，然根據各國車輛公會調查，2013 年

全球插電式電動車銷量共約 21 萬輛，已較 2012 年增加 70％，惟僅達同年度全球

汽車市場 8,200 萬輛的 0.26%，表現未如預期。  

 
註：PHEV (Parallel Hybrid Electric Vehicle)：引擎與馬達互相配合，提供車輛動力來源；

BEV (Electric Vehicle)：完全以馬達為動力來源；REEV (Range Extended Electric Vehicle) ：

完全以馬達為動力來源，引擎僅只用於充電  

圖 3.6 各型式插電式電動車說明 

•純電動車 行進中完全

不排放廢氣，是最為環

保的車輛，但續航力較

為不足。

各型式插電式電動車說明

純電動車
(BEV)

增程式電動車
(EREV)

•BEV的衍生商品，可於電

池續航力不足時，引擎發

電機發電延長續航力。

•純電動模式續航力大於

80km。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PHEV)

•HEV進化產品，具備多

種駕駛模式變化。

•純電動模式續航力低於

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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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12 年 5 月針對全球主要城市導入純電動車成效調查

結果（如表 3.1），目標達成率均不及 10%，普遍未如預期。其中日本神奈川案

因採幾近與傳統汽油車全額價差補助購車方式推動，故達成率達 7 成以上。  

 

表 3.1 國際主要城市純電動車推動目標與實際導入數量 

 統計導入期間 導入數量(輛) 目標導入數量 達成率 

中國大陸上海 2009~2012 年 1,633 80,000(2015 年) 2.0% 

美國洛杉磯 2009~2012 年 2,000 80,000(2015 年) 2.5% 

德國柏林 2009~2012 年 350 15,000(2015 年) 2.3% 

荷蘭阿姆斯特丹 2009~2012 年 750 10,000(2015 年) 7.5% 

日本神奈川 2008 年~2011 年 2,183 3,000(2014 年) 72.8% 

台灣 20010 年~2013 年 287 3,000(2013 年) 9.6%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 IEA 

 

分析全球純電動車發展遭遇困難之原因，略以下列六個面向簡要說明：  

(1)性價比待提升：電池技術未有大幅進展，電動車成本遠超出傳統車輛，且安全性及續

航能力仍待改善，使用者對性能及可靠度仍有疑慮。 

(2)充電設施待布建：電動車充電時間相較傳統車輛加油時間長，能源補充之配套環境尚

待建立。 

(3)消費者使用習慣待培養：電動車目前仍適用短程，故民眾使用純電動車習慣尚待調適，

企業用戶亦需設法發展合適營運模式。 

(4)市場誘因逐步減弱：美國頁岩油/氣開採技術逐步精進，能源價格上漲壓力趨緩，且

傳統車輛節能技術改善及混合動力車量產，抑制電動車市場發展。 

(5)市場未達量產規模：2013 年全球純電動車市場不及 12 萬輛，導入狀況不如預期，產

業仍須投入資源扶持。  

(6)資源投入需整合：推動電動車涉及產業、交通及環保等相關法規及資源，尤需跨部會

資源整合及共同推動。  

 

3.電動車朝向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及增程式電動車發展 

在電動車發展啟動之初，各國多以嚴苛節能減碳目標，讓部分車廠直接轉入

純電動車研發，因此 2008 年前後，車廠均以開發純電動車為主，插電式混合動

力車為輔之策略。  

由於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及增程式電動車可解決充電環境尚未完善、消費者不

安全感，以及累積充電型態交通營運的寶貴經驗，因此各國對電動車整體發展策

略亦已依據所遭遇困境及瓶頸，積極務實調整其發展核心策略與實施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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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美、日及中國大陸等主要國家的補助政策，除純電動車外，已將範

疇擴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與增程式電動車，並以車輛排碳量或電池儲能之能力分

級進行補貼，以強化自身電動車產業優勢與技術 (如表 3.2)。  

 

表 3.2 主要國家電動車發展策略 

 核心策略 實施重點 

美

國 

高度投入電動

車領域 

 2015 年電動車輛(含 PHEV)產量達 122 萬輛 

 能源部提出各種支援方案： 

－針對電動車零組件、電子及各種儲電技術的研發預算增加

30%；並建置「能源創新中心」（Energy Innovation Hub），

主要進行電動車與蓄電技術的研發。 

－電動車購買補助 7500 美元(加州與伊利諾伊州多增加 2500

與 4000 美元) 。 

－對於境內 30 個地區的電動車推動提供 1,000 萬美金補助。 

－免產品稅、免動產稅、使用稅、免費停車、免費充電、保

險金優惠 10%、高乘載(HOV)車道限定使用(依各州規定) 。 

日

本 

高度投入節能

車輛領域及動

力技術發展 

 2020 年次世代汽車(含各款式電動車及柴油車)達 20~50%。 

 節能環保車輛購買補助 85 萬日圓。 

 節能環保車重量稅 3 年內減免，3-5 年減半，5 年後不減稅；

免汽車購置稅。 

 對於電動車核心領域，尤其電池技術的領先特別重視。 

歐

洲 

透過訂定排放

法規要求，作為

購車補助及獎

勵基準 

 德國:2020 年以前 100 萬輛電動車、國家電動車平台建置。 

 英國:2020 年 120 萬輛電動車。 

 法國依排碳量設定分級補助額度，補助最高 7000 歐元或

30%車價。 

中

中

國

大

陸 

重新檢視新能

源車發展方

向，十二五規劃

中，以三縱三橫

(註)規劃發展 

 2020 年新能源車(含純電動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產銷達

500 萬輛。 

 強化與德國、美國合作進行電動車研究開發與生產。 

 推動電動車示範運行：奧運/世博 + 25 城千輛 + 上海電動

車試乘中心。 

 註：三縱就是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燃料電池汽車；三橫就是多能源動力總成控制系統、

電機及其控制系統和電池及其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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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國際能源總署（ IEA）推估，當電池價格降至 500 USD/kWh 時，插

電式混合動力車即具有市場競爭力；而國際能源總署也指出，國際鋰電池價格於

2012 年已達 485 USD/kWh，預估 2020 年將進一步降至  300 USD/kWh；且以各國

際主要車廠均已投入各款電動車研發推估，待進入正式量產提升產量後，將進一

步有效降低電動車成本及增加競爭力。  

 

(二)、 國內電動車發展與國際面臨相同困境 

1.先導運行計畫之車輛導入數量較原訂目標落後  

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專案自 2011 年推動迄今，全台累計已有 315 輛電動車

上路運行（小客車 295 輛，大客車 20 輛）。站在扶植國內產業之立場及計畫規

定需為合法上路電動車之條件下，核定車輛多以國產車為主；惟國產車中主要廠

商(納智捷)電動車尚未完全進入量產，故受限於車型、成本、交車數量及交期等

因素，導入狀況不如預期。  

2.國營事業用車採購及交車情形未如預期  

為配合計畫推動，行政院核定國營事業配合採購純電動車，至 2012 年度份

額共計 156 輛，惟至 2013 年底止，由於國內自主品牌純電動車量產未達經濟規

模，造成交期延後、價格無法滿足需求，實際交車數量為 54 輛。  

3.電動大客車導入數量期待成長  

電動大客車具有節能效益及低噪音污染特性，易於管理及避免現階段電池續

航力不足問題等優勢，易使民眾有感，故交通部、環保署、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均

積極推動電動大客車，至 2014 年 9 月已導入數量共計 118 輛，增加民眾體驗經

驗及提高認同度。  

 

(三)、 國內先導運行案經驗可為下一階段推動參考 

工業局自 2010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後，

即成立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展開推動工作，目前已累積 8 件先導運行案，取得

階段性的成果。為使下一階段推動順利，彙整過去推行經驗整理如表 3.3，以期

能使智慧電動車推廣發揮更大效益。  

1.推動單位 :工業局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  

政策推動過程為能使更多民眾有使用機會，尋找具有指標性、代表性的廠

商，商討過程中，需將具有決策權之主管納入討論，並依循「8 項思考構面」(計

畫執行能力、電能營運模式、技術提升措施、智慧加值應用、保險或故障處理機

制、使用者滿意度考核機制、投資及就業效益、永續經營規劃 )，作為討論溝通與

提案方向；並以「機關公務車」  (如公務接駁與稽查用車 )、「企業用車」 (如商

務車隊與計程車隊)、「大眾運輸」 (如離島觀光與觀光旅遊)3 大區塊，做為推動

方向，期能從「點」連接成「線」，進而全「面」擴展發揮綜效。  

然推廣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已建構管理能力，增修訂符合電動車上路法規

/規範，如充電站法規與建置作業等。推動上，公部門 (如地方政府)需有賴地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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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議會支持，為避免先導運行案受政治等外在變動因素干擾，建議地方政府提

出「納入預算證明」，確保相關款項以持續推動；另一方面，企業經營乃將本求

利，建議以「企業責任」鼓勵業者投入，以永續經營為努力方向，落實綠色環保

口號，替「企業形象」加分。  

執行階段因為電動車輛價格昂貴，導致企業承租意願低。以台中市案為例，

為解決上述問題，車體價格透過配套措施 (如配合充電站統一報價等 )降低價格敏

感度、同時拉攏指標性企業 (如台積電)加入，並加強電動車使用教育訓練以降低

駕駛疑慮。  

未來先導運行案將從電動車擴大至電動大客車，期望車輛性能提升以滿足更

多民眾使用需求，並獲得民眾的認同。推動上，小車運行業者可朝「提升使用率」

思考，如旅客搭乘大眾運輸至花東地區，可享租賃電動車優惠，串聯低碳旅遊；

大車運行業者可著墨提供「差異化服務」，透過異業結盟等提供搭乘誘因，如累

積搭乘次數兌換小獎品等。未來可憑藉過往建立 8 大思考構面進行衡量、推動，

並與地方政府緊密溝通，探詢偏鄉接駁等新營運模式。同時，持續朝指標企業邁

進，發展如國營事業、醫療照護、綠色校園與政府公務等接駁服務，另與環保署

推動森林遊樂區旅遊接駁，讓民眾有感，創造專案新亮點，成就電動車產業之發

展。  

2.運行單位 : 實際營運電動車業者（格上租賃 -電動小客車；高雄客運、科技之星

-電動中、大巴）  

近年全球發展電動車，企業透過先導運行案投入此行列，期能透過新科技迎

頭趕上領導廠商，提升競爭力，更希望降低龐大投入成本，同時提升企業形象。 

執行過程存在電動車價格、續航里程與充電站等因素需要克服，電動大客車

更出現車輛穩定度降低、後勤維修時間長等問題。透過尋找更確切的電動車商業

運行模式，同時也要求電動大客車製造廠商滿足運行業者需求，以持續推動電動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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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先導運行案運行單位經驗分享 

 
格上租賃 高雄客運 科技之星 

規劃

階段 

如何

形成 

裕隆集團期透過電動

車新科技並加上台灣

頂尖 ICT 技術，迎頭

趕上全球領導車廠。

現階段尚未進入市場

販售， 格上租賃配合

集團發展方向，致力

推廣電動車租賃。 

取得國道 10 號快捷公車

路權，原擬與捷運公司配

合，但因行業屬性限制，

改與屏東客運、南臺灣客

運合作，整合大高雄現有

電動車路線，以發揮綜

效。 

新竹縣府積極規劃新

闢路線使用電動大、中

巴，經台灣燈會、國際

科展以及關西仙草節

活動，與華德配合專車

接駁活動合作順利，進

而攜手共同申請先導

運行案。 

預期

效益 

集團著眼於企業責

任，透過導入電動車

落實環保節能，提供

消費者更好的服務品

質，進一步建構良好

企業形象。 

期透過先導運行案補

助，降低公司投入成本，

另導入電動大巴，提升企

業形象，打響知名度。 

提升自我競爭力，並期

獲得更多發展的機會。 

同時，電動巴士連結科

技印象，導入竹科接

駁，為企業形象加分。 

申請

階段 

遭遇

困難

點與 

解決

方式 

電動車屬新產品，審

查委員對於計畫內容

有許多想法，如車輛

續航力、性能表現

等。 

為此，提出相關車輛

測試佐證資料，與彙

整全球電動車運行案

例，化解審查委員的

疑慮，使計畫順利成

案。 

(1) 第一次申請工業局計

畫，對於計畫相關流程

不熟悉，透過工業局以

及成都顧問公司專業

整合，使作業流程更為

有效率進行。 

(2) 車輛得標廠商華德當

時仍無測試報告，為確

定其滿足契約所述之

性能要求，要求提前交

車以進行性能測試確

認符合要求，並補足相

關報告以通過審查。 

(1) 第一次申請工業局

計畫，透過工業局協

助，確認相關流程與

簽約等，使計畫得以

持續進行。 

(2) 審查委員對該路權

使用電動公車是否

達相關效益有疑

慮，為此提出車輛性

能、可靠度等報告確

認使用無虞；另提供

載運量預估，並輔以

節能效益等資訊，取

得委員認可。 

執行

階段 

與規

劃上

的落

差及 

如何

改進 

主要落差在於電動車

續航力未能滿足使用

需求，為此裕隆集團

持續投入電動車研

發，期能提高行駛里

程。另一方面，思考

其他商業運行模式，

以提供更適切的使用

環境。 

正常運行一年多後問題

浮現，華德內部人力吃緊

未能及時維修，導致運行

穩定度降低。為有效解決

問題，透過工業局每周督

促華德盡快改善，加快修

繕時間，提升運行穩定

度。 

華德因人力吃緊，無法

於第一時間解決解決

問題。為此，華德總工

程師、廠長提出修繕改

善計畫，並規劃提供車

輛使用操作、後勤修繕

SOP 等，以供客運業者

進行初步修繕，優化車

輛運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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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建議 

推動

單位 

為促使更多民眾使

用，需號召更多指標

性企業投入，更有賴

地方政府全力支持配

合，廣建充電站基礎

設施，發揮更大綜

效。 

(1) 拉攏象徵性、指標性

業者加入，以發揮母

雞帶小雞的群聚效

益。 

(2) 若非指標性營運模

式，可思考設立申請

規模門檻，以避免車

輛運行規模小，沒有

效益。 

可找尋更多亮點專案

(如醫療接駁、校園接駁

等)方式試驗，並朝每縣

市皆能有先導運行

案，透過點、線、面持

續擴大規模，發揮綜

效。 

車體

製造

單位 

針對電動車需提升電

池性能，滿足車輛更

長遠使用需求。 

將車輛維修營運 KPI 列

入，若未達到則進行扣款

等 

與車體製造業者保持

暢通溝通管道，在問題

發生當下獲得立即回

應。 

運行

單位 

為符合電動車適地性

使用狀況，可思考

「點」對「點」的商

業運行模式，以及朝

創造「消費者使用誘

因」進行考量。 

(1) 確認合約名詞定義，

與車輛維修等相關罰

則，確保使用權利。 

(2) 進行使用成本(如充

電站建置、內部教育

訓練管理等)精算。 

(3) 將車體製造商納入共

同申請廠商，委由進

行專業(如電池)維修 

就合約內容上權利義

務進行明確的權責劃

分，再將營運後車輛穩

定度、維修等相關定義

與賠償納入合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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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政策與推動架構 

(一)、 台灣電動車面臨挑戰評析與因應對策 

國內發展智慧電動車持續面臨不少挑戰，經評估分析後說明如下：  

1.電動大客車發展涉及多部會，亟需跨部會整合  

推動電動大客車具有節能減碳及環境永續之目的，除可改善環境外，更可進

一步促進我國車輛產業升級，惟推動電動大客車之使用環境、法規及產業發展，

亟需藉由整合跨部會資源及共同合作推動，以提升推動績效。  

2.輔導及鼓勵產業開發新車型及新車種  

由於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及增程式電動車可解決充電環境尚未完善及消費者

的不安全感，以及累積充電型態交通營運的寶貴經驗，因此，國內車廠已仿效國

際車廠著手進行開發，以作為銜接純電動車產品成熟前之過渡產品。另近來台灣

網購市場逐漸擴大，物流業者送件數量倍數成長，但同時也造成空氣污染排放增

加與油費增長；若其商用車輛可導入電動車輛運行，將有助物流業者減少燃料費

用支出，並可減少污染排放。  

政府除務實調整其發展策略與實施重點外，可藉由輔導國內廠商開發上述車

型及車種，並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家用第二部代步車等運行模式與用

途，以及持續深化電動化技術如馬達、電池及控制器等關鍵零組件技術，提升其

市場競爭力。  

3.產業尚於起步階段，須透過稅賦減免及政策補助提供誘因  

政府積極透過市場補助、輔導、示範運行與推廣等政策措施，已初步奠定國

內電動車輛產業發展基礎。展望未來全球市場仍將維持穩定成長，環保標準亦持

續趨嚴，考量國內產業尚於起步階段，因此，發展初期亟需透過稅賦減免及政策

補助方式，以增加誘因，並協調地方政府持續提供稅賦減免與補助資源。  

4.由政府部門帶頭使用，提高消費者使用意願及信心  

由於民眾對電動車輛性價比、安全性與續航里程之憂慮，因此，發展初期可

透過各級政府及國營企業投入資源帶頭優先使用，以達到政策宣導及示範效果，

並落實政府節能減碳政策目標，及增加消費者信心。  

5.智慧電動車產業上下游待串連整合，並持續投入資源加強關鍵技術開發  

近年來，我國電動車關鍵零組件廠商之技術開發能力已逐漸受到國際肯定，

並已累積相當經驗與實力，惟仍待建立自主的智慧電動車整車，以及電能與動力

系統等關鍵零組件上下游產業合作與串連之產業價值體系，並藉由導入智慧化及

安全系統、訂定相關產業標準及建立系統模組開發與驗證能力，以順利建構我國

智慧電動車產業價值鏈。並應掌握此一關鍵契機，持續投入資源以推動國內產業

升級與拓展綠能新興市場。  

6.創新營運模式尚待推動  

部分業者已投入發展車電分離 (購車不含電池 )創新營運模式，有助於降低購

車初始成本，並提供完善之電池更新與維護服務，政策上可提供相關鼓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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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營運商投入，將車電分離納入補助範圍，並推動車廠或營運商建立回收

機制，以發展電池回收再利用。  

電動車產業推動面臨上述種種挑戰，政府除因應挑戰調整政策方向外，也持

續邀請國內相關電動車專家，共同檢視產業現況，研擬與調整適合推動作法。  

 

(二)、 因應國內外電動車困境，務實調整政策方向 

過去幾年來，政府積極透過市場補助、輔導、先導運行與推廣等政策措施，

已初步奠定國內電動車輛產業發展基礎，展望未來全球市場發展，以及環保要求

趨勢，並考量國內產業發展現況，政府未來除繼續投注資源以延續成果外，更以

務實態度與精神，分析我國產業面對之現況及廠商能力，2014 年 5 月 29 日修正

計畫朝五大推動策略：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車、鼓勵業者投入、創新營運模式、

建構產業價值鏈與提供購車誘因 (如圖 3.7)進行。  

 

圖 3.7 智慧電動車五大推動策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 

 

(三)、 推動架構 

1.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車，擴大接觸面  

(1)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動大客車汰換：為促進公共大眾運輸工具節能減碳及環境永續

之目的，交通部及環保署以補助既有或新增市區公車或一般公路客運路線公車汰舊換

新為主，且補助車輛須符合原產地附加價值率 2014 年 30%、2015 年 40%、2016 年

50%及 2017 年 70%之標準。交通部補助以車體為主(不含電池)；環保署則規劃於 2013

5.建構產業價值鏈

1.訂定環保節能標準

2.推動先導運行

3.提高購車誘因

4.建全使用環境

5.輔導產業發展

1.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車

2.提供購車誘因

4.鼓勵業者投入

(一)第1階段： (二)第2階段：

(1)環保署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2)能源局研擬油耗標準加嚴

(1)環保署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2)能源局研擬油耗標準加嚴

(1)經濟部已推動7案287輛電動車先導運行

(2)推動11家25款電動車安審合格

(1)經濟部已推動7案287輛電動車先導運行

(2)推動11家25款電動車安審合格

(1)財政部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內政部放寬公有地設置充電站

(3)工程會訂定共同供應契約

(1)財政部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內政部放寬公有地設置充電站

(3)工程會訂定共同供應契約

(1)建置500座充電設施

(2)訂定50項國家標準

(3)交通部增訂充電站標誌

(1)建置500座充電設施

(2)訂定50項國家標準

(3)交通部增訂充電站標誌

(1)輔導73家廠商產品改良

(2)推動整車開發

(3)推動零組件外銷，進入Tesla供應鏈

(1)輔導73家廠商產品改良

(2)推動整車開發

(3)推動零組件外銷，進入Tesla供應鏈

(1)推動電能及動力系統自主技術開發
(2)持續制定法規標準與建構產業能量
(3)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及國產化
(4)導入智慧化及安全車電系統

(1)推動電能及動力系統自主技術開發
(2)持續制定法規標準與建構產業能量
(3)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及國產化
(4)導入智慧化及安全車電系統

(1)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2)協助產業開發電動箱型車或貨車等商用車種
(3)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式
(4)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

(1)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2)協助產業開發電動箱型車或貨車等商用車種
(3)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式
(4)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

(1)以車電分離降低初購成本
(2)推動電池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
(3)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1)以車電分離降低初購成本
(2)推動電池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
(3)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1)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動大客車汰換
(2)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3)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駁
(4)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1)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動大客車汰換
(2)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3)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駁
(4)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3.創新營運模式

(1)持續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交通部、環保署及經濟部提供補助
(1)持續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交通部、環保署及經濟部提供補助

5.建構產業價值鏈

1.訂定環保節能標準

2.推動先導運行

3.提高購車誘因

4.建全使用環境

5.輔導產業發展

1.跨部會推動電動大客車

2.提供購車誘因

4.鼓勵業者投入

(一)第1階段： (二)第2階段：

(1)環保署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2)能源局研擬油耗標準加嚴

(1)環保署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標準

(2)能源局研擬油耗標準加嚴

(1)經濟部已推動7案287輛電動車先導運行

(2)推動11家25款電動車安審合格

(1)經濟部已推動7案287輛電動車先導運行

(2)推動11家25款電動車安審合格

(1)財政部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內政部放寬公有地設置充電站

(3)工程會訂定共同供應契約

(1)財政部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內政部放寬公有地設置充電站

(3)工程會訂定共同供應契約

(1)建置500座充電設施

(2)訂定50項國家標準

(3)交通部增訂充電站標誌

(1)建置500座充電設施

(2)訂定50項國家標準

(3)交通部增訂充電站標誌

(1)輔導73家廠商產品改良

(2)推動整車開發

(3)推動零組件外銷，進入Tesla供應鏈

(1)輔導73家廠商產品改良

(2)推動整車開發

(3)推動零組件外銷，進入Tesla供應鏈

(1)推動電能及動力系統自主技術開發
(2)持續制定法規標準與建構產業能量
(3)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及國產化
(4)導入智慧化及安全車電系統

(1)推動電能及動力系統自主技術開發
(2)持續制定法規標準與建構產業能量
(3)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合作及國產化
(4)導入智慧化及安全車電系統

(1)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2)協助產業開發電動箱型車或貨車等商用車種
(3)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式
(4)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

(1)鼓勵產業開發增程式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2)協助產業開發電動箱型車或貨車等商用車種
(3)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式
(4)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

(1)以車電分離降低初購成本
(2)推動電池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
(3)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1)以車電分離降低初購成本
(2)推動電池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
(3)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1)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動大客車汰換
(2)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3)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駁
(4)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1)交通部及環保署合推電動大客車汰換
(2)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
(3)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駁
(4)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3.創新營運模式

(1)持續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交通部、環保署及經濟部提供補助
(1)持續提供貨物稅及使用牌照稅3年減免
(2)交通部、環保署及經濟部提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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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10 年內，配合交通部逐步汰換全台約 8,000 輛柴油市區公車及約 2,000 輛一般公

路客運公車，補助除車體、動力電池外，亦包括充換電站之費用。 

(2)經濟部推動先導運行：為使國內電動車輛產業擴大整體規模及達成部會分工之效果，

經濟部除負責推動企業接駁用電動大客車及配合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

駁先導運行外，並以配合產業發展需求之具有研究性價值之先導運行計畫為主。 

(3)農委會推動森林遊樂區或風景區接駁：由農委會主導，經濟部協助於森林遊樂區或風

景區以電動大客車提供接駁或遊園使用，藉以增加民眾體驗電動大客車安靜及環保搭

乘經驗，提高認同度。 

上述各項推動作法係藉由跨部會推動，探尋出電動大客車適合之營運模式及進行車

輛實地驗證，以達成推動誘因及跨部會分工合作之綜效。跨部會共同推動電動公車規劃

現況如圖 3.8 所示。 

 

 

圖 3.8 跨部會共同推動電動大客車規劃現況 

 

(4)協助廠商國際行銷：以推廣宣傳與國際合作，提高產業合作發展層級，包含事業夥伴

合作、研發設計合作、生產製造合作到最後的市場行銷合作。 

2.持續提供購車誘因，展現政策延續性  

(1)延長免徵電動車輛貨物稅及研議延長免徵使用牌照稅期限：電動車輛貨物稅已於 2014

年 1 月 21 日經行政院公告延長 3 年至 2017 年 1 月 27 日；為維持政策力道，請財政

部於電動車使用牌照稅減免年限屆滿後，研議繼續延長減免優惠 3 年。 

(2)提供補助以降低使用成本：礙於現階段電動車成本仍偏高，價格因素造成推動不易，

對於符合審查資格之申請案件，由交通部、環保署補助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汰換，

經濟部則補助先導運行，提供一定比例之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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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創新營運模式，建立電池回收機制  

(1)推動車電分離：鼓勵車廠、營運商投入，以車電分離運行模式，降低使用者初購成本，

並透過專業管理，延長電池使用壽命及降低使用風險。 

(2)發展電池回收再利用：推動車廠或營運商建立回收機制及再利用營運模式，以妥善處

理廢棄動力電池，如：重整後投入社區微電網、基地台儲能備用等，以減少對環境造

成污染。 

(3)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由環保署與農委會合力推動電動搬運車，作為市場、倉庫及

菜園間蔬果運送使用，並鼓勵電動搬運車營運商提出可行營運方案，以達到全面以電

動蔬果搬運車取代柴油搬運車，改善蔬果交易場所的空氣污染問題。 

4.鼓勵及輔導業者投入新車型及車種，以滿足不同需求  

(1)鼓勵廠商開發插電式及增程式電動車：仿效國際大廠，協助產業開發插電式混合動力

車及增程式電動車，因其部分關鍵零組件如電能、動力系統及充電設施均與純電動車

相近，除可同步增進技術能力及銜接共用既有充電設施外，更有助於建構電動車友善

使用環境，並作為銜接純電動車產品成熟前之過渡產品。 

(2)輔導產業開發電動商用車型：協助輔導產業開發電動廂型車或貨車，輔導業者配合客

製化需求。並導入物流業者使用，以協助物流業者降低燃料費用支出，減少污染排放。 

(3)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運行模式：推動特定區域及市區短程代步等運行模式，

並推廣電動車成為家用第二部代步車之用。 

(4)國營事業及政府機關優先採購或租賃：電動車發展初期可透過各級政府機關及國營事

業等公部門投入資源帶頭優先使用，以達到政策宣導及示範效果，並落實節能減碳政

策目標，增加消費者信心。 

5.建構產業價值鏈，提升整車與關鍵零組件業者競爭力  

(1)關鍵技術開發：推動智慧化、電能及動力系統等關鍵零組件自主技術及產品開發。 

(2)持續環境建構：訂定通訊介面、整車耐久、能耗及電能補充相關產業標準，並持續制

修訂法規標準與建置檢測技術及驗證能量，以利產業發展。 

(3)供應鏈建構：推動整車與關鍵零組件上下游產業鏈合作串連，推動同步開發驗證及國

產化，並提升妥適性及性價比。 

(4)智慧安全加值：導入智慧化及安全相關車電系統，建置電能補充智慧管理，加值電動

大客車。 

 

(四)、 工作項目與部會分工 

有關智慧電動車(大客車及汽車)各項推動措施、工作項目與部會分工，規劃建議如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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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工作項目及分工表 

推動策略 推動措施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建立合理 CO2

與油耗標準 

參考先進國家車輛環境標準，以

利適時制定我國合理的 CO2與油

耗標準 

經濟部 ( 能源

局)、環保署 

 

2. 電動車輛發

展推動小組 

協調跨部會相關事宜 經濟部 ( 工業

局) 

交通部、財政部、

環保署、國發會、

內政部、主計總

處、農委會 

3. 推動智慧電

動車先導運

行 

3.1 執行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專

案 

經濟部、環保

署 

地方政府 

3.2 納入 PHEV、EREV 車型參與先

導運行計畫 

經濟部 ( 工業

局) 

 

4. 促進國營企

業及政府機

關採購電動

公務車 

4.1 國營事業或政府持股較高之

企業優先採用電動公務車 

經濟部 ( 國營

會)、交通部 

 

4.2 政府機關優先採購或租賃電

動車 

經濟部、各政

府機關 

 

5. 建立電動車

輛銷售營運

模式 

鼓勵電動車輛與電池分離的生

產及銷售模式 

經濟部 台電、中油 

推動果菜市場營運模式 環保署、農委

會 

經濟部 

6. 提供電動車

租稅優惠 

6.1 延長免徵電動車貨物稅之期

限 

財政部 經濟部  

6.2 研議延長免徵電動車牌照稅

之期限 

財政部、地方

政府 

經濟部 

7. 補助電動大

客車汰舊換

新 

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汰換

使用電動大客車優先加碼補助 

交通部、環保

署 

經濟部 

8. 推動森林遊

樂區或風景

區使用電動

大客車 

推動電動大客車接駁或遊園使

用 

農委會 經濟部 

9. 提供電動車

輛充電優惠 

配合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期

間，研議電動車輛充電優惠 

地方政府  

10.投入電動車

輛廣宣 

觀光景點活動推廣、舉辦大型推

廣活動 

經濟部 (工業

局)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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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制定充電站

設置法規 
持續檢討及增修訂充、換電設施

設置相關法規 
內政部、經濟

部(能源局)  
 

12.建立電動車

輛與基礎建

設標準 

12.1 發展電池租賃、公眾充電站

及交換站營運模式 
經濟部、環保

署 
  

12.2 電動車輛與充電站連接接

頭規格、充電站充電電壓/
流相關規範 

經濟部 ( 標檢

局) 
  

13.評估電動車

輛對電網的

影響 

評估充電站對電力供應之影響 台電 經濟部(能源局) 

14.普及充電基

礎設施 

14.1 公私立停車場設置充電設

施 
地方政府 交通部 

14.2 高速公路休息站設置充電

設施 
交通部 經濟部 

14.3 加油站增設充電設施 經濟部 中油、台電 

14.4 設置電池交換設施 環保署   

15.補助電動車

輛及關鍵零

組件研發計

畫 

15.1 輔導廠商開發多型式電動

車整車、關鍵零組件模組 
經濟部 ( 技術

處、工業局) 
  

15.2 持續建置多型式電動車整

車檢測標準 
交通部  

15.3 持續建置多型式電動車關

鍵零組件檢測標準與能量 
經濟部 ( 標檢

局) 
 

15.4 列入關鍵產品項目，提高業

界科專研發補助比例，加速

產業發展 

經濟部 ( 工業

局、技術處) 
  

16.建立電動車

輛及汽車電

子驗證管道 

建立電動車輛及汽車電子驗證

管道，爭取國際認可證書，協助

廠商進入國際供應鏈 

經濟部 ( 工業

局) 
經濟部(貿易局) 

 
(五)、 辦理專家座談會，研擬我國電動車推動作法 

由尹啟銘國策顧問分別於 2014 年 6 月 24 日與 2014 年 10 月 7 日召開兩次法

人與學界電動車專家座談會（詳如附件），6 月 24 日座談會由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沈組長維正說明「行政院智慧電動車（汽車、中大巴）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執行

進度」，由專家針對政府政策與環境架構，與適切推行架構與做法兩個議題進行

討論，10 月 7 日由工業局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王主任正健說明「行政院智慧電

動車發展策略作法與推行架構」，由專家針對政府政策與環境架構，與推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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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做法兩個議題進行討論，並彙整相關會議紀錄如附錄，納入未來電動車推動作

法參考。  

兩次專家座談會會議總結主要歸納為四個面向：加強關鍵技術研發、引進跨

國資源、推動先導運行經驗分享與開發市場出海口，以延展提升我國電動車產業

價值鏈。  

1.加強關鍵技術研發  

(1)建構電動車完整供應鏈 

台灣電動車缺乏部分關鍵零件技術，建議政策朝向推動電動車整車與關鍵零件上下

游串連，同步開發驗證建立關鍵零件技術，並藉此提升國產化比例，降低電動車製造成

本。 

(2)鼓勵業者投入增程式、插電式混合動力車、電動商用車開發 

根據「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4 年推動經驗，目前純電動車發展仍存在

許多窒礙點，例如續航力不足、價格高昂等，各國政府與車廠紛紛導入增程式與插電式

混合動力電動車因應，建議鼓勵及輔導業者投入增程式、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與電動商用

車開發，以滿足不同需求。 

(3)推動電動大客車質量並重 

現階段電動大客車除訂定目標數量與要求原產地附加價值率外，更需著重品質改善，

目前工業局已針對電動大客車參與先導運行遭遇的妥善率、品質及創新營運問題，召開

多場會議通盤檢討，要求業者改善車輛品質，及要求車廠導入出廠檢測標準程序，以及

與營運業者溝通建立售服體系等。未來將持續要求車廠車輛品質，並訂定整車耐久、能

耗與電能補充等產業標準，輔導相關零組件透過產品改良案，由法人協助廠商建立具可

靠度之關鍵零件。 

(4)擴大電動大客車計畫輔導規模 

電動大客車關鍵技術研發成本極高，需有更多計劃支持(主導性計劃、科專計畫等)，

目前已有電動大客車共用動力系統開發計畫，串結國內動力系統產業鏈與車廠合作開發

共用動力系統，建議增加高能量電池與車電等共用關鍵零件大型計畫，藉由整合汽車電

子廠商，形成大而強的企業聯盟，尋求與例如中國大陸車廠合作電動車機會，搶進中國

大陸或其他國家車市商機。 

(5)推動電動大客車搭配智慧化應用 

目前台灣電動大客車已裝載智慧化公車系統，例如到站時間顯示、悠遊卡感應、數

位儀錶板與智慧平板等，建議推動無線上網、動態資訊以及智慧手機 APP 應用等高階智

慧車電應用，以便利性提升民眾搭乘滿意度。 

2.引進跨國企業資源  

透過政策協助，目前台灣已與許多國際廠商接軌合作，例如立凱引進日本 SONY 鋰

三元電池技術、太鋼科技引進與美國 Smith 合作發展電動貨卡等，政策上將持續辦理國

際合作與交流會議，引進跨國企業資源，提升台灣廠商視野性與前瞻性。 

3.蒐集並推動分享先導運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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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運行平台提供整車與零組件實際上路測試，並嘗試各種創新營運模式，例如日

月潭創新 EV sharing、格上大台北短租旅遊與政府公務用車，經由工業局電動車推動辦

公室蒐集整理相關先導運行問題，召集參與廠商共同協調解決，過程累積之推動經驗彌

足珍貴。目前工業局已督促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彙整先導運行推動經驗轉化成重要

資產，作為第二期先導運行推動電動車車電分離、電池回收再利用與果菜車市場營運模

式等創新營運模式參考，藉此發掘適合台灣優勢之商業運行模式。 

4.開發市場出海口  

(1)持續協助廠商國際行銷 

持續辦理國際交流論壇，例如每年辦理「兩岸車輛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商談兩

岸廠商試點與關鍵技術合作等商機，增加兩岸廠商合作機會。 

(2)創造國內電動車需求 

由於電動車成本以及充電不便等因素，造成電動車需求疲弱，建議持續降低車輛使

用成本，並完善充電環境，例如鼓勵集合住宅設置充電設施，推廣電動車成為家用第二

部車。 

除此，也在特定區域或市區短程行走距離推動電動車代步、以及要求國營事業與政

府機關優先採購與租賃電動車，增加國內電動車剛性需求。 

(3)尋求與中國大陸合作電動車契機 

電動車為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重點之一，預期商機龐大，建議政策朝向培育廠商關

鍵零件技術，如智慧化、電能及動力系統技術，進而吸引中國大陸車廠尋求先期合作契

機，爭取兩岸共同開發車型，並將自主關鍵零件出口中國大陸及全球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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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 

(一)、 小結 

電動車是台灣新興重點產業，歷經政府四年推進，已建立先導運行平台、技術平台、

產業聚落平台及驗證四大平台(如圖 3.9)，協助台灣電動車產業突破萌芽期產業瓶頸。先

導運行平台提供電動車廠商試驗各種商業模式及廣佈充電系統；技術平台主要落實自主

電動車關鍵技術；產業聚落平台凝聚廠商力量共創產業競爭力；驗證平台用以健全國內

電動車產業環境。未來因應產業界對於電動車龐大商機的期盼，政策將維持推動力道，

以加強關鍵技術研發、引進跨國資源、推動先導運行經驗分享與開發市場出海口四個面

向，延展提升產業價值鏈。 

 

 

圖 3.9 台灣電動車產業環境建構四大平台 

 

1.推動先導運行平台，提供廠商練兵平台精進技術 

要成就電動車產業，除了從關鍵技術培育及標準/驗證建置來著力外，也須

提供產品一個練兵的平台，以累積電動車運行經驗及消費者需求資訊，從中改善

產品性能及試驗多樣態電動車營運模式 (如圖 3.10)。  

有鑑於此，經濟部工業局規劃，將在台灣各地推動先導運行專案，串連北、

中、南重要城市，創新電動車營運模式，並逐步完善充電基礎設施。  

提供電動車廠商試
驗各種商業模式及
廣佈充電系統
• 推動先導運行案共8

案，累計355輛，運
行超過210萬公里

• 推動全台充電設施
建置509座，串連台
灣EV走廊

• 建立資訊蒐集平台
與分析能量

凝聚廠商力量共創產業競爭力
• 透過輔導案推動廠商外銷，如打入TESLA

供應鏈

• 台法、兩岸搭橋，引領廠商進軍國際市場

健全台灣電動車產業
環境
• 完成51項國家標準建

立，與6項電動巴士性
能測試

• 建置全規格充電站、
巴士等級EMC、動力電
池可靠度、整車電器
安全等電動車相關LAB

落實自主電動車關鍵技術
• 台灣車輛研發聯盟（TARC），建立自主關鍵技術。

• 建立電動車行車監控與服務平台

• 制定車載網路技術 ，整合行控中心與充電站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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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台灣電動車先導運行平台 

 

2 建置技術平台，成立產業聯盟，推動研發能量升級  

經濟部技術處透過車輛研發聯盟 (車輛中心、工研院、金屬中心、中科院等法

人共同成立)成立技術平台與聯盟，結合廠商開發台灣自主電動車技術。在經濟部

技術處主導下，車輛中心、工研院、金屬中心、中科院等法人機構共同成立台灣

車輛研發聯盟 (Taiwan Automotive Research Consortium ，TARC)，為台灣電動車技

術深耕。TARC 與台達電、能元、致茂、東元、富田及鎰福等 24 家廠商，啟動自

主電動商用車技術平台 (如圖 3.11)，共同發展關鍵模組如電動車用底盤、電能系

統、電動動力系統以及電動附件系統等關鍵技術，落實 (1)建立關鍵技術與專利自

主與深化(2)推動產業聚落(3)支援產業進行電動車運行之技術開發、運行服務與環

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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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台灣車輛研發聯盟(TARC)發展 

 

3.建構產業聚落平台，建立台灣電動車工業基礎  

為使國內電動車上下游產業鏈結，產生強大的產業效益，創造國際競爭力，

藉由政府協助，拉動整車及關鍵零組件廠商形成產業聚落平台。目前台灣已具備

電動車全系列開發能力，在國內自主品牌納智捷、酷比、華德動能、立凱綠能、

必翔等 11 家車廠戮力以赴，已有 2 人座、4 人座小客車、廂式休旅車 (MPV)、電

動大客車等共 25 款車通過交通部安審合格。  

 

 

圖 3.12 台灣電動車整車能量 

動力電
池系統

動力馬達
及控制模組 車用智

慧電子

電裝系
統模組

底盤零件
及系統整合

關鍵模組技術平台

50kW動力系統
•高功率馬達驅控器
•具最大定功率轉速域延伸控制
•正反轉驅動控制及剎車回充

全時漏電偵測系統
•全時漏電偵測
•漏電時啟動安全防護

40Ah電池芯
•30Ah/kg高容量密度
•工作電壓範圍2.8V-4.2V
•STOBA防爆技術

電動車彈性專用底盤
• 彈性化搭配不同規格之電
池與動力模組

• 降低電動車底盤開發成本

影像安全循跡系統
• 兩個自由度之轉向撓性
嵌入式基座

• 各式感測器智慧型基座

電控真空煞車助力系統
• 以電動真空泵取代傳統引
擎

• 透過ECU提供穩定真空源
• 系統失效時提供警示功能
與備源模式

行車監控與服務平台
• 提供業者完整電動
車車輛管理平台

• 充電站查詢與導航
功能

電動空調系統
•冷房功率4.6kw
•恆溫控制策略
•變頻控制邏輯

70.4V 電池系統
•主/被動平衡管理技術
•充電器智慧型管控
•CAN 2.0B通訊
•遠端監控與診斷功能
•阻抗追蹤預測殘電量

動力馬達
•峰值功率最高超過200kw
•水冷式散熱
•效率值達92%

MPV(箱式休旅車) LEV(小客車)

E-Scooter(電動機車)E-Bus(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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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動車零組件技術實力可從 Tesla 的崛起一覽無遺，過去 Tesla 切入電動

車時，看上台灣少量多樣的設計能力，以及前瞻的科技能量，其關鍵零件包括動

力系統、精密機構件與智慧車電皆是來自台灣 (如圖 3.13)，換言之，Tesla 能夠成

為世界技術最領先的電動車廠商，是得益於台灣強而有力的技術支援。  

 

 

圖 3.13 台灣供應 Tesla 的廠商與零組件 

 

4.完善產業標準、鏈結國際研測能量，積極建置驗證平台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導，結合車輛中心、大電力中心及電檢中心等法人能

量，投入電動車標準制訂並調和國際標準，於 2011-2012 年共完成整車、電池模

組及馬達等六大領域的 51 項國家標準(如圖 3.14)。   

 

 

圖 3.14 台灣訂定電動車相關標準 

16項

台灣
電動車
標準

整車性能

整車安全

電池

整車EMC

馬達

充電站/器

• CNS 15512 電動道路車輛－道
路行駛特性

• CNS 15513 電動道路車輛－電
能消耗與行駛距離－小客車與
商用車試驗程序

• CNS 15514 電動道路車輛－詞
彙

• CNS 15499-1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車載可
再充電能量儲存系統

• CNS 15499-2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車輛操
作安全方法及故障防護

• CNS 15499-3 電動推進道路車輛－預防人
員電擊之保護

• CNS_ISO 6469-4 整車碰撞後電氣安全

• CNS 15391-1 鋰離子單電池之性能測試
• CNS 15391-2 鋰離子單電池之可靠度及異常使用效應測試
• CNS 15369-1 試驗參數
• CNS 15369-2 動態放電性能試驗與動態耐久性試驗
• CNS 15369-3 都會市區運輸車輛用之性能與壽命測試
• CNS 15533-3 二次電池及電池安裝之安全性要求－牽引用電池

• CNS 15588-1 電力牽引－不含電子換流器供
電之交流電動機)

• CNS 15588-2 電力牽引－電子換流器供電型
交流電動機

• CNS 15588-3 電力牽引－由組件損失總和判
定換流器供電交流電動機之總損失

• CNS 15588-4電力牽引－電子換流器供電之
永磁同步電機

• CNS 15453 道路電動車輛之旋轉電機
• CNS 15454 道路電動車輛之控制器

同傳統車輛
CNS 14498系列、CNS 14499

CNS 15207系列、CNS 15194系列

9項 11項

• CNS 15589 道路車輛—用於控制、指示器及
信號之符號 1項

4項 6項

3項

• CNS 15515-1 鋰離子牽引電池組及系統之
試驗規範－高功率應用

• CNS 15515-2 鋰離子牽引電池組及系統之
試驗規範－高電能量應用

• CNS 15515-3 鋰離子牽引電池組及系統之
試驗規範－安全性能要求

• CNS 15511-2 介面要求
• CNS 15511-3 安全要求
• CNS 15511-23 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
• CNS 15511-24 電動車輛直流充電站與電動

車輛間充電控制用數位通訊
• CNS 15700-3 尺度相容性及互換性要求
• CNS_IEC 61851-1 電動車充電站一般要求

• CNS_IEC 61851-22 電動車交流充電站標準
• CNS_IEC 61851-23 電動車直流充電站標準
• CNS_IEC 62196-1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安全要求
• CNS_IEC 62196-2 電動車輛傳導式充電系統-介面要求
• CNS_ISO 17409 電力驅動道路車輛－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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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展望未來下世代產業，電動車將是全球發展重點之一，且其關鍵零件包含電

機、電控、電子與機械等資通訊技術（ ICT）商機非常龐大，而這些都是台灣產業

強項；在發展電動車上，台灣比其他國家更具備發展利基。  

電動車發展涉及層面廣而深，台灣已初具成果，成功帶動產業升級，但仍面

臨諸多挑戰，以下將從市場、技術、政策與創新營運模式四大策略面向思考，提

出電動車適合推動作法，為台灣的經濟發展種下一顆成長的大樹。  

1.市場面策略  

(1)深化台灣關鍵技術，借力中國大陸市場，開發兩岸共同車型，行銷全球  

這十年來中國大陸車市成長迅速，2013 年突破 2100 萬輛，但是卻”大而不

強”，並未能掌握汽車關鍵零件如引擎控制系統、噴射系統、車輛操控技術、底

盤懸吊技術等技術，導致汽車產業獲利大幅傾向歐美日車廠，除此，還得面對能

源進口危機與空氣汙染嚴重等問題，因此中國大陸政府大力推動電動車，希望突

破目前車輛產業發展的困境。  

台灣具有電動車整車能量，產業鏈完整，且關鍵動力系統電能控制模組、馬

達與鋰電池模組技術成熟，品質獲得國際車廠認同，供貨  BMW i3、Tesla Model S

與 GM Volt 等國際暢銷電動車款，但國內市場小、欠缺自主整車平台、以及馬達

與電池的關鍵原物料依賴進口。  

中國大陸電動車政策力道強勁，擁有最大電動車試點規模、傳統馬達技術成

熟、稀土資源掌握度高，且自主車廠多，可提供多種試驗平台，但缺乏關鍵技術

能量，發展面臨關鍵零件技術瓶頸。  

建議兩岸可合作共同開發電動車，由台灣提供電力/電動/電控整合系統，中

國大陸提供車體平台與稀土資源，並經由在兩岸多地進行大量且環境嚴苛的試點

運行測試，驗證改良兩岸電動車馬達、電池與控制系統等關鍵技術及產生商業模

式，帶動產業技術成熟，並且初步形成包括充電基礎設施、充電網絡、營運模式

等產業基礎，創造兩岸電動車產業雙贏局面，如圖 3.15。  

期許未來兩岸合作加速發展出兼具技術、品質以及成本的電動車，並以台灣

品牌的優勢進軍全球，開創全球電動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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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兩岸電動車透過共同開發車型與示範運行進行合作 

 

(2)整合車電廠上下游供應鏈，創造台灣 Tier 1 車電廠，切入國際車廠先進駕駛系

統供應鏈  

目前國際電動車標竿廠 Tesla，於 2014 年發表搭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 Model 

S 電動車，大幅提升駕駛安全性與便利性，目標鎖定自動駕駛車。功能包括可自

動沿車線行駛、調整巡航控制、辨識速度限制標識自行調整車速、自動變換車道

等，特別的是自動停車，駕駛者可對車輛進行「召喚」，車輛在收到訊號後便會

緩慢駛到駕駛人所在位置。  

台灣具備先進駕駛輔助 (被動警示 )的基礎技術，但缺乏感測器 (雷達、影像 )

關鍵技術與控制器量產規模的成本優勢，且受限車輛控制技術與操控權的實車驗

證實績，僅切入小部份主動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為使國內電動車技術能夠跟上國際水平，建議台灣可促使國內大廠如鴻海、

華碩、光寶科等，結合現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基礎、科專計畫能量、強盛的軟硬

體 ICT 能量(IC 設計、演算法、系統整合 )，發展先進駕駛輔助系統，進而與中國

大陸車廠合作成為 Tier 1 供應鏈廠商，進軍全球市場。短程與中程目標發展簡述

如下。  

①短程為發展整合式行車輔助系統，主要有以下四個項目： 

A. 提升感測精準度  

結合產官學研能量，開發精準度符合車廠與技術趨勢 (行人或動物辨識 )

要求的感應技術。  

B. 建立感測系統整合能量  

號召具系統整合能力的車電廠，整合各車電廠單一警示系統，發展整

馬達
富田電機提供予Tesla電動車
電能控制模組
台達電、致茂、達振

動力電池
能元、有量、必翔

整車平台
中國大陸自主品牌

十城千輛試點城市
運行規模全球最大

V2G

G2V

智慧電網

充電座管理系統

電池交換站管理系統

電動車動力系統整合

共同制定標
準

兩岸測試驗
證平台

共同研發、制定規格、
標準、驗證、實驗運行

優勢:技術、品質、成本
目標:以台灣品牌行銷全球(MIT優勢)
開創全球綠能電動車商機

標準及測試
驗證平台

基礎設施需求
標準、充電、營運模式

兩岸城市示範運行

制訂共
同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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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感測系統，提升精準度，以符合主動先進駕駛輔助要求。  

C. 發展整合式行車輔助系統  

透過整合發展整合式行車輔助系統，例如超車輔助 (結合前方碰撞、車

道偏離與盲點偵測三個系統 )或倒車輔助等 (結合全周影像、倒車雷達與盲

點警示)，並透過關鍵零件共用，降低成本與簡化安裝。  

D. 實車試裝爭取車廠訂單  

在巴士試裝整合式行車輔助系統，透過測試驗證，爭取車廠訂單，晉

身 Tier 1 供應鏈發展。  

②中程為成為車廠開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夥伴，主要有以下兩個項目： 

A. 開發車輛控制能量  

結合國內車電廠、IC 設計與資通訊業者等共同開發車輛控制晶片與演

算邏輯，整合外部感測訊號與內部車輛行車參數，建立車輛控制技術。  

B. 實車試裝爭取共同開發機會  

結合短程開發之精準感測技術、感測系統整合能量與整合式行車輔助

系統，串連車輛控制技術與車輛操控權，在巴士試裝展現成果，爭取與車

廠共同開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的機會。  

2.技術面策略  

(1)擴大電動車科技專案計畫經費規模  

台灣電動車產業鏈已具雛型，然大部分廠商缺乏高附加價值系統產品與整合

能力，尚未充分掌握「關鍵性模組技術」或者「關鍵性系統/零組件」，使得價

值較高的關鍵零組件仍多依賴進口。  

電動車關鍵技術難以突破，建議增加補助計畫資源，以台灣推動電動巴士為

例，由於汰舊換新數量高達一萬輛，為提升國內電動巴士附加價值率，降低重複

開發成本，政府成立電動巴士共用動力系統開發計畫，總經費超過億元等級，計

畫先從具競爭力的動力系統著手，整合車廠與馬達、控制器及變速機構業者，開

發共用動力系統 (如圖 3.16)，後續可再開發其他共用組件例如鋰電池系統，持續

增加附加價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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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電動大客車共用動力系統計畫 

 

另外，電動車科專計畫經費僅數億元，僅能協助產業突破單一零件技術 (如圖

3.17)，但是在關鍵性模組如多系統整合技術、鋰電池系統、底盤設計等，仍存在

技術瓶頸。電動車是一個規模與範圍極大的產業，商機也非常龐大，必須仿效當

初投資半導體及生技產業的補助規模，建議擴大電動車科專計畫規模，以百億計

畫投資換取兆元產業，期待電動車大樹繁枝茂葉。  

 

 

圖 3.17 科專計畫節能電動化車輛計畫 

 

 

主題式
研發計畫

馬達

電動巴士共用動力系統開發計畫

控制器 變速機構

車輛試裝
與匹配

機電整合
與控制

車身網路
整合開發

成本競爭
品質提升

10年汰舊換新
10,000輛公車

先導運行
390輛巴士創造商機

高功率馬達、驅控器
•高效率驅控：最大效率

≥95%、系統功率密度
≥1.4kW/kg

• ISO26262

電力轉換(充電)系統
•輸出效率≧95%
•回充發電系統效率≧95%

車載充電
• 6.6kW雙向
•功率密度0.8kW/L
•輸出效率> 95%

汰役電池整合服務系統
•電池SoH準確度90%
•電池殘值≥25%

電動空調系統
•冷氣系統COP>2.7
•全車次系統溫度管理

車輛控制系統
•遠端診斷預警系統
•煞車回充安全控制

車體結構輕量化
•車尾結構部品減重≧20%
•平台車懸吊、外觀鋁化結

構 減重≧25%

電動輔助轉向系統
•車速荷重補償控制節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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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各式特種車種電動化，創造另一個藍海市場需求  

建議推動台灣各式車種電動化，並開放國內特種電動車合法上路，擴大市場

需求並提升生活品質，以垃圾車為例，垃圾車每日行走於大街小巷收集垃圾，當

垃圾車停止時，倒垃圾的民眾往往站在其後方，呼吸柴油廢氣，目前國內在環保

署協助下，已成功開發電動垃圾車，避免廢氣汙染民眾。例如堆高機，台灣目前

有數萬台堆高機，都是使用鉛酸電池，既耗能又汙染，若將堆高機鉛酸電池改為

鋰電池，不僅能改善汙染問題，還能帶動鋰電池商機。另外，特種車 (高爾夫球車、

沙灘車、市場搬運車、電動貨物車等 )、機車與自行車等，也都是可以電動化的標

的。  

我國廠商在電動特種車發展相當積極，東元、必翔、三陽與宏佳騰等都有參

與且成績斐然 (如圖 3.18)，東元有農產運輸、市區物流、小型巴士、計程車等車

種，並已與多個新興國家簽訂合作協議，必翔發展輕型電動車與小型電動貨車，

更已外銷歐洲；三陽則正在發展輕型電動車，宏佳騰發展電動沙灘車等，建議政

策可大力協助，創造另一個藍海市場需求。  

 

 

東元高端電動客貨小巴  
 

必翔輕型電動車  

 

宏佳騰電動沙灘車  

 

三陽兩人座輕型電動車  

圖 3.18 台灣廠商積極布局電動特種車 

 

(3)尋求國際大廠合作，引進關鍵件技術，發展商用車種  

近幾年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變化劇烈，特別是電動車興起，除帶動車輛本身

馬達與電池等關鍵零件外，也衍生車載資通訊、智慧電網、充電設備、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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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型電動車營運模式等新技術需求，同時帶動龐大商機，因此除車輛產業外的

國際企業巨擘如 Siemens 與 Panasonic 等，紛紛搶進這塊商機大餅。  

國際大廠為快速建立電動車相關需求技術，多尋求廠商合作，例如 Samsung

就曾結盟 Bosch，Panasonic 結盟 Tesla 等。國內太鋼科技同樣引進全球前 3 大電

動貨卡車廠商 Smith Electric Vehicles 車輛及技術，並與國內籌組之底盤供應鏈體

系與行銷通路商共同合作，建立自主電動貨卡車技術能量 (如圖 3.19)，或是台灣

台達電收購日本三菱重工電池技術與設備，切入儲能鋰電池商機，以上範例都是

台灣具一定規模的廠商，切入電動車可以依循的商業模式。  

 

  

Edison 車款  

適合於特殊環境或綠能產業需求  

Newton 車款  

適用底盤貨車、廂式貨車、小巴士  

圖 3.19 Smith Electric Vehicles 電動車車款 

 

3.政策面策略  

(1)成立電動車發展專法，創造適合孕育電動車環境  

世界各國陸續規定未來執行油耗、CO2 排放量、行車安全等促進節能減碳及

綠能智慧生活環境之標準。因此需推動相關單位訂定相關法規，以達成推動節能

智慧車輛促進產業升級之目標。  

① 參考國際法規訂定 CO2 標準 

根據 ICCT 資料，根據歐盟 NEDC 行車型態換算後，例如歐盟規定 2020 年

汽車行駛每公里 CO2 排放標準為 95 克、美國 2025 年為 109g，可看到國際標準

訂定 CO2 排放標準大致朝向每公里 100g 前進(如圖 1.4)。  

國內環保署於 2012 年 5 月 9 日將 CO2 等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未

來也宜參考先進國家標準及我國產業發展狀況，訂定我國 CO2 排放標準。  

② 研議加嚴油耗標準 

現行能源局「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各排氣量等級之

油耗標準尚未達歐日等國家之水準，因此可參考歐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制定之

標準及我國產業狀況，研究是否再加嚴我國油耗標準。並推動國內車輛污染控

制元件，如燃油控制系統等汽車電子系統應用升級。  

③ 訂定政府機關與大眾運輸車輛導入電動車比例達到三成 

參考中國大陸政策，建議增修「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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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提高採購電動車比例，2016 年達到三成目標，並增修「交通及運輸設備」

預算編列基準，增列採購電動車預算編列，推動政府機關 (機關首長配車、地

方公務用車及警備車等 )、國營事業(中華郵政、台電、中油、台糖、台水及中

鋼等)與大眾運輸 (公共巴士、客運巴士與校車等 )，達到政策宣導及示範效果，

提高民眾電動車認同感，並帶動國內電動車產業發展。  

④ 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  

電動車目前購置成本過高，目前歐美日等各國政府 (含地方政府 )均透過租

稅優惠及補助購車，降低購置成本，建議我國應參考先進國家作法，訂定我國

電動車租稅優惠及補助購車，如下所述。  

A.訂定租稅優惠  

研議訂定電動車免貨物稅、免牌照稅、免燃料稅、免費停車、免費充電

優惠之可行作法。  

B.提供購車補助  

參考世界各國訂定購車補助金額，並逐年遞減，2016 年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2017 年 20 萬元、2018 年 10 萬元。  

C.開放電動車特殊路權  

仿效歐美開放電動車特殊路權，例如美國開放電動車行駛高乘載專用車

道，挪威免費電動車停車格、通行費與開放行駛公車道，訂定市區電動車專

用停車格、停車場配置充電站與開放電動車行駛公車專用道等，以行車方便

吸引大眾使用電動車。  

以法國巴黎推動的電動車共享營運 (Car Sharing)為例，最吸引人的就是

在巴黎擁擠街上有專用停車位，吸引巴黎市民搶租電動車。  

⑤ 健全智慧電動車友善使用環境 

A.整備相關充電站設置法令  

電動車由電池提供動力，需透過充電站維持續航力，需建置智慧電動車

所需之充電站設備，因此充電站設置之相關法規檢討制定，是為促進使用環

境便利性之要點。  

B.規範集合式住宅支援充電站設置  

為提升民眾充電方便性，規範建商必須在集合式住宅如華廈地下室停車

場與透天集合住宅等，建構支援電動車充電的電網，並預留充電站線路，提

供電動車使用住戶安裝充電站，提供充電方便性。  

(2)建立碳排放交易  

2005 年管制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碳排放交

易是《京都議定書》中為促進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國際公法作為依據的碳

排放減量交易機制，主要透過各經濟體排放量的總量管制，部分廠商減少排放量

節省開支，而部分廠商透過額外減少排放量賺取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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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國內應建立碳排放交易機制，一方面可推動高排碳企業例如中鋼、中

油、台塑等大型企業，大量採購電動車降低排碳量，以減低碳權費用；另一方面

鼓勵投入電動車的企業，能夠在市場尚未成熟階段，可先獲得碳權收入支撐營

運，例如 Tesla 電動車廠在 2012 年就獲得超過 4000 萬美元的碳權挹注，彌補初

期銷量不足造成的虧損，維持公司營運。  

(3)推動隨油徵收的燃料費  

目前台灣燃料費是每年根據汽車引擎排氣量收取相對費用，應改成使用者付

費制度，將燃料稅改成隨油徵收，消費者用越多汽油就繳越多燃料稅。如此可鼓

勵高行駛里程數或是高油耗的車輛改採電動車，避免高額燃料稅，且大幅降低碳

排放。  

(4)擬定電動車專用產創條例  

建議擬定電動車專用產創條例，擴大研發投資抵減、測試儀器加速折舊、低

利率擴廠基金等各式租稅優惠，並引導政府基金投入，例如行政院開發基金與創

投基金等，吸引國內更多廠商投入電動車發展。  

(5)開放電動車電力可回售機制  

規劃由台電建構完善智慧型電網以支援各式充電站的電力供給與控管，由台

電評估尖峰、離峰時段供電調配及未來用電需求攀升的應變能力，建構智慧型電

網。  

電動車結合智慧電網架構，在低峰用電時段進行充電，高峰用電時段將電力

回售給需求之用戶，平衡高峰與低峰時段用電量差異過大之情形，提升整體供電

效率，如圖 3.20 所示。  

 

 

圖 3.20 智慧電網結合電動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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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創新營運面政策  

(1)異業合作模式，創新產品應用  

建議電子業、汽車業與能源產業異業合作，推動新型電動車商業模式，例如

和泰與華碩透過經濟部工業局日月潭先導運行計畫，華碩在和泰 (Toyota)車上搭

載「變形」智慧車載平板 (如圖 3.21)，提供台灣首款車輛智慧服務，此系統後續

也將導入和泰車款選配。  

同時，華碩的車載變形平板也已通過日本 Toyota TGA(Toyota Genuine 

Accessory)認證，可望切入全球最大車廠 Toyota 體系，為台灣帶來龐大商機，未

來政策可再推動相關合作案例。  

 

 

圖 3.21 華碩與和泰車合作的日月潭遊客「貼身導遊」服務 

 

另外，便利商店也可將電動貨車改為行動商店，結合雲端金流與物流管理於

風景區、大型活動及消費者聚集處服務，或是快遞業者採用小型電動貨車，可方

便穿梭於市區，提升空氣品質、節省油料與降低噪音，都是可以推動的模式。  

(2)建立低碳健康生活環境，創新消費者使用行為  

在旅遊區、城市區與人口密集區優先推動無碳電動車，並在周邊建立公共運

輸系統，區域內限用電動巴士、電動車、電動機車與電動自行車等，減少廢氣排

放，建立健康生活環境。  

以日月潭為例，日月潭風光明媚每年吸引逾 700 萬人次遊覽，但大量車流造

成道路廢氣瀰漫，日積月累將影響日月潭清靜的水、空氣與土地。為根治汙染問

題，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與環保署在日月潭推動低碳旅遊，導入 48 輛綠能環

保車輛、35 座充電設施，運行電動車共享 (Car sharing)、飯店旅遊套裝、環潭接

到景點時自動
說明景點特色

智慧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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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巴士等商業模式，結合電動船、電動纜車，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等，創造永

續低碳旅遊環境（如圖 3.22）。  

 

 

圖 3.22 日月潭電動車低碳旅遊 

 

(3)推動創新車電分離銷售，減輕消費者購車負擔  

建議車廠採用車電分離銷售模式，車廠僅銷售車體給消費者，電池採用租賃

模式，可大幅減輕消費者購車負擔。  

對於消費者而言，車電分離銷售的好處有以下三個：A.如購買電動車 (不含電

池 )之成本，約略等同或略高於購買同等級汽油車成本，則購買電動車意願將較

高，以納智捷 MPV EV+為例，若採用車電分離銷售模式，預計定價可減半至 130

萬元以內，電池月租金更低至 1 萬元以下，相對比租車划算。B.當電池不堪使用

時，電池的回收與換裝等全由車廠 (營運商 )負責，則消費者較無使用疑慮。C.因

電池產權屬於車廠(營運商 )，需對電池狀態進行監控，並確保電池品質，如有任

何問題車廠(營運商)會立即維修或更換良好電池。  

而對於車廠(營運商 )而言，車廠可透過市場的量化擴大逐步提升產業技術能

量、降低材料成本，以更接近市場消費者需求，另外則是藉由電池營運衍生客戶

行駛使用的服務與營收商業模式，擴大車廠商務營運範疇。  

 

 

  

公共運輸資訊

停車場資訊 LBS資訊服務

動態導遊

預約/計費/監控

網站營運

i3 Travel資訊平台 車輛行控中心

雲端智慧加值
先進導航服務系統(ANS) 無縫接軌

創新EV sharing營運模式

透過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
整合EV sharing與環潭巴士

飯店業者租用電
動車，供遊客高
鐵站到日月潭接
駁服務

無縫接軌

每車前半小時99元，
後半小時以分計費，門檻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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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結 

展望下個世代的交通運輸工具，電動車將成為未來全球交通永續發展的重點

之一。電動車產業國際上仍以歐美日為技術領導，且已有開發實績，具有市場早

期切入的優勢，其掌握關鍵系統整合技術且消費者接受程度較高，且多屬大型企

業，規模大、資源多。國內電動車產業多為中小型企業，但電動車的關鍵零件包

括電機、電控、電子與機械等技術皆為台灣產業強項，近年也有電動車零組件供

應商，切進國際知名電動車廠商供應鍊，在電動車產業發展方面，我國廠商可說

具有相當發展潛力。國內廠商除應強化關鍵系統模組的設計開發及系統整合能力，

加速縮短與其他國外大廠技術上的差距外，應結合政府研究資源及現有研發平台，

可朝自主化、小型化、成本具競爭力之電動車輛及電動車相關零件為切入點，帶

動台灣具強項之關鍵技術與產業，切入國際電動車市場及產業供應鏈。  

政府在協助電動車產業發展方面，已建立運行、技術、產業聚落及驗證四大

平台，且前後推出第一與第二階段之智慧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輔助

國內電動車產業提升並提供電動車產業完善發展環境。但國際上與我國的電動車

的發展以及推廣過程中，仍存在相當多的挑戰，以至於發展推廣程度，都較預期

低，而這些電動車產業的挑戰，也有賴政府能重新構思政策方向，以能真正達到

協助電動車產業發展。為協助我國電動車相關產業及具備潛力的廠商未來發展茁

壯，就「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議題，就產業機會和人才需求兩個面向

召開一場座談會；「從產業角度探討我國發展電動車之適切方向與目標」，針對

電動車商業模式召開一場座談會；「我國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就電動車產業

發展總體策略、政府政策及環境架構等方面，召開兩場座談會，邀集 40 多位專

家學者經進行多次研議後，分別就技術、市場與服務、政策與法規及創新營運等

四個層面，提出以下各種層面之結論與建議。  

 

技術層面  

1. 台灣電動車產業鏈已具雛型，然而尚缺乏高附加價值系統產品與整合能力，

尚未充分掌握「關鍵性模組技術」及「關鍵性系統/零組件」。  

2. 建議增加研發能量，先從具競爭力的動力系統著手，整合車廠與馬達、控制

器及變速機構業者，開發共用動力系統，後續可再開發其他共用組件例如鋰

電池系統，持續增加附加價值率。  

3. 整合台灣車電廠上下游，切入國際車廠先進駕駛系統供應鏈，吸引國內大廠，

結合現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基礎、科專計畫能量、強化軟硬體 ICT 能量，發

展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短程目標為發展整合式行車輔助系統，中程目標為成

為國際車廠開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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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政策協助台灣廠商與國際廠商接軌合作，尋求國際大廠合作，引進關鍵

技術，發展商用車種國際大廠。(例如台灣有廠商收購日本電池技術與設備，

切入儲能鋰電池商機 )。  

5. 台灣非典型電動車及零組件廠商發展較佳，具有切入國際電動車產業及供應

鏈的空間，台灣電動車發展可往非典型車種和零組件兩面向推展。  

6. 電動大客車之外部效益較電動小客車高，推展電動大客車之方向為正確的策

略，但目前在電動大客車製造技術及推廣使用上仍有不少問題待克服，尚需

更多的示範運行以及技術提升，建議目標設定宜配合目前所面臨到的問題做

調整。  

7. 人才缺乏為台灣電動車產業普遍現象，建議政府能提供有效協助培育相關人

才，以及設法解決人才流動問題，尤其在車用工業設計、簡化工藝流程及測

試等情況為最。   

 

市場與服務層面  

1. 除電動車製造外，服務部分也相當重要，我國電動車產業應尋求創造電動車

的新價值、新型態應用及服務，提供「具話題性」、「具親民性」及「具技

術標竿性」的創新服務應用。嘗試提供跳脫傳統車輛產品之功能與市場的產

品服務、新型態的服務模式等增加國內電動車需求。   

2. 建議可發展中國及東南亞海外市場，台灣產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有較低門檻，

可充分發揮此點優勢，吸引中國大陸車廠尋求先期合作契機，爭取兩岸共同

開發車型；東南亞海外市場，則可以特殊功能車種切入東南亞市場。  

3. 建立低碳健康生活環境及觀光旅遊景點：創造國內環保需求市場，提倡消費

者在旅遊區、城市區與人口密集區使用電動車輛行為，並在周邊建立公共運

輸系統，區域內限用電動巴士、電動車、電動機車與電動自行車等。  

 

政策與法規層面   

1. 檢討國內相關法規，開放國內特種電動車合法上路，以擴大國內市場需求，

透過國內績效，創造國際市場的商機。  

2. 修改法規以配合電動車發展：目前經濟部智慧電動車辦公室與交通部等相關

單位都積極進行溝通和調整，建議可多提供技術資料和國際間管制機制相關

資料給相關單位，促進電動車輛相關法規和配套制度建構，例如 CO2 排放標

準、油耗標準、燃料稅費隨油徵收、電動車專用產創條例、碳排放交易制度、

訂定規範要求政府相關機構導入一定比例電動車等相關制度之國際資訊。  

3. 政府補助電動車產業時多會要求自製率，但建議不宜訂定過高的自製率。汽

車製造業屬於規模經濟的產業，由早期我國發展汽車產業的經驗可發現，若

要求國內車輛生產具有高自製率，容易造成國內車價偏高，且難以透過大規

模生產來降低出口市場的成本，不只減緩產業發展，也使國內的市場維持需

要政府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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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電動車產業的發展，相關零件產業為目前台灣重點優勢，零件產業先行

建立規模及市廠，便容易帶動國內整車產業的發展。  

5. 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電動車目前購置成本過高，各國政府最主要之應對政

策均為透過租稅優惠及補助購車，降低購置成本，建議我國應參考先進國家

作法，訂定我國電動車租稅優惠及補助購車：A) 訂定租稅優惠，例如免除貨

物稅、免牌照稅等；B) 提供購車補助；C)開放電動車特殊路權，例如美國開

放電動車行駛高乘載專用車道，挪威免費電動車停車格、通行費與開放行駛

公車道等。  

 

創新營運面  

1. 嘗試異業合作模式，創新產品應用：建議結合電子業、汽車業與能源產業進

行異業合作，推動新型電動車商業模式，例如日月潭先導運行計畫或是快遞

業者採用小型電動貨車。  

2. 推動創新車電分離銷售，減輕消費者購車負擔。建議車廠採用車電分離銷售

模式，車廠僅銷售車體給消費者，電池採用租賃模式，可大幅減輕消費者購

車負擔，增加購買意願。  

3. 開放電動車電力可回售台電的機制：在低峰用電時段進行充電，高峰用電時

段將電力回售給需求之用戶，平衡高峰與低峰時段用電量差異，達到穩定電

力供應的效果，並增加推動電動車使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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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專家會議紀要 

時    間：2014 年 07 月 25 日 09:00~13:00 

地    點：工研院 10 館 407 會議室(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主 持 人：王漢英副所長 工研院機械所 

引 言 人：石育賢經理   工研院 IEK 

討論議題： 

(1) 從產業發展所需相關人才能量面向分析 

(2) 從電動車市場需求現況探討未來之機會與挑戰 

(3) 我國相關技術及產業現況與發展之建議 

邀請專家： 

游文光董事長 電電公會汽車電子聯盟  

沈維斌經理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嚴文熙副理 光陽機車公司  

張承濂經理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榮馨董事長特助 東元電機公司  

田振陽協理 昇陽國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胡庭恩專案經理 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欽堯經理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ABB Ltd.)  

袁建中教授 交大教授  

楊介仙所長 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  

列席人員： 

陳文仁副組長 工研院機械所  

謝聰偉主任工程師 工研院機械所  

高志勇經理 工研院材化所  

蕭瑞聖資深研究員 工研院 IEK  

陳志洋研究員 工研院 IEK  

謝騄璘研究員 工研院 IEK  

郭博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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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一、主席發言 

這個會議的源起是由中技社以第三者角度，自行編列經費，針對我國電動車產

業發展議題作研討，提供政府做參考。此議題細分為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我

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由我來負責召集；第二個主題是「從產業角度探討我

國發展電動車之適切方向與目標」，由中經院陳信宏所長擔任召集人；第三個主題是

「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做法」，由尹啟銘國策顧問擔任召集人，總召集人是中

經院的梁啟源董事長。 

今天是第一個主題的第一次專家討論會議，針對此主題我們又細分為四個面向，

一是從國際與我國相關技術及產業現況與發展角度探討；二是從產業發展所需相關

人才能量面向分析；三是從電動車市場需求現況探討未來之機會與挑戰；四是分析

各國推動政策與產業發展情況。今天的會議是設定在產業機會和人才需求兩個面向

作探討，請大家提供一些指導意見。在研討之前，請 IEK 石育賢經理為大家做個引

言先做背景介紹。 

 

二、引言大綱：(工研院 IEK 石育賢經理) 

1. 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簡要說明 

2. 台灣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現況與關鍵模組技術平台 

3. 中國大陸電動車產業發展策略與現況 

4. 印尼、馬、泰國汽車新成長策略 

 

三、專家發言 

 游文光董事長 

1.電動車產業的技術層面可細分為 ICT 電子、電池、電機、電控和車體，其中台灣

的 ICT 技術雖然很強，但是以弱電流為主，而應用在電動車的 ICT 技術是強電流，

技術層次上是有差別的；其他四項以現階段而言，仍與歐美日大廠有一段差距， 

2.在產業需求面部分，台灣如要推廣電動車，首要就是提升高壓充電的方便性，而

要做到這一點，不但建築法規要更改，台電公司也要增設充電樁與配電裝置，如

上述配套無法配合，將連試行計畫都行不通，更遑論電動車之推廣。所以個人認

為初期應將電動車鎖定在休閒等特殊用途，而非主流的 city car。 

3.台灣電動車產業相較於歐美日中大廠，規模都小很多，資金也不足，如要突破想

在全球電動車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可利用科專計畫，整合大家力量，唯有大家

團結才會有機會。此外，大陸近年的去日化趨勢，提高了台灣與日本的合作機會，

也是一大利基。 

4.電電公會的汽車聯盟有 30 家廠商加入，在大陸的人脈很堅實，歡迎大家多加利

用，如有需要與工業局溝通的部分，我也非常願意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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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欽堯經理 

1.有個最新消息想跟大家做個分享，就是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加快新

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以純電驅動為新能源汽車發展的主要

戰略取向，並把重點放在發展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

除此之外，還訂定了電動車統一標準，也就是說只要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得遵循

中國制定的標準。 

2.依 2013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電動車最大的市場在挪威、荷蘭，亞洲只有日

本擠進前十大，中國的電動車市場也正被大家所期待，相較於其市場規模，台灣

電動車市場只能望塵莫及，所以建議我們應該以開放市場為導向，讓各國車廠進

來，藉此了解車廠的需求，尋求台灣電動車產業的切入點。 

 

 嚴文熙副理 

1.台灣機車密度世界第一，而且地狹人稠的環境特性，很適合推動電動車，而光陽

發展電動機車也有 10 年，但一般消費者多以經濟成本為考量，所以目前電動車

的成本是一個無法普及化的關卡。 

2.而在電池使用成本上有很深層的問題亟待解決，就是電池容量如降到 30~50%，

即造成使用上的不便性，所以消費者購買的電池，有將近一半的電池容量是使用

不到，這也造成成本下不來的主因，可能也會面臨沒有補助就沒有消費者有意願

購買電動車。故根本其源，應從改變成本結構才有利於其推動。 

 

 沈維斌經理 

1.中華發展電動汽車已有 5~6 年，其中雖累積了許多經驗，也遭遇到很多挫折，尤

其汽車成本高比機車更加辛苦，而電池成本是一個最大的困難點。 

2.個人認為在電動車產業上，中國並不強，對台灣而言，韓國將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且電控部分，台灣還是有掌握一些技術和經驗，跟中國合作有截長補短之效。 

 

 胡庭恩專案經理 

1.目前我們在電池技術上遇到很多問題點，如單個電池的效能都不錯，一旦組成電

池組時，因單電池間的平衡問題就連帶產生很多使用上的不便。而且因電池容量

降低或不穩定所產生的成本，目前都是由製造商做吸收，這是我們一大難處。再

加上台灣的補助政策停擺，很難在台灣發展。 

2.當台商要進入中國電動車市場，都只能先與當地車廠合作，而且中國政府對電動

車的一些優惠措施和補助，台商無法自行申請補助，皆需透過當地車廠，雖對等

投資合作，但要拿到中國政府的補助有其難度。 

3.在中國電動車市場部分，雖然政府已明文推動，但一線城市的公交車公司相當強

勢，不見得會配合政策，且相較於國際車廠台商切入的機會相當小。反而在二、

三線城市，多處於人制社會，只要與地方首長打好關係，反而好切入。但有另一

問題產生，就是公交車的單價高，很多地方財政無法負擔，所以衍生出租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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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4.人手不足也是立凱的一大問題，所以只能在大陸小規模發展。 

 袁建中教授 

1.從車輛的 road map 來看，目前還看不到電動車的軌跡，這顯現出電動車的 market 

driven 的力道不足，和技術能力未達需求。 

2.台灣的電動車技術在大陸是受到肯定的，但雙方合作的磨合機制仍有待建立。過

去大陸對國內採取 50/50 的保護政策，造成大陸技術成長有限，目前大陸政府已

注意此問題，政策可能會有大轉變，這對台灣而言無非是個大契機。 

3.從能源和環境的角度來看，大陸的能源來源問題和塵霾問題，促使大陸有最大的

力道主導電動車的發展，而當電動車時代的機會來臨時，台灣需先做好那些準備

是我們值得思考的方向。 

 

 田振揚協理 

1.昇陽是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進入到電動車產業，進去後才發現與原先想像的情況有

落差。個人對電動車的動力系統發展持保留態度，反而應聚焦在儲能系統和高壓

節能管理系統，這會牽涉到電池的壽命長短，而系統整合管理功能也相當重要。 

2.台灣電池的製造一直無法達到經濟規模，所以價格一直降不下來，應把目標設定

在與日韓接近的技術層次，但與中國相似的價格，如此才有競爭力，才有機會把

市場做大。 

 

 李榮馨董事長特助 

1.雖然目前有聯盟和平台，但台灣電動車產業彼此要合作有其困難，主要是大家無

法開誠布公，工研院在電池、電機和電控部分都有不錯的整合技術，建議工研院

可做領頭羊，整合產業的發展。 

2.台商要進入中國市場也有不低的門檻，但相較於日韓容易些，應好好保握，畢竟

中國市場大，台灣的產品要輸出也要有出海口才行，這樣量才會出來，才有發展

成經濟規模的機會。 

3.東南亞市場也不容忽視，尤其台灣車載的資通訊技術能力很強，可在應用上多加

思考，道路用車現階段電動車成本無法與燃油車有競爭力，或可改以特種車切入

市場。 

4.人才缺乏是台灣電動車產業普遍現象，尤其在工業設計、簡化工藝流程，和測試

部分之人才不足最嚴重。 

 

 張承濂經理 

1.人才也是致茂的痛，致茂因人力不足放棄了很多案子，希望學界能多培育。除此

之外，人才流動也是一大問題，希望政府能提供有效的協助。 

2.電控不僅僅在軟體整合很重要，在材料的散熱和應用部分也相對很重要，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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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對材料的一些規格都還不很明確，也不是很清楚對材料的需求，所以規格一

直變動下，不但是電控廠很大的困擾，也造成資源的浪費，所以這方面很需要政

府能以專案方式作材料相關技術提升的協助。 

3.動力系統在馬達和控制器部分需要高度整合和最佳化，也非常贊同能有一個領頭

羊，將大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楊介仙所長 

1.在車輛人才部分，目前在國內大學只有彰師大成立車輛研究所，是以研發工程角

度培訓學生，並著重在車輛電子部分，在台灣的電動車產業缺人才和缺工的情形

很多，建議教育部應廣設車輛研究所。 

2.本所的學生背景大多為機械和車輛，進到所裡後即以電控電子做專業知識的培訓，

希望跨領域的訓練，能讓學生成長更快，未來我們也將會配合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以汽車電子、電池、電機、電控和車體五個層面，開設相關課程，作為學生訓練

的基礎。 

3.學校擔負基礎研究和人才培育等責任，業界如有技術協助等需求，我們都會盡力

與業界做配合。 

 

四、主席結語 

從各位專家學者的意見，大致可歸納出大家對產業的整合希望能更加強，對大

陸市場和東南亞市場的見解和觀點相當一致，大家也都認同電動車發展的潛力，最

後就是要如何去落實與努力。今天很謝謝大家的出席與會，並提供很多寶貴意見。

工研院也非常希望能發揮功能協助各位，對於各位的期許我們也會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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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研討」議題  

專家討論會議紀要  

日    期：103 年 9 月 15 日(週一)14:30~17:15 

地    點：財團法人中技社會議室(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梁啟源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引 言 人：陳信宏所長 中經院第二所 

溫蓓章研究員 中經院第二所 

討論事項： 

(一) 產業發展課題 

1. 台灣 xEV 發展策略構 

2. 台灣 xEV 發展策略芻議 

(二) 產業分析課題：電動車產業分析的困難 

產值與就業計算需要考慮的因素 

1. ICE 小汽車與機車之「整車帶動零組件生產」、「整車帶動零組件外銷」等參數，

是否適用於電動汽車與電動機車，甚至是電動大客車 

2. 電動車售後服務市場特性（服務產值、零件汰換更新產值）參數 

3. 電動車產值之就業效果 

與會人員： 

黃文芳處長 車輛公會業務處  

柯耿誌經理 國淵實業  

王正健主任 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  

翁國樑經理 車輛中心  

黃士宗處長 金屬中心  

薛乃綺副組長 金屬中心產業研究組  

列席人員： 

鄒倫主任 中技社環境中心 

王釿鋊主任 中技社能源中心 

郭博堯研究員 中經院 

陳莉筑輔佐研究員 中經院 

許湘琴組長 中技社能源中心 

楊智凱副工程師 中技社環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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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一、 主席發言 

很謝謝大家出席此會議，今天的議程首先將請中經院針對電動車產業

發展議題所做的研究做一簡要報告，然後請各位予以指教，後續將集結成

冊，提供政府與電動車領域相關人士做參考，再度謝謝各位的參與。  

 

二、 王釿鋊主任說明 

先跟大家做個簡要說明，中技社是以民間智庫的角度，自行編列經費，

考量政府已推行電動車產業多年，期間是否有一些問題，或需要大家再集

思廣益提出一些想法與看法，針對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議題作研討，依過

往慣例將所有資訊做彙整後，集結成冊提供政府與相關單位做參考。此議

題細分為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我國電動車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由

王漢英副所長來負責召集；第二個主題是「從產業角度探討我國發展電動

車之適切方向與目標」，由中經院陳信宏所長擔任召集人；第三個主題是

「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做法」，由尹啟銘國策顧問擔任召集人，總

召集人是中經院的梁啟源董事長。  

今天是由陳所長召集的第一次專家討論會議，針對商業模式就教於各

位，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看法。僅代表中技社謝謝大家撥空參加此會議。  

 

三、 引言大綱：(中經院溫蓓章研究員) 

1. 全球電動車產業化進展遲緩 

2. 國內發展現況觀察 

3. 發展路徑的選項 

4. 可能的策略芻議 

 

四、 專家發言 

 黃文芳處長 

1. 車輛電動化是一個大趨勢，有法規的推力和需求的拉力，且不論從節能減碳或

各種角度去看，這都是未來一個趨勢，也是大家都有的共識。比如歐盟最嚴格

的二氧化碳排放標準，2020 年要到 95 克以下，這是不管如何改善汽油柴油車

都無法達到的標準，而其他地區是否會跟進仍未知，這是法規上的一個問題。

如果幾大市場都持續跟進，那內燃機引擎勢必電動化，在還未到達此境地時，

還是有些方法可做因應，如將內燃機引擎性能效率改善、小型化加 turbo、hybrid

等等。 

2. 號稱電動車典範的 Tesla，並不是從傳統汽車製造業角度切入，而是以一個創新

創投的思維，從一個消費性電子角度去看待這樣一個事情，如同 3D 列印的電動

車已在車展發表，以現階段電動車還未達到市場規模的量時，3D 列印的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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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低成本，且不須大規模生產，根據報導只要台幣幾十萬即可買到，是一個跳

脫以往傳統車輛的營運模式。 

3. 所以目前電動車發展狀況一個是從法規需求面切入，一個是從技術發展切入，

各個國家也都注意到並投入很大力度，各大車廠也投入很多資源，台灣也不例

外，但目前因幾個使用焦慮，使得發展不如預期嚴重落後，在此狀況之下，台

灣要如何走下去，就需要有一些策略。 

4. 以現階段台灣電動車產業的發展，因市場規模不大，非典型的發展模式應是較

可行的機會，且符合經濟部的製造業服務化政策，但用何種模式來發展台灣電

動車產業是很值得探討，且需要有一個量化指標來衡量其效果，而政府投入的

資源其效益如何?目標設立後應從供應端和使用端角度考量其可行性，或會遇到

何種問題與困難且如何解決。 

5. 如將台灣作為一個練兵場，也需要政府的力量才有辦法達成，但一個三年或五

年的政策支持，後續有何種機制可將政策持續下去，這也是需要多加思考的問

題，而且要把量做大的出海口在哪裡也需要做考量。目前我也沒有解決方案，

僅提出來供大家做討論。 

 

 翁國樑經理 

1. 首先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Tesla 的狀況，其目前財務狀況不是很好，所以積極找

國際大廠合作與資金挹注，如希望 Panasonic 能去美國建廠，但 Panasonic 還在

觀望中。台灣也有些想切入電動車的大型廠商，也想採用 Tesla 的模式，或是與

Tesla 做一些互補，這都是台灣產業在思考的問題。目前 Tesla 也將產品線向下延

伸，過去鎖定金字塔頂端客群，現也慢慢往下尋找客群，這是 Tesla 的現狀。 

2. 電動車目前只要量大一些，多有政策在支撐，才有辦法維持。台灣過去外銷的

產品，多靠零組件的出口創造很高的外銷產值，電動車的崛起，台灣在零組件

上有沒有這個機會，還是得靠整車外銷才可行?而以台灣情況，電動車的發展應

是要放在產值和外銷量上，也就是零組件上，這對電動車產業才會有幫助。 

3. 而國內整個政策支撐到現在，所謂的自主整車，其實創造的電動車產值並不高，

應該要做個延伸，就是非典型的整車廠，一些改裝或特殊用途車輛，應是台灣

短期發展過程中的過渡產品，所以希望能催生一個較大的廠商出來，其實台灣

這方面的能量很足夠。台灣打造電動大巴士的廠大多為小廠，又如同打造西螺

果菜市場的電動車也是中小企業。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在推動電動車領

域中小企業相當積極，應該多利用這個動能，藉由補助或鼓勵在各個地方催生

非典型整車廠，往下扎根才容易開花結果。 

 

 柯耿誌經理 

1. 國淵的經濟規模不大，目前正在執行的案子，國內有西螺果菜市場、電動大巴...

等；國外有與東元合作外銷到菲律賓的齒輪箱和歐洲單人或雙人載具...等。在

技術研發上得到經濟部很多支持，但在法規面卻得不到交通部的支持，如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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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有電動巴士在縣區或省區陸上運行，反觀台灣第一輛電動巴士卻是在

2011 年才能掛牌，2013 年才能在路上運行，一般國際經驗，可上路的車子測試

期約 18 個月，但在台灣卻沒有提供電動車的環境進行測試。 

2. 廠商在推單人或雙人的小車時，國內並無法提供三輪的牌照，造成廠商無法提

出實路測試的實績，在擴展國外市場時，遭受到很大阻礙，其實小車的產能對

經濟面相當有幫助，希望國內能針對應用面，提供製造廠和供應商有一個實測

環境與經驗回饋。而有些廠商變相推出或進口類似電動腳踏車的載具逃避掛牌

的限制，但這種載具沒有保險機制，又逃開國內法規規範，對行人用路安全造

成威脅的載具，反而可上路運行。牌照是一種保險機制，也會對車輛做一管制，

所以應在牌照的發放機制上進一步擴大合理分類與相關機制。 

3. 個人認為 Tesla 進中國大陸不是為了市場面，而是投資面的問題。Tesla 在 2012

年時畫出 7 萬輛的大餅，但實際製造完成率如何無人知曉，完全找不到資料，

據我所知瑞士的蘇黎世是 Tesla 車輛輸出最多的地方，但最多也只有數百輛未破

千，所以離他原先目標很遙遠。Tesla 在電池模組的控制上花了很多的精神，但

是他們沒有辦法控制電池芯，往大陸發展，主要是考量電池材料的取得，藉此

來提升電池製造技術。其實 Tesla 的車子對大陸客群不具太大吸引力，而且使用

者對環境的考量也不像歐、日甚或台灣的消費者在意。 

 

 黃士宗處長 

1. 呼應一下國淵柯經理，L6、L7 四輪小車是非常適合台灣發展的電動車車種，這

是電動代步車的升級，而台灣電動代步車的產業聚落和供應鏈都有了，這種小

車在歐洲用機車駕照就可以駕駛在路上運行，但在台灣就不可行，無法上路就

扼止了許多商機，這非常可惜，建議交通部能讓這種四輪小型車上路，這樣才

會有實績，才能幫助產業升級。 

2. 電動車可帶動經濟發展、改善環境，且個人生活品質可提升，政府應大力支持，

現在以大巴為支持重點，政策雖有但要落實仍有很多問題，如電動大巴一台為

900 萬台幣，以 6300 輛為推廣目標，要落實相當困難，這關係到地方政府的意

願和財政。 

3. 金屬中心正積極推廣電動車的產業聚落平台，會員達 130 多家，此平台也產生

一些效益。目前政府的政策雖有，但廠商還是要以賺錢為目的，製造主流車賺

錢不易，而非典型應用的小車是較有機會賺錢，如電動販賣車也是屬利基車種，

應朝此方向多做發展較易成功。 

 

 薛乃綺副組長 

1. 形塑電動車使用環境非常重要，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經驗，我約兩個多月

前買了一台電動機車，使用上會開始計畫路程，無法像以前一樣隨興，但騎乘

過程中確實會享受到騎乘電動車的樂趣，因為它非常安靜騎起來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那台電動機車有駐車功能，只要按一個按鈕就會自動把車停好，這是在過

去傳統機車無法做到的，這種功能設計非常貼心。但相對之下要在高雄市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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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行走，實際上有點不便，因充飽電須將路程控制在 60 公里以內，且在騎

乘中尋找充電站非常有限。 

2. 所以單純就一個消費使用者的立場，會考慮幾件事:一是買電動車要多少錢?有沒

有補助?；二是使用者的環境便利性。回歸到今天討論的主題，應考慮到消費者

對此產品的信心如何?對此技術的信心如何?還有對此市場的信心如何?這也是

為什麼電動車市場還是僅維持在利基市場的原因。 

3. 台灣的車輛產業特色就是在於少量多樣，在非主流非典型的市場上，相對來說

應是台灣一個機會，把台灣當作一個練兵場，在過去一兩年來，一直是被大家

討論的想法與概念，在場域的選擇上也提出很多構想。另外在智慧住宅的部分，

因電動車不會有排氣問題，所以是可以進到 in house 的設計中，比如將車庫和

客廳結合為一體，讓電動車可以有兩種角色，是電力需求者也是電力供應者。

所以在談智慧電網或智慧電錶時，都可以把這些東西做一串連，從利基市場做

其他面向的衍生，如此一來就非常需要跨部會的合作，才有辦法達成。 

 

 王正健主任 

1. 電動車議題確實已討論過很多次，也有一些進展跟大家報告一下，並分享一些

經驗。第一是行政院在今年 5 月同意再繼續推智慧電動車 3 年(103~105)，今年

的特色除了電動大客車之外，並囊括純電動BEV擴展到XEV，包含了PHEV、EREV，

都可申請示範運行的補助，一個計劃最多可補助 49.9%，包含汽車本身、充電站、

遠端控制系統，甚至營運的人員薪水等等都可補助一半，只要沒有交通部的補

助皆可跟經濟部申請，跟國外比起來，補助金額不少。 

2. 關於 L 類電動車的牌照申請，也持續與交通部做溝通，目前交通部態度不似以

前強硬，如年前已放寬重型摩托車，且三輪摩托車也可上快速公路，至於 L 類

四輪電動車，交通部的態度是較擔心沙灘車和 golf car，如何與小型電動車做區

分，目前看法是如小型電動車為四輪形似轎車者是傾向做開放，但如何與沙灘

車和 golf car 做區分，目前還在想辦法克服中，尤其是如何在法規中明確區分是

交通部目前遇到的難題。 

3. 政府在電動車產業推動不易，主因為車種少，以目前推出的電動車又重又貴，

續航力又被限制，如要車種多，又牽涉到產業獲利，目前是希望多催生插電式

和增程式電動車種，減少續航力焦慮問題以利推廣。目前 L 類電動車無法拿到

交通部審驗，主要是因為無法通過實車碰撞，如果可通過實車碰撞檢驗，即可

當作 M 類轎車型拿到牌照，但小車要通過實車碰撞是有其難度，需要重新設計。 

4. 一年十萬台的電動巴士目標確實不容易，但就政府角度還是要盡力推廣，目前

除了華德、立凱之外，還有唐榮，後續也希望更多廠商能加入，也非常鼓勵做

柴油巴士的廠商能一起參與電動巴士的開發，鼓勵的方式分別由交通部、環保

署、經濟部提供補助，其中以交通部每台補助 200~300 多萬最多，另外還有附

加價值率的要求，就是不希望國外的車子直接來台灣，而不用台灣的零件，所

以要求國外來的車子要有附加價值率才可申請交通部的補助，今年的附加價值

率要求是 30%，明年是 40%，後年是 50%，大後年是 70%。這是為台灣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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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設下的要求。 

5. 在 car sharing 部分，目前最大關鍵有兩個，一個是地方政府要協助，如法國巴

黎市政府提供 2000 多個停車位，也曾跟台北市政府溝通過，不過不可能提供那

麼多停車位，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第二是台灣沒有運營的公司，這公司需

先籌措數億元台幣的資金，並準備至少要 500 台的車子來做 car sharing，這部分

曾跟裕隆談過，需籌備 5 億元以上的經費，除了現金流還要地方政府的配合。 

6. 在台灣的零組件廠因台灣整車廠有限市場不大，所以一定要放眼國外，或與大

陸廠商合作。目前也在跟大陸協商，降低台灣電動車零組件進到大陸的關稅。

同時也跟財政部溝通降低電動車牌照…等稅率。 

 

五、 主席結語 

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個人收穫非常大，簡單提一下我的感想 : 

(一) 首先大家都覺得電動車除了製造外，服務部分也很重要。 

(二) 目前電動大客車在製造技術上仍有很多問題，在策略方向上是對的，因其外部效

益較小車高，但在推廣使用上仍有很多問題須待克服，所以不建議大量推廣，目

標應配合目前所面臨到的問題做調整。 

(三) 經討論後對電動車還是感到樂觀，如非典型小車，雖政府沒有花很多心力於此，

但似乎發展得很不錯，還有零組件廠商，與其他國外零組件廠商相較起來，還是

有切入的空間。 

(四) 台灣的電動車發展方向，應往非典型車種和零組件兩面向推展，而電動大客車部

分還需要更多的示範運行，以及技術提升。 

而台灣在推動電動車產業上仍有幾個關鍵點需要突破 : 

(一) 法規的部分應該要去配合，目前智慧電動車辦公室也在努力與交通部溝通，交通

部也做了一些調整，建議可再多提供一些技術資料和國際間管制機制相關資料給

交通部和經濟部，開放了才可以管理，也才有配套，這是非常需要的。 

(二) 補貼時都會要求自製率，但建議不宜太高，台灣當初在發展汽車產業時，就要求

自製率很高，結果成本降不下來，市場就有限，就無法追求大規模生產創造利潤，

裕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後來減少保護，反而發展得不錯。台灣電動車產業的

發展，零件產業是重點，只要零件產業建立起來，整車就會起來，所以自製率的

要求不要太高，讓國內產業也有升級的機會，慢慢往整車去邁進。如電動車因技

術不成熟在國內推廣不易，政策支持就應該放在研發補助上，這是個人認為較為

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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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專家座談會會議紀要  

一、  103 年 6 月 24 日「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座談會會議紀要  

日     期：103 年 6 月 24 日(週二)14:30~16:00 

地     點：財團法人中技社圖書室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尹啟銘  國策顧問  

引  言  人：沈維正組長  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討論議題：  

1. 總體策略與階段性進程  

2. 從產業生命週期，檢視既有政策推動成效  

與會專家：  

邱求慧司長  科技部產業及園區業務司    

王晉元教授  交通大學運輸管理系   

李仁貴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陳怡之教授  元智大學企管系  

列席人員：  

梁啟源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漢英副所長  工研院機械所  

沈維正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楊智凱副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技社  

郭博堯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高銘汶副主任  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動車輛推動辦公室  

引言報告：  

由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沈組長維正針對「行政院智慧電動車（汽車、

中大巴）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執行進度」報告，內容包含 5 大方向，分別為 : 

落實電動車政策進展、推動電動車產業化成果、第二階段電動車策略方向、

工作項目與部會分工與第二階段推動重點。  

會議紀要：  

(一) 總體策略與階段性進程 

1. 電動車政策整體發展為正確方向，雖目前推動進度較慢、不確定性因素尚

多、推動又涉及多元面向，未來更須著重整體整合規劃，包括跨部會協調

之掌握、法人建構完善整車零組件測試驗證等，以提供產業完善發展環境，

使台灣電動車產業可先行布局卡位，避免被外國所獨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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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車為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之一，且大陸市場商機龐大，故可先予籌謀。

而政府可透過示範運行，讓廠商提升自身能力，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培育廠

商的關鍵技術，以吸引及謀求先期合作契機，避免未來進入商品化後，產

生相互削價競爭局勢。  

(二) 從產業生命週期，檢視既有政策推動成效 

1. 全球純電動（BEV）小客車均受限於技術發展，產業仍屬萌芽期，未來建議

可朝 3 方向規劃：  

 未來進入第二期先導運行，應建立知識管理（KM），將過往經驗轉化成

重要資產，以發掘適合台灣優勢之商業運行模式。  

 可鼓勵業者投入增程式（EREV）、插電式混合動力電動車（PHEV）、電

動商用車，並建構自主關鍵零組件供應鏈。  

 電動車要成為家用第二部車，仍需就價格、充電便利性、續航力及免稅

優惠等進一步協助，以降低使用者購入及持有成本。  

2. 電動大客車為第二期推廣主要目標，以國內市場培養礎，跨部會共同推動

10 年汰換 10,390 輛柴油大客車，可建構節能減探生活環境，使民眾有感，

未來建議可朝 3 大方向規劃：  

 採漸進式導入國產化目標，避免因量少、成本高而讓使用者卻步，應思

考如何透過國產化提升國際競爭力，切入國際供應鏈，朝全球電動大客

車營運與生產基地願景發展。  

 車輛導入數量不應是唯一目標，可搭配智慧化應用設計，如智慧型運輸

系統(ITS)整合及加強廣告宣傳等，質量並進，提高民眾搭乘滿意度。  

 可透過主題式研發計畫聚焦國內關鍵共用系統發展，扎穩自主技術，朝  

(1) 提高補助經費及期程  (2) 結合兩岸/國際廠商開發共同車型（3）以

關鍵模組進軍中國大陸及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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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3 年 10 月 7 日「我國發展電動車產業之可能作法」座談會會議紀要  

日     期：103 年 10 月 7 日(週二)14:30~16:30 

地     點：財團法人中技社會議室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主  持  人：尹啟銘  國策顧問  

引  言  人：王正健主任  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  

討論議題：  

1. 政府政策與環境建構 

2. 適切推行架構與做法 

與會人員：  

邱求慧司長   科技部產業及園區業務司    

張培仁教授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  

王晉元教授  交通大學運輸管理系  

李仁貴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梁啟源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漢英副所長  工研院機械所  

列席人員：  

沈維正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  

黃樑傑先生  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  

鄒倫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  

王釿鋊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  

許湘琴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楊智凱副工程師  財團法人中技社  

吳佳龍輔佐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沈才煜先生  中華經濟研究院  

引言報告：  

引言報告由經濟部工業局智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王正健主任針對「行政

院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作法與推行架構」報告，內容包含 4 大方向，分別為

前言、電動車策略願景與方向、政府政策與環境架構與推行架構與做法。  

會議紀要：  

(一) 政府政策與環境建構 

1. 全球車輛產業發展趨勢，近年因美國頁岩油開採順利，石油價格不漲反跌。

然世界各國對於車輛燃油效率的法律要求，以及人類對生活環境品質提升

的期許，成為推動電動車重要關鍵因素。  

2. 電動車計畫推廣勢必遭遇市場、技術等問題，必須重視過程中每一關鍵技

術問題，並斟酌將累積的寶貴經驗公開分享，幫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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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動車的推廣聚焦產業發展上，可多促成跨國企業合作案例，透過國外資

源加快國內產業發展腳步。同時，可多爭取與中國大陸合作機會，替國內

廠商者尋找更多出海口。  

(二) 適切推行架構與做法 

1. 純電動車(BEV)推動將朝民眾第二台車使用方向推動，未來可規劃於集合住

宅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並提供獎勵刺激使用率。  

2. 電動巴士為目前政府發展重點項目之一，除了目標的訂定外，現階段更需

著重品質改善，並透過補助持續推動運行，並積極爭取經費持續投入研發，

以建構良好產業價值鏈，並擴大民眾使用率，使民眾有感。  

 電動巴士營運使用上，應持續著重於品質提升與改善，整車廠需進行出

廠檢驗，並於北、中、南建立維修據點，以即時提供售後服務；針對現

行零組件問題，必須蒐集所有技術問題，並透過學界專家、法人單位能

量進行改善。另一方面，據統計，良好駕駛習慣可產生 37%之行駛距離

差異，未來導入各營運業者須要求加強進行駕駛教育訓練，使達最大效

能使用。  

 電動巴士成本結構有別於傳統柴油巴士，補助上應從車體、電池、動力

系統，以及營運方式等成本計算方式做調整。另一方面，電池成本高，

現階段電池老化速度、使用壽命未有明確依據，須建立一套評斷標準作

為電池補助參考，進而提高業者購買誘因。  

 推動電動巴士運行，現階段須思考如何使傳統柴油巴士廠加入，使其帶

動群聚效應，進一步帶動使用普及率。另一方面，先導運行推動，可進

一步規劃科學園區內的電動車接駁，擴大搭乘使用群眾。  

 電動巴士研發，需有更多科技預算支持，以提供更多計畫 (如 :主導性計

畫、科專計畫、A+精進計畫等 )經費補助。研發方向上，動力系統可朝增

程式電動巴士發展，消除客運業者與駕駛者之行駛焦慮。電池技術可努

力導入國外技術，如立凱立凱結合日本索尼 (Sony)，亦或發展新產品，

將鋰三元應用於大型車輛。馬達技術可朝輕量化方向前進，促使效率更

為提升，並匯集下游廠商共同參與研發，滿足使用需求。  

  



104 

 

 

  



105 

 

參考文獻 

 電動車產業政策, 行政院 經̧濟部工業局&電動車推動辦公室, 2014 年 

 車輛產業年鑑, 工研院 石育賢, 陳志洋,蕭瑞聖,謝騄璘等, 2014 年 

 電動車市場發展趨勢, 工研院 石育賢, 2014 年 

 電動化車輛滾動發展下，主要廠商佈局與發展策略 工研院 陳志洋,2014 年 

 都會運輸電動車輛動力系統市場機會, 工研院 石育賢, 2014 年 

 從新興市場汽車產業探索台灣車用零組件與汽車電子, 產品發展之潛力, 工研院 

石育賢, 2014 年 

 汽車零組件新興市場-印尼特輯, 工研院 蕭瑞聖,陳志洋 2014 年 

 代工策略，也能有春天-泰國汽車產業政策分析,工研院 謝騄璘, 石育賢, 2014 年 

 馬來西亞新興市場機會分析,工研院 石育賢, 2014 年 

 中國大陸汽車零組件與汽車電子產業機會, 工研院 石育賢, 2014 年 

 車載電裝零部件調查, Fuji Chimera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4 年 

 次世代先進車輛技術, Fuji Chrimera Research Institute, Inc., 2014 年 

 世界汽車調查月報, Fourin, 2014/01 

 亞洲汽車調查月報, Fourin, 2014/04 

 Archer, Greg. (2014). Electric Vehicles in 2013: a Progress Report.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T&E).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018568 

 http://www.autonews.com/assets/PDF/CA843311210.PDF（2014/09/10 擷取）。 

 http://www.kyburz-dxp.ch/en/kyburz-dxp/pictures?zoom=part65DE42B 

 https://www.autolib.eu/an-urban-revolution/。 

 IEA(2010)電動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路線圖。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name,28540,en.html

（2013/04/13 擷取）。 

 IEA(2011). Technology Roadmap: Electric and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name,3851,en.html 

(2013/04/14 擷取) 

 PwC(2013). Charging Forward: PwC’s 2012 electric vehicle survey. PwC. 

(http://www.pwc.se/sv_SE/se/fordon/assets/charging-forward-pwcs-2012-electric-vehic

le-survey.pdf, 2013/11/24 accessed). 

 TECO. (2014).東元電動車產品及服務介紹。Aug 2014,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Board of Directors, TECO Group. 

 行政院（103 年 5 月）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核定本）。 



106 

 

 沈榮津（2013）我國產業發展策略與措施。102 年 7 月 19 日。經濟部工業局。

（http://elite.ttd.com.tw/archives/20130719shnrungjin.pdf，2014/9/10 擷取）。 

 陳信宏、溫蓓章、戴志言和潘垣壽（2009 年 9 月），「電動車產業發展及研發網路之

研析」期末簡報，中華經濟研究院。 

 環保署（2013）打造清新的農產市集-環保署補助西螺果菜市場推動蔬果運輸車電

動化（2013/07/02）

http://ivy5.epa.gov.tw/enews/fact_Newsdetail.asp?InputTime=1020702162829。 

  



10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梁啟源,尹啟銘等著  

-- 臺北市:中技社,民 103.12 

 110 面 ; 21×29.7 公分  

 ISBN  978-986-90284-9-3 (平裝)  

  

1.汽車業   2.電動車   3.產業發展   4.臺灣            

  

   484.3 103025364    

 

  

 

 

 

 

 

 

 

版權聲明© 財團法人中技社  

 

本手冊用於教育或非營利目的時，得在未取得原版權所有人允許下複製全部或部分內

容，唯須註明出處。財團法人中技社感謝您提供給我們任何以本手冊做為資料來源出

版的相關出版品。 

 

未取得財團法人中技社書面同意，禁止使用或轉售本手冊於其他商業用途。 

 

免責聲明  

本出版品所提及的實體名稱和資料之表示，並不代表財團法人中技社的觀點：包括不

同國家、領土、城市或區域的法律地位及其地位的權威性，以及國與國之間邊界和臨

界的界定。此外，文中觀點與所提及的貿易名稱或商業程序，並不代表財團法人中技

社的觀點或政策。 

 




	2014-04電動車封面
	1031128 中技社-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研討-議題一至三-2nd修正稿整併 v7
	2014-04電動車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