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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緣起 

終端市場成長緩 

2018年起車市成長趨緩，包括大國間貿易戰、全球輕型車測試規範上路、環保法規

趨嚴等問題，汽車產業正面臨智慧化巨大衝擊，產業鏈被迫改變。 

 
新科技融入智慧車市場 

大眾運輸網成熟、汽車共享服務崛起以及貿易戰為阻礙銷量成長因素，新興市場
中產階級崛起為銷量長期成長利多。 

 
產業供應鏈變革 

汽車產業正處於產品革命與產業轉型的時期，過往封閉的供應鏈出現缺口，台灣ICT

業者橫跨顯示、資訊、電能、車用晶片等領域，將具備全球最佳新車平台供
應鏈之角色，正可藉此時機整合，共同掌握巨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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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 TAD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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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2014-2021) 

2021年全球電動車(BEV及PHEV)銷售量達到675萬輛以上，較
2020年增長108%，佔整體乘用車銷售量的8.3%。在受到
COVID-19 疫情及車用晶片短缺的影響下，2021年全球汽車市
場雖僅微幅增長4.7%，但電動車的需求卻是逆勢大幅成長！ 

資料來源：EV-Volumes, EV-Sales、Argonne, Frost & Sullivan, ARTC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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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車產業轉型智慧化商機 

成長幅度大的潛在領域正是台灣半導體及ICT產業強項所在，如資訊娛樂
與通訊系統、車用顯示、車用晶片、智慧電子設備、ADAS、感測器等。 

中高度 
成長市場 

成長停滯
市場 

成長衰退 
市場 

資料來源：Deloitte Insight, TADA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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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宗旨 

推動與整合台灣ICT產業邁入先進汽車領域、提升國際競爭力， 

引領台灣車用科技供應鏈邁向下一個兆元新產業。 

政府部會、國際在台、電子及車輛產業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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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子及車輛產業強強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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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任務 

 •電子及資通訊產業技術和      

產品整合與跨業技術合作 

•     助益ICT產業轉型升級 

•     國內外企業參訪 

•     海外專業展覽參訪 

•     產業商機之國際推廣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 

•政府政策建言 

•產業服務網、會員電子報 

•研討會、論壇、座談會 

會務 

服務 

國際

合作 

研發

創新 

產業 

整合 

• 促進產學合作 

• 結合產/官/學/研能量 

      朝向新世代電能智駕 

      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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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 
技術顧問 
委員會 秘書處 

跨業交流與推廣分會 車用半導體 
技術分會 

智慧座艙及智駕 
技術分會 

電源/電力/電控 
技術分會 

黃崇仁    
董事長 

沈舉三 
秘書長 

賴哲彥 
總經理 

電動車充電 
系統整合 

陳建斌 
資深副總 

智慧座艙暨 
整合式顯示器 

王其國 
總經理 

智慧車晶片暨 
功率半導體 

吳盟分 
理事長 

車輛暨電子 
產業鏈結 

陳良基 
教授 

產學合作暨 
前瞻技術指導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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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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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成員 

理事長 

黃崇仁（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王其國（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賴哲彥（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事業處總經理） 
 陳建斌（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顯示策略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 
 吳盟分（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理事長） 

 陳良基（國立台灣大學 名譽教授） 

理事 監事 
 林宇涵（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林振銘（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葉儀晧（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盧超群（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忠傑（格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國章（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安正（信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蒙以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軟體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張笠 （台灣物聯網產業技術協會 秘書長） 
 林志隆（國立成功大學 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謝友銘（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車用產品事業總監） 
 何明洲（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譚仲民（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杜全昌（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電子及車輛產業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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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組成大類 

154名會員包括企業暨新創108名、法人暨學界教授21名、個人25名 

半導體及 

資通訊電子 

35% 

汽車生產及 

週邊智慧應用 

40% 

系統及 

機電整合13% 

車用標準及 

其他服務12% 

產業領域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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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企業及機構 

 資訊電子產業 

        (EMS業者，關鍵零組件業者，次系統業者) 

 半導體相關產業 

       (晶片製造、IC設計、封測、車用電子等) 

 網路通訊產業 

       (物聯網，車聯網相關產品技術及應用) 

 自動駕駛相關技術(ADAS、AI應用等) 

 車用感應裝置業者 

 智慧顯示及照明應用相關業者 

 相關學研單位(相關大學及教授) 

 相關研究法人機構 

 國際車廠或代理業者 

 汽車生產及零組件業者 

 汽車消費者體驗(使用情境)業者 

 車用軟體及資安應用業者 

 智慧交通及Mobility應用服務業者 

 電信服務業者 

 系統整合業者(軟硬整合) 

 機電整合業者(電源動力解決方案) 

 車用相關標準認證服務機構 

 相關重要公協會組織 

 對智慧車發展有興趣之個人及學生 

 促成資通訊產業與汽車業者之融合、提升跨界整合力量 
 聚焦產官學研資源之有效分工整合、鼓勵新創業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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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產業EV化之後供應鏈結構的改變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DIGITIMES，車輛中心ARTC整理, Jun. 2022. 

車輛產業正面臨百年
來的重大變革，隨著
車輛的電動化使得許
多資通訊產業不斷湧
入，勢必重新劃分車
輛產業供應鏈的上下
游關係和價值分配，
車廠如何有效地整合
產業的供應鏈，將是
一個重大課題。 



15 

台灣ICT產業四大優勢 

Infotainment 

Telematics 

* 汽車相關及機械產業聚落 
* 學界及研發技術法人單位 

智慧應用 

系統整合 

高速運算 

智慧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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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排程 

類別 計畫內容 預估期程 

會員活動 成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會 2021年12月 

工作會議 

技術顧問委員會會議(上半年) 2022年3月 

SIG工作會議(上半年) 2022年4月 

技術顧問委員會會議(下半年) 2022年9月 

SIG工作會議(下半年) 2022年10月 

國際交流/會展活動 

高雄智慧城市展智慧移動論壇 2022年3月 

台北國際電腦展台加(加拿大)智慧車論壇 2022年5月 

車輛產業發展趨勢及國內業者交流會議 2022年7月 

國際半導體展車用晶片論壇 2022年9月 

加拿大汽車供應鏈參訪團 2022年10月 

世界新車大展 參觀 2022年12月 

公共事務 產業白皮書及政策建言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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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推廣／活動辦理 

Sep 2022 



18 

國際推廣／活動辦理 

May 2022 Ma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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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推廣／活動辦理 

Oct. 2021 

Nov. 2021 Nov.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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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報導：成立大會 

De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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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報導：發起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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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報導：COMPUTEX論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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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分級表 

類別 名稱 對象 
入會費 

(首年繳納) 

常年會費 

(每年繳納) 
會員代表 

團 

體 

會 

員 

甲級會員 公司實收資本額達2億(含)以上 30,000 50,000 3位 

乙級會員 公司實收資本額達5千萬(含)以上，2億以下 20,000 30,000 2位 

丙級會員 公司實收資本額5千萬以下 5,000 10,000 1位 

新創會員 公司登記5年內之新創公司 2,000 5,000 1位 

非營利團體會員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學研單位等 2,000 5,000 1位 

個人會員 學術界、產業界 1,000 3,000 1位 

* 本會保留會員辦法修改、變更之權利，以官方網站（www.tatda.org）公告為準。 

http://www.tatda.org/
http://www.tat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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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Su  蘇俊樺 

TEL：(02)2576-2017 

Email：james@tatda.org 

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 

Taiwan Advanced Automo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ADA) 

www.tatda.org 

http://www.tatda.org/
http://www.tatda.org/
http://www.tatda.org/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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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姓名 系所 職稱 

國立台灣大學 陳良基 電機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蔡欣穆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邱煌仁 電子工程系 特聘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吳炳飛 電機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張振豪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南開科技大學 江昭龍 電子工程系 院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聖哲 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蘇慶龍 電子工程系 智慧電子產品中心主任 

南臺科技大學 唐經洲 電子工程系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林志隆 電機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暨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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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顧問委員會 
Technical Advisor Committee 

會長 陳良基 名譽教授 

為促進車用科技產學
接軌，委員會於2022
年3月及9月召開會議，
聚焦「產業出題‧學
界解題」，邀請產學
跨界會員交流分享實
務合作案例、探討未
來可行模式。 

學術界會員 

案例分享播放檔/1-南台科大唐經洲_輕(重)型車輛診斷系統 CAN OBDII J1939 橋接器 (20220321 Revised By l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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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業交流與推廣分會 
Cross Industry Collaboration SIG 

SIG工作會議 

 4月舉行第一次SIG工作會議 

 11月舉辦第二次SIG工作會議 

SIG經營方向 

 促進電子業與車輛業跨業合作 
 協助ICT產業車用POC落地應用 
 促成產、官、學、研資源整合與

交流合作 

工作會議：每年召開兩次工作會議，
協助會員交流需求、分享技術趨勢，
進而媒合與整合產品、技術、服務，
聚焦未來智慧電動車需求與規格。 

論壇活動：每年大型展會及會員活動
期間邀請國內外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會長：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吳盟分 理事長 
副會長：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蒙以亨 軟體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副會長 :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吳榮煌 董事長執行特助 



28 

車用半導體技術分會 
Automotive Semiconductors SIG 

會長：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其國 總經理 
副會長：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平 董事長 

每年召開2次工作小組會議，提供
會員/業者跨業交流平台，同時分
享新技術與趨勢，媒合/整合彼此
的技術與需求，同時明確對焦未來
市場之技術進展與規格定義。 

SIG會議 
 4月舉行第一次SIG委員會 

 11月舉辦第二次SIG委員會 

SIG經營方向 
 EV/AV/CV晶片開發與市場需求 

 功率既化合物半導體技術探討 



會長：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斌 顯示策略事業群資深副總經理 
副會長：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葉宗穎 總經理特別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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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座艙及智駕技術分會 
Smart Cockpit & Intelligent Driving SIG 

每年召開2~3次工作小組會議，會
員/業者分享交流彼此的需求，同時
分享新技術與趨勢，媒合/整合彼此
的技術與產品，同時明確對焦未來
的技術需求與規格。 

SIG會議 
 4月舉行第一次SIG委員會 

 11月舉辦第二次SIG委員會 

國際推廣 
11月結合TCA、TwIoTA、GloRa於日
本舉辦台灣創新技術研討會，邀請會員
廠商以智慧座艙及智駕為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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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電力/電控技術分會 
Power / Energy Control SIG 

會長：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哲彥 第八事業處總經理 
副會長：信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安正 總經理  

每年召開2次工作小組會議，會員/
業者分享交流彼此的需求，同時分
享新技術與趨勢，媒合/整合彼此的
技術與產品，同時明確對焦未來的
技術需求與規格。 

SIG會議 
 4月舉行第一次SIG委員會 

 11月舉辦第二次SIG委員會 

國際推廣 
TADA 會員組隊參加國內外展會 
以 協 會 主 題 館 展 出 會 員 能 量 
國內：4月國際車電展／E-Mobility 
國外：CES/歐/美/日相關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