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締造世界第二佳績的高應大阿波羅五號
--第九屆世界太陽能車挑戰賽
應科所艾和昌所長提供
＜前言＞
甫於八月初拿下日本「2007 鈴鹿太陽能車 F1 耐久賽」第二名的國立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高應大)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於 10 月 26 日中午抵達南澳阿德雷德市
(Adelaide)，隨即經引導至該市中心的維多利亞廣場接受民眾歡呼，成功完成第
九屆世界太陽能車挑戰賽，並以總累計時間 34 小時 59 分鐘、平均時速 85.69 公
里完成縱貫澳洲中部荒漠全程 3021 公里，勇奪冒險組第二名佳績，再次讓我國
製造的太陽能車在世界造成轟動。
＜內文＞
澳 洲 政 府 舉 辦 的 第 九 屆 世 界 太 陽 能 車 挑 戰 賽 今 年 正 逢 20 周 年
(http://www.wsc.org.au/)，吸引來自世界 17 個國家 59 支車隊參加，本屆大會依太
陽能車製作規則將與賽太陽能車分成三組：挑戰組有 18 支車隊、冒險組有 20
支車隊、另有綠艦組 21 支車隊，挑戰組為本屆新增組別，所製作之車型較小，
冒險組為近幾屆傳統車型、綠艦組主要是其他綠能車，像是燃料電池、生質能等。
本校阿波羅五號於八月初拿下日本「2007 鈴鹿太陽能車 F1 耐久賽」第二名後，
方才決定參加第九屆世界太陽能車挑戰賽，雖行前準備匆促，亦來不及向廠商募
款，不過對已經歷多次世界大賽的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車隊成員可是信心滿
滿。由於日本第一名車隊(蘆屋大學)亦參加冒險組，加上美國史丹佛大學、澳洲
西南威爾斯大學等歷史強隊環視下，阿波羅太陽能車隊一直保持高度警戒狀態，
利用賽前有限準備時間作車子尚未完成的改裝工作、試車、成員默契訓練，以期
能有最佳表現。

＜中標＞
踏上征途、冒險犯難
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已曾參加過 2005 年的世界太陽能車挑戰賽，所以賽前的車
輛檢查進行的非常順利，10 月 20 日排位賽獲得第七位，並於當日獲澳洲政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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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核發之太陽能車牌照。10 月 21 日為正式比賽，清晨 6:30，參賽太陽能車陸續
在州政府前廣場之排序位置準備就緒，同時其前導、後衛車亦於附近停放。當天
為週日，有許多居民及觀光客一早扶老攜幼地到此觀看各種造型的太陽能車。各
隊隨行觀察員也陸續進入後衛車中，8:00 一到，第一部太陽能車由日本蘆屋大學
的 Tiga 太陽能車出發，大會依排位賽順序，每隔一分鐘放出一部車，阿波羅五
號於 8:06 正式踏上征途，首日約有半小時駛出達爾文市(Darwin)的路程，市區路
段阿波羅五號已連超兩部慢車，且在出城後便以設定時速 90 公里巡航，傍晚 5:00
已駛離出發點外 682.9 公里處。由於天氣尚佳，在把握住夕陽及晨曦的陽光對車
上蓄電池充電後，第二日 8:00 出發時整車電力狀況甚佳，原計畫該日阿波羅五
號擬行駛 810.6 公里抵賽程中點站—阿里斯布林市(Alice Springs)，但因下午天氣
轉為多雲的陰天，傍晚 4:50 因整車電力耗盡，迫使團隊於距阿里斯布林市 54 公
里處的紅土荒原紮營，不但無陽光對車上電池充電，同時晚上起風又降雨的天
氣，讓大夥相當氣餒，更憂心隔日的電力!。第二日清晨大夥一早便將車上太陽
電池晶片朝向日出方向，準備充電，但天空依然烏雲密佈，所以雖到 8:00 可發
車時間，車上電力仍無增長，眼睜睜看著前一日被阿波羅五號超過的比利時車隊
Umicar 及澳洲的 Aurora 101 從團隊紮營路上駛進阿里斯布林市，大夥是心急如
焚但又無計可施，所幸 9:00 左右漸有陽光從雲縫探出，經 45 分鐘的充電後，阿
波羅五號攜著有限電力、頂著多雲天空，於 10:45 駛進賽程中點站(距起點 1493.5
公里)，為所有參賽太陽能車中第五部駛抵中點。

＜中標＞
電力滿載、極速狂飆
由於今年大會規定競賽第三日抵阿里斯布林市的太陽能車需先停留至第四日方
能放行出發，且於早上先放行挑戰組、中午後放行冒險組，所以於第三日早上便
抵阿里斯布林市的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隨即利用漸漸放晴的陽光對車上蓄電池
充電並在該地展示，許多地區中、小學生在老師引領下到已到的太陽能車前作戶
外教學，當日計有 12 部車抵達，現場好不熱鬧。阿波羅五號在下午兩點，車上
電池電力已充至近滿載，車體經檢修及維護後，大夥便準備到下塌旅館休息。
10 月 24 日(第四日)一早 8:00 起，大會開始放行挑戰組荷蘭 Nuna4 太陽能車、接
著比利時 Umicar、澳洲的 Aurora 101，直到 11:39 計有 9 部挑戰組太陽能車開出，
中午 12:00 冒險組暫列第一的蘆屋大學 Tiga 太陽能車出發，12:30 暫列第二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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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羅五號太陽能車放行，當日緊接著阿波羅五號車後亦有 7 部冒險組太陽能車依
序上路，對 Tiga 及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而言，有多部先放行的挑戰組太陽能車
時速緩慢，所以接下路程便常見 Tiga 及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超過先行的挑戰組
太陽能車車隊。阿波羅五號把握第四日僅有 4.5 小時行車時間，以平均時速 90.3
公里駛抵距起點 1900 公里處的路旁公車站紮營，傍晚的夕陽熱力十足，第五日
清晨陽光亦不甘示弱，所以一早於規定發車前半小時，車上蓄電池內電力便達滿
載，8:00 一到，便以平均時速 96.7 公里狂飆 125.7 公里進入路程中第五控制點，
依照規定停留半小時作駕駛換手、支援車輛整備、並把握有限可利用陽光對車上
蓄電池充電後，9:51 阿波羅五號離開該控制點並繼續未完行程。由於萬里無雲、
豔陽高照，加上充足地車上儲備電力，在行駛至第六控制點的路程仍沿續一早出
發車速，看著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在澳洲內陸荒漠疾駛，一路超越先行友隊太陽
能車隊，及一般休旅車輛、卡車等，整個團隊成員興奮不已、士氣大振，相較前
兩次團隊來此競賽時戒慎戒懼心情，宛如天壤之別，對匆促決定參加該此大賽而
不眠不休完成太陽能車改裝的同學們而言，一切犧牲皆感值得!下午 14:02 進入
距起點 2430 公里處的第六控制點—葛蘭得堡(Glendambo)加油站，14:32 阿波羅
五號由該控制點出發，利用尚能開車的 2.5 小時，該日傍晚於距終點 344.6 公里
處的休息區紮營，該紮營區是團隊競賽以來紮營位置最好、設施最完善的處所，
亦見一般游客開休旅車來此過夜，由於緊臨廣大棉羊放牧區，加上可鳥瞰明日將
抵達的阿得雷得近郊，團隊成員一邊享受遠離塵囂鄉野休閒樂趣，一邊對夕陽「曬
晶片」(以車上鋪滿太陽電池車殼對準太陽作車上蓄電池充電)，該處廁所內醒目
的標語「今日的科技是為了保護明日的環境」(“Today＇s Technology Protecting
Tomorrow＇s Environment)，對這群追日的阿波羅太陽能車成員而言，實有更深
刻意義。
10 月 26 日早上 8:01 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由紮營休息區開出，只行進 65.6 公里
便抵整個賽程中最後一個控制點—歐格斯塔港(Port Augusta)BP 加油站，在這亦
與 10 月 24 日在中點處早放行 2.5 小時的德國太陽世界太陽能車(Solar World
No.1)，該車獨特造型設計可稱得上是本屆比賽最搶眼明星，但論氣動力及行車
性能遠遠落後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9:15 阿波羅五號自該控制點放行，由於中午
前便能抵終點處，一路以極速行進，唯因車流漸多，加上僅能利用間斷地可超車
路段進行超車，不過最後仍以平均時速 102 公里完成最後 279 公里抵達終點，這
段路是此行開的最快的一段路，在終點亦見著一直領先阿波羅五號在前的日本蘆
屋大學的 Tiga 太陽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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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標＞
台灣之光、感恩收成
10 月 28 日晚間頒獎典禮，在冒險組獎項中，日本蘆屋大學的 Tiga 太陽能車獲得
第一，其總累計時間 32 小時 3 分鐘、平均時速 93.53 公里為此次大賽開的最快
的太陽能車；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獲得冒險組第二，為台
灣在這 20 周年大賽中爭取了唯一的一席獎項；冒險組第三則為澳洲 Aviva
Southern Aurora 太陽能車。挑戰組獎項中，一至三名依序為: 荷蘭的 Nuna 4、比
利時 Umicar、澳洲的 Aurora 101。台灣雖無緣參與第一屆(1987 年)舉辦的太陽能
車賽事，但在備受世人注目的 20 周年大賽，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阿波羅太陽
能車隊不僅讓台灣不再缺席，亦開創台灣太陽能車於世界最知名及具歷史太陽能
車賽最佳成績。
阿波羅五號製作期間，承蒙教育部與國科會部份經費補助，另此次團隊參賽車上
所用蓄電池組由有量科技提供，避震器則由克佳興業提供，另車輛測試中心提供
試車場所，由於此次競賽所需大筆經費，獲茂迪公司、伸浦實業、智傲國際貨運
公司、唐和公司、廣集公司、頂晶公司、高雄市政府及南澳福蘭克林旅館支助部
份旅費，在此特表謝意。此外，阿波羅五號太陽能車隊在北澳達爾文市受到僑屆
盛情款待，在南澳亦受到曾樹木先生慷慨資助及陳美玲會長協助，在此特別感謝。
本次參賽團員有：領隊及團隊經理高應大艾和昌教授、副領隊及公共事務經理樹
人醫護管理專校廖明瑜老師、另有團員高應大車隊團員賴佳偉、楊武璋、邱德文、
陳洪典、黃韋泓、許仲廷、鄭耀宗、賴鴻鈞、鄧翔文、顏良益、吳炳澤、蘇芳儀
和蘇芳華，總計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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