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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汽車產業趨勢
Future of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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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供應鏈的轉變與顛覆性的趨勢

驅動因素
未來供應鏈的改變/終端市場改變/競爭者進入/科技融合

發展方向
汽車電動化/共享汽車/自駕車/車聯網融合

產業驅動因素/未來發展方向

未來的轉變 成長/停滯/衰退

相對的策略 擴張/守成/轉變

將來的轉變/相對的策略

勤業眾信對汽車產業提供的服務

勤業眾信的服務範疇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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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驅動因素

汽車產業鏈改變

汽車產業正處於產品革命與產業轉型的時期，過往封閉的汽車供應鏈因此出現缺口，提供非傳
統供應商切入汽車市場的絕佳機會。台灣擅長的ICT產業鏈能跨足其中。除此之外，全球化的
疫情造成中國供應鏈停擺，汽車相關產業可能向外尋求製造地，以分散零部件生產風險，間接
加速汽車產業供應鏈轉型。

終端市場趨緩

2018年車市成長減緩，尤其下半年，因大國間貿易攻防戰不斷、全球輕型
車測試規範上路，以及環保法規趨嚴等問題，使得車輛產業面臨巨大衝擊。

潛在競爭者影響汽車市場

來自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行業的玩家正大舉投資汽車行業，給傳
統汽車供應商帶來快速創新的壓力；但對於許多傳統企業來說，
很多創新卻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產品開發週期。

新科技融合汽車市場

大眾運輸網成熟、汽車共享服務崛起及貿易戰為阻礙銷量
成長因素，新興市場中產階級崛起為銷量成長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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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系統

內然引擎

煞車系統

輪軸

排氣系統

駕駛系統

燃料系統

車輪與輪胎

座椅

主體

內裝

空調系統

骨架

懸吊系統

電力傳動系統

電池/燃料電池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與感測器

電子設備

資資訊娛樂與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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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停滯

衰退

2018年市場大小 2025年市場大小 改變幅度

未來供應鍊的改變

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2019-global-auto-consumer-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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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汽車市場改變

相關法規及限行機制

降低了消費者購車意願

由於環保考量、能源限用、以及

交通流量的限制，各地區相關法

規刻意提高一些車輛的使用成

本，包括停放成本、車輛的燃油

成本，通過這些措施進一步完善

管理手段。

電動汽車彰顯量產潛力

受益於環保政策的推動、知名品

牌的投入以及消費者態度的轉

變，亞太區（AP）和歐盟（EU）

的電動汽車（EV）需求不斷增

加，但北美（NA）的低油價卻使

消費者「敬而遠之」。

為汽車聯網付款意願降低

消費者對加強汽車聯網持有不同

態度，儘管對省時功能的興趣高

昂，但對隱私和數據安全顯然存

在擔憂。原始設備製造商們

（OEMs）也面臨著讓消費者為汽

車聯網買單的困難。

出行變革面臨重重挑戰

事實證明總體消費者行為難以

改變。未來的共享出行可能寄

望於全面接受數字化生活信條

的年輕人。

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2019-global-auto-consumer-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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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潛在威脅的競爭者，可
能會對現有汽車產業業者造
成威脅；但最終仍取決於進
入行業的障礙程度以及產業
內部現有企業的反應程度。

經濟部工業局的調查顯示，2017年台灣汽車電
子產值預估達新台幣2,080億元，至2020年可
超過2,700億元台幣，直逼台灣整車產值。

新進電子零部件廠

美貿易戰持續、車貸利率上揚、優惠租賃方案
減少、車市景氣循環等利空夾擊，銷量亦呈現
微增長狀態，在2016年由Google獨立出來的
Waymo，即為最具代表性非傳統競爭者之
一。

Waymo靠著在資訊科技能力上的優勢，成為
自駕車技術領域的領先者，並在各家車廠的無
人車上路之前，就率先成功於美國鳳凰城提供
無人汽車載客服務。

汽車租賃公司尖端軟體公司

根據Goldman Sachs預估，2020年全球汽
車V2X(車聯網)市場規模為7.9億美元，
2035年突破324億美元。例如北美的
Uber、Lyft，東南亞的Grab等等。

來自異業的競爭刺激了傳統車廠對於生產汽
車以外的交通服務有了更多的著墨，具體作
法包含直接投資共享科技企業、合作開發自
駕車或先進技術。

潛在競爭者影響汽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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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

5G的低延遲高可靠可支援全部形式
的車對萬物的連接（V2X），實現車
輛自動駕駛。

車輛編排行駛
根據第一輛車低延遲高可靠的傳輸
資訊至後面的車隊，在高速公路，
隧道港口等，實現多工並行。

遠端駕駛

根據道路高清攝影機低延遲地傳回即時
圖像來進行室內遠端駕駛，可提供自由

度更高的出行服務。

汽車通訊娛樂
因應硬體科技和電子系統的新
興，以及AI及5G的高速率傳
輸，通訊和娛樂設備相關之汽
車企業轉型升級。

智慧交通規劃

根據統計車流量來調節紅綠燈
的時間；對出入口進行規劃，
道路疏通，提前擁堵預警。

導航AR輔助
通過5G高效率通訊，為駕駛員
提供AR輔助的即時路況精確導
航，減少導航誤判。

資料來源：〈德勤5G應用研究院 《5G重塑產業應用》報告〉

科技融合汽車產業– 5G/AR/VR 智慧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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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共享化
即時數據分析

．確保市場透明化
．新式汽車保險崛起
．共享汽車
．即時數據有助安全防護

02
車聯網
科技融合技術成熟

．5G/AI融入汽車產業
．促進車聯網成熟應用
．提升移動時間效率
．回饋交通系統運輸效率
．協助管理單位擬定策略

0403
科技加速創新
AI促進自駕車發展

，AR/VR/5G 輔助導航系統
．協助編排車輛行駛
．控制遠端駕駛系統
．增強自動駕駛系統

01
汽車電動化
供應鏈逐步轉型

．供應鏈轉型研發EV系統
．零部件電動化/軟體化
．汽車電動化配比增加
．非傳統供應商切入市場

產業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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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有興趣購買電動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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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電動車銷售量圖表

China BEV China PHEV

Europe BEV Europe PHEV

資料來源：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Global EV Outlook 2019》/ 《2019汽機車產業年鑑》/《2019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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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複合成長率

42.8%

EV系統具發展空間

電動車依照動力系統的不同，可以細分
為純電動車(BV)、插電式油電複合動
力車(PHV)、油電複合動力車(HV)及
燃料電池動力車(FCEV)四類。

汽車電動化配比增加

Deloitte全球的分析，及至2025年，
全球配有電動化動力系統的小客車預估
將達到2500至3000萬輛；包含純電
動、插電式油電混合等各式新動力系統
的車輛數量平均會成長34%，而傳統
內燃機動力系統的車輛數則會減少。

電動車市場具潛力

來自20個國家25,000位民眾的回
應，顯示中國、日本與美國的消費
者對於電動車的興趣都越來越濃厚
(見表一)。

國際大廠皆推出電動車

由於國際大廠如Tesla、Nissan、
GM、Renault、Hyundai，以及非傳
統汽車企業如Delphi，皆推出高續航
力(200~400公里)與低售價(2.5萬
~4萬美金)的純電動車。加上各國政
策補貼，帶動全球電動車銷量(含純電
動車與插電式油電混和車)快速成長，
由2014年不及40萬輛，到2019年正
式突破200萬輛(見表二)。

汽車電動化帶動供應鏈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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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車主與車輛的各種數據，包括
開車時間、時段、時速、路段、里
程數、急踩油門或煞車等駕駛行為
等，落實以駕駛人的車輛使用狀況
（Usage Based Insurance；
UBI）為計算基礎的新型態車險，
不但讓駕駛人可以支付更公平合理
的保費，也能督促駕駛人保持良好

且安全的行車習慣。

新式汽車保險崛起

區塊鏈用相同的標準串連、儲
存及分享車聯網數據→
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環保+安
全的智慧汽車服務

EX. 通用汽車、福特、
BMW、雷諾、本田

共享汽車

區塊鏈打造智慧停車解決方
案，即時數據功能對自駕車軟
體的影響，可加速用戶取車的
速度與安全性，還能即時查詢
空車位置，及直接透過雲端支
付加油費用，也可輕鬆追蹤管
理誰使用過車輛、何時使用等
用車狀況。

即時數據有助安全防護

汽車履歷掌握真實車況系統自
動計算運費、關稅、驗車等費
用以及運送到港的時間，購
買、運送、報關、繳稅、驗車
等程序，還與律師事務所、保
險業者、與銀行合作，確保各
方資訊對稱。

確保市場透明化

03 040201

即時數據分析對汽車產業影響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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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道路高清攝影機低延遲
地傳回即時圖像來進行室內
遠端駕駛，可提供自由度更
高的出行服務

市場對於即時交通資訊的需
求增加、意外事故的預防有
助於提高公共安全

通過5G高效率通訊，為
駕駛員提供AR輔助的即
時路況精確導航，減少
導航誤判

5G的低延遲高可靠可支
援全部形式的車對萬物的
連接（V2X），實現車輛
自動駕駛

根據第一輛車低延遲高可
靠的傳輸資訊至後面的車
隊，在高速公路，隧道港
口等，實現多工並行

人工智慧(AI) 促進自駕車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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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動駕駛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工研院IEK、SIPO整理(2018/07)

〈德勤5G應用研究院 《5G重塑產業應用》報告〉

控制遠端駕駛系統

AR/VR/5G

輔助導航系統

協助編排車輛行駛

增強自動駕駛系統

．雲端 V2C (Vehicle-to-Cloud)
．設備 V2D (Vehicle-to-Device)
．車格 V2G (Vehicle-to-Grid)
．行人 V2P (Vehicle-to-Pedestrian)
．車對車 V2V (Vehicle-to-Vehicle)
．設施 V2I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V2X主要涵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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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買車（車型選擇）

• 用車（路況優化、車輛狀況動態監測）

• 養車服務（汽車維修、違規處理、汽車保
險）

車輛生命週期管理服務

協同互聯雲平臺

整車廠

• 經銷商的角色可能逐漸被弱化
• 電信營運商、人工智慧廠商、物聯網廠商、大數據廠商等

將與整車廠一起，共同研發無人駕駛

資料來源：華為、綻放杯、大唐電信、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國信通院；〈德勤5G應用研究院 《5G重塑產業應用》報告〉

．人機互動，改善駕車體驗
．車隊編排
．自動駕駛服務

自動駕駛平臺服務

• 車內觀看4k/8K 超高清影音直播/點播

資訊娛樂平臺服務

車輛管理

服務月租/

年租

汽車銷售

售後服務

無人駕駛
之服務使
用費用

共享汽車
汽車銷售
售後服務

取代

• 自動駕駛系統/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 涉及IC設計/通訊網路架構

• AI演算法/大數據與物聯網

軟體技術成長

車聯網技術逐步改變整車廠商業模式

收入模式轉變

生態圈的變化

關鍵競爭要素的變化

• 車輛本身將越來越標準化，核心價值會更體現在服務方
面例如, 輔助駕駛、車載娛樂休閒功能、個人化軟體服務

• 車企之間將圍繞車聯網平台的開發來合作，實現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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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轉變/相對的策略
Auto Industry Future Transformation & Solution

Future of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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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業未來的轉變：未來汽車供應商的差異化 (成長/停滯/衰退)
顛覆性的趨勢與各種轉變對於汽車生態系統的影響層面不盡相同─有些蓬勃發展，而有些則將面臨困境。

成
長
潛
力

吸引力

差異化能力

中線

中線

汽車產業收益 成長 停滯 衰退

電動電力系統

排氣系統

懸吊系統
空調系統

煞車系統

駕駛系統

燃料系統
輪軸

骨架

主體

內裝

變速系統

座椅

內燃
引擎

電子設備

電池/燃料電池

高吸引力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娛樂資訊與通訊系統

輪殼與輪胎

高風險

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 《Caution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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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創新的供應商已著手重新定位企業，並投資
（或購入）軟體與相關產業，例如華碩於2019年10
月份轉投資蓋亞電動車35%股份，蓋亞從汽車電池
到整車品牌、Gogoro從整車到經營iShare共享汽車
市場。

雖然這些領域與傳統業務相比規模較小，但其中有
些卻是公司內部成長最快的單位。

成長中的企業相對策略

擴張策略

守成策略

轉變策略

開發尖端科技，以維持企業在該領
域主導地位
EX. NVIDIA用視覺模擬運算 進入
整車市場

收購競爭公司，以擴大規
模並使股東價值持續成長

將成長中的事業單位從母公司分離，
以進行更加精準的策略與資源配置

企業若想把握成長契機，便需大量投資
創新科技與新形態產品組合。現今的代
工廠、供應商與汽車產業新進廠商正協
力開發嶄新的商業模式與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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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產業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已導致數間公司近幾年
的收益不佳。不過，在以共享車輛為主軸的未來，
各家供應商仍然能夠藉產品創新，而除了投入研究
與策略性開發之外，供應商也需要藉由提升運作效
率，來降低成本。

停滯中的企業相對策略

擴張策略

守成策略

轉變策略

投資成長中的相關企業，並聚焦
於高收益產品。

藉由收購或與其他公司合併，來擴大
規模以增加效益，並增加各供應鏈段
的現金流量。

制定長期策略方向，並撤裁無法有效
跟進策略的零部件供應鏈與終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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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汽車產業、消費者行為與期望不斷演進，座
椅、主體與內裝等傳統供應鏈可能將在未來幾年面
臨重大改變；雖然上述供應商仍然有機會進行產品
創新與差異化，卻也並非人人皆能突圍。事實上，
供應鏈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已導致數間公司近幾年的
收益不佳。

不過，在以共享車輛為主軸的未來，各家供應商仍
然能夠藉由產品創新帶動成長，而除了投入研究與
策略性開發之外，供應商也需要藉由提升運作效
率，來降低成本。

衰退中的企業相對策略

擴張策略

守成策略

轉變策略

投資科技發展較緩慢的開發中市場

藉由整併與調整規模維持縮減中企
業的股東價值。

將成將面臨困境的業務賣給競爭公
司或私人股權買家，藉此進行更全
面的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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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的服務範疇
The Services Deloitte Provides

Future of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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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人才、完
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享有良好聲譽。

透過Deloitte資源整合，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
務，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海外企業回
台掛牌、中國大陸及東協投資等。

The 

Services 

Deloitte

Provides

全球產業網絡
Deloitte全球專家資源/夥伴生態圈

投資與併購交易
企業投資評估/募資與融資輔導/併購標的搜尋與交易執行

產業租稅優惠
設備投資抵減/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減除/資金回台投資

網路資訊與科技風險服務
網路安全風險/物聯網資安/OT工業控制安全/IP智慧財產運營

新商業模式與數位轉型
策略校準/人才與流程變革管理/客戶價值管理(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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