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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台北

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

件金质奖产品揭晓！

今 日由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与台湾自行车输出业同业公会 主办，艺符设计有限

公司 执行的 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正式揭晓今年获奖的

件产品。

共有八家企业从所有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高荣耀“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金质奖”，其中一

家企业获得“金质奖－新创企业”的特别奖。

因应近期兴起的 IoT 物联网及数位整合平台纷纷跨足至自行车产业，成为另一股新兴的市场面貌，

奖项于今年增加“智慧骑行服务”类别，呼应这项崭新的领域，期待持续透过创新设计率先引领产

业的发展。今年奖项共吸引全球 12国近 150件优秀产品参赛，而本次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参赛件数

首度超越自行车成车，充分展现产业趋势与产品研发密不可分。 

 

评委表示今年参赛作品除了电动辅助自行车之数量大幅增加外，也出现许多响应全球环保议题以及

针对女性消费群开发的创新产品。不少创新材质应用以及扩展多样化消费群的参赛作品让评委们印

象深刻，亦成为作品脱颖而出的创新点。 

本届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全数获奖产品将改以数位方式于“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

虚拟展馆”中公开亮相，以数位化展示突破实体展览限制，提供参观者全新的观展体验。详细

展览资讯依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公布为准，届时欢迎买主、展商与一般民众多加利用。

本届完整获奖名单及相关资讯在此下载：

 

https://pse.is/TPCdi2020


件 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金质奖获奖产品：

产品名称 ｜煞车系统

参赛类别 自行车零组件

制造商 彦豪金属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彰化

设计公司 彦豪金属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彰化

根据过往开发 专用煞车的成功经验，加上近年各大城市积极推广减少碳排放量政策，

整体对于 的需求量也因此提高。为符合 的运输功能与高荷重超过

要求， 提供三项特点来因应：第一，前后轮搭配四活塞煞车卡钳与上抽式来令片设

计，不只增加制动力，也方便消费者维修保养；第二，配合 高荷重需求，增加煞车来

令片厚度至 ，延长使用寿命；第三，采用更符合人体工学的驻车锁定装置设计。

评委评语

评审认为此产品在功能性，创新性和美观性的表现优异。载货单车越来越受欢迎，而 煞车

系统提供了创新的功能组合。其符合直觉又现代化的设计，充分符合安全性考量。

产品名称 ｜自行车胎

参赛类别 自行车零组件

制造商 ｜德国科尔巴

赫

设计公司 ｜德国科尔巴

赫

此新产品是首次以德国生长裁种的蒲公英，由根部提炼乳胶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环保自行车外胎，

从设计到制造都是为了提供更好更舒适道路骑乘体验 — 特别是针对都会中的骑乘感受。而在胎

面花纹及胎侧设计上，也加上蒲公英花的形状及元素点缀，让整体的花纹设计有别于一般自行车胎。

此专案是特别以达到经济效益、自然生态以及人类日常生活上的永续性为目标；尤其是大大缩短传

统天然橡胶产地及轮胎工厂的运输距离及成本，让我们可以在当地生产，让资源更有效的使用。

评委评语

此产品在环保碳足迹和创新两方面有突出表现。该产品保有新颖的设计风格，并以其环保意识和

永续的策略说服了评审团。轮胎花纹看起来干净且动感。

 

 



产品名称 ｜液压煞车

参赛类别 自行车零组件

制造商 ｜韩国京畿道

设计公司 ｜韩国京畿道

煞车增压器的设计是用来提升煞车制动力，并且提供可调整压力功能；借由调整压力旋钮，骑乘者

可在相同的煞握距离下直接提高煞车制动力。在更换煞车片后或煞车片过度磨损后，必须进行些许

的维护（增加或减少油量）调整；当煞车因来令片接触碟盘而产生噪音时，可借由各煞车品牌厂的

建议工具，来重新调整油量。产品仅 极轻量的重量，可简单又直接地安装于煞把，并适用于

所有油压煞车系统（ ／矿物油系统皆可使用）。

评委评语

是一个精巧的小插件，使用者可以透过此产品的力道调整和进阶调节器，将

较低阶的煞车系统升级成高端煞车。此外，它为新的来令片预留开放的安装空间，简化煞车来令片

的更换程序，就像调整高端煞车的煞车接触点一样。

产品名称 ｜折叠电动辅助车

参赛类别 电动自行车及电机系统

制造商 达瑞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桃园

设计公司 达瑞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桃园

了解现代人对空间与自在的渴求，除了维持 一贯科技工艺美学，更加入折叠功能，大幅

提升智慧动能自行车的便利性与功能性。独一无二的一体式车架设计，兼具时尚外型与稳定高刚性。

配载数位彩色荧幕与 ，让移动更智慧；而可抽取电池的设计，使用更便利。 带给您

与众不同的骑乘体验，让您恣意探索超越局限！

评委评语

该产品不仅满足城市通勤和户外骑行的需求，而且还满足空间效率和自由度的要求。其结构简洁准

确、美观又性能强大。可折叠的结构使收纳和组装快速简便，此外，可拆卸的电池让使用此自行车

更加方便。多样智能功能、精致的外观设计和悬吊系统为您在城市和户外提供舒适灵活的骑行体验。

 

 



产品名称 ｜电动辅助登山车

参赛类别 电动自行车及电机系统

制造商 美利达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彰化

设计公司 美利达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彰化

是一款趣味十足的电动自行车，越野性能展露无遗，兼备不拘一格的跨界用途，是传

统登山车的理想替代方案。 具有完美校调的骑乘几何，采用“ 美利达骑乘工

程最适化”方法设计悬吊行程，带给使用者更舒适和自信的骑乘体验。

阳刚强悍的霸气造型，轻量化的新型碳纤车架，再加上 和 等创新专

利技术，使 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世代电动登山车。无庸置疑的杰作，获奖实至名归。

评委评语

首先，这台车集结来自全球的高端产品于一身，代表台湾自行车产业有能力整合许多全球高端产品，

展现产业实力，在市场上独一无二。再者，其动力输出续航力强，踩踏几无阻力感，长时间骑乘也

相当轻松，充分展现登山越野车的性能。

产品名称 ｜电动辅助车

参赛类别 电动自行车及电机系统

制造商 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设计公司 巨大集团｜台中

蕴含 设计基因，是专为女性设计的电动辅助自行车。由

和 共同研发设计的 电机，提供骑乘者最自然的骑乘感受，其助力模

式可依个人喜好调整，甚至有自动助力模式 ，会根据骑乘者的踩踏和地形变化

自动给予助力；其轻巧整合的下管式电池 让 整体外观更简洁流

畅。

评委评语

评审考量此产品的美观性、功能性、人机工程学和精致度完成度，发现该产品具有非常匀称的自

行车美学，并着眼于细节。具有现代和一致性的外型，可将电池理想的收纳到车架中，亦有出色的

制造品质和完成度。在功能上，女性使用者的人体工学和色彩设计也有贴心考量。

 

 



产品名称 ｜智能室内自行车训练台

参赛类别 智慧骑行服务

制造商 ｜日本东京

设计公司 ｜日本东京

的设计，主要为需要一流装备的骑车爱好者提供简单、出色的骑乘感受，另外更具备

充分的网路连结度，并将专属个人的客制做到最大化。 适合所有人，尤其针对为了全

年培训寻求解决方案的运动员而言，本产品绝对是最佳选择。

结合了 训练台的骑乘感与完整的上下坡度模拟等创新。透过 的专利

设计，无论骑乘者习惯使用 、 或是 系统，皆可轻松设定；加上前后制

动功能，使得骑乘者能一如骑在真实路面般地控制速度。

评委评语

这是一个具备细节和精美饰面加工的极佳产品，它在设计及功能上皆表现得很杰出，尤其是它能与

应用程式顺畅的连结，使骑乘体验更加真实，无论是居家健身或专业的室内培训都非常适合。

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金质奖 新创企业获奖产品：

产品名称 ｜电动辅助车头灯

参赛类别 自行车零组件

制造商 益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设计公司 亚思纳国际有限公司｜台中

系列德规电动辅助车 的灯采用专利 光学与散热技术，设计出照度均匀、

小而轻，容易安装且符合各种路况使用。搭配使用 的专用配件，满足各式车款安装与使

用 — 所有系列均通过 测试，安全有保障。

评委评语

在快速发展和竞争激烈的 自行车灯市场中，这个具有经典设计特点的产品，例如精巧、简洁

和形随机能的外观，让评审为之佩服。这样的设计将研发出的新技术“多光束技术”

，转化为值得高度信赖的可靠系统。包装上精心编排的细节设计强化其价值感，使其

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评委简历与印象

本届获奖产品由菅原义治（ 设计集团，日本）、 （ ，德国）、

（奎艾特设计，台湾）、 （大叶大学，台湾）、孙崇实（器研所，台湾）、

（直品研展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以及梁志鸿（自行车暨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

展中心，台湾）以各自厚实的经验和多方位的角度进行探讨，依创新与品质、功能、美感、责任与

定位等五个面向进行评选。

菅原义治 ｜日本东京

简历

年，菅原义治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同年于东京城市设计学院攻读汽车设计，并进

入 ，被指派至海外分公司 ，旅居美国 年，负责研

发设计各式交通工具。 年，他晋升为 副总裁，负责洛杉矶与亚特

兰大办公室的设计与管理； 年，他接任 执行长，目前负责与动态美学主题

有关的交通工具与产品设计研发。

评选印象

移动设计已臻至成熟阶段，未来将不仅仅是以科技解决便捷性、效率、实用性以及合理性而已，移

动的行为与人类演化的历史以及进化的历史密不可分，对移动的渴望也是人类的本性，因此由冲动

和情感驱使的移动多过于任务或功能取向的移动，这就是为什么自行车及其零件设计必须能引起强

烈共鸣的原因，很高兴看到本届许多参赛产品显现出这个趋势。

柏林 德国

简历

学生时代主修工业设计时即曾与奥迪合作研究。 年，他投身轻型电动车产业，

展开他的职业生涯。 曾为世界各地的客户设计和开发自行车、助踩式电动自行车、直接驱动

式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并先后担任德国柏林 执行长与设计总监。 年

至 年期间， 于英国 公司担任首席设计师。目前他任职柏林 总经

理，也曾因工作需要旅居台湾。由于 在轻型电动车产业具有多年经验，因此在自行车产业

享有良好的人脉关系。

评选印象

在 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中，自行车和零部件的电动化与数位化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参加本届竞赛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比“一般”自行车更多了。我们这次看到在城市骑行和通勤领域中

的特殊应用，如租赁车队骑行到小型立式电动踏板车的解决方案，可见自行车行业已透过新的技

术应用、数位化和电动化跨足微机动领域。我们还可以从本届竞赛看到零组件整合、创新材料、环

保意识和针对女性开发的产品，可得出今年的三个主要趋势：电动车及其零组件、环保意识以及自

行车产业跨足微机动领域。



台北

简历

在德国及东京进修工业设计前曾为一名雕刻家，之后加入日本松下设计团队。

目前为台湾奎艾特设计的经理，同时担任产品设计讲师。 目前旅居台湾，投

身他热衷的极限及下坡单车运动。

评选印象

虽然身为一位产品设计师我可能会比较倾向纯粹由外型是否美观来判断，但某些创新的小细节是外

观上看不出来的，那可能是解决工程技术上的小型物件，或者是在选用材质上的创新，这些都可能

对自行车的性能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次的作品评选中，我看到了一些比较革新的材质、材料，我认

为这部分的创造及生产很重要，因为有一台百分之百安全的自行车，是骑车时应该摆在第一顺位的

事。

大叶大学 彰化

简历

于 年获得德国慕尼黑 ü 工业设计文凭，同

年加入 ，于该公司多年并保持相当良好的工作关系， 年成为首席设计

师， 年开始执教生涯。 目前在台湾教授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工业设计课程，常以设计师

以及设计顾问的身分活跃于国际。同时曾担任许多设计竞赛之评委：自 年起数度受邀担任

国际自行车设计比赛的评委，并于 年和 年受邀担任 亚洲运输工具创新设计

竞赛之评委。

评选印象

我认为这个奖项对于专注自行车 和 产业的台湾特别重要，这个奖项将富有创造力和创

新性的品牌聚集在一起，使评委们可以将其介绍给自行车手，让每个人都可以深入了解这个产业。

此外，它也有助于提高台北国际自行车展的国际声誉。台湾自行车产业必须了解并留意全球市场现

况以及未来的自行车设计趋势。

尽管在评选期间，我们持续看到许多重要的设计想法，这些设计可以满足车手的需求和期望，但我

希望看到更多既时髦又时尚的自行车，例如能看到更多呈现现今自行车和摩托车趋势的电动车参赛。

借此，我想鼓励台湾的制造商和创作者展现更多自信和对其创作的信任，以便将其创作付诸实现。

当然，评审必须证明其可行性和可销售性，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例子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参与创新

设计奖项即可快速有效地与自行车市场进行产品沟通。



孙崇实 台北

简历

孙崇实毕业于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随后前往意大利的 念设计硕士，曾任职于华

硕产品设计部门，后来无法克制对于设计的热情，进而转换跑道担任橙果设计的设计经理，多款叫

好又叫座的自行车皆出自其手。他与同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张博翔共同创立器研所，目前担任研发

经理，负责旗下自行车与独木舟的设计。

评选印象

在我们评选时，我们会看他的解决手法的细腻程度，好的作品可以一步步发现他的用心，首先我会

分析产品的功能性，是否能够去满足车友的“需求”，这部分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优秀产品都能达标；

接着就是该作品的达成“需求”的手法是否“周全”？例如我们看到一个自行车胎的设计，它把自

行车轮胎的材料改到在地生产、在地制造，那它可以减少物料运送的这些问题，同时提供另外一个

物料来源的解决方案。

台北

简历

生长于澳洲并在当地完成学业，其所受之设计教育涉及建筑与工业设计。他旅多

国，最后落脚台湾并建立家庭以及事业。 曾于主要设计公司耕耘逾十年，尔后自行创立的

设计谘询公司受到一家大公司的关注而整并。 于十年前创立

，并与人合伙创立了两个新品牌。 一方面担任美国公司 合伙人

与创意总监，主要开发高端的音响设备；另一方面担任 品牌执行长，主要开发高端休闲类

音响系统。

评选印象

以像台湾为例，是否拥有高端制造能力让其制造的产品无法被取代，而不是人人都能制造，必须是

独一无二的。除了设计上的创新之外，还要在制造技术上有所创新。我看到了许多出自于台湾的厉

害设计，自行车工业能力极强，而在今年度竞赛中也出现了多款突出的电辅车作品，让我在评审的

过程中，被这股创造能量所感动。

梁志鸿 自行车暨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台中

简历

梁志鸿现任自行车暨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毕业于船舶工程学系的他于 年取得

工业工程博士学位，自 年起即在航空及汽车产业累积丰硕的工业工程经验。他自 年起

任职于自行车暨健康科技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负责研发顶尖自行车产品，见证自行车产业 年来

的发展。

评选印象

从今年的参赛作品中能见到许多的电辅车和相关零配件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设计都相当贴

近车友需求，其中也不乏来自台湾的好产品。我觉得今年的奖项其实都有呼应在世界上因应需求所

造成的潮流，特别是电动化的趋势，在电动车产品上大家都有很多的投入。



本届完整获奖名单及相关资讯在此下载

亦将同步刊登于台北自行车展官网、台湾自行车输出业同业公会网站与 世界设计指南。 

注意：开启上述网站时如出现“您的连线不是私人连线”字样，请点选“进阶”、“继续前往”，该网址可安全开启。

杨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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