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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是配合環保署政策，在台中市推廣電動機車的使用。執行方法是向康陽公司租10部電動機車，進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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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答客問」。在性能測試方面，共執行充電後可騎乘里程數、上下坡最高時速、平坦地面最高時速、以及爬大

度山的測試。此外，本計畫並在中興大學校園內共設置4個充電站，供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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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劃是配合環保署政策，在台中市推廣電動機車的使用。執行

方法是向康陽公司租十部電動機車，進行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長期

試騎活動，文宣品製作與發放，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電動機車性能

測試，及校園充電站設置等。活動配合單位除了中興大學外，還包括

台灣省環保處，台中市環保局，南投縣環保局，及逢甲大學。 

在定點展示試騎方面，本計畫共舉辦了六個場次的活動，參加人

員超過八百人次以上，共回收了 719 份試騎問卷表。長期試騎活動是

以三個月為一期，共完成兩期，試騎人員包括學生，行政單位，及公

家機關。媒體宣導則除了報紙採訪外，也接受中廣公司三個節目的訪

問。文宣品發放包括鑰匙環、宣傳旗幟，試騎背心，安全帽，大型海

報，及「答客問」。在性能測試方面，共執行充電後可騎乘里程數、

上下坡最高時速、平坦地面最高時速、以及爬大度山的測試。此外，

本計畫並在中興大學校園內共設置四個充電站，供師生使用。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EM(electric moped) in the Taichung city area.  Ten rented EMs were used 
to carry out this project.  Four programs were conducted, including the 
demonstration driving program, the long term driving program, the 
performance testing program, and the setting up of recharging stand. 

More than eight hundreds people joined the demonstration driving 
program in six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this project.  The long term driving 
program consisted of two terms.  Each term is three months long.  Eighteen  



people  joined this program, including students, executive persons of 
campus, and officials.  As in the performance test program, thre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including the maximum mileage after recharge, the maximum 
speed in uphill and downhill, and the feasibility to travel from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o Tong Hai University in one trip.  Finally, four 
recharging stands were set up in campus to establish the infrastructure of 
EM in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前言 

 

電動機車由於是以馬達來驅動車輛，不排放廢氣，不會造成空氣

汙染，而且行走間的噪音也遠低於一般機車，是相當理想的交通工

具。但電動機車也有其缺點，主要是續航力低，無法一次行走較長距

離，而且充電時間長，住在公寓或大廈的人充電較不方便。本計畫的

目的是希望藉舉辦各種文宣活動，將電動機車的功能、特性及使用環

境，介紹給台中市民，使民眾對電動機車有正確的認知，進而接受

它。台中市共有東、南、西、北、中、南屯、西屯及北屯等七個行政

區，本計劃實施地點首先擬訂為中興大學及中興大學所在之南區。推

廣及宣導對象為學校教職員工生，及南區之居民。並藉本計劃之執

行，累積相關經驗，以協助其他社區、單位、及機關之推廣工作，使

台中市擁有良好之電動機車使用環境。 

 

研究方法 

 

本計畫一共向康陽公司租了十部電動機車，加上中興大學機械系

原有的一部，共有十一部電動機車。為了保障每一位試騎者的安全，

每一部電動機車都向國泰公司投保一百萬元的意外險。 

本計畫主要的工作包括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長期試騎活動，文

宣品製作與發放，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電動機車性能測試，校園充

電站設置等。活動配合單位除了中興大學外，還包括台灣省環保處，

台中市環保局，南投縣環保局，及逢甲大學。以下說明各活動的概

況： 

 

(1).定點展示試騎活動 



本計畫共舉辦了六個場次的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來參加試騎的

超過八百人次以上，共回收了 719 份試騎問卷表，各場次舉辦的時

間、地點、試騎人數如下所述。 

第一場試騎活動是配合本校校運會，在中興大學校園舉辦，參加

的人相當踴躍，不過因康揚公司在當天活動開始前才把車子送到，宣

傳有限，所以參加試騎的人以本校學生及來賓為主，共回收了 173 份

試騎問卷表。 

第二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南投縣環保局的機車排氣擴大巡迴免費檢

測活動，在南投現草屯鎮福元倉儲百貨停車場舉辦，參加試騎的人以

購物人潮為主，共回收了 133 份試騎問卷表。但因現場有其他廠商

(如光陽等)在展示機車，本活動一度被誤認為也在販賣機車。 

第三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台中市環保局的機車排氣擴大巡迴免費檢

測活動，在台中市光復國小運動場舉行，參加試騎的人以過往行人為

主，共回收了 89 份試騎問卷表，其間聯合報及民生報記者都有前來

訪問。該地點雖然交通流量大，但因每個人都在趕路，參加試騎的人

反而不多。 

第四場試騎活動是配合環保署在元旦當天在各地同步舉辦的電動

機車試騎或遊街活動，在中興大學校園舉行，參加試騎的人以元旦假

期前來校園遊玩之遊客為主，其中大部份是全家一起來參加。共回收

了 183 份試騎問卷表，雖然校園內的行人遠不如大街上多，但因遊客

的心態較輕鬆，較願意參加，試騎人數反而較多。 

第五場試騎活動是與逢甲大學機械系合辦，在逢甲大學校園內舉

行，參加試騎的人以逢甲大學的學生為主，共回收了 216 份試騎問卷

表。因逢甲大學的學生人數眾多，試騎活動又在上課期間舉行，故來

參加試騎的人相當多。 

第六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台灣省環保處的清潔燃料宣導活動，在中

興新村大會堂前廣場舉行。 

 

(2).長期試騎活動 

本計畫租用的 10 輛電動機車中，除了假日做為定點展示與試騎活

動外，平常期間則提供給本校師生做長期試騎，一方面評估其長期性

能，一方面也增加曝光率，以進行推廣。長期試騎是以三個月為一

期，本計畫已執行完一期，其中有七輛由學生試騎，兩輛放在學校行

政單位試騎，另有一輛則放在機械系試騎。目前正執行第二期，其中

有一輛放在台灣省環保處試騎，七輛放在學校各行政單位試騎，另有



兩輛則放在機械系供師生試騎。 

 

(3).媒體宣導 

本計畫也利用各種媒體來擴大宣導效果，除了定點展示試騎活動

會有媒體人員來採訪外，本計畫人員也利用各種機會上媒體接受訪

問，其中包括 85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廣 FM106.9 鄉親您好節目，接受

現場訪問及 Call in(台語)。85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廣交通台錄音訪

問。85 年 12 月 22 日-86 年 1 月 12 日在中廣生活列車環保小單元錄

音訪問。85 年 12 月 29 日聯合報 15 版，及 85 年 12 月 29 日民生報

23 版。 

 

(4).文宣品製作與發放 

為了增進推廣效果，本計畫推出的文宣品計有：鑰匙環、宣傳旗

幟，試騎背心，安全帽，大型海報等。此外，本計畫亦依據台中市的

特性，將清大提供的「答客問」部份修改，在每次試騎活動中分送。 

 

(5).電動機車性能測試 

本計畫針對康陽公司所提供的十部電動機車來測試其性能。測試

的方法分別為充電後可騎乘之里程數、電動機車在地下道或陸橋上下

坡時之最高時速、電動機車在平坦地面的最高時速、以及從中興大學

到東海大學來回是否可行的測試。測試地點主要在中興大學校園內及

其週邊道路，測試時間則分為兩次，第一次在民國 85 年 12 月 4 日，

當時才剛交車，第二次則在民國 86 年 5月 8日，當時計畫已快結

束。測試車的選擇在第一次測試時是從康陽公司所提供的十部電動機

車中以隨機方式抽出四部機車，第二次測試時則使用與第一次相同的

車輛。測試人員為林浚民、張學淇、王佳慧、李君毅、與蘇拯忠。 

在第一次測試時，充電後可騎乘之平均里程為 43.45 公里，而在

第二次測試時，平均里程為 38.1 公里，其中有一部車充電後可騎乘

的里程數嚴重衰退，有一部車稍微增加，有一部車稍微減少，還有一

部車因里程表中途損壞，無法記錄。由於測試方法是在校園內巡行，

其結果只有定性的意義，故里程數相差不大即表示性能沒有衰退。但

由表二的數據可看出在經過約一千公里的試騎之後，四部測試車中已

有一部性能嚴重衰退。 

在忠明南路地下道之坡道上，上坡時車速可達 35kph，而在下坡

時車速可達 45kph，兩次測試的結果都一樣。在中興大學校園內的最



高時速，兩次測試的結果都是 40kph。至於從中興大學到東海大學來

回的測試，來回一趟共 32.7 公里，包括爬大度山的坡道，電動機車

可一次完成，沒有問題。 

 

(6).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本計畫進行兩類問卷調查，第一類以參加定點試騎活動的人為對

象，徵詢他們對電動機車的初步印象，共回收了 719 份問卷。第二類

以參加長期試騎活動的人為對象，徵詢他們對使用電動機車的感想與

所遇到的問題，一共只回收了 9份問卷。由於第二類問卷數量太少，

暫不做統計分析，本報告只針對第一類問卷做統計。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一般台中市居民對空氣都不滿意，而受訪者的

主要交通工具是機車，其中仍有部份受訪者對環保署推動電動機車不

清楚，約有一半的受訪者會考慮購買電動機車，且試騎活動是推廣電

動機車很有效的方法。 

 

 

結果 

 

由幾次推廣活動的問卷調查中以及試騎者的反應，一般皆認為空

氣品質相當不令人滿意，尤其在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期間，機車騎士及

行人都要飽受廢氣的荼毒，對於電動機車都抱高度期待。 

在電動機車整體表現的調查中，台中市民對電動機車抱高度興趣

的族群大多分佈在中年階層以上，尤其老年人，其願購買意願也頗

高，因他們不追求速度，及低噪音無汙染是促使他們購買意願高的原

因。但充電時間長、價格高、續航力短、速度慢及充電地點，他們認

為需再加強。在一些每天短程騎乘的人士，對於價格若能降到 20000

元以下，他們會毫不考慮就購買。 

至於在電動機車宣傳成效，試騎活動幾乎是重心，其次是報章雜

誌，再者為電台但以電視媒體的宣傳最少，若能加強電視媒體的報導

其成果應更加可觀。 

 

結論 

 

(1).試騎活動可有效介入電動機車給大家認識。 

(2).電動機車性能不佳，有待業界繼續提昇電動機車的品質。 



(3).中年階層以上應列為重要推廣對象。 

 

建議 

 

(1).增加試騎活動場次，讓民眾能有更多機會接觸電動機車。 

(2).電視曝光率應加強，邀請記者採訪，並接受電台邀請。 

(3).機車應設計行李箱。 

(4).車子故障率太高，應改善。 

(5).設立服務專線，接受民眾試騎。 



台中市電動機車推廣使用計畫 
 

簡瑞與、盧昭暉、林浚民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台灣的機車密度為世界之冠，其所排放之污染物為都會地區重要的污染來

源，嚴重的影響空氣品質。為有效減少機車所產生的排氣與噪音污染，行政院

環保署已擬訂各種管制辦法，其中之一為大力推廣電動機車的使用。本計劃之

目的即為藉由政策宣導、專題演講及試騎展示等活動，讓台中市都會區民

眾了解電動機車之特性，並在校園內廣設充電站，來營造一個電動機車的

環境，以及藉由長期試騎活動來發現電動機車潛在之問題。 
 

1. 前言 

電動機車由於是以馬達來驅動車輛，不排放廢氣，不會造成空氣汙染，而

且行走間的噪音也遠低於一般機車，是相當理想的交通工具。但電動機車也有

其缺點，主要是續航力低，無法一次行走較長距離，而且充電時間長，住在公

寓或大廈的人充電較不方便。本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藉舉辦各種文宣活動，將電動機

車的功能、特性及使用環境，介紹給台中市民，使民眾對電動機車有正確的認知，進

而接受它。台中市共有東、南、西、北、中、南屯、西屯及北屯等七個行政

區，本計劃實施地點首先擬訂為中興大學及中興大學所在之南區。推廣及

宣導對象為學校教職員工生，及南區之居民。並藉本計劃之執行，累積相

關經驗，以協助其他社區、單位、及機關之推廣工作，使台中市擁有良好

之電動機車使用環境。 
 

 

2.工作內容 

    本計畫一共向康陽公司租了十部電動機車，加上中興大學機械系原有的一部，

共有十一部電動機車。為了保障每一位試騎者的安全，每一部電動機車都向國泰公

司投保一百萬元的意外險。 

    本計畫主要的工作包括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長期試騎活動，文宣品製作與發

放，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電動機車性能測試，校園充電站設置等。活動配合單位除

了中興大學外，還包括台灣省環保處，台中市環保局，南投縣環保局，及逢甲大學。



以下說明各活動的概況： 

 

2.1定點展示試騎活動 

本計畫共舉辦了六個場次的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來參加試騎的超過八百人次以

上，共回收了719份試騎問卷表，各場次舉辦的時間、地點、試騎人數如表一所示。 

第一場試騎活動是配合本校校運會，在中興大學校園舉辦，參加的人相當踴躍，

不過因康揚公司在當天活動開始前才把車子送到，宣傳有限，所以參加試騎的人以本

校學生及來賓為主，共回收了173份試騎問卷表。 

第二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南投縣環保局的機車排氣擴大巡迴免費檢測活動，在南投

現草屯鎮福元倉儲百貨停車場舉辦，參加試騎的人以購物人潮為主，共回收了133份試

騎問卷表。但因現場有其他廠商(如光陽等)在展示機車，本活動一度被誤認為也在販

賣機車。 

第三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台中市環保局的機車排氣擴大巡迴免費檢測活動，在台中

市光復國小運動場舉行，參加試騎的人以過往行人為主，共回收了89份試騎問卷表，

其間聯合報及民生報記者都有前來訪問。該地點雖然交通流量大，但因每個人都在趕

路，參加試騎的人反而不多。 

第四場試騎活動是配合環保署在元旦當天在各地同步舉辦的電動機車試騎或遊街

活動，在中興大學校園舉行，參加試騎的人以元旦假期前來校園遊玩之遊客為主，其

中大部份是全家一起來參加。共回收了183份試騎問卷表，雖然校園內的行人遠不如大

街上多，但因遊客的心態較輕鬆，較願意參加，試騎人數反而較多。 

第五場試騎活動是與逢甲大學機械系合辦，在逢甲大學校園內舉行，參加試騎的

人以逢甲大學的學生為主，共回收了216份試騎問卷表。因逢甲大學的學生人數眾多，

試騎活動又在上課期間舉行，故來參加試騎的人相當多。 

第六場試騎活動是配合台灣省環保處的清潔燃料宣導活動，在中興新村大會堂前

廣場舉行。 

表一 試騎會之舉辦的時間、地點及試騎人數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地點 中興大學籃球場南投縣草屯鎮幅

員倉儲百貨停車

場 

台中市光復國小

運動場 

中興大學行政大

樓廣場 

逢甲大學籃球場

時間 10月8日 12月22日 12月28日 1月1日 4月25日 

人數 173 133 89 183 216 
 

 

2.2長期試騎活動 



    本計畫租用的10輛電動機車中，除了假日做為定點展示與試騎活動外，平常期間則

提供給本校師生做長期試騎，一方面評估其長期性能，一方面也增加曝光率，以進行

推廣。長期試騎是以三個月為一期，本計畫已執行完一期，其中有七輛由學生試騎，

兩輛放在學校行政單位試騎，另有一輛則放在機械系試騎。目前正執行第二期，其中

有一輛放在台灣省環保處試騎，七輛放在學校各行政單位試騎，另有兩輛則放在機械

系供師生試騎。 

 

2.3媒體宣導 

本計畫也利用各種媒體來擴大宣導效果，除了定點展示試騎活動會有媒體

人員來採訪外，本計畫人員也利用各種機會上媒體接受訪問，其中包

括： 

(1). 85年12月31日在中廣 FM106.9鄉親您好節目，接受現場訪問及Call in(台語)。 

(2)  85年12月31日在中廣交通台錄音訪問。 

(3)  85年12月22日-86年1月12日在中廣工司生活列車環保小單元錄音訪問。 

(4)  85年12月29日聯合報15版。 

(5)  85年12月29日民生報23版。 

 

2.4 文宣品製作與發放 

為了增進推廣效果，本計畫推出的文宣品計有：鑰匙環、宣傳旗幟，試騎背心，安全

帽，大型海報等。此外，本計畫亦依據台中市的特性，將清大提供的「答客問」部份

修改，在每次試騎活動中分送。 

 

2.5 電動機車性能測試 

本計畫針對康陽公司所提供的十部電動機車來測試其性能。測試的方法分別為充

電後可騎乘之里程數、電動機車在地下道或陸橋上下坡時之最高時速、電動機車在平

坦地面的最高時速、以及從中興大學到東海大學來回是否可行的測試。測試地點主要

在中興大學校園內及其週邊道路，測試時間則分為兩次，第一次在民國85年12月4日，

當時才剛交車，第二次則在民國86年5月8日，當時計畫已快結束。測試車的選擇在第

一次測試時是從康陽公司所提供的十部電動機車中以隨機方式抽出四部機車，第二次

測試時則使用與第一次相同的車輛。測試人員為林浚民、張學淇、王佳慧、李君毅、

與蘇拯忠。 

表二所示為充電後可騎乘之里程數，在第一次測試時，平均里程為43.45公里，而



在第二次測試時，平均里程為38.1公里，其中有一部車充電後可騎乘的里程數嚴重衰

退，有一部車稍微增加，有一部車稍微減少，還有一部車因里程表中途損壞，無法記

錄。由於測試方法是在校園內巡行，其結果只有定性的意義，故里程數相差不大即表

示性能沒有衰退。但由表二的數據可看出在經過約一千公里的試騎之後，四部測試車

中已有一部性能嚴重衰退。 

表三所示為在忠明南路地下道之坡道上的車速，由表三的數據可看出上坡時車速

可達35kph，而在下坡時車速可達45kph，兩次測試的結果都一樣。表四所示為在中興

大學校園內的最高時速，兩次測試的結果都是40kph。表五所示則為從中興大學到東海

大學來回的測試，由可看出來回一趟共32.7公里，包括爬大度山的坡道，電動機車可

一次完成，沒有問題。 

 

2.6 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本計畫進行兩類問卷調查，第一類以參加定點試騎活動的人為對象，徵詢他們對

電動機車的初步印象，共回收了719份問卷。第二類以參加長期試騎活動的人為對象，

徵詢他們對使用電動機車的感想與所遇到的問題，一共只回收了9份問卷。由於第二類

問卷數量太少，暫不做統計分析，本報告只針對第一類問卷做統計。 

表六-表十八為本計畫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由表六可看出一般台中市居民對空氣

都不滿意，由表七可看出受訪者的交通工具仍是機車，由表八-表十可看出仍有部份受

訪者對環保署推動電動機車不清楚，由表十一可看出約有一半的受訪者會考慮購買電

動機車，由表十二可看出試騎活動是推廣電動機車很有效的方法，表十三-表十六的結

果與一般對電動機車的印象相同，表十七與表十八則反應出本計畫所舉辦的試騎活動

的以校園為主。 

 

 

3. 結果與討論 

由幾次推廣活動的問卷調查中以及試騎者的反應，一般皆認為空氣品質相當不令

人滿意，尤其在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期間，機車騎士及行人都要飽受廢氣的荼毒，對於

電動機車都抱高度期待。 

在電動機車整體表現的調查中，台中市民對電動機車抱高度興趣的族群大多分佈

在中年階層以上，尤其老年人，其願購買意願也頗高，因他們不追求速度，及低噪音

無汙染是促使他們購買意願高的原因。但充電時間長、價格高、續航力短、速度慢及

充電地點，他們認為需再加強。在一些每天短程騎乘的人士，對於價格若能降到20000

元以下，他們會毫不考慮就購買。 

至於在電動機車宣傳成效，試騎活動幾乎是重心，其次是報章雜誌，再者為電台



但以電視媒體的宣傳最少，若能加強電視媒體的報導其成果應更加可觀。 

 

4. 結論與建議 

(1) 電動機車性能不佳，有待業界繼續提昇電動機車的品質。 

(2) 中年階層以上應列為重要推廣對象。 

(3) 試騎活動應更密集。 

(4) 電視曝光率應加強。 

(5) 機車應設計行李箱。 

(6) 車子故障率太高，應改善。 

 

5. 未來工作重點 

(1)  增加試騎活動場次，讓民眾能有更多機會接觸電動機車。 

(2) 邀請記者採訪，並接受電台邀請。 

(3) 設立服務專線，接受民眾試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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