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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汽車是工業時代中製造大量汙染物的產品，環境污染其中之一含冷氣系統部份，所

以此專題為改善冷氣對環境的破壞。汽車排放汙染物多寡決定於引擎負載，引擎負載越

大，污染物排放越多，而車用冷氣是消耗最多負載的附件，而致冷晶片只須消耗電能，

使引擎負載降低，使引擎排放的汙染物大幅度降低。 

實驗過程，運用三用電錶測發電機的電壓值；勾錶測發電機的電流值；廢氣分析儀

測車輛排放的 CO、HC 值；固定汽油量在引擎怠速運轉下測出燃油消耗率，判斷出自製

的冷氣系統既環保又節省資源。 

汽車科課程有鈑噴課程，藉本專題加上汽車外型製作，讓同學知道利用玻璃纖維也

可以製作出跟鈑金一樣強且輕的的外殼，再噴漆。 

關鍵詞：致冷晶片、玻璃纖維、壓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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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由於近年來地球上的人口逐年增多，相對的對於能源的需求亦不斷的提昇，且因西

元 1973 年的石油危機[15]與近年來石油價格不斷創新高，世界各國無不開始尋找替代能

源。而各國政府在找尋替代能源時，為有別於石化燃料對環境的傷害，故希望新的能源

需能夠反復使用且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之下來開發，因此新替代能源的找尋也一直廣受學

界重視。但也因為唯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且不破壞環境的能源才能循環不息，故新型

的替代能源通常亦被稱為「綠色能源」或「再生能源」。 

    在全球暖化，導致於天氣變化異常，使得的球平均溫度逐年升高，偶而夾帶著聖嬰

現象與反聖嬰現象的襲擊，讓夏季時間變長變更加炎熱，因而造成冷氣使用率大幅增

加，也意味著二氧化碳與氟氯碳化物的排放隨之增加，將使得溫室效應加劇、臭氧層變

的更加稀薄，而冷氣在車輛上是屬於高污染與高耗燃料的附屬件，因而想以致冷晶片取

代壓縮機冷氣，可使汙染物排放量降低與減少耗油量。 

    身為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希望能藉由此科展將從小對汽車的熱愛，化為力量貢獻我

們的居住地~~地球，學校專業課有電子概論與實習課程(第 2 章半導體)讓我有基本電學

及半導體的基本能力、汽車鈑金塗裝學課程(第 9 章補土的刮塗與研磨、第 12 章噴塗作

業)讓我對汽車鈑噴技術更深一層的認識、汽車實習Ⅲ課程(第 10-1 章冷暖氣機檢修)讓

我對一些儀表操作及汽車冷氣拆裝及原理更加認識。 

 

貳、 研究目的 

    因為溫室效應以及全球二氧化碳逐年增加，再加上能源缺乏危機，導致越來越多人

去重視環保和節約能源，為了響應節能減碳，所以我們希望能以減少污染和燃料的消耗

和不使用冷煤為目標，利用致冷晶片來代替傳統冷氣系統，不但可以排除冷煤的使用，

也可以減少車輛的動力損失、燃料消耗及空氣污染，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因為全球溫室效應逐年增加，在加上能源缺乏危機，讓許多的人開始對於環保慨念

重視，我們從網路以及書刊上發現一種很神奇的晶片，名為<致冷晶片>，這塊晶片不只

是會產生冷熱的差別，對於能源環保也是一個很有研究潛力的一項發明我們想把這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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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改良，用來取代傳統的車用冷煤，不但可以減少車輛消耗的動力，還可以減輕車輛

很多負荷，最重要的是，晶片在作用的時候，不會產生任何的空氣污染，如果真的能將

它改良取代傳統冷煤的話，那社會上的空氣污染一定可以減少很多。[14]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料 

材料使用清單如表一所示。 

表一 材料使用清單 

項次 品名 規格及尺寸 單位 數量 備註 

1 致冷晶片 TEC1-127.06 個 2 冷氣來源 

2 2P 開關 DIP-02S SMT 個 2 控制車燈、風扇 

3 管式保險絲 3cm 個 2 防止元件燒毀 

4 廢棄外出電子冰箱 TK-20T 個 1 取出控制極版 

5 木板 100*50*10 塊 2 製作風洞箱 

6 小炸彈燈泡專用 PU 插座 T10 個 2 車燈座 

7 警示燈座 TPTL-LED24V-RL 個 4 尾燈 

8 警示燈座 TPTL-LED24V-GL 個 2 方向燈 

9 電瓶 YTX4L-BS 個 1 供車燈電源 

10 單芯電線 CNS 6556C2086 捲 1 配線 

11 銅底風扇散熱器 AMD 個  幫助散熱 

12 散熱鋁塊 AMD 個  幫助散熱 

13 散熱膏 STC-03 
條 2 

增加晶片散熱 

14 太陽能板 SP-9063 
片 1 

供應額外電源 

15 汽油 92 無鉛 L 10 汽車實驗 

16 可變電阻 60W 個  控制鼓風機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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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與儀器 

設備與儀器使用清單如表二所示。 

 

表二 設備與儀器使用清單 

項次 品名 規格及尺寸 單位 數量 備註 

1 廢氣分析儀 UREX-5000-3T 台 1 分析 CO、HC 

2 Toyota Exsior 2000c.c 輛 1 冷氣實驗 

3 數位三用電錶 TM-82 台 1 測量供應電壓 

4 電流勾表 TM-2028 台 1 測量供應電流 

5 溫度表 TM-183 隻 1 溫度測試 

6 碼表 T91148851 個 1 時間控制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先與老師討論訂定題目，再到圖書館找書籍及期刊與上網搜尋相關資料，參考相關

成品如小型冰箱、水族箱溫度控制器、ＣＰＵ散熱裝置等，依構想討論規劃，訂定製作

方法、選定實驗車輛，原本選定 toyota tercel ，因內部空間較小，改選用美規版 toyota 

exsior，接下來開始著手購買材料，一切準備好之後，開始施工，順序如下： 

一、 拆下副駕駛座下的置物箱，如圖 1 所示。 

二、 將鼓風箱組固定螺絲拆下，如圖 2 所示。 

三、 將鼓風機接線拆除，如圖 3 所示。 

四、 將鼓風箱與鼓風機分離並清潔，如圖 4 所示。 

五、 測量鼓風箱出風口尺寸，利用木板製做”導流箱”，如圖 5 所示。 

六、 安裝致冷晶片至適當位置，如圖 6 所示。 

七、 在鋁排與致冷晶片間塗抹散熱膏，如圖 7 所示。 

八、 安裝致冷晶片熱面散熱風扇，冷面安裝鋁排，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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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安裝感溫器，如圖 9 所示。 

十、 將導流箱噴漆，如圖 10 所示。 

   

圖 1 副駕駛座下的置物箱               圖 2 鼓風箱組固定螺絲拆下 

     

圖 3 鼓風機接線拆除                    圖 4 鼓風機與鼓風箱 

   

圖 5 導流箱                          圖 6 安裝致冷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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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塗抹散熱膏

   

圖 8 安裝熱面散熱風扇 

    

圖 9 感溫器                       圖 10 導流箱噴漆 

十一、 安裝致冷晶片冷端的鋁排，增加鼓風機送風時的接觸面積，可降低空氣冷度，

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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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從廢棄冷氣機，拆下溫度控制電路板，並清潔，如圖 12 所示。 

十三、 從廢棄冷氣機，拆下致冷晶片控制電路板，並清潔，如圖 13 所示。 

十四、 從廢棄冷氣機，拆下溫度控制模組，並清潔，如圖 14 所示。 

十五、 利用木板訂製”控制模板”，美化控制模板並將拆下的電路板安裝在模板，並製  

作開關與保險絲盒，且製作可變電阻，控制鼓風機風量大小，如圖 15 所示。 

十六、 利用木板訂製”太陽能座”， 利用 1 片多晶片太陽能板，約可發出 17~25V 的電 

壓，因汽車上用電為 12V 所以利用 A4 白紙將部分太陽能板遮住，使發電量約 

11~13V，如圖 16、17 所示。 

    

圖 11 冷端裝鋁排                     圖 12 溫度控制電路板 

    

      圖 13 致冷晶片控制電路板                 圖 14 溫度控制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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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製作電路控制模板                   圖 16 製作太陽能板 

 

圖 17 測試陽光下太陽能板的發電電壓 

       完成後利用實車作測試，讓實驗與實際狀況更接近，因參展時無法將整部車作

展覽且為了整體美觀與學校有汽車專業相關課程，決定將實車測試完的零組件裝入自製

的模型車內，剛開始想用瓦楞紙或壓克力板製作外型，但覺得與實際車殼的強度相距太

遠，所以決定利用玻璃纖維製做外型，因製作過程會造成人體傷害，所以製作過程會戴

口罩或手套，防止肺部纖維化、皮膚過敏等相關問題，接下來開始著手購買材料，一切

準備好之後，開始施工，順序如下： 

十七、 以高密度之保麗龍塊，可使角度更圓滑，製作模殼，如圖 18 所示。 

十八、  因模型內要放置許多配件，考量以箱型車為主，用簽字筆在保麗龍塊上做記號，

如圖 19 所示。 

十九、 再用鋸齒把大部分部不需要的邊鉅除，如圖 20 所示。 

二十、 製作玻璃纖維車殼材料：玻纖布、毛布氈、玻璃纖維、樹酯硬化劑、保鮮膜，

如圖 21 所示。 

二十一、 在保麗龍膜上鋪上玻纖布，在用鐵釘固定，壓出形狀，如圖 22 所示。 



 

 9 

二十二、 再將樹酯硬化劑塗上已用玻纖布鋪好的模型接下來等待樹酯硬化劑風乾，如

圖 23 所示。 

二十三、 在塗上硬化劑，鋪上玻璃纖維，如圖 24 所示。 

二十四、 等待風乾後開模，如圖 25 所示。 

二十五、 開模，如圖 26 所示。 

二十六、 模型割製，如圖 27 所示。 

二十七、 補土調製、模型補土，如圖 28 所示。 

二十八、 把模型上高地不平的土磨平，如圖 29 所示。 

二十九、 上漆，上漆後吹乾，，用紙包住不噴漆的部份，再噴第二個顏色後把紙撕下

來，如圖 30 所示。 

三十、   模型內部配線，大燈、左右側燈、尾燈、控制模組等元件安裝，如圖 31 所示。 

  

    

       圖 18 高密度之保麗龍塊             圖 19 用簽字筆在保麗龍塊上做記號 

    

圖 20 把大部分部不需要的邊鉅除             圖 21  製作玻璃纖維車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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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用鐵釘固定壓出形狀                    圖 23 塗上樹酯硬化劑 

   

圖 24  鋪上玻璃纖維                      圖 25 等待風乾後開模 

    

圖 26  開模                           圖 27  模型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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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補土調製、模型補土 

 

    

圖 29 模型上高地不平的土磨平          圖 30 再噴第二個顏色後把紙撕下來 

 

 

圖 31 模型內部配線，大燈、左右側燈、尾燈、控制模組等元件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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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太陽能無冷煤冷氣模型車的構造並不複雜，只是相關材料取得並不是很好取得，對

我們而言難度有點高，幸好老師很認真的指導我們並協助我們取得許多材料，並利用此

專題在課堂上增加許多教學內容以外的知識，並在課堂中講解示範，說明太陽能板、致

冷晶片的作用原理，傳統冷煤冷氣與自製無冷煤冷氣的差異性，汽車鈑金塗裝學的知

識，讓我們獲益良多。 

專題製作很強調實作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因此，一個簡單且可以刺激思考的活動是

必要的。專題製作不只強調動手做，更強調在活動過程中的問題思考，不只是製作原理

的理解，當中加工方式的選擇、材料的選擇，都可以刺激思考的重要關鍵，以下為太陽

能無冷煤冷氣模型車成品圖片，如圖 32 所示。 

 

\ 

圖 32 無冷煤冷氣模型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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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鼓風機與導流裝置製作完成後開始測試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之各項分析如下: 

1. 構造分析 

2. 廢氣排放量分析 

3. 效能分析 

4. 耗油量分析 

5. 冷度分析 

不過在各項分析中以耗油量分析最為費時間，因為 1000CC 的汽油要用完也必需要

一點時間，所以最為費時，而廢棄排放量與耗油量最為重要，在上述得幾項分析中發現，

使用改良冷氣時雖然效率比不上傳統冷氣，但在提倡節能減炭的環保風潮中的確有減少

污染的能力，雖然數字不太亮眼，我們還在努力改良中，致力將廢棄排放量再到降更低

而冷度效率提高，這是我們的最終目的。現階段只使用兩塊致冷晶片以致於冷度較傳統

冷氣低，不過未來將嘗試裝更多的致冷晶片於車輛上，相信能將冷媒徹底淘汰掉，再搭

配上太陽能板吸收熱能自行發電，這樣將減少消耗到發電機所發的電，如此動力消耗將

能減少一樣，減少兩個動力損失，耗油量降低而廢棄排放量也相對降低，這麼一來汽車

工業的永續發展將會十分光明，在不久的將來，這將是汽車冷氣的最大改變。 

表 3 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構造分析 

項目          種類              傳統冷氣 改良冷氣 

構造 複雜 簡單 

體積重量 重大 輕小 

噪音 有 無 

污染 有 無 

修護 困難 容易 

壽命 短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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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廢氣排放比 

種類           

廢氣                   

傳統冷氣 改良冷氣 

ＣＯ 0.16% 0.09% 

ＣＯ２ 16.08% 17.53% 

ＨＣ 162ppm 129ppm 

 

   

       圖 33  改良冷氣排氣量              圖 34  傳統冷氣排氣量 

 

表 5 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效能比較 

種類                  

效能                   

傳統冷氣 改良冷氣 

電壓(V) 12.48 13.29 

電流(A) 30.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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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傳統冷氣測得電壓               圖 36  傳統冷氣測得電流 

 

    

圖 37  改良冷氣測得電壓                圖 38  改良冷氣測得電流 

 

表 6 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汽車運轉狀況分析 1000CC 95 無鉛汽油 

                   種類     

效能 

傳統冷氣 改良冷氣 

怠速 850RPM 左右 750RPM 左右 

耗油量(g/min) 57.14 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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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500 c.c.95 無鉛汽油*2 

 

表 7 傳統冷氣與改良冷氣冷度比較外氣溫度 31℃ 

                 種類       

怠速時間 

傳統冷氣 改良冷氣 

運轉 5 分鐘 19℃ 27℃ 

運轉 10 分鐘 9℃ 26℃ 

運轉 15 分鐘 6℃ 25℃ 

運轉 20 分鐘 6℃ 25℃ 

 

 

       

     圖 40  大氣溫度                     圖 41  改良冷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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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致冷晶片和傳統冷氣的分析中，發現致冷晶片的致冷力較傳統冷氣不佳、冷度轉換

時間也較長，這都是因為致冷晶片得耗電量和容易升溫所造成的，要是未來的科技能解

決耗電流大及加強致冷晶片的散熱，解決過熱的問題，就能提高致冷晶片的致冷效能，

才能使致冷晶片在市場上廣泛的使用，無冷媒車用冷氣才會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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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一、 致冷晶片之作用 

    致冷晶片是由許多 N 型和 P 型的半導體相互排列所組成的，裡面除了有許多半導體

之外，在外層還有加裝兩片陶瓷，而陶瓷片的效果主要是為了絕緣和讓導熱效果變佳，

N 型材料有多餘的電子，呈負溫差電勢；P 型材料有多餘的電洞，呈正溫差電勢，當電

子從 P 型穿過結點至 N 型時，結點溫度降低而能量增加，增加的能量相當於結點消耗

的能量。相反地，當電子從 N 型流至 P 型材料時，結點溫度就會升高，當我們輸入電

流到致冷晶片時，電流會透過半導體產生一邊冷及一邊熱的效果，但是，目前廣泛的冷

氣都是採用冷煤當作製冷的轉換，而我們利用致冷晶片帶進冷氣系統，讓晶片取代冷

媒，如圖 42 所示。[12] 

 

 

 

 

圖 42 致冷晶片構造及作用 

致冷晶片編號判斷，如圖 43 所示，及代表的規格，如表 9 所示。 

 

 

 

 

 

 

 

 

                   

圖 43 致冷晶片編號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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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致冷晶片規格 

型號 

熱面溫度 27℃     測試空間狀態:大氣 尺寸(mm) 

最大電流 

I max(A) 

最大溫差 

DT max(C) 

最大電壓 

V max(V) 

最大致冷力 

Q max(W) 

長 X 寬 X 高 

TEC1-127.05 5.0 68 15.4 44.5 40*40*4.2 

TEC1-127.06 6.0 68 15.4 53.3 40*40*3.8 

TEC1-127.07 7.0 68 15.4 62.2 40*40*3.8 

TEC1-127.08 8.0 68 15.4 71.1 40*40*3.8 

TEC1-127.09 9.0 68 15.4 80.1 40*40*3.6 

 

 

二、 致冷晶片之改善方法 

    我們找了許多的書刊和查詢到許多的網路資訊，來作為研究的輔助資訊，在這一些

資訊裡面，讓我們清楚的了解致冷晶片的許多特性，我們發現到致冷晶片只要散熱越

好，它的致冷效果越強，而不是體積越大，致冷效果越佳，所以我們首先會從如何加強

散熱效果來著手，再來我們會再結合太陽能板的輔助來當致冷晶片的電流供應。 

    除此之外，我們也從期刊中找到關於致冷晶片的相關資訊。我們發現致冷晶片不只

可以代替冷媒，也可以做成動物暖墊、小型冰箱和飲水機，還可以當成控制溫度的主要

元件，從這一些資訊當中我們看到致冷晶片有這麼多的功用，所以我們想把制冷晶片改

良取代傳統車用冷媒，來減少車子的動力損失，達到致冷的效果。 

 

三、 傳統空調 

     一般傳統冷氣有壓縮機、冷凝器、膨脹閥、蒸發器這四大原件。冷媒在這四大原

件中做高低壓和氣液體的轉換，壓縮機、膨脹閥是高低壓轉換區域，而冷凝器和蒸發器

是氣液體的轉換區；鼓風機的功能是送風經過蒸發氣將此處的低溫帶走送進車艙內，如

圖 4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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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冷氣迴路 

 

圖 45 冷氣元件配置 

 

四、電熱致冷常見應用 

    因為它體積小，又可作溫度的調節，但效率不高，所以常用在體積小的物品上。像

是車上用的小冰箱[9]、CPU 冷卻扇[10]、水族箱水溫調節器[11]、飲水機、防潮箱、電

暖墊和醫療用的冷熱敷袋等等，如圖 46 圖 47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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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CPU 冷卻扇 

 

  

 

圖 47 水族箱水溫調節器 

 

五、 太陽能板 

當半導體受到太陽光的照射時，大量的自由電子伴隨而生，而此電子 

的移動又產生了電流，也就是在 PN 結處產生電位差。因此，太陽能電池需要陽光才能

運作，所以大多是將太陽能電池與蓄電池串聯，將有陽光時所產生的電能先行儲存，以

供無陽光時放電使用。關於太陽能電池的應用有一般家庭安裝於屋頂上以加熱洗澡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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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車上的動力來源。[3] 

太陽電池(solar cell)是以半導體製程的製作方式做成的，其發電原理是將太陽光照

射在太陽電池上，使太陽電池吸收太陽光能透過圖中的p 型半導體及n 型半導體使其產

生電子(負極)及電洞(正極)，同時分離電子與電洞而形成電壓降，再經由導線傳輸至負

載，如圖48示。 

 

 

 

 

 

 

 

 

 

圖 48 太陽能發電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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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科學展覽後續研究~~車艙降溫器 

一、製作過程及方法 

1、準備材料，全部都是廢棄物拆下使用並清潔，如 PC 電源供應器、廁所用方香噴劑等，

圖 49。 

   
 

圖 49 用的廢棄物部份零件 

 

2、將電源供應器加工且噴漆，粉紅色=>散熱器，白色=>冷風器，圖 50 示。 

 
圖 50 外殼噴漆 

3、將散熱片鑽孔，圖 51 示。 

 
圖 51 散熱片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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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風扇及散熱片做適當安裝於冷風器，圖 52 示。 

 
圖 52 冷風機內部安裝位置 

5、熱風器挖洞裁切並安裝風扇及散熱片，圖 53 示。 

 

 
圖 53 熱風機挖洞裁切 

 

6、製作太陽能板架與控制開關及熱風器風扇固定座與排熱管並噴漆再加裝太陽能控制

模組，圖 54 示。 

 
圖 54 太陽能板座、太陽能控制模組、排熱管並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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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太陽能板架設在後擋風玻璃下，圖 55 示。 

   
 

圖 55 太陽能板架設在後擋風玻璃下 

 

8、加工散熱器與冷風器並製作木質底座，圖 56 示。 

 

 
圖 56 加工散熱器與冷風器並製作木質底座 

 

9、將廁所芳香噴劑，修改電路，增加馬達扭矩，使噴劑霧化更佳，圖 57 示。 

 

 
 

圖 57 修改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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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將廁所芳香噴劑修改電路，圖 58 示。 

 

圖 58 廁所芳香噴劑修改電路 

 

11、自製芳香噴罐，打洞並加裝 2 支噴嘴，圖 59。 

 

  
 

圖 59 製芳香噴罐 

12、製作模擬太陽光的鹵素燈架，圖 60 示。 

 

 
 

圖 60 製作模擬太陽光的鹵素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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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利用木板自製汽車外型，並加裝門開關與燈座，圖 61 示。 

   
圖 61 自製汽車外型，並加裝門開關與燈座 

 

14、元件配置，圖 62 示。 

 

  
 

圖 62 元件配置 

15、完成並測試，圖 63 示。 

 

  
 

圖 63 完成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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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1、環保冷風器部分 

將Toyota Tercel1.5GL車子放置在室外，目前室外溫度31℃，將溫度計放置在駕駛座

位上，如圖64示。 

 

圖64溫度計放置在駕駛座位上 

 

隨時間增加，車室內溫度持續上升，以下以未安裝環保冷風器、僅驅動熱風機、熱

風機與冷風機接驅動，三種模式下進行比較，如表 10 示。 

表 10 作品作動狀況分析 

       種類 

時間 未安裝 驅動熱風機 驅動冷風機 

0.5 小時 42℃ 39℃ 37℃ 

1 小時 51℃ 48℃ 44℃ 

1.5 小時 55 ℃ 51℃ 48℃ 

2 小時 56 ℃ 52℃ 49℃ 

2.5 小時 55 ℃ 51℃ 48℃ 

3 小時 56 ℃ 52℃ 49℃ 

 

由上表可發現，當沒有安裝環保冷風機時，車室內溫度極高，若太陽更加炎熱，溫

度必會再往上飆升，有裝冷風器的實驗中，發現車內溫度舒適許多。 

 

2、自製酒精散熱噴器部分 

因為用酒精擦拭皮膚，能使患者的皮膚血管擴張，增加皮膚的散熱能力，其揮發性

還能吸收並帶走大量的熱量，使癥狀緩解。本專題採用 95%優質酒精與水的比例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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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製而成。接下來再試驗加裝自製酒精散熱噴器的狀況，當車內溫度到達 45℃時，會

啟動酒精散熱噴器，使調製好的稀釋酒精，霧狀噴出，使車內溫度降低，其狀況如表 11

示。 

 

表 11 加裝自製酒精散熱噴器的分析 

       種類 

時間 未安裝 驅動熱風機 驅動冷風機 
驅動酒精散熱

噴器(45℃) 

0.5 小時 42℃ 39℃ 37℃ OFF 

1 小時 51℃ 48℃ 44℃ OFF 

1.5 小時 55 ℃ 51℃ 48℃ ON(37℃) 

2 小時 56 ℃ 52℃ 49℃ ON(38℃) 

2.5 小時 55 ℃ 51℃ 48℃ ON(37℃) 

3 小時 56 ℃ 52℃ 49℃ ON(36℃) 

 

四、結論 

作品幾乎都是利用廢棄物，加以整理清潔後拼裝完成，且完全利用天然資源當能

源，不會破壞到地球，安裝容易，不佔空間，太陽能板固定架放置在後擋風玻璃下方，

駕駛者開車不會擋到視線，冷風器與散熱器放置在乘客座下方，完全空間利用，排熱管

沿車底盤的排水孔排出(依車種排水孔位置不同，一般車子都有 4 個洞以上)，高速行駛

時，完全不會有風切聲。  

自製酒精散熱噴器，在 45 ℃時會使溫度感溫器 ON，噴出霧狀稀釋酒精，迅速將車

內溫度熱量吸收，日後想再加入各種不同味道的芳香劑，除了能降低溫度外還能使車內

氣味變佳，希望此研究能為社會做一點點的貢獻。 



【評語】040810 

本作品旨在結合太陽能板與 TE 致冷晶片達成綠能之車用冷

卻模組，在作品中展現了作者多樣的工藝技術與模型製作的

巧思，值得鼓勵。若再能詳細比較與其他致冷方式（如壓縮

機），確立其實際狀況之可行性，當能彰顯作品之價值。按

現有之技術規格，本作品可朝冷卻體積較小之應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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