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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環境保護議題對未來之生活品質甚為重要，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時，不僅是單一地區的問題，最終將影響整個地球，此為全人類所面

臨之重要課題。 

汽車零件產品的回收再利用不僅對於環境保護有所貢獻，更可節

省消費者荷包支出，本研究除針對高單價零件深入調查介紹，更以圖

文並茂呈現如何修復之細節與費用比較。經本研究實際調查發現，目

前國內在運用及推廣汽車零件修理上並未普及，其主要阻礙有三： 

一、汽車修護廠所提供之資訊不透明 

二、汽車零件修理利潤較低 

三、修理耗時與客戶意願 

有鑑於零件修理之方式對於整體環境保護、汽車維修廠及消費者

皆有諸多益處，應大力推廣，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環境保護方面 

（一）環保意識之推廣 

（二）環保法規之強化 

二、汽車製造廠、修護廠方面 

（一）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二）零件修理之保固提供 

三、消費者方面 

（一）瞭解零件修理益處及具備環保意識 

（二）擴大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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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隨著全世界能源物料供給短缺，導致汽車零件價格節節上漲且居

高不下，而環境保護及全球暖化之議題亦受到全球重視，在嚴格環境

保護要求之下，有關資源回收、循環再利用及綠能開發，已逐漸被各

先進國家列為重要發展之政策，並透過區域交流、策略協定與國際合

作之模式落實執行之成效。 

車輛維修過程中，零件更換金額占相當高之比重，其中有部分係

屬高單價零件。而對於影響車輛維修成本之零件組成、供料方式(總

成或單件)及零件價格等相關問題，一般消費者不但無從比較，只能

接受，且無可能之議價空間。對此，如何契合及有效執行全球化之環

保與節能議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以及降低車輛維修成本之可行性

作法，零件修理及循環再利用顯然為相當重要之研究課題與方向。 

零件修理之倡導與推廣，不僅對於環保節能方面有所幫助，並可

降低社會大眾維修車輛之成本與費用支出，具有相當正面之影響，使

有限資源能有效再利用，以避免社會資源及保險資源之浪費。本研究

擬調查分析國內各大汽車廠牌高單價零件供應及維修方式，並對零件

修理之材質與構造加以瞭解，以作深入之研究分析，期能提供社會大

眾對車輛維修時有關高單價零件更換與維修之參考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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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伴隨產險費率自由化，所以汽車保險費率因競爭日益激烈

而下降，因此，也使汽車保險損失率逐年提高。由於汽車修理之工時、

工資及塗裝價格因各家業者而異，導致保險業在估算理賠費用時，無

一合理之參考標準，也進而影響汽車保險費率之釐訂。 

為保障消費大眾權益及提供消費者知的權利，並積極提升保險業

服務品質，實有進行汽車修理工資工時標準化研究之必要。因此，財

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自民國 98 年起，即邀請主管機關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及中華民國

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等代表，共同籌組工資工時專案小組，每年選

定特定議題進行探討研究，並將成果提供給保險業、汽車業、消費者

等社會大眾參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    

    為配合行政院金融改革專案小組保險工作小組研究汽車保險行

銷通路寡占問題，並為避免汽車修理工資不合理的調漲，損及消費者

之權益，特組成本研究小組，小組成員包括黃召集人民悅（華南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郭組長世樑(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

深專員)、陳清貴（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員）、陳孝悅（新安

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襄理）、陳組長遊烈（台灣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科長）、林文堯（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科長）、陳

組長國峻（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理）、王祥程(明台產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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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股份有限公司組長)、陳炳憲(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

長)、吳連發（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員）、鄭國宏（旺旺友聯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吳康綸（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科長）、林士銘(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一等專員)、何朝城（台

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專員）、徐俊輝（中華民國產物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專員），曹怡穎（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專員），並敦請消費

者文教基金會代表參與，藉由產險公會之平台以實地研究調查方式，

研究汽車再生零件之使用現況等資訊，供消費大眾、主管機關、學術

單位及保險業者參考，希冀藉由合理的理賠支出反映消費者公平合理

之保費負擔，期能消彌通路寡占所致不公平現象之一，以保障消費者

的權益。    

本專案研究調查步驟如下： 

一、調查分析現行國內各車系零件修復方式 

調查國內汽車零件修理之現況，以及各車型所提供零件修理之範

圍項目如：保險桿、汽車大燈、水箱、冷排散熱片、後視鏡、汽

車玻璃、鋁合金輪圈等零件修復過程進行分析研究。 

二、調查分析現行零件修理與更換新品零件價格之差異 

    探討目前國內汽車修護廠零件修理之費用、市場接受度、修理後

續服務是否有保固制度以及修理技術能力等因素影響。希望透過

本專案小組委員至各汽車修護廠實地瞭解修復過程及價格，並以

實際案例之研究方式，深度研究各項零件修理後之結構、品質、

安全、實用、耐用度與接受度，以提供社會大眾、汽車業及保險

業界有關車輛零件修護或更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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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高單價零件之修復及市場現行零件供應比較高單價零件之修復及市場現行零件供應比較高單價零件之修復及市場現行零件供應比較高單價零件之修復及市場現行零件供應比較    

一、高單價零件之修復 

高單價零件因其元件局部損壞但仍保有原有之功能，而該零件就

可以用局部元件更換或修復方式恢復原狀。其流程係經分解及依

序仔細檢查相關元件後，將其損壞不良元件更換，例如水箱之

上、下水槽、接管等，重新組裝後經耐壓測試，確認其功能符合

正常後重新安裝於車輛上。本次專案所進行調查現行汽車市場高

單價零件之項目有汽車氙氣頭燈、保險桿、水箱、冷排、後視鏡、

汽車玻璃、鋁合金鋼圈等，其中有部分零件之價格經調查了解高

達數十萬元，惟若有其分件可進行修復或透過專業維修廠商整

修，其金額可節省許多。以下就所調查之各高單價零件進行分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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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單價零件之修復流程及價格研究分析比較 

（一）保險桿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1.一般汽車保險桿修復流程基本上有以下六個步驟 

� 拆裝分解清洗 

� 破裂修補打底 

� 下底補土粗磨 

� 二度補土細磨 

� 色漆噴塗作業 

� 安裝組合拋光    

    

    

    

    

    

    

    

 

 

前保險桿零件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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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保險桿破損(FRP) 

破斷外面接合 

破片重新補回固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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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片重新補回固定(2) 

破斷內面重新接合補強 

初土塗布後須置放陰乾 

下底補土粗磨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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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土粗磨後之階段 

下底補土粗磨作業(2) 

保險桿專用補（細土）

二度補土細磨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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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桿專用二度底漆噴塗後整平平平平

二度補土細磨作業(2) 

色漆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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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桿修復金額說明 

目前因節能和美觀設計，多數保險桿為塑膠和玻璃纖維製

品，碰撞時容易受損變形，因此保險桿的防撞效果差，輕微

受損或高單價者可以送修，國產車型金額約800~1,500元，進

口車型約2,000~3,000元，該金額約為新品價格的10~20%。 

 

 

 

 

 

 

安裝組合拋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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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燈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1.一般大燈修復流程基本上有以下五個步驟 

� 大燈周邊防護包覆 

� 粗水砂布鏡面霧化 

� 鏡面霧化初步拋光 

� 鏡面細部拋光修正 

� 鏡面拋光修復完成 

 

 

 

 

 

 

 

大燈總成零件分解圖 

穩壓器 本體 

HID 燈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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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燈鏡面刮損 

粗水砂紙鏡面霧化處理 



 15 

 

 

 

 

 

 

鏡面霧化初步拋光作業 

鏡面細部拋光修正作業(1) 

小海綿砂輪機細部拋光後 

中海綿砂輪機大部霧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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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細部拋光修正作業(2) 

鏡面細部拋光修正作業(3) 

使用海綿砂輪機整平拋光 

小海綿砂輪機細部拋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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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拋光修復作業完成 

鏡面拋光修復作業完成 

大燈修復後恢復原來光彩透亮的模樣 

鏡面拋光完成後使用清潔溶劑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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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燈修復金額說明 

壓克力材質鏡面刮損修復時，先將受損部份霧化後使用粗布

砂輪機粗修及細布砂輪機打磨，最後用海棉砂輪機拋光。壓

克力大燈鏡面厚度約為3mm左右，屬於淺層受損者可修復。

修復金額約800~2,500元左右，約為新品價格的10%。    

（三）水箱、冷排散熱片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1.一般水箱、冷排散熱片修復流程基本上有以下四個步驟 

� 水槽栓柱週邊清潔 

� 加熱栓柱焊接固定 

� 焊接表面細部修正 

� 強度測試滲漏檢查    

    

水箱修復流程 

 

 

 

溫度感知器 

水箱總成 

水箱零件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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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上固定栓座斷裂 

固定栓柱加熱焊接(1) 

常見水箱固定栓斷裂但並未漏水 

使用塑膠條加強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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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栓柱加熱焊接(2) 

固定栓柱修復完成 

水槽屬於塑膠材質故輕微損壞可以黏接 

使用熱風槍將表面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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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排散熱片修復流程 

 

 

強度試驗滲漏檢查 

冷排散熱片零件分解圖 

散熱片總成 

上固定橡皮 

下固定橡皮 

加入壓縮空氣 

密封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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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排散熱片導管破損 

乙炔燒焊修補作業(1) 

加熱破損處準備燒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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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燒焊修補作業(2) 

強度試驗滲漏檢查 

高壓縮空氣管路 

壓縮空氣連接管 

使用鋁條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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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箱及冷排散熱片修復金額說明 

水箱及冷排散熱片安裝於汽車的正前方，碰撞時容易受損變

形，因造價不斐往往形成消費者的負擔，若輕微受損或高單

價者建議修復，國產車型金額約 1800～2,500 元之間，進口

車型則約 3,000～4,000 元，且依受損狀況而定，修復金額約

為新品價格的 20%左右。 

（四）修復價差與成本比較表 

一般新品高單價零件與零件修復之價格成本差異，經調查發

現落差約在六倍至七倍之間，尤其高價進口車型，其價格落

差愈大，以進口車型為例說明其價格差異如下： 

單位/元 

項目 新品零件價格 修復金額 修復／新品百分比 

保險桿 約50,000~100,000 約2,000~3,000  約5% 

HID大燈 約80,000~160,000 約 3,000~5,000  約3~5% 

水箱 約30,000~50,000 約 2,000~4,000  約10% 

冷排 約30,000~50,000 約 2,000~4,000  約10% 

                                             

（五）汽車後視鏡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後視鏡主要目的在於駕駛車輛時，能藉由後視鏡瞭解車後狀

態，使駕駛人可掌握後方之行車狀態，以預防交通事故的發

生。現行各車系後視鏡已朝向更為科技化及人性化之功能設

計(例如：電動可折、除霧、防炫、方向燈…等功能)。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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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零件如遇損壞，汽車修理廠常以其結構精密無法修復為

由，進而說服消費者以換新處理。 

事實上，後視鏡修護技術門檻甚高，各車商針對該零件在修

復上亦僅能做到大部分解而已。惟後視鏡專修廠在長年經驗

累積下，其技術已可做到細部分解，再行組裝，而修復後經

測試，其品質亦已達相當成熟度。 

1.後視鏡損壞常見型態 

後視鏡(總成、鏡片)最常見之損壞型態多因遭受意外碰撞或

惡意破壞拉扯所致，相關說明如下 

(1)因意外碰撞角度不同，損壞的情形亦不同，常見損壞型

態有： 

 

 

 

 

 

 

後視鏡三角基座斷裂 

斷

裂

處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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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折疊轉動齒輪及內襯受損 

基

座

破

損

齒輪破裂 

馬達內襯龜裂與破損 

齒輪座破損 

基

座

斷

裂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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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失竊所致，常見損壞型態有：    

 

馬達內襯基座破損 

基

座

破

損

替

換

新

品品品品

後視鏡內線路遭剪斷 

修復後新品 

受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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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鏡片馬達基座受損 

受

損

處

替

換

零

件
修復後新品 

控制鏡片的基座受損 

修復後新品 

基

座

受

損

替

換

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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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鏡片破損 

            高價進口車在鏡片上皆有除霧、防炫的設計，其精密度甚

高，受損後實難以修復。 

2.後視鏡維修方式 

現行後視鏡專修廠針對後視鏡局部損壞維修多係以更換細

部零件為主，相關零件之取得，可分自行開模生產細部零組

件及回收損壞之後視鏡予以分解後，取其完整之分件，加以

整修留存備用；另亦會依其零件損壞狀況進行維修，相關維

修方式有鑲嵌、焊接、修改。 

 

細部零件介紹如下： 

 

 

 

軸心內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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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齒輪基座 

軸心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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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基座 

轉動馬達 



 32 

 

 

 

 

3.後視鏡送修注意事項 

(1)評估維修金額與零件更換金額 

(2)評估受損狀態是否足堪修復 

(3)專修廠提供之保固期間    

4.維修金額與零件金額的差異 

進口車系車型種類繁多，各車商常因原廠零件價格調整或匯

差…等因素，致零件價格有所波動。因此各車商會不定期調

整其價格。經調查國內高價進口車後視鏡零件及維修金額比

較如下： 

    

           

齒輪轉動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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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廠牌 後視鏡總成 鏡片 修復金額 

BENZ 約 40,000~50,000 約 18,000~22,000 約 5,000~6,500 

BMW 約 35,000~50,000 約 15,000 ~22,000 約 5,000~6,500 

AUDI 約 20,000~25,000 約 15,000 約 4,000~5,000 

VW 約 10,000~15,000 約 4,000~7,000 約 4,000~5,000 

LEXUS 約 15,000~20,000 約 6,800 約 3,000~5,000 

                                               
註一：後視鏡換新及修復價格，並不包括相關拆裝工資。 

註二：以上所述換新及修復所列之金額為一平均金額值，實際之金額依廠牌、車

型而有所不同。 

註三：後視鏡總成不含鏡片。 

 

（六）汽車玻璃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汽車玻璃依位置分前檔、後檔、車門窗戶。 其中前檔是膠

合強化玻璃，其他位置為強化玻璃，中間沒有黏膠。 

1.膠合強化玻璃 

在兩片或數片的成型玻璃中，夾以接著力強的 PVB 中間膜，

再將其加熱壓，使其貼合而成為高安全性玻璃。中間膜本身

具有極佳的透明性、強度、耐貫穿性、耐熱性及抗紫外線等

特質，倘若玻璃受到強烈衝擊破裂時，因其與強韌的中間膜

黏著在一起之故，使玻璃僅出現裂紋，而不致有破片飛散的

危險。同時其有極佳的耐貫穿性，可防止衝擊物之貫穿，是

一種非常安全的玻璃。中間膜通常使用於汽車之前擋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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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擋玻璃、天窗、及防彈玻璃等。 

2.強化玻璃 

將素板玻璃加熱至接近軟化點溫度，再均勻吹送冷空氣，使

玻璃表面具壓縮層，克服玻璃壓縮強張拉弱的缺點，其抗靜

態破壞力的強度，較一般玻璃約高 3~5 倍，對於急遽溫度的

變化，其耐熱性亦優於一般玻璃數倍，是一種強度極高之玻

璃。但遭擊碎時會整個破裂成很多小塊的碎玻璃而變得不透

明，而通常碎片不會非常尖銳，而是會裂成像方塊狀的碎

片，比較不會割傷人。因此，多用於汽車前檔外之其他地方，

如後檔、車門窗戶及天窗上，故其仍具有極佳之安全性。 

3.防彈玻璃   

顧名思義就是可防止子彈射穿的玻璃，其厚度及重量當然是

最大最重的，而價格也是最貴的。其與一般車輛玻璃之最大

不同處，除了加厚的強化玻璃外，玻璃中間會夾一層強化透

明樹脂，以加強其堅硬度。 

4.輕量化壓克力玻璃 

此種玻璃大多用在改裝賽車上，因為賽車在零、配件重量的

要求上是錙銖必較的，就連汽車玻璃也不例外，而壓克力比

玻璃重量輕上許多，碎裂也不易割傷人，不過有不耐刮的缺

點。 

車輛玻璃之厚度大多不一樣，而完全取決於車廠針對車輛之

需求進行設計，因此，各車種各有不同，就以目前台灣市面

上普遍之車種而言，前擋厚度多在 4.5mm~5.5mm 之間，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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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車窗約 3.5mm~5.5mm 之間，因應市場需求及相關玻璃技

術之提升，未來車輛玻璃將會更為安全，而厚度亦將會有越

來越薄的趨勢。    

5.汽車玻璃損壞常見型態 

 

 

 

 

  

牛眼型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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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與星狀裂痕 

裂痕型 

裂 損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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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汽車玻璃修復過程說明及消費者接受情形 

汽車玻璃破損在一般消費者觀念上，多半只知道以換新處

理，但近年來因媒體報導及網路資訊流通，汽車玻璃修復技

術已漸受消費者知悉，此項修復服務亦使消費者能有更多樣

化之選擇。玻璃修復可將玻璃上的破洞、裂痕等修補至十分

不明顯的程度，並可幾乎完全恢復玻璃原本的強度，且延長

其使用壽命而減少更換的頻率，對於動輒數千元的轎車前

擋、上萬元的遊覽車窗或建築物外牆玻璃的破損，是最為經

濟並有效的維修方法。以下針對一般汽車玻璃修復過程進行

說明。 

 

星狀裂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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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玻璃修補過程： 

(1)受損狀況 

 

 

 

 

 

遊覽車左側玻璃刮傷，造成兩片玻璃損壞 
右邊窗壓破產生約四十公分的裂痕 
左邊窗有一道約三十公分長的玻璃表面刮傷    

約三十公分裂痕 

約四十公分裂痕 

約四十公分裂痕 

此裂痕是可以用修補方式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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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復過程： 

 

 

 

用電鑽在裂痕尾端距離一公分處鑽一個洞，再輕擠
壓裂痕尾端，使其再往後裂至所鑽的洞，以此動作
止裂 

鑽此止裂 

灌入藥劑 

使用玻璃修補工具，把空氣吸出並將藥劑灌入裂

痕縫隙中，直到藥水充滿整條裂痕為止 



 40 

 

 

 

 
 

用塑膠片隔絕空氣 

用透明塑膠片將裂痕蓋住，使藥劑與空氣隔絕 

紫外線照射 

玻璃修補藥劑的特性為當其與空氣隔絕後
施以紫外線照射後則會硬化 

硬化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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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刀片 

以專用刀片刮除玻璃表面硬化後的藥劑，此時 

裂痕縫隙已充滿硬化藥劑，將玻璃緊緊黏牢 

左邊未修補處 

修補處 

補好的裂痕在陽光下幾乎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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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式損壞修補後之結果    

 

 

 

 

 

 

粉碎型與星狀裂痕，修復完成照 

 

粉碎型與星狀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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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摘自美國專業汽車玻璃修補中心） 

 

牛眼型與單線裂痕 

 

受損處遠照受損處遠照受損處遠照受損處遠照    

受損處近照受損處近照受損處近照受損處近照    

牛眼型與單線裂痕，修復完成照 

修復處遠照修復處遠照修復處遠照修復處遠照    

修復處近照修復處近照修復處近照修復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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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車玻璃修復具有 

○1「省錢」-比換玻璃便宜，亦可保住原有前檔之隔熱紙。 

○2 「安全」-修補後不會影響其玻璃之強度。 

○3 「效果好」-破損修補後呈透明狀，幾乎看不出來。 

○4「降低風險」-更換若施工不當會產生漏水，用修補可

減少此風險。 

○5「經濟環保」-使用修補可減少更換所產生之廢料問題。 

近年來透過媒體報導及網路資訊流通，汽車玻璃修補技術已 

漸受消費者知悉，且業者表示，若消費者進廠經評估其受損是可 

修補處理的，多數消費者都能接受以修補方式之修復建議，而業者

亦提供一定期間之保固。 

7.汽車玻璃換新與修復之價格差異比較 

                                                  單位/元 

廠牌 玻璃換新之平均金額 玻璃修復之平均金額 

BMW 約 30,000~46,000  約 1,000~2,000  

BENZ 約 30,000~60,000 約 1,000~2,000  

VW 約 20,000~45,000  約 1,000~2,000  

AUDI 約 16,000~45,000  約 1,000~2,000  

TOYOTA 約 3,000~10,000 約 800~1,200 

NISSAN 約 3,000~10,000 約 800~1,200 

FORD 約 3,000~10,000 約 800~1,200 

註一：玻璃換新金額僅為玻璃零件之金額，並不包括相關拆裝工資。 

註二：以上所述換新及修復所列之金額為一平均金額，實際之金額依廠牌、 

車種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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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汽車鋁合金輪圈修復流程及價格分析比較： 

車輪的發展已將近三、四千年歷史，由最早的石頭、木製品、

近代的鑄鐵輪圈，到現在輕量鋁合金輪圈。過去十餘年前的

車子，大部分為鐵圈加外蓋，鋁合金輪圈在當時是屬於奢侈

品，除了進口高級車外，國產車根本不可能會有此項配備。

今日由於技術之進步、成本之降低，各車廠所推出的汽車大

部分會將鋁合金輪圈列為標準配備。以下就針對輪圈材質做

介紹：  

1.鑄鐵輪圈 

早期鑄鐵輪圈係使用砂模鑄造成型，目前則大部份使用鋼板

成型。由於重量重加上不美觀，故近年來多已不再使用。 

2.鋁合金輪圈 

鋁合金輪圈的成型方式有鑄造、鍛造及鋁板成型三種，製造

方式因各廠牌之技術而異，鋁合金輪圈之優點除重量輕外，

其亦可以增加散熱效果，提高輪胎壽命，故現多為一般車廠

所採用。 

3.鎂合金輪圈 

鎂合金輪圈比鋁合金輪圈輕約 35％，目前在歐洲很受歡迎，

但由於其耐蝕性比鋁差，且製造成本高，故尚未得到大量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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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鈦合金輪圈 

使用高溫超塑性之獨特成型法製造，重量比鋁合金輪圈更

輕，由於成本高、價格昂貴，目前只用在賽車上。 

5.損壞常見型態說明 

鋁合金輪圈損壞原因多係由駕駛疏忽擦撞、碰撞或交通意外

事故所致損壞，一般常見之損壞型態如下： 

 

 

 

 

 

 

 

 

 
停車不慎致鋁合金輪圈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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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致鋁合金輪圈破損 

擦撞致鋁合金輪圈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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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鋁合金輪圈修復機具介紹 

 

 

 

 

 

 

 

輪圈修復機台 

輪圈真圓修復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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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汽車鋁合金輪圈修復過程 

本案例為鑄造面鋁合金輪圈，因該車為進口高價車，該鋁合

金輪圈換新之價格昂貴，故經車廠建議以修復方式處理。 

 

 

 

 

 

 

 

 

鑄造面鋁合金輪圈受損 

 

鑄造面鋁合金輪圈受損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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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真圓、刨平、刨光等修復後狀
況 

透過車床進行真圓、刨平、刨光等
修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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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與修復後比較 

補土修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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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漆、噴金油 

修復完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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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過之鋁合金輪圈仍有一定的強度，因此，安全上絕對不

會有問題，鋁合金輪圈的真圓度誤差大約在 0.5mm 以內，所

以在高速行駛時也絕不會抖動 。 

一般消費者對於鋁合金輪圈之材質、強度、平衡及真圓度多

不了解，以鋁合金輪圈本身的真圓度及平衡為例，這是一般

消費者未發覺之重要事項。輪胎加鋁合金輪圈在換裝後，店

家一定會做輪胎鋁合金輪圈靜態平衡，查看鋁合金輪圈真圓

度及平衡，鋁合金輪圈平衡不好，不僅影響行駛中汽車之穩

定性，如高速行駛時，方向盤亦會抖動，而致汽車輪胎不正

常磨耗。由此可知，消費者在選購更換鋁合金輪圈時，除考

量其外觀外，對於強度、真圓度及平衡，更應加以注意以免

影響行車之安全。 

汽車鋁合金輪圈之損壞修復，在國外先進國家如美國、日

本、德國等國家早已行之有年，在正確專業的修復下，鋁合

金輪圈使用上絕無安全上之顧慮，而以往鋁合金輪圈之修復

一般多由汽車維修廠轉送，近年來由於改裝盛行加上網路資

訊的流通，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相關討論區，查詢到有關鋁

合金輪圈修復之資訊，而修復品質亦多被消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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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汽車鋁合金輪圈換新之價格 

單位/元    

廠牌 汽車鋁合金輪圈單輪換新之平均金額 

BMW 約 30,000~46,000 

BENZ 約 30,000~60,000 

VW 約 20,000~45,000 

AUDI 約 20,000~45,000 

TOYOTA 約 4,000~10,000 

NISSAN 約 4,000~10,000 

FORD 約 4,000~10,000 

                                          

9.汽車鋁合金輪圈修復之金額 

單位/元    

輪圈尺寸 回復真圓 鋁合金輪圈烤漆 

15 吋以下 約 700 /輪 約 1,800/輪 

16 吋 約 800 /輪 約 1,800/輪 

17 吋 約 1,300/輪 約 2,000 /輪 

18 吋 約 1,800/輪 約 2,000 /輪 

19 吋以上 視情況報價 約 2,500/輪 

註一：汽車鋁合金輪圈換新金額僅為其輪圈本體之金額，並不包括 

相關拆裝工資。 

註二：以上所述換新及修復所列之金額為一平均金額，實際之金額依 

廠牌、車種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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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現行市場上高單價零件修復研究分析 

目前國內各大車商及車輛修護廠，對於汽車高單價零件之修 

復可分為委外與自力修復二種。委外協力廠是利用回收損壞的零 

件拆下附件或自行開模之附件進行整修，並由資深專業技師負責 

維修，故維修品質值得信賴。自力修復則是正廠技師使用原廠供 

應之附件進行修復，但修復與否端賴原廠是否供應單件材料而 

定，故維修之自由度較低。 

（一）新品附件零件 

1.正廠零件：原廠供應，品質優良有保障，但價格較為昂貴。 

2.非正廠零件：由材料商自行開模生產或新品零件拆解其分 

件，因價格平易且品質亦已漸受消費者肯定。 

（二）修復方式 

原受損零件修理：係指僅針對損壞之零件進行修復作業，經

驗豐富之委外協力廠商技術能力高，修復品質較佳，而價格

也相對低廉。 

（三）汽車高單價零件修復方式比較表 

 

分類 供應商 品質 保固期間 價格 

正廠附件零件  原廠 優 約一~三年 偏高 

非正廠附件零件 專業商 尚可 約半年 較低 

原受損零件修理 --- 中上 無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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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就高單價零件而言，更換損壞之附件零件與再生

零件性質類似，但兩者在修復處理上有其明顯之差別。零件

修理乃係指針對有異常的元件作更換之動作，使其恢復原有

的功能。例如大燈修復流程中，因總成零件單價較高，鏡面

受損時需特別注意損壞之程度及狀況。可依個別零配件供應

情形作附件之換新或直接進行修復。以進口車為例，HID大

燈一般拋光修復之價格約1,500 ~ 2,500元，保險桿破損以黏

接方式修復，不需更換總成件。國產車型修復價格一般約為

800 ~ 1,500元，進口車型約1,500 ~ 2,500元左右。    

（四）修復之品質與保固： 

現行市場上之專業維修廠商對於零件修復品質與保固期間

而言，多以修復日起算半年或依里程數 6,000 公里為限，且

依何者先到為準。因於修復上僅就損壞元件進行更換或原損

壞零件進行修復，一般於保固上，多無相關書面規範，故容

易引發消費者疑慮。但優點是消費者可以節省汽車維修之費

用支出。而進口零件部分，由於係代理商直接進口，零件來

源證明無虞，相形之下，與其更換總成零件而浪費資源並影

響環保，不如響應環保並可節省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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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環境保護議題對未來之生活品質甚為重要，當某地區環境受到嚴

重破壞時，不僅是單一地區的問題，最終將影響整個地球，此為全人

類所面臨之重要課題。 

臺灣地區人口稠密，機動車輛及工廠甚多，以致能源消耗量大，

垃圾量增加，環境污染與破壞已成為國人環保意識最為關心的切身問

題。環境污染所引發的糾紛不斷，進而群眾抗爭，成為社會、政冶、

經濟的問題，也成為新聞的焦點。 

雖然台灣的環境保護觀念在政府、企業界及民間已形成共識；然

而台灣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甚低，垃圾又遽增．公共運輸無法滿足民

間需求，個人機動車輛不斷成長，造成環境保護工作困難。欲提升國

民生活品質及後代永續生存，台灣環境保護仍有待政府與全民共同努

力。世界各國均注重環保議題亦注重產品的回收再利用，而回收再利

用機制亦是資源再生重要的一環，不僅對於環境保護有所貢獻，對消

費者亦有以下益處： 

一、延長車輛使用年限 

汽車製造廠於各車型停產後，零件供應庫存量有其年限，因此，

當車輛使用年限越久，零件的取得也越不容易，最後終將導致無

零件可更換之窘境，進而被迫將車輛報廢，致使車輛修護廠亦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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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此維修商機。所以零件修理再運用亦可增加消費者維修車輛之

意願，進而延長車輛使用年限。 

二、降低車輛維修成本 

據統計整體車輛維修費用當中，更換零件之費用占整體費用比重

相當高，而現行車輛設計日新月異且有許多高單價零件，故零件

修理若能廣泛運用，將可大幅降低更換零件之頻率，進而降低車

輛維修成本，減輕消費者之負擔。 

經實際調查研究後發現，目前國內在運用及推廣零件修理上並未

普及，其主要阻礙有以下三點： 

一、車修護廠所提供之資訊不透明 

汽車修護廠通常不會主動向消費者解說車輛零件損壞之原因，對

於是否可用修理方式處理，通常亦不會告知或建議，而只會告訴

消費者零件損壞不能修理，或是採修理方式既沒有保障且有可能

會造成危險，而因一般消費者大多對車輛零件材質不瞭解，只能

相信修護廠建議更換新品零件。所以在一般汽車修護廠維修資訊

不透明，且同時追求高利潤及省時、省力之情況下，往往在遇到

零件損壞時，汽車修護廠就採直接更換總成件方式處理，而不是

將零件拆開來修復，而一般消費者亦無從取得相關資訊進行比較

與瞭解。 

二、汽車零件修理利潤較低 

汽車修護廠之所以不願意用零件修理方式來修復受損零件，其主

要原因在於所獲得之利潤比更換新品零件所獲得之利潤減少許

多，故汽車修護廠主動提供零件修理方式之意願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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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理耗時與客戶意願 

汽車零件修理所費之時間較長，亦是修護廠不願主動告知消費者

的另一主要原因。在台灣寸土寸金情形下，一般修護廠空間通常

不大，而空間的使用對修護廠來說是生財重點，在這種營運條件

下，修護廠為達到空間之有效利用，自然會建議消費者更換總成

件以縮短維修時間。再者，消費者也有使用車輛的需求，所以通

常修護廠不願意主動提出可用維修方式處理，因更換零件可能只

需一天就可完成交車，若是用修理方式可能所需的時間會拉長至

3 ~ 5天甚至更久，所以一般消費者也會聽從汽車修護廠的意見採

用零件更換方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有鑑於零件修理之方式對於整體環境保護、汽車維修廠及消費者

皆有諸多益處，故零件修理之採用應大力推廣，但實務上推行起來卻

有許多困難及阻礙，尚須仰賴汽車修護廠與消費者等方面溝通配合才

能有效推行，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環境保護方面 

（一）環保意識之推廣 

國內環境面臨日益增多的產品廢棄物破壞而資源卻日益短

缺之問題，此嚴肅議題需政府大力宣導，使企業及社會大眾

感受環保問題與切身息息相關，並喚起社會大眾之責任感，

使所有人都具有環保意識而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為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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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留下一個好環境。 

（二）環保法規之強化 

藉由環保法規之規範，導入「產品延長責任」、加強「製造

者責任」、「污染者付費」等觀念，並且獎勵回收再利用等

措施，設置零件維修品質檢驗及認證機制，為消費大眾把關

並保護車主與社會大眾之安全。 

二、汽車製造廠、修護廠方面 

（一）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應提升對於環保責任之認同度，並從產品設計研發到生

產製造，都應考慮到後續維修及回收之機制，不可一昧的生

產新產品而忽視舊產品之處理，每項零件均應設計分件供

應，善盡企業環境保護責任。 

（二）零件修理之保固提供 

修護廠對於零件修理方式及方法，應提供一定期間之保固，

以增加消費者使用之意願及信心，並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三、消費者方面 

（一）瞭解零件修理益處及具備環保意識 

汽車零件修理對環境保護有一定之貢獻，消費者也應對零 

件修理相關益處有所瞭解，且應具備環保意識，以善盡環 

境保護之自身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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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消費需求 

任何產業能夠成長並蓬勃發展，必須依賴消費需求之擴大，

消費者如能接受零件修理之觀念後，需求才能提升，並進而

促使廠商提供更完善之零件修理技術與品質，使採零件修理

之維修方式得以持續推廣。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後續之研究期望與發展後續之研究期望與發展後續之研究期望與發展後續之研究期望與發展    

本次專案研究之資料收集彙整與市場資訊調查分析，盼能喚起消

費者對環境保護之意識，並有效降低維修費用之支出，且爲推行零件

維修相關制度之建立有所助益。最後期待藉由零件修理費用較低之誘

因，養成消費者對零件修理維修方式之信賴，而爲地球環境保護盡一

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