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電力為生活加力
對於BC司機來說,使用電力驅動的車輛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容易。 無論您是居住在城市、山區、沿海還
是北部,駕駛電動汽車不僅可以實現,而且也方便。

電動汽車價格適宜
確實如此。 它沒有皮帶,沒有
火花塞,沒有機油和廢氣,保養變
得輕而易舉。 此外,充電的成
本對比添加燃油降低了約75。 
電動汽車能節省你的經濟開
支。

電動汽車適合所有人
不只是豪華車,也有負擔得起的
電動車型。 不僅限於城區內駕
駛,鄉村社區也有充電站。 不
僅僅可在家附近辦事,還可以進
行公路旅行。

電動汽車很容易
睡覺時在家充電,購物時在副食
品商店充電。 在寒冷的天氣
時,對汽車進行預熱,而不會讓汽
車空轉從而產生有害廢氣和耗
費燃料。 用電的生活就是一種
簡單的生活。

查看目前在卑詩省可選的電動汽車

不同車型-都在這裡!既有電動家庭轎車和電動SUV,也有電動跑車和電動揭背車。 這麼多可選車型一定讓你驚喜,
真令人興奮！

無論哪種車型契合您的生活方式,在卑詩省都可能有電動汽車選項備選。 充電站網路的分佈也在不斷拓展,在卑詩
省各地進行公路旅行的可行性在不斷提升。

檢視市面上所有製造商和型號 “清潔卑詩 應用電能” 計劃對電
動汽車的補助減免

https://www.plugshare.com/
https://www.plugshare.com/
http://www.emotivebc.ca/wp-content/uploads/2021/01/EVs-in-BC-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goelectricbc.gov.bc.ca/#rebates


您想了解的有關電動汽車
的全部信息以及更多內容

電動汽車有點新（其實並非如此，有史以來
第一輛電動汽車製造於1890年)。它們花了一
段時間才趕上我們現在的步伐。因此，您可
能會有很多問題，很多人和你一樣。以下是
有關電動汽車的一些正確信息，可以幫助你
做出適合自己的決策。

你懂得越來越多...

電動汽車目前發展迅速，我們在這里為您提供最新信息。

在卑詩省我們擁有一個持續擴張的充電站分佈網

公共充電站的網絡分佈相當廣，並且在整個卑詩
省（包括更多的鄉村地區）持續增長。電動車的
駕駛從未如此簡單。

更多有關卑詩省的充電基礎设施的資訊：

尋找充電站

CleanBC Go Electric “清潔BC 應用電能”電動汽車充電
站的補助減免

電動汽車会減少廢氣排放

在卑詩省，大部分電力來自於可再生能源。電動
汽車具有高效能，以至於無論採用哪種發電方
式，它們產生的廢氣排放量均少於燃油汽車。電
動汽車的生命週期總排放量要比燃油汽車低得
多，而其電池在卑詩省就可以回收利用。

瞭解更多有關卑詩省電動汽車對環境的影響的資
訊：

電動汽車是加拿大氣候變化解決方案其中一部分

有關電動汽車排放的研究

卑詩省的回收公司，Retrievtech 

https://www.plugshare.com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goelectricbc.gov.bc.ca/#rebates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goelectricbc.gov.bc.ca/#rebates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july-2018/electric-vehicles-as-part-of-canadas-climate-change-solution/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pluginbc.ca/electric-vehicles-and-emissions/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www.retrievtech.com/
https://youtu.be/-XIt2qcPLLM
https://youtu.be/nWUzRfTGbT4


電動汽車可以開遠路

大多數電動汽車每次充電的續航里程為300-
600 公里（供參考：我們大多數人每天平均駕駛
行车50 公里。它們也可以從任何電源插座充電，
因此電源耗盡的可能性很小, 尤其在高速公路快
速充電站網絡不斷擴張的情況下。

電動汽車為你節省費用

電動汽車的操作和維護費用都比燃油汽車便宜，
因為它們無需更換皮帶或者火花塞，並且擁有更
少的管路和流體。另外，駕駛電動汽車的電力成
本遠遠低於燃油車的燃料成本。

瞭解有關電動汽車成本的更多資訊：

總持有成本

購買和持有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可以適用於冬季駕駛

雖然寒冷的天氣會影響電動汽車的行駛里程，但
事實證明，電動汽車在冬天時非常堅實。在寒冷
天氣下電動車的一些優勢包括：在冬季時電動馬
達不會產生難以啟動的狀況。它們在任何狀況都
可以啟動。而且，您可以在插入電源的情況下進
行預熱，而不會產生昂貴的空轉消耗。

瞭解更多有關寒冷天氣時電動汽車性能的資訊：

寒冷天氣時電動車的車主

BC省冬季狀況下的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正在成為主流

卑詩省的《零排放汽車法案》需要更多的新置車
輛實現零排放，這意味著獲得認證的電動汽車經
銷店的數量在不斷增長中。製造商正在為各種不
同生活模式的人們設計相關車型（包括卡車和
SUV 。未來將是電的時代。

瞭解更多有關卑詩省已有的電動汽車的資訊：

已有電動汽車型號

零排放汽車法案

 CleanBC Go Electric “清潔BC 應用電能「電動汽車應用
計劃」

瞭解有關充電和里程的更多資訊:

在卑詩省日常駕駛電動汽車

尋找充電站

充電基本常識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www.moneysense.ca/spend/shopping/auto/are-electric-vehicles-the-new-economy-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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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9D3QszpF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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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auto&tl=zh-TW&u=https://pluginbc.ca/charging/


電動汽車的行駛在高速公路
足夠快嗎？

 電動汽車充電需要多久？

在哪裡可以找到充電站？

常見問題

電動車能行驶多遠？ 當代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通常為300至600公里。 好消息是,快速充
電站在充電站分布網路中很少相距超過100公里。

絕對沒問題！電驅動的馬達以其高扭矩和即時動力傳遞特性而聞
名。這意味著您一定會為馬達電機的推動力度之強勁感到吃驚。您
會被擠壓向座椅，在高速公路上超車也不會有任何問題。這點我們
承諾。

這取決於您的汽車電池大小以及所使用的充電站類型。通常，您可
以通過三種不同的方式為電動汽車充電：

第3 級
最快的方式。它也被稱為直流快速充電器（DCFC ），或者在特
斯拉中，它被稱為超級充電器。充電時間取決於幾個因素，例如
汽車電池的大小和汽車的容量功能。從電量完全用盡到充至
100 ％，平均需要大約一個小時。電動汽車的充電禮儀規則在快
速充電站很重要。我們建議您將充電時間縮短至30 〜40 分鐘之
內，以盡量減少其他人的充電等候時間。

第2 級
這些充電器在家庭、工作場所、購物中心和社區中心最為普及，
在這些地方您可以較長時間離開汽車。在這裡每充電一小時，可
以增加30-40 公里的里程。

第1 級
這種是最慢的充電方式，通常使用車輛的慢充電電纜和標準的
110v 牆體式電源插座。每充電一小時，約可行駛8 公里里程。
此充電方式可用於在工作或在家中時，為日常駕駛恢復電能。

整個卑詩省都有。查找公共充電站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一些針對充電
站的應用程式。這些應用使您可以篩選電站類型，實時查看充電站
狀態以及查看用戶反饋。



可持續發展的通勤交通工具
#”以電為生”故事集

Sandra 和 Paul 居住於溫哥華, 在他們尋找一款新車時, 他們很想投資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通勤交通工具商。 他
們希望盡可能減少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因此他們被電動汽車所吸引。

保羅說:「燃油汽車會將大部分能量作為熱量散發出去。 電驅動的馬達比燃油更高效,
關於電驅動的一切邏輯都更合乎情理。 為什麼還要製造配有那麼多零件的燃油車,而實
際已經不再需要它們呢?” - Paul| 電動車車主

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是寶馬的車主。 他們決定將租賃的燃油汽車換成帶增程器的BMW i3。 除了減少廢氣排放的性
能,他們還被 i3 巧妙的車身設計所吸引,這些設計減少了塑膠的使用。 i3 的操控性和扭矩, 以及增程器所提供的靈
活功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程器作為一款兩缸的車載發電機,可以在有需要時使用燃油為電池充電。 

他們的i3電池續航里程為 180 公里,因此增程器將不會在日常駕駛時發揮作用。 Paul將這輛汽車作為一個可持續
的上班交通工具來使用,可以將其插入普通的 110v 電源插座進行充電。 儘管他們在家中安裝了2 級充電站,但他
們發現工作場所中的常規插電式充電站幾乎能涵蓋了他們的所有充電需求。 保羅計算得出,每行駛 200 公里,電費
約為4.50 美元,而且幾個月來一直不需要使用燃油增程器。 

他們已經駕駛電動汽車,在華盛頓州、惠斯勒和菲沙河谷旅行。 自從擁有了 i3 以來,他們已經注意到電動汽車的日
益普及,並期待在諸如惠斯勒這樣的熱門目的地設立更多的充電基礎設施。

駕駛 i3 讓 Sandra 和 Paul 對電力驅動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信念。 儘管他們仍然有另一輛燃油汽車,但他們希望用
另一輛電動汽車來取代它。 可持續交通方式是目前首要考量因素,因而他們渴望看到下一代電動汽車將在材料和電
池方面帶來任何改進。

您有 #LiveElectric “依電為生” 的故事要分享嗎?請在 emotivebc.ca 上告訴我們。

http://emotivebc.ca
http://www.emotivebc.ca/


電動汽車資源庫

社區外聯激勵計劃

Emotive社區外聯激勵計劃是由
BC省政府資助的，為社區和卑詩
省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和資金，以
幫助電動汽車的外聯推廣。

CleanBC Go Electric “清潔卑詩 
應用電能” 計劃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清潔卑詩 
應用電能”（CleanBC Go Elec-
tric）計劃和相關政策鼓勵並加快
電動汽車的推廣應用,以帶來環境
和經濟效益 。

BC Hydro卑詩水電公司

Power Smart智能用電:請參閱卑
詩水電公司關於購入、充電和駕
駛電動汽車旅行的相關指南。

Fortis BC 燃氣公司

Fortis BC燃氣公司通過拓展卑詩
省的電動汽車充電站數量,來幫助
客戶利用清潔能源出行。

Plug-in BC插電卑詩

插電卑詩(Plug-in BC)是一個面向
菲沙河流域、與政府,行業,社會團
體,事業單位協作的委員會。 它圍
繞整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插電
式汽車及其充電提供各種資訊和
支援。

尋找充電站

瞭解不同類型的公共充電器,在哪
裡可以找到它們,以及如何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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