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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一、電動機車充電時間長、續行力短及速度不快為縣民不願意購買的主因，有待產、官、學界繼續提昇電動機車

的品質。 

二、機車為縣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交通旅程在20公里以下者比例很高，適合推廣電動機車。 

三、台南縣民對電動機車的滿意度相當高，達到4成以上，願意購買者也超過5成以上。 

四、縣民認知電動機車的管道依序來自試騎活動，媒體，報章雜誌。因此試騎活動為一有效的宣傳方式，應多加

舉辦。 

五、舉辦試騎活動若能與地方政府或公益團體合作較能深入社區吸引民眾並 提昇媒體曝光率。 

六、機車無存放安全帽的位置，安全帽容易遺失。 

七、機車電門及方向鎖最好能共用一把鑰匙。 

八、一般大眾普遍認為充電站不普遍，充電相當不方便，為推廣上的一大盲點，因此建議由政府廣設充電站於大

眾出入處所，例便利商店、加油站等處所，讓充電與加油一樣普遍。 

九、充電時間過長為電動機車不易普及的主因，在快速充電系統未研發成功之前，應可重建立快速電池換裝系統

於加油站或機車行，每次收取充電費及手續費等。 

十、鼓勵民間或政府機關設立充電站，簡化申請充電站經費補助手續，最好經費先撥下，以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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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專案研究計畫 
 

台南縣電動機車推廣使用計劃 
 

期  末  報  告 

 
一、基本摘要內容： 
 
計畫名稱：台南縣電動機車推廣使用計劃 
審議編號：EPA-86-FA24-09-58 
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執行單位：南台技術學院電機工程技術系 
主  持 人 ：陳宣泰副教授兼主任 
聯  絡 人 ：陳宣泰副教授 
聯絡電話：(06) 253-3131轉231 
傳真號碼：(06) 253-7461 
期        程：85年08月01日至86年06月30日 
經        費：850 仟元 
執行情形：半年報 
 
 
 



1. 執行進度：   

預定： 100 %     
實際： 100 % 
比較：   0 % 

 

2. 經費支用： 

預定：850 仟元     

實際：    仟元 

    比較：     %  
   
3. 主要執行內容： 
   (A)：電動機車試騎活動展示會之一 - 靜態展示會 
   A-1)：南台校慶暨南台汽車大展活動 

        南台技術學院為慶祝校慶，每年均會於校慶日前後舉辦汽

展，本年度的汽車展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假南台技

術學院大廣場隆重舉行，共有車廠及汽車相關行業百餘家廠商前

來參展，兩天的活動吸引了大批人潮前來參觀。本計畫也利用該

車展機會靜態展示電動機車，並派員解答各民眾的問題，再配合

海報，引起現場民眾廣泛的興趣，紛紛駐足圍觀並詢問各項相關

的問題，且表示若能普及充電站，將有意願購買電動機車。 
 
A-2)：台南資訊月活動 
          由資策會主導的第一屆台南資訊月活動於八十六年元月初

在台南仁德貝汝展覽館舉行，這是在台南地區舉辦的第一次超大

型資訊月活動，在地方政府(縣市政府)、業界、學界的通力合作

下，一週的展覽會期共吸引二十多萬人潮前去參觀。本計畫亦於

展覽會期間展示一部電動機車，吸引相當多民眾的興趣，透過現

場人員解說，讓民眾有機會了解到電動機車的特性及其無汙染、

低噪音的特色，著時達到宣傳電動機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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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能源展 
派出一部電動機車支援八十六年四月十日至四月十四日

在台南縣仁德鄉貝汝展覽館舉行之能源展。 
 
A-4)：南星之旅”環保知性展 

由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主辦之環保展活動於八十六年四月

二十七日(週日)假高雄市大林浦之”南星計畫”區舉辦電動機車展

示及試騎會，本校派5部電動機車及2名工作人員前去參予並支

援。 
 
(B)：電動機車試騎活動展示會之二 - 動態試騎會 
 B-1)：虎頭埤試騎 

配合由環保署主辦及全國十三所大專院校協辦的八十六

年元旦全國電動機車繞境活動，本計畫於八十六年元旦假台南縣

新化鎮風光明媚的虎頭埤風景區舉辦試騎活動。活動從早上十時

開始一直進行至下午二時止，由於是日為國定假日，因此虎頭埤

人潮洶湧，大批民眾前來試騎電動機車，使本活動已達先之預定

目標 - 推廣電動機車。 
 

本次試騎活動推出本計畫所承租之八部電動機車，其中六

部供民眾試騎，另兩部作為靜態展示及解答民眾問題用。每位試

騎民眾可騎乘約四百公尺，並於試騎後填寫由主辦單位所準備的

問卷(如附件一)，也同時可獲得由主辦單位所贈送的精美小禮

物。主辦單位並於現場分發各種宣傳文件，且有專人回答民眾的

問題，當天共約有近三百民眾試騎，並回收了約二百份問卷，可

供分析、討論用。 
 

本次試騎活動邀請了台南縣陳唐山縣長、吳俊明國大代

表、業者、環保人士、環保官員及媒體記者等人士參予，陳唐山

縣長並親自試騎電動機車(如附件二)，對於電動機車的無汙染、

低噪音的環保概念，稱讚不已，並頻頻詢問有關電動機車的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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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且當場鼓勵工作人員繼續於縣內推廣電動機車，使台南縣

成為電動機車使用率高的地區，以減少空氣汙染，並答應必要時

將於協助。事後台南縣環保局亦表示相當高度意願與本校合辦試

騎及推廣會。 
 

試騎活動亦引來眾多媒體的興趣，並將此次活動消息報導

於次日的各大報(如附件三)，引起地方民眾的廣大迴響，紛紛來

電詢問有關電動機車的問題及下次試騎活動之時間、地點。整體

來說，本次活動以達推廣電動機車的初步成效，使相當多的民眾

知道、了解什麼是電動機車。相信假以時日，電動機車可望於台

南縣推廣起來。 
 
B-2)：台南縣政前試騎 

與台南縣政府環保局合辦的試騎會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假台南縣新營市縣政府前廣場舉辦試騎活動，活動從早上十時開

始一直進行至下午四時止。當日活動並配合縣環保局舉行之機車

排放廢氣免費檢測活動。本次試騎活動並不是十分成功，無法吸

引大量的人潮，當日只有不到百人參加試騎。檢討可能原因有：

週日縣府前人因稀少、試騎地點設在機車排放廢氣檢測場地後

方、事前文宣做的不徹底等等。 
 

B-3)：鴻利多購物中心試騎 
於八十六年五月十八日(週日)假台南縣永康市鴻利多購物

中心前停車場舉辦試騎活動，當天因逢週日，有大量的購物人潮

前來試騎並填寫問卷資料。 
 
本次活動推出十部電動機車，其中八部供民眾試騎，另兩

部作為靜態展示及解答民眾問題用。每位試騎民眾騎乘鴻利多機

車停車場一圈約二百公尺，並於試騎後填寫由主辦單位所準備的

問卷，也同時獲得由主辦單位所贈送的精美小禮物。主辦單位並

於現場分發各種宣傳文件，且有專人回答民眾的問題。 
 (C)：媒體宣導 

C-1)：廣播訪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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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南市勝利電台”美麗星期天”之邀，於八十六年一月二

十一日在該帶狀節目中暢談了三十分鐘之電動機車相關議題，

將電動機車的概念成功地介紹給該電台的聽眾。 
 
C-2)：廣播新聞訪問 

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接受台南市勝利電台環保新聞記者訪

問，暢談電動機車的發展過程、現況、及未來發展。 
 
 C-3)：電子媒體製作 

於南台技術學院之BBS站宣導電動機車的優點、特色並公

告電動機車的各項活動。並將設計一電腦網際網站(WWW)介紹

電動機車，希望藉由WWW的普及化將具環保概念的電動機車

推廣出去。網址擬暫附掛於南台電機系的網站內，計畫下年度

成立自己專屬的網站。 
 

(D)：成立電動機車推廣活動小組 
推廣活動小組由計畫主持人負責，成員有電機系老師、職

員及工讀生共八人組成，定期舉行工作會議，並籌備各種推廣活

動之進行及計畫進度之控制。 
 
(E)：充電站及其他相關硬體設備之規劃 

本研究小組就電動機車之充電需求，針對插頭、插座、接

地、耐壓、額定電流、絕緣、材質………等，依國家標準制定電

動機車充電器規範如下： 
 
(1) 插頭及延長線規格：插頭為三孔式，電力線線徑、容量、 
 規格…等，如附件四。 

  
(2) 室內型：室內型充電站如公寓大樓及隱蔽性良好之空間， 
 其有關專用無鎔絲開關與接地型專用單插座規格，詳如附 
 件五。 
  

(3) 室外型：室外型充電站如車棚、購物中心、公園    等，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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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無鎔絲開關、漏電斷路器、配電箱規格等，詳如附件六。 
 

(F)：媒體宣導(如附件三) 

(1) 85 年 12 月 25 日   

 中國時報電動機車報導 

  
(2) 86 年 1 月 2 日 

 中國時報、台灣時報、聯合報、青年日報、中華日報、自由 

 時報 (不同版面兩次報導)、自立早報等虎頭埤試騎活動報導 

  
(3) 86 年 1 月 1 日 

 中國時報電動機車介紹 

  
(4) 86 年 1 月 21 日 

 台南市勝利電台”美麗星期天”節目中暢談了三十分鐘之電 
 動機車相關議題 

  
(5) 86 年 4 月 21 日 

 聯合報電動機車試騎報導 

 
(6) 86 年 4 月 30 日 

 中國時報推廣電動機車人物介紹(陳宣泰教授) 

  
(7) 86 年 5 月 13 日 

 台南市勝利電台環保新聞記者訪問 

  

(G)：結果與討論(如附圖一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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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三次試騎活動民眾所填寫的四百份問卷，經分析、統

計、檢討，其結果如下:由圖一至十一可知，大部份受訪民眾認

為台南縣空氣品質為普通(35%)到差(25%)[圖一]，縣民主要交通

工具約50%以機車為主[圖二]，可見無空污低噪音的電動機車，

很適用於台南縣。 
 

至於在電動機車宣傳成效的調查中(圖七)，試騎活動佔31 
%，其次是電視媒體24%，報章雜誌20%，可知試騎活動是非常

有效的宣傳方式，再加上一般台南縣民眾對電動機車並不是很清

楚，不知道、不太清楚及普通的站80%[圖三]，若能多加舉辦，

配合電視媒體、報章雜誌的宣傳造勢，必能提高民眾對電動機車

的認識，進而提升購買意願以改善空氣品質。 
 

在電動機車整體表現的調查中[圖十]，台南縣民滿意度相當

高，達到42%，不滿意者只4%，願意購買者也達44%[圖六]，若

能改善一般民眾認為電動機車之普遍缺點[圖九]的充電時間

長、續行力短及速度慢等影響購買願意的缺失，電動機車在南縣

應相當有潛力。 
 

(H)：結論與建議 

(1) 電動機車充電時間長、續行力短及速度不快為縣民不願意 
 購買的主因，有待產、官、學界繼續提昇電動機車的品質。 
  
(2) 機車為縣民主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交通旅程在20公里以下 
 者比例很高，適合推廣電動機車。 
  
(3) 台南縣民對電動機車的滿意度相當高，達到四成以上，願 
 意購買者也超過五成以上。 
  
(4) 縣民認知電動機車的管道依序來自試騎活動，媒體，報章雜 
 誌。因此試騎活動為一有效的宣傳方式，應多加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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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辦試騎活動若能與地方政府或公益團體合作較能深入社 
 區吸引民眾並 提昇媒體曝光率。 

  
(6) 機車無存放安全帽的位置，安全帽容易遺失。 
  
(7) 機車電門及方向鎖最好能共用一把鑰匙。 
  
(8) 一般大眾普遍認為充電站不普遍，充電相當不方便，為推 
 廣上的一大盲點，因此建議由政府廣設充電站於大眾出入處 
 所，例便利商店、加油站等處所，讓充電與加油一樣普遍。 
  
(9) 充電時間過長為電動機車不易普及的主因，在快速充電系 
 統未研發成功之前，應可重建立快速電池換裝系統於加油站 
 或機車行，每次收取充電費及手續費等。 
  
(10)鼓勵民間或政府機關設立充電站，簡化申請充電站經費補 
 助手續，最好經費先撥下，以利作業。 
 
(I)：未來工作重點 

 (1) 增加試騎活動場次，讓縣民能有更多機會接觸電動機車， 
 並作試騎問卷調查分析了 解民眾的心聲。 
  

 (2) 訂定電動機車環保週，在當週以動態展示電動機車引起縣 
 民注意。 
  
(3) 參與規劃及加入電動機車環島接力活動。 

  
 (4) 訂定長期試騎計畫，以社區為主要推廣對象。 

  
 (5) 研發快速充電系統，將充電時間降低至 2 小時左右，則當 

 可大大暢通推廣電動機車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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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變更說明：  無 
 
5. 落後原因分析：  無 
 
6.  解決辦法：   無 
  
7.  主管機關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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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試騎活動意見調查表 

電動機車試騎問卷 

 

1﹒您認為台南地區的空氣品質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2﹒您在台南地區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可複選）及每日往返公里數 

□自行車             □＜10       □10－20        □＞20 

□公車               □＜10       □10－20        □＞20 

□汽車               □＜10       □10－20        □＞20 

□機車（汽油）       □＜10       □10－20        □＞20 

□步行               □＜10       □10－20        □＞20 

3﹒您對「電動機車」 

□相當了解     □清楚     □普通     □不太清楚     □完全不知道 

4﹒您知道環保署徵收空汙費，所得部份費用於輔助購買「電動機車」的車主每輛五千元□是            

□否 

5﹒您知道環保署的機車三期排放標準草案中規定，自民國89年1月1日起，機車內銷數量必須

有2％是「電動機車」     □是             □否 

6﹒如果能力許可，您願意購買「電動機車」 

□是           □否             □不一定 

7﹒您是從           知道「電動機車」（可複選） 

□報章雜誌         □廣播             □海報        □電視媒體 

□試騎活動         □他人轉述         □其他 

8﹒您認為此「電動機車」的優點是（可複選） 

□便宜             □無空氣汙染       □容易保養       □低噪音 

□維修成本低       □外觀美麗         □不知道         □其他 

9﹒如果您不願意購買「電動機車」，主要原因為何（可複選） 

□價格高      □造型普通       □充電耗時      □速度太慢       

□續航力差    □無環保效果     □已有機車      □售後服務不佳   

□維修不便    □保養不便       □無            □其他               

10﹒您對此「電動機車」的整體表現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1﹒偶爾騎乘遠距離（如：郊遊、旅行）是您購買電動機車必需的考慮 

□是                    □否 
－－－－－－－－－－－－－－－－－－－－－－－－－－－－－－－－－－ 

個人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0歲以下     □20－30歲   □30－40歲      

          □40－50歲    □50歲以上 

3）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車     □機車     □公車     □汽車     □步行 

4）輔助交通工具：□自行車     □機車     □公車     □汽車     □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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