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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柴油車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是都會區的主要污染源，尤其是粒狀物及氮氧化物。環

保署為改善環境空氣品質，加速高污染柴油車汰舊換新，歷年來補助汽車客運業者新購

低污染車輛，並推動示範運行計畫。複合動力車是以電池與馬達為主要動力來源，並配

合汽油或柴油引擎為輔助動力，因此較純電動車有較大行駛里程，且可大幅降低柴油車

輛所造成之各種排氣污染。為協助國內順利推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本計畫就全球複

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技術發展藍圖、先進國家的推動計畫及成果、目前應用現況及遭遇

之困難點、相關之法規與標準進行評估，也評估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所可能獲致之

空氣污染物減量之成本效益。本計畫亦已於期中報告審查會前後各召開一場推動複合動

力公車之產、官、學、研座談會與研討會，廣納各界意見，在子計畫之相互配合支援下，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將可提供環保署作為擬訂推動策略之重要依據，以藉由使用低污染公

車，達到降低柴油公車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之計畫目標。 

關鍵字：複合動力公車、排氣污染、柴油車、空氣品質 

Abstract 
Pollutants emitted from diesel vehicles are one of major air pollution sources 

particularly in metropolitan areas. Ou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has 
subsidized city bus companies to buy low-emission buses in ord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A 
hybrid-power vehicle uses a set of batteries together with a motor as its main power source 
while a gasoline or diesel engine as auxiliary power source. Hence, a hybrid-power vehicle 
can not only travel a longer distance than that of an electrical vehicle but also reduce greatly 
almost all kinds of air pollutants from diesel vehicl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success 
of using this type of low-emission bus in Taiwan, we have evaluated the whole road map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hybrid-power vehicles in the world,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obstructions,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nds. The cost-benefits of air-pollutants reduction 
from using the hybrid-power vehicles were estimated in the later stage as well. A seminar has 
thereafter been held in order to exchange ideas of spreading the low-emission vehicles. Under 
our cooperating together with researchers of all the four sub-projects, the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could be provided to our EPA for reference of reducing emission pollution from diesel 
vehicles. The project’s goal of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can therefore be achieved.  

Keywords：Hybrid-power bus, emission pollution, diesel vehicles, air quality 

1. 前言 
柴油引擎所排放之各種氣、液、固態污染物如氮氧化物、懸浮微粒、未燃碳氫化合

物、一氧化碳、硫氧化物等污染物質等不止嚴重威脅人體健康，另外因氮氧化物及硫氧

化物經排放至大氣會形成酸雨，二氧化碳是促進地球溫室效應而引致全球氣候變遷的主

要氣體之一，氮氧化物與碳氫化合物在太陽光作用下更為形成臭氧及光化學煙霧之前驅

物，所以柴油車輛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亦為破壞環境生態的主要來源之一。隨著臺灣地

區經濟的繁榮發展及國民所得的不斷攀升，機動車輛數目亦不斷增加，尤其臺灣地區的

人口分佈有隨著整體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逐漸往都會區集中的趨勢，因此柴油等車輛所

排放之污染對於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的衝擊更加嚴重，亟待推動清潔車輛等管制對策以

期減少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人健康及生態環境。 
柴油車輛具有結構堅固簡單、耐用及可靠性高、燃料成本低、燃燒效率高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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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陸動力運輸之主要動力來源，建築及農用搬運車輛亦使用柴油引擎為動力[1，2]。
全國柴油車總數約 48 萬餘輛，依用途分類可分為大客車、大貨車、小貨車、特種車等

四大類。氮氧化物(NOx)及粒狀污染物(PM)是柴油車輛主要的排氣污染物。依據臺灣地

區空氣污染源排放資料庫TED 4.2版之推估資料顯示臺灣地區由移動污染源所排放之粒

狀污染物有 46 %來自於柴油車輛，另外由各種移動污染源所排放之氮氧化物有 60 %來

自於柴油車輛。氮氧化物可能破壞同溫層之臭氧層，刺激喉嚨、肺部、眼睛，形成硝酸

產生酸雨[3]，另外氮氧化物與碳氫化合物同為臭氧之前驅物質，而臭氧已為臺灣地區最

近幾年的主要指標污染物[4]。粒狀污染物若經人體呼吸器官吸附可能會造成肺部病變或

組織劣化、咳嗽等疾病[5]，亦造成大氣環境破壞。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改善都會區空氣品質，針對柴油車輛排放污染特性，擬訂相關

污染管制措施，尤其為加速高污染柴油大客車之汰舊換新，於民國 85 年開始補助汽車

客運業者新購天然氣(CNG)大客車、液化石油氣(LPG)車、電動(Electric)大客車、柴油電

力混合(Hybrid)大客車等[6]。環保署亦同時推動這些低污染車輛的示範運行計畫，以綜

合評估於環保、能源和經濟上的效益。 
受到能源不足與環保意識日趨高漲等因素之影響，使得結合環保與高科技於一身的

電動車，已儼然成為各國政府積極推動之新興「綠色工業」。據英國 "Electric vehicles are 
profitable"報告指出，2000 年全球電動車銷售量為 155.7 萬台，2010 年將成長至 1,246.5
萬台，銷售值可達 266.5 億美元；然而目前基於各種不同電池化學反應所對應出的特性，

無法如內燃機般產生穩定的機械輸出，因此純電動車的發展亦受到此一層面的限制，必

須有相當優良的材料組合方能發展出高效率又通用的電池。因此為有效提高電動車的使

用率，複合動力車於焉產生。八十七年度台北市政府首度引進 2 輛柴油/電力複合式電動

巴士(Diesel/Electric Hybrid Vehicle)，為國內第一個使用城市，由台北市交通局及市公車

處共同協助執行，以「公車模式，行駛現有公車路線」模式運行至八十九年結束。 
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較純電動車有較大行駛里程，且可大幅降低柴油車輛所造成之各

種排氣污染及噪音、減少燃油消耗量。複合動力車(HEV)一般是以電池及馬達作為主要

動力來源配合輔助的汽油或柴油引擎動力，於都會等低污染排放區可切換至只用電力驅

動，而無排氣污染。因公車在市區行駛時需面對不同的運轉條件包括怠速、加減速、爬

降坡、超載，因此負荷和轉速不斷在改變，而無法設定在最高效率下運轉，造成油耗及

排氣污染增加。複合動力車具有內燃機及電動馬達二種動力來源，可利用儲能裝置及馬

達，使內燃機在較高效率下運轉，另也可利用再生煞車(regenerative braking)的功能，將

煞車的動能吸收並轉換成其他能量形式而儲存起來，因此除可提昇整個複合動力車的能

源使用效率，也增加燃料效率同時減少排氣污染。複合動力車依動力傳輸系統可分為串

聯式及並聯式二種。其中串聯式系統所使用之內燃機是為驅動發電機，再將所產生的電

力供應馬達提供車輛動力，亦即此系統之內燃機並不直接提供車輛前進之驅動力；而並

聯式系統則可同時具有馬達與內燃機二種動力，可依據市區不同的行駛狀況，同時或單

獨使用其中一種動力來驅動車輛。內燃機驅動車輛的同時也可帶動發電機將電池充電，

為提供車輛最佳之驅動力，需有較串聯式系統良好的控制系統[7]。 
複合動力系統巴士(HEB)比小客車更適合的原因有:(1) 因巴士走走停停的頻率高，

可由再生煞車得到能量，來改善燃油經濟性。(2) 複合動力系統由於馬達及電瓶會增加

重量，對於巴士並沒有很敏感。(3) 對於複合動力系統的價錢，一般市民未必買得起，

然而，廠商如果買進 HEB，較易得到政府的補助[8]。 
由於全球各地對於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推動及發展不曾止歇，因此未來在國內推

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前，必需對於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於國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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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況與汙染減量效益、導入國內之技術能力、法規政策、週邊配套措施、推動策略、

及對於國內污染排放減量貢獻等方面都要有通盤的評估與瞭解，俾提供國內相關主管機

關作為擬訂政策之參考，以期由污染源頭改善空氣品質，維護民眾健康及加強環境保護。 

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認知，本總計畫擬分別由國外發展經驗與成效、 關鍵技術掌握與提昇、

及導入的策略與減量效益等三大主軸出發，以整合整個總計畫的研究目標，因此規劃的

子計畫，包括子計畫一：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與效益及導入政策規劃；子計畫

二：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及測試方法研究；子計畫三：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

動規劃及效益評估等；子計畫四：全球主要國家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現況調查與

案例分析。本總計畫的研究目標有: (1)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發展藍圖(Road 
Map)；(2)調查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相關推動計劃的主要內容及效

益；(3)研究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關鍵零組件產業現況及相關成本；(4)調查全球複合動

力低污染車輛相關法規標準及限制；(5)辦理產業技術及政策研討會，廣邀產、官、學、

研各界代表針對各項策略進行研討及辯論，以提供政府施政參考；(6)建立複合動力公車

系統模擬分析技術；(7)評估複合動力公車零組件開發可行性；(8)完成複合動力系統保

修系統規劃草案；(9)分析國內外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使用經驗，提供國內日後發展低污

染公車之參考；(10)進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效益分析及未來國內推動低污染公車之評

估準則；(11)提出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營運模式，以為日後執行都會區複合動力低污染

公車推動之參考；(12)推廣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以達到降低空氣污染，保障國民健康

之目標。 
其中本子計畫一的研究目標在(1)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相關法規標準，(2)

研究全球複合動力公車的技術發展趨勢，(3)研究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關鍵組件產

業現況及相關成本。子計畫二的研究目標在針對複合動力公車，以 Matlab/Simulink 模擬

燃油消耗率、排氣污染及加速性能；預定完成下列工作：（1）針對複合動力系統之基本

架構做一全面性的分析，搜尋相關的技術資料以及期刊論文，探討各種架構之優劣。（2）
對於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零組件之規格與技術，進行整理、分析、及歸納。（3）將

整車系統以 Matlab/Simulink 軟體建置一完整的動力系統模型，以利分析之用，減少研究

成本。（4）將系統各項零組件之參數，以及各種型車型態(driving cycle)之參數，輸入所

建置之系統模型，計算分析油耗污染等特性。子計畫三之目標有四，以符合環保署降低

都會區空氣污染之方針：(1)分析國內外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使用經驗，提供國內日後發

展低污染公車之參考；(2)進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效益分析及未來國內推動低污染公車

之評估準則；(3)結合地方環保機關推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運行策略與產研單位之技

術能力，以達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降低空氣污染，保障國民健康之目標；(4)提出複合動

力低污染公車營運模式，以為日後執行都會區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之參考。子計畫

四的研究目標則在實際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1)推動現況，(2)成功或失敗的

經驗，(3)遭遇之困難點，(3)污染減量效益及成本效益等。 

3. 執行方法 

3.1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發展藍圖 
本計畫將透過（i）國內外有關柴油引擎車輛污染控制技術之專業期刊、雜誌、研究

文獻等，如 SAE papers，SAE Transactions，ASME Journals 等，經由網路資料庫搜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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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技術文獻是重要方式；（ii）國內外主要之柴油車製造廠，如 Kuozui，Isuzu，Hino，
國瑞、中華、裕隆….等；（iii）國內外重要之柴油車（引擎）污染控制技術研發機構，

如工研院機械所、財團法人車輛研究中心、美國 Indiana Research Institute 等；（iv）國內

外有關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相關資訊或計畫網站，如美國 PNGV（Partnership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Vehicles）‧AQIRP、CRC VE-10‧www.dieselnet.com，歐洲 EPEFE，日本

JASIC 等；（v）國內外投入柴油車污染控制研發之大學學術單位等；（vi）環保署或各地

方環保局舉辦之相關研究計畫成果報告；（vii）世界主要環保先進國家地區如美、歐、

日、瑞典、加州之環保機構或學會等管道蒐集相關資料，及直接接觸國外相關主管單位

或車廠，請其提供完整資訊，並透過問卷調查及計算模式，針對所蒐集之各項策略進行

分析，以提供政府機關正確客觀之參考資料。目前全球電動公車發展動力種類則又可以

分為(1)純電動公車、(2)柴電混合動力公車、(3)渦輪發電動力混合動力公車、(4)燃料電

池電動公車，而其動力傳輸系統大致可區分為串聯式與並聯式兩種。 

3.2 調查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相關推動計劃的主要內容及效益 
目前各國對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隊均採用政府及民營客運業者合作的模式進行測

試運行，例如美國紐約市公車即編制 125 輛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隊(柴電)試辦營運，截

至目前為止，實施成果如下： 
(1)降低氮氧化合物(NOx)排放：15 g/mile 及粒狀污染物(PM)：0.06 g /mile；(2)大幅

節約燃油消耗率；(3)由於政府補助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隊可以有固定盈餘；(4)複合動

力低污染公車隊一般加速性能、操控性及舒適度並不亞於傳統柴油引擎公車；(5)架駛員

及乘客反應正面；(6)將柴電複合動力車商品化及推廣。而其他區域則如下表所示: 

表 3.1  美國不同都會去使用公車種類及數量 

 

 

 

                                       

 

 

  至於車輛成本則如下表所示：  

表 3.2  不同動力種類公車的概略價格 

 

 

 

 

車輛種類 概略價格(US$)

標準40ft柴油車引擎公車 280~290K

40 ft壓縮天然氣(CNG)公車 300~320K

40 ft複合動力(柴電)公車 390~450K

22 ft複合動力(柴電)區間車 260~350K

22 ft純電動區間車 180~230K

燃料電池(Fuel Cell)公車 3M

 
New York City

Transit

Orange Count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St. Barbara Metropolitan

Transit District

SunLine Transit

Agency

Dallas Area Rapid 
Transit

Diesel Bus 4227 335 72 597

Diesel Hybrid Electric Buses 125 2

Battery-Electric Buses 24

CNG Bus 229 71 20

LNG Bus 232 3 184

Hythane Buses 2

Total 4581 569 96 74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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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則將針對各營運計畫內容、成果及效益進行分析研究，同時歸納各營運計畫

成功的因素，以提供國內政府及業者參考，及評估複合動力公車營運可行性。 

3.3 研究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關鍵零組件產業現況及相關成本 
複合動力公車，關鍵零組件有五大項： 

  (1)Energy Storage System(亦即電池組) 
(2)Inverter 
(3)Transmission 
(4)Hybrid Control Modules 
(5)Engine 

3.4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相關法規標準及限制 
本計畫將針對目前法令對於複合動力公車相關標準進行評估，並參考國外相關法規

之標準及實施方式進行調查分析。 

3.5 召開座談會及研討會 
辦理產業技術及政策座談會及研討會各一場，廣邀產、官、學、研各界針對各項策

略進行研討及辯論，以提供政府施政參考。 

4. 結果與討論 

4.1 複合動力公車技術發展藍圖 
4.1.1 複合動力車之相關零組件 

所謂複合動力車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 當電力需為零或負值時發電引擎必須停止(Idle Off) 

目前所有複合動力車輛，包含公車及小客車均具有車輛靜止時，發電引擎隨即

停機的功能，但目前除了複合動力車輛外，其實傳統引擎也可藉由整合式啟動馬達

之發電機來達到此功能，因此單就 Idle–off 的特性並無法明確區別複合動力與傳統

引擎車輛的差別。 
(2) 相對小尺寸引擎以提升效率(Engine down size) 

複合動力公車主要仍為電動馬達所牽引，而內燃引擎負責發電的串列式動力系

統，因此引擎的主要功能並不為驅動車輛，所以可透過採用較小型引擎及固定運轉

狀態，以降低油耗及提高燃燒效率，例如可用 4 缸引擎取代傳統 6 缸柴油引擎車輛！

如此結合煞車再生技術及可稱為『Mid』複合動力車 
(3) 煞車能量電流再生或回電 

此功能主要利用驅動馬達逆轉特性於剎車時具有發電機的能力，同使產生足夠

的電量，於短時間內回充至電池組，此為複合動力車輛發展上相當重要的技術！一

般傳統引擎並無足夠大之發電馬達以達儲蓄煞車回充的設計應用上，因此無法達到

很明顯的節能效應量，而複合動力車輛卻可藉由本系統取得約 10%最高馬力 (Rated 
power)利的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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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速時(低功率時)關閉引擎存電 
柴油引擎僅負責發電而非作動力系統的部分，所有驅動車輛的能量均由電動馬

達所負責。 
根據 Mr. Michael Tamor @ Ford Motor co.定義，複合動力車至少須具備以上 4

種條件中之 2 種，而達到此目標的方法則包含串列式複合動力車(Series Hybrid)或並

列式(Parallel Hybrid)…等不同動力系統，甚至能量儲存系統也包含電化學(電池)方
式或電機(飛輪)、甚至超級電容器(Super Capacitors)，至於發電用引擎則可使用汽車

(Otto)引擎、柴油(Diesel)引擎，甚至渦輪機等，本章節將介紹各種零組件及其作用

方式並加以說明。傳統柴油車及串列式柴電複合動力車結構比較如圖 4.1 所示： 
 

 
 
 
 
 
 
 
 
 
 
 
 
 
 

 
  
 

4.1.2 動力系統 
(1) 串列式複合動力車(Series Hybrid) 

串列式複合動力之作用方式係完全使用電動馬達做為車輛之牽引力，而沒有

任何傳動系統與引擎連結，內燃機主要功用在於帶動發電機，並供應電池組進行

充電，以提供驅動馬達所需之電力(如圖 4.2)。 
此種動力方式得好處在於當公車行駛進入市區或人口稠密的地區時，內燃引

擎可暫停運作，以達到零污染等狀態，直到郊區或人口較稀少處再行發電；同時

內燃引擎可選定最佳效率之轉速及扭力的狀態下運作，以達最高熱效率(Thermal 
Efficiency)的要求。另外串列式動力系統的缺點在於內燃引擎必須透過發電機及傳

動馬達才能將動力傳至飛輪，或經由電池組來驅動傳動馬達，相對地將降低整體

內燃引擎

傳動系統

差速器

輪胎

內燃引擎

差速器

系統控制器
(System Controller) 能量貯存設施

馬達控制器

驅動馬達
(Driven Motor)

傳動系統

差速器

輪胎

剎車再生裝置

傳統柴油車 串列式柴電複合動力車

內燃引擎

傳動系統

差速器

輪胎

內燃引擎

差速器

系統控制器
(System Controller) 能量貯存設施

馬達控制器

驅動馬達
(Driven Motor)

傳動系統

差速器

輪胎

剎車再生裝置

傳統柴油車 串列式柴電複合動力車

圖 4.1  串列式柴電複合動力車及傳動柴油動力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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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效能；目前大部分複合動力公車均使用串列式動力系統，主要由於市區行

駛常需走走停停的情形及其電動馬達不需使用傳統傳動軸即可驅動差速器，在低

底盤車輛設計上彈性較高。 
  

 
 
 
 
 
 
 
 
 
 
 
 
 
 
 
 
 
 

 
 

(2)並列式動力系統(Parallel Hybrid) 
如圖 4.3 所示，在並列式動力系統中內燃引擎及驅動馬達可同時與傳動飛輪連

接，這種傳動方式將較串列式動力系統複雜多，同時因為須要結合引擎馬達及傳

動系統(傳動軸及齒輪組)，因此控制策略將較為重要而且複雜！串列式動力系統所

使用內燃引擎雖較一般傳統車輛內燃引擎小，但卻比並列式動力系統所使用之發

電引擎精密且昂貴許多！由於串列式動力系統所使用電池組較小，所以大部分的

充電動作均由煞車回充或再生( Regenerative Braking) 方式完成，而傳動馬達在此

時也可轉換成發電機，如同傳統汽車一般操作！一般而言，並列式動力系統相關

零組件成本將較串列式動力系統低且電池組較小，所以較適合高速道路行駛，當

然市區行駛效率稍低於串列式車輛！此外，內燃引擎當然無法似並列式車輛般選

擇最佳之操作狀態，不過若具備無段變速(Continuously variable Transmission, CVT)
傳動系統，則可減緩上述問題！一般而言，小型汽車及小巴士較需使用並列式動

力系統！ 

圖 4.3  並列式複合動力車動力系統(資料來源 David Friedman “A 

NEW ROAD: The Technology and Potential of Hybrid Vehicles＂ 2003)

圖 4.2  串列式複合動力車系統架構 (資料來源 David Friedman“A 

NEW ROAD: The Technology and Potential of Hybrid Vehicle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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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種特殊並列式設計為“分離式＂(split)傳動系統(如下圖 4.4)，亦即可由

2 組動力系統(引擎及馬達)同步驅動車輛，這種設計可使用於四輪傳驅動車輛，但

充電及煞車回充/再生系統則相對複雜許多！目前 Daimlerchrysler 計劃生產的休旅

車 Dodge Durango 即屬此類型。 
 
 
 
 
 
 
 
 
 
 

 
(3)複合式(Series/Parallel Privetrains) 

Toyota Prius 所使用此種複合式動力系統(如圖 4.5)，可結合串列級並列式的優

點，並維持引擎於最佳狀態下操作，這種設計基本上類似並列式動力系統，然而

卻可經由離合器將引擎與驅動飛輪脫離，同時切換成串列式動力系統的發電方

式，而透過這個轉換，車輛可同時兼顧於市區低速狀態及高速公路行駛的需求，

缺點則是成本較高及複雜的傳動系統設計。 
 
 
 
 
 
 
 
 
 
 
4.1.3 電動機械(馬達) 

大部分複合動力車輛所使用馬達皆為交流(AC)馬達，包含感應馬達及同步馬達

兩種，主要著眼於可以透過微電腦(Micro-processor)處理，包括高速動態控制(High 
speed dynamic control)的特性，直流馬達則由於其使用週期及無法輕量化而不在考

量之列。良好的電動機械效率高達 90%以上，而電動車輛使用馬達一般可高達 95%
以上。  

圖 4.4  分離式複合動力車傳動系統 (資料來源 David Friedman “A 

NEW ROAD: The Technology and Potential of Hybrid Vehicles＂ 2003)

圖 4.5  複合動力車動力系統 (資料來源 David Friedman “A NEW ROAD: 

The Technology and Potential of Hybrid Vehicles＂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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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電力電子 
電力轉換裝置係用來連結及控制電池組與馬達的必要系統，因此，DC/AC 及

AC/DC 轉換器即為複合動力車輛常見的配備！IGBT 電晶體及 MOSFET 等轉換頻

率介於 1-10K Hz 的整流系統均為常用的電力電子設備，其轉換機率高達 98%以上。

其基本規格如下： 
 可提供至少 300 kW 之交流電源 
 500 amps 電流以控制扭力 
 煞車轉換裝置 

 4.1.5 能量儲存系統(Energy storage) 
電池是複合動力車中最普遍的零組件，不同的用途電池組有不同規格的需求，

但主要的性能參數分別為下列三種： 
(1) 能量重量比(Specific Energy)：電池組的輸出總能量對於重量之比值，單位：

Watt · hr/kg  
(2) 功率重量比(Specific Power)：電池組的輸出功率對於重量之比值，單位：

Watts/kg  
(3) 生命週期(Cycle Life)：電池使用期限 
能量重量比代表行駛里程及範圍，而功率空量比代表加速(acceleration)性能，

例如典型的複合動公車需要較高的能量功率比以因應市區內的加速需求！另外須

具接收高煞車再生充電電流的能力！ 
此外，電池組之生命週期與長短則仰賴使用方式及環境，目前並無針對複合動

力公車所使用之專用電池組，也就是說隨時處於充/放電的模式，有別通常電動汽車

的電池組，在深度放電後才開始回充，因此目前對於複合動力車輛電池組仍有待業

界研發，表 4.1 則是常用複合動力公車使用之電池組。 
表 4.1  複合動力公車常用電池種類 

 
 
 
 
 
 
 
 
 
 
 
 

 

電池種類
鉛酸電池

(SLA)
鎳鎘電池
(Ni-Cd)

鎳氫電池
(Ni-MH)

Solium Nickle
Chloride

鋰離子電池(Li-
ion)

結構 Cell Cell Cell Battery Battery

正極 PbO2 NiOOH NiOOH LiCoO2

電解液 H2SO4 KOH KOH LiPF6

負極 Pb Cd MH(H) C

能量密度(Wh/kg) 35 30 45~75 95~115 100~158

制動馬力比(W/kg) 200 260 850 170~260 700~1300

自我放電率(月) 5% 20% 30% 10% 10%

可充電次數 200～500 1500 500 100 100

容忍過充電率 高 中等 低 非常低 非常低

最佳放電率 30%～50% 100% 80% 60% 60%

容許負載 高 最高 最低 低 低

最快充電時間 8H 1.5H 2H 3H 3H

工作溫度 -20～60℃ -40～60℃ -20～60℃ -20～60℃ -20～60℃
使用期限 800 1000 900 1000~2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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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預期複合動力車輛未來短程(在 2010 年前)及中程(在 2015 年前)的發展趨勢 
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複合動力車輛未來短程(在 2010 年前)及中程(在 2015 年前)的發展趨勢 

 短程發展趨勢(2010 年前) 中程發展趨勢(2015 年前) 

車輛負載 

(Vehicle load)降低 

 空氣動力學改良(流線型設計) 

 低轉動摩擦係數輪胎 

 高強度輕量車身結構(鐵材) 

 電動動力方向盤 

 電動控制煞車系統 

高強度鋁材車身結構 

 

傳動系統

(Transmission)改良 

 檔位切換設計最佳化 

 6 段自排 

 5 段式馬達排檔系統 

 CVT 

高扭力 CVT 

提昇引擎效率 

 磨潤技術 

 低摩擦損耗輔助設施及零組件 

 可變汽門或噴射正時之引擎技術 

直接高壓噴射柴油引擎或最

佳之空燃比引擎 

電子系統改良 

 整合式啟動馬達／發電機 

 永磁式發電機 

 高能量鎳氫電池 

 先進鎳氫電池或鋰電池 

 燃料電池 

4.1.7  全球複合動力公車技術發展藍圖 
目前複合動力公車主要內然引擎部分仍為柴油引擎，而發電或能量貯存裝置則仍為

電池或燃料電池，表 4.3 則就各項關鍵零組件目前及未來發展趨勢以量化方式進行說

明：           表 4.3  全球複合動力公車在關鍵零組件技術發展趨勢 
 
 
 
 
 
 
 
 
 
 
 
 
 
 

 0 ~ 5年 5 ~ 10年 10 ~ 20年

燃料電池

續航力> 300哩(miles),效
益足以支撐5%新車隊

1. 燃料電池車隊效率

>60% LHV@25% load及
>50% LHV@100% load
2. 25%新車隊採用

50%新車隊採用

複合動力系統

1. 單一車輛污染減量50%
2. 整體車隊經濟效益與柴

油車隊相同

1. 市區公車隊污染減量
50%
2. 整體車隊經濟效益>柴
油車隊20%

逐漸以Fuel Cell取代

先進內燃引擎

25%車隊採用US 2007
HDD標準

1. 50%車隊採用US 2007
HDD標準

2. 25%車隊採用US 2010
HDD標準

50%車隊採用US 2010
HDD標準

電力電子系統
輕量化/標準化 for車用需求 提昇馬達壽命/輕量/效率

分別為20%/15%/5%

替代燃料

1.CNG/LPG
2.足夠氫存量for 15%新車

隊

1. 足夠氫存量for 50%新

車隊
2. H2

1.Bio fuel
2.足夠氫存量for 75%新車

隊

系統整合及基礎建設

1. 充電站

2. 車用電力電子裝置

3. 各零組件規格化

1.氫氣貯存設施

2.整合式車用電力及馬達

控制系統

整合式車用渦輪、氫氣、

太陽能動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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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國內外重型柴油車法規趨勢 
為因應下一階段空氣品質改善目標，行政院環保署亦已於民國 91 年 11 月 27 日公告

將於民國 96 年實施之柴油及替代清潔燃料引擎汽車第四期排放標準，其中重型柴油車

則相當於美國 2004 標準的 NOx+HMHC≤2.5 g/bhp.hr，PM 則與三期標準相同。此外，

根據美國EPA所公佈重型柴油引擎 2007年排放標準顯示：2007~2010間為過渡期將NOx
標準自 2 g/bhp.hr 降至 0.5 g/bhp.hr，其間車隊平均值可放寬至 1.25 g/bhp.hr，與我國一

樣在 2007 年將實施之四期標準大幅降低 80%，至於 PM 則降低至 0.01 g/bhp.hr，與我國

2007 年四期標準相較下，大幅降低 90%。而都會地區公車 PM 排放車隊平均標準更為正

常車輛標準值得一半，因此，替代清潔燃料及電動或複合動力公車勢將成為未來不可或

缺的一環!各國重型柴油引擎在 1988 年~2008 年的排放標準推演如 圖 4.6 所示  
 

 
 

 
 
4.3 測試方法 

 
4. 
 
 
 
 
 
 
 

4.3 測試方法 
4.3.1 油耗污染測試 

(1)排放污染(Emission)測試程序 
發電引擎的排放測試係採用美國 CFR40 Part 86 Subpart N 所定義之暫態循環測

試(Transient Cycle)。 
(2)耗能(Fuel Economy)測試程序 

發電引擎的油耗排放測試係採用美國 CFR40 Part 86 Subpart N 所定義之暫態循

環測試後之碳平衡法(Carbon Balance)計算得之。 
(3)整車行車型態測試程序 

由於複合動力公車所配備之發電引擎之功能及目的均與傳統之柴油引擎不

同，若僅用原來之暫態循環測試來量測其排放值，將無法詳實反映複合動力公車之

  
各國重型柴油引擎排放標準一覽表 - 198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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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各國重型柴油引擎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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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排放及油耗狀況，更遑論其電力管理系統及煞車再生裝置等性能。因此，根據

SAE J1376 指令所發展之適合市區公車使用車體動力計之行車型態，稱為 CBD 循

環(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 係使用 14 個 600 秒一次的循環，每一個循環車

輛由靜止狀態(引擎惰轉)在 9 秒內加速至 20 mph，維持約之 560 秒定速後，在於 4.5
秒內檢促至靜止狀態!如圖 4.7 所示： 

 
 
 
 
 
 
 
 
 

 
 
 

 
 
 

 
另由於目前複合動力公車已經大量行駛於美國紐約市區。因此，紐約市區公車

行車型態也是一個重要的參考測試方式，平心而論，紐約市區公車行車型態較能精

確反映實際狀況，如圖 4.8 所示。 
 
 
 
 
 
 

 
 
 
 
 
 
 

圖 4.7  CBD 循環行車型態 (資料來源 Northeast Advanced Vehicle Consortium “Final 

Report: Hybrid-Electric Drive Heacy-Duty Vehicle Testing Project＂,2000) 

圖 4.8  美國紐約公車循環行車型態 (資料來源 :Northeast Advanced Vehicle Consortium 

“Final Report: Hybrid-Electric Drive Heacy-Duty Vehicle Testing Projec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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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充電狀態(SOC, State of Charge) 
依據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所頒布 CCR Title 13 156.1~156.8 所示，在整個行車型態

測試過程中，均須紀錄”可再生能源管理系統”(包含電池、充電電容、電動機械飛輪…
等)的充電狀態，其中主要將依據各元件充電狀態計算淨耗電量。 

4.3.3 淨耗電量(NEC, Net Energy Change, Joules)  
(1) 電池 

電池的 NEC 可由下列方程式表示之： 
NEC=[ SOC final- SOC initial] × V system × K1 
其中 
SOC：電池在測試循環初始及結束時之充電狀態，單位為安培‧小時

(Ampere‧Hrs) 
V system：電池額定直流電壓(Volts) 
K1：轉換係數 

(2) 電容 
電容的 NEC 可由下列方程式表示之： 
NEC=(C/2)×[ SOC final- SOC initial]  
其中 
SOC：電容在測試循環初始及結束時之充電狀態，單位為 V2 
C：額定電容量 (Farads) 

(3) 電動機械飛輪 
電動機械飛輪的 NEC 可由下列方程式表示之： 
NEC=(1/2)× I ×[ SOC final- SOC initial] × K2 
其中 
SOC：電動機械飛輪在測試循環初始及結束時之充電狀態，單位為 rpm2 
I：電動機械飛輪轉動慣量(kg‧m2) 
K2：轉換係數 

4.4 國外推動案例及相關補助政策說明 
4.4.1 紐約市發展經驗說明 
以紐約市交通局 HEB 的市場佔有率及其他相關數據來評估在台北市拓展 HEB 的

可行性與評估在北市所帶來的燃油消耗/排放減量數據。由表 4.4 及圖 4.9 可明顯看

出，HVB 在紐約市大客車車輛數的年成長比例，自 2003 年起至今 HVB 呈倍數的增加，

現在佔整個紐約市大客車比例已達 7.2%以上，成長數度之快尤可突顯出美國對 HVB
巴士所帶來的燃油節能與排放減量的周邊效益有多重視。圖 4.10 為美國紐約市公車車

輛數成長比例。 
由 MTA New York City Transit Department of Buses 所提供的相關資料可知： 

平均柴油巴士行駛 32k/m/yr 大約需花 13,000/gal/yr 的柴油而 Hybrid Electric Bus 在相同

條件下僅需 8,800 gal/yr，即相當於柴油巴士每消耗 100 gal，Hybrid Electric Bus 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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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9 gal，也就是說 HEB 相對於一般柴油車的節能為 32.31 (％)，MTA New York City 
Transit Department 也預估 HEB 的節能情況會大於一般柴油巴士超過達 35%。 
New York City Transit Buses Standard diesel Bus 與 HEB 排放比較 
 
PM10 = [ 0.2 - (0.3 × 0.65) ] × 0.005 grams/miles = 3.1068 × 10-3 grams/km  
 
NOx = ( 2.79 -1.06 × 0.65 ) / 10 = 0.2101 grams/miles 
NOx = 0.1306 grams/km 
 
CO = ( 0.12–0.026 × 0.65 ) / 5 = 0.02062grams/miles 
CO = 0.0128 grams/km 

由台北市交通局第二科所提供的北市柴油車總耗油量與總行駛里程數推估得：若

以 HVB 取代部分現有的傳統柴油大客車，每台 HVB 每年約可節省 191,003 元的柴油，

每輛 HVB 每年 PM 可減量 0.15 公斤，NOx 可減量 1.42 公斤，CO 可減量 0.14 公斤。 
由於考量到推廣 HVB 在台灣推動的可行性，所以經台北市交通局建議採以北市最

普及的大都會客運為研擬對象，並取其路線最長達(49.1 公里/趟)的 306 號公車為評估

對象。 
由北市大都會客運 機料科所提供其最長路線306號公車之實際柴油車總耗油量與

總行駛里程數，可推得若以 20 輛 HVB 來取代原有航班，每台 HVB 每年約可節省

275,489 元的柴油，每輛 HVB 每年 PM 可減量 0.28 公斤 ，NOx 可減量 11.71 公斤，

CO 可減量 1.15 公斤。 
若能引進 HVB 在北市運作，每年每台 HVB 能替車廠省下近似 30 萬新台幣的柴油

燃料費，並且每年 PM 可減量 0.28 公斤 ，NOx 可減量 11.71 公斤，CO 可減量 1.15 公
斤。目前除了由於 HVB 的單價過高還值得評估外，這項節能又潔淨的大型環保交通工

具的確值得政府大力推廣與帶動。 
 

表 4.4  2003 – 2005 年 紐約市交通局 大客車 / 巴士 / 交通車車輛數 (資料來源 John P. 

Walsh“NYCT Operating Experience with Hybrid Buses：NYCT Bus Fleet,2004 11 30.) 

 
 

Type 2003 2004 2005 

40' 2-Stroke Diesel Transit 580 (13.02%) 167 ( 3.70%) 0  ( 0.00%)

40' 4-Stroke Diesel Transit

2,655 (59.58

%)

2,531 (56.09

%) 

2,504 (55.50

%)

45' 4-Stroke Diesel Coach 570 (12.79%) 572 (12.68%) 572 (12.68%)

60' 4-Stroke Diesel 

Articulated 420 ( 9.43%) 630 (13.96%) 630 (13.96%)

40' CNG Transit 221 ( 4.96%) 481 (10.66%) 481 (10.66%)

40' Hybrid Transit 10 ( 0.22%) 131 ( 2.91%) 325 ( 7.20%)

Totals 4,456 4,512 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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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2005 年紐約市交通局 大客車 / 巴士 / 交通車之市場占有率(資料來源 John P. 

Walsh“NYCT Operating Experience with Hybrid Buses：NYCT Bus Fleet,2004 11 30.) 
 

 
 
 
 
 
 
 
 
 
 
 
 
 
 
 
 

 
 

圖 4.10  2003 - 2005 紐約市客車車輛數成長比例 (資料來源 John P. 

Walsh“NYCT Operating Experience with Hybrid Buses：NYCT Bus Fleet,2004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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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各國補助政策調查 
美國重型複合動力車輛稅務優惠：該能源條款指出由 2006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止，重型複合動力車輛的稅務優惠分級是由車體總重量(GVW)、相對於一

般車輛的燃油經濟性與車輛超出售價(incremental cost)來等 3 項來區分，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美國重型複合動力車稅務優惠表(資料來源 American Council for an 

Energy-Efficient Economy Homepage：Green Vehicle Market) 

‧ 小部分的相差售價金額已被城市中所改善的燃油經濟性相關補助所涵蓋 
‧ 20,000 磅的複合動力卡車約可得到$6,000 的稅金補助 
‧ 所謂的車輛相差售價定義是指由車廠所訂定的複合動力車零售價格與一般同型傳統

車款相較下所相差超出的售價金額。 
‧ 符合條件的車體仍舊要接受“maximum available power＂的測試，這是關於電池提供

給車體系統總動力比例的測試：以 GVW 為 8,500 to 14,000 磅重的車體來說，其需

要 10%的 maximum available power，超過 14,000 磅則需 15%，此舉是為了要確認該

車體安裝上具有實際符合複合動力系統技術的設備。 
其餘各州補助一覽表，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美國各州補助複合動力車量相關辦法(資料來源

http://www.hybridcars.com/incentives.html) 
州別 優惠與補助辦法 
亞利桑那州

(Arizona) 
亞利桑那州於 7 月 9 號發布新聞，考慮修改過去第 47 章節

28-2416 和 28-737 的法規條例，允許複合動力車的車主能擁有

價值$8.00 的專屬車牌標示，以不受限乘載人數的特殊待遇行駛

於有高乘載管制的區段，不過由於仍在等待 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對於 HEV 於高乘載區段的法規公佈，所以目

前還尚在評估階段。 
加州(California) 在聖荷西購買複合動力車的車主在某些特定地區擁有免費停車

的優惠，洛杉磯也有類似的 HEV 停車優惠訊息。(Reference Latest 
News on California Hybrid HOV use , USA Today) 

Gross vehicle weight 
(GVW) rating 

Maximum qualified 
incremental cost 

Improvement in city 
fuel economy 

Hybrid credit as  
percent of qualified  
incremental cost 

8,501-14,000 pounds $7,500 
At least 30% and 
under 40% 

20% 

14,001-26,000 pounds $15,000 
At least 40% and 
under 50% 

30% 

> 26,000 pounds $30,000 At least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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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羅拉多州

(Colorado) 
科羅拉多州的稅務部提供購買 HEV 車稅金優惠，2002 年至 2003
年車款每輛 HEV 最高可達$4,713。科羅拉多州已通過法案允許

HEV 車輛，允許即使只有駕駛也可行駛於高乘載區段，當聯邦

政府通過相關條例，科羅拉多州交通部也將會做出相關修正條例

規範的配合，預計 EPA 將會在半年後公佈最新的聯邦法律之相

關修正聲明，來修訂 HEV 行駛於高乘載區段的相關條文。

(Reference Colorado Revised Statutes (CRS)§39-22-516 and 
§39-33-102.). 

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 
購買具有燃油經濟性等級達 40mpg 以上的 HEV，以及天然氣、

LPG、氫能或者純電動車輛都可獲得相關稅務減免的優惠。 
2005 年 6 月 6 號，康乃迪克州公佈通過法案允許 HEV 車輛可免

費使用市區內記時的公有停車位，但僅限在康乃迪克州所申請掛

牌的替代燃料車輛，預計將在一個月內開始實行。  
哥倫比亞行政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哥倫比亞行政區之機動車部門公佈將會修改2004年之HEV相關

優惠條文，並於 2005 年四月 15 號開始生效，當 5,000 磅以上的

重型車輛之貨物稅率由 7%增加為 8%時，HEV 與替代燃料車的

車主能在貨物稅務上面獲得部分的補助，且降低該車的牌照稅等

補助。  
佛羅里達州

(Florida) 
低排放污染車(ILEVs)與 HEV 是目前被提出可能給予其不受限

乘載人數規定與任何時段皆可行駛於高乘載管制區段的特殊待

遇車輛， 不過仍將比照聯邦法律的相關條例來辦理，另外該車

需經過佛羅里達州機動車部門所審核，繳納$5 的處理程序費而

得到專屬認可的印花標誌，並且每年成新申請一次，相關問題請

洽佛羅里達州 Division of Motor Vehicles。(Reference：Florida 
Statutes 316.0741) 

路易斯安那

(Louisana) 
路易斯安那州自然資源部(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發表

聲明將提供所得稅抵免 20%的獎勵措施，來鼓勵車主使用替代燃

料，以及最多補助購買原車廠所推出之替代燃料車(OEM AFV)
其價差間的 20%; 購買 OEM AFV 其折扣稅額不會超過總車價的

2%或者$1,500，且只有在路易斯安那掛牌的車輛始可得到補助，

相關辦法請洽路易斯安那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或者

ouisiana Department of Revenue。(Reference：Revised Statutes (RS) 
S47:38 and S47:287.757).  

緬因州 
(Maine) 

根據緬因州的法律條文 MRSA 36 第 1752 與 1760-79 節，允許無

可比對模型之 HEV，獲得部份營業稅金的抵免大約$500 之優

惠，例如像 Toyota Prius 與 Honda Insight；另外像 hybrid Honda 
Civic 等有可比對之傳統引擎車輛，則可獲得大約$300 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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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馬里蘭州

(Maryland) 
2006 至 2010 年期間，個人購買以乙醇、低硫柴油、CNG、LNG
以及氫能作為動力來源的 HEV 或者替代燃料車，掛牌時將可獲

頒專屬的圖示、所得稅抵免達$2000、申請行駛快速道路電子收

費系統時可有豁免首次辦理$27.50 的優惠資格、行駛於高乘載管

制區段不受乘載人數的限制以及享有優惠或者免費的使用市政

府所規劃之停車位等獎勵措施。這項法案必須相關車隊之複合動

力車輛或替代燃料車輛(具有 50%的替代能源使用率)佔有 5%以

上才就有申請資格。法人團體與私人客運公司當擁有總數超過

50 輛以上且其中逾 10%以上比例的 AFV(alternative fuel 
vehicle)，則可獲得其與可比較之傳統汽油引擎車輛售價間差額

一半之扣抵稅額補助。 
籌措$1000 萬來建構起專屬基金會的資金，來幫助市政府與地方

政府規劃建購 AFV 車站，已用作引進 AFV 與 HEV 的資金來源

的資源。 
新墨西哥 
(New Mexico) 

根據 EPA 之規定，HEV 的燃料經濟性等級達 27.5mpg 以上，則

可申請一次車輛貨物稅與營業稅的抵免。HEV 於阿布奎基市同

時也享有免費使用公有的計時收費車位。(Reference：The City of 
Albuquerque's parking office ). 

紐約 
(New York) 

2005 年 9 月，紐約州長 George E.提出九項能源應用方針來因應

高物價指數膨漲的生活水準，包括將提供 HEV 稅務方面的優惠

等。如果採用以重型車來說，低於 14,000 磅重的車輛補助其車

輛額外支出的 60%的，可上達$5,000，高於 14,000 磅重的車輛則

獲得 $10,000 等的補助。購買 2005 款達 10,000 磅且符合相關規

定的 HEV 則可獲補助$2,000，夠買 2005 至 2006 年款符合相關

規定而超過 10,000 磅重之 HEV 車則可得到$4,000 的補助。 
紐約的替代燃料車稅務獎勵方案辦法中，購買 HEVs、AFVs 以
及加裝潔淨燃料裝置等設備時，提供稅金優惠與抵免的獎勵措

施，而 HEV 所能優惠的稅金幅度取決於該車的燃料經濟性，最

高可至補助$3,000。符合相關標準之車輛的動力來源是由內部引

擎推進與能量儲存系統等兩大部份所提供，必須能經由煞車回能

的系統裝置得到浪費而再利用的動力來源，2004 年以後的車款

在排放方面需表現的優於加州的 LEV II 標準。依車體總重來分

級(GVWR)補助額度，以超過 14,000 pounds 的車體為例，最多

可獲得$5,000 的補助。 (Reference：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Senate Bill 452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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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賓夕法尼亞州的環境保護局 (Pennsylvania'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提供給當地居民在購買新款 HEV、以生

質能為燃料的車輛、雙燃料系統的車輛以及 AFV 等車輛折扣

$500 的優惠，但需再購買後六個月內提交申請。(Referenc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eLibrary) 

維吉尼亞州

(Virginia) 
直到 2006 年一月一日，AFV 在維吉尼亞州都還是被歸類屬於特

殊潔淨能源，其具有行駛於高乘載管制區段內可不受乘載人數限

制的特殊待遇。(Reference：Virginia Code §33.1-46.2 and 
§46.2-749.3) 

華盛頓州

(Washington) 
2002年 7 月 13日起複合動力系統的車輛獲得 EPA的公佈在節油

性能超過 50mpg 的汽油，可與純電動、CNG 以及 LPG 車輛一般

免除定期排放測試的檢定。(Reference：RCW 46.16.015) 
西佛維吉尼亞州

(West Virginia 
) 

西佛維吉尼亞州提供給購買具有替代燃料系統或者改裝一般傳

統引擎成為具有複合動力系統之車輛一些優惠方案，替代燃料形

式含括 CNG、LNG、LP、甲醇、乙醇、水煤氣、純電動能、太

陽能與燃料， 

4.5 複合動力公車相關法規 
此HEV美國計畫（HEV America Program）是由美國運輸技術能源公署部門（U.S.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所發起贊助的，為要對複合動

力車（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s）做個別之評估。在此計畫下所測試之車輛是針對

特定項目的質和量去做評估。此測試結果提供使用者一個比較不同HEVs並其相對應之

法規的方法和比較不同HEVs間差異的方法，使比較的方法有一致性。美國能源部確認

HEV美國計畫是關於HEVs不可缺少的投資計劃。 
對於被認為有資格在HEV美國計劃下測試之車輛，其必須符合此規格中使用的術語

「應該（Shall）」的最低要求。「為了清楚表達「應該（Shall）」這個字的使用定義了

最低規定，則「必須（Should）」這個字是用來定義設計及操作性能的項目」。車輛無

法或不能符合所有的「應該（Shall）」規定者，將被視為原型，且並不會被認為是已成

功地通過該計畫之檢測。為了方便及清楚的定義，下列規定係從車輛規格協會（the body 
of the Vehicle Specification）中擷取出來的。在這些要求及車輛規格中，「供應者

（Supplier）」係指車輛製造業者。在得到HEV美國計劃的認定前，任何車輛必須符合

下列所有規定。 
以這些規格做測試的車輛應該要是HEV，其被定義為以燃油和可再充電能量貯存系

統（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的貯存能源作為推進動力的車輛。此RESS
是一種藉由電動馬達發電來回充的系統、一種離車的電力來源或者兩者皆是。 

（1） 車輛必須遵守美國聯邦政府機動車安全標準（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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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車輛的製造日期必須由車輛製造商依據49CFR567的規定來檢

定。車輛製造商必須依據49CFR571提供如附件一的表單並提供車輛規格。 
（2） 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所有裝在車上的特殊危險物件的物質安全資料表，包括

RESS電池或電容及輔助電池。 
（3） 車輛製造商必須對電池及其他車上的危險物質提出回收計劃並提供此計劃執

行的情形。 
（4） 所 有 車 輛 必 須 遵 守 美 國 聯 邦 電 信 委 員 會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的規定對於車輛的電磁輻射必須遵守47CFR15 Subpart 
B“Unintentional Radiators.” 的規定。 

（5） 車輛的最小收費載重量至少要有400磅。 
（6） 對於改裝的車輛，其原設備製造商的GVWR不應該增加。車輛製造商應該提

供車輛的空車重量及額定收費重量。對於改裝車輛，車輛製造商必須規定原

設備製造商的GVWR。 
（7） 對於改裝的車輛，其原設備製造商的車軸總重（Gross Vehicle Axle Weight 

Ratings ,GAWR）不應該增加。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車軸重及額定的收費載重

量。 
（8） 輪胎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 輪胎必須使用HEV製造商所提供的標準胎。 
• 輪胎應該符合其上標語牌的規定，而標語牌應符合49 CFR 571.109, 110, 119 
及 120的規定。 

• 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輪胎業者標準胎的的樣式及大小。 
• 輪胎大小及膨脹壓力必須符合標語牌的規定。 
• 輪胎的膨脹壓力永遠不得超過印在輪胎邊上所顯示的最小值。 
• 輪胎必須通過車子的所有操作及負載範圍測試。 
• 備胎的數量應該要提供至一定的量以符合消費者著需求。 
• HEV的原設備製造商所提供的輪胎保固不應該超過輪胎製造商，除非車輛

製造商本身是此輪胎的售貨保固商。 
• 若車輛有裝置一顆一上的標準胎，每一個標準胎的資訊需要由製造商提供。 

（9） 座位容量至少要有一位駕駛與一位乘客。車輛製造商必須規定其車輛的座位

容量。以改裝車而言，如果車輛的座位改自於原設備製造商在FMVSS（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標語牌的規定，而增加或是減少座位，此修

改必須依據49 CFR 571.207的規定，並且設置新的FMVSS的標語牌必須盡可

能依據49 CFR 567, 568 或是 571的規定。 
（10） 以改裝車而言，原設備製造商的乘客空間不應該設置在可再充電能源貯存系

統（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之上或是其他的改裝物之上。 
（11） 車子可使用單段變速、多段自動變速、手動變速或是無段自動變速

（Continuously Variable Transmission,CVT），並且要有泊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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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制器/轉換器應該要限制最小的RESS電池的放電電壓以避免電池壽命的短

縮，並要限制最大的回充電壓以避免電池的外部排氣（吐氣）現象。車輛製

造商應該規定電壓限制並且描述這些限制的執行情況。 
（13） 車 輛 應 該 遵 守 49 CFR 571.105.S5.2.1 在 泊 車 上 的 規 定 或 是 49 CFR 

571.105.S5.2.2的規定。 
（14）車輛必須完成HEV美國粗糙道路測試（HEV America Rough Road Test）

ETA-HTP-005，包括（1）行駛靜水路面而無損害且電池不會在車身底盤產生

漏電流超過0.5 MIU per UL Standard 2202，（2）忍受延長時間的極溫測試而

不會造成車體及其系統的損壞或是失效。車輛必須完成HEV美國粗糙道路測

試（HEV America Rough Road Test）ETA-HTP-005而不會變成無法操作。車

輛必須完成所有HEV美國測試在超過連續72小時下不需要修理。 
（15）如果顧客及電池可能的DOD值不一樣，則兩者都需要提供數據。 
（16）電池應符合SAE J1718之規定。當車子在停車或是鑰匙開關在OFF的位置時，

車子不應該會自動發動引擎去對電池充電。可以離車充電（off-vehicle 
charging ,OVC）的車輛，其RESS電池應該符合NEC 625-29（c）或（d）在無

通風風扇之密閉空間充電的規定。此車輛應該被標示為無須通風口充電的車

輛（或是從UL-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得到適當的分級標籤） 
（17）裝有RESS系統的車輛其電壓在48伏特和更高時，其電池、電容及其閉圍體的

設計必須符合49 CFR571.305的規定。裝有RESS系統的車輛其電壓低於48直流

伏特（VDC）時，其電池、電容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符合SAE J1766的規定。

更進一步，若與RESS系統無關的電壓、電池、電容及電解液不會被裝在前後

保險桿、側邊防碰撞裝置所包圍的乘客空間裡，而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撞

裝置及翻覆測試須符合49 CFR 571.301的規定。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遵守此規

定的證明。 
（18）集中在電池箱內的爆炸性氣體不應超過25%的爆炸下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LEL）。 
 車輛製造商應該說明電池箱如何排氣並允許電池氣體在車輛正常或不正常充

電及操作下安全地排放到大氣中。但電池氣體不應該被排放到乘客的空間

中。電池應該遵守SAE J1718的規定並且至少要符合NEC 625-29（c）或（d）
在無通風風扇的閉圍空間下充電的規定。 

（19）若車輛製造商提供了車輛並列式電池組，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設備及充電方

法的詳細資料以用來避免並列式電池組出現不平衡的狀態。 
（20）飛輪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使其在所有操作模式下完全包圍飛輪能量貯存系

統。另外，飛輪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在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裝置的範圍

內完全包圍飛輪能量貯存系統，而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撞裝置及翻覆測試

須符合49 CFR 571.301的規定。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遵守此規定的證明。 
（21）車輛若使用汽油以外的燃料，製造商必須提出可遵守的相關法規標準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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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NFPA等等。（例如車輛使用壓縮天然氣當然料，製造商必須遵守

NFPA52“Compressed Natural Gas（CNG）Vehicular Fuel Systems Code”的規定

及49 CFR 571.303和304的規定）。對於壓縮料系統而言，原設備製造商應該

提供不同系統燃料壓力及油槽容量的車輛預期補給燃料的時間。 
（22）RESS應該是電池、電容器或是電機飛輪技術為主的架構，於SAE J1711有定

義。 
（23）車輛不該含有未遮蔽之導體、插頭、接點區塊或其他會使人暴露在60V或更大

電壓之裝置（用來區別低電壓及高電壓，在SAE J1127、J1128等等有詳細說

明）。 
（24）當推進馬力系統的電壓大於或是等於48VDC時，此系統應該與車身底盤做隔

離以確保漏電流不會超過0.5 MIU。 
（25）斷電裝置應該要能夠切斷控制器/反流器的最大額定電流。車輛製造商應該說

明自動斷電裝置主要是為了推進系統的電池而做的。 
（26）車輛應該避免在開車時車子的充電電源線有接上而把鑰匙轉到開且排檔選擇

器在前進或是倒退的位置。另外，下列的連鎖情形應該要出現： 
• 當排檔選擇器不在P檔跟N檔時，控制器不應該一開始就有電源來移動車

輛。 
• 當車子的鎖頭在關的位置且排檔在P檔時，鑰匙應該拔出來。 
• 當車子有裝置加速器時，控制器不應該有電或是在發動狀態，使得車子在

此情況下利用此電源移動。 
（27）如果車輛有離車再充電的RESS，其充電器應該要能夠回充RESS在低於12小時

內的任何可能放電狀態來達到滿載的狀態，並盡可能符合溫度的規範（見5.5） 
 充電器應該要全自動地決定何時是充完電的狀況，並且能轉換到另一種模式

以維持主要推進電池在充滿的狀態下，不會因為持續充電而造成過度充電。 
（28）如果車輛有離車RESS回充裝置，其充電器應該要使用120V或208/240V單向 

60-Hertz的交流電，並容許±10%的額定電壓的輸入。充電器的輸入電流在208V
及204V的操作電壓下應該要有40-ampere的斷路器。 

 人員保護系統應該要符合UL Standard 2202的要求，且要依據RESS系統的電壓

來設計。所有的人員保護系統應該要符合UL2231-1及2231-2的規範。 
（29）若車輛有離車RESS回充裝置並使用208/240V的充電器，此充電器應該要有有

效功率因數0.95或是更高並且其額定的諧波失真要小於等於20%（額定負載下

的電流）。 
（30）若不考慮充電器使用的種類，應該要符合UL Proposed Standard 2202的要求。 
（31）這些項目的裝置不應該使車輛製造商免於遵守其該遵守的法規。 
（32）車輛應該要完成非營利用的手冊來提供服務、操作與維修、聯絡用的圖表等

資訊。 
以上為總括敘述，更詳細的內容請見附件二（以章節的方式做介紹），另外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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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用的複合動力公車法規及相關的標準和規定。 

4.6 複合動力車污染車污染削減量推估 
以紐約市交通局 HEB 的市場佔有率及其他相關數據來評估在台北市拓展 HEB 的可

行性與評估在北市所帶來的燃油消耗/排放減量數據。 
HVB 在紐約市大客車車輛數的年成長比例，自 2003 年起至今 HVB 呈倍數的增加，

現在佔整個紐約市大客車比例已達 7.2%以上，成長速度之快尤可突顯出美國對 HVB 巴

士所帶來的燃油節能與排放減量的周邊效益有多重視。 
由 MTA New York City Transit Department of Buses 所提供的相關資料可知： 
平均柴油巴士行駛 32k/m/yr 大約需花 13,000/gal/yr 的柴油，而 Hybrid Electric Bus

在相同條件下僅需 8,800 gal/yr，即相當於柴油巴士每消耗 100 gal，Hybrid Electric Bus
僅需要 67.69 柴油巴士達 35%。 
 
New York City Transit Buses Standard diesel Bus 與 HEB 排放比較 
 
PM*10 = [ 0.2 - (0.3 × 0.65) ] × 0.005 grams/miles = 3.1068 × 10-3 grams/km  
 
NOx = ( 2.79 -1.06 × 0.65 ) / 10 = 0.2101 grams/miles 
NOx = 0.1306 grams/km 
 
CO = ( 0.12–0.026 × 0.65 ) / 5 = 0.02062grams/miles 
CO = 0.0128 grams/km 

由台北市交通局第二科所提供的北市柴油車總耗油量與總行駛里程數推估得：若

以 HVB 取代部分現有的傳統柴油大客車，每台 HVB 每年約可節省 191,003 元的柴油，

每輛 HVB 每年 PM 可減量 0.15 公斤，NOx 可減量 1.42 公斤，CO 可減量 0.14 公斤。 
由於考量到 HVB 在台灣推動的可行性，所以經台北市交通局建議採以北市最普及

的大都會客運為研擬對象，並取其路線最長達(49.1 公里/趟)的 306 號公車為評估對象。 
由北市大都會客運 機料科所提供其最長路線306號公車之實際柴油車總耗油量與

總行駛里程數，可推得若以 20 輛HVB 來取代原有航班，每台 HVB 每年約可節省 275,489 
元的柴油，每輛 HVB 每年 PM 可減量 0.28 公斤 ，NOx 可減量 11.71 公斤，CO 可減量

1.15 公斤。 
若能引進 HVB 在北市運作，每年每台 HVB 能替車廠省下接近似 30 萬新台幣的柴

油燃料費，並且每年 PM 可減量 0.28 公斤 ，NOx 可減量 11.71 公斤，CO 可減量 1.15 公
斤。目前除了由於 HVB 的單價過高還值得評估外，這項節能又潔淨的大型環保交通工

具的確值得政府大力推廣與帶動。 

4.7 召開推動複合動力車座談會 
 本計劃於 94 年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二點整於國立台灣大學機械系召開「推動國

內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座談會」邀請代表車輛業者、車輛研究機構及學術單位的專

家學者與會，提供國內順利推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建議及執行本計劃後續工作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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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收穫相當具體實用。 
我們由 4 個大學院校之教授共同執行 94 年度『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治科研合作計

畫』的整合型計畫『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減量效益評估及規劃推動方

案』，執行期程自 94 年 1 月至 12 月底。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在協助環保署等政府單位掃

除引進複合動力公車於國內使用包括在政策面及技術面的可能障礙，讓國內因順利使用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而減少公車排放污染。 
本座談會首先將由總計畫及各子計畫主持人向各位專家簡報各計畫執行的現況、面

臨的困難點、後續工作項目，以就教於在座專家，敬請不吝惠賜寶貴意見與指點，以讓

後續計畫的工作更加順利的進行，執行成果也更能提供給環保署等相關單位參考。緊將

本座談會會議記錄列述於附件四。 

4.8 召開推動複合動力公車研討會 
    本計畫於 94 年 11 月 11 日(星期 5)假基隆長榮桂冠酒店舉辦『2005 複合動力低汙染

公車推動策略規劃研討會』共有自環保署、現市環保局、工研院、環保顧問公司、各大

汽車廠、大學院校等產官學研 專家學者等 70 多人與會研討。 
    研討會首先由總計畫及各子記畫主持人就各記畫之研究成果進行報告，並就推動複

合動力公車之相關問題、可能所遭遇之困難點、國外推動現況策略及補助政策進行縱合

研討。 
    本研討會之議程資料請詳見附件五。 

5. 總計畫整合成果與具體建議 

5.1 本計畫總體目標 
    柴油引擎所排放之廢氣如懸浮微粒、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硫氧化物

等不止嚴重威脅人體健康；另外因碳氫化合物及氮氧化物在紫外光作用下更為形成光化

學煙霧及臭氧之前驅物，而二氧化碳為促進地球暖化主要氣體之一，硫氧化物與氮氧化

物經排放至大氣亦形成酸雨。因此柴油車排放之污染物亦為破壞生態環境之主要來源之

一，尤以都會區為甚。為此，世界各國均積極尋求解決之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改善

都會區環境空氣品質，加速高污染柴油大客車之汰舊換新，於民國 85 年以「空氣污染

防治基金」補助汽車客運業者新購電動車、柴油電力混合大客車(Hybrid)、液化石油氣

大客車(LPG)、天然氣大客車(CNG)等低污染車輛。為評估上述低污染車輛在環保、經

濟和能源效益上之影響，環保署歷年來持續推動相關之示範運行計畫計有：柴油電力混

合大客車(Hybrid)、電動大客車(Electric)、天然氣大客車(CNG)等示範運行。 
隨著臺灣地區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的不斷提升，最近 10 年國內機動車輛數亦持

續增加。另外隨著整體經濟的發展結果，人口分佈有逐漸傾向都市化的趨勢，人口過度

集中於都會區的結果，使得機動車輛排放之空氣污染物對於人體健康的衝擊及環境系統

的破壞更形嚴重，而為政府及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環保署於 1998 年所進行之「環保

施政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有 22 %民眾表示居家附近有嚴重空氣污染情形。 
受到能源不足與環保意識日趨高漲等因素之影響，使得結合環保與高科技於一身的

電動車，已儼然成為各國政府積極推動之新興「綠色工業」。據英國 "Electric vehicles are 
profitable"報告指出，2000 年全球電動車銷售量為 155.7 萬台，2010 年將成長至 1,246.5
萬台，銷售值可達 266.5 億美元；然而目前基於各種不同電池化學反應所對應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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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如內燃機般產生穩定的機械輸出，因此純電動車的發展亦受到此一層面的限制，必

須有相當優良的材料組合方能發展出高效率又通用的電池。因此為有效提高電動車的使

用率，複合動力車於焉產生。八十七年度台北市政府首度引進 2 輛柴油/電力複合式電

動巴士(Diesel/Electric Hybrid Vehicle)，為國內第一個使用城市，由台北市交通局及市公

車處共同協助執行，以「公車模式，行駛現有公車路線」模式運行至八十九年結束。由

於全球各地對於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推動及發展不曾止歇，因此未來在國內推動複合

動力低污染公車之前，必需對於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於國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況

與污染減量效益、導入國內之技術能力、法規政策、周邊配套措施、推動策略、及對於

國內污染排放減量貢獻等方面都要有通盤的評估與瞭解，俾提供國內相關主管機關作為

擬訂政策之參考，以期由污染源頭改善空氣品質，維護民眾健康及加強環境保護。 
基於上述認知，本總計畫分別由國外發展經驗與成效、 關鍵技術掌握與提昇、及

導入的策略與減量效益等三大主軸出發，以整合整個總計畫的研究目標，因此規劃的子

計畫，包括子計畫一：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與效益及導入政策規劃；子計畫二：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及測試方法研究；子計畫三：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

劃及效益評估等；子計畫四：全球主要國家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現況調查與案例

分析。本總計畫的研究目標有: (1)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發展藍圖(Road 
Map)；(2)調查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相關推動計劃的主要內容及效

益；(3)研究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關鍵零組件產業現況及相關成本；(4)調查全球複合動

力低污染車輛相關法規標準及限制；(5)辦理產業技術及政策研討會，廣邀產、官、學、

研各界代表針對各項策略進行研討及辯證，以提供政府施政參考；(6)建立複合動力公

車系統模擬分析技術；(7)評估複合動力公車零組件開發可行性；(8)完成複合動力系統

保修系統規劃草案；(9)分析國內外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使用經驗，提供國內日後發展

低污染公車之參考；(10)進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效益分析及未來國內推動低污染公車

之評估準則；(11)提出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營運模式，以為日後執行都會區複合動力低

污染公車推動之參考；(12)推廣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以達到降低空氣污染，保障國民

健康之目標。 

5.2 本年度研究重點： 
(一) 子計畫一：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與效益及導入政策規劃 

5.1.1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發展藍圖 

5.1.2 調查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相關推動計畫的主要內容及效

益 

5.1.3 研究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關鍵零組件產業現況及相關成本 

5.1.4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相關法規標準及限制 

5.1.5 辦理產業技術及政策研討會，廣邀產、官、學、研各界針對各項策略進行研

討及辯證，以提供政府施政參考 
(二)子計畫二：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及測試方法研究 

5.2.1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技術研究及關鍵零組件技術開發 

5.2.2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零組件測試方法及相關儀器設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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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保養維修技術研究及導入方式 
(三)子計畫三：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劃及效益評估 

5.3.1 我國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經驗及現況分析 

5.3.2 我國導入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相關配套措施 

5.3.3 相關車輛及客運業者使用及充電站設置意願調查 

5.3.4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方案規劃 
(四)子計畫四：全球主要國家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現況調查與案例分析 

5.4.1 實際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推動現況 

5.4.2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成功或失敗之經驗、遭遇之困難點 

5.4.3 調查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污染減量效益及成本效益 

5.4.4 主要國家或城市推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之案例分析 

5.3 整合之必要性及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5.3.1 各子計畫間關聯及整體計畫之協調整合 
    本計畫是針對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排氣污染減量效益進行評估，並參考國外

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主要的製造國與使用國之發展經驗與實施效益，作為擬訂國內

推動方案之參考依據。本計畫將以專業分工及團隊合作的整合型研究方式進行探

討，以期藉由推動低污染車輛達到控制機動車輛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

人健康及生態環境，並提昇國內相關產業經濟之目標。由於本計畫是屬目標相當明

確之目標導向型研究計畫，為確實達成本計畫預定研究目標，本計畫研究團隊是由

國內對於車輛排氣污染防制與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具有相當豐富研究及實務

經驗，並有研究成果發表之相關專長研究人員組成，將以不同專長分工合作及團隊

整合方式進行本計畫研究工作。 

本整合型計畫由林成原教授負責整個計畫之擬訂、協調與整合，規劃三個子計

畫，分別為(一)子計畫一：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與效益及導入政策規劃，

主要係針對國外先進的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發展、實施經驗、與實施效益進行

調查，作為國內推動參考；(二)子計畫二：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及測試方

法研究，係對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關鍵技術以及各項的測試方法，做ㄧ整體研

究，分析整車油耗污染與性能，並分析關鍵零組件的開發技術，進而研擬完整的維

修體系，以克服推廣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任何技術障礙，達到減少都會區空氣污

染，提昇環境品質的總體目標；(三)子計畫三：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劃及效

益評估，係就環保署自民國八十五年迄今，中央及各縣市環保局推動低污染公車示

範運行計畫之成效，進行 HpLEB 總體效益評估及參考歐美相關政策、法令、標準，

研擬「推動策略與配套措施」；(四)子計畫四：全球主要國家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

車的現況調查與案例分析，係實際調查全球主要推動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的國家及

城市推動複合動力車之現況、政策、遭遇之困難點等。本計畫組織架構圖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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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球球技技術術  
藍藍圖圖及及發發展展  

趨趨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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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瓶頸頸及及社社會會  
接接受受度度  

TTooppiicc::國內全球複合 
     動力低污染公 
     車發展與效益 
     及導入相關政 
     策規劃 

TTooppiicc::複合動力低污染
     車輛關鍵技術及
     測試方法研究 

TTooppiicc::複合動力低污染
公車推動規劃及
效益評估  

TTooppiicc::全球主要國家使
     用複合動力低污
     染公車的現況調

查與案例分析

總總計計畫畫主主持持人人::林林成成原原教教授授 

產業界

全球複合車技術藍圖 
主要複合車製造國相關 

   推動計劃內容及效益 
 研究關鍵零組件產業現 

    況及相關成本 
相關法規標準及限制! 
產業技術及政策研討會 

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技術 
   原理研究及關鍵零組件技 
   術開發 
車輛關鍵零組件測試方法 

   及相關儀器設備研究 
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保養 

  維修技術研究及導入方式

我國複合動力車發展經驗及現況

 複合公車導入相關配合項目及

   成功要素 
相關部會及法規配合項目 
都會地區特性評估及效益 
車輛及客運業者使用意願調查 

國外推動政策 
案例分析及成功要因研究 
成本及效益 
相關補助措施及政策 

圖 5.1 本計畫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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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總計畫及各子計畫都有明確的工作內容及計畫目標，可分工進行研究項目。

由各子計畫主持人負責掌握各子計畫之研究工作及研究進度，總計畫主持人則負責

整個計畫之工作推動、進度追蹤、計畫聯繫與整合工作。平時研究人員相互間的聯

繫將以電子郵件為主，另配合電話、傳真與手機聯繫。總計畫項下聘請行政助理一

名，以負責整個研究計畫之電腦文書行政作業、會議準備與人員聯繫。研究團隊人

員需要高度整合，因此將視研究進度需要定期及不定期召開工作協調會，以釐清各

個研究人員所負責執行之工作內容及互相支援事項，並追蹤工作進度，以完全掌握

各個子計畫之進行情形，而能順利於計畫期限前完成整個計畫之相關工作。 

5.3.2 總計畫主持人協調領導能力 
    本總計畫主持人長期從事車輛污染防制技術與策略之研究工作，且已連續六年

負責整合與執行和本計畫性質相同的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計畫編

號 分 別 為 NSC 93-EPA-Z-019-001 、 NSC 92-EPA-Z-019-001 、 NSC 
91-EPA-Z-019-001 、 EPA 90-FA17-03-90A161 、 NSC 89-EPA-Z-019-001 、 NSC 
88-EPA-Z-019-001)，在這些包括「使用中柴油車排氣污染管制中程技術暨法規策略

研擬」、「柴油車氮氧化物排放減量技術及策略評估與推廣使用」、「車輛污染防制技

術策略規劃」、「使用中柴油車污染排放管制措施減量推估與成本效益分析」、「建立

柴油引擎噴射控制系統線上診斷方法與先進噴射控制技術導入評估」、「柴油車氮氧

化物排放成因及改善技術之研究」等計畫中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工作，執行成果優

良，因此有足夠經驗與能力負責整合及執行本空污科研計畫。本總計畫主持人也一

直在國際相關期刊發表研究成果及擔任論文審查工作，因此也有足夠專業素養執行

本計畫工作。 

5.3.3 參與研究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力及分工情形 
    本計畫由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輪機工程系林成原教授擔任總計畫主持人，以負責

整個計畫之擬訂、協調與整合，另負責子計畫一有關全球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發展

與效益及導入政策規劃之執行工作，因長期投注在柴油車排氣污染防制之研究工作

及中央與地方空污科研計畫之審查工作，因此有足夠專業能力與經驗執行本計畫工

作。子計畫二由國立臺北科技大學車輛工程系吳浴沂助理教授負責執行，其在擔任

教職之前即在工研院機械所從事車輛排氣污染防制技術研究多年，也執行過有關電

動複合車技術研發計畫，對於執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及測試方法研究有

充分足夠之實務經驗及學術專業背景，必可順利執行本子計畫工作。子計畫三由東

南技術學院吳贊鐸助理教授負責執行，其於任教之前曾先後服務於財團法人車輛研

究測試中心、環保署、空污顧問公司，也曾協助執行電動複合車計畫，因此當可順

利執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劃及效益評估的子計畫；另外此子計畫由國立臺

灣大學機械工程系馬小康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 以協助此子計畫的執行工作，馬教

授長期進行有關車輛性能及排氣、燃燒之研究工作，並擔任相關空污科研計畫之評

審工作，有相當豐富之車輛專業研究經驗及執行計畫能力。子計畫四由長榮大學盧

曉櫻助理教授主持，盧助理教授專長為交通運輸規劃，曾任職於歐洲運輸顧問公

司，有豐富的車輛規劃實務與學術經驗。因此以各計畫主持人於電動複合車與防制

車輛排氣污染之實務與學術研究經驗及能力，當可順利達成本計畫研究目標。 



 29

5.4 綜合效益 
(1)  全盤瞭解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技術發展趨勢。 
(2)  經由調查而掌握各主要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製造或使用國對於複合動力低污  

 染車輛相關推動計畫的主要內容及效益，作為於國內推動的參考借鏡。 
(3)  藉由辦理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的產業技術及政策研討會，提供政府施政參考。 
(4)  發展及提昇複合動力低污染車輛產業經濟與技術水準。 
(5)  完成我國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HpLEB)之污染排放量模擬分析，提供效益評估  

 的參考數據。 
(6)  完成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HpLEB)系統與關鍵零組件技術分析，提供環保主管 

 機關研擬政策與相關業者引進技術之參考。 
(7)  完成複合動力公車保修系統規劃草案與探討導入方式，提供 HpLEB 推動策略 

 與配套措施研擬之參考。 
(8)  完成我國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HpLEB)發展經驗及現況之分析。 
(9)  藉由 HpLEB 三大模組(1)效益評估分析；(2)都會區整體大眾運輸環境分析；(3) 

 北中高推動 LEB 評估分析結果，完成我國「HpLEB 推動策略與配套措施」之 
 研擬。 

(10) 完成「我國相關車輛及客運業者使用及充電站設置意願調查」及統計分析，

以供環保主管機關研擬政策之參考與援用。 
(11) 推動使用複合動力公車等低污染車輛，以削減車輛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 

5.5 具體建議措施 
(1) 目前重型柴油引擎新車審驗均採用引擎動力計測試，但這種測試無法有效顯現

複合動力車的優劣，因此建議採用實車於車體動力計跑行車型態的測試方法。 
(2) 現階段引進複合動力公車時，務必要求生產廠商負責未來之維修。 
(3) 針對黃金路線(車輛行駛密度較高的路線)幹道所行駛的公車，可訂定較高之廢

氣排放的要求，如此一般內燃引擎公車將達不到標準，廠商才可能考慮用複合

動力公車。 
(4) 維修成本佔複合動力公車非常大之比率，需要機電方面技術之人力，現有公車

之維修人員與場站皆無此種設備或技術人員；再者，在初步示範計畫進行之同

時，在國內無此技術與專業維修人員之情況下，相關備用零件之取得勢必較一

般零件之成本高出許多，且有可能在無備用關鍵零件之情況下而使得公車閒置

之問題存在。因此後續維修之相關問題，值得推動單位深入考量。 
(5) 成本效益之分析顯示複合動力公車雖有增加燃油經濟性與降低排放污染物等優

點，但因購置成本昂貴以及維修成本較高，因此以目前之狀況而言，投資之經

濟效益有限。但在未來技術純熟，相關之成本降低以及燃油經濟性提升時，則

可為一環保且具經濟性之運具。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複合動力公車在不同之

行駛與營運環境下，其燃油效率與廢氣排放物數值差異甚大，因此本研究之分

析成果僅可視為一試算推估值。 
(6) 在國內推動複合動力公車時需重視各相關部門之合作、政府與公車公司或部門

之合作、駕駛與維修人員之責任、以及合作營運部門需有相關之技術等問題。 
(7) 複合動力系統雖然技術門檻高且製造成本提高，但由於兼具大幅省能及降低污染

之效果，因此在使用相同燃料條件下，包括性能、續航力及能源補充，已與內燃

機引擎車具相同之產品性質，成為短、中期極具潛力之主流發展技術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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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論 
(1) 根據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局在推動低污染公車政策報告中指出複合動力公車相較於

傳統柴油引擎公車，將可節省 25%柴油消耗量及 30%與 80%的 NOx 及 PM 的排放

量。而且因複合動力公車的操作狀態較為固定(僅供發電)，因此，後處理器的效果

亦將近一步提昇。 
(2) 行車型態的平均速度或急加、減速的頻率，都會影響油耗及排氣污染量，若行車型

態速度變化較小(如 CBD cycle)，則燃油經濟性和排氣污染值較佳。 
(3) 以一般內燃引擎公車與複合動力公車(如 Orion bus、ISE bus)比較，複合動力公車的

油耗、污染及加速性皆會比內燃引擎公車佳. 
(4) 美國為全球複合動力公車之推動與運作最積極之國家，相關之計畫遍佈全美各都會

區；歐洲地區則主要由歐洲政府之研究計畫下，歐洲共同體之少數國家參與之，但

在複合動力公車之推動則少見常續性之發展。 
(5) 推動複合動力公車在市區運行之計畫，通常以 2 至 10 輛車開始進行一至二年之示

範計畫；在示範計畫成效良好之後再增購車輛進行大規模之商業運轉。 
(6) 計畫推動通常由中央與地方政府運輸部門，結合車輛製造廠商針對當地之需求與營

運現況，研發製造合適之車輛，在示範計畫進行之同時，修正相關之技術並改良車

輛之營運效能；如此，政府與車廠合作使得計畫得以成功。 
(7) 因複合動力公車為新技術，需專業之維修與技術人員，與車廠之密切配合並擁有專

屬之技術為成功之關鍵；例如荷蘭鹿特丹之計畫因相關技術問題層出不窮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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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HEV車輛製造商依據49CFR567所需提供的表單 

 
BATTERY RESS CHARACTERISTICS  
Battery energy to 100% Manufacturer’s DOD, 3 hour rating (Wh) __________________ 
Probable life of an average battery to a Manufacturer’s DOD of: 
50% DOD (cyc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0% DOD (cyc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me required to recharge the batteries from a DOD of: 
50% DOD (cyc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0% DOD (cycl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RGER CHARACTERISTIC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L file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oc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rger efficienc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rger input voltages (VA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rger input power facto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rger input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charger current output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TOR CHARACTERISTIC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AC, DC, Brushless, et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ated Efficienc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 kW 
Operating Range (RP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Intermittent Power ________________ kW for ________________ minutes 
Maximum Continuous Pow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oling Medium and Metho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ROLLER CHARACTERISTIC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and Ph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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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Voltage Ran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Output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of Power Electronics (IGBT, mosfet, et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ated Efficienc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A 
HEAT ENGINE CHARACTERISTICS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figu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splacement (lit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umber of Cylind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wer (hp@rp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rque (lb-ft@rp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perating Range (rp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ommended Fuel (all typ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el Tank Capacity (liters) (specify for each fuel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ear Ratio(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SSIS CHARACTERISTICS - Pre-Conversion 
Make, Year and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vehicle weight rating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axle weight rating (kg) ___________________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 rear 
Curb weight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ive Wheels (F/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ght distrib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nt _______________% rear 
Payload capacity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und clearance from lowest point on chassis at GVWR (cm) 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enger area dimen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SSIS CHARACTERISTICS - Pre-Conversion  
Passenger area volu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go area dimens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go area volu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eelb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Tr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rear 
Body heigh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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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wid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CHASSIS CHARACTERISTICS - Post-Conversion 
Make, Year and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vehicle weight rating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axle weight rating (kg) ___________________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 rear 
Curb weight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ive Wheels (F/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ght distribu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nt _______________% rear 
Payload capacity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und clearance from lowest point on chassis at GVWR (cm) 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enger area dimens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enger area volu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go area dimens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rgo area volu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eelb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Tr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rear 
Body heigh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Body wid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ches 
BRAKES 
Type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r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wer source, if us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verage power, if used (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regenerative braking (k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RE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 and profi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ssure (ps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ar 
Weight capacity (lb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SPENSION 
Type fro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r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ifications made during conversion, if 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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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wer source, if us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verage power, if used (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IR CONDITIONING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ressor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cooling output (BTU/h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tor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power required (k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ATING SYSTEMS 
Manufactur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d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scrip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heating output (BTU/h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imum power required (k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rtifiable under CARB ZEV requirements Yes No 
EPA ZEV Certificate of Conformity Yes No 
REQUIRED SUBMITTALS 
The following submittals are required from the Supplier prior to vehicle delivery. 
• Each Supplier shall acknowledge in writing that 1) it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each vehicle offered for sale is safe, and 2) it is not relying on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Applications or the U.S. Government as having, by this specification and 
its requirements, established minimally sufficient safety standards. 
• Suppliers shall provide a completed copy of Appendix B indicating the method of 
compliance with each required section of 49 CFR 571. If certification includes exemption, 
the exemption number issued by the National High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the date of it’s publication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and the page 
number(s) of the Federal Register acknowledging issuance of the exemption shall be 
provided along with Appendix B 
•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safety measures and safety-related design features included in 
their vehicle design and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the purpose and anticipated effect on 
vehicle reli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any such safety measure or desig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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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iers shall supply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s (MSDS) for all unique hazardous 
materials the vehicle is equipped with, including RESS batteries or capacitors, and auxiliary 
batteries. 
• Suppliers shall provide recycling plans for batteries and other vehicle hazardous materials 
including how the plan has been implemented. This plan should also identify post-purchase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cycling that will be passed on to the vehicle purchaser. 
• Suppliers should specify interior passenger and cargo dimensions and volumes. 
•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enerative braking system and its interface 
with braking and anti-lock brake systems. 
• Suppliers should specify the RESS battery discharge voltage limits and describe how these 
limits are implemented. 
• Vehicles should be accompanied with fuel economy data from Manufacturer’s testing. 
• Suppliers should provid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RESS battery pack (including 
specific energy, specific power and discharge capacity to 80% DOD at the one-hour rate), 
battery pack voltage, number of battery modules, and a summary of previous performance 
tests. If different, customer available and battery available DOD ratings shall both be 
provided. 
•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projected life (in cycles) at a specified level of discharge, how 
battery life is maximized, how end of life of each battery module and of the full battery 
pack is determined and how battery temperature gradients are minimized. Suppliers should 
specify maximum normal and abnormal gassing rates for the battery pack. 
• Suppliers should indicate the level of charge below which the batteries should not be 
discharged. This should include the specific parameters the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utilizes to prevent over-discharge. At a minimum the Ah rating(s), module voltage(s), and 
battery pack voltage(s) should be provided. Further, thi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Owner’s Manuals. 
• Suppliers should specify the weight of each battery module, and the weight of the battery 
pack (including removable pack structures).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how batteries are 
installed in the vehicle (including details of module connection), the method of installation 
and removal of the batteries (and the battery box, if required) for maintenance and repair, 
the time required for battery removal and any special training, tools or equipment required 
for battery removal. 
• Suppliers shall describe how battery boxes will be vented, to allow any battery gases to 
escape safely to atmosphere during and following normal or abnormal charg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vehicle. 
• If a Supplier provides a vehicle with parallel battery packs, the Supplier shall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equipment and charging algorithms required to prev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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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strings from becoming unbalanced. 
•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RESS batteries should be described and any associated 
cost(s) to the consumer/end user clearly defined. 
•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for other RESS components (e.g., flywheels, ultra capacitors) 
should be described and any associated cost(s) to the consumer/end user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 Vehicle suppliers should verify that the method(s) of charging the RESS batteries and the 
charging algorithm(s) do not impact the battery warranty available to end-user. This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 charging methods for the RESS (OVC or non-OVC). The charging 
algorithm(s) should have been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battery manufacturer. 
• If a BMS is provided, suppliers should provide a description of the BMS’ operation. This 
descrip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at provided in the owner’s manual. 
• If the vehicle is not equipped with a BMS, manufacturers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how charging of the RESS batteries/energy storage components is accomplished. 
• For pressurized fuel systems, OEMs/converters should provide expected refueling times at 
various system fuel pressures and tank fills. 
• Supplier should provide details on grounding and isolation methods 
•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the type, size and location of the point of the vehicle charging 
port. 
• Suppliers should describe the following options (if available). 
•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 Occupant compartment pre-heating and pre-cooling system 
• Vehicles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non-proprietary manuals for parts, servic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terconnection wiring diagrams and sc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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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美國聯邦複合動力車輛管理規定 

 
1.0 管理規定（REGULATORY REQUIREMENTS） 
 
1.1 FMVSS檢定（FMVSS CERTIFICATION） 

車輛必須遵守美國聯邦政府機動車安全標準（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車輛的製造日期必須由車輛製造商依據49CFR567的規定來檢定。車輛製造

商必須依據49CFR571提供如附錄A及附錄B的表單並提供車輛規格。 
 
1.2 車輛排氣檢定（VEHICLE EMISSIONS CERTIFICATION） 

車輛的排氣檢定必須依據現行的加州空氣資源部或是美國環保署的法規。 
 
1.3 安全特徵（SAFETY FEATURES） 

車輛製造商必須描述安全性的測量及安全相關的設計特徵，包括車輛的設計、車輛

可靠度及操縱性能等。 
 
1.4 物質安全資料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S） 

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所有裝在車上的特殊危險物件的物質安全資料表，包括RESS
電池或電容及輔助電池。 
 
1.5 電 池 及 危 險 物 質 回 收 計 劃 （ BATTERY AND HAZARDOUS MATERIALS 

RECYCLING PLANS） 
車輛製造商必須對電池及其他車上的危險物質提出回收計劃並提供此計劃執行的

情形。 
 
1.6 美國聯邦政府通訊規定（FEDERAL COMMUNICATIONS REQUIREMENTS） 

所有車輛必須遵守美國聯邦電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
的規定對於車輛的電磁輻射必須遵守47CFR15 Subpart B“Unintentional Radiators.”的規

定。 
 
1.7 電磁場最小值（ELECTROMAGNETIC FIELD MINIMIZATION） 

車輛的設計必須使由車輛推進系統所產生的電磁場最小化，使人類受到來自於此的

輻射量達最小化。 
 
2.0 車身底盤（CHAS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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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額定的收費載重量（RATED PAYLOAD） 
車輛的最小收費載重量至少要有400磅。 

 
2.2 空車重量及車輛總重等級（CURB WEIGHT AND GROSS VEHICLE WEIGHT 

RATING ,GVWR） 
對於改裝的車輛，其原設備製造商的GVWR不應該增加。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車輛

的空車重量及額定收費重量。對於改裝車輛，車輛製造商必須規定原設備製造商的

GVWR。 
 

2.3 車重分佈（VEHICLE WEIGHT DISTRIBUTION）  
對於改裝的車輛，其原設備製造商的車軸總重（Gross Vehicle Axle Weight 

Ratings ,GAWR）不應該增加。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車軸重及額定的收費載重量。 
 

2.4 計速計及里程計（SPEEDOMETER AND ODOMETER）  
計速計及里程計的準確性必須在± 5%。 
 

2.5 煞車及轉向性能（BRAKING AND STEERING PERFORMANCE）  
煞車及轉向性能必須在大小及重量上與原設備製造商樣式相似。  
 

2.6 輪胎（TIRES） 
輪胎必須符合以下要求： 

• 輪胎必須使用HEV製造商所提供的標準胎。 
• 輪胎應該符合其上標語牌的規定，而標語牌應符合49 CFR 571.109, 110, 119及

120的規定。 
• 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輪胎業者標準胎的的樣式及大小。 
• 輪胎大小及膨脹壓力必須符合標語牌的規定。 
• 輪胎的膨脹壓力永遠不得超過印在輪胎邊上所顯示的最小值。 
• 輪胎必須通過車子的所有操作及負載範圍。 
• 備胎的數量應該要提供至一定的量以符合消費者著需求。 
• HEV的原設備製造商所提供的輪胎保固不應該超過輪胎製造商，除非車輛製造

商本身是此輪胎的售貨保固商。 
 
2.6 輪胎（續）（TIRES（continued）） 

若車輛有裝置一顆一上的標準胎，每一個標準胎的資訊需要由製造商提供。 
 
2.7 離地間隙（GROUND CLEARANCE） 

車體的每一部分在額定的收費載重量至下至少要離地5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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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車輛特性（VEHICLE CHARACTERISTICS） 
 
3.1 座位容量（SEATING CAPACITY） 

座位容量至少要有一位駕駛與一位乘客。車輛製造商必須規定其車輛的座位容量。

以改裝車而言，如果車輛的座位改自於原設備製造商在FMVSS（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標語牌的規定而增加或是減少座位，此修改必須依據49 CFR 571.207
的規定，並且設置新的FMVSS的標語牌必須盡可能依據49 CFR 567, 568 or 571的規定。 
 
3.2 乘客及貨物的空間（PASSENGER AND CARGO SPACE） 

以改裝車而言，原設備製造商的乘客空間不應該設置在可再充電能源貯存系統

（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之上或是其他的改裝物之上。車輛製造商

應該規定乘客及貨物的長、寬、厚、高等尺寸及體積。 
 

3.3 電磁磁化率（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  
車輛的電磁場必須遵守SAE J551的相關規定。車輛不應該被主機上變速器所產生的

外部電磁輻射所磁化（也就是說交互影響不排除正常操作車體所產生的影響） 
 

4.0 傳動系統（DRIVE SYSTEM）  
4.1 變速器（TRANSMISSION） 

車子可使用單段變速、多段自動變速、手動變速或是無段自動變速（Continuously 
Variable Transmission,CVT），並且要有泊車裝置。 

 
4.2 煞車回充系統（REGENERATIVE BRAKING SYSTEM） 

煞車回充系統不應該與車輛在路面上行使的發車能力相衝突。車輛製造商應該敘述

煞車回充系統的的操作方式及煞車和反鎖煞車系統的介面。 
 

4.3 過熱（OVERHEATING） 
車輛傳動系統應該要能夠持續在最大行車速度下操作一個穩定持久的時間而不會

過熱或是損失零組件的壽命，且符合耐熱的規定。 
 

4.4 電池電壓限制（BATTERY VOLTAGE LIMITS）  
控制器/轉換器應該要限制最小的RESS電池的放電電壓以避免電池壽命的短縮，並

要限制最大的回充電壓以避免電池的外部排氣（吐氣）現象。車輛製造商應該規定電壓

限制並且描述這些限制的執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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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傳動機構（DRIVE TRAIN）  

傳動機構的組件在車子所有的設計車速下不應該產生不正常的震動。 
 

4.6 泊車裝置（PARKING MECHANISM）  
車輛應該遵守49 CFR 571.105.S5.2.1在泊車上的規定或是49 CFR 571.105.S5.2.2的

規定。 
 

5.0 車輛性能（VEHICLE PERFORMANCE） 
車輛性能依據車體的設計及所應用的操作模式來做不同的分類，車輛測試會依據車

輛性能來做測試。 
 

5.1 加速性（ACCELERATION） 
車輛應該在13.5秒內有0-50 mph的加速性或是更少，且此加速性要把車輛的負載算

進去，也就是車子在每一個可用的操作模式下以空車重加上332磅去做加速測試。   
5.1.1 單一耗油能量轉化模式測試（Consumable Fuel Energy Converter ,CFEC） 
5.1.2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10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100% SOC.） 
5.1.3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5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50% SOC.） 
5.1.4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10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1.5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5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2 最小極速（MINIMUM TOP SPEED） 

車子在每一個可用的操作模式下以空車重加上332磅的條件下應有70mph的最小極

速。 
5.2.1 單一耗油能量轉化模式測試（Consumable Fuel Energy Converter ,CFEC） 
5.2.2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10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100% SOC.） 
5.2.3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5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50% SOC.） 
5.2.4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10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2.5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5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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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速爬坡能力（HIGH SPEED GRADEABILITY） 

車子在每一個可用的操作模式下以空車重加上332磅的條件下，在3%坡度上要有最

小的速度維持在55mph，在6%坡度上要有最小的速度維持在45mph。 
5.3.1 單一耗油能量轉化模式測試（Consumable Fuel Energy Converter ,CFEC） 
5.3.2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10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100% SOC.） 
5.3.3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5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50% SOC.） 
5.3.4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10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3.5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5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4 低速爬坡能力（LOW SPEED GRADEABILITY）  

車子在每一個可用的操作模式下以空車重加上332磅的條件下，需要有在25%坡度

上的爬坡力及啟動能力。 
5.4.1 單一耗油能量轉化模式測試（Consumable Fuel Energy Converter ,CFEC） 
5.4.2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10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100% SOC.） 
5.4.3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5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50% SOC. ） 
5.4.4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10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4.5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5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5 耐久性（DURABILITY）  

車輛必須完成HEV美國粗糙道路測試（HEV America Rough Road Test）
ETA-HTP-005，包括（1）行駛靜水路面而無損害且電池不會在車身底盤產生漏電流超

過0.5 MIU per UL Standard 2202，（2）忍受延長時間的極溫測試而不會造成車體及其系

統的損壞或是失效。車輛必須完成HEV美國粗糙道路測試（HEV America Rough Road 
Test）ETA-HTP-005而不會變成無法操作。車輛必須完成所有HEV美國測試在超過連續

72小時下不需要修理。車輛必須忍受延長時間的極溫測試而不會造成車體及其系統的損

壞或是失效。這包括周圍空氣溫度從-20°F到+120°F，表面覆蓋溫度150°F及乘員空間的

17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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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耐水性（WATER DURABILITY） 
車輛必須以20mph的速度通過2英吋高的靜水而不會損壞，不會無法操作以及電池不

會在車身底盤產生漏電流超過0.5 MIU per UL Standard 2202。 
車輛必須在8英吋高的靜水停留15分鐘而不會損壞，不會無法操作以及電池不會在

車身底盤產生漏電流超過0.5 MIU per UL Standard 2202。 
 

5.7 能源效率行車型態（ENERGY EFFICIENCY DRIVE CYCLES）  
車輛必須遵照兩個公路省能行車行程（Highway Fuel Economy Driving Schedules）

完成兩個都市動力計行車行程（Urban Dynamometer Driving Schedules ,UDDS）以得到

燃油/能源效率。此測試必須在車輛的每一個可用的操作模式下以空車重加上332磅的條

件下做測試。 
 
5.7.1 單一耗油能量轉化模式測試（Consumable Fuel Energy Converter ,CFEC） 
5.7.2 單一再充電能量貯存系統模式測試，以100%的晶片系統啟動（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mode only, starting at 100% SOC. ） 
5.7.3 所有其他可能的複合電力車輛模式測試，有使用者可選擇的手動操作模式及以

100%的晶片系統啟動的RESS模式。 
 
5.8 燃油節省率（FUEL ECONOMY）  

車輛的燃油節省率資料應該由車輛製造商測試而得。車輛的燃油節省率是在車輛遵

照兩個公路省能行車行程（Highway Fuel Economy Driving Schedules）完成兩個都市動

力計行車行程（Urban Dynamometer Driving Schedules ,UDDS）且在每個可用的操作模

式下，使用在其製造商所規定之正常情況下充電的RESS電池系統而得到的。 
 
6.0 可 再 充 電 能 量 貯 存 系 統 （ RECHARGEAB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RESS）  
 
6.1 電池種類（BATTERY TYPE）  

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RESS電池組的詳細規格（包括特定能源、特定電力及每小時

80%DOD的放電容量），電池組電壓、電池零組件的數目及先前性能測試的總結。如果

顧客及電池可能的DOD值不一樣，則兩者都需要提供數據。 
 
6.2 電池特性（BATTERY CHARACTERISTICS）  

電池需要遵守SAE J1718的規定。以閥控制的電池而言，內部的壓力標準及其內的

電池通風口需要被規範。車輛製造商需要描述電池在特定標準下放電的電池壽命（在不

同的行程中），每個電池零組件的壽命是如何結束的及所有的電池組是如何決定的並且

電池的溫度梯度如何最小化。車輛製造商必須規定電池組的最大正常及不正常的電池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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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吐氣）率。 
 
當車子在停車或是鑰匙開關在OFF的位置時，車子不應該會自動發動引擎去對電池

充電。可以離車充電（off-vehicle charging ,OVC）的車輛，其RESS電池應該符合NEC 
625-29（c）或（d）在無通風風扇之密閉空間充電的規定。此車輛應該被標示為無須通

風口充電的車輛（或是從UL-recognized Testing Laboratory得到適當的分級標籤） 
 
6.3 最大的放電狀態（MAXIMUM STATE OF DISCHARGE） 

車輛製造商應該指出充電的標準，在此標準下電池不可以被放電。這應該包括特定

的參數即電池管理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以用來防止過度放電。最小

的安培小時功率、零組件電壓及電池組電壓應該要提供。再者，這些資訊應該與使用手

冊的資訊相同。 
 

6.4 電池組（BATTERY PACK） 
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每個電池零組件的重量及電池組的重量（包括可移除式裝

置）。車輛製造商應該說明電池是如何裝在車上的（包括詳細的零組件安裝），為了保養

及維修提供安裝及移除電池的方法（及電池箱，若需要的話）、移除電池所需要的時間

及其他特殊的訓練和移除電池所需的工具或設備。 
  
6.5 電解液的組成（ELECTROLYTE CONTAINMENT）  

裝有RESS系統的車輛其電壓在48伏特和更高時，其電池、電容及其閉圍體的設計

必須符合49 CFR571.305的規定。裝有RESS系統的車輛其電壓低於48直流伏特（VDC）
時，其電池、電容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符合SAE J1766的規定。更進一步，若與RESS
系統無關的電壓、電池、電容及電解液不會被裝在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撞裝置所包圍

的乘客空間裡，而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撞裝置及翻覆測試須符合49 CFR 571.301的規

定。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遵守此規定的證明。 
 
6.6 電池箱（BATTERY BOX）  

集中在電池箱內的爆炸性氣體不應超過 25%的爆炸下限（Lower Explosive 
Limit ,LEL）。 

車輛製造商應該說明電池箱如何排氣並允許電池氣體在車輛正常或不正常充電及

操作下安全地排放到大氣中。但電池氣體不應該被排放到居住的環境中。電池應該遵守

SAE J1718的規定並且至少要符合NEC 625-29（c） 或 （d）在無通風風扇的閉圍空間

下充電的規定。車輛製造商應該要說明避免或是容許濃縮氣體在電池箱內的方法，以及

爆炸性氣體在正常或不正常充電下產生的最大速率及數量。 
 
6.7 並列式電池組（PARALLEL BATTERY P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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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製造商不應該提供車輛並列式電池組。若車輛製造商提供了車輛並列式電池

組，車輛製造商必須提供設備及充電方法的詳細資料以用來避免並列式電池組出現不平

衡的狀態。 
 
6.8 電池維護（BATTERY MAINTENANCE）  

RESS電池的維護需求應該要被說明，並且其他對於客戶/使用著的相關費用也要被

明定出來。 
 
6.9 飛輪（FLYWHEELS）  

飛輪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使其在所有操作模式下完全包圍飛輪能量貯存系統。另

外，飛輪及其閉圍體的設計必須在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裝置的範圍內完全包圍飛輪能

量貯存系統，而前後保險桿、側邊防碰撞裝置及翻覆測試須符合49 CFR 571.301的規定。

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遵守此規定的證明。 
 
6.10 額外的RESS裝置維護（ADDITIONAL RESS COMPONENT MAINTENANCE）  

額外RESS裝置（如飛輪、額外電容器）的維護需求應該要被說明，並且其他對於

客戶/使用著的相關費用也要被明定出來。 
 
6.11 電池充電方法（BATTERY CHARGING ALGORITHM） 

車輛製造商必須確認RESS電池的充電方法並且充電方法不要與電池給客戶的保固

起衝突。RESS的充電方法必須被獨立出來（OVC或是非OVC）。充電方法必須被電池製

造商認可或是同意。 
 

6.12 電池管理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車輛應該裝置電池管理系統（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此系統用來控制

推進電池組及零組件電壓、溫度及充電狀態。更進一步，BMS應該會在設定好的最小標

準下自動限制電池放電。如果有裝置電池管理系統，車輛製造商應該要提供BMS的操作

說明。此說明必須與使用手冊的說明相同。主機若有裝置充電系統，應該要包括每一電

池組零組件的維修設備，並考慮電池在允許的溫度範圍內在等溫下經過每個充放電的過

程。如果車輛沒有裝置BMS，製造商必須提供RESS電池/能量貯存裝置的資訊。 
 

6.13 燃料系統（FUEL SYSTEMS）  
車輛若使用汽油以外的燃料，製造商必須提出可遵守的相關法規標準像是SAE、

NFPA等等。（例如車輛使用壓縮天然氣當然料，製造商必須遵守NFPA52“Compressed 
Natural Gas（CNG） Vehicular Fuel Systems Code”的規定及49 CFR 571.303和304的規

定）。對於壓縮料系統而言，原設備製造商應該提供不同系統燃料壓力及油槽容量的車

輛預期補給燃料的時間。 



 47

 
6.14 RESS能量來源（RESS ENERGY SOURCE）  

RESS應該是電池、電容器或是電機飛輪技術為主的架構，於SAE J1711有定義。 
7.0 與電相關的方面（ELECTRICAL）  
 
7.1 電的安全（ELECTRICAL SAFETY）  

車輛不應該有暴露在外的導體、接頭、接觸器或是任何造成人員可能遭受60伏特或

更高伏特的裝置（低電壓和高電壓的分別在SAE J1127中有定義）。在接觸高電壓組件之

前，規定至少要拆一個以上的閂、螺絲或是鎖才有接觸高電壓的機會。被認定為高電壓

的裝置必須被標示為「高電壓」。只要能被人接觸到的任何電壓都需要有標示。另外鋼

索或是電纜應該依據SAE-J1127的規定以橘色或是橘色套筒包覆來標示。 
 

7.2 電的隔離（ELECTRICAL ISOLATION） 
當推進馬力系統的電壓大於或是等於48VDC時，此系統應該與車身底盤做隔離以避

免漏電流不會超過0.5 MIU。RESS電池系統的充電電路其電壓大於或是等於48VDC時，

此系統應該與車身底盤做隔離使得近地面的車身底盤產生的接地電流在任何時候車子

連接到外部電源供應時不會超過5mA。車輛製造商應該提供接地和隔離的詳細方法。 
 

7.3 電池切斷（BATTERY DISCONNECT）  
車輛必須裝備有自動斷電功能的RESS電池，當車身底盤因接觸推進器電池或其相

關的電路而變成有電狀態時，有自動斷電功能的RESS電池會切斷推進系統的電流。此

斷電裝置應該要能夠切斷控制器/反流器的最大額定電流。車輛製造商應該說明自動斷電

裝置主要是為了推進系統的電池而做的。 
 

手動斷電裝置也必須要安裝。此斷電裝置必須要有以下的操作能力： 
• 手動斷電。 
• 斷電後可以檢查的出來。 
• 此斷電裝置不會產生能夠在暴露時變成有電狀態的暴露導體。 
 

7.3 電池切斷（續）（BATTERY DISCONNECT（continued））  
車子的鎖頭是否能夠符合手動斷電系的統操作需求在於它是否可以切斷通往控制

器或是主電池接觸器的電源。此斷電功能並不需要符合有負載時的需求。 
 

7.4 安全連鎖系統（SAFETY INTERLOCK SYSTEM）  
車輛應該避免在開車時車子的充電電源線有接上而把鑰匙轉到開且排檔選擇器在

前進或是倒退的位置。另外，下列的連鎖情形應該要出現： 
• 當排檔選擇器不在P檔跟N檔時，控制器不應該一開始就有電源來移動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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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車子的鎖頭在關的位置且排檔在P檔時，鑰匙應該拔出來。 
• 當車子有裝置加速器時，控制器不應該有電或是在發動狀態，使得車子在此情

況下利用此電源移動。 
 

7.5 操作警示燈（OPERATION OF HAZARD LIGHTS）  
當主要電池組停機或斷電時或是DC轉換系統失效時，警示燈應該要能夠持續使用

至少一小時以上。 
 

7.6 充電指示器的狀態（STATE OF CHARGE INDICATOR）  
車輛應該要包括RESS電池的指示狀態。指示器應該要有± 5%準確度。 
 

7.7 轉接器（CONNECTORS）  
低壓轉接器應該要符合可用的SAE標準，包括J163、J561、J858等等。高壓轉接器

應該要使用上鎖裝置，以避免誤接並可以防濕氣。 
 
8.0 針對能離車充電之車輛的充電系統（CHARGER SYSTEM FOR VEHICLES 

CAPABLE OF OFF－VEHICLE CHARGING）  
 
8.1 充電器操作（CHARGER OPERATION）  

如果車輛有離車再充電的RESS，其充電器應該要能夠回充RESS在低於12小時內的

任何可能放電狀態來達到滿載的狀態，並盡可能符合溫度的規範（見5.5）。最佳的回充

時間應該要小於8小時。充電器應該要維持每個電池零組件在電池的完整生命週期內保

有一致的性能。充電器不應該在電池充電時造成漏氣或是漏液的現象。充電器應該要全

自動地決定何時是充完電的狀況，並且能轉換到另一種模式維持主要推進電池在充滿的

狀態下，不因為持續充電而造成過度充電。特別在延長充電期間，充電器應該要能夠最

小化能量需求以維持主要推進電池在充滿電的狀態。 
 
8.2 充電輸入電能（CHARGING INPUT POWER）  

如果車輛有離車RESS回充裝置，其充電器應該要使用120V或208/240V單向 
60-Hertz 的交流電，並容許±10%的額定電壓的輸入。充電器的輸入電流在208V及204V
的操作電壓下應該要有40-ampere的斷路器。 

人員保護系統應該要符合UL Standard 2202的要求，且要依據RESS系統的電壓來設

計。所有的人員保護系統應該要符合UL2231-1及2231-2的規範。 
任何導電或是非導電式的充電系統應該要符合SAE J1772或J1773的規定。  
 

8.3 電源品質（POWER QUALITY）  
若車輛有離車RESS回充裝置並使用208/240V的充電器，此充電器應該要有有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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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因數0.95或是更高並且其額定的諧波失真要小於等於20%（額定負載下的電流）。 
 

8.4 車輛充電器連接（VEHICLE CHARGER CONNECTIONS）  
車輛製造商應該要敘述充電器的型式、大小及充電口的接點位置。充電連接器應該

要盡量符合SAE J1772或是SAE J1773的規定。若不考慮充電器使用的種類，應該要符合

UL Proposed Standard 2202的要求。 
 
9.0 額外的車輛系統（ADDITIONAL VEHICLE SYSTEMS）  

車輛製造商應該規定所有額外選擇項目使其符合此車輛規格。若可以的話，車輛製

造商應該敘述以下項目。這些項目的裝置不應該使車輛製造商免於遵守其該遵守的法

規。車輛製造商應該規定每個項目在不同收費載重量及不同參數範圍的下衝擊或是影

響。 
 
9.1 空調系統（AIR CONDITIONING SYSTEM） 

車輛製造商應該說明空調系統的設計並確認其不含氟氯碳化物（CFCs）。 
 

9.2 人員隔間的預熱及冷卻系統（OCCUPANT COMPARTMENT PRE-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   
車輛製造商應該簡短說明預熱及預冷系統的設計，使乘客隔間的溫度在車子充電時

可以被控制。 
 

10.0 文件（DOCUMENTATION）  
10.1 服務手冊（SERVICE MANUALS） 

車輛應該要完成非營利用的手冊來提供服務、操作與維修、聯絡用的圖表等資訊。

手冊應該要包括車輛系統的詳細設計及操作方法最好還要有額外或是特殊的必要維修

工具的說明。 
 
10.2 訓練計畫（TRAINING PROGRAM）  

車輛製造商應該要為了買主的人身及車體安全並正確的操作和維護車輛而提供一

個訓練計畫或課程。 
CFR 法規對於複合動力車輛的規範（40CFR PART 86） 

目前對於HEV有明文規定的法規標準僅有環保法規的部分，且是針對輕載及中載的

小型客車做規範在40CFR PART 86 Subpart R—General Provisions for the Voluntary 
National Low Emission Vehicle Program for Light-Duty Vehicles and Light-Duty Trucks 以
及SubpartS—General Compliance Provisions for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From New and 
In-Use Light-Duty Vehicles, Light-Duty Trucks, and Complete Otto-Cycle Heavy-Duty 
Vehicles的部分有專特對複合動力小客車做空污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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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複合動力公車可用的相關法規及標準 

The following are applicabl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an electric bus 
or a hybrid-electric bus and the associated storage/maintenance facility.  

REGULATIONS  

♦ FTA Regulation on Bus Testing in 49 CFR, Part 665.  
♦ NHTSA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 in 49 CFR, Part 571.  
♦ State regulations  

CODES & STANDARDS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Contact: P.O. Box 9101, Quincy, MA 
02269-9101; Customer Service: 1.800.344.3555; Website: www.nfpa.org  
NFPA is an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ose mission is to reduce the worldwide 
burden of fire and other hazard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by providing and advocating 
scientifically based consensus codes and standards, research, training, and education.  

♦ NFPA 70: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2000 edition.  
♦ NFPA 72: National Fire Alarm Code. 2002 edition  
♦ NFPA 88A: Standard for Parking Structures, 1998 edition.  
♦ NFPA 30A: Standard for Motor Fuel Dispensing Facilities and Repair Garages, 2000 

edition.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Contact: 400 Commonwealth Drive, 
Warrendale, PA 15096-0001; Customer Service: 724.776.0790; Website: www.sae.org  
SAE is a techn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provides expertise in designing, building, 
maintaining, and operating self-propelled vehicles for use on land or sea, in air or space.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673: High Voltage Automotive Wiring Assembly 
Design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718: Measurement of Hydrogen Gas Emission From 
Battery-Powered Passenger Cars and Light Trucks During Battery Charging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742: Connections for High Voltage On-Board Road 
Vehicle Electrical Wiring Harnesses.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766: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Electric an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System Crash Integrity Testing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797: Packaging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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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1798: Performance Rating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Modules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2344: Guidelines for Electric Vehicle Safety.  

♦ SAE Recommended Practice J2293: Energy Transfer System for Electric Vehic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Contact: 1, rue de 
Varembé, Case postale 56 CH-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Customer Service + 41 22 749 
01 11; Website: www.iso.org  

The ISO is a worldwide feder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bodies from more than 140 countries. 
ISO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ith a miss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a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in the world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o developing cooperation in the spheres of intellectual,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 ISO Standard 6469 parts 1, 2, and 3: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wiring, safety issues 
and electrical isolatio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ntact: 3412 Hillview Avenue, Palo Alto, California 
94304; Website: www.epri.com  
EPRI is a non-profit energy research consortium for the benefit of utility members, their 
customers, and society.  

♦ EPRI’s Electric Bu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333 Pfingsten Road, Northbrook, IL 60062-2096. 
Customer Service: 708.272.8800; Website: www.ul.com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UL) is an independent, not-for-profit product safet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organization.  

♦ UL 50: Standard for Enclosure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 UL 991: Standard for Tests for Safety-Related Controls Employing Solid-State Devices  

♦ UL 1244: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easuring and Testing Equipment  

♦ UL 1439: Determination of Sharpness of Edges on Equipment  
♦ UL 1998: Standard for Safety-Related Software  
♦ UL 2202: Electric Bus Charging System Equipment  
♦ UL 2231: Personnel Protection Systems for Electric Bus Charging Circuits  
♦ UL 2251: Plugs, Receptacles, and Couplers for Electric Vehicles  



 52

附錄 四、「推動國內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 座談會」會議記錄 

 
一、時間：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整 
二、地點：國立台灣大學  機械系 742 會議室 
三、主席：林成原          記錄：李融奇、范巧蕾 
四、出席單位與人員： 

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李耿昌  工程師 
國瑞汽車          陳惠智  經理 
裕益汽車          郭秋銘  課長 
裕益汽車          潘金明  課長 
工研院機械所      王漢英  組長 
克萊斯勒公司      徐大展  經理 
中鼎工程公司      洪義順  工程師 
海洋大學          林成原  教授 
台灣大學          馬小康  教授 
台北科技大學      吳浴沂  教授 
東南技術學院      吳贊鐸  教授 
長榮大學          盧曉櫻  教授 
台灣大學          黃春濱  研究生 
台北科技大學      魏榮宏  研究生 
海洋大學          李融奇  研究生 
              范巧蕾  研究生 
 

五、討論： 
(一). 臺灣戴姆克萊斯勒公司  徐大展 經理  

1. 目前不清楚公司關於複合動力車輛的發展腳步，待確認後再將相關資料與

訊息提供給貴研究團隊。 
2. 法規部分：小型車輛(房車與轎車)已有訂定排放標準及相關法規，重型車

輛則待確認。 
3. 需著重成本效益的考量。 
4. 參考過去 LPG 充氣站設備規劃的失敗經驗來重新審思複合動力車的類似

問題是否可獲得解決，或是仍有其他衍生問題。 
5. CO 2 減量的成本估算可參考工研院先前研擬出的推算模式。 

 
(二). 國瑞汽車公司  陳惠智 經理 

1. 經由柴油車市場的成本考量，有系統的分析與量化出傳統柴油公車與複合

動力公車間的成本價差、相對污染減量、節能情況與對周遭生活環境以及

社會效益所帶來的實際衝擊。 
2. 業者考慮低污染公車得過程可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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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訂定 → 擬定法規 → 市場評估。 
3. 目前複合動力公車的相關法規尚位訂定出來，因此也建議未來若引進複合

動力公車，為完全有效的評估其排放污染的減量效能，可考量以實車測試

的模式來測試模擬。 
4. 針對重型車輛在台灣的發展，由於目前無此市場趨勢也就無此方面的考

量，因此建議由國外引進複合動力公車並藉由相關獎勵措施(關稅減半甚

至減免等優惠)與其它補助，由政府提倡帶動下促進相關業者與車廠跟進

的意願。 
5. 臺灣的大車只有 20%的自製率，因此卡貨車目前沒有開發的價值，建議用

進口的方式再從稅率上作考量，至於維修保養系統由業者來做。 
 

(三). 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李耿昌 工程師  
1. 以往 86、87 年的經費較多，現在所有的經費較少、資源較少，因此相對

減低相關拓展空污方案的資源與經費。 
2. 能源局 葉局長已有規劃部分經費用在各種再生能源，經由評估可行性與

否以及其週邊效益後，考慮予以採納並推動執行。 
3. 車測中心並無排放污染物檢測的設備，僅有黑煙排放量測的儀器。 
4. 污染排放成本效益方面有做車輛的生命週期分析及總量推估 

(四).中鼎工程公司  洪義順 工程師 
1. 目前北市有數十家公車業者，不像國外公車營運是由政府機關管理。 
2. 建議北市未來可規劃黃金路線(車輛行駛密度較高的路線)的公車幹道，不

過這需考量如何結合與解決路權等衍生問題。 
3. 針對黃金路線的幹道所行駛的公車，可訂定較高之廢氣排放的要求，或者

營運車廠潔淨車輛數的比例。 
 

 (五). 工研院機械研究所  王漢英 組長 
1. 若只考量低污染不一定需要發展 HEB，目前有許多潔淨能源的車輛也可達

到，或是加裝後處理也有相當效用。必須確定拓展複合動力公車的訴求重

點： 節能、CO2 減量、低噪音…..等，都是 HEB 的優點。 
2. 需政府長期補助與否？ 需要政府長期補助的產品是沒有市場的（不可

行）。 
3. 站在社會效益的角度：複合動力公車與傳統巴士的價差並非應該全歸屬於

車廠來吸收，政府方面應該給予適度的補助與訂定獎勵辦法。 
4. HEB 與 CNG 和 EEV 不同，因為不需要加氣（如 CNG）或是充電（如 EEV），

只需要加油，可行性或許較高，而 CNG 及 EEV 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因

為需要長時間加氣（對於 CNG）及長時間充電（對於 EEV），因此造成推

廣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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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複合動力公車是否完全避免過去 LPG 加氣站的問題及 EEV 充電的問題，

並確認 LPG 及 EEV 之所以失敗，是否僅是由於加氣站設置與規劃不夠周

詳而導致，而無其他相關問題所致。 
6. 以國內空氣品質而言，HEB 有推動的空間，尤其在人口稠密的都會區，廢

氣對人體有較大的危害。 
7. 可回顧過去推行 CNG、EEV 失敗或成功的經驗來作為目前推動 HEB 的參

考依據。 
8. 國外很多公車(包括複合動力公車)是由政府機關所購買與管理，不像國內

必須面對各車廠整合且規劃出合理適當的方案，也無需擔心面對資金籌

措、人員培養與訓練等衍生問題，此點在未來進行研擬時還有待評估。 
(六).裕益汽車公司  郭秋銘  課長 

                   潘金明  課長 
1. 未來測試系統認定歸屬的問題。 
2. 車輛總重、級數、軸組等限制的考量。 
3. 關於車輛修繕與保養的考量：技術訓練、備品單價與維修費用過高、經濟

規模的要求與建構成本等也是勢必面臨的問題。 
4. 預估需投資之經濟規模與建構成本。 
5. 建議可以將垃圾車也列為引進的構想方案，其為政府機關的環保單位所營

運管理，此舉將使其類似於國外由政府管理巴士營運的方式。 
六、主席結論： 
1. 感謝各位專家學者提供本計畫研究團隊非常寶貴的意見與建議，請各子計畫主持人  
   予以紀錄，以作為執行計畫的重要參考。 
2. 請各位與會專家繼續提供給本計畫研究團隊有關複合動力公車之研究資料，尤其是  
   歐盟、美國、日本對於複合動力公車之排放標準、檢測方法、相關法規，以及國外 
   推動複合動力公車之政策經驗等資料。 
3. 再度感謝各位參與本座談會 
 
七.散會：( 下午五時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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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五、2005 複合動力車研討會議程資料 

   

序  言 

    使用低污染車輛可有效降低移動污染源排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維

護民眾健康。複合動力車即為一種深富發展潛力的環保車輛，除了較純電

動車有較大行駛里程，也可同時大幅降低汽、柴油車所產生之噪音及各種

排氣污染，並減少耗油量，兼具環保、能源和經濟上的效益。 

    當世界各國受到能源不足與環保意識高漲，積極推動複合動力等環保

車輛之際，我們整合海大、台大、北科大、長榮及東南等校相關專長教授

組成研究團隊，執行 94 年度「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治科研合作計畫」的

總計畫「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排放空氣污染的減量效益評估及規劃推動方

案」，下轄四個子計畫，分別由政策面及技術面著手，以為國內掃除推動複

合動力公車障礙並研擬推動方案，提供相關部門決策參考。 

    感謝來自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學者盛情參與本「2005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

車推動策略規劃」研討會，提供寶貴的專業意見給我們彙整參考，讓我們

有更完整的研究成果呈現給委託單位作為決策參考。 

                              林成原  謹識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輪機工程系 

                              教授兼海運暨管理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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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策略規劃研討會議程 
 
地點：基隆長榮桂冠酒店     日期:94 年 11 日 11 日(星期五) 

時間 主題 主持人/報告人 服務單位 

11:00~11:20 
報到領取資料 

(3 樓Ｉ廳)  3 樓Ｉ廳 

11:20~12:00 開幕式致詞 環保署/環保局 
長官  

12:00~13:30 
廣式風味餐 
(3 樓Ｉ廳)   

13:30~13:45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導入效益

評估 林成原 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

輪機工程系 

13:45~14:00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劃 吳贊鐸 教授 東南技術學院

工業管理系 

14:00~14:15 
全球使用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

現況調查分析 盧曉櫻 教授 長榮大學 
航運管理系 

14:15~14:30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關鍵技術 吳浴沂 教授 臺北科技大學

車輛工程系 
14:30~14:50  下午茶  

14:50~15:50 綜合研討 

林成原 教授 
馬小康 教授 
吳贊鐸 教授 
吳浴沂 教授 
盧曉櫻 教授 

 

15:50~16:00 總結 環保署/環保局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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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94年度環保署／國科會空污科研計畫期末審查意見處理情形回覆表 

總計畫名稱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減量效益評估及規劃推動方案 

子計畫名稱 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推動規劃及效益評估 

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情形 

ㄧ、國外一些相關運轉經驗資料

收集齊全，可供國內參考。 
1.感謝審查委員的肯定與指教。 

二、部分研究數據並未 

清楚交待來源 

1.感謝指正。 

2.子計畫ㄧ於期末報告 pp.7-8 ,pp.12 ,p.14-16 等頁的圖

表已補上參考資料來源。 

3.子計畫三期末報告之研究數據來源係就「複合動力

低污染公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減量效益評估及規劃推

動方案問卷調查表」進行產官學研各界(如：工研院

機械所、車測中心、公車業者、車輛製造商、學者

專家及政府官員等)之問卷調查，回收率為 38%，相

關之統計分析，詳如子計畫三期末報告 pp.7~17。 

三、子計畫一之結論提及複合公

車之成本比傳統柴油公車高

25%到 100%，似乎過於樂

觀，可能會造成誤導，其他

子計畫似亦有類似之結論，

建議應多加考量。 

1.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已根據審查意見修訂期末報

告。 

四、計畫之成果多為文獻回度及

調查，在「發展」上略有成

效，但對於「效益評估」及

「導入政策」等成果較為薄

弱，建議本群體計畫應加強

計畫之重點。 

1.感謝指正。 

2.在效益評估方面，子計畫四主要評估使用複合動力

低污染公車之燃油減量與污染物減少之效益，子計畫

四期末報告於 6.2 節「污染物成本效率與效益」中已

增加相關之論述。 

3.本子計畫三之「導入政策」有三： 

(1)需執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實車示範運行計

畫」，已規劃 12 項推動策略及 10 項配套措施(詳

如本子計畫三期末報告 p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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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施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獎勵補助辦法

(草案)( 計畫三期末報告 pp.21~22)。 

(3)配合施行：複合動力低污染公車保養檢驗合一作

業要點(草案)( 計畫三期末報告 pp.22~28)。 

五、國際發展現況資料之蒐集有

時差，並未確實反應現況，

如 Seattle King County 之

資料僅停留在 2003 年 7 月，

2004 年與 2005 年有重大改

變於報告中並未說明，恐有

遺珠之憾。 

1.謝謝指正，遵照辦理。 

2.已將 2004 年與 2005 年之最新發展狀況納入子計劃

四期末報告 3.7 節第 12 頁有關 Seattle 之論述中。 

 

六、在導入政策規劃方面時應有

產業技術方向之建議，以集

合國內外之技術能量推動複

合動力公車之示範運行，報

告中並未有說明，宜再補充。 

1.感謝指正。 

2.複合動力公車之關鍵零組件有：儲能系統、馬達/

發電機、轉換器（Inverter）、傳動系統、控制系統以

及引擎六大項。國內產業在大客車車身打造方面有不

少廠家，但是上述六大關鍵組件還很缺乏，所以九十

四年六月二十一日本計畫主辦的「推動國內使用複合

動力低污染公車座談會」上，國瑞汽車公司代表曾建

議：(1)針對複合動力重型車輛在台灣的發展，由於目

前無此市場趨勢也就無此方面的考量，因此建議由國

外引進複合動力公車並藉由相關獎勵措施(關稅減半

甚至減免等優惠)與其它補助，由政府提倡帶動下促進

相關業者與車廠跟進的意願。(2)台灣的大車只有 20%

的自製率，因此卡貨車目前沒有開發的價值，建議用

進口的方式再從稅率上作考量，至於維修保養系統則

由業者來做。所以本計畫建議導入複合動力公車時，

務必要求車輛業者負責維修保養，至於產業技術發

展，待試運行成效良好，自然有廠商願意投入零組件

或售後服務零件之開發。 

上述補充說明已納入子計畫二期末報告第12至13頁。

七、實車運行之維修預估，宜與

公車公司有密切互動，將技

術面、營運面一併考慮，以

增加效益評估之準確性。 

1. 感謝指正。 

2.對公車業者之訪談結果，補充於子計畫二期末報告

「3.6 北市公車維修系統調查」第 30 至 3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