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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建築業的電動客貨車試驗（志成） 

最終試驗報告 
 

（試驗時間：2012 年 8 月 1 日 - 2014 年 7 月 31 日） 

行政摘要 

1 介紹 

1.1 綠色運輸試驗基金（下稱：基金）旨在鼓勵運輸業界試驗各類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為改善香港的空氣質素及公眾健康作出貢獻。志成運輸公司（下稱：志成）獲基金資助

試驗在建造業使用壹輛電動輕型客貨車。志成依照與政府簽訂的資助協議招標程序，購

置了壹輛 Micro-Vett Electric Doblo 輕型客貨車 (下稱：電動客貨車）作試驗。 

1.2 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下稱：PolyU）獲環境保護署委託為獨立第三方評核

者，監察試驗並評估試驗車輛的表現。 志成以壹輛提供類似服務的柴油車 (下稱：柴

油車）與電動客貨車作對比。 

1.3 本中期報告匯報在 24 個月的試驗中電動客貨車的表現，並與其相應的傳統柴油

車輛比較。 

2 試驗車輛 

2.1 電動客貨車和柴油車的主要特點和照片分別載於附錄 1 和附錄 2。電動客貨車和

柴油車主要用於運送處理預制水泥工件的工具及人員到建築工地。電動客貨車的設計載

重是 425 千克。生產商聲稱該型號在電池充滿電後和不使用空調時續航力為 190 公里。 

2.2 志成以壹輛 Land Rover Defender 柴油輕型貨車（下稱：柴油車）與電動車作對

比。鑒於電動客貨車已取代柴油車以往的功能，在試驗期內兩車的運作模式已截然不同，

可能不適合從柴油車收集數據作比較。由於志成留有柴油車於 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8
月的詳細油耗及維修記錄，所以會從這記錄抽取適當的資料與電動客貨車試驗期間收集

的資料作比較。 

2.3 試驗期間電動客貨車由灣仔出發前往志成的元朗辦事處，途經堅尼地城、馬鞍山

和元朗等處的建築工地。電動客貨車並無固定行駛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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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試驗期間的首 12 個月，為減短電動客貨車充電時間及避免影响車輛日常運作，

志成多數使用全港各區的公共快速充電器充電，充電時間約一小時。偶爾也使用其他私

人的標準充電器充電，充電時間約七小時。自 2012 年 9 月底起，志成自資在元朗米埔

的辦事處安裝了標準充電器。自此，電動客貨車經常在志成的辦事處內充電。電動客貨

車幾乎每個工作天都要充電。如果當日行走路程較長，車輛須充電 2 至 3 次。 

3 試驗資料 

3.1 試驗於 2012 年 8 月 1 日開始，為期 24 個月。志成必需搜集和提供的資料包括電

動客貨車充電前的行車里數讀數、每次充電量、充電時間及因充電損失的營運時間；電

動客貨車及充電設施的定期和非定期維修費及營運時間損失。亦需要提供柴油車的類似

資料。除了開支數據外，也要提供電動客貨車的維修報告、運作困難紀錄和司機及志成

的意見，以反映電動客貨車的表現。 

4 試驗結果 

4.1 營運費用 

4.1.1 表 1 總結電動客貨車和柴油車的燃料費用數據。電動客貨車的燃料費明顯較低，

每公里節省 1.06 元（79%）。 

表 1：各車輛的平均燃料效益及平均燃料費用 

 電動客貨車 柴油車 

（過往記錄） 

總行駛里程/公里 40,557 58,688 

平均燃料效益 公里/千瓦時 4.13  

公里/公升  9.27 [1] 

公里/百萬焦耳 1.15 0.257 [2] 

平均燃料費用/($/公里) 0.275 1.34 

[1] 從過往記錄首兩年的耗油量及柴油平均每公升 12.4 元計算所得 

[2] 假設柴油的低熱值是 36.13 百萬焦耳/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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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表 2 總結電動客貨車和柴油車的總營運費用數據。在試驗期內，電動客貨車有五

次定期維修和兩次非定期維修，共損失 51 天營運時間。記錄顯示柴油車在頭 24 個月

的使用內有六次定期維修，損失 24 天營運時間。電動客貨車的可使用率為 93%，而

柴油車則是 97%。 

4.1.3 電動客貨車第一次非定期維修涉及平衡電池而第二次維修把原有變速器更換，安

裝了多一個低檔的變速器，加強斜坡起動及爬坡能力。頭三次定期維修涉及平衡電池而

第四次和第五次主要是進行週年驗車。 

4.1.4 電動客貨車的定期維修較柴油車簡單，因為後者需要更換濾芯及潤滑油。如果電

動客貨車可以避免返回供應商的車房平衡電池，可以減少定期維修次數。 

4.1.5 除了燃料費用外，表中所示的總營運費用應包括維修保養費用及因車輛發生故障

導致的其他間接開支，如拖車費及租賃替代車輛的費用，但試驗期內電動客貨車及柴油

車均只有燃料費及維修費。電動客貨車的平均總營運費是每公里 0.426 元，而柴油車的

平均總營運費是每公里 1.58 元。電動客貨車的平均總營運費比柴油車少 73%，但志成

並沒有支付仍於保養期內電動客貨車的維修費。 

表 2：各車輛的總營運費用及營運損失時間 

 電動客貨車 柴油車 

（過往記錄） 

總營運費用/$ 17,262 92,799 [1] 

平均總營運費用/($/公里) 0.426 1.58 

營運損失時間 [2]/ 工作日 51 24 

[1] 從過往記錄首兩年的耗油量及柴油平均每公升 12.4 元計算所得 

[2] 營運損失時間是由車輛不能營運的日期起計，至車輛交還車輛營運商 

4.2 表現和可靠性 

4.2.1 電動客貨車的司機均表示對車輛操作並無問題，亦無負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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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試驗初期，志成多數使用公共快速充電機充電，未能平衡電池，因而須返回供應

商車房平衡電池狀態。志成在元朗辦事處安裝了標準充電設備後，無須返回供應商車房

平衡電池狀態。 

4.2.3 總括來說，志成認同使用電動車是好的概念，可提供較綠色和寧靜的環境，而且

燃料費用亦低很多。但是，志成也表達了下列關注： 

(i) 車輛續航力偏低;  

(ii) 現階段未有足夠資料評估電動客貨車在保養期滿的維修費用；及 

(iii) 電動車價格偏高。 

4.2.4 為了撇除季節性波動的影響，這報告使用 12 個月移動平均值評估各車輛的燃料

效益趨勢。結果顯示電動客貨車的燃料效益有明顯改善，從首 12 個月的每千瓦時 3.88 
公里至最後 12 個月的每千瓦時 4.67 公里。這可能是由於司機逐漸適應電動客貨車的操

作所致。 

4.2.5 電動客貨車在試驗期最後幾個月的充電量可以達到電池的額定充電量，顯示電池

沒有因衰退而致儲電量下降。 

5 總結 

5.1 試驗顯示電動客貨車的燃料費比對比柴油車每公里低 1.06 元或 79%，總營運費

亦低 73%，但志成並沒有支付仍於保養期內電動客貨車的維修費。 

5.2 電動客貨車的司機對車輛操作並無問題。雖然有兩次非定期維修及五非定期維修，

電動客貨車的運作仍算順暢。而大部份維修牽涉試驗初期經常返回供應商的車房平衡電

池。因此，在 24 個月內電動客貨車損失的總營運時間達 51 天，可使用率為 93%，柴油

車的可使用率則接近 97%。 

5.3 在試驗期內電動客貨車的燃料效益有明顯改善，從首 12 個月的每千瓦時 3.88 公
里至最後 12 個月的每千瓦時 4.67 公里，增加了 20%。試驗顯示電動客貨車及其電池性

能表現維持穩定。 

5.4 試驗顯示，使用公共快速充電器多次充電，Micro-Vett Electric Doblo 在本地汽車

需用空調的情况下，亦可滿足使用者每日的里程要求。在試驗期內電動客貨車能符合運

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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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車輛的主要特點 

1. 試驗的電動車 

車輛牌照號  RM4064 
廠名： Micro-Vett 
型號： Electric Doblo 
類別： 輕型貨車 
車輛總重： 2,510 千克 
載客人数： 司機 + 四位乘客 
額定功率： 40 千瓦 
行駛里程： 190 公里（不使用空調） 
最高車速： 每小時 110 公里 
電池物料： 鋰聚合物 
電池容量： 44.4 千瓦時 
充電時間： 標準充電，9 千瓦，100%充電, 約 7 小時 
 快速充電，CHAdeMO 1.5 庫侖, 80%充電, 約 40 分鐘 
負載重量： 約 425 千克 

2. 對比的柴油車 

車輛牌照號  NL1405 
廠名： Land Rover 
型號： Defender 110 S/W (E) 
類別： 輕型貨車 
車輛總重： 3,050 千克 
汽缸容量： 2,402 立方厘米 
負載重量： 約 850 千克 
製造日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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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車輛和充電設備的照片 

1. 試驗的電動車和充電設備 

 
 

電動車(RM4064) 電動車錶板 

 

 
記錄充電量的可攜式瓦時儀表 志成在元朗辦事處裝置的充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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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比的柴油客貨車 

 

 

柴油車(NL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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