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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推動綠能產業減少碳排放為全球共識，促使具備降低碳排放及能

源供給可多元選擇之低碳綠能運輸工具，其市場及產業發展逐漸受到

各國重視，國際上日漸認同以電動車輛取代燃油車輛，除主要先進國

家提供購車補助、賦稅減免等市場措施外，車輛工業國家如德國、英

國、印度等甚至研議立法，以生產電動車輛取代汽柴油車輛，機車生

產國家如：荷蘭、印度、日本等，並透過中央與地方投入整合性計畫

資源，期帶動電動二輪車輛產業、設施環境及營運服務等全面性發展。 

產業趨勢及市場需求帶動下，國際間針對電動機車及其能源補充

設施安全與規格化等需求日益重視，相關國際標準之訂定亦如火如荼

展開中，大廠如 BMW、Honda、Yamaha、Bosch、Samsung 等，亦紛

紛投入電動機車及智慧車載通訊相關產業布局規劃，揭櫫車輛電動化

已逐步由環保政策新思維，導入到車輛產業及市場轉型之落實階段。 

臺灣為機車高度使用國家，機車為多數民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

交通工具，具有深度之內需市場，亦造就臺灣於半世紀以來成為全球

主要機車生產大國，擁有國際級之研發與製造大廠，及完備之零組件

供應能力，可結合國內先進之 ICT 電子資通訊技術，掌握全球趨勢投

入電動機車產業發展。 

經濟部為推動電動機車產業發展，歷年來運用技術輔導、市場推

廣、補助媒合等，帶動車廠投入多元化產品開發、建立商業營運模式

及關鍵組件自主等，電動機車已由初期短程代步，近年深入至都會通

勤、公務、旅遊及其他商業用途市場，政府資源持續強化帶動下，產

銷規模可望持續擴大。 

展望未來，本計畫擬透過跨部會強化購車及使用誘因，推動產業

鏈整合、打造友善使用環境、推動創新營運模式、推動高性價比車款，

協助產業競爭力提升，多管齊下擴大市場規模、提升產業競爭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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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臺灣成為全球電動機車生產及創新營運示範基地之產業發展願景。 

一、國際現況 

聯合國2015年12月12日於巴黎召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次締

約國大會，會中通過巴黎氣候協議(簡稱 COP21)，擬將全球平均溫

升控制在2℃內，各國莫不積極規劃透過改善工業、運輸部門等，

以達成全球溫室氣體減量之共識目標。 

國際上日漸認同以電動車輛取代燃油車輛，德國聯邦參議院建

議2030年起，取消汽柴油、混合動力等內燃機引擎車輛於歐洲道路

車輛行駛之型式認證(type approval)，挪威(2025年)、英國(2030年)、

荷蘭(2025年)和印度(2030年)相繼研議立法以電動車輛取代汽柴油車，

以減少碳排和空污。目前除臺灣外，荷蘭、法國、德國、美國、日

本、印度與印尼等國家，為鼓勵電動機車使用，亦提供購車補助或

賦稅減免等鼓勵措施，如表1所示。 

表1、主要國家電動機車鼓勵購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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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機車領導大廠 Honda在日本財務省支持下，擬協助日本郵

政開發郵務電動機車，除導入車輛定位資訊提高配送效率，並利用

現有全國2.5萬個郵便局，設置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如圖1所示。日

本機車大廠 Yamaha，近期宣布加入埼玉市「E-KIZUNA」計畫(發

展能源應用+新世代交通)，亦規劃建立換電站網路，並開發換電車

款。 

 

 

圖1、HONDA規劃以換電為基礎開發郵務電動機車 

 

車輛電動化趨勢下，機車大廠如BMW、Honda，除致力投入內

燃機引擎技術提升與輕量化開發外，亦同時將電動機車納入下世代

車輛發展選項。車電與通訊大廠如：Bosch、Samsung亦投入智慧車

載模組開發，期以智慧化創造產品差異。 

 

圖2、大廠投入智慧車載模組開發期創新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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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城市近期亦紛紛與營運商合作導入電動機車，發展都

會區共享租賃，如巴黎、柏林、布魯塞爾、舊金山、巴塞隆納、臺

北等，營運規模皆持續放大，有助於減少都會區交通壅塞。 

 

圖3、全球主要城市發展電動機車共享租賃 

 

 

圖4、車廠布局海外市場 

二、國內現況 

國內電動機車產業推動，始於行政院環保署於98年起實施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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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排放標準，經濟部推動以電動機車替代50cc 二行程機車市場，

建立國內整車設計、組裝能力，期間於100年亦配合產創條例實施，

相繼將電動機車納為「產業發展綱領」、「經濟部2020產業發展策略」

等產業發展重點項目，揭櫫政府致力推動綠色運輸工具產業發展。 

為建立電動機車關鍵組件供應鏈，經濟部於103年至106年持續

提供購車誘因，推動創新營運模式、開發高性能電動機車、建立關

鍵零組件供應鏈，持續推動產業精進。 

電動機車歷年來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運用市場補助、賦稅減

免、產業輔導、示範與推廣等引導下，促成電動機車數量逐步成長，

並帶動整車及相關零組件產業發展，初步奠定國內電動機車產業發

展基礎，相關成果如下： 

1.推廣及商機媒合 

(1) 電動機車年推動數量自98年27輛起逐步增長，於104年首度突

破1萬輛，105年更倍增至2.1萬輛，106年至7月底已推動約1.3

萬輛，預期至年底可提升至3.5萬輛，使國內電動機車累計數

量超過9.8萬輛。歷年推動數量詳如下圖5所示。 

 

圖5、國內電動機車增長情況 

 

(2) 經統計98年迄今受補助電動機車用途，以通勤(學)代步使用占

比最高約77.7%，其次為旅遊租賃約占13.4%，其他商務用途

(如宅配、外送、業務推廣等)約占7.5%，公務服務約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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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受補助電動機車用途分析 

(3) 國內電動機車業者自105年底開始供貨 Bosch 集團旗下子公司

營運商 COUP，投入柏林與巴黎都會區共享租賃，目前已供

貨電動機車1,600輛，107年度更以8,000輛為目標，未來可望

持續擴大銷售營運範圍。 

 

圖7、臺灣電動機車供貨柏林與巴黎都會區共享租賃 

 

 

2.訂定電動機車國家標準 

(1) 為確保電動機車符合性能與安全要求，經濟部於98年訂定

「經濟部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規範」，包含35個測試項

目，100年已協助標準檢驗局轉為13項 CNS國家標準，包含

整車8項、鋰電池3項、充電系統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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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經濟部建立電動機車測試規範與標準 

(2) 整合工研院(電池)、車輛中心(車輛)及電檢中心(充電系統)

測試開發能量，建立「電動機車聯合測試實驗室」，協助車

廠開發多元型式電動機車，歷年已輔導包括中華、光陽、

臺灣山葉、睿能等車廠，開發小輕、輕型與重型電動機車

等多元性能車款，如下圖9所示。 

 

註：各車廠僅列代表車款 

圖9、輔導車廠開發多元性能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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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國產供應鏈 

(1)一般組件可自主供應：燃油機車產業完整，共用組件如車身、

轉向、煞車、避震等已具自主能力。 

(2) 關鍵組件逐步建立產業供應鏈：103年至106年推動分階段建

立國產關鍵組件供應鏈，輔導車廠與國內馬達、電池業者合

作開發電動機車，迄今9家51款通過經濟部測試認可，包含小

輕9款、輕型32款與重型10款。已帶動電池組、電池芯及其材

料、電池管理系統、馬達組裝、定轉子與控制器等產業供應

鏈建立。 

 

圖10、國內電動機車產業鏈發展進程  

4.推動商業營運 

103年起輔導營運商發展車電分離、旅遊租賃與公共租

賃等創新營運模式，截至106年7月底，運行車輛數逾2.5萬

輛。推動情況詳如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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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推動商業營運 

5.打造友善使用環境 

(1) 截至106年7月底，推動法人於公共場所建置充電、換電設施

約1,60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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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電站部分：主要設置於全國各地之機車維修救援據點、景

點、社區等，累計約1,300站。 

(3) 換電站部分：因應車電分離(買車租電池)逐漸為機車主流市場

接受，業者投資建置換電站，數量顯著成長，目前主要分布

於6都及西部縣市之加油站、賣場、交通場站等，累計約300

站。 

 

圖十二 

圖12、目前換電站分布情況 

6.開發高性能電動機車：已輔導開發10款100cc-125cc 性能等級重型

電動機車通過TES測試認可，截至106年7月底累計補助超過2.3萬

輛。 

 

圖13、開發高性能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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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評析 

歷年來政府跨部會發展電動機車，已初步奠定產業發展基礎。

為加速產業成長，經檢討推動上主要遭遇問題，說明如下圖14： 

 

圖14、電動機車產業當前遭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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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景目標 

一、推動願景 

考量節能減碳為國際趨勢，及盱衡各主要先進國家逐步以積極

行動鼓勵綠能運具使用，以政府政策力量持續引導電動機車產業發

展，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實有其必要性。 

本方案將整合現有電動機車產業基礎，善用臺灣電子資通訊技

術能量、成熟的機車設計開發、生產測試新營運服務模式，並建構

低碳生活環境，提供民眾兼具交通移動效率及綠能環保趨勢之系統

整合方案的最佳選擇，實現臺灣成為全球電動機車整車及關鍵組件

主要生產國及創新營運示範基地之願景。 

 

 

圖15、建立臺灣成為電動機車生產及創新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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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為電動機車整車及關鍵組件主要生產國： 

1. 推動5年新增產銷22.6萬輛電動機車。 

2. 訂定充電及換電共通產業規範並與國際市場接軌，

提升國際競爭力。 

3. 建立電動機車、零組件、能源補充設施與創新系統

整合服務方案之供應國家。 

4. 推動海外結盟設廠，切入東協等新興國家市場。 

(二)成為電動機車創新營運示範基地 

1. 建立全球密度第一的電動機車能源補充網，累積建

置充電與換電站達4,910站。 

2. 帶動國營事業與車廠合作投入電動機車產銷、維運

與設施建置經營，發展電動機車完整服務。 

3. 建立電動機車投入郵務及停車收費應用之示範案例。  

 

二、推動目標 

本計畫經整合經濟部、交通部、環保署、內政部和相關業者意

見，規劃未來5年電動機車產業發展藍圖，擬以5大策略：推動產業

鏈整合、打造友善使用環境、推動創新營運模式、推動高性價比車

款、提高購車與使用誘因，規劃於107至111年由經濟部結合交通部、

環保署、內政部等各項必要措施(參考策略、措施與部會分工表)

共同推動下，可達成新增產銷電動機車22.6萬輛及增設充電、換電

站設施3,310站，及開發共通零組件車款、國營事業與車廠合作發展

創新營運服務、開發高性價比車款等目標，推動目標如圖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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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推動目標 

 

三、預期效益 

(一) 質化效益： 

1. 提升臺灣電動機車國際競爭力：訂定可與國際接軌

之充電、換電共通規格，並輔導車廠開發共通零組件

車款，協助電動機車產銷逐步達經濟規模，有助提升

海外市場競爭力、擴大產業鏈規模。 

2. 打造電動機車友善之使用環境：採充電、換電併行

發展，並訂定共通產業標準，鼓勵產業共同發展、創

造競爭力。並擴大充電、換電站布建，以強化充電、

換電站設置安全及提高分布密度，打造友善之電動機

車使用環境。 

 



15 

3. 提供多元選擇提高購車意願：目前市面125cc 等級

電動機車售價約7.4萬元-12.8萬元，較125cc 燃油機車

(6萬元 -8萬元 )高，致對性能要求不高，有意願購買電

動機車民眾，無合適車款可選擇，影響民眾購車意願。

如能推動車廠逐步降低車價，並推出精巧型車款，提

供民眾更多選擇，將有助於提升民眾購車意願。 

(二)量化效益： 

1. 本計畫預計5年推動約22.6萬輛電動機車，可帶動 PM2.5

減量22.9公噸，每年減碳量逾2.9萬公噸，相當於74座大

安森林公園年吸碳量。 

2. 促進新增產值約新臺幣500億元及就業人口約2.1萬。  

3. 促進電動機車產銷量朝機車年銷售量10%目標發展，及

連結前瞻交通研究發展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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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措施及作法 

本方案之推動策略措施係因應產業面臨問題進行對策，包括「推

動產業鏈整合」、「打造友善使用環境」「推動高性價比車款」、「推動

創新營運模式」及「提高購車與使用誘因」等5大策略，策略及措施

詳如下圖17所示。 

 

圖17、電動機車推動策略與措施 

 

一、推動產業鏈整合 

(一)推動產業鏈整合，深化產業並強化供應能力： 

1. 導引專業製造商投入發展：促使專業電機業者進行

馬達開發，傳統燃油車廠或零組件廠投入整車開發。  

2. 專注車型設計提升附加價值：結合並善用既有燃油

機車供應鏈，在車電分離的發展模式下，促使各廠商

專注於車型與智慧功能的開發設計，以提升產品競爭

力並與燃油機車進行區隔。 

3. 電動機車零組件關鍵企業輔導：針對電池、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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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及智慧化系統等指標性廠商進行品質及技術輔

導，並透過與車廠合作開發，以提升整體電動機車產

業競爭力。 

 

(二)海外拓展帶動產業升級 

1. 指標性城市或觀光地區推動：結合外貿單位與政府

駐外單位，協助廠商於歐美日等指標性地區進行示範

推動，以提升國際知名度。 

2. 配合南向政策設立營運據點：由於電動機車整車出

口至東協國家的關稅約40%，國內車廠擬出口電池、馬

達等 KD件，並結合東南亞地區供應鏈進行整車組裝，

以降低關稅成本並擴大整車產能；另車廠將於印度及

泰國等地建立營運據點，以擴大車輛銷售，並進而提

高臺灣零組件業者之出口商機。另車廠將於越南與當

地業者合作，生產電動機車，並外銷至其他國家，提

升我國電動機車外銷量。 

 

圖18、推動產業整合作法及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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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友善使用環境 

(一)訂定充電、換電共通產業標準 

1. 訂定充電、換電設施安全產業標準。 

2. 訂定充電、換電共通規格產業標準：成立充電及換

電產業聯盟 (SIG)，凝聚業者共識共同朝與國際接軌方

式制定充電及換電介面產業標準。 

 

圖19、訂定充電、換電共通產業標準 

(二)能源補充設施布建 

1. 提高能源補充設施密度：107年至111年增設3,310

站能源補充設施，包含充電站與換電站，累計能源補

充設施達4,910站。 

 

 

圖20、打造友善使用環境作法及時程規劃 

三、推動創新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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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車廠與國營事業合作建立能源解決方案 

1. 整合車廠與國營事業，共同建立產銷、維運至充電、

換電完整服務。 

2. 建立營運資訊管理平台，蒐集能源補充及車輛運行

大數據，經營能源補充設施營運。 

 

圖21、推動車廠與國營事業合作建立新營運模式 

(二)推動車廠將營運模式整案輸出國際 

1. 擴大整案輸出、結盟設廠轉進東協、開發新興市場

等，供應全球綠色運輸城市需求。 

2. 能源補充及車輛運行大數據分析，建立客制化營運模

式，期打造臺灣成為國際電動機車營運大數據營運中心，

俾利海外輸出、創新商機。 

(三)協助國營事業建置能源補充設施 

1. 經濟部爭取國發會公共建設預算，運用國營事業場

站建置能源補充設施1,000站。 

2. 鼓勵國營事業建置能源補充設施：經濟部以石油基

金補助建置費用之49%、國營事業出資51%。 

四、推動高性價比車款 

(一)建立共通電池組、馬達及一般零組件推動平台 

1. 推動使用共通電池組，並於5年內推動電動機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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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達經濟規模，以提高電池交換營運之經濟性。 

2. 促使電動機車業界合作，針對電池芯、充電接頭、

馬達與車架的共通化發展，以擴大零組件的經濟規模

並降低成本。 

(二)推動車廠逐步降低車價，並推出精巧型車款 

1. 重型(100cc 至125cc 性能等級)車款：以補助前7萬

元以下為目標，透過推動車廠使用共通電池及共通零

組件，降低整車製造成本，使售價由7.4萬元降低至7萬

元以下。 

2. 小輕 (約50cc 等級 )以下車款：以補助前4.5萬元為

目標，透過推動車廠使用共通電池及共通零組件，降

低整車製造成本，另促使燃油機車廠利用既有之生產

及供應鏈優勢，有效降低成本，並投入小功率馬達及

單顆電池(續航力約50公里)車款開發。 

 

圖22、推動車廠逐步降低車價並推出精巧型車款作法及時程規劃 

 

 

 

五、提高購車與使用誘因 

(一)強化管理措施 

1. 新增電動機車專屬號牌：交通部新增電動機車專屬

號牌，加註電動車字樣，以提升電動機車識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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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範空氣品質維護區得限制燃油機車使用：行政院

環保署檢討修訂空污法，授權地方縣市政府得視需要

劃定空氣品質維護區，禁止或時段性限制汽柴油車輛

進入。 

3. 修訂建築技術規則要求停車空間預留能源補充設施

管線：內政部修訂建築技術規則，強制新建建築物供

停車空間之樓層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規定，留

設電動車能源補充設施管線，以因應未來電動機車之

充電需求。 

4. 強化停車管理措施鼓勵電動機車，減少高污染機車

停放：交通部協調地方政府將公共停車場及路邊停車

場劃入空氣品質維護區，藉由高污染機車停車管理措

施強化維護空氣品質，如：採行差別費率，針對高污

染機車提高費率、電動機車提供優惠費率。 

(二)投入場域示範 

1. 補助遊客使用電動機車：交通部補助離島遊客租賃

電動機車，104年補助1,327人次，105年補助22,155人

次，補助比例增加約16.7倍。除持續鼓勵租賃業汰換電

動機車、補助離島遊客租賃電動機車外，已規劃花東

地區遊客租車補助100元，辦理期程自106年延長至109

年。 

2. 推動郵務車使用電動機車：交通部推動中華郵政於

106年採購627輛電動機車供郵務使用，預計107年底規

劃308處郵局節餘場地，以出租方式供廠商設置能源補

充設施，供一般民眾使用。 

3. 協調地方政府規範執行路邊停車收費業務使用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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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 

(三)完善使用環境 

1. 補助營運商建置能源補充設施：經濟部補助營運商

建置能源補充設施金額以不超過49%為原則，推動電動

機車能源補充設施數累計達4,910站以上。 

2. 臺鐵、高鐵等長途大眾運輸場站設置能源補充設施：

交通部推動於臺鐵、高鐵等長途大眾運輸場站共51站

設置能源補充設施。 

3. 檢討逐步提高公有停車場電動機車停車位比例：交

通部因應城鄉差異檢討電動機車停車位設置數量與比

率，電動機車專用停車位規劃設置比率隨持有比率逐

年提高、配合換能源補充設施設置路邊電動機車停車

位、前瞻基礎建設停車場補助將要求至少10%電動機車

停車位。 

(四)提供購車誘因 

1. 全國一致性補助購置電動機車：經濟部補助全國購

置電動機車，小輕每輛7,200元、輕型與重型10,000元。

使用國產電池芯及其負極材料、電解液及銅箔之電動

機車，每輛額外補助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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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行政院環保

署補助全國淘汰及新購電動機車，小輕與輕型5,000元、

重型7,000元(106年至108年，補助金額逐步遞減)。 

3. 免徵電動機車出廠貨物稅：財政部自106年1月28日

至110年12月31日，免徵電動機車17%出廠貨物稅。 

(五)提升車輛設計 

提升電動機車設計：經濟部將先就可行性進行平古，如需

交通法規配合時，再請交通部協助，如：鼓勵開發利於拖

吊之車體或設備、裝設事件資料紀錄器 EDR、研發國產連

動式煞車系統 CBS 以降低電動機車售價、外接式警報器納

入機車內建設備、朝向自主研發機車防鎖死煞車系統 ABS、

智慧化車輛安全管理及發展三輪機車等。 

 

圖23、提高購車與使用誘因作法及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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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部會分工及經費需求 

一、部會分工 

依據本計畫推動策略、措施及主、協辦機關分工權責，將推

動策略、措施及部會分工整理如下表2。 

表2、推動策略、措施及部會分工表 

推動策略 推動措施 
主辦 
機關 

協辦 
機關 

1.推動產業鏈整合 
1.1推動產業鏈整合，深化產業並強化供應能力 經濟部  

1.2海外拓展帶動產業升級 經濟部  

2.打造友善使用環境 
2.1制定充電、換電共通產業標準 經濟部  

2.2能源補充設施布建 經濟部  

3.推動創新營運模式 
3.1推動車廠與國營事業合作建立能源解決方案 經濟部  

3.2推動車廠將營運模式整案輸出國際 經濟部  

4.推動高性價比車款 
4.1建立共通電池組、馬達及一般零組件推動平台 經濟部  

4.2推動車廠逐步降低車價，並推出精巧型車款 經濟部  

5.提高購車與使用誘

因 

5.1新增電動機車專屬號牌 交通部  

5.2規範空氣品質維護區得限制燃油機車使用 
行政院環

保署 
 

5.3修訂建築技術規則，要求停車空間預留能源補充設

施管線 
內政部  

5.4強化停車管理措施，針對電動機車及高汙染機車停

車採差別費率 
交通部  

5.5補助遊客使用電動機車 交通部  

5.6推動郵務車使用電動機車 交通部  

5.7協調地方政府規範執行路邊停車收費業務使用電動

機車 
交通部  

5.8補助營運商建置能源補充設施 經濟部  

5.9臺鐵、高鐵等長途大眾運輸場站設置能源補充設施 交通部  

5.10檢討逐步提高公有停車場電動機車停車位比例 交通部  

5.11全國一致性補助購置電動機車 經濟部  

5.12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機車 
行政院環

保署 
 

5.13提升電動機車設計 
經濟部、

交通部 
 

 

 

二、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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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經費需求：107年至111年總經費需求新臺幣72.46億元，

總經費需求表如下表3： 

表3、總經費需求表 

經費項目 總計 

全國一致性購車補助(註1) 21.44 

能源補充設施補助(註2) 40.02 

電動機車及其能源補充設施輔導開發(註3) 11 

總經費 72.46 

註1、全國一致性購車補助： 

(1) 經濟部能源局「石油基金」補助重型及輕型每輛10,000元、

小輕每輛7,200元，另針對提升國內電池芯及其負極材料、

電解液及銅箔產製能量者，每輛得額外補助2,000元，總計

需經費21.44億元。 

(2) 補助電動機車數量比率以重型55%、輕型15%及小輕30%

估列；另提升國內電池芯產製能量之車輛數比例 107年

15%、108年16%、109年16%、110年17%、111年17%。  

註2、能源補充設施補助： 

(1) 能源補充設施5年共建置3,310站，需經費40.02億元，經費

來源包括： 

˙國發會公共建設預算：協助國營事業建置能源補充設施1,000

站，需經費20億元。 

˙經濟部石油基金：提高石油製品售予石油煉製業者之石油輸

入平均價格比率，增加石油基金並挹注至能源補充設施補助

經費，需經費20.02億元。 

(2) 充電、換電站經費計算基準： 

˙充電、換電站之補助數量比例：考量近年換電站增設遠高於

充電站，爰初步以充電站10%、換電站90%進行估列，經濟

部得依產業發展及市場需求滾動式修正。 

˙充電、換電站每站金額：充電站每站金額約32.34萬元，每站

約有4個充電柱，每站約服務12輛車，平均每輛車約使用3.3

萬元充電站建置費用；換電站每站金額約188萬元，每站服

務約55輛車，平均每輛車約使用3.4萬元換電站建置費用。 

註3、電動機車及其能源補充設施檢測標準開發：經費來源如爭取產創平

台計畫等，需經費11億元。 

 

(二 )分年經費需求：依總經費表及計算基準，規劃之分年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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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表詳如下表4。 

 

表4、分年經費需求表 

 

 

伍、推動機制及管考 

一、 本方案將整合跨部會資源，推動提升臺灣電動機車產業國際競

爭力，創造施政亮點及成為全球典範，將推動業者建立更為完

整之充電及換電設施環境、發展創新營運模式，及跨域合作結

盟創造加值服務等，提供製造業轉型升級服務業之契機，以提

升成長動能。 

二、本方案推動由行政院交辦經濟部每年定期召開方案檢討會議，

以稽核控管各單位推動進度及成效，並適時調整推動策略及作

法，相關推動成果適時陳報行政院或於行政院會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