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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未來移動

Deloitte「未來移動」匯集跨產業的專業，幫助企業規劃和引領運輸業的最新技術，包括自駕車和新的運輸系統。
透過 Deloitte的分析，「未來移動」團隊為多個產業提供革新性的觀點，幫助客戶創造永續價值，向前邁進。欲
知更多詳情，請上 www.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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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不斷進化，一直是汽車業所追尋的方向。汽車製造商不斷提升更強悍的性能、更流線的外型，彼此競爭
消長，爭取消費者的青睞，時間長達半世紀之久。

但在 2018年，全球汽車業面臨根本性的重大轉變。不僅整體汽車市場銷量停滯，汽車製造商長期仰賴增長快速的
中國汽車市場，也開始面臨成長瓶頸，銷量負成長的困境，而中美貿易戰也是汽車產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若貿
易戰全面爆發，將使汽車市場更加嚴峻。

而電動車的發展趨勢亦大勢底定，傳統汽車製造商如保時捷，計劃到 2025年的電動車佔到總産量的一半；BMW

更將其總部換為電池外觀，就是要展現其積極發展電動車市場的決心。加上 Uber、Lyft等車隊平台業者，以及
Apple、Google等科技業者也藉由無人駕駛技術及特殊的商業模式，逐步挑戰傳統汽車製造商長期把持的「駕駛
座」。這些根本性的產業競爭，都將現有的汽車製造商，推向產業變革的浪尖。

為此，Deloitte開發了「營收乘數」，協助汽車業者從投資人的角度，檢視現有的商業模式，並重新思考其未來產
業價值鏈的位置。我們也提供對於未來汽車產業的觀察與想像，以及對應的觀點與發展對策。

協助業者在快速轉變的市場中維持競爭力，是 Deloitte在全球最主要的業務，Deloitte累積了許多輔導轉型的經
驗，並出版一系列刊物。勤業眾信選出其中點閱率高、值得台灣業者參考的報告，加上勤業眾信在地化的觀點，集
結成此書，期望能幫助台灣汽車業者在這波劇烈的汽車業的轉型中，把握成長機會，並持續佔據有利的競爭位置。

序文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汽車產業負責人

郭俐雯 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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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科技的進步帶來
了許多新的可能，未來的移動模式會更貼近消費者的
需求，汽車業的未來充滿機會與想像，但另一方面也
充滿著不確定性與挑戰。傳統汽車業者除了要面對可
能的銷售下滑與競爭加劇，也要不時留意新的破壞式
創新。

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大家都期待能有一個對於
未來的正確想像，才能在機會來臨的時候做好準備。
許多人都在問，2025年的汽車產業會呈現何種樣貌？
Deloitte德國出版的《The Future of the Automotive 

Value Chain 2025 and beyond》考量多個影響汽車
業發展的因素，提出四種可能情境，希望能幫助汽車
產業的參與者釐清方向。

未來十年塑造汽車業的驅動因素
汽車產業是融入現代人生活極深的一個產業，同時也
是帶動一整個價值鏈的龍頭產業，影響汽車產業未
來的要素也極爲複雜與多樣。《The Future of the 

Automotive Value Chain 2025 and beyond》報告統
計出科技、經濟、環境、政治與社會五大類驅動因素，
共有四十個之多，如圖 1所示。

雖然影響汽車產業未來的因素多到讓人眼花撩亂，我
們建議著重於影響力最大、不確定性最高的驅動因素，
如圖 2所示。

在考量所有驅動因素的不確定性與影響力之後，我們
以 1. 目前的技術設想是否能被完全的開發，以及 2. 供
應商或產業的新進入者是否能取得控制為二個軸線，描
繪出2025可能出現的四種情境，盼能給汽車產業内的、
影響著與被汽車產業影響著的、還有高度關注，找尋契
機進入汽車相關產業的人們一個思考未來的脈絡。

2025年四個可能情境與新業務模式
經過 Deloitte德國的分析，視汽車品牌業者的控制力
還有技術設想是否能完全被開發，未來有四個可能的
情境，傳統汽車生產商可能分別扮演以下角色：「數
據和出行管理者」、「裹足不前的汽車業」、「沒落
的巨頭」以及「硬體提供商」，如圖 3所示。

數據和出行管理者
若是從現在到 2025年汽車品牌業者能持續主導整個汽
車產業，且現今的技術潛能在 2025年能獲得全面開
發，汽車生產商將會走到「數據和出行管理者」的角
色。在這個場景中，網路平台能力成爲競爭的關鍵，
電動車生態圈以及自動駕駛等科技已經成熟並普及。
汽車品牌業者是產業的領導者，可以制定規則並主導
產業發展與競爭。品牌業者可以提供豐富的產品選擇
與多元的服務，產業外來者必須在汽車品牌業者主導
的市場規則中發展，人才與光環都集中在汽車品牌業
者上。

全球汽車產業2025與台灣業者
因應之道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管理顧問服務／胥傳沛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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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足不前的汽車業
若是汽車品牌業者能發揮龐大影響力，在政治與社會
力量的驅動下，也有可能阻止新興異業進入以及影響
汽車產業，在這樣的情況下，2025年就會走到「裹足
不前的汽車業」這個情境。在這個情境裡，新技術的

發展無法得到成果，同時，政治力量的保守與監管加
大了新技術進入市場的難度。不成熟的技術所造成的
一些事故，大幅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使得市場新技
術的發展更爲的停滯不前。

圖1　驅動因素與分類

未来汽车行业价值链  | 2025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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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驅動因素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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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驅動因素影響力和不確定性的評估

14

圖2：驅動因素影響力和不確定性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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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25年的四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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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落的巨頭
若是汽車生產商的影響力漸漸消退，技術潛能也沒有
辦法獲得全面開發，2025年汽車生產商就會走到「沒
落的巨頭」這個情境：高科技的熱潮降溫，汽車依然
是標準的出行工具，異業（如 Uber）不但進入市場，

同時與供應商體系形成結盟，主導市場規則與競爭。
經濟實惠的出行方案變成了市場主流，私人汽車保有
量降低，車隊管理與營運的重要性提高，汽車生產商
變成了生產實惠交通工具的加工廠，品牌魅力消失，
光環不再。

圖3　2025年的四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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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提供商
資訊科技產業成功切入汽車產業市場並占據主導地位，
顛覆了汽車產業的價值鏈，汽車品牌價值降低，品牌
業者成爲「貼牌車」的硬體提供者，需要靠產品的差
異競爭，如資訊娛樂的功能以及高端的出行服務提供
能力，加上產品形象的維繫，才能免於被邊緣化。

為了讓大家對於上述四個情境有更多的體會，我們
模擬了一家位在歐洲的汽車生產商，這家業者沒有
明確的市場定位，既服務於高端市場，也服務大眾市
場，品牌享有盛譽，在 2015年營收約 600億歐元，
EBIDTA為 12.5%，在歐洲眾多汽車製造商中名列前
茅，目前主營業務為汽車生產銷售與汽車金融業務，
到了 2025年，我們認為這家公司會有幾個新的業務模
式，第一個新的業務模式是代工生產車輛，提供給物
聯網公司如 Google或 Uber等，這些公司在 2025年
預計會成為汽車產業的新巨頭，並專注於發展他們的
核心競爭產品⸺以用戶為核心的軟體開發，把汽車
製造的部分保留給汽車公司繼續運作。第二個新模式
是開始提供汽車共享或共乘的平台服務，並在累積了
大量的數據之後，從數據中找出有價值的部分盈利。

我們將未來四個情境還有該歐洲汽車公司各項轉型優
先事項發展情形以圖 4的方式呈現，此外，Deloitte

德國也針對該歐洲汽車生產商在未來四種情境的
EBITDA變化以及各影響因素對 EBITDA的作用做了模
擬，如圖 5與圖 6所示。

台灣汽車市場觀察與建議
回到臺灣的汽車產業，台灣汽車市場已趨近飽和，許
多年新車銷售都在四十萬上下，Uber在臺灣的發展也
並不順利，雖然台灣政府近期宣布 2035年將禁行燃油

車，一些本土業者，如台灣大車隊，也有一些新的嘗
試，但與全球比較，臺灣的汽車產業環境還是稍偏保
守。在全球其他的市場很早開始出現的一些創新的模
式與作法，很可能已經有了市場的驗證，這樣的新東
西一旦被引入，必定會快速的發酵，讓市場發生改變，
大家要有面對如此快速變局的準備。

面對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我們的汽車產業參與者
又該做些什麽事情以爲因應？

1.  扎好馬步，做好基本功。不管未來的變化如何發生，
只要競爭力夠强，那麼就能持續保持優勢。

2.  在不同的可能場景中， 找到共通的要素，從共同要
素的層面下手，開始架構面對未來的競爭力。比如
「工業 4.0」（見圖 4）的要素對於汽車產業生產製
造端的影響。只要是汽車製造商，不論是那一個層
級，都同樣面臨生產製造效率、品質與成本的挑戰。
而未來製造業的共同課題，就是如何進入工業 4.0

的競爭環境。

3.  模擬未來的可能性，在中長期的企業發展策略上提
前思考因應之道，並提早進行佈局。將這些元素加
入企業中長期發展策略的思考，驗證、形成以及執
行各個不同的層面。

我們歡迎關注汽車產業的朋友，來跟我們一起探討未
來，並共同思考如何面對未來的競爭，走好現在的每
一步。勤業衆信的全球汽車團隊，一定可以從策略面，
業務面，營運面，財務面，技術面等不同層面，為各
位服務。

（本文部分資訊係引用自 Deloitte德國所出版之《The 

Future of the Automotive Value Chain 2025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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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未來汽⾞公司轉型重⼤優先事項（包括不同情境的具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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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競爭中的制勝之道

不適用

由於汽車共享服務，中國、北
美自由貿易區、德國的汽車銷
售量將從2015年42.9百萬輛成
長到50.5百萬輛——須具備適
用於未來的服務才能在市場上
獨樹一幟

圖4　未來汽車公司轉型重⼤優先事項（包括不同情境的具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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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商業模式 �工業��� 汽車公司勞動力轉型

數位化業務佔總營收20%
——應當投資開發新產品
與服務

工業4.0有望提升競爭力，涵
蓋生產效率、產品價格以及
質量（透過加強成本控制進
一步優化）

該歐洲汽⾞公司未來
有15,000名的⽣產線員⼯
將⾯臨裁員，但新的IT⼈才
需求量則為13,000名

消費者的關注核心並非數
位化服務，僅高端市場具
有投資價值

工業4.0是提升競爭力的潛
在先決條件，涵蓋生產效
率、產品價格以及質量

由於該歐洲汽⾞公司汽⾞銷量
提升以及市場上燃油引擎的佔
⽐仍⾼，需要招募6,000名員
⼯

消費者對於未來汽車公司的
創新能力缺乏信心，投資很
可能無法得到回報

工業4.0可提升效率，從而降
低成本以保持競爭力，因此
是關係企業存亡的重要因素

由於該歐洲汽⾞公司汽⾞銷售量
下滑，同時為了節省⽣產與管理
成本，多達56,000名員⼯將⾯
臨裁員

數位化服務市場急速擴張，
但一般汽車公司仍然難以和
科技巨頭相抗衡

為了提供優質平台並快速回
應消費者需求，必須⼤規模
部署⼯業4.0

由於該歐洲汽車公司銷售量下
滑，加上工業4.0的效率提升，
近28,000名員工將面臨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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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歐洲汽⾞品牌商在不同情境中EBITDA成⻑情況模擬（單位：10億歐元）

⽩牌⾞製造（穩定且安全的介⾯以及較⾼的成本
效益）做為價值創造的主要來源，推動EBITDA成
⻑

市場影響⼒和品牌吸引⼒的喪失導致獲利嚴重

下降

由於未來汽⾞製造商可以持續佔據市場⽀配地
位， EBITDA得以保持在⼀個健康的⽔平，但未
來汽⾞製造商仍須⾯對潛在的戰略挑戰

有效提供⾼附加價值移動出⾏與數位化服
務，創造EBITDA的成⻑2+

⾞輛銷售（傳統核⼼業務）

⽩牌⾞製造

數據與移動出⾏管理

⾦融服務

2025

2015 1,62

∑ 10 (13.1%)

∑ 7 (12.5%)

硬體提供商

+33%

2025

2015 1,62

∑ 3 (10.1%)

∑ 7 (12.5%)

没落的巨头

–56%

2025

2015 1,62

∑ 14 (13.9%)

∑ 7 (12.5%)

数据与出行管理者

+91%

2025

2015 1,62

∑ 12 (13.6%)

∑ 7 (12.5%)

裹足不前的车企

+62%

2025

2015 1,62

∑ 10 (13.1%)

∑ 7 (12.5%)

+33%

2025

2015 1,62

∑ 3 (10.1%)

∑ 7 (12.5%)

没落的巨头

–56%

2025

2015 1,62

∑ 14 (13.9%)

∑ 7 (12.5%)

數據和出⾏管理者

+91%

2025

2015 1,62

∑ 12 (13.6%)

∑ 7 (12.5%)

裹足不前的车企

+62%

2025

2015 1,62

∑ 10 (13.1%)

∑ 7 (12.5%)

硬件平台提供商

+33%

2025

2015 1,62

∑ 3 (10.1%)

∑ 7 (12.5%)

沒落的巨頭

–56%

2025

2015 1,62

∑ 14 (13.9%)

∑ 7 (12.5%)

数据与出行管理者

+91%

2025

2015 1,62

∑ 12 (13.6%)

∑ 7 (12.5%)

裹足不前的车企

+62%

2025

2015 1,62

∑ 10 (13.1%)

∑ 7 (12.5%)

硬件平台提供商

+33%

2025

2015 1,62

∑ 3 (10.1%)

∑ 7 (12.5%)

–56%

2025

2015 1,62

∑ 14 (13.9%)

∑ 7 (12.5%)

数据与出行管理者

+91%

2025

2015 1,62

∑ 12 (13.6%)

∑ 7 (12.5%)

裹⾜不前的汽⾞業

+62%

圖5　歐洲汽車品牌商在不同情境中EBITDA成⻑情況模擬（單位：1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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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業務的強勁發展以及⽣產技術
的進步是成功關鍵

汽⾞銷量下跌以及供應商議價能⼒喪失導
致 EBITDA降低

汽⾞銷量不斷增加，同時⼤部分的燃油引擎能
夠營利，EBITDA因此實現⾼成⻑

數位化服務的提供和汽⾞銷量的增⻑是促進
2+ EBITDA成⻑的主要動⼒

圖6：各種情境中不同影響因素作⽤下EBITDA的成⻑情況（單位：10億歐元）

⽣產技術進步：
包括3D列印、輕量化
技術、⼈⼯智慧和⾃
動化等技術發展。

銷量增⻑：
汽⾞銷量的增⻑和替
代動⼒系統的加速發
展。考慮到地區差異
（中國、北美⾃由貿
易區、德國）以及不
同⾞種的變化情況。

接受出⾏新概念：
考慮到共享汽⾞、⾃
動駕駛和與⼤眾運輸
⼯具整合。

互聯服務能⼒的提升：
考慮到成功利⽤數據獲
取利潤以及提供其他數
位化服務所帶來的影響

價值鏈優勢：
考慮到與供應商議價
的能⼒發⽣變化以及
價值創造的深度（如
內包）對總提盈利能
⼒的影響。

主要建模驱动因素的分析反映了

EBITDA可能受到的影响。虽然车辆销

售和替代动力系统的开发非常重要，但

其他驱动因素同样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切不可忽略这些因素。整车企业应当在

企业内部专家和财务评估基准的帮助

下量化和评估主要驱动因素对自身发

展的影响。

20252015

1,
6

硬體提供商 數據和出⾏管理者

沒落的巨頭 裹⾜不前的汽⾞業

20252015

20252015 20252015

7.5 +1.2
9.90+0.5+0.8 –0.1

+1.5

14.3+0.6 0+2.5

7.5
+2.2

3.3
–1.2

7.5

0 0+0.3

–3.3

12.10

-

–0.1 0+1.5
+3.2

7.5

圖6　各種情境中不同影響因素作⽤下EBITDA的成⻑情況（單位：1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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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5日原始刊登於「汽車新聞」（Automotive News）

為何市場變革者是危險的？
他們不會保護一個商業模式

作者Scott Corwin

這個生態系的價值創造來源，已經從車輛一路擴及至
作業系統、車上體驗和運輸管理。在過去 18個月裡，
我們看到許多汽車製造商在運輸產業進行大量投資。
然而，核心的問題是：現在採取的這些措施是否足夠 ?

您正面對一群新的競爭對手，他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
觀看目前的產業型態轉變，挑戰業界長久抱持的價值
觀。市場變革者將運輸產業視為「彙整所有系統的系

統」，並試圖去降低或解決現今乘用車碰到的許多問
題，包括：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空氣汙染，以及因
為肢體障礙或經濟困難而無法取得運輸資源等問題。

大多數的市場變革者不信奉線性發展或漸進主義，而
是尋求全然改變既有軌跡的轉折點。與您不同的是，市
場變革者不覺得有必要保護用實體資產產生報酬的商
業模式，同時也不那麼重視在每季都要公布漂亮的財務
數字。市場變革者看到的是一系列可以被克服的工程挑
戰，並因為各產業成功的破壞式創新案例而受到鼓舞。

他們的目標是透過進步的科技、快速被社會接受與採
用，並利用數據資料和服務獲利，以創造價值。

產業變革將創造贏家和輸家。誰會是贏家？未來又會
是何種情景？這些都取決於是您的遠見，或是那些市
場革新者的遠見會實現。

親愛的汽車產業領導者：
我們正處於新時代的黎明，在未來，更加
無縫整合的運輸系統將使人們得以用更快、
更便宜、更安全、更乾淨也更方便的方式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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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景氣下滑的時候，業者多採取延後產品計畫、營
運整合、降低成本和收益管理等傳統做法，但是這些
做法並不會讓您在這波變革浪潮中脫穎而出。

雖然全球眾多的汽車消費者仍對自動駕駛技術存疑，
我們認為電動車、自駕車和汽車共享的潮流已經是時
勢所趨，任何因大眾觀感、政府政策或低油價所造成
的推遲，都只會是小小的阻礙。

運輸模式
除了上述的競爭威脅，汽車業領導者還需面對一個益複
雜的市場，在市場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四種運輸模式：

1. 個人擁有且駕駛車輛
2.  司機駕駛的共享車輛 (像計程車和叫車服務 )

3. 個人持有自動駕駛車輛
4. 共享自動駕駛車輛

因應上述四種不同的運輸模式，車輛在研發上及使用
上都會有所不同，增加汽車製造商滿足市場的難度。

汽車經銷商和車貸業者也將面臨巨大且深遠的轉變，
像是更著重在生產少數高度客製化的車輛，以及更加
著重車隊管理，或是因為擁有汽車人數的減少，必須
調整借款以及汽車租賃的數量與額度。此外，更短的
汽車運行時間，代表汽車供應商十分依賴的汽車零配
件售後市場將會縮小。

對您而言，這些變化意味著您需要思考如何定義自己，
以成為未來的汽車大廠。迄今，大多數的汽車公司都
試圖開創新的選擇，在維持核心業務的同時，也投入
了許多賭注，隨著未來逐漸清晰，這些投資可能會加
速，也可能會逐漸減少，但無可避免的是，有許多的
投資可能無法看到效益。 

多數 CEO都被期待必須做好兩件事⸺優化現有業
務，並同時實驗創新。實務上，CEO通常需要創造短
期利益，並冒險採取重大創新和商業模式轉型。長期

來看，這是相當難以達成的目標，很少人能夠長期平
衡兼顧這二種面向。

哥白尼式典範轉移
訂定公司策略的目的，是為了在分配有限的資源的困
難抉擇中有所依據。面對分配資源的難題時，您會如
何選擇？您會選擇堅守現有業務，或是開創新局？首
先，您必須與您的領導團隊和董事會針對十年以後的
汽車業生態系統凝聚共識，建立一個共同的願景。過
程中您與您的團隊可能會發現與移動相關的生態圈在
十年之中將會經歷哥白尼式的典範轉移，汽車製造商
的位置會從移動相關生態圈的中心，移到較為外圍的
位置，圍繞著更大、更複雜的系統運轉。

我們看到許多商業模式正逐漸合併，建構出一個全新
的生態系，其中技術創新、車隊營運、服務業務和平
台提供者將成為核心。

雖然汽車製造仍會持續保持重要地位，但軟體和消費者
數據所帶來的價值將越來越高。替顧客創造客製化的
車上體驗將成為重點，「體驗驅動者們」（experience 

enablers）能使乘客在每年多達 3.2兆英里的旅途中，
獲得更放鬆、更具生產力且更具娛樂性的體驗。數位
基礎建設會變得與道路及橋樑同等重要，讓公司能提
供無縫的連結，並保障網路安全。

最終，運輸管理將成為產業生態系統的核心要素。運
輸顧問將以讓顧客方便的方式提供無縫旅程、量身打
造的車上體驗、流暢的付費程序，並以提升顧客滿
意度為主要目標。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必須要注重
運輸資料的收集、預測分析、使用者控制項（user 

control）的設置和客戶關係管理。

新的產業生態系統並非註定將由科技公司主導。大量
的機會將為汽車業創造價值和競爭優勢，但也很有可
能讓未來的汽車公司與今日的汽車公司有截然不同的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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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乘數效果
如何藉由科技驅策公司價值成長

作者Omar Hoda、Joseph Vitale,Jr. 和Craig A. Giffi

除了利用歷史績效表現、財務預測、分析報告等工具
來輔助投資決策，投資人與股東們也開始關注基本的
商業模式。先不管哪一種才是最理想的方法，至少有
一件事是肯定的：運用科技的全新商業模式將佔據前
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但造成此現象的原因為何？

由科技驅策的產業匯流，正以近 20到 30年所未見
的速度破壞整個汽車業的常規，並持續重塑汽車業

未來的樣貌。在「破壞式創新模式」（Patterns of 

Disruption）報告中，我們描繪了一個未來的情境，
汽車業在其中可能扮演以下五種角色 1：

1.  硬體提供者：提供未來汽車產業所需的實體設備（汽
車、連線硬體、智慧型手機）。

2.  車隊營運者：顧客將從擁有者的角色，轉換為當有
車輛使用需求時機及場合才會租用車輛的使用者角
色。我們預期越來越多的車隊營運者將受惠於網路
效應（network effect），提供更多的客製化服務。

3.  作業系統提供者：這種公司將會提供車商可以平行
連結的數個作業系統，來連結所有已連線的車輛、
已連線的顧客以及已連線的基礎建設，促進各個領
域彼此互動。

過去的華爾街投資準則如今正面臨挑戰。
過去幾十年，決定公司價值的因素和驅動
要素正逐漸改變，擁有多少有形資產不再
主導一間公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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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聚合者：這種公司會收集、分析資料，並提供
對消費者與生產者有價值的分析結果。

5.  運輸顧問：這種公司對每一位顧客都十分了解，受
到客戶信任，能主動提供關於移動方式的建議，提
高顧客對於運輸服務的回流率。

當汽車公司評估自己的商業模式時，必須先清楚投資
人評價公司的方式為何，並且必須明白投資人的信心
將會受到產業匯流的趨勢所影響。像 Airbnb和 Uber

這兩間知名公司，在住宿業和運輸業中便是以善於滿
足顧客需求而聞名，雖然這二家企業並未擁有任何實
體資產。和傳統飯店不同，Airbnb未擁有任何不動產，
而 Uber也沒有提供任何車輛給自己的駕駛。他們算是
科技公司嗎？我們很難下定論，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他們並不完全算是科技公司。可以想見未來傳統的產
業分類將會持續改變，產業間的界線也將越來越模糊。
有些人認為現代的產業分類方式終將被時代所淘汰。
在說明這樣的變化時，有一些分析師認為所有的公司
終將變成科技公司，但另一派的分析師則斷言科技將

化為各產業的「賦能者」（enabler），科技產業本身
將不再被獨立出來。

實際上，我們如何定義由科技創造的產業分類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創新以及科技整合對公司的實體面向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這也是 Apple和 Google在投資人
眼中如此獨特且有價值的原因，因為他們致力於持續
拓展智慧財產與核心競爭力，為他們的產品、服務和
生態系增加價值。這也是目前汽車業中各公司必須努
力的方向，才能持續為公司的股東創造價值。

產業匯流和科技賦能可以吸引投資人將更多的資本投
入利用無形（而非有形）資產服務顧客的公司，進而
獲取最大投資報酬。即便是尚未創造獲利的公司，也
將獲得大量的資本挹注。這將幫助那些充分利用科技
的公司，加速公司價值的成長，進而形成良性循環。
我們發現對有形資產的依賴度較低，但利用科技，並
將科技當成「業務的一部分」，而非「輔助自己主要
業務的工具」的公司，通常擁有較高的價值。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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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新科技帶來的經濟革命及價值轉移圖表1　新科技帶來的經濟革命及價值轉移



遠大前程｜深入探索新的汽車商業模式和消費者偏好

1414

為了說明讓不同公司產生差別的要素，以及這些要素
為公司創造價值的方式，Deloitte開發了一種檢視公
司的全新方法。我們觀察公司市值與營收比（我們將
其命名為「營收乘數」）較高 2的公司間的共通性，以
及這些公司與市值營收比較低的公司間的區別。為了
瞭解這個理論框架，我們將回顧美國歷史上四次關鍵
的經濟革命，並定義各階段的商業模式（圖表 1）：

1.  工業革命促使產業從手工製造，轉型為機械生產和
資本密集的製造方式。在此「資產構築者」的階段，
實體資產是公司績效與價值的決定關鍵。

2.  在 1970年代，美國公司轉而著重低資本／低風險
的商業模式，利用人力資本（以服務的形式）賺取
更高的利益。這種商業模式被稱為「服務提供者」。

3.  在 1990年代，現代網路開始蓬勃發展，通訊能力
提升，資訊也越來越容易取得，創造了資訊革命。
「科技創造者」的商業模式在此時出現，他們會利
用資本開發並銷售（授權）智慧財產（IP）。

4.  最近十年內，許多公司已經找到一些方法，藉由與
使用者、供應商及其他對象（如社群）的互動來創
造價值。 

vvv「網路編排者」的商業模式也在此時出現，他們善
於使用他們在數位世界的能見度來創造、行銷、販售
商品與服務，或是單純與人們建立連結。

我們的研究顯示，隨著這四種新經濟模式的出現，每
種模式的乘數都是其原有模式的兩倍。我們稱這個現
象為營收乘數（RMx）效應（圖表 2）。在考量這些
商業模式和各類公司的價值時，其中一個關鍵就是公
司提供商品或服務的規模是否可以迅速擴張⸺以科
技和資訊為基礎的公司，其邊際成本明顯較低。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標準普爾 500指數的高市值公司
中，商業模式以實體資產和人力服務獲利的公司數量
大幅下降。這些公司已被更加依賴無形資產和網路資
產的商業模式所取代（圖表 3）。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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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 營收乘數效應
圖表2　營收乘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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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象帶給汽車公司的啟示是甚麼？

在未來，大多數的汽車公司可能會落在資產構築者，
也就是硬體提供者的分類。汽車代工生產商（OEM）
尤其是如此，許多代工生產商在傳統上特別著重於製
造和銷售，並以此為主要商業模式，但投資人只給他
們低於 1倍的乘數，代表投資人並不特別獎勵他們
的經營方式。儘管傳統汽車公司也開發並試圖將一些
「新」科技推向市場，並挹注大量資本，特別是在自
駕科技方面，然而，他們仍然不被視為科技創造者，
他們的公司估值仍然和資產構築者比較接近。可以看
出對於投資人而言，全新的商業模式不只是對新科技
的投資，企業還必須能夠有效運用所投資的新科技。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汽車代工生
產商能否轉變，創造出互補的商業模式，使汽車公司

移動到資產構築者的象限之外，扮演其他的角色？答
案（樂觀來說）是肯定的，但業者必須以全新的視角，
來思考如何利用科技，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RMx提供的模型與「破壞式創
新模式」（Patterns of Disruption）報告中呈現的模
型並非完全對應。一間定位在車隊營運業務的公司仍
可能發掘其他商業模式，依照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的
性質以及規模，讓自己的定位移動到服務、科技或是
網路的象限之中。根據前述我們對投資人的理解，投
資人和投資界對於這家公司也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舉例來說，Uber雖然屬於車隊營運者，卻是虛擬的車
隊營運者，他們專為司機和乘客創造市場，管理雙方
的供需，但公司本身並未持有太多實體資產。我們將
Uber歸類在網路編排者，因為 Uber主要的工作是協
調或配對特定區域的車輛供應和乘車需求。

新創科技公司 RideCell也參與了車隊營運市場，不過
他們是藉由提供科技平台給車隊營運者，使車隊營運
者可選擇建立自己的科技平台，或是利用像 RideCell3

這樣的公司的平台。RideCell會被歸類在科技創造者，
因為 RideCell實質上是在販售一種能夠實現網路編排
商業模式的科技。

然而，仍然有些公司如傳統的載客或貨物運送服務業
者，他們也會以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參與車隊營運事業，
提供類似 Uber的服務，但本身也承租或擁有並經營自
己的車隊。 

談到這裡，讓我們先看看幾家汽車代工生產商為了改
變商業模式，或是為了在核心的資產構築者商業模式
以外創造新的可能所做的投資：

• MOIA是一間由福斯汽車公司所創建的獨立公司，
致力於透過車輛共享與共乘，為市區用戶提供運輸
解決方案。這間公司主要是扮演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利用共乘電動接駁車，解決城市環境中交通壅塞的
問題。4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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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3投資人將資本重新分配至以新科技為
基礎的商業模式

圖表3　�投資人將資本重新分配至以新科技為基礎
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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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汽車創建了Maven這個全新的汽車租賃平台，
讓用戶透過行動裝置預約汽車，以通用汽車未曾嘗
試過的方式與用戶互動，並將公司的車輛當成服務
的主體。Maven正在幫助通用汽車獲得全新的客戶
資訊，透過這些資訊，通用汽車將獲得全新洞見，
以便在未來替客戶創造更高的價值 5。

• 福特汽車則提出一個願景，他們希望建構「由一個
運輸作業系統驅動的整體性、動態性、互相聯結的
系統」，該系統將串聯許多運輸單位和基礎設施，
以更有效率地在城市中移動人員與貨物。

這也可視為福特汽車邁向網路編排商業模式的願景 6。

隨著汽車業不斷演進，代工生產商必須繼續發展新的
能力，並利用科技來保持競爭力，提高公司價值。汽
車業者清楚了解這一點，也正在許多新的領域採行各
種不同的商業模式。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必要的商
業模式轉型是否能夠跟上他們正在開發的新科技，以
及為了開發新科技所做的鉅額投資。 

毫無疑問，汽車產業正在進化，破壞式的創新也正如
雨後春筍般出現。問題不是變革是否會發生，而是何
時發生？如何發生？哪些公司會成功？現有的參與者
將會以多快的速度採行全新的商業模式？作為一間汽
車公司，是時候以客觀的角度看待現今的狀態與未來
前景，並自問：我們想走上什麼樣的路（或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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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檢驗先進汽車科技
評估目前對自動駕駛和電動車技術的大膽賭注

作者 Craig A. Giffi、Joseph Vitale, Jr.、Thomas Schillerc 和 Ryan Robinson

確實，製造商、供應商和科技公司正投入大量資金將
自駕車與電動車科技轉為現實。這些科技研發的背後
有幾個主要推力：自駕車有大幅減少駕駛錯誤，進而
顯著改善道路安全的潛力；電動車（EV）可以減少運
輸時排放廢氣造成的汙染，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
影響。

這些無疑都是正面積極的目標，但要實現這些目標可
能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困難。事實上，以目前先進車輛
技術的投資步調來說，簡直可說是場玩家全押的高風

險撲克賭局，賭局的勝負極具不確定性，而且目前看
來這場賭局不會對牌桌上的任何一位玩家特別有利。

投資在這些科技的資本正在飆升
在這個產業中，車輛產品和品牌越來越難以區分，而
自駕車和電動車等先進技術，代表的是從根本上改變
這個過去 100年來越來越成熟且競爭激烈的產業的大
好機會。 

大多數分析師都同意電動化、自動駕駛的汽車將在未
來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需要花多久的時間這種
情況才會大規模發生，分析師們則眾說紛紜。樂觀主
義者認為我們正位於重大變革的前夕，不出幾年就會
實現，保守主義者則沒有那麼樂觀，他們看到幾個可
能的阻礙，並發現若是同時考量這些阻礙，可能代表
一個對傳統汽車製造商很大的威脅。 

現在當您打開汽車業的出版刊物時，很難
不被大量詳細介紹自駕車和電動車投入市
場的全新可能性的文章給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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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準確推算出投入這些新科技的資金總額，但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近期一項
研究的估算，過去三年中對自駕科技生態系統的投資
至少有 800億美元。1有多家汽車製造商最近也宣布將
以相近的投資規模，將全球動力系統推向電動化。舉
例來說，福斯汽車已宣布對電動車的總投資將在 2022

年達到 860億美元２。

表面上看起來這些投資是有憑有據的。2018 年
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2018 Deloitte global 

automotive consumer study）發現，消費者對全自
動駕駛汽車的興趣可能正逐漸加溫：今年的研究中有
47％的美國消費者認為自駕車並不安全，相較於前一
年的的 74％有著顯著的下降。研究中涵蓋的其他國家
（圖表 1）也是如此，例如韓國（今年 54％認為自駕
車不安全，去年為 81％）；德國（今年為 45％，去年
為 72％）；法國（今年 37％認為自駕車不安全，去年
為 65％）3。然而，儘管調查結果顯示自駕車的接受度

正在提升，但在大多數市場中，仍有將近一半的消費
者懷疑這項科技的安全性。雖然我們預期消費者對自
駕車科技的接受度能夠透過在現實世界中的正面體驗
而提升，但這項新科技如何有效地轉換為收益，是公
司董事會和高階管理者，所關注的問題，許多公司董
事會的成員以及高階管理者，都在積極尋找這些投資
在未來能夠獲取鉅額報酬的跡象。

證據指出，使用現有商業模式的製造商可能很難從投
資自動駕駛科技獲取大量報酬，因為德國（50％）、
美國（38％）、日本（31％）等國家的大量消費者，
都不願意為配備此功能的車輛支付任何額外費用。４ 對
於那些願意支付額外費用的消費者，他們認為可接受
的價格，與開發並配備這種科技的車輛的成本相比，
根本微不足道。5

電動車的情況與自駕車十分相似，有 42％的德國消費
者和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與日本消費者表示，他們不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2017和2018年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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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為了新的動力系統科技承擔任何額外成本。6這暗
示了我們一些更根本的問題 ⸺ 今日企業的商業模式
必須改變，才能讓對這些科技的投資獲得合理報酬。
市場基本面的轉變也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

市場基本面的轉變風險增加
全球汽車市場正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連帶也影響到
自動駕駛和電動車科技的需求和投資：

變動的需求
隨著 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衰退減緩，經濟逐漸復
甦，到 2017年初，全球多個市場的汽車需求均創下了
歷史最高水平，但這種需求仍因地區而異。美國市場
的業績表現雖然一年比一年強勢，持續在歷史高檔徘
徊，但成長幅度正逐漸趨緩，讓許多汽車業的觀察者
開始探討這個產業還剩下多少成長能量。歐洲市場的
需求在過去幾年間達到了暫時性的穩定點，但英國脫
歐的隱憂仍為歐洲地區未來的經濟成長蒙上一層陰影。
即便是中國，在經歷了數年的中產階級擴張之後，仍
預期將會面對需求趨緩的情形。

事實上，小型車的全球需求量已經開始出現停滯。根
據最近的預測，從現在到五年後，小型車需求的年成
長率將在 1.5％至 2.5％之間。7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國，
大多數分析師預測美國的小型車需求將會碰到週期性
的下滑。此外，在 2017年 10月，美國車商平均為
每輛車提供 3,472美元的折價或是贈品，期待能加快
庫存消化，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歷史高點，代表我們看
到的市場榮景其實已經是人為刺激後的結果。8雖然
2009到 2010年經濟危機對汽車產業的影響早已不復
見，但瞄準廣大市場的業者依然有很高的固定成本，
這可能導致他們對銷量波動特別敏感⸺尤其是當市
場下滑的時候⸺就像十年前的情況一樣。

有鑑於以上的市場緊縮情形，許多汽車製造商未來可
能必須優先考慮營運上的投資，使該產業更難以配置
大量資金在發展新的科技上。這種情況可能破壞在新
科技發展上傳統汽車製造商和已經投入許多資源的供
應商之間正在培養的戰略夥伴關係。

外卡：共享汽車
隨著共享汽車商業模式的吸引力漸增，全球汽車需求
也可能發生重大變化。舉例來說，即便像美國這樣傳
統的汽車愛好國，研究中仍然顯示有 23％的消費者表
示他們每週至少使用一次叫車或共乘服務，還有 22％
的人表示他們偶爾會使用這些服務 9。最有趣的是，有
52％的使用者表示他們經常質疑自己是否仍需要一輛
車 10。在印度，這種情況更加明顯，有 85％的消費者
表示他們使用過共享汽車服務，有 61％的用戶質疑擁
有車輛的必要性 11。這樣的統計數據指出許多國家正
在進行大規模的都市化，未來私人車輛的擁有率將大
幅降低，共享汽車車隊會越來越重要。未來全球汽車
市場的顯著變化，恐怕會讓傳統汽車製造商、供應商
和其他利害關係人難以調整適應。

話雖如此，我們預期傳統汽車製造商和市場變革者正
在訂定的下一階段共乘車隊成長策略會和自駕科技越
來越密不可分 12。

但目前在某些特定的市場中，共乘服務遭遇了監管上
的阻礙。雖然我們預期這些監管上的阻礙只會稍微推
遲共乘服務的成長，但我們也看到大規模的投資被放
在自駕科技上，如果這些投資預計是要用來把自駕科
技在共乘服務上進一步擴大規模，那監管環境的不確
定性可能會影響到共乘服務的發展，進而影響到自駕
科技的投資。在這方面，市場變革者具有明顯的優勢，
因為他們典型的輕資本和輕資產的商業模式，不會受
到大量的既有資產和傳統汽車製造商廣泛的資本需求
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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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負擔能力
消費者的負擔能力在幾個主要的汽車市場，例如美國，
已經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美國的新車平均交易
價格繼續徘徊在歷史新高的區域，在 2017年 10月價
格達到 35,428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1.5％ 13。面對
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希望利用租賃和長期貸
款等金融工具，讓每個月在車輛上的花費能夠控制在
一個範圍內。根據 Edmunds公司表示，2017年截至
上半年為止，汽車租賃數量仍接近歷史高點，幾乎接
近新車交易量的三分之一（31.1％）14。至於貸款期限，
2017年 6月美國市場的平均期限創下 69.3個月的歷
史新高 15。

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傳統車輛相比，配有自動駕駛或
電動動力系統功能的車輛價格又明顯高出不少，消費
者可能越來越不願意購買這些車輛。諷刺的是，就是
因為負擔能力的問題，促使消費者重新考慮是否需要
擁有私有車，進而選擇成本更低、按服務付費的共享

運輸模式。負擔能力的問題甚至可能會促使消費者考
慮購買二手車，未來幾年，租約到期的租賃車輛的數
量預期將創新高，二手車的價格應該會調降，變相鼓
勵大量消費者延長「傳統」車輛的使用期限。

雖然最近的調查結果（圖表 2）顯示，在過去 12個月
內，在中國、印度、日本和德國等全球主要汽車市場中，
希望在下一輛車中使用替代動力系統的人數比例有所提
升。 美國和日本的消費者都認為，溢價過高是他們不考
慮購買全電池供電的電動汽車（BEV）的主因。事實上，
80％的美國消費者仍然更偏好汽油或柴油車（比去年研
究中的 76％更高），這可能是因為美國燃料成本偏低，
油價繼續在每加侖 2.50美元的附近徘徊 16。

迄今，在美國政府大量的激勵措施下，美國消費者不
斷被慫恿購買電動車。根據不同型號，補助可能高達
7,500美元 17。然而，即便有聯邦稅收抵免，美國電動
車市場仍然還在爭取一塊立足之地，電動車銷量仍僅
佔年度汽車銷量的一小部分。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2018年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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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２ 下一輛車的引擎類型的消費者偏好（２０１８）圖表2　下一輛車的引擎類型的消費者偏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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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帶動的汽車電動化
全球各司法轄區的政策制定者正在積極推動次世代的
城市環境，包括清潔、連網、高效率、安全的運輸系統。
事實上，挪威、英國、法國和荷蘭等國家已經宣布他
們計劃在未來二、三十年內禁止銷售使用傳統汽油和
柴油引擎的車輛。中國也正在研擬一個時間表，以徹
底淘汰傳統的汽油和柴油引擎車，導致這項政策的二
大原因是中國政府希望能徹底排除汙染大城市空氣的
有害排放物，並大幅降低國家對進口石油的依賴 18。印
度也計劃在 2030年前全面使用電動車，讓現代汽車和
鈴木汽車等汽車製造商宣佈將積極在印度市場推出多
種款式的電動車 19。這些政府的公告，使大多數市場
中的車輛電動化趨勢無可避免，但針對自駕車的相關
規定則還沒有出現，無法合理化汽車公司針對自駕汽
車技術進行的大規模投資。

電動車技術能尚能滿足快速成長的市場期待，然而，
目前消費者仍對電動車抱持謹慎態度。中國和德國消
費者對純電動車仍然觀望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對
單次充電所能行駛的距離仍感到不安。類似的情況也
發生在印度和韓國的消費者身上，他們最擔心的是在
自己國家中缺乏車輛充電的基礎設施。

在許多國家裡，都還需要極大筆的投資，才能翻新已
經老舊破敗的基礎設施，讓充電站和智能感測器等先
進科技建設的建置成為可能。此外，現在也極需具創
意、有長遠考量的思維，來面對大幅度改變的政府籌
資方式。 

從電動車普及後可能造成的最基本影響來看，未來的
汽油稅收將會越來越少，不再能資助政府大型建設計
畫。因此，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尋求公私
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籌措
打造現代化運輸系統所需的資金 20。在歐洲，汽車製
造商 BMW、戴姆勒、福斯汽車和福特汽車已經成立了
一家名為 IONITY的合資企業，目標是在 2020年以前
建立一個橫跨整個歐洲大陸的充電站網路，該網路預

計涵蓋 400個大功率電動車充電站，每個充電站的成
本約為 233,000美元。21

如何讓消費者接受？
安全性、品牌信任和成本都是決定消費者能否接受電
動車和自駕汽車技術的主因，尤其是自駕汽車。舉例
來說，去年的研究顯示，有 54％的美國消費者表示，
他們較可能去搭乘自駕車，如果車子是由他們信任的
品牌所提供；此數字今年已增加到 63％ 22。

有趣的是，中國的消費者對自駕車的接受度最高，認
為自駕車不安全的人數從去年的 62％下降到今年研究
中的 26％。產生這種差異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
消費者認為他們國家的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
世界上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 23。在幾個全球市場中，
年輕消費者似乎對自動駕駛科技的接受度較高。美國
Y / Z世代的人口中，有 70％表示如果是由值得信賴的
品牌生產，他們將更有可能使用自駕車。相較之下，X

世代僅有 62％，嬰兒潮 /嬰兒潮前世代則是 56％。

儘管品牌信任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在將自駕科技推向
市場時，消費者最信任的公司類型和去年相比並沒有
太大的變化（圖 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消費者仍青
睞傳統的汽車製造商；這與南韓、印度和中國的消費
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幾個國家的人民特別偏好新
的自駕車製造商，或是現有的科技公司 24。造成這種
差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成熟市場的汽車品牌比
較強勢。

另一種讓消費者更能接受自駕車等新科技的方法是證
明自駕車可以在現實環境下安全可靠地使用。無論是
與自動駕駛功能有關的嚴重事故，或是與拉斯維加斯
的小型自動駕駛接駁車有關的輕微事故 25，所造成的結
果其實是相似的：消費者都將嚴重質疑該科技是否真
的已經準備好在現實世界中運行。舉例來說，有 71％
的美國消費者表示，如果自駕車可以建立起完整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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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３ 將全自動駕駛汽車科技推向市場時，消費者最信任的公司類型 (2018)

全記錄，他們較可能去乘坐自駕車（從去年的 68％上
升）。韓國（70％上升到 83％）和德國（47％上升到
63％）的情況也是類似 26。因此，某些公司，包括某
些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多年來一直在測試自動駕
駛技術，問題的發生率也確實不高，但只要發生一次
負面事故，就足以摧毀這些長期研發實驗所建立的信
譽、信任和關注。

此外，隨著電池產量的增加，電動車的價格應該也會
隨之降低。事實上，電池價格自 2013年以來已經下降
了近 50％，從每千瓦小時 599美元，降至 2016年的
每千瓦小時 273美元。

未來電池的價格可能會繼續下跌，到 2026年可能會低
至每千瓦小時 100美元 27，屆時電動車將比傳統汽車
更具價格競爭力，最終成為對消費者更具吸引力的選
擇。然而，這些預測是建立在鋰離子電池未來仍會持
續使用的前提下。鋰離子電池有一個風險，就是在事
故中遭到刺穿的時候，有一定的機率會起火燃燒。像

固態電池等全新的電池技術有望提升電動車電池的安
全性，但短期內這些新技術的成本也會更高。

最後，隨著越來越多的互聯汽車投入使用，消費者也
擔心他們的車輛會遭駭客惡意入侵。根據美國國際集
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近期的一
份民調顯示，近 75％的受訪者將車輛駭客行為列為值
得關注的問題 28。我們的調查也顯示，如果政府頒布
完善的標準與規範，協助確保製造商認真處理網路安
全問題，54％的美國消費者會更願意乘坐自駕車。

未來的發展？
需求減緩與全球市場冷卻可能會對全球幾個主要汽車
市場的發展造成阻礙，代工生產商、供應商和科技公
司不大可能維持目前這種速度，將大量的資本投入自
動駕駛科技和電動車的開發。即便有些公司可能透過
建立財務模型、降低營運成本、出售品牌等方式積極

圖表3　將全自動駕駛汽車科技推向市場時，消費者最信任的公司類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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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能維持投資水平的方法，但這仍然難以達成。某
些公司可能會很快就會需要埋首於更立即的營運面問
題，並將長期科技投資放在次要順位。

至今為止的投資仍然無法讓自駕車和電動車的技術成
為主流。無人車還處於實驗階段，而能改善電動車性
能和安全性的固態電池則成本過高。累積投資的金額
越多，就愈難繼續合理化並維持開發支出。光是這個
原因，公司就必須對科技投資項目做出選擇，挑選願
意且能夠做的投資項目。

除了上述的挑戰，汽車公司還有其他的難題需要面對。
他們必須在許多其他領域中進行重大投資，包括運輸
服務、先進材料、互聯網以及客戶體驗的數位轉型。
簡而言之，汽車業中對於資本投資的總需求高得令人
驚訝。雖然全球消費者對先進的汽車科技確實感興趣，
對汽車業來說是一個好現象，但消費者願意多付給具
備新科技的汽車產品的錢仍然十分有限。

展望未來，以下三個要點應該是汽車業利害關係人首
要的考慮因素：

•�新的商業模式將是獲取報酬的必要條件。已經有數
十家公司在積極開發並擁有最流行的自駕車平台，
參加這場淘金盛宴，然而，並非所有投資這項科技
的人都會成為贏家。消費者目前只願意透過現有的
商業模式付費給特定科技，如同前面的討論，我們
知道至少在自動駕駛科技的投資上，我們需要一個
全新的商業模式，才能讓自動駕駛科技的投資回本。

•�這種情況可能會進一步給市場變革者帶來機會，讓
他們從您的投資中獲利。當投入新科技的投資報酬

需要靠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解決方案來獲得的時
候，公司必須做好準備，接受創造新的成功商業模
式的艱難挑戰。雖然新的汽車科技非常深奧複雜，
和商業模式轉型相比，科技的開發可能反倒成了最
簡單的一環。

•�密切關注主管機關和政策制定者。政府遲早會訂定
標準管理這些新科技。從歷史經驗來看，監管規定
通常有地域性，未來不同國家的監管規定可能不盡
相同。設立標準代表二個意涵，一個是提供一個機
會，讓科技發展與投資更加理性，並給予更明確的
目標；另一方面，新的規定可能是對於先行者的威
脅，因為新的規定可能破壞先行者的競爭優勢。及
早主動並持續與主管機關還有產業生態系中的合作
夥伴保持密切聯繫，對於制定投資決策與市場計劃
至關重要。世界各地環保規定的壓力可能會持續增
加，這代表電動車和類似的替代動力科技可能會是
更安全的投資選擇。自駕科技的機會和挑戰較為多
樣化，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思維來判斷投資的時機和
金額。

•�在追逐未來的同時，千萬不要忽略了現在。北美正
在使用的汽車有超過 3.25億輛，歐洲則有 3.9億輛，
中國一個國家也有 1.65億輛 29。全球的車輛保有量
或總車輛數十分驚人，而且以每輛車的使用年限為
10到 15年以上來計算，自駕車和電動車所帶來的
轉型變革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在一個已
經發展了一個世紀以上的成熟產業中開花結果。熱
衷於對未來的賭注，而忽略了現實情況的參與者，
可能無法存活到親眼見證未來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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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是未來
作者 Andrew Dinsdale 和 Andrey Berdichevskiy

作者 Andrew Dinsdale 和 Andrey Berdichevskiy

科技和新興的產業進入者，正在重新定義我們購買、
擁有、使用和駕駛汽車的方式，這也是造成變化的主
要原因。今天，我們正目睹這些新進入者所開發的替
代運輸解決方案，是如何挑戰過去的假設，並迫使傳
統汽車製造商重新思考他們的產品和商業模式。雖然
長遠來看，替代動力系統和全自動駕駛汽車很可能會
重新定義車輛與車輛的製造方式，但與上述變革平行
出現的新的汽車擁有方式以及新商業模式可能才是更
徹底改變汽車這個百年產業的因素。

對現有的企業而言，最重要的挑戰將是二個面向的管
理⸺開發新能力以因應不確定的未來環境，同時在
短期內應對現行商業模式中的所有挑戰，以保持競爭
優勢，並滿足消費者的期望。我們相信企業在短期的
行動將使領先者獲得長遠的成功。

從德國到法國，再到美國、日本和中國，這些國家的
高階管理人員正焦急地試圖解決未來不確定性的問題。
他們一面關注著傳統、資本密集、批發為主的產業，
一面警戒著新興、輕量和限制較少的競爭者。對於汽
車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有非常多的選擇與可能性並
令人感到興奮的時刻，但傳統汽車製造商是否還有時
間等待未來汽車業的輪廓越來越清晰？還是說在汽車
業經歷了近十年的創紀錄銷售量之後，轉型的需要已
經迫在眉睫？  

儘管汽車業在近期取得了成功，但這個問題的答案當
然是肯定的：現在就是未來，轉型的時機已經到來。

汽車代工生產商（OEM）和經銷商預計，
在未來幾十年汽車產業
將發生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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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點並非從汽油、柴油車往自駕車和電動車的快速
轉型，而是將客戶的體驗轉換為數位、無所不在與全
通路體驗，反映消費者從零售業、銀行業和其他眾多
行業中獲得的顧客體驗。

各種共享運輸解決方案的案例躍於眼前，並且持續成
長。許多報告都指出，我們將在未來 5到 10年內看到
全自動駕駛車輛的推出，在未來 20年甚至是 20年之
後，將促成共享自駕車隊的出現與擴張 1。不過對於許
多消費者來說，機器人計程車可能是「另一個」可行
的解決方案，這可以補足自用車和大眾運輸的不足，
並與之共存。光是今日，全球就有超過 10億輛汽車在
路上行駛 2，車輛平均預期壽命約為 10到 15年，此外，
每年全球車輛數增加超過 8000萬輛 3。總結來說，全
球現在共有超過 10億輛傳統汽車，在傳統的擁有模式
下，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即便在新的運輸模式很
普及的地區，這些傳統車輛可能都還需要幾十年的時
間才會退役⸺除非有明顯的的監管干預和消費者激
勵措施，才能加速新型車輛的使用。

醫界流傳著一句話：「當你聽到馬蹄聲時，先聯想馬匹，
不要聯想斑馬。」雖然公司需要投注心力拓展汽車產
業的新世界，2018年 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顯
示，還有許多即時且更急迫的挑戰和機會需要應對。
長遠來看，自動駕駛和全新的運輸模式是一個相當大
的賭注，汽車代工生產商和他們的經銷商網路必須踏
入這個全新的領域，並共同定位自己的全新角色。然
而，一個需要立即關注的問題是，他們必須深入了解
消費者，並滿足他們對消費者體驗的需求和期望。產
業高階經理人若是同時看到未來的二個面向⸺共享
的自動駕駛車輛，以及今日車輛以及其擁有模式的長
尾效應，一定會自問：「我們應該如何改變客戶體驗？」 

在過去的 20年內，我們看到了線上搜尋汽車與線上
購買汽車變得越來越普遍。我們會透過汽車品牌的網
站打造車輛，並為車輛定價。我們在虛擬車位上搜索
庫存，此外，根據我們的全球消費者調查，中國約有

51％的消費者會使用定價服務。我們在相對較短的顧
客歷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資源。根據我們在 2018年的
研究，我們發現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消費者在研究
欲購買的車輛時，僅花費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總時數
不超過 10個小時。與 2014年的研究相比明顯減少，
當時大多數美國消費者的研究時間都超過了 10小時。
在德國、日本和韓國等成熟汽車市場中，我們也發現
了類似的資訊。在新興市場中，許多人購買的是他們
的第一輛車，我們看到的顧客歷程和研究時間相對較
長。舉例來說，有一半的中國消費者在購買現有車輛
的時候花了超過 15個小時在研究。然而，與世界上其
他地區一樣，大多數人在購買汽車前的研究時間仍然
不到三個月。

消費者研究車輛時間的減少突顯了數位體驗的重要性，
需要確保提供給消費者正確的內容和購物工具，以及
正確的觀點，以便消費者往下做更細部的選擇。但目
前在美國和日本等國家，有將近一半的消費者認為數
位顧客體驗歷程僅勉強符合預期（圖表 1）。中國和印
度等市場的消費者對製造商和經銷商網站的評價較高，
但和其他市場中的消費者一樣，大約一半的人認為數
位顧客體驗的某些項目只有勉強符合期待，像是：經
銷商數位工具（例如互動式資訊服務站和平板電腦的
使用）；經銷商或製造商透過電子郵件、訊息或聊天
的方式進行的通訊；舊車換新車折價的數位輔助計算；
或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連車輛配置工具、建造和定價
工具都算。此外，根據 2018年 Deloitte全球汽車消
費者研究中的資料指出，對全球汽車購買者來說，品
牌和經銷商網站提供的數位體驗是消費者最依賴的資
訊取得管道，並且對車輛購買決策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僅次於家人和朋友）。

然而，儘管它們在購物過程中非常重要，但現有的品
牌和經銷商網站，距離消費者對於卓越客戶體驗的認
知仍有差距。一家與經銷商網路合作，且願意投資創
造各種整合化、數位化和智慧化的顧客體驗的汽車製
造商，便很有可能在競爭中取得優勢並獲得好處，比



現在就是未來

27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2018年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代工生產商/品牌網站 經銷商網站

圖表１符合消費者期待的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網站百分比（按國家/地區）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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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61%
57%

南韓

60%

49%

德國

59%

49%

美國

55% 53%

日本

54%

44%

如說在現有傳統汽車品牌相互競爭，以及在新興參與
者提供數種擁有車輛以外的新移動方式的變動市場中，
獲得長期客戶忠誠度。

我們最新的消費者研究也顯示，在主要的汽車市場中，
消費者越來越有興趣在網路上購買他們的下一輛車，
尤其是中國的汽車消費者（圖表 2）。同時，消費者也
認為，在購車過程中，與實體車輛的互動非常重要，
10個消費者中有超過 8個消費者在買車前需要看車，
10個消費者中有 7個消費者想在購買前試駕。在深入
研究 2018年的數據時，我們發現消費者通常對經銷商
和銷售體驗感到滿意。

事實上，在許多市場中，消費者很享受與經銷商合作
的關係，以及與人談判的過程。 

研究中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問題，但平衡且整合的
全通路體驗能夠幫助減輕這些問題。其中包含銷售流
程的加速、價格和交易透明度的提高，以及文書工作
的減少⸺這些都是一個強大的線上線下整合電子商
務解決方案可以促成的改變。

顧客期待與他們做生意的公司都能提供無縫的購物體
驗和擁有體驗。從購買雜貨到旅行，從與銀行接觸到與
公用事業接觸都是。許多支持今日汽車消費者的客戶
通路，都已經不足以滿足現今以批發為中心的商業模

圖表1　符合消費者期待的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網站百分比（按國家/地區）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資料來源：2018年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印度 美國 德國 日本南韓中國

85%

76%

60% 5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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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２有興趣在網路上向代工生產商購買下
一輛車的消費者百分比圖表2　�有興趣在網路上向代工生產商購買下一輛

車的消費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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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3　在各種經銷商體驗中，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最不喜歡的項目�

中國 德國 印度 日本 南韓 美國

過於強勢的銷售員 26% 14% 30% 10% 36% 28%

糟糕的展示場／經銷商環境 16% 10% 15% 9% 7% 10%

缺乏現貨／存貨 38% 30% 36% 38% 32% 30%

經銷商無法取得我已經提供的訊息 20% 15% 18% 9% 19% 11%

經銷商對電子郵件／文字訊息／	
電話回應速度過慢 23% 15% 18% 9% 12% 10%

過時的科技／數位工具 16% 9% 20% 19% 9% 11%

太過漫長的購買體驗 41% 27% 33% 32% 43% 42%

車內功能／科技的展示方式不佳 26% 19% 20% 18% 10% 15%

過多的紙上作業 40% 52% 49% 47% 51% 57%

價位問題／議價問題 40% 36% 31% 48% 45% 40%

地點 11% 37% 25% 21% 21% 27%

資料來源：2018年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式；各個客戶通路中的資訊依然不能相互流通，消費
體驗仍未整合。消費者在顧客歷程中的資料並沒有被
彙總，其中包括從汽車代工生產商到經銷商，從線上
到線下，以及在銷售、服務和專屬金融服務業者，如
汽車貸款業者之間的資訊。這種資訊分散的情況也讓
客戶感到不悅和困惑（圖表 3），汽車代工生產商也無
法對消費者有一個整體的認識。未整合的顧客資訊阻
礙了增加回購率和為客戶提供長期服務的機會，更別
提直接讓客戶有感、或是以對客戶全面了解為基礎的
數位服務。與銷售前的情況相同，銷售後的數位體驗
也有許多不足之處。舉例來說，根據 2018年 Deloitte

全球汽車消費者研究，美國只有不到 50％的消費者曾
嘗試或有機會體驗數位服務，例如無線（over-the-air, 

OTA）更新、連線服務、車主專屬 app、數位服務和維
修工具。全球消費者也相當期待更先進的互聯汽車解決
方案；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日本和韓國有 70％到

80％的顧客表示，他們對能夠自我診斷和預約服務，
並協助管理服務體驗的車輛與相關應用程式感興趣。

毫無疑問，對想轉型為「數位運輸服務」提供者的汽
車代工生產商來說，轉型戰略的討論與規劃至關重要。
新的汽車擁有模式與數位訂購服務帶來了互聯與自動
駕駛汽車的願景，預計也會在未來帶給顧客更多的選
擇。但在那之前，我們必須整合現有的資料與消費渠
道，以提供附加值更高的顧客體驗，也為比過往更需
要觀點與分析的未來環境奠定基礎。若想提供最完善
的顧客服務，就必須先了解顧客。今日的客戶關係管
理系統、網路系統、專屬系統和服務系統大多獨立，
且鮮少標準化。少數有最先進思維與熟悉客戶的代工
生產商對客戶數據的管理目前仍然圍繞著車輛識別號
碼（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VIN），而不考
慮拓展至廣泛的「顧客」⸺像是司機、用戶、付款人，
當然還有新興的運輸服務用戶（圖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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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轉變需要改變嚴重依賴單筆交易的批發商業模
式，轉型為以管理顧客終身價值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為主。要實現此目標，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必
須關注以下幾個核心基礎：

管理體驗：從研究產品到購買，再從交付到使用，顧
客歷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必須編排成一致的體驗，構
築顧客終身觀點。星巴克會利用店面、網路、點餐和
會員應用程式等通路密切管理客戶 4。他們收集的資料
可以形成觀點，讓他們能持續改進與顧客的互動方式，
推動品牌參與並提升客戶滿意度。這樣的整合在汽車
產業同樣能發揮作用，像是滿足新的顧客期望，以及
實現零售和運輸模式的轉型。

組織：代工生產商當前的組織結構以及其和經銷商的
營運方式，造就了分散且不一致的對待顧客的方式。
我們經常看到多個不協調的計劃、重複的專案、代理
商、數據庫和科技投資。要改善此問題並非易事。代
工生產商必須打破阻隔組織內部資訊流通的障礙， 以
顧客為中心，建立一個跨功能性的顧客組織，推動變

革，並識別、填補人才缺口、逐漸灌輸治理概念，並
追蹤隨著時間改變的參與情形、進步情況與價值創造。

數位平台：改進與銜接數位平台、充分利用資料、整
合銷售通路以優化顧客體驗歷程可以說和加速組織變
革同等重要，也需要靠加速組織變革來達到。無論未
來的移動樣貌如何，建立一個整合且個人化的顧客通
路是未來市場的入場券。對今日大多數的代工生產商
和經銷商來說，解決方案十分分散。很少公司會公開
表示自己有從各個品牌、服務、專屬金融機構和經銷
商彙整資訊並整合分析，形成顧客單一整體觀點。這
導致聯絡顧客時效率低落，以及訊息不一致的問題。
超過一半的德國消費者在最近一次購買汽車後，不記
得品牌或經銷商是否有任何的售後聯繫。相較之下，
42％的中國消費者在接受我們的調查時指出，在他們
購車後，經銷商至少曾與他們聯繫三次以上。倘若我
們要從目前以產品和單次交易為中心的產業經營模式，
轉型為管理顧客終身價值，並為顧客創造價值的經營
模式，一致且經過整合的體驗平台將越來越重要。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圖表４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必須積極投資以客戶為中心的能力與數據資料，以便為互聯運輸做好準備

客戶體驗能力

以顧客為中心的初步作為

發展核心科技，以因應客戶的搜尋
、購買和擁有等需求

• 獨立解決方案
• 標準化但獨立的數據

整合顧客體驗

整合顧客通路和數據，提供更智慧
、更符合需求的顧客體驗。透過分
析，優化對待顧客的方式，並更準
確定位目標客戶

• 彼此關聯的解決方案
• 數據整合以進行分析

互聯運輸
互聯客戶可以享有更多功能；
提供個人化體驗，無論是線上或線
下、跨通路、店內或車內。啟用直接
面對消費者的服務以提高顧客忠
誠度，並從新的商業模式（例如訂
購服務）增加營收

• 售前售後整合
• 對顧客有整體性的認識

現今大多數的代工生產商

圖表4　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必須積極投資以客戶為中心的能力與數據資料，以便為互聯運輸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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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S

數位平台必須包括直接的電子商務功能，不僅要能支
援線上購車，還必須支援停車行動支付、連線服務以
及新興的未來運輸解決方案等所有項目的整合支付功
能。這些都是我們從 2018年 Deloitte全球汽車消費
者研究中，整理出來的新興消費者需求。

數據和觀點：開發一種能夠實現客戶整合單一觀點，
並創建專屬客戶 ID的數據策略是至關重要的基礎。
Amazon會根據使用者行為、從前的訪問頁面和購買
內容提供購買建議並決定出價。「終身」觀點與對顧
客資料的分析，讓顧客的每一段顧客歷程都獨一無二 5。
與 Amazon一樣，代工生產商和經銷商必須超越單筆
交易、超越車輛識別號碼，考慮（所有潛在用戶）在
購買和使用過程中的所有行為。透過這種整合後的觀
點，我們可以開始整合銷售通路，改善數位化顧客歷
程，實現消費者對快速發展的期望。行銷成效和效率
將因為與消費者更加相關而提高，透過所有形式參與
的顧客支持也將獲得提升，使顧客能控制自己的偏好
和「運輸生活」。當我們轉型成能提供、銷售、交付
數位服務產品時，充分利用整合後的觀點至關重要。 

現在就是未來
該開始行動了。我們必須將重點放在建立體驗平台，
不只是產品平台。我們必須立即發展出建立客戶關係
與信任所需的能力，這將成為未來的關鍵。在未來的
幾十年內，我們可能會看到汽車業的變化與整合，從
目前的產業模式，邁向全自動駕駛車輛與共乘的未來。
但現存的威脅可能更加急迫：無法建立客戶關係並滿
足客戶期望。這不僅僅是成立幾個專案，將部分傳統
汽車產業和價值鏈自動化和數位化就可以達成，這是
透過數據、見解並不斷改進跨通路的客戶體驗來貼近
客戶的過程。

汽車公司考慮了許多關於「轉型」的問題，而且許多
公司都處於建立團隊或子公司等階段⸺因為他們認
知到轉型為運輸服務公司的必要性。他們選擇投資產
品開發和工程團隊，打造自動駕駛、自動更新和互聯
汽車，並建立資料湖 (data lake) 來分析這些全新的
「運輸裝置」，並從中獲得收益。我們相信不論如何，
最終的贏家始終是那些真誠地與顧客建立連結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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