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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汽車市場與車用扣件 
我曾聽到有人把車輛描述為「一台裝著車輪的中古世紀盔甲」。回想起

來，這比喻還蠻有趣的，因為盔甲和車輛這兩個東西都有保護人體的作用，

但保護的方式卻大不同。在設計上，盔甲要有彈性才能容納人體的動作，但

也要夠堅硬才能避免尖硬物品的穿刺。反之，車輛基本上就是一個堅硬的小

空間。基本上，這兩者的結構都是由多個堅硬零件組成並使用扣件接合起

來的外殼。作為設計的一環，整體的功能性是取決於扣件如何和其接觸到

的零件互動。

一台車輛用到的扣件數量遠多於需要用扣件來鎖緊的其他零件。粗估

每台車會用到六千到一萬個扣件的話也是差不了多遠的。當然這數量也取

決於車輛的構造，其中包括車底盤結構、單體結構、架空結構。

依車輛種類的不同，車身本體的剛性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獲得：電阻焊接

（點焊或接縫焊接）、（車頂的）硬焊、接著劑黏合、用於架空結構設計的自

沖鉚釘。此外，支架、螺帽、螺絲等等接合件會被裝上去，用於接下來的車輛

組裝。車輛在生產線上前進時，每個要組裝的物件都要用到某種接合裝置。

此外，由供應商提供或由他們裝在車上的每個預先組裝的組件，本身就會有

一個或多個扣件來組成一個組件。

在某些情況下，物件的壓接就是一種鎖固元件，或可能是由螺帽、螺

絲、墊片、鎖固裝置等等組成的多件式扣件。

表1顯示了汽車業自過去至今日每年生產約一億輛的成長趨勢。這代表
到了2020年會需要6億支到1兆支扣件。這還不包括車修市場的需求呢！

日期
車輛產量

（單位：百萬）
年成長率 趨勢

1960 – 75 15 – 45 2 二次戰後繁盛

75 – 80 45 – 38 -1.4 石油危機

80 – 00 38 – 58 1 全球投資基金的流向從工業轉向石油生產

00 – 15 58 – 91 2.2 中國的成長

15 – 18 91 – 95 1.3 經濟減速

表1.  1960~2018年全球汽車生產的成長率與趨勢

好了，以上是目前此刻的現況，但最重要的依舊是未來。分析師以數據

的收集使用和預測未來為本業。數據蒐集就好像占卜師手中水晶球的翻版，

而且是目前的趨勢，是經過驗證並廣為接受的一套用來推測未來的方式。

但造成悖離趨勢的某些因素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而且只有少數人直到問

題發生了才會注意到。因此這些意料之外的動向往往會導致最大程度的亂

象。筆者並無意比誰都還要向未來看得更遠，但想在本文中跳脫車產量與註

冊數量的框架，並提供筆者對汽車業界的觀點。

文 / Peter Standring

汽車生產趨勢，其成因
與影響
表2的時光軸列出一系列的事件，

它們影響著過去百年來全球汽車業的

走向。

100年前，福特透過導入組裝線、
全球化與工資條件，為公司的發展繪出

了藍圖。60年代到70年代的龍頭無疑
就是日本汽車業，靠得是他們的策略性

設計、生產和行銷。海嘯將全球多數的

摩托車製造商（不含日系廠商）一掃而

空之後，日本汽車製造商的車輛產品馬

上跟進了。它們馬上被拿來當作購物消

費的福利。作為標準，許多國產車內的

物件是被當作選配的附加物來販售。

隨後，無以避免的「貿易戰」在美

國與歐洲展開，直接促成日本移植的組

裝廠興起。這也帶來了一套觀念，即是

需要當地的原料來供應移植的工廠，並

因此引進了日系的周邊供應商來服務承

包商。這些新的供應鏈將當地的生產標

準拉高到日系移植工廠對其員工和當

地外包廠商要求的水準。整體的效果，

是透過採用或取得國際品質標準認證

來提升生產的品質與能力。

80年代，美國三大車廠砸下數十億
美元，期望將一切都自動化，試圖對日

本車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顧

問人士成功說服資深的高層主管，說日

本在汽車品質與可靠度獲得成功的秘

密就在於他們對自動化作業所做的投

資。不幸的是，由於沒有將控制器標準

化，美國工廠內許多複雜的自動化體制

之間無法溝通。當時日本比較不討喜的

是他們在製造業的成功是靠著將事物

簡化並做到零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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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成因 影響

1911
福特汽車走出美國並在英國曼徹斯特設立第一座
工廠1925年，福特在以下各地設立了廠房：歐
洲、南非、南美、亞洲和澳洲

全球化

1913 福特引進全球第一個汽車組裝線 量產

1920 福特一年生產了1百萬輛車 量產

1920
1940

美國有200家汽車製造商
美國剩17家汽車製造商

進行合理化改革

1960 – 75 年產量成長到3千萬輛 量產

1973
1981

石油危機。每桶油價從3美金上升到12美金
石油危機每桶油價上升到32美金

省油性

1970年代 燃油效率；車體更小；進口；關稅；移植工廠
省油性
全球化

1980年代
安全性較高的車輛設計與建構

自動化

車載重增加
量產

1990年代

輕量化

電子數據傳輸（端口研發/首選供應商）
降低（供應商的）成本（洛佩茲因素）
供應商的合理化改革（增加產出量──經濟規模）
平台共享
車輛結構（模組建構）
彈性化製造

省油性

進行合理化改革

2000年代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中國提供市場份額以交換技術移轉
按訂單生産
替代能源

全球化
量產

客製化
科技與市場的再
調整

2020年代

貿易戰
人口成長──多數人口居住在亞洲
氣候變遷
亞洲佔全球七成車輛產量
承包商的合理化改革
大型工廠vs.地方小工廠
車輛用零件進一步標準化
產量更高，生產者變更少
以市民為主的大眾運輸需求增加
個人使用車輛的自由受到限制

表2.  1991~2020年之後的汽車生產趨勢

自動化的製造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它確實有幫助提升產量和品質。因此

為了讓成本的花費有理，所有承包商都覓尋各種方式透過增加產品和讓各

種車款共用零件來增加需求。此外，通用汽車開始導入了削減成本的概念，

由羅培茲在90年代主導通用汽車整個供應鏈的降價緊縮。

90年代，承包商尋求擴大市佔率，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承包商併購案。這
直接促成併購者獲取並新增了更多車款，例如運動型休旅車、supermini車、
小型跑車等等。承包商透過共用零件以尋求合理化運用這些車款。此外，隨

著電子資料透過承包商的端口進行交換的模式獲得採用，「首選供應商」的

概念被引入了市場，其目標是要越少量越好。

承包商選擇小型車款時面對的主要難

題，是無法在現有的產線上組裝它們。因此

熱門車廠少量推出的敞篷車或旅行車，往

往是在0.5級供應商的廠內組裝。（所謂的
「0.5級供應商」，不是1級、2級，而是更高
級別，是介於零部件和整車之間的供應商。

這些規模大、能力強的零部件供應商具有

模塊化設計、開發、製造和服務等全方位功

能，與主機廠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這樣

的需求因為「彈性化組裝線」的發展和採

用而完全被消滅，彈性化組裝線可在同一

條產線上組裝不同車種和車款。在設計中，

「平台的共用」也獲得採用，接著是採用車

體結構的標準化，讓各個零件能夠合理轉

化成單元模組以及次級組裝件。

在剛進入21世紀之時，中國以及世貿
組織將它納入組織成員國的事實在當時是

汽車業界不願面對的大問題。當時中國有

150家汽車製造商，其產量只有全球的2%，
中國政府透過與國內合資夥伴企業結盟的

方式，提供非中國汽車製造商最高50%的
中國潛在市場份額。作為交換條件，中國政

府要求這些外國車商在中國只能生產最先

進的車款，並全面共享所有輸入到中國的

技術與訓練。

僅僅20年後，中國已成為世界對大汽
車生產國，它的國內市場預測規模比目前

的全球產出量大上四倍。

在21世紀中，中國以外的全球汽車製
造商都在埋頭研究發展「客製化」。透過電

子端口建立了即時（JIT）組裝線、彈性模型
組裝與受控的供應線之後，承包商自然而

然就會提供依訂單生產的車款來結束並完

成顧客與承包商之間的互動循環。選好任

何想要的車種、車款、顏色、引擎、變速箱、

等等，你就可以擁有一台自己設計的獨特

車款！對承包商來說，好處就是製程可以更

有組織化且可銷售多種選項。而事實是，光

是顧客選擇依單生產的E級賓士車就可能
提供1.3兆種不同的選項！

未來又是如何？
2019年秋季，所有汽車展示櫃似乎都

放滿了頂級新車款到預算範圍內的新車

款。從政策以及按單生產的技術能力來看，

這種狀況應該不會發生的不是嗎？這有個

簡單的理由來解釋。或許按單生產的體制

沒有吸引足夠的顧客應付7成的產量來達
到組裝廠目標的收支平衡點？

只有以足夠的產量來使建廠的成本開銷

有理，有效率的量產才會產生收入。產能一般

需在7成上下，過多或過少都會導致無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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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車有多少支扣件？
由於產製的車輛種類和車款廣泛，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會是

一個粗估的數值。表3中粗估了單體構造式小客車的標準扣件使用
量。每一台的用量大概就在6千到1萬支扣件之間，但由於大概有5千
支會是車身本體上的焊接處，所以即使估算每一台的用量到1萬支扣
件都還算是保守估計。顯然，未來幾年內車輛從燃油車過渡到油電

混合車再到全電動車，這樣的轉變會改變扣件的用量──油電混合

車增加，電動車變少？

扣件使用成本的估算也很複雜。舉例來說，降低接合處的數量會

節省時間和成本。但這必須透過增加產量來和設備的直接成本抵銷，

否則就會拉長回收期，而且還會難以計算整合進外包模組的扣件用

量，這些模組包括軸承、電動馬達、儀表板、感測器、安全系統等等。

但表3也讓生產車用扣件的廠商能評估更多事業機會或潛在威脅。

再往回看，表2顯示了佈及整個2020年的一些議題和事件。顯然，
人類的志向和成長顯示出一個追求繁榮的持續成長態勢。但歷史的

雲霄飛車往往會發生一些如表1所示的負面趨勢。這也發生在1975到
80年代的汽車業，因為當時油價上漲且投資基金的對象從工業化國
家轉向石油生產國。

至於2000年到2015年的成長期全然是因為中國興起成為汽車的
最大生產國和最大市場。2015年到2018年的降溫期可能顯示了一個
會持續下去的趨勢，除非表2所示的部分議題獲得圓滿的解決。因此
我向政治人物提議一個他們可能會想採用的簡單口號：「請救救我們

的未來，扣件業才能接手拯救您的未來。」

訂金。若發生此狀況，就會呼叫承包商的行銷部門來

提議汽車訂單並強加在不情願的品牌經銷權中。

不論產品有多麼令人嚮往，沒有顧客來買，它就

會變成一種債。租借車的崛起是承包商試著用來彌

平實際依單生產的產量亂象。對電腦輸入即時數據

就能簡單模擬出來的效率，只有在某個人有足夠的

緩衝庫存來減緩需求時，才能在現實中行得通。車

輛的每個環節都仰賴著鎖固住這些環節的扣件，因

此承包商與其供應鏈應隨時都對供應商給予尊重，

因為他們的地位特殊。

組件 估算的扣件用量

車身本體 5000

內燃引擎 1000

變速箱 500

懸吊系統/轉向系統 500

車座 500

電子裝置 500

儀表 300

內裝 500

安全裝置 500

表3.  單體構造式小客車的標準扣件使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