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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推動電動車成效有限，因電動車輛的售價過高和充電基礎設施的建置尚未完
善，內需市場難以做大，目前主要銷售的對象優先鎖定組織單位，例如公家機關，將
電動車作為公務車之用。而未來電動車銷售滲入大眾市場為必然之趨勢，因此，本研
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之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與關
鍵流程，從而歸納出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之導向，以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為參考，並
根據台灣政府法規與相關補助措施，探討台灣未來可能的電動車商業模式，包括顧客
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與關鍵流程，並提出未來台灣電動車產業發展商業模
式之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字：純電動車、電動車產業、商業模式、大眾市場

Abstract
On account of high price and imperfection of charge infrastructure, the target
customers are set to such organizations as bureau as cars for public affairs at initial stage.
Only in Western world, target customers are shifted to commercial market gradually due to
progres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erefore the trend toward which is inevitabl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profit formula, key resources and key
process of each country and generalize BEV business model orientation. Next, based on
official regulations and subsidy measures in Taiwa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odel
orientations, this study simulates probably user perspective on business model in Taiwan
BEV industry in the future,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profit formula, key resources and
key process included as well, and proposes relative recommendations to establish user
perspective on business model in Taiwan BEV industry.
Keywords：BEV、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Business Model、Commercial Market

壹、緒論
自聯合國於 1992 年通過「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各國逐年來致力於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國際能源
總署（IEA）在 2010 年發布能源技術展望（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
ETP）當中提出 BLUE Map，必須將 205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 2005 年
的 50%，才有辦法減緩地球暖化與環境變遷惡化，其中最主要的減碳方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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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運輸工具能源技術的革新，所以發展電動車無論是在能源政策、產業發
展及人類福祉，都將佔有日趨重要的地位。
根據台灣工研院研究指出，電動車之能源效率與傳統汽油車相比，可提升
29%。估計 2011-2016 年可節省油費支出約新台幣 12.9 億元；至 2030 年共可
節省約新台幣 1,480 億元。因此無論從節能或是減碳角度下，電動車商業化顯
然是趨勢，新世代的智慧電動車輛具備零污染、安全、良好操控性、自動導航
駕駛等特性，同時朝向省能源、環保、潔淨、驅動電力化、操控電子化、控制
智慧化、資訊網路化等功能發展（宋德洤、黃永慧，2010）。
鑒於市場規模，未來電動車的發展應朝向私人用車市場進行銷售，然而現
階段各國電動車採用的商業模式並不一致，多半將電動車作為商用車隊之階
段，唯有歐美市場已逐漸將電動車作為乘用車，且多採用直接銷售或租賃模
式。而目前車廠大多因電池未達規模經濟，電動車整車售價極高，銷售量因而
較難提升，加上電動車之充電基礎設施並未完善，因而現階段電動車多半銷售
於商用車市場。目前透過政府示範運行計畫，期望激起民眾對於電動車的購買
慾望，然而車廠欲直接銷售電動乘用車至大眾市場仍具困難。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美國、法國、德國、丹麥、日本、韓國、
中國及印度等國電動車商業模式之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與流
程，歸納出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之導向，以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為參考，同時
根據台灣法規與相關補助措施，探討台灣未來可能的電動車商業模式，包括顧
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與關鍵流程，並闡述 Better Place Project 於
台灣電動車市場之發展，最後，提出未來台灣電動車產業商業模式之相關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國際車輛使用概況
以全球汽車產品而言，可分為乘用車與商用車兩種類型，乘用車包括轎
車、休旅車等車款，其主要購買族群為家庭，美歐地區等已開發國家的乘用車
銷售比例高達 90%，日本則是 87%，而中國對於家庭用車的倚重也愈來愈高。
一般來說，民眾使用車輛用途多為短程通勤，美國每人每日平均行駛距離為
65 公里，日本為 40 公里。根據德國萊因集團（TÜ V Rhineland Group）針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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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電動車市場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中國民眾多在城市駕車行駛，行駛距離在
100 公里以內有 87%，且不超過 2 小時，以中短途路程為主（楊正瑀，2011）。
由台灣交通部的統計資料說明，國人駕駛自小客車最主要用途在於上下班通
勤、平均移動距離約 18.9 公里、平均行駛時間約 28.5 分鐘，顯示國人對於小
客車最大的需求在於都市短程通勤（台灣經建會部門計畫處，2010）。

二、國際電動車市場
（一）國際電動車之消費者調查
根據德國萊因集團發布「2011 年全球消費者對電動車的使用意願大調查」
（孔慶玲，2011），以全球 12 個主要市場為主，包括為中國、丹麥、德國、
法國、印度、以色列、義大利、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及美國，對駕車
人口進行購買意願、品牌認知度與購買誘因、購買阻礙因素、安全考量等調查，
結果顯示，最有意願在 5 年內購買電動車為印度占 92%，其次為中國 88%，
而後為義大利占 85%、葡萄牙占 78%、西班牙占 75%，反觀電動車技術強國，
包括日本、德國、美國等民眾，對於購買電動車的意願則較低。而大多數國家
民眾購買電動車的主要誘因在於降低使用成本，但部分國家則以石油耗竭或國
際暖化等環保考量，凌駕於成本考量之上，其中以德國的民眾比例最高。而電
動車價格成為民眾購買電動車的主要障礙，日本占 38%、美國占 29%等，至
於其他阻礙因素，則包括續航里程、充電站方便性、充電時間與電動車安全等
（楊正瑀，2011）。
（二）2012 年國際電動車市場概況
2012 年國際純電動車市場，依美國、歐洲、日韓四大地區作區分，介紹
各地區中具代表性之汽車品牌所推出的純電動車款（曾祐強、鄭凱文，2011）。
其中美國部分代表車廠為福特汽車是以 23kWh 鋰電池組為主，也因如此續航
力為 161 公里。歐洲部份代表車廠為雷諾汽車以 22kWh 電池為主，續航力為
185 公里。日韓部份代表車廠為本田汽車以 20kWh 鋰離子電池為主，續航力
為 197 公里。中印部分代表車廠為比亞的迪汽車較其他車廠有所差異，其電池
使用為鐵電池，其續航力可達到 300 公里，由此可知電動車電池是續航力的關
鍵因素。就地區來看，美國跟中印地區對於電動車續航力發展較為先進，其他
地區可以合作或學習其技術以獲得技術上的精進，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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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大地區電動車品牌

美
國

歐
洲

日
韓

中
印

汽車品牌

電動車名稱

電池

續航力

福特汽車（Ford
Motor）

Focus
Electronic

23KWh 鋰電池組

161 公里

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

Model S

40kWh

256 公里

60kWh

368 公里

85kWh

480 公里

22kWh

185 公里

戴姆勒集團（Daimler Smart Fortwo
AG）
EV

17.6kWh

140 公里

本田汽車（Honda
Motor Company）

Fit EV

20kWh 鋰離子電池組

197 公里

豐田集團（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RAV4 EV

40kWh 鋰離子電池組

160 公里

日產汽車（Nissan
Motor Company）

New Leaf

24kWh 鋰離子電池組

160 公里

三菱汽車（Mitsubishi i-MiEV
Motor Company）

16kWh 鋰離子電池模組

160 公里

現代起亞汽車集團
（Hyundai Kia
Automotive Group）

Ray EV

6.4kWh 鋰離子電池組

138 公里

比亞迪汽車（BYD
Auto Co., Ltd.）

e6

鐵電池

300 公里

塔塔汽車（Tata
Motors）

India Vista
EV

26.5kWh 鋰離子電池組

160 公里

雷諾汽車（Renault
S.A.）

Fluence Z.E.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2011）

三、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為一套假設，說明當組織在為所有參與者，不僅包含顧客，創造
價值時，是如何運行的。經理人可透過制定的決策及方案測試商業模式的好
壞，最重要的是，能藉由運作方式產生利潤的商業模式，才稱得上好的商業模
式。因此，一個好的商業模式，不僅是提供創業者一個較合理的藉口，去爭取
資金，其內涵也包含了組織的賺錢公式及較系統性的管理思維（瓊安瑪格瑞
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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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亦可說是一概念化手段，包含一系列元素及之間的關聯，以表達
出特定組織運行的商業邏輯。也就是說，商業模式能說明組織欲提供給目標顧
客的價值、組織本身的架構、相關夥伴共同創造、行銷、傳達價值的連結、財
務等活動，以創造一套持續營利的系統（Osterwalder, Pigneur & Tucci, 2005）。
簡言之，商業模式需能說明組織如何創造、傳達及獲得價值的過程─包括了經
濟面、社會面或其他形式的價值。依照文獻，可將商業模式大致上分為四個構
面，又可細分為九個要素：如表 2 所示。

表 2 商業模式九大要素
構面

要素

說明

產品

顧客價值

提供全面性的組織價值

顧客交流

目標顧客

說明組織欲提供價值的顧客區隔

通

路

說明組織為接觸顧客的各種方式

關

係

說明組織建立的顧客關係

基 礎 設 施 管 價值布局

說明組織活動和資源上的規劃

理

指出組織欲執行商業模式所需具備的

核心能力

能力

財務

夥伴關係

說明與其他組織的合作關係

成本結構

總結在商業模式中所運用的成本計算
方式

營收模式

說明組織如何獲得現金流

資料來源：Osterwalder, Pigneur, ＆ Tucci（2005）

本研究參考各時期學者商業模式之論述，從企業內部觀點，發現商業模式
主要針對服務、產品、資訊、人員之間進行整合應用；由企業外部觀點探討，
本研究發現除了針對企業內部資源的整合外，更重要的是需兼顧企業的利害關
係人，包含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的獲利，以及企業本身獲利之間的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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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期學者 Zott & Amit （2010）更提出商業模式亦仰賴外部機會，與交易內
容、組織結構、價值創造等之間的適配，才能設計出良好的商業模式，為企業
與利害關係人創造最大利益，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學者商業模式論述表
學

者

論

述

Timmers

商業模式是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流通的架構，並包含

（1998）

描寫各種企業利害關係人的角色，一個良好的商業模式需注
意各種企業利害關係人的潛在獲利基礎以及企業的收益來
源。

Amit and

商業模式為一種探勘事業機會的交易元件架構，交易元件，

Zott（2000） 其中包含 1、特定的資訊、服務、產品的交換架構。2、特定
人員為了從事以上事項的結構，這個結構主要描繪出元件之
間的連結與順序性。
Schmid et al.

商業模式是透過使命、組織架構、流程、收益、法律議題、

（2001）

科技面向，六個要素構成，此六要素密不可分，需一併全盤
考量，不能僅就單一因素進行考量。

Voelpel,

商業模式取決於其核心的價值定位、經營模式組合，主要重

Leibold &

點還是利用價值網路來提供價值給顧客，此價值網路是由自

Tekie（2004） 己本身的策略能力及外在關係人的價值網路及其能力共同組
合而成，以領導與支配能力維持與加強整個網路，並滿足各
種利害關係人的目標。
Johnson,

商業模式，包括四個環環相扣的元素結合在一起，以創造和

Christensen,

交付價值，這些包括客戶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和

&Kagermann 關鍵流程。
（2008）
Zott & Amit

商業模式是指透過商業機會的開發，用以描述有關創造價值

（2010）

之交易內容（content）、結構（structure）及治理（governance）
的設計，商業模式是一個企業價值創造的所在及價值創造的
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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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業模式創新
自從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提出：「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的論點後，「創新」成為企業經營中備受重視的一環。而經濟學人
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5 年的調查報告也表示有超過 50％的企
業高階主管相信企業經營要成功，商業模式創新遠比產品或服務創新更重要。
由此可看出商業模式固然重要，但商業模式的創新才能真正體現出商業模式的
價值；但由上一節商業模式相關研究的整理表中可看出，過去雖然有許多關於
商業模式本體論的研究，但對於商業模式的創新議題卻未有具權威性的研究發
表，近期被譽為美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創新大師克雷頓克里斯汀生對於商業模
式創新提出比過去更具權威的見解（李定宇，2005）。
2008 年由克雷頓克里斯汀生等作者於哈佛商業評論指出，欲建立或翻新
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可從傳統的商業模式簡化之（克雷頓克里斯汀生，
2010），商業模式創新簡化成四個要素：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
和關鍵流程。尤其，當組織面臨了產業中重大的劇變，例如：科技、組織流程、
資源整合等，舊有的商業模式將不敷因應，會大大的影響組織的運作，進而需
進行商業模式的再造（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根據文獻
指出，商業模式創新需要結合四個要素才能創造價值。
（一） 顧客價值主張
提出顧客須完成重要但卻未獲得滿足的問題或工作，進而提出目標明確的
產品或服務，以特定代價從事該工作。一般來說，需求被定義的太過廣泛或只
與現有產品或服務相關；然而，組織應試圖從了解顧客在特定情況下，想要完
成的事情中，以瞭解顧客真正的需求。
（二）利潤公式
界定組織為自己和顧客創造價值的方法，詳細說明資產和固定成本結構，
以及需要的利潤和速度。當組織考量到在固有資源下的固定和變動成本結構，
利潤公式將幫助組織界定需達到的毛利和淨利。而利潤公式包含營收模式
（revenue model）、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邊際利潤（profit margin）、
資源速度（resource velocity）。
（三） 關鍵資源和關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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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源指為提供顧客價值主張所需要的資源，例如：人員、科技、產品、
設備、通路或品牌等；關鍵流程則是指組織能用統一的方式、反覆執行的關鍵
作業，例如訓練、製造、編列預算、規劃或服務等。組織如果能成功的協調關
鍵資源及關鍵流程，產生綜效，以重複提供顧客價值主張和為組織創造價值，
對成功的商業模式來說，將會是相當重要的要素。

顧客價值主張

關鍵
資源

關鍵
流程

利潤公式

圖 1 商業模式創新
資料來源：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2008）

五、電動車商業模式
從國際電動車產業的商業模式來看，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產品導向、服
務導向（Tukker, 2004; Kley et al., 2011）。
（一）產品導向：產品導向如傳統汽車之商業模式，組織只重視賣車，其他服
務只是銷售上的支援，且由組織自行提供相關服務，服務也僅止於基本
服務，例如：貸款、保險、檢驗及維修等。
（二）服務導向：服務導向類型的商業模式與以往傳統類型的商業模式不同，
強調服務的過程中，顧客所感受到的服務價值，且顧客不一定需有汽車
的所有權，即能享有服務（Punch, 2005）。而服務導向之下，又可再區
分為：
1、 使用導向（use-oriented）：指顧客不須買車，即可獲得用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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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移動的保證（mobility guarantee）、車輛共享（car sharing）、
車隊（fleet）等服務，皆可使顧客在不自行買車的情況下，以付費
的方式，享有用車服務。
2、 結果導向（result-oriented）：僅提供顧客搭乘的服務，且不交由其
他中間商提供服務，例如：計程車服務由計程車車隊所提供，相反
地，汽車製造商可以自行提供大眾乘載服務，不需要假借中間商之
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首先，將採用商業模式創新理論中的四大構面，包括顧客價值主張、利潤
公式、關鍵資源與關鍵流程，從現有的國際電動車市場次級資料（陳宥竹，
2009；陳志洋，2013；曾祐強、鄭凱文，2011），分析四大地區包括美國、歐
洲、日韓和中印之電動車產業發展情形，並歸納各地區電動車市場之商業模式
導向，以進行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彙總。而後，參考國際四大地區之電動車市
場商業模式，利用 2008 年哈佛商業評論，所提及的商業模式創新理論（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探討未來台灣電動車產業商業模式。

二、研究方法
由於目前國際電動車產業發展屬於初步階段，有關電動車商業模式的發
展，較缺乏有系統之探討，也較缺乏一致的銷售模式，本研究將採用歷史資料
研究之方式，對國際電動車市場的發展現況與商業模式進行深入分析。
（一）歷史資料研究
本研究是透過歷史資料搜集研究分析，透由學者的研究與經驗，以瞭解電
動車的市場、商業模式、銷售區域與現況發展。希望透過歷史資料研究，能夠
彙整各領域針對電動車產業的研究者觀點，讓讀者能更有系統的瞭解電動車產
業現況，並進一步提供未來建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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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動車概況
地 區 :

1、美國

2、歐洲

3、日韓

4、中國

5、印度

理論基礎：商業模式創新
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關鍵流程

各國電動車產業商業模式彙總

台灣電動車產業商業模式
圖2

研究架構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主要來源為電動車相關研究機關（構），包括經濟部工業局智
慧電動車推動辦公室、經濟部技術處智慧電動車科技專案辦公室、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電動車輛運行國家標準小組及經濟部所屬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
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還有其他相關研究單位如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
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等單位，再者也從國內參與電動車輛示範運行單位如格
上租車公司、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以及台灣銀行共同供應
契約等相關資料庫、學術雜誌、媒體報導、車廠官方網站、專業網路論壇及圖
書館書籍和期刊論文等，進行資料整理。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根據在德國萊因集團 2011 年全球消費者對電動車的使用意願大調
查中（楊正瑀，2011；趙祖佑，2013；蕭瑞聖、陳志洋、謝騄璘，2013），電
動車發展甚密之地區，選定北美地區以美國為代表、歐洲地區以德國、法國、
丹麥為代表、亞太地區以日本、韓國為代表，進行電動車產業發展與商業模式
的探討，同時研究報告也指出，於印度和中國大多數受訪者皆預計在未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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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選購一輛電動車，比例分別為 92%和 88%。因此，在亞太地區中，同時也
納入印度和中國兩國，對電動車發展與商業模式進行深入探討（馬克強生，
2010）。

肆、國際電動車產業分析及商業模式
本章將運用商業模式創新理論中的四大構面，依照各地區之顧客價值主
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與流程進行整理，並針對各地區的電動車市場商業模
式加以說明，最後採用 Tukker（2004）商業模式類型：產品導向或服務導向，
將各地區之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進行歸類（陳文仁、江文書、陳志洋，2010）。

一、 美國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為一般民眾及企業公務車隊為主。
(二) 利潤公式：美國聯邦政府購車補貼的方式分為企業及民眾，企業補貼方
式以電動車銷量為依據，銷量達 3 萬輛以上，享有 50%減稅優惠，超過
4.5 萬輛享有 25%減稅優惠，若超過 6 萬輛則沒有減稅優惠。個人購車優
惠方面，最高可達 US$7,500 元的稅收減免，且加裝家用充電設備則可享
有 US$1,000 元的稅收減免優惠等，以鼓勵民眾購買電動車（曾祐強、鄭
凱文，2011）。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美國政府推行的充電站建設計畫（The EV Project），
由北美 ECOtality 公司獲得政府補助 2.45 億美元，負責在美國境內六大
州，18 個城市建設 14,960 座充電站。而民眾只要在 ECOtality 公司所負
責的地區購買任一電動車，即可免費獲得由政府支付的一座家用充電設
備。為保障民眾在家使用充電設備的安全，參與充電站計畫之州政府設
計一套充電設備安裝標準作業程序。電動車民眾可從經銷商取得充電設
備供應商之相關資訊，供應商會到家中進行環境評估，才裝置充電設備，
最後由電力公司供應電力，目前美國政府及各州政府皆制定環保相關法
規，以強制規定電動車輛的銷售與使用。
(四) 美國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目前美國國內各電動車廠商，多以直接銷售
電動車或以租賃整車方式進入市場，目標顧客為企業公務車隊及一般民
眾。整車售價約在 US$25,000～US$100,000 元不等，多由各車廠之經銷
商進行整車銷售，先於特定或少數州進行販售，再逐漸擴及全美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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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另一種銷售方式則採用整車租賃方式，由各車廠租賃電動車或由
租賃業者提供車輛租賃或車輛共享服務。各車廠多以月租費的方案，以
每月固定的租賃費用，讓民眾不必自行購買電動車，便可享有用車服務，
每月的租賃費用大約為 US$100～700 元不等，依不同租約而定。

二、歐洲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為一般民眾、企業公務車隊和公家機關公務車
隊為主。
(二) 利潤公式：目前歐洲各國政府提供不定額的補助金，以刺激民眾購買電
動車。英國政府於 2011 年開始實施補助，一台電動車可獲得約$5000 英
鎊的補助金、5 年企業汽車稅和消費稅等；法國政府則是提供購買二氧化
碳排放低於 60 g/km 車輛者，$5,000 歐元購車補助，而購買二氧化碳排放
於 100-130 g/km 車輛者，可獲得$200～1,000 歐元補助。德國政府也提供
二氧化碳排放低於 50 g/km 車輛者，可減免 10 年的汽車稅和 5 年的流通
稅，若私人購買第 2 台電動車，也僅需支付一個牌照費用，並享有保險
費減免（謝騄璘，2013）。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目前歐洲的充電基礎建設，多半集中在西歐已開發國
家，而各國政府也積極投入充電基礎設施的建置。由英國政府主導的電
動車充電站普及計畫（Plugged-in places program），提供購有低排放量車
輛的企業約$3000 萬英鎊的充電設備建置資金，於住宅、商業辦公大樓、
停車場及路邊停車格建置 8,500 個充電站。法國政府 2009 年投入充電站
網絡，要求擁有停車位的新公寓建築必須在 2012 年設有充電站，所有的
停車場至 2015 年必須有充電站設施，目前於巴黎城市內設有 250 座充電
站，計畫在 2020 年之前，再將全國充電站總數增加到 400 萬座。德國政
府交通運輸部根據「國家電動車發展計畫」，於 8 個地區普及充電設備。
愛爾蘭政府偕同日產雷諾汽車公司於 2010 年成立充電站建設計畫，於都
柏林地區，建置 9 座充電站，2011 年在市區和主要公路附近建置 1,500
座充電站（曾祐強，2011）。歐洲境內不僅各國政府積極投入充電基礎
設施的建置工作，各家電動車車廠也紛紛加入。日產汽車為加速發展法
國與荷蘭的充電基礎設施，捐贈 400 座快速充電站。而雷諾汽車則與法
國連鎖超市 E Leclerc 合作，在超市停車場建立電動車充電站，計畫於
2012 年與 150 家超市合作，於 2015 年提高至 500 家（Gao & Wi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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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四) 歐洲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歐洲電動車市場的銷售模式，各車廠以直接
銷售電動車或租賃電池或整車之服務為主。各車廠經由經銷商販售其電
動車款，而部分車廠則將車體與電池組分開計價，整車售價約為$14341
～28,990 歐元不等（Shaheen, Sperling, & Wagner, 1998）。目標顧客為一
般民眾、企業公務車隊和公家機關公務車隊。而除了各車廠提供電動車
輛銷售及租賃計畫外，還包括 1987 年由瑞士發起的車輛共享概念，即車
輛使用者不須負擔車輛的購置費用，僅在需要用車時，藉由租賃的方式，
取得車輛的使用權（曾祐強，2012）
。2011 年 12 月，法國國內業者 Autolib
便從車輛共享的概念推出自助租車服務。民眾透過網路、電話預約租車，
或直接到 Autolib 充電站取車，使用結束後，只需要將電動車歸還鄰近的
Autolib 專用充電停車格，同時車輛租賃業者也會提供使用者車輛停放地
圖，讓使用者更快速的取得車輛。而在丹麥，由美國 Better Place 公司推
出的 Project Better Place 計畫，對於民眾來說，購買的不只是電動車，更
是給予民眾一套完整的電動車運行方案。目前 Better Place 與雷諾汽車進
行合作，由雷諾汽車提供 Fluence Z.E.電動車輛，不含電池組，售價為
$27,496 歐元，因購買電動車並不包含電池組，也大大減少民眾的購車成
本，目前銷售對象主要為一般民眾、企業與公家機關單位。

三、日本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為一般民眾與公家機關公務車隊為主。
(二) 利潤公式：日本為亞洲地區推廣電動車運行最成功的國家，中央政府提
供購車者，燃油車和電動車價格差額的二分之一作為補助，平均$78 萬日
圓；個人或企業裝置充電基礎設施，補助約$20 萬～150 萬日圓。另外，
電動車車主也可享汽車取得稅與重量稅 100%減免、汽車稅 50%減免及停
車費優惠等（薛欽鐸，2010）。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日本由中央政府經濟通產省公佈 EV/PHEV 兩期城市計
畫，鼓勵各地方政府加入打造環保城市的行列，致力於推廣電動車的使
用與充電基礎設施的建設，預計在 2020 年前全國將建置 200 萬座充電
站。2008 年，神奈川縣地方政府，除了公布電動車普及促進方案，更首
先以公務體系作為示範，率先將電動車作為公務車之用，也著手建置縣
內的充電基礎設施，預計 2014 年在全縣設置 100 座快速充電站，以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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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25 間組織單位與 95 處停車場，建置 1000 座一般 100V/200V 的充電站
設備，以完整全縣電動車運行計畫。除了中央政府積極推動充電基礎設
施的建設外，2010 年日本國內前 4 大車廠，豐田、本田、三菱和速霸，
結合 13 個日本電力公司，於東京成立 CHAdeMO 協會（Charging Network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HAdeMO），開始推動電動車的充電會員制
度，作為推廣電動車普及使用的基礎，並從 2012 年開始，讓電動車車主
以支付會員費用的方式，在協會體系下的快速充電站進行充電補給。
(四) 日本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電動車市場銷售模式，以電動車整車銷售為
主，各車廠多由經銷商販售，目標顧客為公家機關與一般民眾。由於日
本電動車電池標準化程度並不高，以電池租賃的商業模式也較不具可行
性，因此，目前皆以電池賣斷的方式，銷售給民眾。加上日本中央政府
聯合地方政府，於數個大城市推廣 EV/PHEV 城市兩期計畫，多數車廠極
力尋求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期望地方政府帶領民眾購買電動車。因此，
電動車的使用優先在公務體系內實施。同時，地方政府也要求地方公家
機關，將過舊的燃油汽車淘汰，轉而購買電動車作為公務車。目前在少
數幾個城市，也有引進車輛共享的計畫，例如法國業者 Autolib 組織，於
大阪府推廣自助式電動租賃服務，並配合環境省委託示範運行計畫，給
予使用者環保行動點數，使用者可憑點數到餐廳、銀行、旅館等 53 家組
織，兌換商品或服務，以提高民眾使用電動車的習慣（蕭瑞聖，2013）。

四、南韓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為公家機關公務車隊為主。
(二) 利潤公式：南韓政府為推廣電動車，首先於公家機關購買電動車，給予
電動車與燃料車價差二分之一的補助，最高可達$2,000 萬韓元。2012 年
1 月針對一般民眾購買最高時速 60km/h 以下、續航力在 27 公里以上之低
速電動車者，可享有減免售價 5%的消費稅、消費稅 30%之教育稅、徵稅
標準額度 7%之取得稅和公債折扣$20 萬韓元，總計最高可達$420 萬韓元
（US$3,545 元）的稅金減免（曾祐強，2012）。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為加強南韓電動車的普及率，南韓積極研發電動車和
建設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南韓環境公團也決議，於 2012 年，在全國各
地新建設 204 座充電基礎設施，以供電動車充電使用。目前南韓充電基
礎設施總計有 500 座充電站，包含慢速與快速充電站，南韓政府也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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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將充電站擴充到 3,100 座。另外，由南韓科學技術院（KAIST）
研發一種無線充電技術（on-line electric vehicle, OLEV），並開始驗證此
技術。OLEV 為埋設在道路底下的一級線圈，對電動車的二級線圈提供
無線充電之系統，不僅停車時能夠進行充電，在行駛中也能利用 OLEV
系統供電給電動車，使電動車續航力大為增加。目前 KAIST 將 OLEV
系統安裝於類似高爾夫球車的小型車、大型巴士和有軌電車等，以試驗
技術的可行性，並在首爾大公園的地下 30 公分埋了充電線路，遊園公車
行經時可自動充電，讓遊園公車不間斷運行，完全不用停駛。
(四) 南韓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南韓電動車市場銷售模式，各車廠多交由經
銷商售出，目標顧客為公家機關，政府希望藉由公家機關率先購買電動
車作為公務車，推廣節能減碳活動，帶動民眾購買電動車。目前在南韓
國內，發展電動車最為成功的車廠為現代汽車與現代汽車旗下子公司起
亞汽車，銷售模式即是尋求南韓政府的合作，將限量產出的電動車，提
供給政府作為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之車輛，藉此合作打出電動車名氣，
再量產販售給一般民眾。南韓政府在 2012 年展開車輛共享計畫，利用電
動車出租的方式，提供民眾試開電動車的機會，計畫為期 16 個月，透過
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配合的租賃業者，規劃在住宅區附近成立車輛保
管區，將電動車出租給民眾，服務型態分成三種，包括點對點型、業務
型和休閒型。點對點型服務的客群鎖定在充電站分站間通勤的民眾，以
用車時間計費；業務型服務則為在幾座主要的充電站，以時計費，且出
租時間以 2 小時起跳；休閒型服務則主打周末假期時，以天計費，且出
租天數以 1 天起跳。

五、中國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以公家機關公務車隊與計程車隊為主。
(二) 利潤公式：2009 年由財政部與科技部共同發布「13 城千輛」計畫，在 13
座城市推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試點工作，以財政政策鼓勵公家
機關在公交、出租、公務和郵政等公共領域使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並
給予補助。2010 年將補助範圍擴大到一般民眾新能源車輛的購買上，給
予電動車購買者約$6 萬人民幣的購車補助。而部分地方政府也加碼給予
補助，金額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期望推動地方電動車之發展。而對於
電動車輛不含電池之租賃服務，給予 30%費用補助，每月最多$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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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對電池租賃服務，則提供民眾免費使用電池和充電服務 3 年或 6
萬公里（曾祐強，2011）。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中國大陸充電站的建設由五大國營企業主導，最積極
投入充電站設備的是國家電網與南方電網公司，由於現階段各地方政府
皆積極推動電動車，因此，各地方政府結合電網公司極力投入充電站的
建置，期望未來能讓電動車車主快速取得充電基礎設施，免於電動車於
行駛中電力耗竭或充電困難。目前中國大陸的公共充電站分為兩類型，
第一類為大型電動車充電站，主要是提供給大型電動巴士進行充電，未
來也將開放給私人電動車做充電使用；第二類為充電柱，指在一個小區
域內建立小型的配電室，將多個充電柱集中於此，以供電動車供電；目
前深圳市與南方電網公司合作推動以社區為單位的充電柱區（Residential
Districts with AC Chargers），已購買電動車之企業或私人用戶皆可向深
圳市政府申請免費安裝。同時，藉由「13 城千輛」計畫，可於 2020 年將
油電混合車與電動車等環保車的銷售比例提高到新車銷量的 10～15%，
達到 400 萬輛環保車（謝騄璘，2013）。
(四) 中國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目前有多家本土車廠皆極力發展電動車，尤
其在電池開發上，也嘗試結合許多技術，以求更精進的電力儲存能力。
近年來，許多中國本土車廠也陸續推出電動車款，並以直接銷售整車的
方式進行販售或提供車輛租賃服務。然而，電動車的推出大多是配合政
府所推出示範運行計畫，作為電動計程車使用，因此，目標顧客以公家
機關與計程車隊為主。

六、印度
(一) 顧客價值主張：目標顧客為一般民眾為主。
(二) 利潤公式：近年來印度國內汽車廠商也開始投入電動車的發展，加上印
度政府逐漸瞭解電動車的重要性，也開始對電動車購買者提供部分補
助，日前印度政府通過決議，針對電動車購買者將提供 20%的補助金及
免除部分稅金（楊正瑀，2011）。
(三) 關鍵資源與流程：2011 年 12 月，印度政府發布計畫在國內提升電動車
市場，投入資金高達$2,250 億盧比（US$40 億元）建置電動車相關平台，
並協助業者設立電動車輛電池交換及充電站等設施，以解決民眾充電費
時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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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 2010 年由馬興德拉車廠（Mahindra）領先其
他汽車廠商，推出 REVAi 電動車，正式開啟印度電動車市場，成為印度
電動車市場的標竿車廠，其銷售模式也成為印度電動車市場的榜樣。電
動車主要銷售模式即是交由經銷商販售，且以整車銷售為主，價格採低
價策略，約為 US$7,000 元。目標顧客為一般民眾，以帶動電動車銷售量
的成長。

七、國際電動車產業之商業模式彙總
產品服務化 PSS（Product Service Systems）是以消費者需求的商業營運概
念，企業著重產品製造及銷售，而消費者需要產品提供的功能，PSS 常被引用
的分類方法為 Tukker 在 2004 年所提，以實體產品與非實體服務的結合為概念
中心，將產品服務化分為：產品導向、使用導向及結果導向 3 類，PSS 為經濟
利潤與環境提供雙贏的策略。
國際電動車產業分析及商業模式依照各地區之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
關鍵資源與流程進行整理，並針對各地區的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加以說明，採
用上述 Tukker（2004）商業模式類型：產品導向、使用導向和結果導向，將
各地區之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進行歸類，將各國商業模式進行整理如表 4：

表 4 各國電動車商業模式彙總
地區/商

產品導向

使用導向

車輛銷售

車輛共享

結果導向

業模式
區域

車輛租賃

電池租賃

車廠提供搭載
服務

美國

V

V

V

歐洲

V

V

V

●

日本

V

●

南韓

V

中國

V

●

●

印度

V

V: 主要商業模式

●: 次要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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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產業以車輛共享、車輛租賃或電池租賃所提供的「服務」來取代購
置產品，將使廠商提供更耐久使用及服務效率更高之產品，提升資源使用之效
率，此即「產品服務化」之概念，企業提供功能或成果來取代有形的產品，供
應商的目標並不是在銷售產品本身，而是在提供更好的績效或解決方案，來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
本研究發現表 4 中各國商業模式分產品導向、使用導向和結果導向三項，
目前廠商只做到前兩項，第三項「結果導向―車廠提供搭載服務」是國際電動
車產業未來趨勢，優點是製造商或車廠直接提供服務，有利減少中間營運商利
潤剝削，消費者可直接以最低成本享受到需求之服務；而製造商也可透過有效
管理產品，以最低成本及最高效能及安全，對消費者創造直接有效的服務，其
實國內外電動車輛產業目前皆有製造商間接提供使用導向的案例，例如國內裕
隆集團格上租車即提供電動車租賃含帶駕之服務；雖然目前結果導向中，尚無
國家直接以製造商或車廠提供搭載服務，但這是電動車產業未來必要趨勢，將
來可作為後續推動或改善的指標。

伍、台灣電動車產業之商業模式
一、台灣政府電動車法規與購車補助
行政院於民國 2008 年 6 月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揭示目標：2016 至
2020 年間二氧化碳回到 2008 年排放量的水準、於 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
量水準。而台灣 2005 年運輸部門的二氧化碳總排放量位居第 2，占全台總排
放量的 14.4%，由於工業部門推動低碳節能已具有共識，因此運輸部門二氧化
碳減量就相形重要（劉文海、薛乃綺，2008）。
2010 年通過「智慧電動車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並於 2013 年修訂台灣
電動車產業目標於 2016 年達到 2,400 輛電動車上路，2016 年達到台灣電動車
生產量超過 6 萬輛（含外銷 1.5 萬輛），預計總投入經費將達新台幣 138.77
億元，其中包括技術研發車輛模組、關鍵零組件開發、建立檢測驗證技術及環
境建構，示範運行由地方政府與企業集團申請（薛乃綺、林素琴，2011）。
2010 年 1 月 13 日政府啟動電動車示範運行補助計畫，方案自 2010 年至
2015 年共 6 年，分二階段發展，第一階段由中央補助新台幣 30 億元，加上廠
商和地方政府補助，合計新台幣 60 億元，於計畫前 3 年，由國營企業車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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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運行，在全台十個地區，每區 300 輛電動車，6 年共計 2,400 輛，將電動車
用於如郵務車、公務車隊等。
另為配合環保節能減碳政策，提供電動車輛較多的租稅優惠，2011 年 1
月 28 日，通過貨物稅條例，自 2011 年至 2014 年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的電
動車輛並完成登記，可享免徵貨物稅優惠，購置電動車將由目前減半徵收
（12.5%，原稅率 25%）改為貨物稅全免，預估電動車約減免 12.5 萬元，且電
動車不分國產或進口，自用還是營業用，都享有同等減稅待遇。2012 年 1 月 6
日通過使用牌照稅法第 5 條第 2 項，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免徵使用牌照稅
3 年，鼓勵民眾選購電動汽車，以達推廣綠能車輛之目標，目前除連江縣政府
外，其餘縣市均已完成免徵電動車牌照稅公告。

二、台灣電動車市場現況
台灣發展電動車廠商包括納智捷（Luxgen）、酷比汽車（Tobe）、必翔、
皆盈綠動能和華德動能五家。截至目前，台灣電動車市場有 8 款電動車正式掛
牌，現階段車廠皆選擇與公家機關合作，首先作為公務車或作為示範運行計畫
之用車。於大眾市場，目前則以租賃模式為主（薛乃綺、趙雨潔，2011）。
至 2013 年 7 月止已有台中市政府、格上租車、台南市政府與日月潭風景
區等 4 案通過專案計畫審議，格上大台北案已在板橋站、南港站、新莊站、淡
水站、動物園站及內湖站等 6 處租賃據點開始營運，並完成 100 輛電動車導入，
100 座充電座建置。台中市政府已購置 76 輛電動車，作為公務及免費接駁服
務使用，並在全市建置 149 座充電站。台南市政府已完成 28 輛電動車導入及
建置 63 座充電站交各局處使用。日月潭風景區案已完成 35 輛電動車導入及建
置 28 座充電站，於風景區內提供車輛共享服務。
目前全台共建置 445 座充電座，已可連結北、中、南三地，並藉由計畫帶
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引領企業參與、促進交通與觀光旅遊地區建置。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政府已輔導 11 家電動汽車廠商，共 23 款電動車輛通過交
通部安審測試合格，認證車型並擴大至電動巴士車種，另裕隆電能、台達電、
鎰福、華城電機等 4 家國內充電設備廠商，共 22 款交流充電設備通過標檢局
傳導式充電系統國家標準檢測，並取得標檢局審核合格函，至 2013 年政府共
輔導 22 家國內電動車輛關鍵零組件業者進行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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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電動車產業之商業模式發展
依照商業模式創新之四個面向，說明台灣電動車產業之商業模式發展方
向，以作為未來台灣電動車產業發展之基礎（Gambardella & McGahan, 2010）。
（一）顧客價值主張
現階段大部分家庭皆擁有一台以上傳統燃料汽車作為長短程乘用車，以便
家庭旅遊或滿足其他用途等。然而，車輛的用途多半用於短程通勤，一天平均
行駛距離不超過 100 公里，相較於長途旅程，使用車輛於短程通勤的機會則較
多。因此，家務主只需一台短程通勤用車，即可滿足於其用車需求。
由於目前電動車款多僅能作為短程用車，主要於城市內行駛，而於台灣目
前主要銷售對象僅止於公家機關，作為公務車隊或示範運行之用車。日後立法
成功後，電動車才會陸續推廣到大眾市場，屆時民眾可於大眾市場購買電動車
作為都市用車。因此，如推廣到大眾市場，建議車廠可先於初期鎖定家務主為
目標顧客，以滿足家務主處理家庭事務之用車需求。另一方面，可先由家庭乘
用車市場，開拓到其他銷售市場，以作為未來擴大銷售之基礎（林素琴、薛乃
綺、趙雨潔，2011）。
（二）利潤公式
台灣電動車市場，截至目前仍然沒有正式銷售的模式，僅有以租賃的模式
在新北市地區推廣。目前許多車廠所推出的油電混合車，售價也相當高，皆需
花費新台幣上百萬元，比起同等規格的汽油車款，平均高出新台幣 20～30 萬
元。
車廠除了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須確保電動車的定價能滿足民眾
預期，由於民眾不太願意為電動車支付高價，因此，除非政府實施補助措施以
調降電動車價格，民眾才會考慮換購電動車輛；一般來說，民眾對於電動車的
接受價格並不高於同等規格的燃料汽車，甚至更低（張樑傑、張貴祺，2011）。
台灣電動車廠如欲發展私人用電動車市場，從利潤公式中，可透過欲提供
之顧客價值來決定其電動車定價，且事先設定目標利潤與成本結構等，運用逆
向損益表的方式，配合自身擁有的資源，設計一套符合目標利潤與成本結構之
下的電動車製造與銷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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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針對各國車廠於美國所推出的電動車款，進行油價與充電費
用、燃料車售價與電動車售價、民眾於現階段購買電動車所自付價差與回收年
限進行比較，推估台灣政府欲推廣電動車於大眾市場時，應給予購車補助後，
將燃料車與電動車價差縮小；針對較適合都市短程與家庭之車款，以小型轎車
1.3L～1.8L 燃料車與搭載 17～23kWh 鋰離子電池組之電動車、休旅燃料車
2.5L 與搭載 40kWh 鋰離子電池組休旅電動車為評估對象，並且以車廠保固電
池 8 年為基礎。最後，得出如台灣欲推廣電動車市場，政府應於提供購車補助
後，使燃料車與電動車價差約在新台幣 19 萬元～53 萬元（林錫儀、林明民，
2010）。
（三）關鍵資源
為發展電動車市場，各車廠已陸續投入研發成本，而現階段充電基礎設施
的建置也將是未來電動車是否能廣泛運行的一大關鍵。因此，充電基礎設施將
成為推廣電動車市場的關鍵資源。根據勤業眾信所發佈的「2011 年電動車市
場大調查」，超過九成的台灣民眾認為充電的便捷性、行駛里程及充電成本是
其購買或租賃電動車，極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且約 66%台灣民眾希望充電時
間可控制在 2 小時以下（張樑傑、張貴祺，2011）。
目前台灣公共停車場，分為路邊停車位與公共停車場，包括公有停車場、
私有停車場、學校、公園、活動中心或體育館等。如充電座基礎設施能大量建
置於路邊停車位與公共停車場，有利民眾進行車輛充電，改善電動車之使用環
境。政府與各車廠都應耗費建置，才能確保民眾願意購買電動車。同時，為避
免電動車輛於高速公路上失去電能而找尋不到公共充電站之窘境，於國內高速
或快速道路之休息站的建置也相當重要。
而充電基礎設施的建置，實需政府的資金補助及電力公司高品質穩定供應
等條件的配合，因而政府主動參與也將是實現電動車廣泛推行的關鍵資源。政
府或車廠應極力尋求電力公司的協助，共同建置公共充電站，包括快速與慢速
充電設備。廣泛推行電動車，成立公共充電站或於現有加油站附屬充電站是必
要的，應採用快速充電設備，以改善電動車在外充電耗時問題，使電動車於最
短時間內回充電力，甚至提供電池更換服務，使民眾直接前往電池更換站更換
電池（宋德洤、黃永慧，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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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鍵流程
為健全台灣電動車之配套措施，政府藉由制定法規或獎勵條例，推動車
廠、停車場業者或加油站主動建置充電基礎設施，一則強制車廠或停車場業者
建置一定比例之充電基礎設施，尤其在公共停車場，應於一定期間內，逐年增
加建置比例；一則透過免費或優惠電動車停車費方式，以鼓勵民眾購買或換購
電動車，之後再對停車場業者進行部分補貼。
電動車利用家用充電設備充電是較快速且具效益的方法，由於電動車於家
中車庫或停車位充電，不僅可省去找尋充電站或租用停車場之麻煩，也可利用
夜晚離峰時段進行充電，價格也相對低廉許多。再者，車廠透過配合的電力公
司，主動提供家用充電設備，也可提高民眾之購買興趣，方便電動車主於自家
中充電；另外，欲讓民眾快速取得電動車相關資訊，透過資訊技術與電動車智
慧系統的連結，隨時提供電動車主有關公共充電站或電動車停車場等資訊。
（五）台灣電動車市場商業模式
綜上所述，商業模式中四要素均為關鍵因素，但絕非獨立不相關因素，透
過合宜的商業模式可串連各要素；例如從消費者使用觀點如何降低電動車初期
購置成本及增進後續使用便利性已成為推動電動車產業最關鍵課題之一，目前
已有業者推出車電分離的商業模式，即消費者初期僅購買與一般燃油車售價相
當之電動車體，並將電動車佔約 35%～50%成本的電池改由電池營運商以租賃
模式提供予消費者，因電池營運商可採規模經濟及汰換電池供二次使用等方式
降低電池成本，且可充分掌握電池品質及可靠度，故若租賃電池費用可與油費
相近，即可對顧客價值及廠商利潤產生雙贏營運模式。另外充電站建置為電動
車產業能否擴展的另一關鍵資源及流程，然而政府單位並非為充電站建置的唯
一者，例如充電即可單獨創造充電收費的服務營運商業模式，或充電站可結合
既有服務商（如超商、連鎖餐飲店或加油站等）創造聯盟的嶄新服務商業模式。

四、Project Better Place 於台灣電動車市場
由美國 Better Place 所推出的電動車城市專案，利用電動車體與電池分開
售價，讓民眾以低價購買電動車所有權。同時民眾與 Better Place 訂定合約，
由民眾向 Better Place 購買里程數，費用包含電池租賃費用、電費與電池更換
費用等，並可隨時使用 Better Place 自行建置之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與電池交
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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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屬高石油依賴國家，其地理屬狹長型、且城市間距離相對較短，加
上台灣車輛用途多屬短程通勤，相當適合做為交通工具發展電動車市場，而目
前 Better Place 公司所推出的 Project Better Place 計畫如於台灣實行，經本研究
透過對照 Better Place 公司於以色列所收取的費用作為基準，估算於台灣進行
Project Better Place 計畫與假設雷諾汽車於台灣販售電動車，而民眾可自行購
車之價差，所需負擔之年費用僅多新台幣 34,862 元，每月為新台幣 2,906 元，
即可獲得全套電動車服務。主因來自於台灣平均電費相較其他國家低，家用電
費約新台幣 2.9 元／度（薛乃綺、趙雨潔，2011）。
綜合以上，台灣電動車市場如能順利展開 Project Better Place，電動車使
用環境可能因而改善，民眾只須以月租費方式，即享有全套電動車服務，包括
可減少尋找充電基礎設施之疑慮，二來也可解決充電久候之問題，再者還可解
決日後電池老舊更換之麻煩，政府如能進一步提供資金補助或購車優惠，對於
Project Better Place 計畫之推行助益甚大。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以 Tukker（2004）商業模式為基礎，研究得知各國採用多元化之電動車
商業模式，美國與歐洲電動車商業模式以整車銷售、車輛租賃與共享為主要市
場；日、韓亞洲區域電動車商業模式亦以整車銷售為主，日本另有車輛共享計
畫；中國電動車商業模式以整車銷售為主、車輛及租賃為輔，偶有裸車銷售服
務；印度電動車以整車銷售服務為主。台灣電動車市場未來所能發展的商業模
式，亦是以產品導向之整車銷售的商業模式為主軸，並以使用導向之現有車輛
租賃服務的商業模式為輔，由於車輛租賃服務已於台灣電動車市場推出，因此
本文不進行深入探討。
台灣電動車產業之商業模式，依商業模式創新之四個面向發展：（一）顧
客價值主張：鎖定家務主為目標顧客，以滿足家務主處理家庭事務之用車需
求，由家庭乘用車市場，開拓到其他銷售市場，以作為未來擴大銷售之基礎；
（二）利潤公式：一般民眾對於電動車的接受價格不應高於同等規格的燃料汽
車，故以政府補助來調降電動車價格，民眾才願意換購電動車；（三）關鍵資
源：充電的便捷性、行駛里程及充電成本是其購買或租賃電動車，極為重要的
考量因素，所以充電設施將成為推廣電動車市場的關鍵資源；（四）關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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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廠或停車場業者建置一定比例之充電基礎設施，透過免費或優惠電動車停車
費方式，鼓勵民眾購買或換購電動車，再對停車場業者進行補貼，或透過電力
公司，設置家用充電設備，價格也比較低廉；另外，透過資訊技術與電動車智
慧系統的連結，讓民眾快速取得公共充電站或電動車停車場等資訊。
綜上四要素均為關鍵因素，但絕非獨立不相關因素，透過合宜的商業模式
仍可串連各要素。例如從消費者使用觀點如何降低電動車初期購置成本及增進
後續使用便利性已成為推動電動車產業最關鍵課題之一，目前已有業者推出車
電分離的商業模式，即消費者初期僅購買與一般燃油車售價相當之電動車體，
並將電動車佔約 35%～50%成本的電池改由電池營運商以租賃模式提供予消
費者，因電池營運商可採規模經濟及汰換電池供二次使用等方式降低電池成
本，且可充分掌握電池品質及可靠度，故若租賃電池費用可與油費相近，即可
對顧客價值及廠商利潤產生雙贏營運模式。另外充電站建置為電動車產業能否
擴展的另一關鍵資源及流程，然而政府單位並非為充電站建置的唯一者，例如
充電即可單獨創造充電收費的服務營運商業模式；或充電站可結合既有服務商
（如超商、連鎖餐飲店、停車場或加油站等）創造策略聯盟的嶄新服務商業模
式。
Better Place 公司提供的商業模式創新，民眾可享有無限之電池使用權、
公共充電站與電池更換站之使用權等優點，台灣若以此商業模式發展，建議可
尋找台灣電動車廠牌作為車輛提供廠商，以避免進口車輛關稅、推廣貿易稅等
造成電動車售價居高不下，導致消費者投入成本較高。

二、研究限制及研究建議
國際各電動車市場資料蒐集困難，僅能針對代表性國家做分析，但仍無法
反映全球各地市場概況與民眾需求，近來各車廠依照搭載的電池組、性能、內
裝，甚至品牌等，訂定不同的售價，因此在車廠公開電動車售價前，難準確估
計整車價格，因此，本研究僅現有車廠、電動車大會所提供的資訊及經由市場
調查之問卷分析結果，探討電動車商業模式之發展方向，在主、客觀因素下，
本研究依然受限於部分條件。
綜觀電動車市場現況，本研究提供下列建議：電動車推動初期以公家機構
為主，主要是初期成本較高時，透過政府帶頭使用可展現政策推動決心及擴大
產業初期規模；電動車受限電池性能影響續航里程，故建議以推動特定區域內
運行為佳，例如公務部門之園區、院區或風景區等，或用於固定路線、里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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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用途或國營企業或公務機關接駁等，公家機構以公務接駁或使用便利性為主
要考量，成本及獲利模式非重要因素，故其商業模式勢必與正常營運期商業推
展方式不同，正常營運期主要關係人為營運商或消費者，主要考量在成本及獲
利，所以初期以公家機構為主，隨著電池及電動車技術進程及成本合理化，適
時開發配合電動車節能減碳、短程運輸特性的商業營運模式，如車電分離、電
池租賃及充電營運等不同服務商業模式。
另電動車發展除技術規格及產品行銷的議題外，初期因成本較高、充電設
施及相關法規仍未完善等因素，影響消費者接受意願，故電動車產業擴大推動
時應考慮這些互補性資源，例如：電動車整車、零組件及充電器等相關安全檢
測法規在尤其重要，這部份可讓廠商在技術發展及產品開發上有所依循標準；
充電站設置為電動車普及化關鍵因素，政府初期應全力投入，惟應充分考量技
術成熟度，民眾使用需求、充電產業廠商投入及營運模式等相關狀況，作一滾
動式的調整；另電動車雖具有節能減碳效益，但成本較一般燃油車高，故政府
應透過稅賦減免或購置補助等方式，參酌各國政府對於民眾與車廠所提供的補
助金額日後推出之電動車款售價與關稅等差額，提供購車補助提高民眾購買意
願，鼓勵消費者使用電動車。
政府除了鼓勵車廠多發展電動車輛，同時也須教育民眾多使用電動車，以
節能減碳為訴求，鼓勵民眾藉由換購電動車，免除原油即將耗竭，導致油價不
斷攀升或大肆浮動之疑慮；另台灣使用悠遊卡付費之情形相當盛行，建議未來
電動車充電卡可尋求悠遊卡公司之合作，以達便民之目的；最後，研究發現「結
果導向―車廠提供搭載服務」是國際電動車產業未來趨勢，優點是製造商或車
廠直接提供服務，有利減少中間營運商利潤剝削，消費者可直接以最低成本享
受到需求之服務；而製造商也可透過有效管理產品，以最低成本及最高效能及
安全，對消費者創造直接有效的服務，其實國內外電動車輛產業目前皆有製造
商間接提供使用導向的案例，例如國內裕隆集團格上租車即提供電動車租賃含
帶駕之服務；雖然目前結果導向中，尚無國家直接以製造商或車廠提供搭載服
務，但這是電動車產業未來必要趨勢，將來可作為後續推動或改善的指標，然
於基礎建設及推動使用上仍應交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政府可適時減少或退出電
動車的資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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