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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淨零碳排的政策目標之下，採用電動車作為交通載具已是大勢所趨，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2021 年全球電動車展望》報告指出，2019 年全球電動

汽車銷售量約為 210萬輛，占全部汽車銷售量的 2.7%；2020年電動車不受COVID-

19 影響仍成長至約 300 萬輛，全球銷售累計至 2020 年已超過 1,000 萬輛電動車

（含油電混合車），預估至 2030 年全球電動汽車銷售量將會到達 2,200 萬輛，占

比達 17%。 

隨著科技的發展，將機械、電子、電機、資訊、通訊、自駕等科技整合應用

於車輛中，即所謂的智慧聯網電動車，可提供駕駛安全輔助系統、車載資訊與決

策系統、車身電子與防護系統、資安與保全系統、電控與底盤系統、動態系統、

聯網車輛通訊與自駕車創新應用服務系統。 

智慧聯網電動車發展之際，馬達將取代引擎成為主要動力來源，傳動系統的

變速機構被電機控制的減速系統所代替，預估將使超過 1 萬件傳統零組件失去主

要訂單，取而代之的是增加約 2,000 件電動車所需之零組件。臺灣已在國際電動

車零組件供應鏈佔有相當的地位，如富田與東元已研發出三合一動力系統，大同

亦積極的研發車用馬達，使臺灣廠商在電動車動力系統能量有其競爭力。面對智

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的興起，車用電子產品的需求將大幅增加，臺灣擁有先進的 ICT

產業，將是智慧聯網化進入電動車市場的重要利基。 

當前國際車廠與重要汽車零件供應商，已積極投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之關

鍵技術研發與拓展市場，期望取得產業先機，臺灣在已擁有部分優勢的情況下，

更應積極投入。本報告將聚焦於電動車智慧聯網趨勢、電動車結合數位科技之發

展與影響，以及國際電動車產業供應鏈概況與我國產業推動策略，以協助臺灣加

速進入國際電動車產業之競爭舞台。 

本專題報告特別感謝台灣中油歐嘉瑞前董事長、台大電機工程學系羅仁權終

身特聘教授擔任議題召集人。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吳盟分理事長、車輛研究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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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在各國淨零碳排的政策目標之下，採用電動車作為載具已是大勢所趨，隨著

科技的發展，將機械、電子、電機、資訊、通訊、自駕等科技整合應用於車輛中，

即所謂的智慧聯網電動車，為當前車輛產業的趨勢，可提供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車載資訊與決策系統、車身電子與防護系統、資安與保全系統、電控與底盤系統、

動態系統、聯網車輛通訊與自駕車創新應用服務系統。臺灣為世界資通訊產業發

展之重要國家，且已有廠商投入電動車產業並成功進入 Tesla、BMW 及 GM 等國

際車廠供應鏈體系。面對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的快速成長，臺灣如何善用技術優

勢、接軌國際市場及培育專業人才，以利進入國際供應鏈體系，並掌握產業發展

契機，在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全球化競爭下取得領先地位。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報告首先研析電動車智慧聯網化趨勢，闡明「聯網科技(Connected)」、「智

能駕馭(Autonomous)」、「共享與服務(Shared & Services)」、「電能驅動(Electric)」

等四大趨勢；再探討電動車結合數位科技之發展與影響，包括智慧座艙、空間資

訊、聯網資訊與資訊安全等面向；最後根據我國產業現況與國際智慧聯網電動車

產業供應鏈概況，提出臺灣產業切入之契機暨推動策略。 

三、研究結論 

本專題報告研究結論可歸納以下三點:(1)智慧聯網電動車，提供跨領域業者

進入市場的新契機，如 Tesla、Apple、Google、Amazon 等國際科技大廠及新創廠

商，創造出新的產業鏈。臺灣已在國際汽車零組件供應鏈佔有重要地位，並有鴻

海的「MIH 電動車開放平台」期望透過平台整合國內汽車產業。此外，因智慧聯

網電動車對於車用電子產品的需求量大增，而臺灣擁有先進的 ICT 產業，將是進

入聯網電動車市場的重要利基。(2)臺灣廠商已具備國際車廠與領導電動車廠

Tesla 合作經驗與生產實績，並且布局電動車態度積極，現已有 MIH 與 TADA 聯

盟，以跨領域整合策略，提升車廠合作意願。另車輛銷售至國際供應鏈需先通過

測試驗證規範，國際主要車聯網驗證組織已訂定車聯網標準驗測方法及驗證程

序，臺灣建置測試驗證系統除可與國際驗證組織合作外，亦應透過法人持續建置

測試驗證能量，以協助國內科技產業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國際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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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一)由具利基市場的固定路線電動巴士開始，續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市場 

由於車輛涉及安全問題，在策略上建議以務實方式推動，發展初期可從限制

場域的非道路用車輛、電動機車以及固定路線的電動巴士開始，續進入智慧聯網

電電動車國際市場。 

我國在大型與中型電動巴士則具有利基，由於臺灣的城鄉地理位置距離近，

有利電動車驗證測試與試營運，且全台有超過 6,000 輛主要行駛距離為 40~120 公

里的短程運輸車輛，政府可與運輸業者合作，逐步汰換成為電動商用運輸車隊。

另新南向市場亦是我國電動車及相關零組件之潛在市場，其電動巴士市場屬發展

初期，對電動車亦有相當的獎勵及補助措施，可藉由我國在電動巴士的利基進軍

新南向市場。 

(二)科專投入應同時著重技術開發與驗證能量 

技術開發需與測試驗證能量並重，以確認所產出之成果是否符合當初設計目

標與產業需求，抑或符合國際標準或車廠規範，部分驗證能量更牽涉基礎設施建

立，須提前投入，故在進行技術開發時須同時考量驗證能量如何建立與何時建立

並取得車廠認可。此外，以多樣態虛實整合驗證(如大小型車輛及雨、霧、雪、昏

暗等環境)，方可累積足夠數據與經驗，再回饋予技術開發者，以相輔相成。 

(三)透過法人持續建置測試驗證能量，以確保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 

車輛欲銷往國際需符合當地法規標準，以獲得核可證書，若廠商要銷往當地

區域，需將樣品送至當地測試，若不符合標準，測試單位不提供詳細資訊，很難

進行改善，導致開發時程拉長增加開發成本。應透過法人持續建置測試驗證能量，

協助廠商進行產品開發與認證，降低廠商開發成本與縮短開發時程，快速接軌國

際市場。 

國際主要車聯網驗證組織已訂定車聯網標準驗測方法及驗證程序。臺灣因係

出口導向國家，在發展車聯網產業同時，應考量與國際驗證組織合作，一方面避

免脫離國際產業發展方向，同時也可以確保臺灣車聯網產業發展可與國際接軌，

以符合主要市場要求。 

(四)由法人投入研發前瞻性之技術開發，並爭取與國際大廠合作 

由於前瞻性之技術開發需投入大量資源，且具失敗的風險，對於此類型技術，

實可由法人先帶頭投入研發資源，而對於市場潛力較大的新技術或產品，除產業

與法人的合作推動新創外，亦可部分引入如國發基金以對接，以政府的支持強化

產業或創投公司投入之意願，利於新技術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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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車輛產品涉及安全性問題，研發的過程十分耗時，建議可與國外

有經驗的廠商合作，以提升關鍵技術並取得進入國外市場的機會。 

(五)政策工具與相關法規鬆綁以促進產業發展 

電動車發展需要人才、資金與消費市場，為吸引車輛產業的高階人才，可於

取得股票分紅時，免計入所得稅，另轉讓時可從優從低課稅。為吸引臺商資金回

臺投資，可於境外資金匯回時給予獎勵優惠；並針對智慧聯網電動車投資、研發、

人才培訓支出，可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且在相關出口稅費、關稅及貨物稅上

給予優惠。 

亦可透過政策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如提供電動車專用充電站用電優惠。給

予充換電站營運的優惠，如地價稅、設備投資抵減等稅負減免，並設置專責單位

管理充換電站消防、資安、設備檢測驗證等，以加快充電站布建的速度。 

(六)聚焦發展特定領域，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學院以培育專業人才 

人才缺乏一直是台灣各產業的問題，引進國際級的人才雖可以協助解決國內

人才不足的問題，但國外人才流動快速，本國人才的養成才是務實長遠之計。目

前已有大型廠商協助設立半導體學院協助培育科技人才，從師資、課程、測驗等

作有系統的規劃，且課程內容符合產業需要，結訓後可以順利就業。 

建議先思考臺灣於智慧聯網電動車市場之定位(製造、設計、測試等)，集中

資源於特定領域，並且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學院或研究所。邀請廠商參與協

助設計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並投資建置實務操作訓練之軟硬體平台。再以永

續發展方式爭取政府與廠商的經費支持，讓對相關領域感興趣的學生或相關從業

人員均可修習，從而解決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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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電動車之發展與智慧聯網化趨勢 

一、汽車轉型電動車之趨勢 

國際車廠 Daimler 在 2016 年首度提出集團全球發展戰略「C.A.S.E.」概念，

涵蓋「聯網科技(Connected)」、「智能駕馭(Autonomous)」、「共享與服務(Shared & 

Services)」、「電能驅動(Electric)」四大領域。至今，CASE 概念已是車輛產業發展

共識，更如蝴蝶效應般對能源、資通、交通及製造業等產業帶來重大變革。而隨

著近期全球暖化等環保議題發酵，各國紛紛制訂越加嚴格之排碳規範，而 CASE

趨勢中，又以電能驅動(Electric)為先發基礎發展核心，帶動聯網科技、智能駕馭、

共享與服務發展。 

(一)國際淨零排碳政策推動車輛電動化發展 

繼 2021 年全球領袖氣候峰會「2050 年淨零」成為全球熱議之關鍵字，截至

2021 年 12 月 4 日，全球共 136 個國家承諾淨零目標。據國際組織 C40 城市聯盟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統計，其成員國中約有 1/3 溫室氣體排放來

自交通運輸，於淨零計畫目標下，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ICCT)指出各國持續加嚴車輛二氧化碳排放量目標，如歐盟要求 2020 年起在歐

洲境內平均新售乘用車二氧化碳排放量從 120g/km 降至 95g /km；日本則要求

2030 年起降為 74g/km；美國則訂定 2026 年起降至 108g/km；中國大陸為 2025 年

起降為 93g/km。 

此外，為因應減碳趨勢，目前已有超過 20 個國家提出新售車輛全面電動化

時間表，部分國家(地區)具體時間表如圖 1.1 所示。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ICCT)，車輛中心整理 

圖 1.1 各國新售車輛全面電動化規劃 

國際車廠亦配合政策方向，規劃淘汰內燃機(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

車款。根據彭博社彙整各車廠對於淨零目標之規劃(圖 1.2)，多數車廠期望 2050

年前達成淨零目標，已有部分車廠啟動減碳規劃，如 PSA、Volkswagen 等規劃

2025 年禁止內燃機之相關投資，Ford、GM 等設立內燃機淘汰時程。 

https://theicct.org/chart-library-passenger-vehicle-fuel-economy
https://theicct.org/chart-library-passenger-vehicle-fue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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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EF，車輛中心整理 

圖 1.2 各品牌淨零目標規劃 

(二)各國積極推動車輛電動化政策 

基於環保法規及禁售燃油車規劃，各國將電動車視為主要之解決方案，推動

一連串之政策與補助，從消費端與生產端各方面著手，以下簡要介紹歐洲、美洲、

亞洲三大地區相關政策動向。 

1.歐洲 

歐盟 2021 年提出《Fit for 55》計畫，要求 2030 年新車的平均碳排量下降

55%，鑒於 2019 年 Tesla 成為歐洲電動車市場之銷售冠軍，歐洲為避免具百年車

藝科技之本土車廠落後於全球，政策上從消費端著手，以購車補助帶動本土車廠

布局電動車市場。 

德國政府 2021 年提供民眾高達 900 歐元(約新臺幣 3 萬元)於自家車庫安裝壁

掛式充電器之補貼。除此之外，亦提供電動車車主 2030 年前免繳牌照稅，並加碼

2020~2025 年購車之補貼方案提升至 9,000 歐元(約新臺幣 30 萬元)；另規劃 5.5

億歐元(約新臺幣 177 億元)建置充電設施，目標於 2030 年達成 100 萬座公共充電

樁。 

由於 2020 年法國本土車廠 Renault 受疫情影響嚴重，法國總統為拯救本土汽

車產業，同年 6 月斥資 80 億歐元(約新臺幣 2,600 億元)推動振興汽車方案，若以

燃油車汰舊換新轉電動車，補貼金額合計最高可達 12,000 歐元(約新臺幣 39 萬

元)。另一方面，2021 年更加碼斥資 1 億歐元(約新臺幣 32 億元)補助快速充電站

之設立。 

2.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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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 2021 年拜登總統上任後力推綠色新政，目前已簽屬多項行政命令與

幾項重要之宣示，包含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重返巴黎協定、命令聯邦及各州政

府用車(約 64.5 萬輛)全面改用電動車；同年 8 月正式宣布 2030 年美國電動車銷

售占總銷售量 40-50%之目標，近期正積極規劃電動車補助的最新方案，刺激本土

電動車產業發展。 

加拿大於 2020 年投入 15 億加幣(約新臺幣 330 億元)，加速推進零排放公車

與充電基礎設施建置，預計於 2025 年實現 5,000 輛零排放公車與校車目標。在購

車補助方面，加拿大聯邦政府自 2019 年 5 月推出電動車補助計劃以來，截至 2021

年 5 月已發放 3 億美元(約新臺幣 84 億元)用於補貼加拿大人民購買新電動車。 

3.亞洲 

日本首相於 2020 年提出將於 2050 年達成碳中和之目標，及頒布《綠色成長

戰略》，其中，規劃 2035 年禁售純汽油車，提高電動車購車補助，最高可達 80 萬

日圓(約新臺幣 20 萬元)，油電混合車可達 40 萬日圓(約新臺幣 10 萬元)，並將減

碳目標設定為縮減 46%(相較 2013 年)。 

中國大陸第 14 個「5 年計畫」中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25)》

於 2020 年 11 月 2 日正式發布，規劃 2025 年電動車銷售占比達到 20%、公共領

域用車全面電動化、充換電服務網絡趨於便利完整等相關願景。另於 2020 年 4 月

依據中國國務院所公布之規定，由 2020 年後至 2022 年中國大陸政府原則上分別

在上一年基礎上減少 10%、20%及 30%的新能源汽車相關補貼，且限制新能源汽

車在補貼前售價需在人民幣 30 萬元以下(約新臺幣 130 萬元)方能享有補貼。 

印度 2019 年推出油電混合及全電動車製造業實施之補貼計畫 (Faster 

Adop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Hybrid & Electric Vehicles, FAME)第二階段，編列

1,000 億盧比(約新臺幣 370 億元)，著重於二輪、三輪及公車電動化，推動購車補

貼、充電設施補貼、稅收優惠及零組件進口關稅調降等策略。針對電動車關鍵零

件電池，印度政府 2019 年推行鋰電池「分階段製造計劃(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 PMP)」，2021 年 5 月更批准 1,810 億盧比(約新臺幣 670 億元)之國家

先進化學電池(Advanced Chemistry Cell, ACC)生產激勵計畫(Production-Linked 

Incentive, PLI)，藉此提升印度之綠能實力，加速國產化電池之目標。 

二、電動車市場現況與切入模式 

本節簡述電動車市場銷售現況與未來展望，並透過全球電動車銷量現況，以

及國際大廠於電動車市場之切入模式，剖析全球電動車市場現況。 

(一)全球電動車市場預測 

根據彭博社 2021 年報告指出，電動車成長快速，預計在 2035-2040 年間與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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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車呈現黃金交叉，取代燃油車成為主流，預期歐洲地區與中國大陸之電動車普

及速度最快，成長幅度優於全球平均值，是未來最大的兩個市場，東南亞地區與

印度較為緩慢，但仍隨世界呈現成長趨勢。 

(二)全球電動車銷量現況 

2020 年在疫情下，全球電動車(純電動車 B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PHEV)銷

售量仍有高達 47%之成長率表現(圖 1.3)，年銷量達 324 萬輛。2021 年全球電動

車前 9 月銷售達 442 萬輛，EV-Volumes 預測 2021 整年度可達 640 萬輛，年增率

將達 98%。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Argonne、Frost& Sullivan，車輛中心整理 

圖 1.3 全球電動車銷售概況 

統計 2020 年前五大電動車銷售國(圖 1.4)依序為中國大陸(133.4 萬輛)、德國

(40 萬輛)、美國(32.8 萬輛)、法國(19.4 萬輛)與英國(18.1 萬輛)，共占總市場之

75%，其中中國大陸高達 133.4 萬輛，遠高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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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4 2020 年主要國家電動車銷量 

下列分別介紹全球電動車銷售前三大地區 2020 年銷售量、車款及成長或衰

退情形。 

1.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電動小客車年銷量於 2018 年開始成長，加上 Tesla 於中國大陸設立

超級工廠，降低成本與售價以及購車補貼之加成，更使銷量逐年增加，2020 年

Tesla 中國大陸銷售量約 14 萬輛，銷售市占率約 12%，即便受疫情影響卻仍維持

成長趨勢(圖 1.5)，使電動車滲透率也逐漸上升至 5.47%。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5 中國大陸電動小客車年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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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國大陸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圖 1.6)，第一名為較高價的美國車

廠之 Tesla Model 3，第二名為以低廉價格進軍市場之中國大陸車廠宏光 Min Ev，

第三名同為中國大陸車廠之平價寶駿 E 系列。Tesla 於上海設廠後，購車成本降

低，Model 3 成為最暢銷車型。其餘熱銷排行榜，第二、三名則均為中國大陸車

廠，顯示了當地民眾對於中國大陸製造之低廉平價電動車存在大量需求。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6 2020 年中國大陸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 

2.德國 

德國電動小客車年銷量逐年增加(圖 1.7)，因歐盟新車輛碳排放標準之施行及

政府補貼計畫，使得 2020 年全年銷售量達到歷史新高 40 萬輛，電動車滲透率也

躍升至 14%。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7 德國電動小客車年銷量 

2020 年德國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圖 1.8)，第一名為法國車廠 Renault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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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款，第二名為德國車廠之 VW e-Golf，第三名為美國車廠之 Tesla Model 3。歐

洲整體市場前二名仍為歐洲車廠，但美國 Tesla 亦受歐洲消費者喜愛。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8 2020 年德國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 

3.美國 

美國電動小客車年銷量隨著 Tesla Model 3 於 2018 年問世而大幅成長，2019

年因相關補貼政策減少而導致銷售下滑，2020 年銷售量與 2019 年銷售量相近，

電動車滲透率亦逐漸上升至 2.26%(圖 1.9)。 

 

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9 美國電動小客車年銷量 

2020 年美國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圖 1.10)，第一名為美國車廠之 Tesla 

Model 3，第二名為同車廠之 Tesla Model Y，第三名是同為美國車廠 GM Chevrolet 

Bolt，由此可見美國市場對於美國車廠之信心與偏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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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V-Volumes、EV-Sal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10 2020 年美國區域電動車主要車款銷售量 

由上述全球前三大電動車銷售國數據來看，均顯示出各國都對當地國產品牌

之車輛占有相當程度之優勢地位，推測歸因於與當地品牌購車成本較低或民族風

情相關，因此若欲爭取當地市場青睞，考慮於當地布局工廠或與當地品牌結合有

其必要性。 

此外，就各車廠銷量排行來看，統計 2021 年上半年全球車廠市占率(圖 1.11)，

第一名為 Tesla 之 14%，較 2020 年同期增加一倍；第二名為 VW 之 12%，以旗

下 ID 系列搶攻電動車市場；第三名由 GM 與上汽合資組成的寶駿以及五菱品牌

拿下 9%市占率。由於各國際車廠多已規劃於 2020 年後陸續推出新電動車車型，

預計未來各車廠對於電動車市場市占率的競爭將更加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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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V-Volum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11 2021 年上半年全球電動車車廠市占率 

 (三)國際大廠電動車切入模式分析 

根據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分析，目前國際大廠電動車巨擘，依其

切入模式大致可區分為領導廠商、傳統車廠、科技大廠與新創企業等多樣模式(圖

1.12)，除傳統車廠外，電動車之發展提供跨領域業者切入的新契機，以下依序分

別說明。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資策會 

圖 1.12 電動車業者主要切入模式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14 

 

1.領導廠商 

領導廠商 Tesla 電動車有別於傳統車廠供應鏈，主要系統為自行開發設計，，

關鍵組件多直接與零組件供應商接觸，僅少部分透過 Tier 1 或 Tier 2 取得。因其

扁平開放之供應鏈結構，促使新進零組件商更有機會爭取成為電動車產業鏈之

一。銷售面 Tesla 則是透過自營自銷，於美、中、德等國建廠生產，並與在地廠商

一同設立充電設施之合作模式。 

Tesla 應為目前純電動車商業化最為成功之車廠，2008 年發表第一輛雙門雙

座電動跑車 Roadster，為首輛搭配鋰離子電池之車輛，亦為第一輛續航力能超過

200 英里之電動車，後續則陸續推出 Tesla Model 系列各式新車型，就此顛覆了車

輛產業生態，成為電動車發展的領導者。Tesla 以自身掌握電動車核心之電機、電

控及電池三電技術，並整合自動駕駛、軟體導向、空中下載(Over-the-Air, OTA)等

技術革新，帶動整體車輛產業加速朝純電化發展。 

2.傳統車廠 

傳統車廠深耕車輛產業多年，掌握全球主要市占率、銷售通路及保修等，車

廠握有供應鏈主導權，與供應鏈間多已建立多年的緊密合作機制，體系較封閉，

使新加入之供應商較難打入其中。然而，電動車是嶄新之技術領域，即使近年傳

統車廠開始積極轉投入電動車開發，目前尚未建立完整之供應關係，仍以自製為

主，少量委外，試圖沿用傳統車輛供應鏈模式優勢。 

傳統車廠如福斯(VW)、通用汽車(GM)、寶馬(BMW)、賓士(Benz)及斯泰蘭蒂

斯(Stellantis)等，均已宣告將減少內燃機車款開發，加大投資轉型發展電動車。福

斯自 2019 年起推出 ID.3、ID.4 等 ID 系列電動車爭取市場，未來陸續規劃各種車

款推出，試圖以車海戰術拓展市場占有率；通用汽車規劃 2035 年不再生產內燃

機動力汽車，並表示 2025 年前將推出 30 款純電車；寶馬計劃在 2030 年前電動

車銷售占比至少達到 50%，且 2030 年起旗下 Mini 品牌將只發表純電動車；賓士

希望 2030 年半數車型都會是電動車，但尚未設定燃油車退場之時間表；斯泰蘭

蒂斯(Stellantis)預計推出大量電動車款，並規劃投入電池研發與採購，以求減少電

池成本。由上述可見，傳統車廠皆已轉向投入電動車車種之開發，卡位電動車市

場商機。 

3.科技大廠 

科技大廠(如 Apple、Google、Amazon 等)則以自身科技專長切入電動車，擁

有領先全球資通訊產品及軟硬整合技術，惟其缺乏車輛設計與製造經驗，因此生

產需透過委外或合資設廠，亦透過積極網羅車輛產業人才來彌補劣勢。 

Apple 雖以手機、平板、電腦等消費性電子領域知名，事實上 Apple 卻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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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即積極布局電動車市場，擬以手機軟體平台的巨人之姿，發展以軟控硬之

創新電動車，更專門為電動車開發組成「泰坦計畫(Project Titan)」。2021 年陸續傳

出 Apple 找車廠洽談合作，但車廠不願成為代工廠，影響 Apple 研發時程，最終

決定單獨進行電動車之研發，同年 9 月傳出已向汽車零組件製造商請求報價。

Google 則以旗下 Waymo 發展自動駕駛車，積極與車廠合作，將目標鎖定於改裝

車廠電動車成為自駕計程車，提供創新服務；全球最大之線上零售商 Amazon 則

委託 Rivian 代工生產全電動貨車。 

4.新創企業 

自 Tesla 異軍突起打入車輛產業界，在電動車成功經驗，也吸引不少新創廠

商投入，如菲斯克(Fisker)、蔚來(NIO)、小鵬(XPeng)及法拉第未來(Faraday Future)

等新創，希望整合電動、自駕及聯網等前瞻功能，惟其欠缺實際造車經驗與能量，

因此大部分皆選擇走輕資路線，故多以委外代工模式為主，僅有少數為自製。目

前 Fisker 委外部分與鴻海供應鏈合作；法拉第未來委外部分與鴻海及吉利汽車供

應鏈合作；Lucid 建立自有供應鏈；NIO 交由江淮汽車代工。 

雖有 Tesla 從新創公司成為電動車領導廠商之成功案例，然而目前市場上新

創業者未來能否在電動車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獲利進而持續成長，仍有待時間

之驗證。 

三、電動車邁向智慧聯網化發展  

車廠推出之電動車款普遍基本的車聯網系統，車聯網技術能對電動車系統進

行監控與管理，是使車輛越來越智慧化與安全化的解決方案之一；車廠透過車聯

網來掌握電動車之運行參數，在必要時提供診斷以及維修建議，甚至可以透過空

中下載技術以聯網更新之方式來優化電動車系統，藉此提高安全性。除安全層面

之提升，車聯網技術亦為電動車使用者帶來各種便利服務，其中因應電動車之充

電需求，車聯網在能源管理方面之應用服務最為廣泛。此外，為獲得更強大且完

整之車聯網服務以及商業化之考量，各國及車廠在車聯網通訊技術之選擇上也出

現不同的通訊標準，以下將簡要介紹智慧電動車之車聯網發展動態。 

(一)空中下載技術(OTA) 

空中下載技術(OTA)指的是透過網路進行軟體更新或升級，目前在智慧型手

機、平板等消費性電子產品上已獲得廣泛應用，可用以更新作業系統及韌體等，

如蘋果手機用戶能透過 OTA 更新 iOS 系統版本。隨著車輛之智慧化發展，車載

電腦掌控各種車輛功能，車輛將會相當依賴軟體之控制。由於汽車生命週期較長，

OTA 可在不升級硬體的情況下，經由 OTA 更新車載電腦軟體，持續更新車輛之

智慧功能，藉此提升車輛服務品質以及排除故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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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因車輛系統受車輛電腦控制程度較傳統燃油車程度更高，以 OTA 升

級更新軟體的方式將是電動車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Tesla 是最早實現整車 OTA

之車廠，已提供用戶多項功能更新，包含應用程式、地圖、燈光、語音及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之升級服務。如 Tesla Model S 在上市初期 0 到 100 公里的加速時間約

3.4 秒，隨著車廠技術的精進，若車主透過 OTA 對動力控制系統進行升級，加速

度時間可縮短為 3.3 秒，更可進一步改善車輛能耗提升續航里程，此外，在煞車

電腦系統升級後，煞車距離縮短，安全性大幅提升。由於未來智慧電動車輛普遍

運用車載電腦輔助，使 OTA 技術更加被重視，大部分車廠已在 OTA 領域積極布

局，如 BMW 的 iDrive7 系統、Nissan 的 NissanConnect 系統，現代、比亞迪等車

廠也已完成 OTA 部署，Benz 未來將推出 MB.OS，Toyota 則與車用零件大廠 Denso

合作等。 

(二)車聯網通訊標準 

本小節簡述車聯網通訊標準相關發展，並於第三章第二節詳細說明。車聯網

目前有兩種主流之通訊技術，一是短距無線通訊技術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DSRC) ，由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訂定之通訊技術標準；二是蜂窩式車聯網技術(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 C-V2X)，由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訂定通訊技術標準(表 1.1)。 

DSRC 歷經多年發展歷程，技術已成熟且通訊標準明確，並將實際產品商業

化，但受限於路側設施不相容於現有 4G 基地台，需額外架設基地台，發展較為

受限；C-V2X 則基於 4G/LTE/5G 通訊技術開發，聯網能力強大且覆蓋率廣，相容

於現行 4G 及未來之 5G 設施，但發展時間較短，故通訊標準尚持續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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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DSRC 與 C-V2X 比較表 
 

短距無線通訊技術 
DSRC 

蜂窩車聯網技術 
C-V2X 

技術進展 較早發展、較成熟 預計 2020-2022 年間成熟 

支持車廠 GM、JLR、Toyota、Volkswagen 
Audi、BMW Group、Ford、Geely、
Honda、Lexus、Mercedes Benz、
Daimler、PSA Group 

晶片 
技術廠 

NXP、Renesas、Qualcomm、Savari 
Intel 、 Qualcomm 、 Huawei 、
Quectel、Keysight Technologies、
LG Innotek 

頻段 歐美日 5.8-5.9GHz 頻段 相容現行 4G 與未來 5G 頻段 

聯網能力 

 支援車速 200 km/hr 

 反應時間低於 100 ms 

 數據傳輸高於 12 Mbps 

 傳輸範圍 1 km 

 支援車速 500 km/hr 

 反應時間低於 50 ms 

 數據傳輸高於 500 Mbps 

 傳輸範圍高於 1 km 

優勢 
 標準技術成熟 

 歐美日均已有產品 

 共用現有 4G (LTE)網路 

 頻寬大、同步性佳、傳輸距離
遠 

劣勢 
 不相容現有 4G 基地台 

 路側端需架設本地基地台 

 標準處於規劃階段 

 市場經驗不足 

資料來源：3GPP、5GAA、MIC、Frost & Sullivan、Digitimes，車輛中心整理 

以往，DSRC 與 C-V2X 標準的採用一直未有國際共識(表 1.2)，隨 2020 年全

球 5G 技術標準組織 3GPP 完成 Release 16 規範，現在國際車聯網技術發展趨勢

傾向較有發展潛力且能兼容 4G 及 5G 之 C-V2X 標準，目前美國、中國大陸等國

均已明確將其訂為國家標準。 

以各國發展趨勢而言，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在 1999 年開放各式 DSRC 通訊，收集與傳輸車輛與路邊系統

間的訊息，2020 年底 FCC 將 C-V2X 作為未來通訊標準重新分配頻寬。 

GM 使用現有 DSRC 技術，已於 2017 年在少數 Cadillac CTS 車款上商業化；

市場上，Toyota 已宣布暫緩在 2021 年為美國新車安裝 DSRC 的計畫；Ford 計劃

在 2022 年開始在所有新的美國車型中部署 C-V2X 技術。 

歐盟則於 2019 年 7 月投票否決以 DSRC 作為未來歐盟車聯網標準，但歐洲

市場在聯網方向尚未塵埃落定前，Volkswagen 計劃早已從 2020 年初開始在歐洲

廣佈 DSRC 設備；其他如 BMW、Daimler、Audi 與 Volvo 等車廠，均已藉由廣域

C-V2X 與配套基礎設施提供部分 V2X 類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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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主要國家區域車聯網布局 

國家/ 
區域別 

車聯網布局 說明 

美國 

C-V2X 

1. 美國 FCC(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聯
邦通信委員會)將 C-V2X 訂為車聯網通訊標準。 

2. 重新配置 5.9GHz(5,850~5,925MHz)頻段，上緣的
20MHz(5.905-5.925GHz)專用於 C-V2X。 

臺灣 
1. 目前以發展 C-V2X 為主。 
2. 以三大電信業者(中華電信、遠傳及台灣大哥大)為
主，展開與相關車廠的合作規劃。 

歐洲 
DSRC 、 C-
V2X 併用 

多家歐系車廠已展開配套基礎設施，包括 C-
V2X(Audi、BMW 及 Volvo 等)及 DSRC(Volkswagen
等)。 

資料來源：3GPP、5GAA、TrendForce、MIC、Frost & Sullivan、Digitimes，車輛中心整理 

(三)電動車帶動聯網技術普及 

伴隨電動車對於車輛聯網之需求提升，國際大廠積極在電動車上應用車聯網

科技，並展現多種樣態之車聯網服務，推動車輛與周遭環境連結創新營運模式，

為車輛創造嶄新價值，進一步助推車聯網功能普及化。以下分別說明各車廠在車

聯網最新發展動態。 

GM 開發的 OnStar 車聯網系統(圖 1.13)應用於旗下眾多車款，特別針對電動

車提供電能相關之應用服務，駕駛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連接至電動車，進行包

含遠端充電、改變充電模式、充電警報及檢查剩餘電量等操作，同時為車主顯示

續駛里程、計算能耗。 

 

資料來源：GM 

圖 1.13 GM OnStar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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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在 2020 年 7 月推出 My BMW App(取代原有的 BMW Connected App)，

程式專為電動車駕駛設計新功能，提供電動車所需之充電服務資訊，包含監控電

池狀態、充電狀況等，如 App 能在充電期間發生意外狀況即時通知車主，並整合

續航功能，車主能迅速取得至目的地之充電站位置資訊。 

Honda 開發名為 HondaLink 的車聯網服務，透過手機 APP 與車載資訊系統配

對連結，提供資訊、娛樂及安全等服務。HondaLink 可協助電動車車主監控電池

儲量，並在需要充電時提供充電站導航。 

Nissan 開發 Nissan Connect Services(圖 1.14)，可提供遠端檢視汽車之電池充

電狀態、遙控進行充電、查看行駛範圍、紀錄電動車行駛記錄等服務。 

 

資料來源：Nissan 

圖 1.14 Nissan Connect Services 

Ford 首款全球戰略級車型 EVOS，推出全新智慧車聯網架構 FNV(Fully 

Network Vehicle)，FNV 可支援整車 OTA 升級，搭載基於蜂窩車聯網技術(C-V2X)

的車路聯網系統，以及具備 SAE Level 2 駕駛輔助等級的 Blue Cruise 系統。 

Mercedes-Benz 有鑑於未來電動車頻繁使用車聯網以及 OTA 更新軟體，決定

自行開發 MB.OS 系統(圖 1.15)，使用者介面預計於 2024 年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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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aimler 

圖 1.15 Mercedes-Benz 運作系統 

四、智慧聯網電動車之創新應用商機 

從燃油車到電動車不僅是能源之替代改變，決戰關鍵還有智慧化功能，智慧

化不僅聚焦硬體，更需透過異業結盟，以強化軟體服務，如串聯自動駕駛、線上

消費等功能，這集大成的智慧聯網電動車，將帶給我們無限商業想像。目前國際

廠商正逐步規劃智慧聯網電動車之各種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商業模式(圖 1.16)，以下簡要介紹國際上正規劃推動之創新應用案例。 

 

資料來源：各廠商、網路圖片，車輛中心整理 

圖 1.16 各式智慧聯網電動車 MaaS 商機 

(一)Toyota推次世代 e-Palette Concept「移動服務平台」 

Intel 報告指出，2035 年全球自駕車約有 8 千億美元商機，至 2050 年將大爆

發創造高達 7 兆美元的「乘客經濟」，其中涵蓋消費者、商務層面及其他新興無人

駕駛服務(圖 1.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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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l、Strategy Analytics，車輛中心整理 

圖 1.17 全球自駕車乘客經濟服務營收預測 

國際車廠 Toyota 因應 MaaS 趨勢，卯足全力進軍移動服務領域，在 2018 年

消費性電子展(CES)發表 e-Palette 電動自駕概念車，以「移動盒子」為構想，將車

輛定義為多功能全自動移動載具。 

e-Palette 是 Toyota 為實現「移動服務平台」而打造。除能作為自駕接駁巴士

外，當汽車玻璃成為螢幕，炫麗之車輛外觀宛如移動式商業平台，可以因應需求

變身為快遞車、旅館、餐廳、流動市集、實驗室或行動辦公室等用途，預計初期

合作夥伴包括 Amazon、Uber、Pizza Hut 等，展現多元之商用可能性(圖 1.18)。 

 

資料來源：Toyota 

圖 1.18 Toyota e-Palette Concept「移動服務平台」規劃 

(二)Google/Waymo 推全電動自駕計程車，與 Uber、Lyft「搶工作」 

電子工程專輯(EE times)指出，2020 年底美國及中國大陸測試用自駕計程車

加總已超過 500 輛，其中 Google/Waymo 數量最多，係當前自駕計程車服務之領

導廠。 

Waymo 在 2020 年推出第五代「Driver」自駕套件，目前致力大規模改造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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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4 自駕車，旗下的自駕計程車服務 Waymo one (圖 1.19 左)，早在 2017 年底

已悄悄地開進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居民生活中，進行商業模式測試，與 Uber、

Lyft「搶工作」。Waymo one 以往僅提供早鳥測試使用者搭乘，現已開放一般民眾

使用，每週提供數百次全自駕載客服務，目前車輛也已實現車上不再配備安全駕

駛。據媒體 The Verge 實驗，大約 8 分鐘、3 英里(約 4.8 公里)的行程在 Waymo 

One 上需要花費 7 美元(約新臺幣 195 元)，在當地定價與 Uber 與 Lyft 相近，若未

來能順利大規模商用，應有其競爭力。 

Waymo One 以往主要採用 Chrysler Pacifica Hybrid 廂型車改裝進行自駕車測

試。然自 2021 年 8 月 Waymo 宣布在美國加州舊金山之特定服務區域展開自駕計

程車服務，透過與 Jaguar Land Rover 合作，推出配備第五代 Driver 自駕套件的

Jaguar I-PACE 全電動自駕車(圖 1.19 右)，期望為舊金山居民打造豪華、無聲及零

碳排放之電動自駕車隊。 

 

資料來源：Waymo 

圖 1.19 Waymo one 自駕計程車服務 

(三)零接觸防疫需求，新創業者 Nuro自駕電動配送車運輸生鮮物資 

由前 Google 自駕車團隊工程師創立的新創公司 Nuro，係繼 Waymo 之後，第

二間取得加州政府許可，可採完全無人駕駛測試的廠商，是目前推動自駕配送技

術之佼佼者。 

為阻止疫情蔓延，使用自主研發之第二代自駕電動配送車 R2(圖 1.20)，在美

國加州提供醫療設施無接觸送貨服務，協助運輸醫療用品、水及糧食等物資補給。

自駕配送車 R2 特色在於採無方向盤、擋風玻璃及後視鏡設計，時速上限約 25 

mph，車型相較普通房車袖珍，車子寬度僅有傳統車輛的一半，其中並沒有方向

盤或者座位，兩個門打開即是置放物品之區域，全車使用電池作為動力，為保護

行人，車頭在碰撞時會向內縮，車內裝有溫度控制系統，能確保生鮮蔬果之保存。 

因疫情使得無人配送之概念能加速導入市場，R2 目前已開始進行商轉，在美

國德州休士頓的一家 Domino's Pizza 開始進行自駕車配送服務。該地區之線上訂

購客戶可選擇自駕配送車來外送披薩，當配送車抵達後，僅需輸入購買個人識別

碼，配送車就會打開車門交付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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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uro 

圖 1.20 Nuro 自駕配送車 

(四)搶攻工業車輛電動化需求，瑞士電動卡車動能回收系統提升工作效率 

行競科技公司指出，除乘用車之外，商用、工業用車輛及休閒用特殊載具，

總產量約占全球動力車輛總數 68%。由於營建(Construction)、農用(Agriculture)、

礦業(Mining)等產業之工作場合，持續要求降低污染、噪音及營運成本，因此希望

將傳統柴油車改為電動車。顧問公司 McKinsey & Company 報告提到，非乘用車

在電動化後，每輛車之營運成本將有效降低 20%，全球營運車隊的每年總支出可

望減少 300 億美元，可見非乘用車電動化市場龐大。 

2019 年，由 eMining AG 公司開發的礦山電動商用卡車 Elektro Dumper，開

始在瑞士的 CimentsVigierSA 水泥廠協助將石灰石從採石場運至輸送機系統。

Elektro Dumper 全車長 9.4 公尺、寬 4.2 公尺、高 4.4 公尺，電池組重 4.5 噸，電

池容量約 700kWh(約 Tesla 最大電池組 7 倍)，廠商稱其為目前世界上最大之電動

車(圖 1.21)。 

 

資料來源：eMining AG 

圖 1.21 電動卡車 Elektro Du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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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特別的是它安裝的一套剎車動能回收系統，使其來回運行時能源消

耗極小化。經廠商測試結果顯示，Elektro Dumper 空載上坡上山時，卡車自重約

58 公噸，有 90%之電量，而到達山頂時電量約為 80%，當回程時卡車滿載石頭重

量約 123 公噸，由於超過自重兩倍，使得下坡時啟動剎車動能回收系統，能有效

幫助卡車回收獲得能量，故返回到起點時的電量約為 88%(圖 1.22)。 

Elektro Dumper 每天約進行 20 次的採礦行程，並可產生 200kWh 的剩餘能

量，即每年 77MWh，相比於普通卡車每年使用 1.1 萬至 2.2 萬加侖柴油，每年可

減少多達 196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計畫更獲得瑞士聯邦能源局支持。 

 

資料來源：eMining AG 

圖 1.22 Elektro Dumper 動能回收系統示意圖 

(五)汽車共享手機 app 隨租隨還，營運商採用電動車成為主流 

共享經濟盛行，運輸網路業者(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TNC)及車

廠積極開投入拓共享移動服務(圖 1.23)，如常見的 Uber、Lyft 等多元計程車平台

(Ride-hailing/e-hailing)，媒合乘客及司機；以及自行租車駕駛的 SHARE NOW、

iRent 等汽車共享(Car Sharing)服務，提供自由流動式(Free-floating)租借，民眾可

隨時租賃車輛使用並隨處歸還(圖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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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DIGITIMES Research、Master Insight，車輛中心整理 

圖 1.23 車輛之共享移動服務 

 

資料來源：SHARE NOW 

圖 1.24 SHARE NOW 提供自由流動式租借電動車共享 

對於車輛的共享移動服務，採用電動車作為載體是目前主流。有專家認為要

達成真正環保並有效改善氣候與交通堵塞問題，必須實質的共享行為或使用電動

車。 

對汽車共享營廠商而言，使用電動車能節省一系列的成本，如各國購置電動

車多能享有購車補貼或稅率優惠等，亦有國家為緩解交通擁塞問題，執行依車牌

號碼尾碼不同，而有不同上路日期的「限行政策」，然使用電動車可能享有不受此

限制之優待。此外，因電動車係當前各車廠開發之主流載具，未來將持續導入智

慧化、聯網化等各種功能，對車輛的維護與營運服務品質上帶來優勢。 

而對使用民眾而言，由於電動車之售價較高，但經由共享平台，將能短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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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動車車主之一，只需一支能連上網的智慧手機，就可享受高品質的電動車軟

硬體，亦無需考慮車輛維修及充電問題。 

(六)訂閱制模式取代租賃，加速電動車融入你我生活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研究，隨電動車風潮，汽車「訂閱」制服務將有機會改

變汽車銷售模式。在「訂閱」之交易模式中，顧客身份從原先的「消費者」轉為

「訂閱者」，以消費者而言，大多優先考慮商品之價值與費用，然而訂閱者的角度

則係看重商品服務內容及使用「體驗」。汽車訂閱將能讓更多人願意嘗試電動車，

成為一種全新之銷售模式，開創新型態的商機。 

租賃與訂閱兩者間有所不同，如租賃合約通常需要至少兩到四年的長年期，

更須備有頭期款與進行信用查核，若取消也將存在違約罰款問題。此外，租賃期

間用戶只能使用相同一輛車輛。然而，訂閱汽車則涵蓋保險、維修與路邊救援等

服務，訂閱時無須負擔大額頭期款，提供民眾更多元之選項。 

美國新創公司 Steer，正提供線上訂閱電動車服務(圖 1.25)，藉此加速電動車

導入市場。舉例來說，民眾只要事先通知 Steer，公司將透過如禮賓服務的方式將

新車送上門。顧客能透過 Steer 訂閱現今最流行電動車款，可於平日通勤駕駛 Tesla 

Model X，若開膩了周末想轉換心情，也可改訂閱 Audi e-tron 開出門兜風。 

 

資料來源：Steer 

圖 1.25 電動車訂閱制服務 

五、小結 

全球車輛產業朝向 CASE 發展，在各國淨零碳排的政策目標之下，採用電動

車作為載具已是大勢所趨，而車輛之聯網及自動駕駛功能等需求，與亦隨電動車

普及而相輔相成，集結 CASE 大成於一身之智慧聯網電動車，未來又能延伸各種

創新商業模式，逐步改變民眾用車之模式。 

(一)汽車產業以電動車為核心發展，重新分配汽車價值 

電動車帶動傳統汽車產業轉型，傳統車廠皆已逐步體認汽車產業正面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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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傳統汽車使用的石油能源將被電能等新能源取代，全新的電動車產業將帶動

汽車價值之轉移。 

根據 PwC Strategy&的 2019 年《數位化汽車報告》預測，至 2030 年傳統汽

車產業的車輛銷售、車輛維修、零組件，以及其他服務項目之利潤占比將從目前

的 70%降低至 55%，而非傳統汽車產業的利潤占比將從 5%成長至 25%。隨著汽

車電動化之發展，馬達取代引擎成為主要動力來源，傳動系統的變速機構被電機

控制的減速系統代替，與此關聯的一系列零組件需求下降，將使超過 1 萬件的傳

統零組件失去主要訂單。取而代之的是增加約 2,000 件電動車所需之零組件，例

如馬達系統、電池組等電動車關鍵零組件。汽車產業跳脫由動力、傳動、車體組

成的傳統架構，全球轉而邁入電動車智慧聯網趨勢，帶動電池、軟硬體平台、娛

樂資訊系統、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車

聯網及自動駕駛等各式技術需求，為百年車輛產業帶來無限商機。 

(二)業者切入電動車之四種模式，創造全新產業鏈 

電動車提供跨領域業者打入車輛產業之機會，目前國際電動車大廠，依照其

切入模式可區分為領導廠商、傳統車廠、科技大廠與新創企業四種模式，領導廠

商 Tesla 開放之供應鏈系統結構，促使零組件商有機會爭取切入電動車產業鏈；

傳統車廠在電動車這個嶄新之技術領域，尚有待重新建立完整之供應鏈體系；科

技大廠以自身科技專長發展電動車，生產則需透過委外或合資設廠；新創企業以

委外代工模式建立全新之自主供應鏈。四種不同背景的切入業者創造百家爭鳴之

電動車產業，亦為零組件以及資通訊廠商帶來龐大商機。 

(三)車聯網及自動駕駛降低售服零件需求，影響車輛設計 

因聯網化使車輛對軟體的依賴程度增加，透過軟體監控車輛系統成為顯學，

這些訊息可以讓駕駛輕易了解車輛狀況，以及實際需要的車輛維修項目，並在零

組件故障造成車輛損害前做出預防性維護，避免高昂的維修費用，同時智慧駕駛

輔助軟體(如剎車輔助系統)亦會減少車輛零組件之磨損及更換頻率，達到壽命增

加的效果，這將影響傳統消耗性零組件的售服需求。電動車亦改變汽車產業的服

務及銷售模式，電動車保養及維修的次數較傳統燃油車輛少，在維修檢測時銷售

替換零組件之經營模式將會因電動車逐漸沒落。以軟體開發為重點的電動車平台

帶動軟體通路行銷模式，經由 OTA 軟體更新將讓電動車更加聰明且智慧化，帶

來創新服務。 

(四)電動車激發創新商業模式，影響車輛「擁有」的概念 

在汽車聯網化及共享化之趨勢下，「擁有」汽車的所有權已非必要，取而代之

為「使用」服務之需求提升，諸如各式車載資通訊系統及車用娛樂等。未來車輛

跳脫個人移動範疇，從「擁有」車輛的概念，轉為近似共享模式，共享車輛又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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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創新的汽車「訂閱」服務，改變汽車產業生態。訂閱有別於購買，價格非首

要考量，商品服務內容及使用體驗受到訂閱者之重視，新創公司提供訂閱車輛的

服務，讓更多消費者願意嘗試電動車，成為一種全新之銷售模式。 

綜上，車輛電動化已成為構成智慧車的「DNA」，帶來嶄新之產業生態系。隨

著車輛聯網功能需求增加，國際車廠已緊鑼密鼓之布局車聯網關鍵技術。在聯網

及自駕車技術逐漸發展的同時，亦將衍生各種創新商業應用，汽車產業已進入智

慧聯網電動車時代，面對未來趨勢，臺灣能否加入國際車輛產業之競爭舞台，創

造第二座護國神山，相信目前正是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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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動車技術發展現況與臺灣發展之挑戰 

一、國際電動車整車廠技術布局規畫 

近年來，全球各國相繼發布公告，載明車輛電動化時程，成為車輛產業轉朝

電動化發展之一大助力，有助於汽車製造廠電動化轉型。本節將針對國際車廠在

電動車之發展脈動與未來規畫，以及技術布局方向進行分析。 

(一)車廠電動車型規劃 

全球前 20 大車廠中，已有 18 家車廠表示將加速電動車轉型，並分別提出具

體之電動車銷售占比、銷售目標、車款數量，可參見全球車廠規劃藍圖(圖 2.1)，

依據藍圖，2021 年起將是電動車逐漸出現於市場時期，整體規劃以 VW、Ford、

Stellantis 等最積極，多數車廠預計於 2025 年達 20~50%的電動車銷售占比，2030

年達 50%以上銷售占比，徹底展現出車廠對於電動市場充滿信心。 

 

資料來源：IEA Global EV Outlook 2021，車輛中心整理 

圖 2.1 全球車廠規劃藍圖 

依照國際車廠電動車規劃推出的順序(圖 2.2)，從歐系(VW、PSA)開始，美系

(Ford、GM)緊跟在後，其後為日韓(Toyota)車系之導入，整體布局已到 2030 年。 

歐系車廠 VW 以 ID 系列進入電動車市場，近年定位在平價之車款，試圖取

得國民電動車之地位，僅 2020 年就宣布推出 20 款電動車，並預告將在 2025 年

超越 Tesla ；PSA 集團針對旗下車款陸續採用電能系統，商用車亦納入規劃中，

2020 年下半年 PSA 與 FCA 合併組成新公司 Stellantis，並於 2021 年斥資 300 億

歐元投入電動車開發。 

美系除 Tesla Model 系列外，尚有 Ford 投入電動車市場，除小型車外，2021

年攜手韓國電池 SK Innovation 在美國建立電池廠，預計於 2022 年推出純電動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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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F-150 Lightning，並要求 2030 年電池容量至少達 240GWh；同屬美系之 GM 於

在 2020 年底表示將加碼 70 億美元加速品牌電動化，預期 2023 年以前推出 20 款

純電動車。 

日韓地區以日系 Toyota 為首，預計於 2025 年全車系電動化，2021 年 9 月宣

佈投資 1.5 兆日圓於電動車的電池上，目標使電池成本在 2030 年可減少 50% ；

韓國 Hyundai 規劃於 2025 年以前推出 44 款電動車，實現 67 萬輛新能源車年銷

售目標，擠身全球前三大新能源車廠。 

 

資料來源：車廠官網、IEA、Marklin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 國際車廠電動車規劃藍圖 

(二)技術布局重點著重提升續航力及降低電池成本 

目前全球車廠積極推出電動車產品，而電動車的續航里程更是消費者在選購

電動車之關鍵因素，畢竟現階段之充電設施，尚未如加油站的普及與便利，故車

廠皆致力於提升電動車在單次充飽電能的最大行駛里程，以解除使用者對於電動

車續航力不足所產生之里程焦慮。 

而隨著車廠投入資源加緊研發，以及電池產業技術日益增進，電動車之續航

力將逐漸增加。根據 BloombergNEF 資料顯示，全球熱銷市場電動車的平均續駛

里程，從 2010 年的 166 公里，提升至 2020 年的達 379 公里，平均年提升率達

128%。其中，第一大銷售市場亞洲地區(Asia)，電動車之續航力，已從 2010 年的

100 公里，提升至 2020 年的 400 公里，且預估 2021 年後可望朝 500 公里以上邁

進。相信未來隨著各車廠電動車之續航力大幅增加後，將加速全球電動車大量普

及(圖 2.3)。 



 第二章  電動車技術發展現況與臺灣發展之挑戰 

31 

 

單位：美元/kWh 

 

資料來源：BloombergNEF 

圖 2.3 電動車續航里程演進 

根據國際調研機構-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表示，近年電動車所搭載

的動力電池，其生產成本持續顯著降低，且諸多電動車新興車廠與轉朝發展電動

車產品的傳統車廠，相繼提出規電動車動力電池製造廠或電池專用生產線等相關

投資規劃，將加速電動車動力電池成本下降(圖 2.4)。另 BloombergNEF 發布之

「Mobility Transition- Outlook for Electric Vehicles and Charging Infrastructure」報

告微粒，其指出鋰電池組成本由 2010 年 1,191 美元/kWh，降至 2020 年 137 美元

/kWh，下降幅度達 89% (圖 2.4)。另 BloombergNEF 根據萊特定律(又稱為學習曲

線效應)估算，預計鋰電池組製造成本將於 2024 年起降至 100 美元/kWh 以下，且

於 2035 年成本僅 45 美元/kWh，較 2024 年成本減少 51%(圖 2.5)。 

 

 

資料來源：BloombergNEF 

圖 2.4 電動車鋰電池成本逐漸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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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EF 

圖 2.5 未來電動車電池成本推估 

此外，根據歐洲運輸環境聯合會 (European Federation for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委託 BloombergNEF 研究資料推估，自 2026 年起，C 級距(C-segment)

電動車之生產成本將與採用化石燃料的內燃機車輛相近；而自 2027 年起，歐洲

地區之電動車製造成本將低於傳統燃油車量(圖 2.6)。 

 

資料來源：Transport Environment 

圖 2.6 電動車生產成本逐漸下降走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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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動車平台趨勢 

由於電動車物理結構簡單，且搭載大量的電子資通訊元件及 IC 晶片，且以

電能方式進行驅動，就如同具備驅動能力的智慧型行動裝置，適合採取軟體整合

硬體方式，整合車輛各式資通訊元件與訊號，有助建立車輛之作業系統，以提供

車輛進行系統升級、維護及各式警示偵測。 

目前國際車廠，已積極發展上述所提之軟硬體整合技術，又稱為「軟體定義

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之發展趨勢。如美國知名電動車大廠 Tesla，

發展空中下載技術，讓汽車不用進廠、不用人力改裝，即可透過 OTA 方式進行系

統更新，同步提升電動車功能與性能。 

傳統汽車大廠已由燃油車製造轉將重心朝生產電動車產品，並因應不同車款

所對應不同尺寸、價格及相關組件等，紛紛朝共用平台及標準模組化發展，以簡

化生產製程、降低車輛開發成本。目前全球多數車廠，多以電動車模組化(底盤)

平台生產電動車，如 VW 開發 MEB 平台、通用開發 Ultium、PSA 開發 e-CMP 及

雷諾日產三菱開發 CMF-EV 平台等(圖 2.7)。而車廠亦可將此平台權限開放給其

他車廠，成為電動車共用平台，以創造經濟規模效益，導致更顯著的成本下降。 

 

資料來源：Digitimes，車輛中心整理 

圖 2.7 國際車廠電動車平台未來發展規劃 

二、國際電動車整車、系統與零件技術趨勢 

本節聚焦未來電動車的平台、動力系統、功率元件與電池技術之發展趨勢。 

(一)電動車平台設計開發方向 

在電動車之開發過程中，是沿用傳統內燃機汽車的平台，或是開發全新之電

動汽車平台，各家車廠都有其考量。美國密西根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UMTRI)將

其歸納成以下兩種開發概念： 

1.電動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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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EVD(Adapted Electric Vehicle Design)：改造成電動車。 

(2)NEVD(New Electric Vehicle Design)：設計新電動車。 

2.電動車平台 

(1)AEP(Adapted Electric Platform)：改造傳統汽車平台。 

(2)NEP(New Electric Platform)：開發全新電動車平台。 

在傳統汽車平台上通過改造而成之電動車，雖然在製造成本上可得到較好的

控制，但是亦受到許多侷限，例如電池之擺放及容量大小、馬達之輸出功率等，

都受到原有空間配置之影響，而降低電動車之續航里程及動力優勢。全新開發的

電動車平台可解決上述的問題，但是所需投注的成本將大為提高。圖 2.8 為兩種

電動車平台之比較。 

 

資料來源：UMTRI，車輛中心整理 

圖 2.8 兩種電動車平台之比較 

根據 AEVD、NEVD、NEP 與 AEP 的組合，可以得到三類電動車平台(圖 2.9)。

A 類(AEVD-AEP)車廠為福特(Ford)、奧迪(Audi)、賓士(Benz)等；B 類(NEVD-AEP)

車廠為日產(Nissan)、豐田(Toyota)與通用(GM)；C 類(NEVD-NEP)車廠為特斯拉

(Tesla)、BMW 等。此外，A、B 兩類車型以混合動力電動車(HEV)、插電式混合

動力電動車(PHEV)居多，但仍有部分純電動車，C 類則皆為純電動車(B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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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MTRI，車輛中心整理 

圖 2.9 電動車平台設計之分類 

隨著各國減碳政策年限之逼近。眾多車廠也漸漸往 C 類方向移動，如圖 2.10

所示。如福斯在 2015 年啟動 MEB(Modular Electric Drive Matrix)全新電動車平台、

Benz 啟用了 EVA(Electric Vehicle Arch-itecture)電動車模組化平台，及 BMW 開發

FASR(Flat Battery Storage Assembly)電動車平台，以上為 C 類的新平台；日產亦

在 2016 年宣布啟動新平台，由 B 類往 C 類移動；雪鐵龍(Citron)則是由 A 類往 B

類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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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MTRI，車輛中心整理 

圖 2.10 電動車設計-平台版圖遷移情況 

由於電動車之版圖都漸漸往 C 類平台靠攏，使得電動車研發製造之成本越來

越高，也越來越花時間，因此大多數車廠或集團都改採用聯盟策略，發展電動車

共同平台來降低成本及縮短研發日程。例如福特加入福斯的 MEB 平台、本田的

Architecture 平台則搭載通用汽車的 Utium 電池技術、豐田與速霸合作發表的 e-

TNGA 平台、雷諾/日產/三菱(RNM 聯盟)的 CMF 模組化平台，及起亞採用現代集

團的 E-GMP 平台等，圖 2.11 為 CMF 模組化平台之示意圖，藉由四組模塊：引

擎室、前車底、駕駛艙與後車底以組合成多種類型之車輛。 

 

資料來源：UMTRI 

圖 2.11 CMF 模組化平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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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合一動力系統成為主流 

電動車類型多元，但其動力系統皆有驅動馬達(Traction Motor)、減速器

(Reducer)及逆變器(Inverter)三大類零組件。電動車性能之良莠，端看製造商是否

能有效整合此三者的配置。 

早期電動車之動力系統，其驅動馬達、減速器與逆變器皆為分開設計，以雪

佛蘭的 Bolt 為例，如圖 2.12 所示，其動力系統之各重要零組件皆為個別設計，

整體外觀較龐大且笨重，而管線眾多且複雜，不僅易造成能量之損耗，許多高壓

電纜之外露，對安全性亦可能造成影響。 

 

資料來源：WeberAuto 

圖 2.12 雪佛蘭 Bolt 動力系統 

為改善上述之缺點，電動車之動力系統不斷的演進，馬達定子線圈之繞線方

式改良、馬達轉子材料選用與設計之改善，及功率元件材料不斷的創新，目前已

經可以將該系統整合馬達、減速器及逆變器這三個動力系統零組件，共用殼體及

散熱管路形成單一機組。資料來源：NIDEC 

圖 2.13 為日本電通(NIDEC)所生產之三合一動力系統(E-ALEX)，可見其整合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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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IDEC 

圖 2.13 日本電通之三合一動力系統 

目前則更進一步的將車載充電器 (On Board Charger, OBC) 、變頻器

(Converter)、接線盒(Junction Box)與配電器(Power Distribution Unit,PDU)等零組件

整併到動力系統上，藉由共用電壓/電流轉換、散熱系統來增加整體效能及安全性，

使得車輛空間之配置更靈活。圖 2.14 為日產新一代 Leaf 所搭載之四合一動力系

統(e-Powertrain)。 

 

資料來源：Nissan，車輛中心整理 

圖 2.14 日產之四合一動力系統 

未來充電用之通訊設備(Electric Vehicle Communication Controller, EVCC)、整

車控制器(Vehicle Control Unit, VCU)、冷氣壓縮機(A/C Compressor)與電池加熱系

統(Battery Coolant Heater)等零組件都有可能整合到動力系統上。亦有將動力系統

與高壓電力系統分開之配置方式，例如特斯拉的 Model 3。緊緻型的多合一動力

系統是未來之趨勢，各種配置之方式亦趨多元化，最終將視車廠及電動車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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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考量。 

(三)功率元件為電動車電能驅動之核心 

功率元件為電動車電能驅動之關鍵零組件，其應用在電動車內包含控制馬達

的逆變器(Inverter)、升/降壓整換器(DC/DC Converter)及車載充電器(On Board 

Charger, OBC)，而車外則為交流及直流充電樁(Electric Vehicle Supply Equipment, 

EVSE)，是電子裝置的電能轉換與電路控制之核心。 

功率元件可分為功率離散元件與功率積體電路兩大類，而功率離散元件又可

細分為二極體(Diode)、電晶體(Transistor)與閘流體(Thyris-tor)三類，如圖 2.15 所

示。 

 

資料來源：富邦證劵，車輛中心整理 

圖 2.15 功率元件分類 

其中，電晶體為電動車主要運用之功率元件。電晶體之功能為「放大」與「開

關」，電晶體又可以在分為雙極性電晶體(BJT)、金氧半場效電晶體(MOSFET)與絕

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這三種電晶體之特性說明如下，表 2.1 為三種電晶體之

特性比較： 

1.雙極性電晶體(BJT) 

是最早被拿來應用於馬達轉速控制之電子元件，但此元件最大缺點為會因為

溫度上升的影響而導致元件特性下降，電流可控制之範圍不夠寬廣，目前已很少

採用。 

2.金氧半場效應電晶體(MOSFET) 

因其特性之關係，切換頻率範圍寬廣，而且受溫升影響的程度也不像 BJT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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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今多作為車用電子的功率放大器使用。 

3.絕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 

電壓控制元件，是由 BJT 與 MOSFET 組成之複合式功率元件。兼有 MOSFET

的高輸入阻抗與 BJT 的低導通電組兩方面優點。廣泛應用在 600V 以上的電動車

馬達控制上。 

表 2.1 BJT、MOSFET 與 IGBT 特性比較表 

特性 BJT MOSFET IGBT 

控制方式 電流 電壓 電壓 

驅動電路 複雜 簡單 簡單 

輸入阻抗 低 高 高 

驅動功率 高 低 低 

開關速度 慢 快 中 

操作頻率 低 快 中 

安全操作區域 窄 寬 寬 

飽和電壓 低 高 低 

資料來源：電子產品世界，車輛中心整理 

上述功率元件大都為矽(Si)半導體。由於材料物理極限關係，功率元件還需要

耐高電壓、耐高溫與降低單位面積阻抗等要求，需改採用寬能隙半導體材料如碳

化矽(SiC)或氮化鎵(GaN)替代。其中，SiC-MOSFET 的寬能隙(Wide Band-gap)比

現有的 Si-MOSFET 寬 3 倍以上，可承受 10 倍以上之電壓，多用於在電動車的逆

變器、車載充電器上。 

圖 2.16 可看出由 SiC-MOSFET 可兼顧耐高壓與低電阻，且 MOSFET 在原理

上不會產生尾電流，可取代 Si-IGBT，將大幅減少開關之損耗，從而降低散熱之

需求，同時也能做到 Si-IGBT 所不能做到的高頻驅動，晶片面積亦相對縮小，對

於逆變器或車載充電器等零組件的小型化有所幫助。圖 2.17 各類功率元件應用與

定位為應用在電動車的功率元件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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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OHM 

圖 2.16 Si 半導體與 SiC 半導體之耐壓範圍比較 

 

資料來源：Digitimes 

圖 2.17 各類功率元件應用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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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電動車未來發展趨勢，碳化矽功率元件展現出強大之優勢，目前 Tesla 

Model 3 長程版的車款中，其逆變器即由 24 個 SiC-MOSFET 所構成，續航力較

其他同級車款具更佳的表現，達 560 公里。未來碳化矽功率元件在電動車之應用

將愈來愈普及。 

(四)動力電池廠商積極研發新技術 

以電動車之製造成本而言，電池就占 30~35%，其次為驅動系統約占 20~30%，

相當於超過三分之一的成本來自動力電池，此亦是電動車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

一。三元鋰電池及磷酸鋰鐵電池是目前動力電池市場之兩大主流，此兩種規格的

動力電池各有其優缺點，僅適用於不同產品或是環境之區別。 

目前磷酸鐵鋰電池能量密度僅達到 150Wh/kg 左右，而三元鋰電池能量密度

已接近 300Wh/kg，且還有提升空間。能量密度對於電動車影響很大，可減輕車輛

的重量，增加續航力，增加空間配置之彈性。但三元鋰鐵含有高價之原料鈷及鎳，

使得其成本一直高居不下，而鈷之採集過程會對環境造成汙染，而鎳金屬也日漸

短缺之跡象，就長期發展而言，亦是不被大眾所能接受的電池選項。在 2021 年消

費電子展(CES)上，三元鋰電池最大的供應商 Panasonic 表示將投入開發不使用鈷

的電池。特斯拉則是使用產品區隔的方式來選用電池：較低價車款採用磷酸鐵鋰

電池，三元鋰電池則用於長程版車款。 

近年，產業界就提出「固態電池」之構想，固態電池內部沒有液態電解質，

而是固態電解質，如圖 2.18 所示。固態電池之整體結構與傳統鋰離子電池相似，

充放電方式亦大同小異，但因不含液體成分，所以電池內部更緊密，體積更小，

重量較輕，能量密度增加。能量密度理論上可提升二倍以上，功率密度則是三倍

以上。 

而固態鋰電池所需監控之溫度及電流感測器變少，使得電池管理系統(BMS)

的體積更小，底盤能空出更多空間放置電池，讓電動車續航力大增。另固態電池

的充電速度比鋰離子電池快，亦沒有腐蝕性的問題，壽命更長。關於工作溫度，

固態電池具有熱穩定性，亦不會在低溫凍結，對在中高緯度行駛的電動車，確保

其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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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OYOTA 

圖 2.18 固態電池與鋰離子電池之比較 

然而，固態電池尚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固態電池的內部構造緊密，容

易受到熱脹冷縮的影響，若設計不當，可能會造成內部結構的裂化；化學反應產

生的沉積物會影響到電池之充電效率及安全性的問題還有待解決。此外，固態電

池成本高昂且不易量產更是重要關鍵。目前豐田、特斯拉與美國電池新創

QuantumScape 等都在積極的研究固態電池技術，臺灣的鴻海亦預計於 2024 年投

入使其量產，若固態電池順利導入車用市場，將有望製造續航力超過 1 千公里之

電動車。 

三、國際電動車充電標準發展現況與技術趨勢 

世界各國為加速電動車普及，都致力於充電基礎設施之建設，來提高電動車

充電之便利性。但各個國家的電網在電壓、頻率等電氣特性都存在差異，使得各

國制定之充電系統標準並不一致，造成充電介面難以統一、通訊協議無法相容的

問題；而電動車製造商卻有迫切充電系統標準相容之需求，來降低車輛之開發成

本。因此，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便制定

電動車充電系統標準，使得世界各國在制訂電動車充電系統標準上有依循之參

考。 

隨著高能量密度電池芯陸續發表，新型電動車得以不斷加大動力電池組容

量，雖然解決續航里程的問題，但同時也突顯充電時間延長的問題。因此，如何

縮短充電時間之技術，便成另一個必需努力克服之目標。 

(一)電動車充電系統分類 

電動車的充電系統可分為兩大類，如圖 2.19 所示。 

1.交流充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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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車載充電器(On-Board Charger, OBC)。透過 OBC，將交流電轉成直流電後，

對車上電池充電。受限於車內的安裝空間，OBC 之功率無法過大，一般額定功率

在 3.3kW~22kW 之間，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將電池充飽，屬於慢充系統。 

2.直流充電系統 

即外部充電設備(Off-Board Charger 或 Electric Vehicle Supply Equipment, 

EVSE)。藉由 EVSE 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升壓後直接對車上電池充電。外部

充電系統不受空間限制，額定功率可達 350kW 以上，大幅縮短充電時間，屬於快

充系統。 

交流充電系統已在家庭、公共停車場與工作停車場廣泛使用(如 PHEV、

BEV)。然直流充電系統主要是公共場所、商業區域設置充電樁或充電站，此需專

用電力基礎設施跟大量的投資。 

在交流充電系統的最高額定功率下充電 1 個小時左右，可增加 100km 的續航

里程。相比之下，直流充電系統在 10 分鐘內就可提供相同之續航里程。 

因此，要縮短燃油車轉換到電動車之週期，需建置大量的外部充電基礎設施，

以推動電動車之成長步伐。外部充電基礎設施不僅在數量上需增加，在額定功率

上亦需提高，以減少充電時間，才能對應不斷增加電池容量之電動車。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Consulting，車輛中心整理 

圖 2.19 電動車充電設備示意圖 

(二)電動車充電系統規格 

目前電動車充電使用的交直流系統都屬於接觸式的充電，即須藉由充電槍、

充電介面與動力電池連接後進行充電。交流充電系統多設置於私人的領域，較無

充電槍與充電介面等問題。而直流充電系統卻多屬於公共設施，如果各個汽車製

造商使用之充電座與充電介面未能相通，則續航里程焦慮的問題還會延續。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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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統一的充電規格問題。  目前國際上採用的介面狀況是以聯合充電系統

(Combined Charging System, CCS)為主流，如歐盟使用 CCS2 介面，美國與臺灣則

使用 CCS1 介面，中國大陸亦有趨向使用 CCS 規格的態勢，特斯拉則宣布在歐

洲、臺灣及中國大陸不再使用特斯拉專用規格(Tesla Proprietary Connector, TPC)充

電介面。圖 2.20 為目前世界各國採用充電環境的情況。 

 

資料來源：F&S Global，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0 各國採用充電環境之情況 

因充電過程使用之通訊協議不同，目前國際上漸趨兩種主要充電系統規格： 

1.聯合充電系統(Combined Charging System, CCS) 

此由歐洲與美國的汽車製造商與外部充電設備 EVSE 製造商等相關業者

(CharIN)共同開發並推廣的直流充電協議。CCS 系統使用 IEC、ISO 與 SAE 之標

準，支援交流充電(單相與三相)與直流充電，提供 200kW 以上的直流充電能力，

預計會發展到 350kW 以上。 

因區域電網環境的關係，CCS 規定兩種直流充電介面，CCS1(Combo1)與

CCS2(Combo2)兩種規格，在原來交流充電介面 Type1 與 Type2 的基礎上，增加

一個直流電流的雙端子插座，如此便可同時進行直流與交流的充電，分別由美國

及歐盟國家使用。 

臺灣之電網環境因與美國相仿，加上考量消費者意見與政府建置功效，並且

與國內原有之充電站相容性，因此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廣聯盟建議

使用 CCS1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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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deMO 充電系統 

此由日本之汽車製造商與相關業者於 2010 年推動之電動車充電協議。該協

議亦參考 IEC 的標準，並定義使用專用的充電槍與充電介面。從 2010 年至今，

CHAdeMO 已發展到 CHAdeMO 2.0，分別提供 200kW/500V 與 400kW/1000V 的

直流充電能力。CHAdeMO 未來的目標是發展 900kw 的充電設備(CHAdeMO 3.0)。 

CHAdeMO 亦與中國大陸電力企業聯合會(CEC)共同開發超高功率充電系統

標準–Chaoji(超級)，此合作案目標要成為世界超快速充電器協議。 

(三)交流充電系統之發展 

交流充電的車載充電器(OBC)是目前所有插電式油電混合車(PHEV)及純電

動車(BEV)之標準配備。車載充電器主要是由功率電路與控制電路組成，可依據

車上之電池管理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提供的數據，動態調節充

電電流或電壓參數，完成充電過程。在電動車的 CAN 通訊架構上，車載充電器

是其中一個節點，經由 CAN 與整車控制器(Vehicle Control Unit, VCU)做數據交

換，如圖 2.21 所示。 

 

資料來源：ARROW，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1 車載充電器在電動車上之位置 

隨著電動車之續航里程提升(350~500km)，動力電池電量普遍大於 60kWh，

傳統的 3.3kW 與 6.6kW 車載充電器將使電動車充電時間拉長，擴充車載充電器

功率才能獲得改善。目前車載充電器有許多不同之設計，但設計的主要考量亦為

如何權衡功率、成本與重量。汽車製造商須根據整車的要求設定適當的充電功率，

表 2.2 是目前量產的電動車所搭載之車載充電器功率與車載儲能所呈現的續航里

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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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家電動車型的交流充電功率與續航里程比較 

車型 
OBC 功率 

(Phases/kW) 
車載儲能 

(kWh) 
續航里程 

(km) 

Tesla Model S 3/22 85 480 

Nissan Leaf 2017 1/6.6 40 400(JC08) 

BMW mini-E 1/19 35 160 

Renault Zoe 3/43 22 210(NEDC) 

資料來源：各車廠公布資訊，車輛中心整理 

目前已發展出四個通用功率等級來對應不同的交流電源。其中 3.3kW 與

6.6kW 功率已為充電器之基本單元，組成所有功率等級的充電器，11kW 與 22kW

的充電器亦是由三個基本單元組合，如表 2.3 所示。 

表 2.3 車載充電器通用功率等級 

功率等級 
(kW) 

交流電源 
(Phase/V/A) 

配置 

3.3kW 1/120/30A 1 個 3.3kW 轉換器 

6.6kW 1/240/30A 1 個 6.6kW 轉換器 

11kW 3/440/15A 3 個 3.3kW 轉換器 

22kW 3/440/30A 3 個 6.6kW 轉換器 

資料來源：安森美半導體 

為提升充電功率並同時降低車載充電器之成本、重量與體積，將充電器與馬

達驅動器整合成一體是解決方法之一。電動車充電與馬達的驅動並不會同時發

生，因此共用功率元件，可使充電器與驅動器更有效率配合。 

(四)直流充電技術發展 

直流充電系統的充電站之所以充電時間較快，主要是它能提供 50kW 以上之

輸出功率，平均僅需 30 分鐘的時間就將可電動車補充到 80%之電能，此主要是

取決於內部的功率元件模組。 

在新型的充電站中，要提高輸出功率來滿足快速充電，都是採用並聯模組化

的電源轉換器設計，來節省充電站空間，且能最佳化充電站之充電效率與能量密

度。 

以圖 2.22 中 CCS 充電站之系統架構而言，兩條充電路徑分別對動力電池充

電，一條是電網直接輸出交流電連接到車上之車載充電器，一條是經由充電站之

充電系統，系統內有內有 AC/DC、DC/DC 轉換器及 PFC 功率因數校正來調節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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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功率，再經由充電介面連接到動力電池，由於這些轉換器不在車上，所以能設

計出更高功率之充電設備，讓充電更快速。 

 

資料來源：EDN Taiwan，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2 充電站架構 

增加充電站能量密度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要選取合適之系統架構與功率元件。

早期皆為使用矽絕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來做系統之功率元件。然而，自 2015 年

碳化矽(SiC)導入車用零件後，後續之研究與市場驗證，都指出碳化矽元件之應用

效能比矽基元件優異，並得以有較高之輸出功率與能量密度，同時縮小系統尺寸，

使得充電站內的轉換器模組化變為可能，造成直流充電設施能更加靈活的布局與

大量擴展。 

(五)無線充電技發展 

無線充電的原理是在發射端將電能轉換成電磁波後發射，接收端接收到電磁

波後將其轉換成電能，為進行中電動車無線充電(圖 2.23)。目前有四種應用方式：

電磁感應方式、磁場共振方式、電場耦合方式與無線電波方式，表 2.4 比較四種

無線充電應用方式。 

 

資料來源：7 CAR 

圖 2.23 電動車無線充電示意圖 

無線充電系統可提升電動車充電的便利性，達到即停即充，且無線充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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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間需求較低。若是磁場共振方式，可以做到邊走邊充，解決續航里程焦慮。

但無論何種充電方式，其充電功率低，不超過 10kW，這與交流充電系統相差無

幾，且能量轉換之效率還比有線方式低。此外，一套無線充電設備成本約為普通

充電站的 5~6 倍，由於裝置埋在地下的緣故，維護成本亦不低。 

目前無線充電系統大都是以電動巴士、商用租賃車或是共享車為發展主力。

至於一般乘用車，仍尚未普及。 

表 2.4 無線充電方式比較 

應用方式 電磁感應方式 磁場共振方式 電場耦合方式 無線電波方式 

原理 

    

大功率化 ○ ○ ◎ △ 

效率 
○ 

(~90%) 
△ 

(~60%) 
○ 

(~90%) 
╳ 

傳輸距離 
╳ 

(~數 cm) 
○ 

(~數 m) 
╳ 

(~數 cm) 
○ 

(~數 m) 

優點 

1. 結構簡單  

2. 可小型化 

3. 成本低 

4. 高效率 

適用長距離傳輸 

1. 不易受到擺
放位置偏移
影響 

2. 供電部位發
熱量低 

可進行數公尺
的長距離充電 

缺點 

1. 傳輸距離短 

2. 容易受到擺
放位置偏離
影響 

充電效率有待提
升 

產生高電壓的
變壓器厚度較
厚 

充電效率差 

註：◎ 優良、○ 好、△ 一般、╳ 不好 

資料來源：ROHM (羅姆半導體) 

(六)電能管理系統整合–智慧充電 

電動車智慧充電是指可監控、使用與限制充電設備的使用來最佳化能源消耗

的系統，此系統可分為用戶管理充電(User Managed Charging, UMC)或供應商管理

充電(Supplier Managed Charging, or SMC)。在第一種情況下，電動車的車主可以

根據使用情況選擇充電方式跟時間。在另一情況下，能源供應商直接介入管理，

通過 V2G(Vehicle to Grid)技術，根據當地電力消耗與電動車狀態信息直接管理車

輛之充電與放電(圖 2.24)。 

智慧充電需要在電動車、充電站與電力供應商(雲端服務)間建立連接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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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即時了解連接充電站可用之電量與所需功率，以有效利用電網。如圖 2.25

所示，可使用 OCPP 通訊協議(Open Charge Point Protocol)來做為電動車、充電站

與中央管理系統之間之通訊方式，以實現電動車之智慧充電的可能。 

 

資料來源：Power Electronics News 

圖 2.24 V2G 示意圖 

 

資料來源：Power Electronics News 

圖 2.25 智慧充電示意圖 

四、臺灣電動車技術概況與發展挑戰 

傳統汽車產業，一直都維持著被歐美日等大車廠跟特定供應商所寡占之結

構，其他產業較難打進此保守之供應鏈體系。但自從 Tesla 崛起後帶動電動車的

風潮，並將電子、電機產業帶進此封閉體系，改變車輛產業之生態結構。在台灣

產業方面，國內電動車零組件能量(圖 2.26)，於基本零組件皆有涉獵，惟尚有部

分技術缺口待努力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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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資策會，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6 臺灣電動車供應鏈技術能量與技術缺口 

(一)現有技術之優勢 

臺灣汽車零組件具有國際競爭力，在傳統車廠都已成主要供應鏈之一。如今

電動車逐漸邁入成熟，臺灣傳產供應鏈如能迅速轉型，可在電動車市場取得先機。 

電動車催生新的關鍵零組件，包括馬達、電池、傳動元件以及充電設施，目

前國內眾多廠商相繼投入，如生產馬達的富田與東元電機，皆已開發出多合一的

驅動馬達；電池則有車王電與有量分別發展電池管理與電池模組等；傳動元件則

是和大工業握有變速箱之技術核心；台達電與飛宏等皆於充電設施的領域深耕已

久，產品行銷海外多年。 

另底盤電控系統改以電子電機方式操作，許多機械結構件也將消失；再加上

人機介面、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聯網與自駕車之應用，接可使臺灣之資通訊產

業，順勢切入電動車產業之中發揮相關之技術優勢。目前已有群創、友達、廣達、

和碩及台達電等公司相繼投入，從開始的代工到現在之自行研發。由於電動車電

子電器產品讓半導體元件的需求大幅增加，迫使車廠調整供應鏈，使得臺灣的半

導體廠有機會進入此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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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多樣、高度客製化亦是電動車供應鏈將面臨之挑戰，未來汽車模組化及

客製化趨勢更明顯。而臺灣之零組件廠商都具有少件多樣之彈性製造能力，可以

對應車廠的需求快速彈性調整，並縮短研發設計、驗證的時間、最佳化生產製造

流程與降低成本，十分具有市場競爭力。 

(二)技術發展機會 

雖臺灣的傳統製造業早已經是全球汽車產業供應鏈的重要一環，品質技術達

到國際水準，但廠商多為供應售後維修市場(After Market, AM)及原廠委託製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為主。在電動車發展迅速的時代，應提升

自主研發與設計之能力來吸引新興電動車廠的訂單，朝向原廠委託設計(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之方向轉型，不然將可能被更低價的 OEM 廠商所取

代。如六和機械有鑑於此，已投入防鎖死煞車系統(Antilock Brake System, ABS)之

研發。 

鋰離子電池主要原料仍掌握在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的廠商手上，且中國大

陸積極開拓關鍵礦源，日韓大廠在美國擴產，臺灣廠要急起直追，仍有很大的距

離。目前臺灣廠商主要以磷酸鋰鐵電池的模組供貨，亦有優秀的正負極材料供應

商，如中碳和長春等，都具有開發新材料之研發能力。未來廠商應致力於研發鋰

離子電池正負極材料，掌握關鍵材料與技術之優勢，持續完善國內鋰離子電池能

量。 

下一世代的動力電池，目前國內外的電池廠都聚焦在固態電池之開發上，主

因為固態電池具有能量密度更高，體積更小，重量更輕與無電解液等特點。目前

國內的輝能科技正與多個國際主流車廠達成戰略合作，針對原型車、供貨及投資

等方面開展合作。 

(三)扭轉劣勢之挑戰 

由於國內之 ICT 產業早期都鎖定在消費性電子與網路相關商品，因而缺少車

輛的電子電氣架構(Electrical Electronic Architecture, EEA)開發之經驗，這是當前

臺灣的 ICT 產業在面對電動車發展的不利情勢。 

所謂電子電氣架構(Electrical Electronic Architecture, EEA)是指車輛的所有電

子與電氣零組件及其互聯結構與線束連結之總稱。電子電氣架構相當於大腦與神

經系統，連接驅動與控制車輛之所有功能。在軟體定義汽車的新時代，電子電氣

架構是車輛智慧化之基礎。 

電子電氣架構是以劃分不同功能域的方式來集中控制不同功能的控制器，包

括車身電子系統(Body Electronics System)、動力系統(Powertrain System)、底盤系

統(Chassis System)、車用資訊娛樂系統與先進輔助駕駛系統等五大功能域來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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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的電子電氣架構的網路布局(Network Topology)。 

目前國際車廠皆以 AUTOSAR 聯盟所推出的汽車開放式系統架構

(AUToMotive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 AUTOSAR)嵌入式軟體來進行電動車平台

之電子電氣架構開發；特斯拉則是自行發展一套電子電氣架構開發流程。鴻華先

進提出要以 Android 之模式來發展 MIH 電動車平台，使其聯盟之成員能以 MIH

為核心的電子電氣架構來開發相對應之電子電氣零組件，以降低電動車開發的門

檻及日程。 

部分 ICT 產業在電動車的供應鏈中現在屬於 Tier 1 之供應商。在隨著電動車

之電子電氣架構朝向多功能域控制的方向發展，使得未來的電動車的電子電氣零

組件勢必以多合一之方式整合，此將衝擊原先取得 Tier 1 地位之廠商。若 Tier 1

的廠商不具有系統的開發能力，或是使用系統之主導權，將逐漸失去競爭力。所

幸目前電動車尚處於成長期，離成熟期還有一段距離，依照國內 ICT 產業之軟硬

體實力，能應該能及時扭轉劣勢，並轉變成產業之優勢。 

五、小結 

(一)國際車廠陸續規劃新車款，專注於提升電動車續航力、降低電池成本 

隨著各國陸續規劃車輛電動化時程，車廠亦積極配合投入，整體規劃以 VW、

Ford、Stellantis 等最積極，多數車廠預計於 2025 年達 20~50%的電動車銷售占比，

整體已經布局到 2030 年。其中，廠商布局方向以提升電動車續航力及降低電池

成本為首要目標。分析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來看，目前的電動車

產業及電動車的市場正處於成長期，如圖 2.27 所示。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2.27 電動車之產品生命週期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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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動車平台、動力系統、功率元件及電池為電動車技術發展重點 

按照目前電動車之技術發展現況，馬達規格、功率元件、電池等，皆在相互

競爭以期達到最佳的性價比，對於車廠或供應商而言都將全新之挑戰。固態電池

可能成為下一世代的動力電池之主力。雖固態電池尚有多項技術性的問題等待克

服，同時成本亦高，但目前仍有眾多廠商積極投入，如豐田正在努力的研發中，

甚至以 2025 年為目標，要將固態電池商品化。BloombergNEF 預估未來若固態電

池能大規模生產，屆時其成本將僅為現行鋰離子電池的 40%，可望帶動電動車售

價下滑。 

(三)未來充電趨勢朝直流(DC)快充發展，同時朝向智慧充電前進 

現有電動車充電設施以交流慢充(AC)為主，未來趨勢朝直流(DC)快充發展。

此外，快充部分由於各國制定的充電系統標準不同，會造成充電介面不統一及通

訊協議不相容的問題，目前各國正在尋求充電規格之統一。 

目前政府正積極的投入公共充電樁之建置上，同時也朝向智慧充電的方向建

置電網，如運用 V2G 的技術自動分配用社區或停車場的電力與充電順序，來降低

多台電動車同時補充電力時對電網之衝擊。 

(四)國內多家廠商已投入電動車領域，發揮 ICT技術能量優勢 

臺灣已在國際汽車零組件供應鏈佔有重要地位，如富田與東元已研發出三合

一動力系統，大同亦積極的研發車用馬達，臺灣廠商在電動車動力系統能量有其

競爭力。 

由於電動車對於車用電子產品的需求量大增，臺灣擁有先進的 ICT 產業，將

是進入電動車市場的重要利基，如台達電、國巨與台積電等生產應用在高電壓、

大電流的電池系統的逆變器、逆變器與功率元件等；和碩與廣達生產控制器模組

等；英業達生產自動駕駛輔助系統與車載資訊娛樂系統等。皆由剛開始的代工走

向現在之自主開發、由低階門檻跨入高階門檻。未來，可望透過如鴻海的 MIH 電

動車平台或台達電等公司建立的車廠合作架構，帶領並整合國內的傳統及科技產

業攜手進軍電動車市場，擺脫以往廠商單打獨鬥的接單模式，讓臺灣有機會在電

動車市場中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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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車聯網技術發展現況與臺灣發展之挑戰 

一、5G 時代下車聯網應用發展趨勢 

(一)國際車聯網應用發展路徑 

 車聯網是車輛與外部環境之連結(圖 3.1)，係聚焦於車與週遭環境間的通

訊技術，包括車間通訊（Vehicle to Vehicle, V2V）、車與路側基礎設施通訊(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V2I）、車與行人通訊( Vehicle to Person, V2P）、車與核心網路通訊

(Vehicle to Network, V2N）等的互聯與互通，統稱 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V2X）。 

 

 

資料來源 : 5G Automotive Association, pionee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2020/03 

圖 3.1 車聯網架構 

1.Vehicle-to-Vehicle（V2V）車與車間通訊，又稱車間通訊 

以廣播為主要傳送方式，在不同車載裝置間，交換 V2V 相關應用資訊。讓車

輛之間能即時互傳訊息，了解彼此動態，以避免發生碰撞，例如前方碰撞預警應

用方面，透過前車週期性地廣播自身的位置、速度、加速度、行車方向等資訊，

並經計算周遭車輛行車資訊後，將結果反應在廣播訊息中；後車接收到前車廣播

警示訊息後，提醒駕駛者採取相對應之措施，避免發生緊急煞車甚或追撞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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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hicle-to-Infrastructure（V2I）車與交通基礎設施間通訊 

支援 V2I 應用的車上單元與路側單元，互相傳送應用層資訊。V2I 係以車及

路側裝置之通訊設備，作為點對點網路中的通訊節點，互相傳遞即時且與交通安

全有關之訊息，例如號誌之燈號訊息及車輛臨近週遭危險事故等有關之訊息，達

成提升行車安全與效能之目的。 

3.Vehicle-to-Network （V2N）車與核心網路間通訊： 

指車上單元與服務實體彼此透過 LTE 網路互相溝通。V2N 之相關應用係將
相關資料傳輸至核心網路的後台，應用伺服器進行資料儲存、使用與交換。 

4.Vehicle-to-Pedestrian （V2P）車與行人間通訊： 

支援 V2X 服務的車輛對行人提供廣播警示，或由行人端支援 V2X 服務之使

用者單元以向路過車輛廣播警示。車輛與行人間支援 V2X 服務的相關設備單元，

應可直接交換 V2P 相關應用資訊；兩設備單元間倘因傳輸距離或通訊屏障之限

制，導致無法直接連通時，則可透過支援 V2X 服務的基礎設協施協助達成互傳資

訊之功能。例如當一輛支援 V2X 服務的汽車即將穿越人行道或交叉路口，車上單

元週期性的傳送 V2P 通訊訊息，訊息中提供了該車輛的速度及方向等行車資訊。

行人單元接收到附近車輛所傳送的 V2X 訊息後，得知周遭車輛之存在情況，並計

算碰撞風險後以視覺、聽覺或震動等方式，提供行人必要之警示，使穿越路口的

行人可以採取預防措施，提前避開可能發生之傷害。 

5G 汽車協會（5G Automotive Association, 5GAA）在 2019 年 6 月發表的車聯

網白皮書裡，將車聯網應用情境分為七大類別(圖 3.2)，依序是：(1)交通安全

(Safety);(2) 車 輛 營 運 管 理 (Vehicle Operations Management);(3) 交 通 便 利 性

(Convenience）;(4)自動駕駛(Autonomous Driving);(5)車隊管理(Platooning）);(6)交

通效率與友善環境(Traffic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7)社會與社

區(Society an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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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 5GAA Jun, 2019 

圖 3.2 車聯網應用情境類別 

5GAA 於 2020 年 9 月 9 日發布「聯網技術與無線電頻譜需求之先進駕駛案

例願景路徑圖」（A Visionary Roadmap for Advanced Driving Use Cases, Connectivity 

Technologies, and Radio Spectrum Needs），更具體確定車聯網先進應用案例，並描

繪大規模部署 V2X 案例的預期時間表，提供車聯網技術與產業利害關係人對於

未來願景之綜整觀點。依據案例的複雜性及技術要求，該時間表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透過分享交通資訊提升效率，第二個階段透過車聯網改善交通安全，

第三、四個階段為先進交通安全自動駕駛應用。 

在具體的技術案例發展期程方面，預期自 2020 年起，透過車聯網技術提供

危險路段(Local Hazard)提醒及交通資訊(Traffic Information)，奠定改善交通安全

及提升效率之基礎；自 2022 年起，自駕車危險訊息(Hazard Information)共享，以

及透過光達(LIDAR)與其它的高精偵測設備(HD Sensor)蒐集的環境資訊共享至高

精地圖(HD Map)，此類先進應用將逐漸為自動駕駛應用做出貢獻。當前先進的

V2X 初期應用，已發展到例如通訊操作駕駛(Tele-Operated Driving)與自動停車

(Automated Valet Parking)，而現況是已可在目前之通訊技術及受控環境下(例如私

人園區)運作，5GAA 預計 2025/26 年這些應用可以擴展到更複雜之環境與場景中

實施，例如開放的道路及停車場(如圖 3.3)。此外，車聯網短期內預計應有幾項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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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應用： 

(1) 協同操作（Cooperative Maneuvers）及偵測器共享(Sensor Sharing)已可達到車

隊協同感知(Cooperative Perception)之水準，此將是自動駕駛之基本功能。 

(2) 依據 5GAA 官方預測，自 2026 年開始，所有新的自動駕駛車輛將配備 5G-

V2X 設備，以因應市場需求。 

(3) 預計於 2027 年，在複雜路口運作中，車輛與弱勢用路人(Vulnerable Road 

User ,VRU)之間可以通過手機進行車聯網通訊。 

(4) 基於 5G-V2X 之高精偵測器資訊共享(High-Definition Sensor Sharing)，預計將

於 2026 進行示範運行，並預計 2029 年在高速公路及都市區域的特定範圍內，

試運行動態車流協控 (Dynamic Cooperative Traffic Flow)及動態路口管理

(Dynamic Inters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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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 visionary roadmap for advanced driving use cases, connectivity technologies, and radio spectrum needs 2020/09 

圖 3.3 大規模部署 C-V2X 案例之預期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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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車聯網應用推動方向 

當今各先進國家之智慧型運輸系統發展趨勢，係朝結合物聯網概念之「協同

智慧型運輸系統(Cooperative ITS, C-ITS)」的方向邁進，因此智慧運輸服務與車聯

網應用之推動乃息息相關。我國車聯網應用及相關政策的訂定係由交通部主導之

未來智慧運輸政策，其發展方向係以交通部「2020 年運輸政策白皮書-智慧運輸」

分冊作為引導，並透過「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推動相關之應用及示範作

業。以下乃針對「智慧運輸政策」及「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簡要說明我

國發展車聯網之相關政策及執行成效。 

1.我國智慧運輸政策概述 

我國發展智慧運輸的 4 大政策目標即「交通安全」、「交通順暢」、「交通無縫」

及「產業發展」。其中，在「交通順暢」之政策目標下，參考先進國家車聯網之發

展趨勢及應用，推動所謂「發展協同式智慧運輸系統」策略，並結合經濟部多年

在智慧車載資通訊之研發成果，規劃在區域交通管理與交通資訊等服務中，導入

雲端運算之應用，並透過交控系統與車載資通訊結合。此外，在既有交控系統中

增強邊緣計算功能，應為發展重點之一，即於現有路口交控設施上，擴增符合 V2I

（車輛與道路基礎設施）架構設備，並以無線通訊方式與車載設備互動取得車流

資訊，進行更高階交通控制，並將該區域週遭交通資訊或警告事件資訊回饋至車

上設備，提供駕駛者參考。 

該策略之效益除可提高路口/路廊運作流暢度、提升路徑導航及交通資訊服務

水準外，更可經由告警資訊之提供，提高路口/路廊之行車安全。實際作業則以規

劃進行車聯網結合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之「聯網自動輔助駕駛」相關應用為主軸，

擴大行車風險偵測能力，並評估聯網自動輔助駕駛車對於提升交通安全預警之可

靠性，以奠定後續推廣相關應用之基礎。 

另依據我國之車流特性，除高度的混合車流為其中一大特點外，機車的高持

有及高使用率亦為另一大特性。為提升機車安全管理，規劃推動機車車載服務系

統，透過車路聯網（V2V 及 V2I）之應用，提升各車種間的資訊交換與流通性，

並提供駕駛人相關示警資訊，期能為我國交通體系追求更安全、更順暢、更環保

之智慧運輸服務。 

為實現本政策目標，我國政府推行了兩項行動，即：(1)發展車間聯網（V2V）、

車路聯網（V2I）及路側設施聯網（I2I）之相關應用，強化車輛及路側設施彼此

間之溝通協調及整合運作；(2)推動實地測試及示範建置，擴大車路聯網在交通管

理、交通安全及交通資訊等面向之應用範圍。 

2.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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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年起，我國政府推動「106-109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以下簡

稱 ITS 計畫），主要目的係為解決「交通安全」、「運輸走廊壅塞」及「偏鄉交通不

便」等三大交通課題，並達成降低交通壅塞、降低汽機車肇事率、提高公共運輸

使用率、提高偏遠地區公共運輸服務可及性、創造關聯產業產值等績效指標。ITS

計畫推動已有相當具體之亮點成果，其中與車聯網相關應用之成果，概有機車車

聯網、自駕車及車聯網、統合式智慧交通管理等項，茲簡要說明如下： 

(1)機車車聯網 

於花蓮東華大學、宜蘭佛光大學、高雄科技大學建立機車車聯網試驗場域，

透過車路互動，提升行車安全。已完成設置 50 個路口之互動感測路側設備，以及

安裝 8,586 輛機車主動式發報裝置、40 輛汽車主動式發報裝置，計畫推動於實驗

場域已讓校園機車事故有效降低 30%以上。 

(2)自駕車及車聯網 

經濟部「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援引「監理沙盒」概念，讓自駕車測

試團隊於開放性場域能「暫時享有相關法令罰則的豁免」，營造彈性的法規空間。

其中包括信義路夜間接駁、崁頂站至美麗新廣場、桃園市桃捷線領航站接駁公車、

新竹高鐵接駁公車、新竹市區自駕物流服務、台中水湳智慧城、鹿港彰濱觀光工

廠接駁、南科與沙崙場域接駁、沙崙場域高精地圖測繪。透過實地的測試以評估

系統服務水準與運用彈性，並估算全面建置所需之建設與營運成本，釐清正式營

運時將面臨之路權規範、監理法規調適，以及交通管理等各層面課題，期能作為

我國賡續發展自駕車車聯網之參考依據。 

(3)統合式交通管理 

A.案例一 

於臺北市仁愛路挑選 3 處路口建置警示系統，導入短距無線暨通訊技術，以

可變資訊標誌(Changeable Message Sign, CMS)閃爍警示畫面提醒行人，避免車輛

間或行人與車輛的碰撞。另安裝 18 輛 OBU 車用系統於 651 路線公車上，透過車

輛對路側設備 V2R 之通聯功能特性，達成車路間即時資訊交換。該系統設備建置

完成後，事故數已較實施前減少約 43%。 

B.案例二 

於高雄輕軌第一階段沿線易肇事路口及橫交路口，採用車路協同系統，以車

對路側設備通訊（V2I）於易肇事及輕軌沿線路口建立智慧路口安全警示系統。利

用車輛偵測器（Vehicle Detector, VD）收集車輛位置，並配合輕軌時相資料，以路

側可變資訊標誌 CMS 顯示來車警示資訊提醒用路人，以及透過車上 OBU 顯示安

全警示之方式提醒輕軌車輛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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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案例三 

交通部為協助我國自駕車與車聯網相關領域的產業發展，規劃建構淡海新市

鎮成為我國首座開放式車聯網測試、檢驗、及驗證之場域，乃在「110 至 113 年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之政策支持下，於 2020 年推動「淡海新市鎮智慧

交通場域試驗研究計畫」，並在淡海新市鎮建置全國第一座「開放式車聯網試驗場

域」。 

本試驗場域成立初期係著重在聯網車（Connected Vehicle, CV）相關應用領域

的測試與檢驗，項目涵蓋路側端的號誌、感測器、車聯網路側設備、及車側端的

車載資通訊設備。為利系統與設備之測試與檢驗，訂定與國際標準接軌的相關標

準規範有其必要性，故本計畫亦訂定車聯網的相關路側設備端及車輛設備端之先

期資通訊標準，其中「號誌控制器與車聯網路側設施間資通訊標準 V1.0」(Traffic 

Controller to Roadside Open Standards, TCROS)於 110 年 11 月公告，有利於我國既

有號誌通訊協定與國際車聯網通訊協定有效銜接。 

未來，本場域將依據 5GAA 車聯網七大應用情境，逐步定訂檢驗標準，建構

適合國內車聯網相關技術研發環境，以提供路側及車側端設備商、系統整合商或

營運服務商之測試、檢驗及驗證等服務，進而期盼帶動國內車聯網產業之整體發

展。 

二、國際車聯網通訊標準擬定現況 

於第一章第二節中已對車聯網通訊標準概要說明，本節將依序說明國際車聯

網通訊技術發展及底層與應用層之標準訂定。最後，再簡述我國為銜接國際車聯

網通訊標準，調和國內交通環境及協定等需求，所訂定符合國內特殊需求之通訊

協定相關內容。 

(一)國際車聯網通訊技術發展與底層標準 

第一章第二節所述，制定電機電子資訊標準的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以及制定全球行動通訊標

準的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都有進行中

的車聯網通訊相關標準。以車載通訊標準而言，目前國際主流上之技術分為 WiFi-

based 與 Cellular-based 兩大陣營，前者是基於 802.11p 的 WAVE/DSRC（Wireless 

Acces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s /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車用環

境無線存取/專用短距離）通訊技術，由 IEEE 主導；後者為基於第四代行動通訊

技術(The 4th Generation of mobile phon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4G)長期演進技術(Long Term Evolution, LTE)蜂窩網路與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或 5th Generation wireless systems，5G）等蜂窩網路的

C-V2X（Cellular-Vehicle-to-Everything，蜂巢式車聯網）通訊技術，主要由 3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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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 

美國致力於推展 DSRC 標準制定與系統開發，除多次舉辦互通性測試來驗證

相關標準及推廣 DSRC 技術外，有關 DSRC 技術標準則由 IEEE 進行制定，包含

IEEE 802.11p 以及 IEEE 1609 系列標準，最早從 1999 年就展開制定工作，後續為

提供美國運輸部以及美國國家交通安全管理局立法使用，於 2016 年先後完成

IEEE 工作組(Working Group, WG)多項標準文件。但後續在 DSRC 的推廣中，美

國卻未重視，並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由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正式投票決定將 5.9GHz 之頻段(5.850~5.925GHz)正式劃分給無

線相容認證(Wireless Fidelity, WiFi)以及 C-V2X 使用。根據此新規定，美國由原先

發展的 DSRC 技術轉變為支持 C-V2X 通訊技術，而此舉將對後續國際間發展之

通訊技術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此過程顯示 DSRC 通訊技術已屬於成熟技術階

段，但 V2X 應用卻無法像 C-V2X 通訊技術持續不斷演進。因此，2018 年 IEEE

成立了 IEEE 802.11 Next Generation V2X Amendment(NGV)的研究組，旨在改進

IEEE 標準以增強 V2X 通訊技術，基於原本 802.11p 系列標準，提出 IEEE 802.11bd

作為 DSRC 演進的版本，其具有先前版本的回溯相容性，目標是提升頻譜效率、

擴展範圍與增強可靠度。本標準於 2021 年 12 月完成。 

歐盟方面，DSRC 通訊技術也透過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官

方認可的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進行制定，自 1988 年成立以來，來自全球共有 800 多名會員參加，其中 ETSI 

TC 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智慧運輸系統）主要發展道路運輸架構

相關標準，並由 5 個工作組所組成，同時歐洲亦會透過互通性測試活動以驗證場

域測試情境。在 2019年初歐盟委員會宣布推動歐洲道路上布署C-ITS（Cooperative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智慧交通協作系統），而 C-ITS 之無線通訊技術中，

歐盟原先決定採用 ITS-G5，即為 DSRC 通訊技術，雖歐盟採用 DSRC 技術進行

推動，但隨後歐盟並未完全否定 C-V2X 之技術；而歐盟表示對於此一決定是為了

後續車廠以及營運商可在歐洲境內大範圍布署 C-ITS 服務，但對於 C-V2X 技術

仍持續保持市場自由發展且開放態度。 

眾多通訊商是 C-V2X 技術之擁護者，目前由國際標準組織 3GPP 進行主導制

定，主要是背後有強大的行動網路生態系統、具有提供付費服務的多年經驗以及

全球可用之成熟技術，包括訊號覆蓋範圍、可擴展性、支援設備數量等優勢。自

從 3GPP 於 2017 年完成基於 LTE V2X 技術規範的版本 Release 14 以來，仍持續

進行 C-V2X 標準化工作，並於 2018 年完成 Release 15 LTE-eV2X 技術規範，2019

年 3 月完成 Release 16 NR-V2X 的研究報告，並於 2019 年 12 月的技術規範組會

議中批准最新的時程表，預計 2022 年發布 5G Broadcast 等 C-V2X 在車聯網通訊

中的核心項目。其上述相關詳細資訊可藉由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TAICS)於 2021 年 4 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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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之「車聯網通訊介面標準研究報告 v2」深入了解各技術領域之內容。 

日本從 2011 年採用 760 MHz 頻段作為 ITS 專用，而非現在各國採用的 5.9 

GHz 頻段，主要藉由日本電波產業會(Association of Radio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ARIB)標準組織制定，主要標準為 ARIB std-T109，透過其國家特有頻段發展車聯

網通訊標準，本版本於 2017 年進行改版，內容新增路側通訊以及現有的路側車

輛之車間通訊內容，來使道路交通訊息可大範圍傳播與發展 ITS 基礎設施。此標

準組織中有日本電信商、日本車廠，以及國際晶片廠商等共 70 幾家廠商參與，透

過這幾年投入參與標準組織，目前日本除原本 760 HMz 之車間通訊持續發展以弱

勢用路人為主之警示應用標準制定外，亦開始關注 C-V2X 的通訊發展，於 2016

年成立 Cellular 系統技術組(Technical Group, TG)來關注此技術之國際發展趨勢，

並於 2020 年度發表 Cellular 通訊技術應用於自動駕駛之課題研究報告，以提供日

本各廠商參考。 

透過各國車聯網通訊標準組織發布近況，以及正在布建中的大規模實證場域

觀察，可掌握各國政府的支持度以及國際標準提案走向，然尚需持續關注國際車

聯網通訊標準發展及國際間動向趨勢，才能精準布局並發展商機。 

(二)國際車聯網應用層通訊協定標準 

當前國際上主流之車聯網 V2I 通訊標準為美國 SAE J2735，該標準自 2006 年

發布，最初是為 WAVE/DSRC 通訊技術之應用情境而設計，歷經 5 次修訂，目前

最新版本(2020 年 7 月)已不侷限於 WAVE/DSRC 通訊技術，並提供所有車聯網

(V2X)通訊技術在應用情境之基礎資料交換通訊協議，共有 17 個訊息集(如表

3.1)。其中 J2735_200612 發布時並沒有行人安全資訊(Personal Safety Message, 

PSM)訊息集，而是由後續版本所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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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SAE J2735 訊息集目錄 

訊息名稱 說明 

MSG_MessageFrame (FRAME)  訊息框架 

MSG_BasicSafetyMessage (BSM) 

廣播汽車動靜態相關資訊，例如：
位置、速度及方向等，可以說是行
車安全應用開發上最常見之訊息
格式。 

MSG_CommonSafetyRequest (CSR) 

當一群車輛藉由上述 BSM 交換資
訊時，CSR 提供一種單點傳送 
(Unicast) 機制，可以針對選定車輛
提出額外資訊之請求；相關回應由
回覆之車輛放置於 BSM 的 Part Ⅱ
回傳。 

MSG_EmergencyVehicleAlert (EVA) 

主要是提供緊急車輛 (例如：救護
車、警車、巡防車等) 廣播相關資
訊，用來通知周遭車輛做規避或繞
道的動作。 

MSG_IntersectionCollisionAvoidance 
(ICA) 

用於向該地區的設備發送潛在碰
撞警告。主要對象為正在進入交叉
路口，但無通行權的車輛。 

MSG_MapData (MAP) 
可用於傳達多種道路幾何資訊。傳
達一個或多個路口車道的幾何地
圖。 

MSG_NMEAcorrections (NMEA) 

用於封裝 NMEA (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所定義的差
分校正資訊，用於 GPS/GNSS 無
線電導航訊號。由 GNSS 直接使用
以增加產生的絕對與相對準確度
估計。 

MSG_PersonalSafetyMessage (PSM) 
PSM 用於廣播有關各類弱勢用路
者 (Vulnerable Road Users，VRU) 
之動態數據。 

MSG_ProbeDataManagement (PDM) 

用 於 管 控 所 收 集的 探 測 數 據 
(Probe Data)細節，然後藉由 PVD 
(另一種 SAE J2735 訊息) 提供予
路側單元。 

MSG_ProbeVehicleData (PVD) 
PVD 用於將車輛所收集到之探測
數據，依照上述相關 PDM 之規範，
與其他裝置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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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名稱 說明 

MSG_RoadSideAlert (RSA) 
向用路人發送關於附近危險之警
報。最常使用的則是移動危險、施
工區以及路邊事件之通知。 

MSG_RTCMcorrections (RTCM) 

用於封裝 RTCM (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Services)
所定義之差分校正資訊，用於 GPS 
或其他無線電導航訊號。藉由該資
訊之傳送，可重新建構符合 RTCM 
標準的導航訊號，並由不同導航系
統直接使用以增加產生的絕對與
相對準確度估計。 

MSG_SignalPhaseAndTiming (SPAT) 

用於傳達一個或多個路口的號誌
即時狀態。連同 V2X MAP 訊息(描
述路口完整的幾何分布)接收，可
用於判斷路口各方向的號誌狀態
及下一個預期相位發生的時間。 

MSG_SignalRequestMessage (SRM) 
向路口的號誌控制器提出優先號
誌請求服務。 

MSG_SignalStatusMessage (SSM) 授權優先請求服務。 

MSG_TravelerInformationMessage 
(TIM) 

提供多種交通狀況與進階旅行訊
息(如交通事故)。 

MSG_TestMessages 提供區域擴充使用之訊息集。 

資料來源：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整理 

(三)我國車聯網應用層通訊協定標準 

我國為因應國際車聯網發展，自 2015 年起由交通部、經濟部及工研院帶領

相關 ITS 產業，投入巨量資源研發車聯網技術、實驗軟體平臺及設備雛型，並於

示範場域實現車聯網 V2I 之建置及情境測試，以展示其可行性及應用輪廓。近兩

年，國內日益重視自駕、電動巴士及 ADAS 之發展，而車聯網技術更是協助提升

其安全性與效率時不可或缺之基盤。因此，國內車聯網發展，需由政府相關部門

與產業界共同合作，協力制定相關之標準、測試、檢驗及驗證等各階段工作。 

有鑑於此，交通部遂於 2020 年推動「淡海新市鎮智慧交通場域試驗研究計

畫」，並於計畫項下協同臺灣車聯網產業協會(TTIA)成立工作小組，揭力研擬號誌

控制器與車聯網路側設施間之資通訊標準(以下簡稱 TCROS)，以接軌車聯網國際

標準及新技術(圖 3.4)。車聯網技術與智慧交通產業息息相關，其中包括與號誌控

制器相關之號誌時相與時間點 (Signal Phase and Timing, SPaT)，而 SPaT 需與車

聯網地圖資訊(V2X MAP)配合。SPaT 與 MAP 在 SAE J2735 國際標準皆有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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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係以車聯網路側設備(RSU)與車聯網車載設備(OBU)間之通訊協定標準為

主。為使 RSU 與 OBU 間傳輸之資訊內容，能在智慧交通之管理及應用層面，更

為緊密地結合運作及相輔相乘，國內智慧交通產業宜以美國 SAE J2735 的標準為

基準，制定可相融之國內協同合作標準通訊協定，以加速相關產業發展並接軌國

際。 

而 TCROS 即為因應我國既有「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 3.0 版」的應用架構

及與交控中心網路架構，所擬定可銜接 SAE J2735 國際標準之通訊協定標準草

案，該標準文件概分為三大類，即 V3 TCROS USE、TCROS SPaT、TCROS V2X 

MAP。 

 

資料來源：號誌控制器與車聯網路側設施間資通訊標準(2021/10) 

圖 3.4 TCROS 應用範圍示意圖 

雖然標準訂定已有初步成果，惟各廠商於開發相關應用軟體時，可能發生各

自詮釋之情事。為此，交通部與車聯網產業協會特別訂定「智慧路側資通訊標準

-TCROS 驗證測試規範」做為辦理測試與檢驗工作之作業依據，以確定廠商所開

發之產品，其協定內容正確無誤，且反應時間亦在規範的要求時限內，確保該產

品能符合車聯網功能之基本要求。 

三、國際 5G 車聯網基礎建設相關技術之發展 

(一)V2I / I2V 車與交通基礎設施通訊技術 

車輛到基礎設施(Vehicle-to-Infrastructure, V2I / Infrastructure-to-Vehicle, I2V)

技術是一種通訊框架，使車輛能夠與公路系統的各種設備共享資訊，其包括道路

標誌、監視器、車道標記、路燈與停車計時器等。在硬體、軟體與韌體等網路的

支持下，V2I 技術通常是無線雙向的，來自基礎設施設備的資訊可以通過此網路

技術輕鬆傳輸到車輛，反之亦然。美國交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SDOT)表示，透過先進車聯網(Connected Vehicles)技術，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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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大約 80%之車輛事故。此外美國交通部也證實，超過 10%之道路時間是由於交

通堵塞而浪費掉的，大約 12%的城市交通壅塞是由駕駛員試圖停放車輛造成的，

且大約 17%的燃料因交通號誌燈故障而浪費。藉由 V2I 感測器用於智慧交通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以獲取數據並向道路使用者發布有關道路

上各種事故的即時建議，如交通壅塞、建築工地、道路狀況、停車區等，將可大

大地緩解上述情況。  

(二)通訊整合技術 

美國交通部在 2000 年左右所提出之 WAVE/DSRC 車聯網標準與歐盟之 ITS-

G5 標準(如圖 3.5)，是基於相同的 IEEE 802.11p 實體層。而在美規方面，美規

1609.3 與 1609.4 主要是通訊用途的協定(Protocol)，1609.2 是安全性(Security)協

定，J2735 主要是應用之訊息格式。 

歐規部分與美規有幾個部分不相同。首先，歐規的通訊層支援根據地理位置

發送訊息之機制(GeoNetworking, GN)。在訊息發送上，美規 J2735 只規定訊息格

式，但是沒有定義訊息發送機制，例如美規的基本安全訊息(Basic Safety Message, 

BSM)利用 J2735 之格式，但實作方式由各廠商自訂。歐規合作察覺訊息

(Cooperative Awareness Messages, CAM)則同時定義廣播訊息之詳細訊息格式以及

發送機制，功能上接近美規的 BSM 廣播，相對來說歐規分散式環境通知訊息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Notification Message, DENM)則定義事件觸發式

(Event-driven)的詳細訊息格式以及發送機制。安全性 Protocol 方面，歐規過去有

自己之安全性機制，但在版本 V1.3.1 之後，歐規安全性 Protocol 全面改用美規

1609.2 機制。 

 

資料來源：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整理 

圖 3.5 DSRC 標準以及 DSRC 與 C-V2X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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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部分，ITS 的應用程式主要是與美歐規的 J2735 或是 CAM/DENM 介接。

另由行動通訊網路標準組織 3GPP 定義之 Cellular-V2X(C-V2X)只會取代美規

WAVE/DSRC 以及歐規 ITS-G5 之底層通訊部分，上層 ITS Protocol 將會沿用現有

美規 WAVE/DSRC 以及歐規 ITS-G5 的上層 Protocol。該項設計之好處是現有應

用之開發不會被底層通訊設施更換所影響。 

(三)OTA技術 

以往車輛出廠後，使用者須自行前往經銷商或維修廠進行維修或系統更新，

耗時且步驟繁瑣，對於製造商而言，若遭遇重大項目需啟動車輛召回程序，不僅

需付出大量時間與成本，召回期間之可能風險亦有隱憂。OTA 技術大幅縮短維修

時間並有效降低成本，同時，隨汽車聯網化趨勢，產業從硬體導向走往軟體與應

用服務發展，除可即時更新圖資、車機應用程式外，對於汽車之主被動安全系統、

控制功能等，亦能藉由 OTA 技術進行更新或升級。 

汽車 OTA 可分為空中軟體升級(Software Over-the-Air, SOTA)及空中韌體升

級(Firmware Over-the-Air, FOTA)兩類，一般地圖、應用程式之軟體更新屬於 SOTA

範疇，而 FOTA 則是能直接對 ECU 進行軟體增補，達到安全性、可靠度上之升

級，於技術上則更具挑戰性。汽車 OTA 與手機 OTA 相比之複雜度較高之原因在

於，手機透過一個處理器執行各個應用程式，但車輛透過電子控制單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執行車輛各種功能之控制，且車輛內部 ECU 數量至少上百個，

要實現整車 OTA，除深入了解硬體單元，對於車載通訊網路亦須具有相當程度之

熟悉度。此外，OTA 技術之發展，最大隱憂來自於通訊系統之安全性，目前國際

組織與產業相關業者亦開始研擬與 OTA 相關之安全指南與法規。 

未來汽車安全技術研究聯盟 (Future of Automotive Security Technology 

Research, FASTR)為致力於汽車產業安全研究之機構。該機構制定 OTA 安全指南，

指南中涵蓋威脅模型、建議加密演算法及評估準則清單等內容，期望透過指南提

供 OTA 解決方案的評估指標，或可作為方案設計標準。根據 FASTR 預測，車載

娛樂信息系統與遠程訊息處理系統等將會先取得進展，未來在安全性受到確保之

狀況下，將進一步延伸應用至驅動、轉向與控制系統。 

車載軟體業者 Excelfore 於 2017 年成立 eSync 聯盟(eSync Alliance)，召集相

關業者攜手，提供兼具標準化與相容性的 OTA 及診斷數據解決方案。eSync 平台

原為 Excelfore 開發之 OTA 平台，提供汽車製造商雲端與車載設備間之安全通道，

Excelfore 透過開放該平台，希望成為各 ECU 公司、OTA 平台供應商及一階供應

商匯聚之樞紐，簡化開發流程，協助解決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問題(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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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Sync Alliance 

圖 3.6 eSync 聯盟之目標 OTA 生態系統  

四、臺灣車聯網技術發展與挑戰 

(一)國內車聯網技術發展與場域建置現況 

車聯網技術發展趨勢，著重於「安全」與「效率」，上述兩項指標亦為各國推

動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之重要目標，近年來我

國 ITS 發展在政府大力投入下，已在高、快速公路與都會區之交通管理以及公共

運輸上有長足進步，透過智慧型行動裝置的多元交通資訊服務，提供更貼近民眾

「行」的交通資訊需求。交通部在我國智慧運輸發展已將「發展車路整合應用服

務」列入 106 年至 109 年推動重點之一，期望透過我國車路整合在「交通安全」、

「交通管理」、「交通資訊服務」、「節能減碳面」等創新應用模式研發及實驗場域

之構建與實測，結合車輛智慧化及道路智慧化，提升道路交通之運作效率及安全

性，期達到「創新智慧運輸車路整合、邁向安全低碳快捷交通時代」之願景，同

時創造更大的數位商機範疇，帶動車輛工業下一階段的發展。有鑑於全球車聯網

技術發展趨勢與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公布重新配置 5.9GHz

頻段(5.850 ~ 5.925 GHz)，保留 30MHz 供智慧交通運輸系統使用，並指定將 C-

V2X (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作為安全運輸相關及車輛通訊之技術標準，因

此，我國於車聯網技術發展已逐步採用 C-V2X 蜂巢式通訊技術做為車聯網技術

與應用發展(如路口人、車防碰撞或號誌時相推播等應用)之核心，以及積極整合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為基礎的自動駕駛

車輛(Automated Vehicle, AV)，進而帶動我國結合車聯網與自動駕駛車輛的聯網自

動駕駛車(Connected Automated Vehicle, CAV)技術發展。 

我國車聯網場域建置發展以交通部與經濟部所推動的計畫為主，如近期交通

部以淡海新市鎮為國內 5G 車聯網及智慧交通產業之發展基地，於 2019 年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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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動「淡海新市鎮智慧交通場域試驗研究計畫」，該示範場域之特點有三，第

一、淡海新市鎮目前有輕軌運行，若結合測試輔助設備，將能建構多種道路測試

環境，如智慧路口之資料蒐集、智慧路口車流與安全分析及先進路口控制與交通

管理等；第二、交通部已於 2019-2020 年「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經費補

助，於淡海新市站建構 5G 網路環境、智慧路側設施與 IOT 監控平台基礎環境布

建，可搭配新北市自動駕駛車輛運行，測試未來智慧交通生活環境與服務；第三、

自駕車或是各式先進智慧交通設備的感測設備易受天候影響，而造成異常或誤

判，而淡海新市鎮平均濕氣較高且瀕臨海邊，在長年不斷帶有鹽霧的海風侵蝕下，

可在最嚴峻環境下，驗證感測設備之可靠度。 

回顧以往車聯網場域建置之發展，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2015 年推展之「我

國智慧型運輸系統車路整合應用模式探討與先期模擬測試」計畫，於該計畫首次

導入國際 5.9 GHz 專用短距通訊(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SRC)技

術，於基隆市台 62 線銜接基金二路的連續 4 個路口構建實驗場域，經由架設於

道路上的路側設備以及安裝在測試車上的車載設備來進行測試。測試內容包括：

提供危險路段、減速/施工區、彎道、天候、路口行人通行等警示，以及道路標誌

等警示指示，以及利用所蒐集到更即時與細膩之車流資訊來發展更可靠之交通資

訊服務。2016 年延續前期研究成果，推動「先進交通管理與車路整合技術創新應

用」計畫，納入高、快速道路車路整合運作測試、車路整合節能駕駛等探討，以

及建立車路整合應用實驗室等主題。其中，車路整合運作驗測場域擴充、情境規

劃及驗測工作，係以基隆市台 62 線銜接基金二路的實驗場域為基礎，擴大在高、

快速公路實測範圍，驗測情境研擬與規劃包括交通資訊服務類、交通安全服務類、

交通管理服務類等三類，藉此驗測設備相容性、探討交互操作性議題、探討分析

驗測情境服務發布範圍、探討分析驗測場域異質交通資訊整合探討分析。 

經濟部則於 2015 年推動「V2V Mandate 產品與安心服務驗證場域計畫」，該

計畫於新竹縣市易肇事重點路口建置臺灣首座路口安全輔助  (Intersection 

Movement Assist, IMA)場域，與新竹縣市地方政府、教育單位以及號誌業者合作，

於市區易肇事路口或鄰近校區之危險路口作為建置地點，並鎖定經常往來建置點

的駕駛人(如教職員、家長、客運業者)進行裝機，該計畫共建置 4 座 IMA 路口，

裝機數量達 36 輛，同時委託交通領域專家學者針對國內道路特性以國人駕駛習

慣進行深度分析，提供效益評估報告，並依據美國交通部 Safety Pilot 計畫公布的

V2V 安全應用測試規格或 NHTSA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制定中的 FMVSS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於示範場域進行實地

驗證，最終產出系統驗證報告書。 

交通部運研所亦於 2016 年推動中興新村「智慧運輸－車聯網」示範場域規

劃建置，該計畫由相關公部門與產業界合作，完成我國第 1 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與車聯網整合研發實驗場域，首次透過 CAN 匯流排結合 ADAS 與 CV 車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72 

 

載設備，擴大行車風險偵測能力；同時完成實驗場域之 GNSS 與路口毫米波雷達

之車輛定位量化效能分析、9 項路口交通安全測試情境與實測、測試資料蒐集與

分析平台等，為我國後續在自動駕駛車輛研發與交通安全應用奠基。2018 年至

2019 年推動「我國公共運輸車聯網實驗場域探討」，該計畫完成擴充基隆場域基

金段、麥金段、國一與國三路側端設備、車機端設備(基隆市公車與國光客運)，並

提供 CV 結合 ADAS 應用與服務。 

(二)國內車聯網發展挑戰與契機 

如何促使我國車聯網技術與應用的蓬勃發展，在於落實車聯網技術於智慧城

市中，使其扮演交通垂直整合應用之關鍵(從實體層通訊技術至上層應用層)，包

括路口及路側基礎設施(如通訊設備與感測設備)的統整管理功能、區域交通與環

境的資料收集及控管協調，以實現邊緣運算分擔交控中心負擔，並於未來結合 5G

及 C-V2X 之應用，將提升成為智慧交通與車聯網間協同運作之核心；而於安全性

應用中(如人、車防碰撞等)提供低延遲通訊，亦為技術發展之挑戰。 

智慧聯網電動車關鍵應用之一為隊列行駛的發展，其能讓兩部或兩部以上車

輛進行鏈結，車輛間透過設定，保持一定距離，達到一致行駛速度與型態，此為

智慧聯網電動車發展之契機。應用上視情境需求與商業模式，有機會拓展至公共

運輸載具或一般私人載具，例如：行駛於高速公路上的貨運卡車，第一部卡車作

為領導車，隨後的車輛可跟隨並適應其移動變化，後方駕駛也可以視實際情況來

決定是否脫離隊列並獨立駕駛。發展目標主要為提高道路安全、改善交通問題、

提升運輸效率與減少環境負擔等，亦為技術發展之挑戰與契機。臺灣具備汽車電

子及零組件產製能量，可藉國內場域試煉與供應鏈整合以擴大技術應用，實現產

業推動及市場機會。 

國際 C-V2X 標準自 2017 年第一季完成第一版標準制定後，已於 2019 年推

出商用化 V2X 晶片並進行整合測試認證，到 2020 年 3 月為止全球共有 25 處場

域正在進行 C-V2X 服務試驗中，我國可將應用場域的建置做為車聯網技術發展

之切入點，淬煉國產自駕車與道路之協同合作規範標準，並經由第三方認證單位，

如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德凱與德國萊因等

公司，提供車聯網通訊與資訊安全驗證服務，以吸引國內智慧交通業者投入車聯

網產品之研發與場域建置。針對臺灣的電信業者與 IT 產業切入 5G C-V2X 車聯

網技術之商機方面，其中交通基礎設施與應用市場，相當程度與政府交通建設與

智慧城市相關的基礎設施建置規劃有關，例如:整合智慧聯網自駕車做智慧號誌、

虛擬軌道建設、偏鄉交通服務或是弱勢用路人保護系統等，亦為車聯網技術發展

之契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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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隨著「聯網(Connected)、自動駕駛(Autonomous)、共享(Shared)與電動化

(Electrified)」C.A.S.E 四大核心要素逐步引領汽車產業新變革，車聯網通訊技術已

成為全球汽車產業之發展主軸之一。我國車聯網發展迄今，已邁入標準訂定、驗

證之階段，隨著車聯網於智慧交通領域相關應用逐步增加之際，為扶持我國相關

產業之發展，確有必要建置更多的試煉場域以及訂定更多標準，此等工作實有賴

政府的政策之引導及產學研全力協同合作。 

在國際車聯網通訊標準擬定現況上，可透過持續觀注各國車聯網通訊標準組

織的發布，以及正在布建中之大規模實證場域進展，掌握發展脈動。未來尚需視

各國政府的支持度、市場需求以及國際標準提案走向，研析國際車聯網通訊標準

發展及國際間動向趨勢，才能精準布局專利與標準，並發展適合臺灣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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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科技與智慧聯網電動車結合之發展與影響 

一、數位科技與車聯網科技結合之發展概況 

車聯網（Vehicle-to-Everything, V2X 或 Internet of Vehicles, IoV）的概念並非

近年才形成，而是於上世紀末期便因車輛的娛樂需求，開始微型的聯網服務，但

隨無線技術的飛躍發展，當年車聯網的想像開始進入實現的階段。車聯網綜合眾

多技術的演進，除車輛本身，通訊技術、雲端的普及、車用電子元件、感測技術、

嵌入式系統發展等，都與車聯網有著緊密之關聯，亦是智慧車輛及路側設備不可

或缺之要素，而在眾多聯網車輛中，電動車更有數位化設計的優勢且易於結合各

式聯網設備，產出多元應用與相關服務。 

近年來，車聯網技術不脫車輛、雲端、路側設備所構成的 V2X 架構，包括車

輛與車輛(Vehicle-to-Vehicle, V2V)、車輛對通訊網路(Vehicle-to-Network, V2N)、車

輛對基礎設施(Vehicle-to-Infrastructure, V2I)、車輛對路人(Vehicle-to-Pedestrian, 

V2P)等領域，如圖 4.1 所示，在這些聯網關係中，藉由無線網路的傳輸，可即時

分享各式路況、緊急事件、相互定位、訊息廣播等，促進交通順暢、防止碰撞，

以及提升交通安全。 

 

資料來源：高通（2020 年 8 月） 

圖 4.1 V2X 通訊網路相互關係示意圖 

以車輛本身而言，愈發普及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可作為收集大量交通感測資訊之媒介，輔助駕駛增進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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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服務之主體，如第三章所述，近期已朝向 3GPP 組織所提出的蜂巢式車聯

網(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 C-V2X)為發展主流，此標準在 R14、R15 版本以

支援行駛安全功能(如碰撞預警、路口預警、盲彎警示等)為主軸，而在 R16 版本

則應對 5G NR 加入自動駕駛輔助的相關支援，預留包括感測器資料分享、資料更

新、遠距駕駛等新銳功能之應用空間；在聯網技術之發展上，近年則以 5G 多接

取邊緣運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MEC)專網為趨勢，針對特定場域進行

大範圍涵蓋，導入邊緣運算支援，讓交通資訊傳輸更為即時，車聯網服務能夠實

現。 

而隨著車聯網技術的發展，應用服務上亦更多元且實用。2021 年世界行動通

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中，高通(Qualcomm)提出對於 5G V2X 之規

劃，除針對車輛對車輛、行人、自行車、道路基礎設備進行通訊，提升道路安全

外，也對於高解析度 3D 地圖資料之導入，及在無法使用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定位的情況下亦可通訊能力進行輔助等主題提

出了各式概念。5G 汽車協會成員亦開發逆向駕駛解決方案，透過雲端系統接收車

輛的 GNSS 定位資訊，若判斷為逆向駕駛，則以幾乎即時的效率提醒駕駛人錯誤

狀況，以及警告處於或行經危險區域的其他車輛以減少事故發生之機率。另在緊

急救難的領域，韓國將車聯網技術應用在消防救護車輛值勤上，當消防車輛執行

任務時，可以即時透過 V2X 車間通訊告知車輛位置、方向、速度，促使周遭車輛

禮讓其通行，同時透過與路側設備的通訊，讓交通號誌進行配合，讓車輛能一路

順暢通行，此外，透過與雲端平台的溝通，結合影像設備的偵測，分析路口狀況

來配置燈號、提升值勤效率。日本軟體銀行也嘗試將 5G 服務導入貨車運輸，建

立智慧隊列技術，讓數輛卡車可能由等速、等距離的控制進行跟隨，而行駛中的

車隊車輛亦能同步共享位置、速度，未來甚至可加入交通動態資訊的即時快速傳

遞，實現道路軌道化之方案。 

V2X 在智慧車輛應用需求上，主要可分為先進駕駛(Advanced Driving)、延伸

感測(Extended Sensor)、遠端遙控駕駛(Remote Driving)、車隊車輛列隊行駛(Vehicle 

Platooning)等四種服務情境。先進駕駛為聯網車輛的延伸，透過網路延伸車輛的

感知距離與反應時間；延伸感測則是透過網路可分享其他車輛的感測訊息，延伸

感測範圍；遠端遙控駕駛很容易理解，類似國內無人駕駛捷運之運行原理；列隊

行駛為透過群體車輛之運行，除降低人力需求，更可在半夜進行貨物運輸。日本

國土狹長且物流運輸發達，然近年老齡化嚴重造成物流運輸人力短缺，故對此一

應用發展積極投入。除基本需求外，四種服務情境亦各自訂定相關需求指標，分

別為：延遲性、可靠度、資料傳輸速度、通訊傳輸距離等。 

5G 在 V2X 的 應 用 情 境 中 屬 於 低 延 遲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URLLC)與超高可靠度之等級。在延遲性需求上，列隊行駛要求延

遲性介於 10 到 25 毫秒(ms)之間；先進駕駛及延伸感測輔助的延遲性要求為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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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遠程駕駛的延遲性需求為 5~20 ms。V2N 的延遲可能有幾秒；V2I 因為路側

單元固定，僅車輛移動，因此反應時間為毫秒等級；V2V 因為有相對速度，例如

兩輛車分別以 100 km/h 朝對方方向行駛，相對速度就高達 200 km/h，因此延遲要

求亦最高，甚至高達微秒(μm)等級。而在可靠度之需求部分，V2X 最大可靠度需

求為 80~95%，R14 版本再 V2X 的設計主要是透過多次重傳來確保可靠度，未來

5G NR eV2X 的可靠度將朝 90~99.999%之目標邁進。而在資料傳輸速度上，列隊

行駛需求為 12 kbps~65 Mbps；先進駕駛為 65 kbps~50 Mbps；延伸感測為 25~1000 

Mbps；遠程駕駛由於需要車子周圍與車內之影像資料，故對於上行的傳輸速度要

求為 25Mbps。V2X 通訊傳輸距離一般訂為 100~320 公尺，但在列隊行駛與先進

駕駛情境下，將以 5~10 秒乘上相對速度，感測器輔助駕駛的通訊傳輸距離將朝

1,000 公尺發展。 

除 3GPP 組織建立的 C-V2X 技術外，傳統 IEEE 的專用短距離通訊(DSRC)技

術亦為車輛間溝通之重要協定，長期以來，日本與歐美各國政府將 DSRC 用在救

災與緊急救援方面，擔任重要的車間通訊標準。相較於 C-V2X 可以利用既有的

4G/LTE 基地台，DSRC 是基於 WiFi 技術，需要大量布建路側基站(Road Side Unit, 

RSU)，當布建密度遇到困難時，C-V2X 便適合車輛與交通號誌、前後車輛等近距

離通訊使用。DSRC 與 C-V2X 在未來的相互融合將是重要之發展方向，DSRC 的

發展已趨成熟，系統具備高度的穩定性，而 C-V2X 具備技術潛力，搭配基地台發

展有著逐漸升級之可能，加上這兩大標準的應用層可以共用，可成為車聯網的整

合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藍芽技術於車輛上，尚有各種可實現的應用，目前已開

始普及的智慧型手機內建車輛鑰匙，或是透過藍芽讓車輛中控系統判別駕駛身

份，自動進行個性化使用習慣設定，更可提供共享車輛等服務。未來利用藍芽技

術的低功耗與普及率，勢必有各式手持裝置與車上無線感測器互動的車載應用出

現。 

國內目前針對車聯網的新銳應用，大多圍繞著先進輔助系統的駕駛應用，如

桃園虎頭山創新園區，針對小型自駕車輛建立數位科技場域，提供車聯網驗證測

試；淡水新市鎮場域除有自駕實證外，也與公車業者共同營運，建置 5G C-V2X

場域；其他諸如台北信義路、台南沙崙場域、彰濱場域、新竹場域等也同時有混

合車流、號誌訊號交換通訊等驗證測試，均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對於未來車聯

網相關的碰撞預警、彎道警示、遠距診斷、行人碰撞、異常天候、遇險通知、緊

急路況等發展，勢必會更為精進。 

二、智慧座艙科技在智慧聯網電動車所扮演角色與展望 

當車輛成為生活第三空間，智慧座艙(Smart Cockpit; Digital Cockpit)從傳統汽

車產業轉型為電動車與軟體定義車輛(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過程中，跳

脫出生冷硬體界面而進化至內容定義互動媒介。美國資訊分析服務公司 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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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it 汽車技術資深分析師 Chen Dexin 表示，智慧座艙可藉由艙內多重感測器來

達到具有便利、豐富多樣化的人機或人人互動機制與界面，後續更因為自動駕駛

車輛技術成熟之普及，在不同行駛情境下（如：長途駕駛或市內通勤等）會衍生

許多不同智慧座艙應用服務。目前業界對於智慧座艙定義具有以下兩種類： 

(一)定義一：一晶片多螢幕，此為電機電子架構化趨勢，可分兩種模式： 

1.為了實現車輛安全完整性等級(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ASIL)中之不

同安全等級（中控 ASIL A 與儀錶板 ASIL B）之間之運作，可將中控/儀錶板各

自域控制單元(Domain Control Unit, DCU)化，然後透過線束進行溝通，因硬體

是獨立，故由各自電子控制單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控制，屬於分域

式管控。 

2.集中式域控制即用一個單晶片系統(System on a Chip, SoC)來進行座艙內所有

次系統控制，同時透過虛擬機器監視器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MM) 

Hypervisor 對兩個不同安全等級區域進行分域─軟硬體分離、硬體集中化(圖

4.2)。 

(二)定義二：整車廠定義「智慧座艙」應是系統概念 

智慧座艙系統涵蓋車載資訊娛樂系統(In-Vehicle Infotainment, IVI)、液晶

顯示儀錶板、抬頭顯示器(Head-Up Display, HUD)、液晶顯示後視鏡等。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圖 4.2 智慧座艙 DCU 定義 

因此，從上述定義來剖析智慧座艙的 DCU 演進如下所述： 

(一)現在：分離式 

智慧座艙各系統 ECU 都由不同的供應商提供，且軟硬體耦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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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後軟體設定與內容皆固定，整車廠很難進行後續的 OTA 升級，用戶體

驗較差。 

(二)演進：分域式 

智慧座艙不同安全等級以不同 DCU 予以控制，再透過線束溝通，硬體

分離由 ECU 控制。相較分離式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智慧化。 

(三)未來：集中式 

主控晶片 SoC 控制所有次系統，在利用 Hypervisor 對兩個不同安全等級

區域進行分域，將具軟硬體解耦、高算力、通訊頻寬高、OTA 容易之特性。 

根據 Roland Berger 分析報告中，智慧座艙逐步會有四個發展階段： 

(一)階段一：電子座艙 

1.電子資訊系統逐步整合，組成「電子座艙環境」，其結構有其分層。 

2.螢幕朝向高解析度、大螢幕化。 

3.液晶顯示器大量使用，新型態顯示方式如：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 

HUD 等。 

(二)階段二：智慧助理 

1.以生物識別技術應用，提升駕駛監控系統功效，增強車輛感知能力。 

2.以獨立感測資訊，綜合判斷駕駛的生理狀態，達到「理解人類行為」之目的。 

(三)階段三：人機共駕 

1.在語音控制與手勢控制技術突破。可透過車內軟硬體系統整合，實現車輛感知

功能精緻化。車輛可在上車-行駛-下車的用車週期中，為駕駛與乘客提供情境

化服務，實踐智慧車輛自主/半自主決策功能。 

2.經由 DCU、晶片運算能力增強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運算成熟，

使智慧化體驗增強。 

(四)階段四：第三生活空間 

未來汽車使用場景將更加豐富化與生活化，並根據車輛所在位置資訊，達到

在地化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如娛樂、餐飲、互聯等功能，為駕駛與

乘客提供更加便捷之體驗。對於智慧座艙軟硬體解耦，傳統一階(Tier 1)供應商業

者發展挑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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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座艙各次系統（儀錶板、中控、多媒體後視鏡等）供應呈現垂直關係，Tier 1 整

合各個次系統 ECU、螢幕、機械、電子零組件等，為整車廠提供系統整合，次

系統軟體通常內嵌於 ECU 上，運算力較低，出廠後則無法進行更新。 

2.智慧座艙域獨立且安全等級較低（ASIL A 或 B），整合較容易，也不涉及法規

限制等問題。故智慧座艙域也可在燃油車上實踐，加上域控制成本較目前分離

式來得低，整車廠接受度高。 

3.未來改變智慧座艙域供應關係主要變化： 

(1)次系統 ECU 供應商，轉以提供域 DCU 方式，甚至未來被整合式 SoC 所取

代。傳統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 MCU)供應商將面對資通訊晶片大廠

SoC 挑戰。 

(2)因軟硬體解耦，供應關係從原本垂直化轉向扁平化，出現專門的硬體 Tier 1 與

軟體 Tier 1，甚至整車廠有意培養自身之軟體能力。 

(3)軟體 Tier 1 指的是 Hypervisor、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OS)、中介軟體

(Middleware)開發者。 

與傳統的 IVI、儀錶 ECU 相比，座艙 DCU 的技術門檻在於：(1)硬體開發的

複雜度變高，座艙 DCU 對硬體性能、輸入/輸出(Input/Output, I/O)介面的要求更

高；(2)座艙 DCU 的 OS 需要 Hypervisor 支持，其軟體發展的複雜度亦較高，並

由於涉及到不同安全等級域融合，對系統功能安全/穩定性的要求亦提高。目前全

球座艙 DCU 供應商仍然以傳統 Tier-1 為主，競爭格局較為集中，包括 Visteon、

Harman、LG、Aptiv、Bosch、Continental 等。業者將提升自身座艙 DCU 的能力，

或併購切入座艙 DCU。 

因此，智慧電動車廠未來將朝向 Middleware 與核心應用軟體開發工具包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布局，當中軟體開發項目可分為：板支援套裝軟

體(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OS、Hypervisor；Middleware；SDK 等。隨著整

車廠軟體開發能力提升，便會進入智慧座艙之軟體內容開發布局。未來的演進中，

BSP 開發仍然是 Tier-1 主責，OS 與 Hypervisor 因具成熟生態系進入門檻高，整

車廠未來布局重點為 Middleware 與深度介入核心應用演算法層 SDK 的開發(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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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圖 4.3 智慧座艙軟體架構布局重點 

在未來市場估計與潛力部份，至 2025 年，全球座艙網域控制站出貨量之年

均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高達 78.6%。隨著座艙系統

往多螢幕、多功能互動趨勢方向發展，座艙域控制器應用開始加速滲透，作為控

制器核心之智慧座艙晶片，是影響系統功能融合、流暢度之關鍵。座艙域控制器

市場規模當然不及系統市場，故智慧座艙系統市場規模應遠高於 2025 年 1,300 萬

套，智慧座艙晶片逐漸向製程小型化、高算力、低功耗方向發展。 

三、空間資訊在智慧聯網電動車所扮演角色與展望 

Gartner 副總裁 David Cearley 指出：「2020 年 Gartner 十大策略科技趨勢圍繞

著『以人為本的智慧空間』此核心概念。建立在以人為本概念上的智慧空間，代

表人類與科技系統能夠在日益開放、互聯、協調、智慧的生態系統中進行互動之

實體空間，可創造出更身歷其境、高互動率及高度自動化之體驗，是現今科技發

展最重要的面向之一」(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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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 (2020) 

圖 4.4 2020 Gartner 十大策略科技趨勢核心：以人為本之智慧空間 

Gartner 將智慧空間發展路徑切分成 4 個時期，如圖 4.5 所示，當前已進入智

慧化環境階段，代表著智慧空間（一種實體或數位環境）中，人類與科技系統，

能在此開放且共同合作之連網智慧生態內互動。此股趨勢已經在智慧城市、數位

辦公室、智慧家庭與連網工廠等空間內發生一段時間；不論對員工、顧客、消費

者、社區成員或公民而言，科技都逐漸成為日常生活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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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 (2020) 

圖 4.5 智慧空間技術發展路徑圖 

(一)全球對智慧空間科技之投入 

智慧空間科技產業價值鏈包含裝置硬體、圖資建構、內容運算、應用服務與

場域應用等，隨全球發展日益快速，智慧空間需求不斷上升，全球市場 2019〜2025

年預估增長 200 億美元。未來十年將呈指數級增長，投資累計將達 20 兆〜40 兆

美元。技術重點在於圖資建構與內容運算，可對圖資測繪業者與系統整合業者提

供更有效率的空間建構工具與地圖標記服務，或是對設備業者提供高精準度的影

像分析算法，進行設備應用加值。 

為因應全球數位國家/智慧城市數位轉型趨勢所需及智慧空間科技之興起，世

界大廠紛紛投入智慧空間科技及 3D 物件 AI 辨識之發展，重塑智慧空間之創新

服務。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美國名校因應智慧城市、智慧移動的需求，投入 3D 物件之 AI

辨識與語意分析的研發。NVIDIA 在 GTC(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2019 大會

宣布與 TRI-AD(Toyota Research Institute-Advanced Development)合作，處理來自

車輛各式感測器的所有資料，然後使用 AI 演算法與基於智慧空間地圖以幫助汽

車了解其環境與其位置，可在駕駛時預測潛在的危險；美國環境系統研究所公司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ESRI)與英特爾(Intel)子公司 Mobileye 合

作，透過其先進資料採集技術集成至 ESRI ArcGIS 平台，提供車輛所需之即時動

態地圖。 

近期由日本豐田汽車(Toyota)子公司 Woven Planet Holdings 所併購之美國新

創公司 Carmera 則是以攝影機影像眾包(Camera Crowdsourcing)方式，將布建於商

業車輛之攝影機透過行動網路即時回傳至雲端，進而分析與更新道路街景之智慧

空間內容動態資訊；同時，國內新創公司動見科技，亦是用此方式將聯網行車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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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器布建至臺灣宅配通物流車隊，來達到動態街景圖資更新與駕駛行為分析之應

用目的。 

(二)國內產業發展概況 

表 4.1 為目前國內業者以及國外領先廠商在 3D 地圖物件標註上之競爭力分

析。目前國內業者仍以採用人工標註方式建置地圖為主，在人力與時間成本上較

高，且資料來源仍以影像為主，尚無大規模點雲資料收集。因此相關計畫完成後，

可協助國內廠商進入多感測資料融合領域，以建構高精確度之 3D 地圖。並且相

關計畫預計開發語意分析技術，將可辨識如交通號誌之語意，提升點雲應用價值。 

表 4.1 國內外業者競爭力分析 

 
未來技術趨勢發展 國內業者 

技術領先者 

(Scale AI) 

標記成本 
低 

AI 半自動化 

高 

人工為主 

低 

AI 半自動化 

標記內容 

城市街景 

常見之道路、建築
物、交通號誌等 

交通領域 

常見之人、車、道
路、障礙物等 

交通領域 

常見之人、車、道路、
障礙物等 

語意分析 

有 

具語意分析，如速度
限制最高 30 km 等具
語意之推論 

無 

 

無 

 

資料內容 

廣 

2D 影像與 3D 點雲 

多感測資料融合 

窄 

2D 影像 

廣 

2D 影像與 3D 點雲 

多感測資料融合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 

臺灣具備完善 ICT 基礎設施，且行動裝置伺服器與週邊儲存設備之產業供應

鏈完整，並擁有充足的 AI 科技人才，尤其在軟硬整合上，近年吸引國際大廠擴

大在台投資及營運規模。晶片、模組、硬體供應鏈完整，具備發展智慧空間產業

基礎。 

然而，國際大廠(Google、Microsoft、Facebook 等)皆已布局智慧空間應用，

並投入大量資源；即便新創公司(如 Scape Technologies)亦已踏入智慧空間應用開

發。而臺灣在智慧空間科技，以學校實驗室研究為主，研發法人投入較少，且多

集中於 2D 影像 AI 辨識技術應用上；國內硬體業者專精於為國際大廠代工，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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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統或管理系統之研發人才；且臺灣智慧空間 3D 地圖建構應用之內需市場

小，不易達成經濟規模。 

(三)臺灣產業發展策略初步建議 

在圖資建構與內容運算方面，圖資建構與內容運算為智慧空間應用必要之關

鍵流程，以增加智慧載具對場景的理解。既有地圖產製流程繁複、成本高。如欲

取得精確度高、泛用性廣的內容分析模型，則需要大量人工進行標記地圖內容。

而所建構之地圖亦須依據應用屬性持續進行更新，方能滿足即時應用服務之需

求。可對圖資測繪業者與系統整合商提供更有效率的空間建構工具與地圖標記服

務，或是對設備業者提供高精準度之影像分析算法，進行設備應用加值；地圖內

容運算結果則可提供智慧聯網電動車建置智慧交通或智慧城市之高精度空間內

容等應用。針對目前臺灣圖資測繪廠商的特性，歸納出以下四種發展策略； 

1.研發高科技產品策略 

可深耕影像融合技術與 AI 開源技術，透過軟硬整合方式，提升臺灣強項(端)

的競爭力，建立智慧空間創新應用。全球無人載具市場規模可期，加上我國特有

場域以及複雜交通狀況，可開發具高度競爭力之智慧空間地圖物件辨識與定位技

術，如中興工程顧問社、群琁等。 

2.策略聯盟策略 

以策略聯盟方式整合可運用之研發成果，如智慧眼鏡、智慧道路等，強化我

國智慧空間研發能量。運用臺灣特有場域以及複雜車流環境地緣之利，建置真實

且多元的智慧空間影像資料庫，配合深度學習發展辨識技術與產品，打進與我國

相似交通與居住環境之東南亞國家市場。相關投入者如佐臻、資策會等。 

3.運用優勢積極發展策略 

運用臺灣硬體製造優勢，透過軟硬整合方式，打造智慧空間軟硬體解決方案，

與新興市場產生競合(非競爭)關係，協助廠商接軌國際。同時可透過國際間深度

學習相關開源碼，建立產學研三方合作之基礎，以快速發展智慧空間產業。相關

投入者如興創知能、詮華國土等。 

4.擴展新市場策略 

聚焦利基市場，發展核心技術以投入特定智慧空間垂直領域，如應用如智慧

廠區，開發藍海市場。智慧空間科技及動態地圖，非國內產業熟悉的軟硬體產業，

且學界技術發展程度仍處於以人工處理而非運用 AI 科技，曠日廢時無效率，既

然產業目前投入缺乏動力與能力，政府可先透過研發法人予以投入，為此產業作

開導。相關投入者如陶林數值、雍盛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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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高效率智慧空間資料運算技術，透過所開發之物件辨識、影像對位以

及語意辨識等技術，並運用半自動化標註工具，加速地圖建構時程與提升內容資

訊應用價值，如圖 4.6 所示：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 

圖 4.6 智慧空間地圖建構流程圖 

未來則可透過智慧聯網電動車於智慧交通至智慧城市做為垂直領域應用開

發標的，啟動國內跨領域產業（硬體+軟體+服務）生態系，連結晶片(如：Arm、

NVIDIA）、終端設備（如：緯創資通）、圖資收集/測繪（如：勤崴國際、詮華國

土測繪）與應用方案業者（如：國眾電腦、中華電信），共創智慧空間產業生態系

效益，智慧空間產業上下游關聯圖如圖 4.7 所示。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 

圖 4.7 智慧空間產業上下游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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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安全對智慧聯網電動車發展之影響 

(一)智慧聯網遠距駭客攻擊鏈分析 

在 2021 年舉辦的 Computex 2021 上，趨勢科技物聯網及車聯網安全資深全

球產品經理楊豐愷，對聯網車輛的資訊安全提供一個重要的註解：「汽車已是一個

有四個輪子，在路上行駛之『超級電腦』與『巨大的數據中心』，所以過去個人電

腦(Personal Computer, PC)、IT 伺服器遭受的網路攻擊，在車子上也有可能發生。」

不僅僅是本文所分析的智慧聯網電動車，未來的自駕車，甚至是現今的一般汽車，

車上也都至少搭載 100 以上的電子控制單元(Electric control unit, ECU)，加上各式

車載聯網裝置，提供車間通訊、雲端更新、車用多媒體等服務。在自動化與聯網

服務與日俱增之狀況下，資訊安全將成為未來車輛行駛上非常嚴重之安全隱患。 

聯網通訊擔任聯網電動車非常重要的角色及服務提供者，然而經由如 C-V2X

與周遭環境互動時，除聯網會造成資安風險外，亦可透過聯網的便利性對車輛行

駛進行監控與安全防護。在車輛對網路(V2N)時，可以提供防盜或車隊管理相關

之服務；在車輛對車輛(V2V)時，針對車輛間的服務可以加入金鑰加密等服務確

保溝通之安全性。而在 V2X 的資安風險方面，例如偽裝路側設備、竄改燈號狀

態、雲端管理平台竄改更新檔案竊取權限、行控偽造異常警示等，皆可能產生之

資安事件。另在聯網車輛繼續發展，而且 5G 時代即將來臨之情況下，亦有將汽

車部份 ECU 移至雲端之概念產生。上述概念基於簡化車輛電子架構，減少需要

管理的 ECU 數量，提升車輛效率，並利用分散式概念來對抗惡意入侵與攻擊，並

且亦需要注意包括阻斷服務(Denial-of-Service, DoS)攻擊、中間人(Man-in-the-

Middle, MitM)攻擊等常見的雲端攻擊。除單一車輛，聯網車輛在車隊管理上所遭

遇的威脅亦十分重要，在大量車輛的管理上，通常會設置相同的車機服務與聯網

形式，雖然可達到降低成本之目標，然亦可能成為惡意攻擊之標的，例如經由駭

客軟體服務，偽造車隊管理的行駛數據，車輛位置，服務紀錄等，更甚者可入侵

智慧輔助系統，造成行駛上的危險，危及駕駛人及乘客生命安全。 

在聯網車輛愈趨進步的同時，傳統 IT 所會遭遇的攻擊皆可能發生在聯網車

輛之上。以近年著名的四個惡意攻擊案例來分析（Jeep Hack 2015、Tesla Hack 2016

與 2017、BMW Hack 2018）可以發現，最初始會利用之攻擊媒介，一般是經由行

動網路及 WiFi 網路，將目標鎖定在車輛多媒體系統（娛樂平台），主因是一般車

輛通常都會具備此類系統，加上這些系統在現今通常都具備聯網功能，透過多媒

體系統，可能成為連接車內 ECU 之聯網入侵點，在上面提到之案例中，駭客都嘗

試利用移動設備來進行中間人 MitM 攻擊。當駭客經由聯網功能，進入車輛電子

控制單元 ECU 之網路中時，將造成車身網路的資安威脅，遠距駭客攻擊鏈分析

流程如圖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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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趨勢科技（2021 年 3 月） 

圖 4.8 遠距駭客攻擊鏈分析流程 

隨著感測技術的增強及普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開始普遍在現今車

輛上安裝，對於電動聯網車輛更是易於安裝且對於駕駛人有所助益的功能。然而

自動輔助的層面愈廣，相對應可能造成的資安風險也持續變大。以目前開始普及

的幾項輔助設備而言，主動式車距調節巡航系統(Adaptive Cruise Control, ACC)可

某程度上掌握車輛的加減速，車道維持輔助系統(Land Keeping Aid, LKA)可在某

程度上掌握車輛轉向（方向盤），自動緊急煞車(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AEB)系統則掌握緊急煞車之時機。上述常見的輔助功能已經構成可以掌控車輛之

關鍵要素，相較於傳統車輛不具備電腦主動控制車身的功能而言，當先進系統遭

受入侵時，將造成車輛極為高度的危險。而對於先進系統而言，一般來說常見的

入侵點有：車載機（多媒體系統）、資訊娛樂裝置、感測設備、以及車身各式檢測

接口等，經由此入侵點，竊聽合法封包，偽造非法的內部網路訊息，小則造成電

腦系統混亂，大則造成行駛指令異常，發生行駛危險。 

綜上所述，以往因為聯網資訊技術之限制，造成車輛通訊、車身網路的資安

防護並未納入重要考量，亦缺乏相對應之發展。V2X 及輔助駕駛的趨勢導致了聯

網應用的增加，亦造成車內網路無法具備以往的封閉性。車內網路方面，目前的

控制器區域網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Bus)系統並不具備資安防護機制，

在掌握 CAN 訊息的編碼方式下，即可偽造控制指令來改變車輛狀態，當入侵方

掌握行駛控制的關鍵訊息模式時，更會造成莫大風險。車外網路方面，在缺乏身

份驗證跟加密機制的聯網服務上，將無法防止竊聽、重送等威脅，包括車輛解鎖

等機制都將遭受威脅。而在韌體與應用軟體服務方面，當更新服務（如 OTA）無

設計完整驗證機制時，將導致被埋入後台程式與訊息被竄改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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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計而言，聯網車輛遭受的實體與遠端攻擊次數，近年有呈現指數成長的

趨勢。因此在國際標準上也訂定眾多車輛資安相關之標準，如 ISO 26262 在功能

安全(Functional Safety)方面進行了相關制定，針對傳統封閉式框架之車輛系統，

對意外造成的功能失效進行安全性評估。而面對近年來之資安威脅，ISO/SAE 

21434 則將外部威脅納入考量，把威脅所造成的功能失效進行各式的風險評估，

期待能夠對於資訊安全做出有效之規範與貢獻。 

(二)運用資安白名單技術增進智慧聯網電動車之安全 

2016 年 Mirai 殭屍網路攻擊肆虐物聯網設備造成重大災情，在物聯網、智能

裝置與無人載具等各式新興應用，為傳統資安防護機制造成全新安全挑戰，目前

發展中的新世代產品皆強調高智能與連網能力，亦為惡意程式布建執行環境與攻

擊缺口。經由網路連線控制，傳統資通設備操作方式與控制面多元化，進而使得

聯網設備潛在攻擊面無限擴大，以往針對惡意行為特徵辨識，缺乏嚴謹認證機制

的防禦方式，可預見未來恐遭受系統管理弱點入侵，及未知軟體漏洞之嚴峻威脅。

以「智慧聯網電動車」為例，在「萬物聯網，萬物皆可駭」之概念下，如掛載的

車載平台缺乏足夠防禦能量，智慧聯網電動車將成為攻擊者手中最具威脅性之籌

碼，一個指令就可以脅持車輛的煞車與引擎，將會引起嚴重的交通事故。 

工研院資通所研發之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係經由嚴格的程序控管，要求系統

只能執行經由企業及設備廠商允許之合法程序，縱使駭客繞過層層防護進入系統

底層，此技術仍可利用編碼驗證，禁止保護名單外之未知程式存取系統資源，可

廣泛應用於車聯網、金融、國防、關鍵基礎設施等機敏服務平台安全防護。此技

術關鍵核心在於利用作業系統機制與 hypervisor 功能，攔截應用程式執行，並在

應用程式執行時檢查程式完整性，可保護網通產品、物聯網裝置、自動提款機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自駕車系統或高安全層級系統，限制在系統上

可執行的應用程式，阻斷未知的惡意程式，提供更完整、更安全的保護。 

基於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可經由記憶體或檔案為基礎的白名單技術進行嚴

格之程序管控，僅允許載具製造商預存之程序執行，並針對每個記憶體頁面

（Memory Page）進行查核，驗證該記憶體頁面是否存在於白名單當中，避免保

護名單外的可疑程序假冒正常程序規避驗證。應用程式白名單已可針對時下流行

的作業系統進行防禦部署，目前已提供給廠商進行資安防禦部署。 

Linux 採用強制存取控制模型為基礎的 SELinux 防禦技術，提供伺服器、個

人電腦/筆電、網通設備以及物聯網設備強化資安防禦成效。經由預先設計的行為

允許清單，可達到符合 ISO-62443、ISO-21434 等國際規範。目前團隊已提供技術

服務給網通設備於智慧工廠製造、軍方伺服器等場域運作中。SELinux 技術亦為

歐美國家主流針對機敏設施所設計之資安防禦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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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經由應用程式白名單方式，限定指定允許清單的程式才能指行的方

式，以杜絕惡意程式被不經意執行而造成危害。 

 

資料來源：資策會整理 

圖 4.9 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架構 

綜整應用程式白名單技術特色如下(詳圖 4.9)，應用程式白名單為一作業系統

層級的程式完整性檢查程式，其檢測位階與傳統防毒軟體相同，皆經由系統核心

驅動程式對作業系統核心所有相關程式執行點進行攔截與檢測。 

白名單防禦技術部署檢測方法，第一種為在作業系統核心驅動程式中進行檢

測，在效能上目前已能做到判斷時間達到 50us 以內的檢測效能，記憶體視檔案多

寡而定也僅需要 4~8MB。其二為統一在虛擬機監視器中對客體作業系統進行白名

單檢測，此技術在實作上除本身白名單防禦外，將建置保護機制，能夠攔截除錯

相關的系統呼叫、卸載指定驅動程式等行為以確保白名單防禦機制能夠正常運

作，避免遭到惡意軟體關閉進而失去防護效能。 

系統可經由記憶體為基礎的白名單技術進行更嚴格之程序管控，每個記憶體

頁面 (Memory Page) 要執行的時候都檢查此頁面是否在白名單中，避免保護名單

外的可疑程序在平台內執行。此技術的優點在於惡意軟體無法得知作業系統是否

有此保護機制的存在，並且能夠在極低運算成本條件下完成防禦建置，達到輕量

化虛擬機防禦部署。 

突破進階描述語言（Scripting）攻擊及行為式（Behavior）白名單管控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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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作業系統中所有可執行的物件進行阻擋，範圍包含：二進制可執行檔、系統

驅動程式、動態載入連結檔、與腳本語言的執行進行檢測辨識。 

五、臺灣推動數位科技與智慧聯網電動車結合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臺灣在 ICT 產業技術能力強大，經由 ICT 優勢技術在全球車用零組件產業鏈

中占據市場關鍵角色。如何善用此優勢地位，釐清臺灣優勢與市場缺口，持續掌

握電動車市場商機，將是臺灣後續需要探討之重要議題。 

(一)軟體定義共通平台轉動汽車傳統價值特性，車輛越開越智慧 

「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 Define Vehicle, SDV)的概念，最早於 2007 年 4 月

的 IEEE 會議論文中被提出，已成為產業界對於智慧汽車發展之共識。福特汽車

執行長法利在法說會上表示：「發展電動車的重點不在電池與引擎，而在使用者體

驗及數位化。」其中使用者體驗及數位化，需透過軟體進行，未來在智慧聯網電

動車時代，車輛上大部分之功能體驗，都將透過軟體線上更新進行優化，車輛將

記住駕駛人駕駛需求及乘客的喜好，亦透過軟體使行車變得更加安全。 

空中升級系統雲端功能更新是軟體定義產業(Software Defined Industry, SDI)

與系統整合業者轉型內容服務化之趨勢。未來汽車的銷售模式也許會不同，車廠

可能以新型態銷售模式，以成本價來銷售汽車，再透過車用功能軟體訂閱、販售

新功能軟體來獲利。以往車輛價值在交車當天就是車輛價值的高峰，因車輛由硬

體定義，車一落地就折舊；然而由軟體定義汽車的概念正好相反，未來交車當天

將是汽車性能價值的最低點，透過軟體更新持續加值，車輛將會越開越聰明。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2021 年 6 月報告指出，SDV 啟動汽車根本性

架構之轉變，不僅是車輛產業框架之重新布局，更是對產業鏈各環節價值之重新

定義。傳統整車廠與其 Tier 1 供應商所建立之合作模式，主要圍繞在硬體的架構

關係上所建立，而當 SDV 加入轉變過程中，汽車電子電氣架構(Electronic & 

Electrical Architecture, EEA)之硬體架構發生巨大的變化、面向服務之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實現真正的軟硬體獨立分開，因此整車廠、Tier 1 與軟

體廠商之合作模式與分工亦逐漸發生改變，詳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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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21 年 6 月） 

圖 4.10 軟體將成為未來汽車發展之主軸 

在汽車進入電動世代後，除動力外，平台設計與軟體成為汽車產業最關鍵之

競爭力。有平台就有爭取與車廠合作的競爭力，而軟體與開發工具則是業者創造

差異化最關鍵之能力，此外具有平台與軟體能力，則能夠協助業者切入各類垂直

市場中，透過客製化之服務，搶進分眾市場，藉以在產業鏈中站穩腳步，詳圖 4.11

所示。 

 

資料來源：豐田、福斯、戴姆勒、BMW、Bosch，MIC 整理（2021 年 6 月） 

圖 4.11 軟體定義汽車的時代改變既有之體制 

產業下一步走向「軟硬整合」的重要性，機器跟機器之間如何「溝通」將是

關鍵。群體自主化(Swarm Autonomy)需求，中間層資料分散式技術成為「軟硬兼

合」切入新市場之關鍵拼圖。制訂 AI 模組標準，打造智慧感知系統生態圈，整合

營運技術(Operational Technology, OT)、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與人

工智慧(AI)等業者成為生態系。產業由「自動化」走向「智能化」趨勢成型，整合

設備與人將是最大關鍵，其中數據、行業知識及試驗場域缺一不可。 

既有 ECU 的架構，採用硬體與軟體整合為一之設計理念。以往 ECU 上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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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如有變更，使用於車輛的軟體，需逐一驗證，此一方法所需耗費的時間、經

費成為車輛開發之瓶頸。隨著車輛設計逐漸走向多功能，而車用作業系統(Vehicle 

OS)因連網與自駕等新功能的增加，朝向複雜化之發展趨勢下，因此採行硬體抽

象層(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HAL)之概念，將硬體與軟體分離，更新及升級

更有效率。 

未來若可提供車輛 AI 設備功能驗證，能有效驗證產品是車廠之期待，若能

制定標準規格，然後快速簡易之驗證解決方案等，將提供車廠有效率之採購品質

認驗證。 

(二)數據與 AI 驅動服務新價值 

目前車內電子元件增加很多，未來將會更多，當中除硬體需求外，亦包含各

種 AI 軟體需求。未來先進車用發展有許多 AI 軟體需求，包含如車用晶片上的缺

口、車用顯示智慧聲控的演算法、照後鏡數位化的資訊介接等。現今業者除本業

外，未來針對智慧車用零組件產業也保有高度發展興趣，而將來零組件 AI 軟硬

系統整合可能是產業未來之需求。 

智慧系統解決方案除 AI 運算平台，亦需大數據蒐集、AI 軟體分析、雲端更

新之完善整合。以軟體定義車輛，而非車輛硬體去定義軟體，未來大數據的搜集

是會非常直接的，當前包括 Intel 或其他大公司投下鉅資皆朝向此目標，以利提供

最快速之資料支援進行開發。 

全球智慧系統正面臨「AI 普及化」瓶頸，需建構以高利潤、高效率、高品質

解決方案，應付 AI 高吞吐量的複雜運算需求，AI 運算需發展終端輕量化，軟體

品質需進行快速驗證，並亟需以 AI 智慧服務輔助供應鏈，生成靈活、高彈性之

電動車韌性供應鏈。 

隨著 AI 應用普及與複雜化，通用運算效能已無法應付 AI 的複雜運算需求。

環境資訊轉化成數據，數據量非常龐大，AI 運算須終端輕量化多重感知共通融合

(Multi-sensor Fusion)是智慧感知物聯技術發展重點。目前現行的架構趨勢多為結

合邊緣運算輕量化技術，先在攝影機端做完事件辨識，主機端接收事件影像與數

據進行後續行為。未來資料收集後之數據運用機制是發展 AI 關鍵技術。未來趨

勢將以多元豐富的軟硬體產品組合為基礎，配合模組化的 AI 開發方案，提供中

小企業以低成本的方式取得布署 AI 應用的管道，詳圖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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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資策會系統所整理（2021 年 9 月） 

圖 4.12 透過 AI 加值提升臺灣車電關鍵零組件競爭力 

六、小結 

整車廠硬體競爭白熱化，未來透過軟體才能形成明顯差異化，以軟體驅動創

新，所創造的利潤更大。因此，整車廠在 SDV 總體架構－硬體層平台、系統軟體

層、應用軟體層上，應該積極投入，SDV 將對汽車產業供應體系造成改變。 

未來可整合並建立各領域系統介面/界面介接的共通標準與規格。提供易整合

之系統架構，與可快速建置之開發環境平台。開發各領域系統服務套件及其開發

環境，提供跨系統之服務。善用開源軟體(Open Source)，快速建置各類系統。將

開源之共享、共創精神導入系統整合與應用，強化系統整合開發的實質分工並提

升效率。強化資訊安全，加強第三方資安檢測與驗證。 

新興的產業都已開始關注於 IT 與 AI 之兩項發展，目前導入之速度很快，收

集的資料很大量，但目前之產品整合力較差。藉由 Cloud、Big Data、AIoT，強化

資訊透通與彈性管理。運用人工智慧(AI)，解決應用端與開發端資訊落差之問題，

協助雙方對話尋求共識。現階段車廠專注於產品整合，而未來 IT 與 AI 產品整合

性差，且缺乏 AI 技術研發、AI 產品功能標準與驗證，期許透過目前既有之硬體

技術，結合產業與研發法人間軟體能力合作加速產業發展。 

產業如車廠會比較關心產品裝到車上的使用情況，因裝到車上後的責任歸屬

將是車廠，未來產品之功能問題會是車廠關注之重點，能有效驗證產品將是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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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如訂定標準規格及簡易的驗證解決方案等，可提供車輛 AI 設備功能驗

證與 ADAS 功能驗證，幫助硬體廠商提供驗證資訊（標準、數據），增加更多硬

體廠商導入車輛廠商機會。 





 第五章  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發展趨勢與臺灣發展契機 

97 

 

第五章  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發展趨勢與臺灣發展契機 

一、國際電動車產業與供應鏈概況 

因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驅使各國持續加嚴車輛排放標準，更訂出燃油汽

車退場期限，加速電動車邁向市場主流。電動車就像汽車產業的數位轉型，以往

汽車動力以內燃機動力與複雜的傳動結構為研發核心，隨著電動車的崛起，逐漸

被馬達、電池及電控等技術等取代。智慧聯網電動車可想像成「裝了輪子的智慧

手機」，使得資通訊與電子業者能一展長才，將軟體技術帶入汽車，眾多原本非車

輛領域之異業巨擘，相繼加入電動車發展行列(圖 5.1 )，百年汽車產業之轉型已是

勢在必行。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圖 5.1 異業廠商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 

(一)從傳統金字塔式產業鏈結構，逐漸走向扁平、開放 

車輛屬於高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涵蓋領域廣泛，因此向來有火車頭工業之

稱。傳統的車輛產業分工層層分明、各司其職，孕育金字塔式產業鏈結構(圖 5.2 )。

最頂端的車廠主導品牌、設計與創新，由於製造汽車所需的零件高達上萬個，車

廠會向一階供應商(Tier 1)採購部分整合性解決方案，如動力、傳動及控制等系統。

傳統車廠以 Tier 1 為主要合作對象，系統層級以下的零組件由 Tier 1 管理，Tier 1

亦考量成本與能力，自製或向二階供應商(Tier 2)購買零組件來組裝檢測。再往下

層則是有三階供應商(Tier 3)提供鋼材、玻璃及塑膠等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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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5.2 以往車輛產業合作模式 

然電動車之結構與設計，讓電機、電子及資通訊業者看到跨入過往被視為高

進入門檻的車輛產業之機會，車壇之「新創者」有機會與百年國際車輛大廠競爭，

如 2003 年才成立的 Tesla 已成為當今全球電動車之領導品牌。 

電動車時代下，使得以往供應鏈層級關係發生變化(圖 5.3)，電動車廠以類手

機供應鏈模式，掌控系統設計，強化軟體控制硬體，如空中下載技術(OTA)更新、

電子電氣架構(Electrical/Electronic Architecture, EEA)等，由於驅動電動車的馬達

與電池兩大關鍵零組件技術仍持續發展中，電動車廠商希望掌握合作與採購的主

導權，因此部份關鍵零組件越過 Tier 1 直接供應車廠合作，帶動車輛產業供應鏈

朝扁平化、分散開放發展。此外，由於部份新進電動車廠商因屬跨領域投資，其

專長並非車輛設計工藝本身，故造就類似「Tier 0.5」新角色，電動車廠透過 Tier 

0.5 委外代工生產整車，如江淮汽車替蔚來汽車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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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院，車輛中心整理 

圖 5.3 電動車改變車輛產業合作模式 

(二)電池為供應鏈關鍵，中韓日三國業者獨占鰲頭 

Tesla 表示若要在 2030 年前達成年生產量 2,000 萬輛之目標，其最大障礙主

要為電池技術。電池約占電動車製造成本的 30%，是相當關鍵的主要零組件，電

池成本高昂亦反映在電動車售價上。此外，據車廠分析，除電池成本占比偏高外，

電動車約有一半之重量來自電池，使得電動車車身比燃油車重，未來若電池技術

提升，使重量減輕一半，電動車續航力將有望增加 25%，故電池技術發展是現階

段各家業者努力之方向。 

依市調機構 SNE Research 研究顯示(圖 5.4)，2020 年電動車電池市占率的前

三名業者，分別為中國大陸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CATL)市占約 24%；南韓 LG 能

源方案(LG Energy Solution)市占約 23.5%；以及日本松下(Panasonic)市占約 18.5%。

目前電動車的動力電池，綜合能量密度與安全性而言，由於磷酸鐵鋰電池與三元

鋰電池表現較優秀，是車廠採用的主流。寧德時代自從 2017 年開始，連 3 年成

為全球電動車電池供應量排行榜龍頭，客戶包含 Tesla、Toyota、Honda、BMW、

Hyundai 及 Daimler 等國際車廠，其主力生產磷酸鋰鐵組合的電池，因具價格便

宜及安全性高等優勢，獲電動車龍頭 Tesla 大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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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NE Research，車輛中心整理 

圖 5.4 2020 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占率 

電動車電池市占率若以國家別來看，目前主要以中國大陸、韓國與日本廠商

為主，其中中國大陸約占 37.5%、韓國 34.7%、日本 19.9%及其他國家僅 7.9%。 

生產電動車之三元鋰電池需要稀土原材料鎳與鈷等，中國大陸在這部份幾乎

壟斷了全球供應，中國大陸廠商正積極開拓電池材料之關鍵礦源，鎖定了西非剛

果的大量鈷供應，藉以確保未來生產電動車電池所需。 

韓國政府為鞏固其國內LG能源方案(LG Energy Solutions)、三星SDI(Samsung 

SDI)與 SK 創新(SK Innovation)等業者在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場的優勢地位，2021

年宣佈了一項電池產業發展計畫，將結合 30 多家韓國公司，到 2030 年共同投資

40.6 兆韓元(約新臺幣 1 兆元)，來發展電動車電池技術。日本政府則係投入約 2

兆日元(約新臺幣 4,880 億元)之基金，希望建構本土電池供應鏈，2021 年組織「電

池供應鏈協議會」(BASC)，成員包含日本車廠與住友金屬等 55 家業者，共同籌

組電動車用鋰電池供應鏈。 

(三)電動車馬達多為車廠內部供貨或合作關係緊密的 Tier 1供應 

電動車與燃油車之驅動系統構成有所不同，電動車驅動系統是指馬達將電池

之電能轉換為機械能，再將動力傳至輪胎，零件主要包含驅動馬達、驅動器及傳

動軸等，並透過冷卻系統來輔助驅動系統散熱。 

由於電動車驅動系統在電動車產業鏈之關鍵地位，車廠及旗下所屬零組件公

司、Tier1 及電機業者都在該領域積極進行布局。國際市場之產業格局已初步形成

(圖 5.5)，國際車廠如 BMW、Toyota、Volkswagen、Nissan 等，其電機系統多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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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內直接供貨；另有部分車廠採取外購與委外之方式，由合作關係緊密的 Tier 1、

電機生產商提供或共同開發，如德國 Bosch 與 Daimler 合資成立公司、加拿大

Magna 與 Ford 聯合研發，其他知名的尚有法國 Valeo、從德國 Continental 集團分

拆獨立之 Vitesco Technologies、美國 BorgWarner 旗下 Remy、日本 Nidec 及日本

Denso 等公司。 

 

資料來源：東方證券研究所，車輛中心整理 

圖 5.5 電動車驅動系統供應鏈示意圖 

(四)投入電動車產業挑戰高，Tesla 軟硬體並進打造成功範例 

電動車之結構設計不如以往燃油車須製造複雜的引擎，因此帶動不少新創造

車勢力紛紛投入發展電動車事業，然而其入門障礙與門檻仍有相當難度。 

DIGITIMES Research 研究指出，新創業者若欲投入製造電動車，主要有四大

挑戰。第一為資金募集難度高，由於電動車係高資本投入，包含研發費用及生產

線建置等一開始之投資金額約需要高達 35 億美元(約新臺幣 976 億元)之龐大資

金，相當於 ICT 業者興建一座 7.5 代 TFT LCD 面板廠之金額；第二為電動車型

開發時間長，廠商自試量產到具銷售實績需歷經約 5 年以上；第三為轉虧為盈的

規模大，新創業者剛投入時，除一開始取得上游零組件廠商的信任較不易，待有

初步實績後，累銷量約需達到 100 萬輛規模成果，需花費數年才能損益兩平；第

四為相較消費性產品，電動車製造複雜度高，且需符合嚴苛的車規安全要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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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其它業者代工，品質控管工作仍係一大挑戰。 

目前，達百萬輛量產規模且具穩定獲利的非傳統車廠業者僅有 Tesla。Tesla

能打造成功範例，大致可歸功於其建構軟硬體一體化之營運模式。硬體部分，為

因應不斷增加之訂單，Tesla 在電動車主要市場，如美國、中國大陸、歐洲當地興

建工廠。目前美國加州廠與中國大陸上海廠總產能已超過 100 萬輛，但仍持續加

快各地區新廠建設，未來德國柏林廠與美國德州廠 2 個廠，合計新產能預計將達

75 萬輛。此外，Tesla 近年持續推出符合大眾主流車型，如 Model 3 中型平價房

車、Model Y SUV 運動休旅型，打造更具經濟性之暢銷車型；軟體方面，將較傳

統車廠 Tesla 投入較大量的資源來開發各項軟體服務，如 OTA 升級、訂閱服務以

及以 Level 5 自駕功能為目標的全自動駕駛(Full Self Driving, FSD)套件(圖 5.6)等，

並非傳統追求單純車輛之利潤，而使車輛變成另一種持續性盈利之資產。 

 

資料來源：Tesla 

圖 5.6 Tesla 全自動駕駛(FSD)套件可持續升級車輛軟體功能 

二、國際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與供應鏈概況 

自駕車一直被當作電視題材，直到近期才不再被視為遙不可及之科幻情節，

而是當下正逐漸實現的科技產品，其主因為各種尖端科技逐漸成熟，使研發自駕

車技術可普及與取得，最終使自駕車可以改變人類生活型態。 

其中，車聯網通訊技術、環境感測器、人工智慧決策平台皆為實現自駕車不

可或缺關鍵因素。自駕車系統架構首先為感測環境資訊(Sensor)，並經由資訊連結

(Connectiviety)，最後完成人工智慧決策(Decision)，車輛才落實安全無誤的機器自

動駕駛。 

車聯網是實現未來智慧運輸交通之關鍵，亦衍生無限新興商機；除車輛本身

軟硬體技術演進，各式通訊技術、雲端、車用電子元件，測試技術等都是 V2X 車

聯網智慧車輛與路邊基礎設施不可或缺之元素。汽車產業產值與出貨量近幾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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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降，已使車廠迫切尋求突破，而連網車輛與電動車則是車廠積極布局的項目。 

智慧車輛新興科技如自動駕駛、車聯網發展對產業帶來解決方案契機，隊列

行駛技術為其中之關鍵應用。「隊列行駛」是指使用通訊與自動駕駛技術，讓兩部

或兩部以上車輛進行鏈結，車輛間透過設定，保持一定距離，達到一致行駛速度

與型態。例如行駛於高速公路上的貨運卡車，第一部卡車作為領導者，後面之車

輛可跟隨並適應其運動變化，後方駕駛也可決定離開隊列並獨立駕駛。而其發展

目標主要為提高道路安全、改善交通問題、提升運輸效率與減少環境負擔等。以

下分別探討智慧聯網、感測模組與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發展趨勢。 

(一)智慧聯網 

智慧聯網打造道路資訊透明平台，因自駕車感測器蒐集資訊僅留存在單一車

輛層次，但於車輛無法感測之死角，或不可見遠方突發事件，則須透過車輛聯網，

以取得更詳盡資訊；目前智慧車聯網層次分為點對點傳輸，以及雲端傳輸。 

點對點直接傳輸主要傳遞具有時間敏感性(Time-sensitive)資料，透過車輛間

(Vehicle to Vehicle；V2V)、車輛對道路裝置(Vehicle to Roadside Device；V2R)直接

對話，若透過雲端彙整資料，可能緩不濟急，因此透過點對點傳輸強化車聯網溝

通效益。 

當前車聯網之技術格式，主要包含車用環境無線存取(WAVE)/專用短程通訊

(DSRC)與 LTE-V2X 兩種規格方向。其中車間點對點通訊最重要為低延遲性，以

達到即時傳遞效果。 

WAVE/DSRC 傳輸延遲約 20 毫秒，相對於 LTE-V2X 4G 約 50 毫秒，相較具

發展潛力，雖下一代 LTE-V2X 5G 傳輸延遲性僅有 1 毫秒。目前車聯網標準體系

區分為無線通訊與應用層兩大部分，其中之應用層標準由各國或聯盟根據其區域

性應用各別定義，而無線通訊技術則以 DSRC(歐盟為 ITS-G5)與 C-V2X 為市場主

流技術。 

另一部分，雲端傳輸主要應用於高精圖資(High Definition Maps)反饋與即時

更新，高精度協助自駕車落實點對點全自動駕駛，因此讓電腦閱讀之地圖，必須

具備高精度座標、道路線標、路標，同時含括道路垂直坡度、曲率、側傾、週邊

物件等資訊，並可經由雲端即時更新路況、障礙、道路維修等即時動態路況訊息。

當車間點對點傳輸與雲端傳輸共同運作，將可建立一個綿密道路傳輸網，協助自

駕車掌握不可見、不易感測訊息。 

(二)感測模組 

感測模組為自駕智慧聯網電動車之眼，自駕車透過感測模組辨識週邊環境資

料，為自駕車感測器解決方案，包括光達(LiDAR)、攝影機、毫米波雷達(M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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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超音波(Ultrasonic)等，其中光達可在條件惡劣環境下，仍可透過雷射光束

建構出立體影像，協助自駕車判斷自身所在位置，以及檢測週遭障礙物，光達掃

描半徑達 100 公尺，測距誤差僅有 5 公分，被視為自動駕駛不可或缺的感測器。 

目前市面大多為機械構造式光達，因全手工打造造價昂貴，初階款 32 線光

達即要價 4 萬美元以上(約新臺幣 120 萬元)，未來光達能透過矽製程(CMOS)量

產，以晶片樣態的固態光達呈現，不僅體積可縮小，光達價錢可望於 500 美元(約

新臺幣 1.5 萬元)以下。 

在光達價格居高不下之際，目前自駕車業者同時採用多元感測器相互輔助，

以不同感測器物理特性截長補短，如毫米波雷達偵測距離較遠，但容易被金屬物

體干擾；攝影機價格低，辨識能力強，惟惡劣天候下感測效果差；超音波方向性

差、距離短，只能運用在後方防撞。 

經由多元感測器資訊融合(Sensor Fusion)，整合準確環境參數，讓決策系統做

出更好、更安全之決策。舉例說明，毫米波雷達能測量高達 120~250 公尺物體之

速度與距離，攝影機在近距離偵測及物體辨識方面成效良好，當兩者攜手合作，

雷達則可作為遠方物件早期預警作用，攝影機影像辨識則可精準判斷近距離號

誌、交通燈號，遠近分工達到智慧駕駛目的。 

(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人工智慧(AI)彙整內外資訊進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之駕駛決策。當車

輛感測器偵測到周邊環境資訊，同時車間傳輸取得即時遠方路況訊息，此時即需

透過人工智慧平台將多元資訊進行彙整、運算、處理，而做出正確駕駛決策。目

前各種人工智慧途徑當中，以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最為可行，但該方法需極

大量物件資料庫，才能訓練出精準分析系統。 

深度學習如同人類學習分類之過程，透過大量分類以完成樣本標的資料庫，

並持續將不同分類樣本投入，教導系統學習，使系統逐漸理解資料庫中的規律性，

當未來發現特例也可如同人類自行推敲研判。 

在整個自駕車系統架構內，感測端如同五官網羅近處可見訊息，車聯網將五

官延伸蒐集遠端不可見資訊，遠近訊息融合後，交由車輛之人工智慧平台進行運

算決策，最後由如同人類四肢的控制系統執行大腦命令，當自駕車之大腦、五官、

四肢可以協調合作，即可落實機器 ADAS 安全駕駛。 

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供應鏈可分為 16 項系統，每系統再細分為若干個次系

統，整理出相關之臺灣廠商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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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相關之臺灣廠商 

系統 廠商 次系統 次系統廠商 

電能總成 
鴻華先進、 

車王電 

電芯 
能元、有量、台達電、長利、昇

陽、喬信、格斯、輝能、長泓 

單元電池模組 
新普、新盛力、有量、台達電、

能元、加百裕 

電池組管理系統 
能元、有量、鴻華先進、台達電、

車王電 

高壓控制總成 
致茂、台達電、鴻華、車王電、

康舒 

電池冷卻系統 友永、行競 

智慧座艙 群創、友達 

駕駛監控系統 宇碩、威盛、奇美車電、由田 

乘客監控系統 歐特明、奇美車電 

語音辨識 賽微科技、百佳泰 

手勢辨識 原相科技、開酷科技 

擴增實境抬頭顯

示器 
宇碩電子、大眾電腦 

車用顯示面板 
業成集團、群創、友達、瀚宇彩

晶、瑞儀 

觸控面板 英特盛、群創、晶達、中環 

控制器  

ESC 控制器 六機 

ADAS 控制器 技嘉、廣達 

BMS 電能管理 兆普、創奕、車王電、輝創 

EPS 控制器 旭春、長傑 

韌體 VECTOR、ETAS、dSPACE 

整車控制器 和碩、鴻海、英業達、廣達 

IEPB 控制器 至興、六機 

L3 先進駕

駛輔助系

統 

鴻華先進、 

輝創 

L0 安全警示系統

安全系統：前方碰

撞 警 示 系 統

(FCWS)、車道偏移

警 示 系 統

(LDWS)、側方盲

點 警 示 系 統

(BSD)、駕駛狀態

監控系統(DSM) 

輝創、同致、帷享、淳安、奇美

車電、為昇科、環鴻 

L1 駕駛輔助系統：

主動式定速巡航

系統(ACC)、自動

輝創、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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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廠商 次系統 次系統廠商 

停車系統(APA)、

全周影像輔助系

統(AVM) 

L2 主動安全系統：

自 動 緊 急 煞 車

(AEB)、車道維持

系統(LKA)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ARTC) 

商用車型

主動式安

全輔助系

統 

華德動能、

台塑汽車

貨運 

車用 77GHz 雷達 為昇科、同致、明泰、輝創 

車用影像模組 歐特明、輝創、成光 

車用運算平台 歐特明、英業達、凌華 

X-by-Wire 線控平

台 

車王電子、鴻華先進、成運、台

塑汽車 

感測模組：

光達 

MIH、中強

光 

雷射收光器 聯鈞、聯亞 

雷射源 穩懋、華信(部分投入) 

雷射方向控制器 臺灣無廠商 

雷射控制運算 IC 聚積、聯詠 

光達資料分析引

擎 
同致、光寶 

感測模組：

雷達 

 

為昇科、明

泰、同致 

雷達天線 為昇科、啟基 

雷達物件辨識 為昇科 

AI 運算 聯發科、瑞昱、鴻海 

雷達車電整合 同致、奇美車電 

感測模組：

車用 AI 影

像辨識 

鴻華、 

明泰、亞旭 

車用鏡頭 亞光、佳凌 

車用感知元件與

晶片：感測、視訊、

網路、電源晶片、

影像處理晶片、訊

號處理晶片 

聯發科、聯詠、瑞昱、偉銓、凌

陽 

車用半導體 台積電、日月光、京元電 

被動元件、記憶體

等 
國巨、南亞科、鈺創 

車用影像模組 
神達、大眾、亞旭、輝創、怡利、

同致、奇美車電 

車電資安 鴻騰、凌華 --- 

智慧頭燈 帝寶、聯嘉 --- 

減速器總

成 

和大、國淵 

、本土 

同步器與換檔機

構 
益暐、均牧、銘航 

殼體 創遠、榮豐、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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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廠商 次系統 次系統廠商 

油封 台普、茂順 

差速器 旻成、介隆興、台亞 

齒輪、軸件 
和大、本土、倉佑、成大精機、

超正 

軸承 東培、立多錄 

煞車總成 六機 

碟煞卡鉗 六機、三益、合信、亨通 

來令片 南晃、五泰 

煞車碟盤 六機、化新、光隆 

煞車分泵 三益、鑫榮、品興 

鼓煞總成 六機、合信 

驅動/非驅

動總成 
 

減震彈簧 友聯、中發 

左右半軸 台惟 

差速器 台亞 

搖臂 Arm 江申、協祥 

避震器 開發、永華 

轉向總成 長傑 

方向盤 全興創新 

扭力、角度感知器 長傑 

轉向拉桿 正道、宥富、欣泰全 

EPS、ECU：電子控

制單位 
中華、長傑、旭春、寰宇宏 

EPS 馬達 台全、長傑 

轉向齒輪 上銀、全球傳動 

高功率無

線式充電

系統 

台達電 

系統廠 連騰、台達電 

線材、線圈繞製 榮星、百泉 

異物偵測 連騰 

電力轉換模組 康舒、台達電 

電力轉換模組 康舒、台達電、立德 

有線式自

動充電系

統 

台達電、飛

宏、起而行 

系統廠 台達電、飛宏、起而行 

電纜線 
華新麗華、太平洋電纜、大亞電

線電纜 

連接器/端子 健合興、中探、胡連 

電力轉換模組 康舒、立德、台達電 

電池模組 新普、有量能元、行競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2021 年) 

三、臺灣廠商在電動車供應鏈之發展潛力與 SWOT 分析 

本節從臺灣整車能量、零組件能量到 ICT 跨業投入，說明臺灣廠商在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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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之發展潛力，並經由現有潛力進行 SWOT 分析。 

(一)整車能量 

國內整車廠生產布局(圖 5.7 )，目前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已具備開發電動車

實績，其餘廠商則多具備開發油電混合車經驗，並積極與技術母廠爭取導入新車

型，以符合市場趨勢。 

 

資料來源：業者公開資訊、拜訪廠商，車輛中心整理 

圖 5.7 國內各主要車廠電動汽車生產布局狀況 

(二)零組件能量 

在 Tesla 投入電動車市場初期，即在臺灣找尋合作之零件供應商，一同投入

技術開發，故臺灣零組件廠商跨入電動車領域相當早。目前已有許多臺灣廠商投

入電動車產業發展，並成功打入 Tesla、BMW 及 GM 等國際車廠供應鏈體系，產

業已有相當基礎與供應實績(圖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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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車輛中心整理 

圖 5.8 國內電動車零組件能量充沛，打入多家國際車廠 

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完整，已有眾多廠商投入，漸漸形成產業聚落(圖 5.9 )，串

聯產業鏈上下游，若能有效凝聚產業能量，將成為臺灣發展電動車產業之重要基

石。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 

圖 5.9 產業聚落平台 

(三)資通訊(ICT)跨業投入 

除整車廠、零組件業者外，國內科技大廠鴻海自 2010 年開始試圖跨足電動

車產業，然而因缺乏汽車製造經驗與技術，直到 2020 年與裕隆集團合力成立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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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先進科技，並透過 MIH 電動車開放平台研發，正式進攻電動車產業。MIH 電

動車開放平台旨在共同建立電動車零組件、軟硬體之生態系，結合產業上中下游

能量，達成技術共享。 

另有力晶集團於 2021 年發起成立「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Taiwan 

Advanced Automo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ADA)」，期以跨業合

作力量，創造更大之產業效益，更顯臺灣 ICT 產業對進入汽車供應鏈之積極態度。 

因臺灣廠商在電動車供應鏈軟硬體皆有涉獵(圖 5.10)，由於電動車發展加速

全球車輛供應鏈重組、朝向扁平化，再加上美中貿易戰、美國強化高科技出口管

制以及中國大陸對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的保護較不足等因素，為臺

灣帶來切入車輛供應鏈之新契機。此外，鴻海集團成立之 MIH 聯盟將國內軟硬體

優勢結合發展系統整合，試圖取得電動車供應鏈優勢，獲得整車廠機會，將是未

來臺灣電動車供應鏈之重要發展潛力。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 

圖 5.10 電動車供應鏈重組 

(四)SWOT 分析 

「依本文前述所彙整之我國車輛系統能量盤整，並透過中技社召開「臺灣智

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產業座談會，與業者實際對談，針對如何強

化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關鍵技術發展，以及完善供應鏈體系進行探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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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動車產業 SWOT 分析。其中優勢部份，如我國電動車供應鏈完整，具備國

際大廠供應實績，可善用 ICT 產業能量優勢，透過結盟進行跨領域整合；劣勢部

份，主要為國際車廠供應鏈篩選嚴格，台廠面臨驗證環境尚未完備等情形，使得

驗證部分對接難度高；機會部份，由於電動車為新興產業，國際車廠打破原有供

應鏈封閉模式，提供新進廠商加入供應鏈體系的機會；威脅部份，如電動車關鍵

零件馬達與電池切入難度高等。綜整我國電動車產業 SWOT 分析詳如表 5.2。 

表 5.2 我國電動車產業發展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完整，且具備
國際車廠與領導電動車廠 Tesla

合作經驗與生產實績。 

 臺灣 ICT 產業強盛，可供應電動
車所需之車用電子產品如大功
率晶片。 

 臺灣布局電動車態度積極，現已
有 MIH 與 TADA 聯盟，以跨領
域整合策略，結合臺灣頂尖廠商
技術能量，提升車廠合作意願。 

 車廠供應鏈篩選嚴格(包括企業
規模、全球支援、研發能量等)，
且產品驗證時間長，投入資金
高，使臺廠與車廠對接難度高，
亦不易取得驗證實績。 

 電動車軟硬體須協作，零件具備
高整合性，臺灣較缺乏整合相關
人才。 

 國內電動車測試驗證能量尚未
完備，需協助建置完善之測試驗
證環境。 

 車輛技術層次廣泛，臺灣缺乏國
際級研究中心進駐支援，難以帶
動臺灣廠商連接國際車廠。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世界主要國家積極推動電動車
政策，國際車廠擴大投入。 

 電動車為新興產業，國際車廠打
破原有供應鏈封閉模式，積極尋
求具關鍵技術零件廠合作，增加
新進供應鏈機會。 

 國際貿易競爭日益激烈，如中美
貿易戰，國際車廠尋求區域供應
鏈在地供應。 

 電動車電池芯為電動車成本與
續航力關鍵，需有大規模內需市
場與巨額投資支持。 

 國際車廠電動車往共用平台發
展，零件高度整合，提升臺灣供
應鏈切入難度。 

 電動車關鍵零件馬達與電池切
入難度高，馬達多由車廠與其合
作夥伴掌握，電池為少數大廠寡
占。 

 多國已擬訂生產補助，積極爭取
供應鏈在地化生產之機會。 

資料來源：中技社「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產業座談會，車輛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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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廠商在智慧聯網電動車供應鏈之發展潛力與 SWOT 分析 

(一)臺灣廠商於聯網系統供應鏈之現況、技術缺口與因應策略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供應鏈可分為 16 項系統，針對個別系統進行細部

分析評估我國業者在各系統供應鏈之產業現況、技術缺口以及相關因應策略分述

如表 5.3 所示。 

智慧聯網將追蹤器裝置於汽機車上，可透過 NB-IoT 等相關網路服務，將資

料傳回遠傳機房，並透過平台即時監控汽機車位置及行駛路徑狀態，達到車聯網

之相關應用服務。 

1.即時連線(即時資料上傳、NB-IoT 網路、低功耗廣覆蓋等)： 

車聯網架構成熟後，可將延伸出各種創新應用，目前全球就已有多起成功案

例，在智慧車部分，Tesla 之空中下載技術(OTA)已可自動下載更新輔助駕駛、語

音控制、影音娛樂等服務，另外其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系統，則是讓每輛車在

Tesla 的資料庫中都有對應的虛擬車，並與實體車輛保持連線持續回饋數據。除車

輛外，車聯網架構亦被設置在道路上，透過感測器擷取車輛數據，達到智慧化功

能，目前可見之應用是將自駕車、CVP (Cellular-Based Vehicle Probe)、GVP (GPS-

Based Vehicle Probe)等車聯網大數據資訊整合，並利用 V2I、V2N 與 AI 落實智慧

路口與路網即時交通資訊服務，作為路網壅塞預測與交通分流建議。此外亦有業

者將聯網技術應用於智慧路口，用 AI 辨識路口影像，再將結果傳送至車內系統，

以保護路人安全。而 5G 之低延遲、高網速、廣連結特色，也將在其中扮演關鍵

角色。 

2.車況監控(汽機車位置、車體狀態、駕駛行為等)： 

汽車聯網技術於 1996 年就已有廠商著手研發，將新科技建入汽車系統，打

造出車載資通訊服務(Telematics)，此類系統是以 2G、3G、4G 等長距離無線通訊

技術，讓汽車具備緊急救援、導航、資通訊娛樂、大型車輛監控、能源狀態監督

等功能。2016 年 AI 再起，汽車進入智慧聯網時代，業界推出車聯網專屬的 LTE-

V2X 通訊技術，此階段是以「車輛駕駛行為」為核心，打造出人、車、路之智慧

聯網架構，讓車輛行駛過程智慧化。在 2020 年 5G 問世，車聯網進入另一個十年

發展，未來聚焦主軸會是環境、車、路協同，以「移動」為核心，讓全自動駕駛

成真。 

3.加值服務(共享汽機車、LBS 服務、汽機車保險等)： 

共享化雖與汽車製造無直接關係，然在透過共享用車降低私有運具之使用，

藉此降低排碳使環境得以永續之概念下，年輕族群開始選擇以租代購，此一消費

模式預計會逐漸擴大。在 5G 商轉與資通訊技術之快速發展下，車聯網之普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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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應用創意將會快速成長，透過聯網與影音、控制技術，未來車體將被打造成

另一個虛擬生活空間，各種移動服務亦會被創造，車聯網之落實會先以行車安全

為先，再逐步擴展到便利、娛樂等層面，而在發展過程中，臺灣業者應關注市場

發展，強化自身優勢，掌握龐大商機。 

4.永續管理(雲端管理、數據應用、使用分析)： 

透過通訊技術，串聯人、車、路三方資訊之車聯網，被視為智慧交通機制之

重要系統，由於車聯網涵蓋面向廣、商業價值潛力雄厚，因此吸引大量業者投入，

相較於現在交通運輸商業模式，車聯網在導入多種新進技術後，其應用將更為多

元。 

表 5.3 臺灣廠商之產業現況、技術缺口及因應策略 

系統 產業現況 技術缺口 因應策略 

電能總成 

國內電能總成為模
組化設計，電芯、電
池組及電能管理系
統，均有廠商投入研
發與生產，技術具國
際水準，惟生產規模
小，價格競爭力弱，
以利基市場為主。 

缺少高容量、長壽命
固態電池技術、低成
本快充電池技術、低
成本之電能整合方
案及驗證能量。 

開發高能量及快充
電芯。 

智慧座艙 

語音、手勢、觸控操
作技術成熟，面板尺
寸約在 10 吋~20 吋，
未來座艙面板將朝
整合多樣系統及功
能，朝大尺寸（55 吋
以上）發展。 

欠缺智慧座艙內系
統整合，目前僅有駕
駛監控系統(DMS)，
產業尚缺後座乘客
監 控 (Occupancy 

Monitoring System, 

OMS)，並須克服艙
內動態光影之複雜
情境。 

開發 OMS 技術，滿
足歐盟五星安全評
級（2020 年起）及美
國 (NHTSA) 強制汽
車安裝預警系統之
規範與國際車廠要
求。 

控制器 

車用共用韌體完全
依賴國際且新之電
子電氣架構(EEA)所
採用之域控制器。 

高頻通訊、感測訊號
之混合布線與干擾
問題。 

投入開發車用共用
韌體 (AUTOSAR)與
電 子 電 氣 架 構
(EEA)。 

L3 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 

目前智慧駕駛輔助
系 統 為 國 際 大 廠
（Bosch 等）掌握，
國內業者以單感測
器  之警示系統為
主，欠缺與主動式線
控系統進行決策軟

國內缺乏  L3 主動
安全控制之軟硬體
整合技術。 

開發 L3 智慧駕駛輔
助系統與主動安全
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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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產業現況 技術缺口 因應策略 

體串接，無法提供完
整系統解決方案。 

商用車型主
動式安全輔
助系統 

目前已有華德、成運
兩間電巴廠符合資
格，另國內大型貨車
事故頻傳，商用車廠
如台塑汽車貨運公
司積極尋求適用於
一般開放道路高速
駛行之商用車主動
安全輔助系統。 

國內廠商具備成熟
之感測器硬體與部
分感測軟體開發能
力，但缺乏適用於商
用車之高速安全輔
助系統整合能力，與
雷達影像融合技術。 

開發適用於商用車
之高速安全輔助系
統整合能力與雷達
影像融合技術。 

感測模組：
光達 

國內無車用光達產
品，部分廠商擬投入
手機光達、平面光達
等產品。 

無車用光達產品。 

開發高規格之車用
光達模組設計，並透
過抗雜訊與深度學
習軟體提升辨識率。 

感測模組：
雷達 

 

國內既有車用雷達
測距短，只能 2D 偵
測，無法辨識行人車
輛物件類別且誤判
率高。 

缺乏自駕車所需長
距離測距需求及高
辨識能力。 

開發車用 4D 成像雷
達物件辨識模組，以
深度學習資料與技
術發展具分辨行人
車輛物件偵測能力
且低誤判率之雷達
模組。 

感測模組：
車用 AI 影
像辨識 

國內業者具硬體技
術，但在 AI 軟體方
面能量不足，不利業
者提升產品差異化
與競爭力。 

各國交通場景不同
時會影響 AI 辨識
率，以致業者需一再
客製化，造成業者產
品成本與落地時程
增加，不利拓展國際
市場。 

開發高適應性 AI 演
算法以及高效率 AI

訓練系統。 

車電資安 

國際 ISO 組織針對
車用軟體已有訂定
規範，但國內缺乏車
規軟體品質驗證系
統，且缺少大量壓力
測試流程，不利業者
進行相關軟體開發。 

缺乏符合車規且高
資安強度之車載作
業系統。 

開發自動軟體品質
驗證系統及高資安
防護開源車載電腦
作業系統。 

智慧頭燈 車燈廠自主技術少。 

國內對於高解析光
源、高解析照明光學
設計技術、高解析控
制與感測系統整合
等整合技術，尚處於

開發高解析車燈投
影技術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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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產業現況 技術缺口 因應策略 

雛型或試量產階段。 

減速器總成 

國內產業具備齒輪、
軸心、減速差速器與
殼體之設計製造等
能力，產業鏈完整，
並已建立一檔減速
器總成。 

欠缺多檔位減速器
總成設計能力，以及
含換檔控制器及換
檔邏輯缺乏經驗。動
力總成整合（驅控器
/馬達/減速器）為國
際趨勢，缺乏整合設
計技術。 

開發二檔位減速器
總成。 

煞車總成 

國內廠商煞車系統
以零組件代工製造
為主，在電控煞車系
統採用進口件。 

欠缺電動倍力器 (i-

Booster)，國內需建
置自主技術。 

開發電動式煞車倍
力 器 及 電 控 煞 車
ABS。 

驅動 / 非驅
動總成 

國內廠商已具備能
量，為國內外車廠重
要之供應鏈。 

目前無技術缺口。  

轉向總成 

國內轉向系統以代
工製造為主，具備 

輔助式之轉向技術
（如動力方向盤），
但系統性能無法滿
足主動式安全系統
或自駕系統之要求。 

欠缺主動式高響應
轉向系統總成及主
動轉向總成測試驗
證能量。 

開發高響應主動轉
向系統及其測試驗
證能力。 

高功率無線
式充電系統 

廠商具初步產品雛
型。 

欠缺高功率系統如
20kW 以上，需解決
電力處理模組、線圈
錯位容忍度、傳輸距
離與安全防護機制
等技術。 

發展線圈設計匹配、
異物偵測與更高功
率無線充電技術。 

有線式自動
充電系統 

已有系統廠與供應
鏈。 

缺少自動充電功能，
此部分僅有關鍵零
組件業者，缺少技術
整合開發與驗證能
力。 

建構創新充電模式
如自動充電機構設
計。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 (2021) 

(二)SWOT 分析 

在汽車 ACES 四大趨勢下國際汽車及資通訊大廠相繼投入電動車、自駕車等

開發，軟體結合硬體，帶動車用電子需求。朝高壓電力、系統總成、智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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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紛紛從國家政策支持、法規標準制訂、驗證能量建置、產業發展等面向

發展自駕車及電動車。茲將臺灣廠商這一波電動車、自駕車的發展浪潮下所擁有

之發展潛力與 SWOT 分析如表 5.4。 

優勢為國內廠商已獲歐美日車廠信任，提供感測零組件模組、智慧聯網次系

統產品；運用智慧聯網、感測模組、AI/ADAS 等產品供貨實績，經由軟體加值硬

體或提供系統總成方案，有望爭取提供多合一動力總成等方案與高附加價值產

品。 

劣勢為傳統車廠供應鏈封閉，難以切入，車廠與供應鏈間建立緊密研發與驗

證機制；臺灣廠商整車操控尚無實績，雖具供應感測零組件模組/智慧聯網次系統

實績，仍難以切入核心整合技術及規格訂定環節。 

機會為美中貿易戰後歐美日車廠減少與中國大陸零組件廠合作，若能以產業

聚落之方式突破，有機會為臺灣廠商開創新智慧聯網之產業商機；MIH 運用整合

軟加硬系統，以電動車開放式共用平台嘗試突破現行車廠主流模式，有機會為臺

灣廠商開創新商機，結合國內產業能量，協助設計與定義新型電動車款規格，提

供無量產能力的科技大廠及新創車廠智慧聯網次系統之解決方案。 

威脅為整車操控軟硬整合汽車產業失誤允許度極低，需搭配開源軟體(Open 

Source)更提高難度；臺灣廠商缺乏車輛產業設計及製造經驗，Apple 等大廠仍不

會下單，初期僅承接感測模組及智慧聯網次系統之小訂單；另智財權歸屬仍為重

要議題，如何分配權利比例，為具挑戰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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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臺灣廠商在智慧聯網電動車供應鏈整體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國內廠商已獲歐美日車廠信任，提

供感測零組件、智慧聯網次系統產

品。 

 運用智 慧聯 網、 感測模 組、

AI/ADAS 等產品供貨實績，經由軟

體加值硬體或提供系統總成方案，

有望爭取提供多合一動力總成等

方案與高附加價值產品。 

 傳統車廠供應鏈封閉很難切入，車

廠與供應鏈間建立緊密研發與驗

證機制。 

 臺灣廠商整車操控尚無實績，雖具

供應感測零組件模組/智慧聯網次

系統實績，仍難以切入核心整合技

術及規格訂定環節。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美中貿易戰後歐美日車廠減少與

中國大陸零組件廠合作，若能以產

業聚落方式突破，有機會為臺灣廠

商開創新智慧聯網之產業商機。 

 MIH 運用整合軟加硬系統，以電動

車開放式共用平台嘗試突破現行

車廠主流模式，有機會為臺灣廠商

開創新商機，結合國內產業能量，

協助設計與定義新型電動車款規

格，提供無量產能力的科技大廠及

新創車廠智慧聯網次系統之解決

方案。 

 整車操控軟硬整合汽車產業失誤

允許度極低，需搭配 Open Source

更提高難度。 

 臺灣廠商缺乏車輛產業設計及製

造經驗，Apple 等大廠不會下單，

初期可能只接小訂單。 

 另智財權歸屬仍為重要議題，如何

分配權利比例，為具挑戰性議題，

有訂單但若分配不均，將導致廠商

出走。 

資料來源：資策會系統所 

五、小結 

由 iPhone 4 引爆的智慧型手機熱潮，成長周期至今迎來黃金十年，借鏡此發

展模式，電動車將取代智慧型手機，成為下一個黃金十年投資主軸，隨特斯拉

Model 3 在熱銷，市場預期全球電動車產量將從 2020 年之 200 萬輛，飆升六倍至

2025 年之 1,300 萬輛，2021 年被視為電動車產業高速成長起始年，背後龐大供應

鏈商機更是值得政府與產業界重視。 

新產業跨入智慧聯網電動車領域，令國內相關業者高度期待。電池系統從材

料、晶片、零組件、次系統到充電樁及車內充電系統，國內業者如台達電、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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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綠能、華成電機、飛宏等都已外銷至國際市場。而臺灣的強項在資通訊及半導

體技術，舉凡智慧中控儀表、車載資訊導航系統、AI 系統、駕駛或乘客生理感測

系統等；亦即從先進駕駛安全輔助（ASAS）到自駕車領域，都可發揮相關技術優

勢。 

智慧聯網電動車人機介面也會讓車主耳目一新，國內面板業者如友達、群創

等在車用顯示裝置若能整合不同使用者介面將有機會扮演一階供應商之角色。以

顯示器為基礎，考慮融合不同系統如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抬頭顯

示器、車用動態導航與充電站資訊系統等，這些人機介面未來將進一步與 AI 連

結，以臺灣資通訊實力，未來可以提供電動車智慧聯網、小型電網分配系統整合

的人才。 

新型態之應用服務，更是智慧聯網電動車與傳統燃油車的最大區別。車輛電

子化及聯網之後，將產生許多數據以及加值商機，例如 Tesla 將充電服務納入營

運的一環，收集電量變化、充電效率等資訊，再優化服務回饋給使用者，經由提

供資料應用服務(Data Service)，使消費者有更好的用車體驗。 

電動車如車輛產業之數位轉型，供應鏈發展從傳統金字塔式產業鏈結構，逐

漸走向扁平與開放。軟體服務帶動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智慧聯網、感測模

組、AI/ADAS 等電動車關鍵零組件模組/次系統技術更是廠商研發的重點，此改

變提供電機、電子及資通訊業者進入智慧聯網車輛產業之機會，原本非車輛領域

的異業巨擘，相繼投入發展電動車。 

臺灣廠商在電動車供應鏈軟硬體皆有涉獵，由於電動車發展加速全球車輛供

應鏈重組，為臺灣帶來進入車輛供應鏈的新契機。我國 ICT 集團中，有鴻海集團

成立的「MIH 聯盟」將國內軟硬體優勢結合發展系統整合，力晶集團發起成立「台

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試圖取得電動車供應鏈優勢，獲得整車廠機會，將是

未來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供應鏈之重要發展潛力。 

我國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在整合現有車廠、零組件及 ICT 能量下，擁有許多

優勢及外部機會，然而全球化競爭之下，國內廠商必須瞭解目前自身劣勢及外部

威脅，方能取得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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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策略 

電動車已成為未來發產趨勢與臺灣未來重要產業，臺灣電動車產業供應鏈完

整，已漸漸形成產業聚落，並已成功進入 Tesla、BMW 及 GM 等國際車廠供應鏈

體系。更有鴻海集團成立的「MIH 聯盟」將國內軟硬體優勢結合發展系統整合，

以及力晶集團發起成立「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透過整合國內業者取得電

動車供應鏈優勢。然台灣在發展電動車產業仍面臨許多挑戰，以下分別由強化關

鍵技術、提升供應鏈體系角色、強化政府科專計畫投入與測試驗證環境、提升法

人與產業協作、完善法規以及培育人才等面向進行探討。 

一、強化關鍵技術之策略與願景 

(一)增進智慧聯網電動車行駛安全與運行效率機制-以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建

置為例 

針對強化智慧聯網電動車車路整合行車安全之系統與應用，其推動策略分三

階段，分別為系統與應用之設計及開發、系統與應用建置、系統與應用之測試及

驗證。 

1.系統與應用之設計及開發 

系統需考量使用者需求，並參考國際所制定之通訊標準所設計，以開發適用

於全球互通性產品，有助於未來商業之推動。系統軟體開發以模組化方式呈現，

避免因過度複雜化造成系統運作程序之問題，此階段將產生系統需求與規格說明

書。 

2.系統與應用建置 

系統建置依據實際場域路口路型或車流狀態，並配合現勘決定設備放置位

置，如通訊設備或感測設備放置的位置需考量通訊涵蓋範圍有無被樹木或大樓遮

擋，造成通訊效果不佳。設備架設的位置需考量供電處與網路有架空線，此階段

將產生系統建置與規劃說明書。 

3.系統與應用之測試及驗證 

系統測試與驗證需事先明訂測試規範與測試指標，並透過測試案例驗證系統

功能之正確性與準確性。此階段將產生系統驗證與測試報告書。 

工研院團隊於 2015 年研發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iRoadSafe)，該系統亦參考

上述的推動策略。iRoadSafe 為國際首套車間通訊技術系統解決方案，創新結合路

側通訊、路側感測(光達、雷達與攝影機)與路側看板，克服車間通訊技術系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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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普及率問題，提供所有用路人車間通訊系統完整安全警示能力，系統架構如圖

6.1 所示，已於國內 9 個縣市 36 個路口建置示範場域，包括基隆、臺北、新北、

桃園、臺中、南投、彰化、臺南與高雄等，如圖 6.2 所示。 

 

資料來源：工研院 

圖 6.1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 iRoadSafe 架構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 

圖 6.2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 iRoadSafe 場域建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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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結合光達、毫米波雷達與號誌狀態，可於車輛發生事

故前三秒提供駕駛人來車警示，並以路口電子看板提醒用路人，更透過路側基地

台與車載機之間之通訊，提供駕駛人車內警示，達到降低肇事率之目的。該系統

包含下列四項功能，其系統架構如圖 6.3 所示： 

1. 車對車安全警示：提供十字路口防碰撞警示能力，可於最高車速 120 km/h 條

件下，於撞擊事件前 3 秒提供來車警示，符合美國 CAMP VSC-A System 

Design and Object Test 測試規格與 USDOT Connected Vehicle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Architecture (CVRIA)實作架構。 

2. 路側設備強化車對車安全警示：以架設於路口的毫米波雷達偵測任何來車，

並可將偵測到的車輛動態即時轉換為 GPS 訊息，再藉由國際標準 SAE J2735 

V2V 安全訊息格式進行廣播，使有裝載車機的車輛可透過車載機偵測到所

有來車動態，克服 V2V 市場初期裝機普及率問題。 

3. 碰撞警示看板警示：為使一般未裝車機民眾亦能體驗未來 V2X 安全警示能

力，因此研發國際首套可變警示資訊看板(Changeable Message Sign, CMS)，

此看板系統結合毫米波雷達偵測與路口號誌狀態，可於最高車速達 120 km/h

條件下，於橫向車輛即將闖越紅黃燈 3 秒前以 CMS 看板警示對向來車。 

4. 應用與服務驗證平台：此平台為國際首套 V2X 車路訊息整合平台，可同步

監控路口之道路雷達偵測物件動態、路口攝影機影像、路口交通號誌狀態，

並可將 V2X 車路警示訊息即時顯示在此一整合介面上，並提供使用事故影

像即時串流、連線管理與分析、應用更新發佈等線上功能。 

 

資料來源：工研院 

圖 6.3 智慧道路安全警示系統產品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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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進智慧聯網電動車行駛安全與運行效率機制-以智慧安全路口建置為例 

AI 人工智慧之技術與應用發展不斷推陳出新下，計畫將找尋合適及有意願的

廠商進行長期合作，朝產品化與商業化發展，搭配產業需求分別進行先期參與、

建立 AI Camera 等產品，並以先期技轉、先期合作等方式，共同研發、共同推廣

等模式，進而促成產業快速發展。 

參考上述強化關鍵技術之推動策略，資策會團隊亦於 2019 年經濟部啟動之

「新世代移動交通深度學習智慧系統研發暨應用計畫」項下，致力研發智慧道路

安全系統(TranꭗonSafe)，開發亞洲第一套智慧路側混合車流深度學習影像資料庫、

智慧路側設備子系統、智慧交通作業系統以及二輪車智慧安全聯網系統，以台北、

基隆、桃園、高雄地區作為實證場域及示範地點。TranꭗonSafe 系統在混合車流交

通環境之智慧道路安全系統提供智慧城市交通安全，以促進新興應用產業發展滿

足市場需求，其技術架構示意圖如圖 6.4 所示。 

 

資料來源：資策會 智慧系統研究所（2021 年 11 月） 

圖 6.4 TranꭗonSafe 系統技術架構示意圖 

本方案針對亞洲特殊機車混合車流環境，整合車輛感知、智慧路側及雲端系

統、發展 TOS 管理大數據資料，提供數據即服務(Data as a Service, DaaS)，引領

交通服務與交通產業創新，其系統應用情境示意圖如圖 6.5 所示。 



 第六章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策略 

123 

 

 

資料來源：資策會 智慧系統研究所（2021 年 11 月） 

圖 6.5 TranꭗonSafe 智慧道路安全系統應用情境示意圖 

在多元智慧資訊整合系統與場域驗證方面，將從既有之交通資訊開始朝向與

國際技術水準並駕齊驅，實施策略主要為建立多元混合車流交通資料庫平台，研

發創新智慧交通作業系統(TOS)，並與國內資通訊廠商於地方/都會地區合作場域

驗證、開發新型道路安全系統創新應用服務。在機車騎乘安全需求研究方面，開

發感測相關技術，將騎乘過程中之相關資訊（如：騎乘速度變化、車身角度偏擺

變化等相關參數），經由系統平台加以分析，提供機車騎乘中相關之行車狀態資訊

顯示、安全警示，以提升機車騎乘安全，訂定安全騎乘指標。 

故可期藉由二輪車智慧安全聯網系統蒐集轉換駕駛風險評估，提供更多面向

之駕駛安全警示；亦可運行 AI 分析之輕量化路側設備子系統，協調周邊其他智

慧化路側設備共同協作以最佳效率完成任務；並提供友善與熟悉之開發環境，建

置設備管理、設備數據分析、會員管理、系統管理等功能模組，有效降低進入門

檻。計畫所開發之車流辨識技術，整合歷年計畫執行成果，加入夜間雨霧環境的

識別與雨霧環境物件辨識模型，發展夜間雨霧環境多元混合車流物件軌跡辨識與

預測技術，以期達全程計畫之全天候物件辨識技術之目標。 

二、產業提升供應鏈體系角色之策略建議 

由以下兩個面向進行產業提升供應鏈體系角色之策略建議：一為既有的車電

業者面臨電動車科技發展趨勢下轉型之契機與挑戰；二為不同領域業者進入電動

車產業所面臨之應用契機與挑戰。 

(一)既有的車電業者面臨電動車科技發展趨勢下轉型之契機與挑戰 

智慧聯網電動車科技整合兼具車輛、機械、電子、電機、資訊、通訊、自駕

等科技應用於一身。既有的車電業者具有高度智慧化程度，可提供駕駛安全輔助

系統、車載資訊與決策系統、車身電子與防護系統、資安與保全系統、電控與底

人工智
慧 AI 

Edge

Sardina AI DaaS

智慧桿

*ꭗ means cross-integration of IT & transportation

提供友善與熟悉的開發
環境，建置設備管理、
設備數據分析、會員管
理、系統管理等功能模
組，能夠降低進入門檻。

可運行AI分析之輕
量化路側設備子系
統，協調周邊其他
智慧化路側設備共
同協作以最佳效率
完成任務。

藉由二輪車智慧安全聯網
系統蒐集轉換駕駛風險評
估，提供更多面向之駕駛
安全警示。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124 

 

盤系統、動態系統、聯網車輛通訊、與自駕車創新應用服務系統，相較於現有車

輛之差異，感知、認知、決策、控制到執行運用，資通訊技術應用可為臺灣汽車

電子帶來強勁之發展機會。 

我國汽車產業因技術受到限制，整車發展不易，電動車之發展優勢相對薄弱，

然而，在大型與中型電動巴士則具有利基，由於臺灣的城鄉地理位置距離近，有

利電動車驗證測試與試營運，而全台有超過 6,000 輛以上商用運輸車輛，主要行

駛距離為 40~120 公里的短程運輸工具，政府可與運輸業者合作，逐步汰換成為

電動商用運輸車隊，且臺灣現有公車汰換電動公車並新添路線後，可推動規模達

10,000 輛的公車規模。此外，新南向市場亦是我國電動車及相關零組件之潛在市

場，近年新南向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其電動巴士市場也屬於發展初期，對電動車

亦有相當的獎勵及補助措施，由於我國在電動巴士具利基，可藉勢進軍新南向市

場。 

先前，特斯拉發展新一代車款 Model 3，售價由上一款的 8 萬美元大幅下降

至 3.5 萬美元，Tesla 的新車訂單因而大幅成長，而特斯拉多項零件產品皆由國內

業者供應，其中和大的減速齒輪箱、貿聯的電池管理模組線束、巧新之鋁合金鍛

造輪圈，以及富田之汽車馬達零組件皆為獨家供應，另毅嘉之升降頭枕機構件、

正崴之電源控制系統、群創之車用面板、世德之扣件，以及台達電的電源供應器

及轉換器亦為重要供應商，顯示我國在電動汽車的供應擁有強大優勢。故而，從

現有特斯拉臺廠供應鏈（主要供應動力系統、車身系統、車電系統、電池系統及

充電系統內之零組件）出發，藉具傳統車廠加上 Tier 1 能量廠商領軍統整，以平

台協助傳統車廠快速開發電動車款，創產業加值與整車廠機會，如鴻海 MIH 聯盟

可發揮產業群聚戰力。 

然而，仍有一些挑戰需要持續關注因應，如需要開發出整車及系統，並經驗

測後可穩定安全運行，才能取得全球之信任與商機；而在關鍵技術上，軟體控制

硬體、電子電氣架構、電池管理等亦得同步到位；另能否爭取贏得大客戶（例如：

特斯拉、Amazon 或蘋果公司的蘋果電動汽車─Apple Car）之訂單、是否可以整合

國內電動車相關產業（例如：資通訊領導廠商等）之利基，均為未來需要面對之

重大挑戰。 

(二)不同領域業者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所面臨之應用契機與挑戰 

特斯拉自 2012 年首度推出 Model S 以來，旗下車款屢屢掀起市場話題，吸

引傳統車廠跟進。然而，特斯拉之策略不止販賣車體本身，其科技業的思維儼然

是汽車界的蘋果公司，不僅銷售硬體，亦推動生態系加值服務。未來，不僅電動

車載具收費，其所衍生的自動駕駛及其他相關服務，亦可收費，如同智慧手機龐

大的周邊生態系，此應用與商機正是形塑電動車與傳統燃油車之最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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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大車廠開發電動車之主要趨勢為「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特斯拉的空中下載技術(OTA)進化史即是最佳例證，其 OTA 應用

重點從 2012 年推出的人機介面，進展至自動駕駛及車載娛樂，包括鎖定座椅記

憶、語音控制、地圖顯示、自動駕駛輔助系統、障礙物偵測；2020 年 1 月更正式

推出付費網路服務。目前特斯拉推出的服務包括增強型自動輔助導航(Enhanced 

Autopilot, EAP)及全自動輔助駕駛(Full Self-Driving, FSD)，皆已向車主收費，採一

次性買斷，未來將可推出按月訂閱/租賃制。特斯拉的策略已不止是販賣車體本身，

而是推動整個生態系之加值服務，所以，不僅電動車載具可以收費，其所衍生的

自動駕駛及其他相關加值應用服務也可以創造營收。 

而 Apple Car 在 2014 年於蘋果內部啟動泰坦計畫(Titan Project)及後續之相關

布局發展，打破以往由車廠壟斷的傳統汽車產業型態，只要有技術能力的廠商皆

可以製造汽車；然而車輛一旦上路，就須面對駕駛消費者，提供長達 40 年的售後

服務，此為不同領域科技業者應該要有的認知與挑戰。 

綜上所述，國內不同領域的業者要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所面臨之應用契

機與挑戰，即為可運用國產智慧電動車供應鏈能量，針對物流、短程接駁、偏鄉

交通、都市接駁等在地應用，整合於元件、模組、系統等不同層級供應鏈廠商，

發展新型態特色產品及服務，例如：整車 OTA、自駕車隊及自駕捷運(Autonomous 

rail Rapid Transit, ART)等。 

三、政府科專計畫投入與測試驗證環境強化之方向建議 

因應汽車產業 CASE 浪潮，全球供應鏈正重組，我國政府及產業亦積極布局，

以期在國際間的發展關鍵前期站穩腳步。根據 SWOT 分析與廠商晤談，彙整下列

幾項策略協助產業升級(圖 6.6)，主要可分技術系統面的整軟體、補關鍵、展系統，

以及驗證面之創平台及建環境，可透過科專投入補足技術面的不足，並藉由測試

驗證建置並改善驗證環境，透過這兩大面向來切入延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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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6 協助產業升級策略 

(一)科專計畫投入引導產業發展 

以往在政府科研經費挹注下，法人研究機構逐步建立有相關之基礎技術能

力，目前技術處旗下法人亦持續在相關領域中探究，例如工研院材化所與機械所

投入第三代半導體碳化矽(SiC)元件之開發，推升車輛驅動控制更高效與精準；工

研院材化所投入固態電池研發，提升電池壽命與能量密度等；資策會與工研院資

通所投入軟體演算法開發，建立資安屏障；車輛中心與工研院機械所投入自動駕

駛與電動車系統開發，催生系統廠能量等，皆希望能打下國內在智慧聯網車輛之

重要根基。 

科專技術的投入，除為國內打下前瞻技術的根基外，更期望將科專所開發之

技術能與產業對接，實際讓技術落地商業化，才能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與產業的競

爭力。故後續科專技術投入強化之方向有二項建議： 

1.技術開發與驗證能量並行 

技術開發須與測試驗證能量並重，以確認所產出之成果是否符合當初設計目

標與產業需求，抑或符合國際標準或車廠規範，部分驗證能量更牽涉基礎設施建

立，須提前投入，故在進行技術開發時同時須考量驗證能量如何建立與何時建立

並取得車廠認可，兩者同步推動可有效銜接整個開發流程，減少技術開發中的不

確定因素而影響計畫推進，尤其前瞻技術意味需要更完整的程序來確認所開發商

品之可靠度。 

例如在智慧車輛的發展上，車廠在主動安全功能上持續推陳出新，如何驗證

此智慧化功能的能力與可靠度牽涉技術範圍廣泛，亦直接影響法規或標準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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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缺少完整驗證能量下，主事者不易判斷系統所產生之無預期風險，將影響

駕駛安全，故驗證伴隨技術推進之持續更新有助於整個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

展。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7 技術驗證需求倍增之 V 流程循環 

2.以多樣態虛實整合驗證進行技術經驗累積 

車輛產業近年在電動車技術以及智慧化方面精進速度相當快速，應用層面推

陳出新，單一技術用於不同場域或情境即會有不同需求。以車輛攝影機為例，由

早期具紀錄功能推進至目前具備辨識功能，由單一發展至多顆攝影機，並成為主

動安全系統重要一環，攝影機搭載之車輛所需面對之環境亦不相同，如何應對雨、

霧、雪、昏暗等環境條件，亦或大小型車輛以及攝影機拍攝角度如何影響系統運

作，考驗著技術開發者能力。經由導入模擬系統，可快速提供不同樣態之驗證環

境，再加上標準驗證場域進行大量實證運行，方可累積足夠數據與經驗，再回饋

予技術開發者，消除可能之設計盲點。如車輛技術開發先能夠符合 ISO 26262 之

功能安全要求，再經由累積大量實證經驗來對應 ISO 21448 所謂預期功能安全

(SOTIF)之要求，強化車輛智慧安全系統之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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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8 智慧車輛虛實整合驗證技術示意 

(二)完善整車及零組件測試驗證能量 

因應智慧聯網電動車技術發展，我國必須強化相關測試驗證能量，以下將從

整車及零組件兩大部分說明建議，零組件包括驅動系統、馬達控制器、動力電池

系統、高功率電能轉換系統、車電與感測系統、煞車系統與轉向系統、車聯網系

統。 

1.整車驗證 

為因應電動車所搭載馬達、電池等所造成之全車重量重新分配、行駛特性變

異等差異，整車廠需針對電動車輛進行底盤與懸吊系統重新設定與調整，以及車

輛安全輔助系統開發驗證需求，已完成動態平台、乾地操安測試道、溼地操安測

試道等專業調教驗證場域，包含最大半徑 60m 實心圓，路面縱向及橫向路面坡

度為 0%，降低路面坡度對測試數據之影響，動態平台外形左右對稱，可進行車

輛向左及向右操控測試，設加速段可提供電動汽車加速至 80km/h 以上，執行底

盤極限性能之操安測試，建構強化電動車測試驗證能量，完成電動車整車、零組

件自研發設計、量產驗證、法規測試至外銷認證之一貫化測試驗證能量，完備臺

灣電動車驗證平台，協助國內產業逐步切入全球電動車之零件與系統模組供應

鏈。 

觀察到國際標準與法規趨勢，開始朝向以複雜多元環境進行車輛安全性能之

驗證，例如下雨、起霧、光線直射等天候環境因素影響智慧電動車感測鏡頭、光

達、雷達等元件與系統判讀，驗證在惡劣天候下之車輛可靠性；在高架道路或是

高架道路底下行駛時，車輛 GPS 定位、通訊與感知系統是否可於立體道路情境下

正常運作智慧車輛應有之性能表現，此將是未來國內智慧電動車相關零組件與產

品開發時之關鍵技術，國內產業也持續建議國內需要完整智慧電動車封閉式測試

場域，協助國內產業從技術發展到驗證再到商品化服務，創造出完整的車輛產業

file:///C:/Users/yuwun/Documents/工作存檔/2021中技社「台灣電動車智慧聯網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產出文稿/影片/自駕車虛實整合模擬驗證技術.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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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 

 

 

資料來源：JARI 

圖 6.9 日本 JARI 特異環境試驗場 

2.零件驗證 

(1)驅動系統： 

目前電動車驅動系統的組成可分為馬達控制器(Traction inverter)、馬達電機

(E-motor)以及減速齒輪組(Gear Reducer)。其作動原理為馬達控制器依接收到的扭

矩指令，將直流電源透過脈衝寬度調頻技術轉換為交流電源，藉此控制馬達電機。

而後此馬達電機將電能轉化為機械能傳輸給減速齒輪組，經過齒比的轉換將動力

傳輸至輪鼓上。 

以馬達控制器目前的測試與驗證需求而言，其體積與重量均遠大於傳統 12V

的車電零組件，在環境測試與電磁相容此類施加的外部條件上，目前國內對於此

類之環境測試設備已有建置，可初步滿足產業需求。但隨著驅動系統產品之整合

(多合一)化，應往增加設備容積尺寸與載重能力方向努力。以日本電產(NIDEC)所

開發之 200 kW 三合一驅動系統 Ni200Ex 與致茂集團旗下之 EVT 產品 125 kW 三

合一驅動系統 CX125-G2 為例，兩者重量均超過 90 公斤、寬度亦逾 50 公分，具

體技術規格與外型如圖 6.10 與表 6.1。 

因此在驅動系統測試驗證設備之建置方向上，目標件外觀尺寸應以 1 立方米、

重量在 200 公斤以上之規格考量。全面提升溫溼度櫃、鹽霧腐蝕、氣體腐蝕及溫

度複合振動試驗等設備，以因應未來驅動系統產品的整合(多合一)化，進一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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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體積增加、功率提升與重量增大之趨勢。 

  

資料來源：E-Axle”(EV 電動汽車驅動馬達系統)、 eAxle 3-in-1 Electric Drive System 

圖 6.10 日本電產三合一驅動系統(左)與易維特三合一驅動系統(右) 

表 6.1 日本電產 Ni200Ex 與易維特 CX125-G2 規格比較表 

廠牌 NIDEC EVT 

型號 Ni200Ex CX125-G2 

系統組成 Inverter, Motor, 
Gearbox (3-in-1) 

Inverter, Motor, Gearbox 
(3-in-1) 

尺寸(WxDxH) 515x360x545 510x540x490 

重量 95 kg ~90 kg 

最大功率 200 kW 125 kW 

工作電壓 350 VDC 250~450 VDC 

資料來源：E-Axle”(EV 電動汽車驅動馬達系統)、 eAxle 3-in-1 Electric Drive System 

(2)馬達控制器 

馬達控制器之開發平台上，以實際硬體配置，如馬達及減速齒輪組等，搭配

動力計進行整體性能的測試調校或可靠度驗證等工作，此方式對於設計參數與實

際性能有重要之比對之價值，但其準備程序與架設裝置較為繁雜、開發時程較長

以及測試過程中有轉動件等危害風險。 

而近期則興起另一股以主動負載模擬系統(ALE, Active Load Emulator)模擬在

整個驅動系統中的電池系統與馬達系統進行馬達控制器之開發，系統架構如圖

6.11，此種開發方式有著以下幾點優勢： 

A.在安全受控環境中進行系統開發(無馬達旋轉元件風險)。 

B.可在實體馬達可用之前測試馬達控制器。 

C.降低成本與基礎設施(馬達、馬達冷卻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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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可對馬達控制器進行回充功率測試。 

E.可評價車輛行駛工況下的馬達控制器性能，實現車載電氣系統之優化設計。 

目前國內法人機構裡已有工研院於 2016 年建置的主動負載模擬系統，其規

格為馬達控制器直流電源輸入最大功率為 250 kW，細部規格如表 6.2。對於小型

乘用車電源功率已足夠，但對於電動大客車等級而言，尚待更高規格系統建置。 

 

圖 6.11 主動負載模擬器測是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Testing Power Electronics without Motor, EVS30 Symposium Stuttgart, Germany 

表 6.2 工研院虛擬動力系統驗證平台架構與規格 

 

資料來源：機械亮點專刊 

(3)動力電池系統： 

隨著鋰電池之技術持續發展，其生產成本下滑且不斷提升高能量密度，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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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鋰電池為推進動力之電動車輛逐漸提升市場占有率。然而鋰電池因使用條件異

常導致的熱失控行為，亦對周邊的人員與財物構成威脅，因此 ISO、IEC 等標準

制定或驗證機構以及各國家、區域組織間，紛紛推出安全及性能標準。 

車用鋰電池系統需通過多項強制/非強制性測試標準(例如 ISO 6469-1、UN 

38.3、UN ECE R100、SAE J2464、SAE J2929、IEC 62660-2、IEC-62660 , GB 38031)

才能用於電動汽車。此等標準在市場與政策之發展上已臻成熟，然而，不同國家

對於車用鋰電池系統之要求卻不盡相同。日本與歐盟已採取強制法規要求 ECE 

R100.02(目前為國內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64-1 點所引用的條文)，中國大

陸則於 2015 年起設立 GB/T 31467.3(該標準源自 ISO 12405-3，國內亦已於 2014

年公告為 CNS 15515-3)作為電動車補助之依據，國際間針對鋰電池運輸則有第 6

版的 UN 38.3(該標準於國內亦有 CNS 16080 可參考)；而 IEC 更是針對電動車推

進應用，制定出 IEC 62660-1、IEC 62660-2 等，並於 2020 年發布了 IEC 63057 將

48V 輕油電系統的鋰電池應用納入檢測標準範圍。 

一般而言，可將電動汽車電池測試分為性能測試與安全測試。其中安全測試

涵蓋外部短路、撞擊、擠壓、振動、衝擊、墜落、熱誤用、過充電、過放電等試

驗，以單電池、模組、電池系統為各層級之區分。亦可將此等觸發電池熱失控的

典型誘發因子，歸類為機械、熱與電氣誤用三種。這三種誤用測試條件通常超出

正常的安全操作範圍，用以模擬鋰電池系統面對極端意外事故之實際情況。 

上述的測試條件，皆指向電池管理系統(BMS)保護機制的動作，其他項目如

過熱測試、不平衡測試等，更要求電池系統供應商針對 BMS 進行功能安全

(Functional Safety)之評估，然 BMS 對單電池、電池模組乃至於協助電池系統對外

部系統之控制策略，仍因應單電池的包裝、材料類型，而有許多調整與優化的空

間，仍需因應電池系統之特性(例如 BMS 之控制策略)來決定測試之程序。 

綜合上述說明，目前國內車用鋰電池系統測試能量上，已有法人單位可進行

電性能試驗以及部分之安全試驗。而其中欠缺的耐燃試驗與擠壓試驗等，將由金

屬中心於 114 年建置儲能系統檢測實驗室，完善國內檢測能量。 

(4)高功率電能轉換系統： 

目前車載的高功率電能轉換系統，有車載充電器(On-Board Battery Charger, 

OBC)、直流轉換器(DC/DC Converter)、電池斷開裝置(Battery Disconnect Unit, 

BDU)以及電源分配單元(Power Distribution Unit, PDU)。 

於 2015 年以前，市場以各功率模組獨立集成為大宗，故驗證需求與傳統車

電零組件差異不大，對於測試與驗證單位之設備能量衝擊不大，但 2015 年過後

三合一、四合一等集成式功率轉換系統成為市場主流，面對此趨勢最直接的衝擊

便是測試件體積與重量之提升。以安仁國際(Annren Technologies Co., Ltd.)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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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合一轉換器(OBC、DC/DC Converter 與 PDU)為例，其外觀尺寸為 430 x 326 

x 218 mm，重量推估達 15 公斤，詳細外觀與規格如圖 6.121。 

 

資料來源：安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圖 6.12 Annren 6.6KW OBC+1.5KW DCDC+PDU 3 in 1 

目前不論民間企業與法人實驗室均已提升設備至可符合此級距之驗證需求，

但各業者均持續反映，目前國內整體實驗室設備數量仍低於業者開發需求，故在

提升檢測能量級距的質議題外，應同步考慮投入量之建設。 

(5)車電與感測系統： 

隨車輛智慧化與電動化之發展下，車廠除朝向不同程度的電動化發展外，另

一新技術領域，即為車內智慧座艙與車外先進照明，首先是智慧座艙之面向，如

圖 6.13 所示，車室內的資訊面板從傳統的資料顯示，朝向多功能發展，而到第三

代車載顯示系統，集合車聯網與智慧駕駛等系統，提供乘客在居家、工作/公眾場

合以外的第四生活空間；在先進照明面向，如圖 6.14 所示，可分類為內部照明及

外部照明，由於智慧電動車對里程續航力有更高之要求，連帶要求車上電子產品

能達到省電需求，且亦須滿足智慧化之體驗差異，因此先進照明由過往之單向照

明功能，朝車輛與行人的雙向互動發展，藉此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之機率。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3 從車用傳統面板到智慧座艙之發展趨勢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契機與挑戰   

134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4 先進照明在車內車外均有發展 

車用電子產品驗證依據要求之規範測試流程執行，以先進照明及智慧座艙之

產品而言，需特別考量太陽輻射照射後之影響，驗證模擬車用先進照明及智慧座

艙產品經過日曬等氣候後表面所產生之變化，針對不同規範各項氣候驗證項目，

國內實驗室已陸續建置溫濕度櫃、高變率溫櫃、溫度衝擊試驗機及耐候耐光試驗

機等設備能量，可執行中小型先進照明及智慧座艙產品，如圖 6.15 及圖 6.16 所

示，未來持續規劃建置大型環境應力能量，完整服務不同尺寸之先進照明及智慧

座艙產品。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5 車用面板的氣候驗證架設 

GPS 和儀錶板背光面板 

尾燈、煞車

燈、小燈 

頭燈、遠近燈、霧燈、方向指示燈、晝行燈 

 

牌照燈 

照明燈、迎賓燈、置物架燈、閱讀燈 

 

側燈、後照鏡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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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6 先進照明及智慧座艙產品的氣候驗證能量 

(6)煞車系統、轉向系統： 

轉向系統是車輛底盤四大系統之一，負責控制車輛之行進方向，主要掌管車

輛之轉向性、穩定性及行駛安全性，在眾多車輛零組件中屬於重要安全部件。轉

向系統是由轉向操作機構、轉向機、轉向傳動機構等三部分組成，其發展歷經四

個階段，分別為機械式轉向(Manual Steering)、液壓輔助轉向(Hydraulic Power 

Steering)、電控液壓輔助轉向(Electro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及電動輔助轉向

(Electric Power Steering，簡稱 EPS)，如圖 6.17 所示。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7 EPS 系統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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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 系統一般由機械轉向系統加上扭矩感測器、車速訊號、電子控制單元

(ECU)、減速單元、馬達等組成，在傳統機械轉向系統之基礎上，根據方向盤上的

扭矩訊號與車輛的行駛車速信號，利用電子控制單元使馬達產生相應大小與方向

的輔助動力，協助駕駛人進行轉向操作。 

因應車輛智慧化與輔助駕駛興起，此部分輔助(主動)轉向馬達與機構的驗證

機會應會興起，但因其與傳統車電的測試需求與規劃相似，目前並無檢測能量的

缺口出現。 

(7)車身與車架系統 

車身與車架系統的驗證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車身結構強度與疲勞耐久試

驗，二是車身系統金屬件的耐腐蝕驗證。車身結構強度與疲勞耐久試驗可藉由台

上耐久進行實際路況模擬，藉以重現入力並加速耐久試驗。目前車輛中心已可滿

足四輪與二輪的驗證需求，即便車輛持續朝電動化趨勢發展，對於此測試能量之

要求仍可滿足。而車身系統金屬件的耐腐蝕驗證，國內亦有整車等級的鹽霧腐蝕

設備，可對應 IEC、SAE 等國際標準，在此領域面向之驗證能量並無缺口(圖 6.18)。 

 

資料來源：車輛中心整理 

圖 6.18 台上耐久試驗 

(8)車聯網系統 

目前車聯網之驗證規範仍以自願性驗證為主。強制性驗證主要是針對政府法

規面之要求，以電信射頻器材為例，為滿足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要求，各

類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須獲得型式認證、審驗合格，確保設備能夠穩定運行並減少

相互間的干擾。相對於法規之強制性要求，目前車聯網的驗證規範之發展，是由

行業領導廠商決定其發展方向，以及由車聯網驗證組織訂定各項驗證規範。 

車聯網之應用係使用無線通訊技術以及相關網路通訊與應用標準，所以車聯

網產品的互通性、可靠性與成熟性是影響車聯網市場發展之重要因素之一。針對

網路通訊能力，參考國際之發展，需要透過一致性測試來確保合乎通訊標準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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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亦需要利用場域來驗證系統與軟體在應用層面上之效能。 

臺灣身為世界資通訊產業發展重要國家，目前政府亦積極推動車聯網發展，

建置全國首座 5G 淡海車聯網示範應用場域，並協助自駕車發展。如上所述，車

聯網是基於無線通訊技術，且車聯網應用與行車安全相關，在技術發展與場域建

置之同時，亦需建立完善之驗證方法與程序，以確保基於使用無線通訊技術之各

項車聯網應用之互通性、可靠性與成熟性，才能達到車聯網預期之目的，即提升

行車安全、提高行車駕駛之舒適與便利性以及改善交通壅塞等。 

國際主要車聯網驗證組織已訂定車聯網標準驗測方法及驗證程序。臺灣因係

出口導向國家，在發展車聯網產業同時，應考量與國際驗證組織合作，在建立國

內車聯網產業驗證體系與驗測方法時，可採納國際上成熟產業所建立之驗測規

範，一方面避免脫離國際產業發展方向，同時也可以確保臺灣車聯網產業發展可

與國際接軌，以符合主要市場要求。 

車輛零組件常為高溫、高震動使用環境，且涉及到人員生命安全，因此相關

系統與車輛開發驗證時程較長且十分嚴謹，對於初步投入智慧電動車領域之 ICT

產業將須調整經營模式，須重新摸索相關驗證模式、法規測試基礎與產品開發思

維。 

國內法人長期關注國際相關驗證法規發展趨勢，並有豐富車電與車輛產品開

發驗證經驗，未來也積極投入協助建立智慧電動車所需要之驗證能量，例如車輛

中心積極爭取智慧車輛驗證設施與環境建構，協助整車、車電零組件與系統整合

等自主智慧車輛相關產業，解決國內長期無可容納全車種並可執行全速域之封閉

式驗證場域，自行建置驗證場域之測試能量將能充分支援智慧車輛研發，加上各

領域法人技術能量，將可協助更多不同領域產業加速投入智慧電動車領域，降低

摸索期並縮短開發時程，促成更多產業於這波智慧電動車發展浪潮中取得先機。 

經由法人持續建置測試驗證能量，將可協助整車廠進入智慧電動車產品世

代，並提供車用電子零組件產業進行實車搭載整合開發，藉由法人協助建立不同

產業間合作橋梁，達到系統整合性關鍵技術開發，提升國際競爭力。 

四、法人與產業協作進階模式之發展建議 

在智慧化技術擴大應用於車輛產業後，伴隨 CASE 之大趨勢，車輛產業已由

以往以硬體為主的架構走向軟硬體高度整合之模式，加上非傳統車輛產業，如 ICT

廠或新創公司切入供應鏈所帶來之挑戰，法人在技術開發與車輛產業間之合作模

式須調整。法人科專除需思考如何精準對應產業所需技術以及擴大整合國內強大

的 ICT 產業能量外，亦須持續建置測試驗證能量，協助廠商進入智慧電動車產品

世代、提供車用電子零組件業者進行實車搭載整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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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動車產業於近幾年在法人機構與國內產業共同成立研發聯盟，透過法

人科研成果與產業專業技術共同合作與發展電動車電動系統、電能系統與電動附

件系統等關鍵模組與系統，皆展現出亮眼成績，電動車相關驅動馬達、車載充電

器、車用高壓電纜、電源管理系統等均成功打入國際一線車廠供應鏈，為國內電

動車產業建立良好發展基礎。近年來電動車除本身特性訴求外，經由結合聯網、

智慧演算法、辨識鏡頭與感知元件等系統整合，以智慧電動車吸引大眾購買，熱

銷情況也帶動國際車輛產業加速智慧化電動車開發。國內電動車產業與現有基礎

良好 ICT 產業共同合作與成長，將是未來智慧電動車領域之發展關鍵。 

考量如何鏈結法人技術以及產業能量，達到相輔加成效果，提升廠商在國際

上之競爭力，在法人與產業協作上提出如下建議，並分別說明。 

(一)產業調查：藉由法人團隊盤點，找出產業需求及我國廠商切入機會 

法人開發技術一般透過技術活動進行展示，如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Taiwan 

Innotech Expo, TIE)，會中法人展現技術能力與產出成果，再吸引廠商洽商技術合

作，屬較為被動之推廣。針對產業所需技術，實可透過面對面座談，了解廠商需

求，由產業直接提出技術或商品化需求，進而由法人單獨或聯合針對廠商需求進

行新技術開發，精準對應需求，減低技術推廣之成本。 

以車輛中心某業界技術合作開發案為例，廠商提出對應國際車廠所需輔助駕

駛技術，車輛中心即透過整合該廠商現有產品，整合計劃中所開發之系統技術，

於廠商平台車上實現技術評估功能，並成功對國際車廠進行提案，符合廠商所需，

亦大幅縮短中間技術媒合過程所需時間。 

(二)產業平台：透過公會等平台，媒合不同專長之臺灣廠商合作 

一輛智慧電動車將由各式各樣感知元件、控制系統與電能管理系統組合而

成，如何將其整合成完整系統將是電動車產業一個重要開發測試議題，亦為國內

電動車產業另一個切入之機會；第一階段法人與產業協作模式已成功將電動車各

項零件與系統關鍵技術建立，其後為整合與團隊合作的階段，可透過不同領域法

人將智慧車電科研成果相互合作，並藉由法人協助將不同領域產業相互間之橋樑

建立起來，透過感知零組件、通訊、運算晶片與電動車等相互整合，將獨立銷售

零組件預先完成系統化整合，以模組方式提供國際車廠完整系統與次系統方案，

將國內產業競爭力再次提升。 

可運用現有資通訊實力與國際大廠競爭，建議政府可建構(技術、規格資訊、

驗證)平台，縮短廠商進入市場時間，協助廠商在國際上競爭，並勾勒出產業之願

景，有願景才可吸引人才。 

(三)法規標準、測試驗證：協助廠商解讀國際車廠規範，並執行測試驗證 



 第六章  臺灣智慧聯網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策略 

139 

 

車輛外銷至各國需要通過當地測試驗證規範後方能銷售，規範如同高牆般阻

擋著新進者，若由法人協助拆解高牆，能帶動更多業者進入其中。隨著車輛朝

CASE 概念發展，新型態的商品於各車廠有不同規範，法人可協助廠商處理各國

規範，及建立測試驗證場所，讓廠商可於臺灣在地進行測試驗證，縮減商品開發

成本，並隨測試驗證的通過以拓展市場。 

(四)研究發展、產品改良：廠商申請經濟部產創平台資源，發展前瞻產品 

具備市場潛力之前瞻性技術開發，產業常面對是否投入的困境，此類型技術

可由法人先帶頭投入研發資源，自計畫開始進行即邀請產業共同參與，讓產業以

少量資金投入，了解技術可行性，爾後再針對特定技術即可領先投入商品化發展，

讓廠商超前部署，搶得市場先機。 

目前經濟部技術處主管之研究型法人在科研計畫的提案過程中，即特別強調

產業應用之議題，亦透過產業對話以對技術需求端與供應端共同進行評估，確保

投入之技術能為產業所用。 

以往對於潛力技術的開發合併有新創公司推動之動機，以使技術能有快速茁

壯之可能，但運營資金壓力與高失敗風險亦為新創公司所需面對，對於部分規模

較小之專業技術亦難獲取創投基金之青睞。故對於此等技術或可以 Spin-in 方式

將人與技術投入至廠商現有組織架構下，取代部分 Spin-off 成立新創公司之方式

推動技術落地，避免新創初期人力資源與資金調度限制。對於潛力大的新技術或

產品，除產業與法人的合作推動新創外，亦可引入如國發基金以對接，以政府的

支持強化產業或創投公司對於新創之看法，利於新技術之推動。 

(五)國際鏈結：測試實驗室取得國際車廠認可資格，加速廠商產品開發時效及降

低成本 

車輛欲銷往國際需符合當地法規標準，並獲得證書，像歐盟採用強制性認證

制度，需認證才能出口到歐洲地區。不僅歐盟，美國、韓國等，全球各均自有一

套標準，若廠商要銷往當地區域，需將樣品送至當地測試，若不符合標準，測試

單位不提供詳細資訊，則難以進行改善，導致開發時程拉長增加開發成本。 

法人單位中，如車輛中心與西班牙 IDIADA 汽車技術服務公司策略聯盟，提

供業者從測試至證書的完整服務，協助廠商進行產品開發與認證，降低廠商開發

成本與縮短開發時程，快速國際接軌國際市場。 

五、完善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之相關法規建議 

(一)智慧車聯網之網路安全及個資保護法制 

隨電動車產業、物聯網應用之擴大，車用電子與車輛智慧化也透過 DSRC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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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2X 等技術建構通訊架構，並結合相關車輛數位軟體與外部環境連結資訊，為

道路監控、車況監督、路線導航，以及其他複合之應用如娛樂服務、保險資料提

供等為下世代的行車安全性與多元應用立下基礎。在應用相關聯網設備之同時，

智慧車或車聯網亦將產生有關網路安全以及相關個人資料保護之議題。 

智慧車輛之軟體與聯網設備，將大幅度的改善車輛使用體驗，但亦形成新形

態之交通風險。其網路連結與軟體更新需求將形成新的可能攻擊介面，因此近年

有新的法制政策之因應探討。近期聯合國世界車輛法規調與論壇（World Forum for 

Harmonization of Vehicle Regulations）即通過兩項與車輛網路安全與軟體更新相關

之兩項決議，「聯合國規則第 155號：資訊安全與資訊安全管理系統（UN Regulation 

No. 155 on Cyber Security and 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以下簡稱 UN 

R155）」與「聯合國規則第 156 號：軟體更新與軟體升級管理系統（UN Regulation 

No. 156 on Software Updates and Software Updates Management Systems，以下簡稱

R156）」。 

R155 主要適用對象為 UNECE 車輛分類下載客之 M 與載貨之 N 類車輛，以

及安裝至少一個電控單位的 O 類拖車，及具一定程度自駕功能之 L6 與 L7 類車；

其經由建立網路安全管理系統（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型式認證制

度，包含要求製造商考量產生之風險與調適方式，並說明其所使用之管理網路安

全、評估、分類與應對辨識出之風險之程序，以及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因應與調適

風險，並應定期提出報告說明，以取得有關資安之車輛型式認證。 

R156 則針對車載軟體需進行更新之情況，建立型式審驗系統與管理車輛空

中下載技術（OTA）軟體之規範，要求車輛於取得軟體更新管理系統遵循認證前，

應進行之相關程序，包含應紀錄、保存與規範相關之資訊與最初及後續更新之軟

體版本與資料，及是否通知車輛使用者有關更新資訊之程序或提供資訊給當局或

相關單位等；另在使用 OTA 進行軟體更新時之重要事項，如應確保更新失敗時

可回復為原先的軟體版本等。 

另隨車輛智慧化與電動化之推動，車輛所蒐集之資訊亦更多元，因此使用蒐

集資訊並同時符合個人隱私保障之相關規範亦為各界所關注之議題。目前國際上

最受關注之規範為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ule, GDPR），

有關資料之蒐集、處理、保存、利用與傳輸等皆有規範，歐盟亦於 2021 年 3 月發

布聯網車輛與移動相關應用產品涉及之個人資料處理指引（Guidelines 01/2020 on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 in the Context of Connected vVehicles and Mobility Related 

Applications），以使聯網車可參考依循據以進行個人資料處理。 

在推動電動車技術發展時，仍應遵循相關規範，以確保使利害相關人之權益

可獲得完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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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發展之法制策略 

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具備以下特性，包括產品研發期較長；硬體設備生產或

營運之投資金額龐大；核心零組件如馬達、電池模組、電池管理系統等屬知識及

技術密集類型；產品市場須具備規模經濟等。面對智慧聯網電動車之崛起，傳統

車廠必須進行轉型，相對傳統車而言，電動車需要資通訊及軟體技術方面之人才，

使得非傳統車廠業者更有機會跨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臺灣可利用自身資通訊

技術優勢，發展電動車相關零部件及車用軟體系統，以帶動電動車新型態創新，

並進軍全球智慧聯網電動車供應鏈。另充電基礎設施及其管理系統亦是未來智慧

聯網電動車發展之重要關鍵。 

促進電動車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大要素，首先要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包括解

決里程焦慮問題、提升性價比、提供友善之使用環境；其次，未來隨著電動車之

產量及銷量快速增長，車廠應朝向發展多元之電動車，並確認之市場定位；最後，

應制定完善的法制政策及配套，與提供相當之誘因，例如環保、碳排相關政策、

運具能源效率要求、充電設備標準安規及其布建規劃、電動車獎勵及減稅政策等。 

為促進電動車產業發展，可適度經由下列政策工具提供誘因或進行相關法規

鬆綁： 

1. 獎勵投資：為吸引高階人才，可於取得股票分紅時，免計入所得稅，另轉讓

時可從優從低課稅。為吸引台商資金回台投資，可於境外資金匯回時給予獎

勵優惠。 

2. 稅負減免：針對智慧聯網電動車投資、研發、人才培訓支出，可抵減營利事

業所得稅；為鼓勵投資新創事業公司可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金額；為推廣貿

易服務可減免收取相關出口稅費；針對國內無產製或智慧機械設備得免徵關

稅；減免直接用於生產之地價稅及房屋稅；購買電動車免徵貨物稅。 

3. 電費優惠：針對電業法第 52 條修法，提供電動車專用充電站用電優惠。 

4. 研究法人升級：包括提升相關研究法人財務能力、檢測量能；取得國際各車

廠之整車及零組件測試認可；建構電子產業與傳統車輛產業技術發展、產品

開發及國際合作平臺；整合既有國內車用電池、車載資通訊、電機、充電站

等法人能量；協助研究基地取得；納入大專院校合作機制等。 

5. 充換電站營運配套：包括地價稅、設備投資抵減等稅負減免；公有停車場預

留用電管線；設置專責單位管理充換電站消防、資安、設備檢測驗證等。 

6. 推動電動車相關財稅收入：短期可加徵汽柴油空汙基金、石油基金，以作為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設置補助及電動車購車補助，長期可建立碳交易平台，

及收取相關碳稅（費），並制定碳交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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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有效扶植電動車產業初期發展，應研擬制定全面性地之電動車產業發展

政策藍圖，或為電動車產業制定一套專屬法規，並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定

期提出報告以進行滾動式檢討，以確保政策目標達成。 

六、培育相關技術人才之策略建議 

(一)電動車相關產業人才荒之現況 

其實不只電動車，臺灣有相當多產業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原因眾多。但大多

數工科畢業生工作的首選志願集中於特定產業是最大之因素。很多人在孩提時會

對各種車輛(含挖土機、消防車等)著迷，很可惜在成長的過程當中，被我們社會

中偏重以學科成績判定個人資質或大學入學科系排名決定個人興趣的習性所阻

撓。另外，由於臺灣土地有限，人口擁擠，且氣候溫暖，對大多數人來說，機車

是非常方便之代步工具，城市內又有相當發達之公共運輸系統，不像擁有廣大國

土的國家，沒車等於沒有腳，國人從小對「車」缺乏渴望，亦影響到對投入車輛

開發欠缺熱情。以往裕隆、台塑以及為數不少的較小新創公司均有志於投入自主

品牌車輛之開發。近年來，華創開發設計、裕隆製造的納智捷品牌激起另一波國

人對自主品牌乘用車的熱烈期待。然而抵不過市場的現實，多僅短暫的曇花一現。 

(二)培育相關人才之策略建議 

車輛產業是工業龍頭，引領整個國家產業之發展。臺灣對開發自主品牌之車

輛感興趣且付諸行動的大有人在，可惜，常因為市場定位不佳，抵不過世界知名

品牌的競爭而功敗垂成。電動智慧車與車聯網的興起是臺灣重拾這個夢想與挑戰

之契機，不過，承上所述，人才是國家進步發展之基石，影響成敗之關鍵元素。

政府推動電動車與綠能產業的方向明確，腳步也越來越快，對於人才的需求已經

看到嚴重的缺口與瓶頸。車輛是一個很複雜困難之產業，光靠民間企業有限之資

源，都只能顧及點的投入與突破，需要政府的支持與規劃。目前政府最常使用的

手段是「補助」或「優稅」措施，但真正關鍵的技術深耕與人才培育卻常被忽略

或半途而廢。如何提升學子對車輛的渴望且願意投入學習與開發的熱情將決定人

才的動向與這個產業將來發展之前景。 

觀看賽車競賽使不少的人會將此激情化為行動，實際參與賽車競賽。可惜的

是，國人保守習性或父母對孩子的箝制，喜歡開快車或對賽車熱血的人，很難被

社會所接受或讚揚。多年前曾經膾炙人口、振奮車迷的龍潭賽車場與大鵬灣賽車

場均已走入歷史，雖然原因眾多，但社會的價值觀與氛圍應是其無法永續發展之

最主要原因。當然喜歡賽車的人不見得是研發先進車輛之人才，但相關的賽事活

動與宣傳是吸引年輕人投入相關知識學習與產業的誘因之一。 

工程貴在實踐，在此網路資訊超載的時代，課堂上的教學是永遠教不完學生

所需的知識。臺灣的文化偏重學科成績，以考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僅教育出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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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人才，而非現實社會與產業所迫切需要「會解決問題」的人才。輕忽動手

實作的教育方式，以「追求考試成績」的目標難以啟發學生自我學習與創新之動

力。學生習慣有標準答案的學習方式，缺乏運用所學的機會與勇氣，成長期間我

們習慣於單打獨鬥，欠缺團隊合作精神。父母或社會環境壓抑學子的創意與夢想

的實現，缺乏自覺目標的學習過程，整合訓練薄弱的教育，讓畢業生常欠缺進入

職場成為稱職工程師的自信與能力。 

教育的變革困難重重，因為牽涉到文化與社會(特別是父母)之價值觀，絕非

短時間可以扭轉的。但是，只要走對方向，因勢引導，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與

時俱進地培育出目前產業與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不論是三電系統、電磁相容與耐

受、車控電腦整合、先進駕駛輔助的控制理論與軟體開發、或 5G 車聯網與大數

據之應用，基本上都是需要理論與實務並重，方能產出真正可在世界舞台上與眾

多國家或廠商競爭的產品。 

針對電動車智慧聯網大主題，可從小學開始，在動手做玩具與競賽中入門相

關知識，並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學校的教育其實也須在某個階段讓學生有機會

組成團隊，共同研發、設計或實作、測試一個複雜的系統。坊間已經有相當多玩

具型的教具，主管單位可以邀請專家學者參考並改進，為各級學校編撰適當難度

的主題式教材與教具，讓學子們在做中學，逐步加入更困難的元素或理論分析，

但確保能抓住學生們的興趣且能發展出對於突破現狀的渴望與熱情。 

當然，真正能深耕相關技術與培育產業所需人才的地方是大專院校與法人單

位，法人單位接收來自各學校的畢業生，進行技術整合發展，是現階段相關技術

應用較為成熟且資源相對充沛的地方，然培育人才仍是學校的天職，也是相關人

才的來源。臺灣目前開授完整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技術領域課程或深耕相關領域

研究的大專院校基本上並不存在，相關軟硬體的投資亦相對貧乏。因此，建議政

府能規劃在適當(有意願開放且已具備相當基礎能量)的學校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

相關的學院或研究所，有系統地開授完整的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課程並投資建置實

務操作訓練之軟硬體平台，建立永續發展的制度，讓學生或已畢業但對相關領域

感興趣的從業人員均可修習，並從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的過程中提升學習的熱情與

成效。 

七、小結 

智慧聯網電動車已是當前車輛產業發展的趨勢，台灣應運用產業優勢積極進

入國際供應鏈：在強化關鍵技術策略上，強化車輛道路整合行車安全之系統與應

用，及導入 AI 以協調智慧化設備共同協作，達到最佳效率；在提升供應鏈角色

上，可由具利基的大型與中型電動巴士作為初期產業發展的重點，並透過平台協

助傳統車廠快速開發電動車；在政府科專計畫投入上，技術開發與驗證能量需同

時並重，並以多樣態虛實整合驗證以快速累積實證經驗；在法人與產業協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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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人建立測試驗證場所，並投入前瞻性之技術開發，以協助產業進入國際市

場；在法規建議上，車聯網之網路安全及個資保護法制之建立，以及訂定明確的

政策法規，如獎勵投資、賦稅減免等優惠，將促使廠商更有意願進入智慧聯網電

動車產業；在人才培育上，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的學院或研究所，有系統地

開授完整的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課程，並投資建置實務操作訓練之軟硬體平台，以

培育關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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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車輛產業發展當前正朝向「聯網科技(Connected)」、「智能駕馭(Autonomous)」、

「共享與服務(Shared & Services)」、「電能驅動(Electric)」等四大面向發展，智慧

聯網電動車已成為未來的趨勢，對能源、資通、交通及製造業等產業將帶來重大

變革。臺灣為世界資通訊產業發展重要國家，且已有廠商投入電動車產業並成功

進入 Tesla、BMW 及 GM 等國際車廠供應鏈體系，面對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的快

速成長，背後龐大供應鏈商機值得政府與產業界重視。臺灣應善用技術優勢並掌

握產業發展契機，在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全球化競爭下取得領先地位。 

一、結論 

(一)智慧聯網電動車創造出新的產業鏈，為我國 ICT 產業創造新機會 

1.跨領域業者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業，提供代工、零組件廠商新的機會 

智慧聯網電動車提供跨領域業者進入市場的新契機，有領導廠商(如 Tesla)、

傳統車廠(如福斯、通用汽車、寶馬、賓士等)、科技大廠(如 Apple、Google、Amazon

等)及新創廠商(如 Fisker、NIO、Faraday Future 等)相繼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產

業。 

其中科技大廠與新創廠商欠缺實際造車經驗與能量，多以委外代工模式為

主，僅有少數為自製，提供了代工、零組件廠商機會。如科技大廠 Apple 為電動

車開發組成「泰坦計畫(Pojttn)」進行電動車之研發，2021 年 9 月傳出已向汽車零

組件製造商請求報價；Google 則以旗下 Waymo 發展自動駕駛車，積極與車廠合

作，將目標鎖定於改裝車廠電動車成為自駕計程車，提供創新服務；全球最大之

線上零售商 Amazon 則委託 Rivian 代工生產電動貨車。另新創廠商 Fisker 委外與

鴻海供應鏈合作；NIO 交由江淮汽車代工；Faraday Future 委外與鴻海及吉利汽車

供應鏈合作。 

2.國內除多家廠商已投入智慧聯網電動車領域外，亦期望透過平台整合國內智慧

聯網電動車產業 

電動車催生新的關鍵零組件包括馬達、電池、傳動元件以及充電設施，臺灣

因已在國際汽車零組件供應鏈佔有重要地位，故國內眾多廠商相繼投入，如馬達

有富田與東元電機，都已開發出多合一的驅動馬達；電池則有車王電與有量科技

分別發展電池管理與電池模組等；傳動元件則是和大工業握有變速箱之技術核

心；台達電與飛宏等皆於充電設施的領域深耕已久，產品行銷海外多年。另因人

機介面、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聯網與自駕車之應用，亦使臺灣資通訊產業順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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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電動車產業之中，發揮技術優勢，目前已有群創、友達、廣達、和碩及台達

電等公司相繼投入，從一開始的代工到現在的自行研發。 

另目前國際車廠電動車朝共用平台及模組標準化發展，來簡化生產製程、降

低車輛開發成本。而車廠為因應不同車款所對應不同尺寸、價格及相關組件等，

亦針對電動車打造專用平台。目前全球多數車廠，多以電動車模組化(底盤)平台

生產電動車，如 VW 開發 MEB 平台、通用開發 Ultium、PSA 開發 e-CMP 及雷諾

日產三菱開發 CMF-EV 平台等。而平台中零件高度整合，使臺灣廠商欲進入供應

鏈難度提高。 

有鑑於此，鴻海的「MIH 電動車開放平台」即運用開放平台之概念，提供電

動車底盤、關鍵零組件模組之整套方案，解決傳統汽車平台開發仰賴長時間，但

規格、參數卻只能適用在特定車型上的問題，希冀帶領並整合國內的傳統及科技

產業進入電動車市場，共同建立電動車零組件、軟硬體之生態系，結合產業上中

下游能量，達成技術共享。 

3.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完整且 ICT 產業具相關技術能量優勢，然缺乏車輛產業經營

模式經驗 

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完整，且具備與國際車廠及領導電動車廠 Tesla 合作之經

驗與生產實績，另由於智慧聯網電動車對於車用電子產品的需求量大增，對擁有

先進的 ICT 產業的臺灣將是進入電動車市場的重要利基，如台達電、國巨與台積

電等生產應用在高電壓、大電流的電池系統的變頻器、變流器與功率元件等；和

碩與廣達生產控制器模組等；英業達生產自動駕駛輔助系統與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等。 

然國內之 ICT 產業早期都鎖定在消費性電子與網路相關商品，故缺少車輛的

電子電器架構(EEA)開發之經驗，這是當前臺灣的 ICT 產業在面對電動車發展需

加強的面向。另隨著電動車之電子電氣架構朝向多功能控制的方向發展，使得未

來電動車的電子電氣零組件勢必以多合一之方式整合，此亦是國內 ICT 產業需要

關注的趨勢 

此外，車輛零組件常為高溫、高震動使用環境，且涉及到人員生命安全，因

此相關系統與車輛開發驗證時程較長且十分嚴謹。另車輛一旦上路，就必須面對

消費者提供長達 40 年的售後服務，對於初步投入智慧電動車領域之國內 ICT 產

業將須調整經營模式，重新摸索相關驗證模式、法規測試基礎與產品開發思維。 

(二)發展符合國際通訊標準與驗證機制，以利廠商進入國際供應鏈 

1.以試驗場域推動車聯網通訊標準技術與應用之發展 

車聯網目前有兩種主流之通訊技術，一是短距無線通訊技術(DSRC)，二是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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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式車聯網技(C-V2X)，現在國際車聯網技術發展趨勢傾向較有發展潛力且能兼

容 5G 之 C-V2X 標準。我國於車聯網技術發展已逐步採用 C-V2X 蜂巢式通訊技

術做為車聯網技術與應用發展，如 2019 年至 2021 年推動「淡海新市鎮智慧交通

場域試驗研究計畫」，建構 5G 網路環境、智慧路側設施與 IoT 監控平台基礎環境

布建，可搭配新北市自動駕駛車輛運行，測試在 C-V2X 標準下未來智慧交通生活

環境與服務。 

我國可將試驗場域的建置做為車聯網技術發展之切入點，建立國產自駕車與

道路之協同合作規範標準。對於國際車聯網通訊標準擬定之現況，可透過持續關

注各國車聯網通訊標準組織的發布，以及布建中之大規模實證場域之進展，掌握

發展脈動。 

2. 應持續透過法人建置測試驗證能量 

車輛欲外銷至國際供應鏈需要通過測試驗證規範後方能銷售，在整車(如重量

分配、道路測試)與零件(如驅動、馬達控制器、動力電池、聯網系統等)驗證均須

符合各車廠的規範。國內法人長期關注國際相關驗證法規發展趨勢，並有豐富車

電與車輛產品開發驗證經驗，未來也積極投入協助建立智慧電動車所需要之驗證

能量。 

國內法人如車輛中心積極爭取智慧車輛驗證設施與環境建構，協助國內整

車、車電零組件與系統整合等國內自主智慧車輛相關產業，解決國內長期面臨無

可容納全車種並可執行全速域之封閉式驗證場域之問題。國內自行建置驗證場域

之測試能量將能充分支援國內智慧車輛研發，加上各領域法人技術能量，可協助

國內更多不同領域產業加速投入智慧電動車領域，降低摸索期並縮短開發時程。 

透過法人持續建置測試驗證能量，可協助國內科技產業進入智慧聯網電動車

國際供應鏈，並提供國內車用電子零組件產業進行實車搭載整合開發，藉由法人

協助建立不同產業間合作橋梁，達到系統整合性關鍵技術開發，提升國際競爭力。 

二、建議 

(一)由具利基市場的固定路線電動巴士開始，續進入電動車市場 

由於車輛涉及安全問題，在策略上建議以務實方式推動，發展初期可從限制

場域的非道路用車輛、電動機車以及固定路線的電動巴士開始，續進入智慧聯網

電動車國際市場。如我國的東元電機主要業務為電動車的動力系統，東元電機由

工業用馬達開始，後續進入車用市場，包括系統整合、總成、馬達加控制等。初

期由小眾市場開始，如西螺果菜車市場、中華郵政郵務車、電動巴士國產化、物

流車、電動機車等。 

我國在大型與中型電動巴士具有利基，由於臺灣的城鄉地理位置距離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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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電動車驗證測試與試營運，且全台有超過 6,000 輛主要行駛距離為 40~120 公里

的短程運輸車輛，政府可與運輸業者合作，逐步汰換成為電動商用運輸車隊。若

汰換臺灣現有公車為電動公車並新添路線後，可推動規模達 10,000 輛的公車規

模。近年新南向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其電動巴士市場也屬於發展初期，對電動車

亦有相當的獎勵及補助措施，由於我國在電動巴士具利基，因此新南向市場亦成

為我國電動車及相關零組件之潛在市場。 

(二)科專投入應同時著重技術開發與驗證能量 

車輛產業近年在電動車技術以及智慧化方面精進速度相當快速，應用層面日

新月異，單一技術用於不同場域或情境即會有不同需求。透過標準驗證場域進行

大量實證運行，導入模擬系統，可快速提供不同樣態的驗證環境(如雨、霧、雪、

昏暗等)，抑或大小型車輛以及攝影機拍攝角度如何影響系統運作，方可累積足夠

數據與經驗，再回饋予技術開發者，以相輔相成。 

另智慧車輛的發展上，車廠在主動安全功能上持續推陳出新，如何驗證此智

慧化功能的能力與可靠度牽涉技術範圍廣泛，亦直接影響法規或標準之推動，在

缺少完整驗證能量的幫助下，車廠與零件供應商不易判斷系統所產生的無預期風

險，將影響駕駛安全，故驗證伴隨技術推進的持續更新有助於整個智慧聯網電動

車產業發展。 

因此技術開發需與測試驗證能量並重，以確認所產出之成果是否符合當初設

計目標與產業需求，或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或車廠規範，部分驗證能量更牽涉基礎

設施建立，須提前投入，故在進行技術開發時須同時考量驗證能量如何建立與何

時建立並取得車廠認可。 

(三)經由法人與國際驗證組織策略聯盟，以快速接軌國際市場 

車輛欲銷往國際需符合當地法規標準，以獲得核可證書，如歐盟採用強制性

認證制度，需要認證才能出口到歐洲地區。不僅歐盟，美國、韓國等，全球各均

自有一套標準，若廠商要銷往各地區域，需將樣品送至當地測試，若不符合標準，

測試單位不提供詳細資訊，很難進行改善，導致開發時程拉長增加開發成本。 

因此，我國法人如車輛中心與西班牙 IDIADA 汽車技術服務公司策略聯盟，

提供業者從測試至核發證書的服務，協助廠商進行產品開發與認證，降低廠商開

發成本與縮短開發時程，快速接軌國際市場。 

此外，聯網電動車亦有車聯網之驗證規範需符合，車聯網之應用係使用無線

通訊技術以及相關網路通訊與應用標準，所以車聯網產品的互通性、可靠性與成

熟性是影響車聯網市場發展之重要因素之一。針對網路通訊能力，參考國際之發

展，需要透過一致性測試來確保合乎通訊標準之規範，亦需要利用場域來驗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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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與軟體在應用層面上之效能。 

國際主要車聯網驗證組織已訂定車聯網標準驗測方法及驗證程序。臺灣因係

出口導向國家，在發展車聯網產業的同時，應考量與國際驗證組織合作，在建立

國內車聯網產業驗證體系與驗測方法時，可採納國際上成熟產業所建立之驗測規

範，一方面避免脫離國際產業發展方向，同時也可以確保臺灣車聯網產業發展可

與國際接軌，以符合主要市場要求。 

(四)由法人投入前瞻性之技術研發，並爭取與國際大廠合作 

由於前瞻性之技術開發需投入大量資源，且具失敗的風險，因此對於此類型

技術，可由法人先帶頭投入研發資源，且自計畫初始即邀請產業共同參與，讓產

業投入少量資金，了解技術之可行性，爾後即可再針對特定技術優先投入商業化

發展，其優點為使廠商超前部署，搶得市場先機。目前經濟部技術處主管之研究

型法人科研計畫於提案過程中，即特別強調產業應用之議題，因可透過與產業對

話以對技術需求端與供應端進行評估，可確保投入之技術能為產業所用。 

而對於市場潛力較大的新技術或產品，除產業與法人合作推動之新創外，亦

可部分引入如國發基金等資金，經由政府的支持強化產業或創投公司投入之意

願，利於新技術之推動。 

此外，由於車輛產品涉及安全性問題，研發的過程十分耗時，建議可與國外

有經驗的廠商合作，以提升關鍵技術並取得進入國外市場的機會。如台達電藉由

與英國 GKN Automotive 合作開發動力系統，以提升系統面的技術能力並且縮短

產品上市時間。 

(五)善用政策工具與鬆綁相關法規以促進產業發展 

電動車發展需要人才、資金與消費市場，為吸引車輛產業的高階人才，可於

取得股票分紅時，免計入所得稅，另轉讓時可從優從低課稅。為吸引臺商資金回

臺投資，可於境外資金匯回時給予獎勵優惠；並針對智慧聯網電動車投資、研發、

人才培訓支出，可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並且在相關出口稅費、關稅及貨物稅上

給予優惠。 

亦可透過政策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如提供電動車專用充電站用電優惠。給

予充換電站營運的優惠，如地價稅、設備投資抵減等稅負減免，並設置專責單位

管理充換電站消防、資安、設備檢測驗證等，以加快充電站布建的速度。 

(六)聚焦發展特定領域，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學院以培育專業人才 

人才缺乏一直是台灣各產業的問題，引進國際級的人才雖可以協助解決國內

人才不足的問題，但國外人才流動快速，本國人才的養成才是務實長遠之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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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有大型廠商協助設立半導體學院協助培育科技人才，從師資、課程、測驗等

作有系統的規劃，且課程內容符合產業需要，結訓後可以順利就業。 

建議先思考臺灣於智慧聯網電動車市場之定位(製造、設計、測試等)，集中

資源於特定領域，並且設立電動車智慧聯網相關學院或研究所。邀請廠商參與協

助設計理論與實務兼具之課程，並投資建置實務操作訓練之軟硬體平台。再以永

續發展方式爭取政府與廠商的經費支持，讓對相關領域感興趣的學生或相關從業

人員均可修習，從而解決專業人才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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