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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九月十八日第
1246次例會，邀請林啟聖

Kingnet社友（艾姆勒Amulaire
車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做「
電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專題演
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講師 Kingnet 社友，
Kingnet 是我們南門之光，他擔
任任何職務都盡心盡力，今年度
他擔任出席主委，大家都感受得
到他的用心鼓勵我們社友出席，
增加我們南門向心力。

Packing 社長報告，感謝秘
書帶著阿爸參加南區社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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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順道回家尋田水（台語），還
有 Health 伉儷也全程參與，謝
謝他們。

Packing 社 長 報 告，3461
地區星期日舉行自行車反毒宣傳
活動，感謝 Bistro 精心安排，
還有感謝 Poster、Rich、Bob 及
Tony 全家盛情參加。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舉行南門中秋女賓夕，
地點變更到苗栗三義樹也 Villa
（苗栗縣三義鄉龍騰村 5 鄰外庄
27-1 號），時間是下午 5:00 到
8:30，我們準備 2 台巴士前往會
場，一部從長安桂冠出發，另一

成為勵志領導者

部從大東出發，當天頒發小扶輪
獎學金，還未報名的社友小扶輪
最遲9月20日前向秘書處登記。

Poster 秘書報告，9 月 19 日
( 星期三 ) 下午 2 點 -3 點是台中
家商南門扶少團交接典禮，歡迎
社友撥冗參加。

【 南 門 中 秋 女 賓 夕 】



上週民國107年九月十八日第
1246次例會，邀請林啟聖

Kingnet社友（艾姆勒Amulaire
車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做「
電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專題演
講。

Onsen介紹演講人Kingnet
社友，畢業於逢甲大學土地管理
系，他是逢甲第一屆EMBA、
也是台大EMBA畢業，現任今
網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

理、艾姆勒(Amulaire)車電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Kingnet認識近三十年，
他除了用心在事業上，也很照顧
員工及朋友，更讓人感動的是，
他非常樂善好施，每年捐贈不少
善款，更在106年以他母親的名
字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實在令人
欽佩。

Kingnet林啟聖社友說，電
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這個題目有

點大，內容有點多，我盡量將大
家比較有感的帶到。

整個電動車產業的興起，要
從大家熟悉的地球的暖化談起
，地球的暖化緣起溫室效應，溫
室效應會引起極端的氣候，自
1980年之後，因溫室效應造成
平均氣溫呈現明顯上升。

溫室效應是指地球大氣層上
的一種物理特性。假若沒有大氣
層，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不會是
現在合宜的15℃，而是十分低
的-18℃。這溫度上的差別是由
於一類名為溫室氣體所引致，這
些氣體吸收紅外線輻射而影響到
地球整 體的能量平衡。在現況
中，地面和大氣層在整體上吸收
太陽輻射後能平衡於釋放紅外線
輻射到太空外。但受到溫室氣體
的影響，大氣層吸收紅外線輻射
的份量多過它釋放出到太空外，
這使地球表面溫度上升，此過程
可稱為天然的溫室效應。但由於
人類活動釋放出大量的溫室氣體
，結果讓更多紅外線輻射被折返
到地面上，加強了溫室效應的作
用。

溫室效應起因–CO2二氧化
碳、甲烷…等等，但是交通運輸
之二氧化碳(CO2)排放為溫室效
應之主要貢獻者之一。

再來是最近流行的PM2.5，
PM2.5是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
物，就是常聽到的懸浮微粒。只
要粒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μm)
的細懸浮微粒，就稱為PM2.5。
直徑不到人類頭髮絲粗細的1/28
，非常微細。

台灣霧霾PM2.5來源來自移
動源、工業源及其他污染源。移
動源就是我們的汽機車，所以汽
機車排放是台灣PM2.5主要貢獻
者之一。

全球電動車50%的市場都在
中國，中國霧霾PM2.5來源來自
汽機車、工業、燃煤，與我們霧
霾比率相近，汽機車排放是中國
PM2.5主要貢獻者之一。

綜觀上述，結論得出來的結
果，溫室效應起因來自二氧化碳

第1246次例會 主講者：林啟聖社友
（艾姆勒Amulaire車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電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

▲ Kingnet 社友演講：電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



台中家商南門扶輪少年服務團

第七、八屆交接典禮

來源是汽機車的排放。嚴重霧霾
起因來自PM2.5來源也是汽機車
的排放。所以，推廣電動車即成
為世界各國抑制溫室效應以及減
少排放PM2.5的重要政策之。

電動產業至2017年底，全
球累計銷售逾320萬輛電動車，
預估2018年將累計達510萬輛
。預估目前全世界汽車保有量
為13億4000萬輛，連續三年，
每月電動車銷售量之YoY呈現
正成長。中國為目前全球最大
電動車銷售國家，2017年幾乎
達全球銷售總量之一半，中國
2017年電動車年銷售量之YoY
達73%。

5噸重之交通運輸工具中，
電動車之滲透率可達54%，中
國2017年電動車銷售量於汽車
市場之滲透率已達2.4%，預估
2018年可達3.6%，銷售量可超
過90萬輛，中國累計至2017年
之電動車總銷售量已突破120萬
輛，預估2018年可累計突破210
萬輛，約全球總量之40%。
＊電動車三大核心

電池占42%，電機占10%，
電控占11%，三個核心佔全車
63%，所以電動車內裝通常比較
陽春。

電池佔電動車成本最高，約
42%；正極材料佔電池成本最高

，約40%，目前主流正極材料為
三元材料及磷酸鋰鐵。全球前11
大電池業者，中國企業已佔7間
。動力電池的需求仍然持續增加
，然市場上的供給仍大於需求。
＊電動車的挑戰：

1.各國政府持續推出電動車
及基礎建設補貼措施，提升市場
消費及基楚建設之佈建。 

2.資金/資源持續投入在電動
車生態系統之建立，如組裝產能
以及上游零組件。

3.充電技術的突破，縮短充
電時間。 

4.電池蓄航力的提升，增加
行駛里程。

5.建立消費者電動車環保節

能的概念 
6.讓使用者了解電動車較汽

油車更經濟 
＊影響電動車發展的幾個面項：

政策面：
1.政府的補助直接影響電動

車的銷售量。
2.中國政府制定雙積分制度

，汽車產業生態系統需要一起升
級。

3.油價的高低間接影響電動
車的銷售。而影響油價的關鍵因
子還包括油國組織的產能、地緣
政治的穩定、美國經濟與財政政
策等…。

4.中國、美國分別為電動車
前二大市場，貿易戰將有可能造
成電動車整車以及其上游零組件
關稅上漲，致使對電動車的發展
產生影響

經濟面：
1.新能源車(傳統車汽+新興

新能源車汽+其他車企)：2016
年底統計總投資金額超過3000

日期：9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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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

億RMB，預估2020年新能源車
總產能為640萬輛，其中BEV將
近達500萬輛。

2.中國在動力電池的投資上
，仍持續加大力度。

3.中國目前電控主要仍以國
外供應商提供，提升中國自製電
控為中國新能源車亟需加速的部
份？！ 

4.傳統車汽對於電動車的投
資，也會影響未來電動車的銷量

科技面：
1.藉由科技的發展，動力電

池的容量將獲得明顯的增加？！
2.自動駕駛、車聯網、共享

經濟與電動車的結合，將有可能
改變目前都市內部公共運輸的樣
貌。

3.發電量也是影響電動車發
展的要因。而電網配電與電動車
V2G的應用，可以疏解尖峰用
電的壓力。

社會面：政府除了讓民眾充
份了解電動車其經濟層面的好處
之外，也需要一併建立民眾對於
環境保護的意識，電動車的產業
才會更快速發展。

陳國輝報告中秋女賓夕
節目主委E-style報告9月25

日舉行的中秋女賓夕，將在樹也
Villav廣場舉行，希望這個星期
大家一起來祈福當天能風和日麗
，現場備有live band、烤肉達
人及神祕節目。

備有兩台巴士，一部從長安
桂冠出發，另一部從大東出發，
預計下午4點出發，5點到達，

參觀Villa及遊園。自行開車前
往祕書處也會PO地圖，我們5點
在龍勝斷橋集合拍團體照。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高爾夫球副總幹事King報

告9月20(星期四)日舉行GOLF 
聯誼賽高爾夫球聯誼賽暨台北南
門社聯誼，地點：長庚球場，上
午7:50在大東集合搭車，備有早
餐及飲料，為表示向心力，請著
隊服及隊帽。

出席報告
代理出席Suga r報告上週

出席率達71%，可抽出席獎四
名，恭喜Kenchiku、Dive、

Kingnet、Art社友抽中玉溪米
一包。

糾察時間
T o n y主持糾察時間，感

謝Kingnet社友回捐講師費及
Picking社長紅箱一筆。

Chemical預祝即將啟航的
台中南門第24屆環球列車，一
路旅途平安、愉快。

▲107.08.9(四)賴文瑞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邱啟成伉儷、張建國

伉儷、陳向榮伉儷 

台中南門社～家庭懇談會

▲107.08.17(五)蘇良智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邱啟成伉儷、朱福民

伉儷、洪富金伉儷

▲107.08.17(五)何志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劉銖淇社友、陳重光

伉儷、陳向榮伉儷、賴仁淙社友

▲107.08.31(五)邱啟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廖俊榮伉儷 、廖德炯

伉儷 、江輝雄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