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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台北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

件金質獎產品揭曉！

今 日由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與台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主辦，藝符設計有限

公司 執行的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正式揭曉今年獲獎的

件產品。

從所有作品中脫穎而出，來自台灣、韓國、日本以及德國的八家企業獲得最高榮耀“台北國際自行

車展創新設計金質獎”，其中一家企業獲得“金質獎－新創企業”的特別獎。

因應近期興起的 IoT物聯網及數位整合平台紛紛跨足至自行車產業，成為另一股新興的市場面貌，

獎項於今年增加「智慧騎行服務」類別，呼應這項嶄新的領域，期待持續透過創新設計率先引領產

業的發展。今年獎項共吸引全球 12國近 150件優秀產品參賽，而本次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參賽件數

首度超越自行車成車，充分展現產業趨勢與產品研發密不可分。 

 

評委表示今年參賽作品除了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數量大幅增加外，也出現許多響應全球環保議題以及

針對女性消費群開發的創新產品。不少創新材質應用以及擴展多樣化消費群的參賽作品讓評委們印

象深刻，亦成為作品脫穎而出的創新點。 

本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數獲獎產品將改以數位方式於「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

虛擬展館」中公開亮相，以數位化展示突破實體展覽限制，提供參觀者全新的觀展體驗。詳細

展覽資訊依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公布為準，屆時歡迎買主、展商與一般民眾多加利用。

本屆完整獲獎名單及相關資訊在此下載：

 

https://pse.is/TPCdi2020


件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金質獎獲獎產品：

產品名稱 ｜煞車系統

參賽類別 自行車零組件

製造商 彥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彰化

設計公司 彥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彰化

根據過往開發 專用煞車的成功經驗，加上近年各大城市積極推廣減少碳排放量政策，

整體對於 的需求量也因此提高。為符合 的運輸功能與高荷重超過

要求， 提供三項特點來因應：第一，前後輪搭配四活塞煞車卡鉗與上抽式來令片設

計，不只增加制動力，也方便消費者維修保養；第二，配合 高荷重需求，增加煞車來

令片厚度至 ，延長使用壽命；第三，採用更符合人體工學的駐車鎖定裝置設計。

評委評語

評審認為此產品在功能性，創新性和美觀性的表現優異。載貨單車越來越受歡迎，而 煞車

系統提供了創新的功能組合。其符合直覺又現代化的設計，充分符合安全性考量。

產品名稱 ｜自行車胎

參賽類別 自行車零組件

製造商 ｜德國科爾巴

赫

設計公司 ｜德國科爾巴

赫

此新產品是首次以德國生長裁種的蒲公英，由根部提煉乳膠而生產出來的第一批環保自行車外胎，

從設計到製造都是為了提供更好更舒適道路騎乘體驗 — 特別是針對都會中的騎乘感受。而在胎

面花紋及胎側設計上，也加上蒲公英花的形狀及元素點綴，讓整體的花紋設計有別於一般自行車胎。

此專案是特別以達到經濟效益、自然生態以及人類日常生活上的永續性為目標；尤其是大大縮短傳

統天然橡膠產地及輪胎工廠的運輸距離及成本，讓我們可以在當地生產，讓資源更有效的使用。

評委評語

此產品在環保碳足跡和創新兩方面有突出表現。該產品保有新穎的設計風格，並以其環保意識和

永續的策略說服了評審團。輪胎花紋看起來乾淨且動感。

 

 



產品名稱 ｜液壓煞車

參賽類別 自行車零組件

製造商 ｜韓國京畿道

設計公司 ｜韓國京畿道

煞車增壓器的設計是用來提升煞車制動力，並且提供可調整壓力功能；藉由調整壓力旋鈕，騎乘者

可在相同的煞握距離下直接提高煞車制動力。在更換煞車片後或煞車片過度磨損後，必須進行些許

的維護（增加或減少油量）調整；當煞車因來令片接觸碟盤而產生噪音時，可藉由各煞車品牌廠的

建議工具，來重新調整油量。產品僅 極輕量的重量，可簡單又直接地安裝於煞把，並適用於

所有油壓煞車系統（ ／礦物油系統皆可使用）。

評委評語

是一個精巧的小插件，使用者可以透過此產品的力道調整和進階調節器，將

較低階的煞車系統升級成高端煞車。此外，它為新的來令片預留開放的安裝空間，簡化煞車來令片

的更換程序，就像調整高端煞車的煞車接觸點一樣。

產品名稱 ｜摺疊電動輔助車

參賽類別 電動自行車及電機系統

製造商 達瑞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桃園

設計公司 達瑞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桃園

了解現代人對空間與自在的渴求，除了維持 一貫科技工藝美學，更加入折疊功能，大幅

提升智慧動能自行車的便利性與功能性。獨一無二的一體式車架設計，兼具時尚外型與穩定高剛性。

配載數位彩色螢幕與 ，讓移動更智慧；而可抽取電池的設計，使用更便利。 帶給您

與眾不同的騎乘體驗，讓您恣意探索超越侷限！

評委評語

該產品不僅滿足城市通勤和戶外騎行的需求，而且還滿足空間效率和自由度的要求。其結構簡潔準

確、美觀又性能強大。可折疊的結構使收納和組裝快速簡便，此外，可拆卸的電池讓使用此自行車

更加方便。多樣智能功能、精緻的外觀設計和懸吊系統為您在城市和戶外提供舒適靈活的騎行體

驗。

 

 



產品名稱 ｜電動輔助登山車

參賽類別 電動自行車及電機系統

製造商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彰化

設計公司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彰化

是一款趣味十足的電動自行車，越野性能展露無遺，兼備不拘一格的跨界用途，是傳

統登山車的理想替代方案。 具有完美校調的騎乘幾何，採用「 美利達騎乘工

程最適化」方法設計懸吊行程，帶給使用者更舒適和自信的騎乘體驗。

陽剛強悍的霸氣造型，輕量化的新型碳纖車架，再加上 和 等創新專

利技術，使 成為前所未有的新世代電動登山車。無庸置疑的傑作，獲獎實至名歸。

評委評語

首先，這台車集結來自全球的高端產品於一身，代表台灣自行車產業有能力整合許多全球高端產品，

展現產業實力，在市場上獨一無二。再者，其動力輸出續航力強，踩踏幾無阻力感，長時間騎乘也

相當輕鬆，充分展現登山越野車的性能。

產品名稱 ｜電動輔助車

參賽類別 電動自行車及電機系統

製造商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台中

設計公司 巨大機械｜台灣台中

蘊含 設計基因，是專為女性設計的電動輔助自行車。由

和 共同研發設計的 電機，提供騎乘者最自然的騎乘感受，其助力模

式可依個人喜好調整，甚至有自動助力模式 ，會根據騎乘者的踩踏和地形變化

自動給予助力；其輕巧整合的下管式電池 讓 整體外觀更簡潔流

暢。

評委評語

評審考量此產品的美觀性、功能性、人機工程學和精緻度完成度，發現該產品具有非常勻稱的自

行車美學，並著眼於細節。具有現代和一致性的外型，可將電池理想的收納到車架中，亦有出色的

製造品質和完成度。在功能上，女性使用者的人體工學和色彩設計也有貼心考量。

 

 



產品名稱 ｜智能室內自行車訓練台

參賽類別 智慧騎行服務

製造商 ｜日本東京

設計公司 ｜日本東京

的設計，主要為需要一流裝備的騎車愛好者提供簡單、出色的騎乘感受，另外更具備

充分的網路連結度，並將專屬個人的客製做到最大化。 適合所有人，尤其針對為了全

年培訓尋求解決方案的運動員而言，本產品絕對是最佳選擇。

結合了 訓練台的騎乘感與完整的上下坡度模擬等創新。透過 的專利

設計，無論騎乘者習慣使用 、 或是 系統，皆可輕鬆設定；加上前後制

動功能，使得騎乘者能一如騎在真實路面般地控制速度。

評委評語

這是一個具備細節和精美飾面加工的極佳產品，它在設計及功能上皆表現得很傑出，尤其是它能與

應用程式順暢的連結，使騎乘體驗更加真實，無論是居家健身或專業的室內培訓都非常適合。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金質獎 新創企業獲獎產品：

產品名稱 ｜電動輔助車頭燈

參賽類別 自行車零組件

製造商 益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台中

設計公司 亞思納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台中

系列德規電動輔助車 的燈採用專利 光學與散熱技術，設計出照度均勻、

小而輕，容易安裝且符合各種路況使用。搭配使用 的專用配件，滿足各式車款安裝與使

用 — 所有系列均通過 測試，安全有保障。

評委評語

在快速發展和競爭激烈的 自行車燈市場中，這個具有經典設計特點的產品，例如精巧、簡潔

和形隨機能的外觀，讓評審為之佩服。這樣的設計將研發出的新技術「多光束技術」

，轉化為值得高度信賴的可靠系統。包裝上精心編排的細節設計強化其價值感，使其

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評委簡歷與印象

本屆獲獎產品由菅原義治（GK 設計集團，日本)、Norbert Haller（ID berlin，德國）、Georg 

Todtenbier（奎艾特設計，台灣）、Johann Geiger（大葉大學，台灣）、孫崇實（器研所，台灣）、

Marcus Solomon（直品研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以及梁志鴻（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台灣）以各自厚實的經驗和多方位的角度進行探討，依創新與品質、功能、美感、責任與

定位等五個面向進行評選。

菅原義治 ｜日本東京

簡歷

年，菅原義治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同年於東京城市設計學院攻讀汽車設計，並進

入 ，被指派至海外分公司 ，旅居美國 年，負責研

發設計各式交通工具。 年，他晉升為 副總裁，負責洛杉磯與亞特

蘭大辦公室的設計與管理； 年，他接任 執行長，目前負責與動態美學主題

有關的交通工具與產品設計研發。

評選印象

移動設計已臻至成熟階段，未來將不僅僅是以科技解決便捷性、效率、實用性以及合理性而已，移

動的行為與人類演化的歷史以及進化的歷史密不可分，對移動的渴望也是人類的本性，因此由衝動

和情感驅使的移動多過於任務或功能取向的移動，這就是為什麼自行車及其零件設計必須能引起強

烈共鳴的原因，很高興看到本屆許多參賽產品顯現出這個趨勢。 

柏林 德國

簡歷

學生時代主修工業設計時即曾與奧迪合作研究。 年，他投身輕型電動車產業，

展開他的職業生涯。 曾為世界各地的客戶設計和開發自行車、助踩式電動自行車、直接驅動

式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滑板車，並先後擔任德國柏林 執行長與設計總監。 年

至 年期間， 於英國 公司擔任首席設計師。目前他任職柏林 總經

理，也曾因工作需要旅居台灣。由於 在輕型電動車產業具有多年經驗，因此在自行車產業

享有良好的人脈關係。

評選印象

在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中，自行車和零部件的電動化與數位化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參加本屆競賽的電動輔助自行車比「一般」自行車更多了。我們這次看到在城市騎行和通勤領域中

的特殊應用，如租賃車隊騎行到小型立式電動踏板車的解決方案，可見自行車行業已透過新的技

術應用、數位化和電動化跨足微機動領域。我們還可以從本屆競賽看到零組件整合、創新材料、環

保意識和針對女性開發的產品，可得出今年的三個主要趨勢：電動車及其零組件、環保意識以及自

行車產業跨足微機動領域。



台北 台灣

簡歷

在德國及東京進修工業設計前曾為一名雕刻家，之後加入日本松下設計團隊。

目前為台灣奎艾特設計的經理，同時擔任產品設計講師。 目前旅居台灣，投

身他熱衷的極限及下坡單車運動。

評選印象

雖然身為一位產品設計師我可能會比較傾向純粹由外型是否美觀來判斷，但某些創新的小細節是外

觀上看不出來的，那可能是解決工程技術上的小型物件，或者是在選用材質上的創新，這些都可能

對自行車的性能造成極大的影響。這次的作品評選中，我看到了一些比較革新的材質、材料，我認

為這部分的創造及生產很重要，因為有一台百分之百安全的自行車，是騎車時應該擺在第一順位的

事。

大葉大學 彰化 台灣

簡歷

於 年獲得德國慕尼黑 ü 工業設計文憑，同

年加入 ，於該公司多年並保持相當良好的工作關係， 年成為首席設計

師， 年開始執教生涯。 目前在台灣教授交通運輸工具以及工業設計課程，常以設計師

以及設計顧問的身分活躍於國際。同時曾擔任許多設計競賽之評委：自 年起數度受邀擔任

國際自行車設計比賽的評委，並於 年和 年受邀擔任 亞洲運輸工具創新設計

競賽之評委。

評選印象

我認為這個獎項對於作為 和 強國的台灣特別重要，這個獎項將富有創造力和創新性的

品牌聚集在一起，使評委們可以將其介紹給自行車手，讓每個人都可以深入了解這個產業。此外，

它也有助於提高台北國際自行車展的國際聲譽。台灣自行車產業必須了解並留意全球市場現況以及

未來的自行車設計趨勢。

儘管在評選期間，我們持續看到許多重要的設計想法，這些設計可以滿足車手的需求和期望，但我

希望看到更多既時髦又時尚的自行車，例如能看到更多呈現現今自行車和摩托車趨勢的電動車參

賽。

藉此，我想鼓勵台灣的製造商和創作者展現更多自信和對其創作的信任，以便將其創作付諸實現。

當然，評審必須證明其可行性和可銷售性，其實有很多很好的例子證明這是可以實現的，參與創新

設計獎項即可快速有效地與自行車市場進行產品溝通。



孫崇實 台北 台灣

簡歷

孫崇實畢業於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隨後前往義大利的 念設計碩士，曾任職於華

碩產品設計部門，後來無法克制對於設計的熱情，進而轉換跑道擔任橙果設計的設計經理，多款叫

好又叫座的自行車皆出自其手。他與同為戶外運動愛好者的張博翔共同創立器研所，目前擔任研發

經理，負責旗下自行車與獨木舟的設計。

評選印象

在我們評選時，我們會看他的解決手法的細膩程度，好的作品可以一步步發現他的用心，首先我會

分析產品的功能性，是否能夠去滿足車友的「需求」，這部分我認為絕大多數的優秀產品都能達標；

接著就是該作品的達成「需求」的手法是否「周全」？例如我們看到一個自行車胎的設計，它把自

行車輪胎的材料改到在地生產、在地製造，那它可以減少物料運送的這些問題，同時提供另外一個

物料來源的解決方案。

台北 台灣

簡歷

生長於澳洲並在當地完成學業，其所受之設計教育涉及建築與工業設計。他旅多

國，最後落腳台灣並建立家庭以及事業。 曾於主要設計公司耕耘逾十年，爾後自行創立的

設計諮詢公司受到一家大公司的關注而整併。 於十年前創立

，並與人合夥創立了兩個新品牌。 一方面擔任美國公司 合夥人

與創意總監，主要開發高端的音響設備；另一方面擔任 品牌執行長，主要開發高端休閒類

音響系統。

評選印象

以像台灣這樣的國家為例，是否擁有高端製造能力讓其製造的產品無法被取代，而不是人人都能製

造，必須是獨一無二的。除了設計上的創新之外，還要在製造技術上有所創新。我看到了許多出自

於台灣的厲害設計，自行車工業能力極強，而在今年度競賽中也出現了多款突出的電輔車作品，讓

我在評審的過程中，被這股創造能量所感動。

梁志鴻 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台中 台灣

簡歷

梁志鴻現任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畢業於船舶工程學系的他於 年取得

工業工程博士學位，自 年起即在航空及汽車產業累積豐碩的工業工程經驗。他自 年起

任職於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負責研發頂尖自行車產品，見證自行車產業 年來

的發展。

評選印象

從今年的參賽作品中能見到許多的電輔車和相關零配件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設計都相當貼

近車友需求，其中也不乏來自台灣的好產品。我覺得今年的獎項其實都有呼應在世界上因應需求所

造成的潮流，特別是電動化的趨勢，在電動車產品上大家都有很多的投入。



本屆完整獲獎名單及相關資訊在此下載

亦將同步刊登於台北自行車展官網、台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網站與 世界設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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