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年 月 日｜台北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
六件創新設計金質獎產品揭曉！

恭喜所有獲獎者：今年共 件創新設計榮獲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六件產品從所有參賽

產品中脫穎而出，獲得最高榮耀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金質獎」。其中一家來自台灣的新

創企業獲得「金質獎－新創企業」的特別獎。

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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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體現了創新設計在

這個艱困的時期是不可取代的角色。

即使受到疫情限制，今年仍吸引全球 個國家及地區近 件優秀作品參與競逐。多數評委對於

今年疫情影響下依然有眾多創新設計產品參賽感到驚訝，代表創新設計在困難的環境中仍有著不

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在評審今年的參賽作品中，更發現成車在各部件的設計整合上更加完整，產品

完整度更高、更加細緻；也代表設計愈以消費者的使用及產品的整合為考量。在疫情之下，自行車

產業反而逆勢成長，除了產品功能與消費者日常作息更加息息相關以外，連帶擴展了消費族群的廣

度，也創造了自行車產業與其他產業間更多的結盟合作機會。除此之外，持續 化思維，並與台灣

另一優秀產業——電子業的結合，未來必將成為自行車產業持續發展的要素。

考量近期疫情多變，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實體展將延期辦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線上展仍原定於 月

日至 月 日展出，除了 多家廠商線上參展，更包含本屆創新設計獎獲獎產品專區之展示；

有關展覽詳細資訊則依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公布為準。此外，獲獎產品實體展將於 年

月 至 月 日期間在 台北設計沙龍（位於松山文創園區）首展，並另受邀於 成都設計

中心展出，敬請買主、展商與一般民眾多加利用。

完整獲獎名單及相關資訊請由此下載：

 

http://online.taipeicycle.com.t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k_K29Kn2SSSaOpRPVRtU037ndUTeav_?usp=sharing


 

六件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金質獎獲獎產品：

產品名稱 ｜全能型空氣動力車

參賽類別 非動力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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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更輕、更快、更舒適，標榜「全能型」的美利達車隊版空氣動力車 （銳克多）

還有令人驚艷的優異爬坡性能，因此名列德國權威媒體的頂尖空氣動力車綜合評比第一，還榮獲兩

家知名的英國媒體測試評比最高分，並譽為「 賽局改變者」、「 無出

其右」的極品空氣動力車，台灣建議售價 萬。

評委評語

「其主流空氣動力學的設計，與造型在視覺上取得良好的平衡。零組件與車架整合度高，碟煞散熱

鰭片、變速器吊耳等零件整合擁有細膩的設計巧思。外觀仍舊維持一貫的高品質。總體來說是相當

令人驚豔的一款自行車產品。」

產品名稱 ｜坐墊

參賽類別 自行車零組件

製造商 巨大集團｜台灣台中

設計公司 ｜台灣台中

超輕量的 坐墊在重量、支撐性和舒適性皆樹立了新的標準。獨家 （

）碳纖底座和一體式坐弓設計相結合，可提供最大的動力傳遞

和順應性，而獨特的減壓微粒科技則提供騎士極佳的支撐性和舒適感。

評委評語

「此複雜的產品透過精緻美妙的做工，在美學、結構和舒適性之間取得平衡，展現極具吸引力的

輕巧獨特風格。通常這般重量的座墊總讓人感覺猶如坐在一塊塑膠板上，但 的壓力

均勻分佈，從而創造出舒適感，此特性是這個超輕型的優質座墊所獨有的。」 

 

 



 

產品名稱 ｜車手裝備

參賽類別 自行車配件及人身部品

製造商 巨大集團｜台灣台中

設計公司 ｜台灣台中

是全球唯一專為女性設計的自行車及周邊商品品牌，我們希望女性騎士也能擁有適合且專業的

自行車和裝備，並創造對女性車手友善的騎乘環境，讓更多女性加入騎車行列。 ！用最大

自然的裝備騎向大自然，享受炎炎夏日的美麗島時光吧！溫暖的陽光灑進綠意盎然的棕櫚樹林，伴

隨著珊瑚色天堂鳥花的點綴，充滿大自然感的 熱帶花系列，帶領妳更深入走進未知的

。讓妳在征服全新山嶺的路上，熱情的擁抱更多的驚喜冒險與挑戰！

評委評語

「此產品是充分考量特定生活風格族群需求而提出的產品整合企業設計，其演示範例也讓我們對

平面設計及硬體調整的可能性充滿想像。」

產品名稱 ｜電動輔助自行車

參賽類別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機系統

製造商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桃園

設計公司 達瑞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桃園

秉持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注入科技工藝美學，簡潔俐落的外型，搭載獨家動力驅動系

統 ，享受輕鬆騎乘穿梭於城市之美。個性化配件，打造專屬風格的智慧座騎。搭載高

容量電芯 （ ）電池，具備可抽取特性，讓充電更便利，並巧妙隱藏於車管內，讓

外型更加雅緻；配載科技感的操控儀及自動環境感應式頭燈，讓騎乘更安全便利。

評委評語

「對於以運動為目的來騎乘的自行車騎士來說， 改變了我對 的既定印象：容易

騎乘，加速時機恰到好處，舒服與流暢是我試乘後的心得；非常適合於都市中騎乘，是熱愛運動者

的都市移動方案好選擇！」 

 

 



 

產品名稱 ｜模組化智能電動輔助自行車

參賽類別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機系統

製造商 天津積電公路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天津

設計公司 天津積電公路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天津

是一款小輪徑的創新型模塊化電動輔助自行車，為正在尋求環保出行方式，有多元娛樂化

出行場景的城市年輕人而設計。獨特的車架插拔（斷開 連接）結構設計，用於輕鬆更換不同的模

塊組件，變換成不同的出行產品，適配不同的出行場景。可簡易拆卸的輪轂，使折疊後的體積更小，

易於收納，輕鬆且規整的放入汽車後備箱。鎂合金壓鑄的車身使重量更輕。交通工具互換與模塊化

的理念，兼顧了產品的功能性與娛樂性。

評委評語

「第一眼看到 即被它的時尚外型所吸引，其設計也一直延續到每個細節，如煞車把、

前燈和油門把，智能電動自行車的騎乘表現也相當不錯。輕鬆直觀的拆卸方式使其易於收納或運輸。

考量到參賽作品為原型模型，仍有一些細節需要改進，例如把手的形狀，尤其是出於安全考量，煞

車把應改回傳統的前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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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輔助自行車車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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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燈是一個帶有剎車燈功能的標誌性尾燈，主要用於電動自行車 產品已經通過

的標章。它提供了多種安裝選擇，可將其輕鬆合一地固定到標準貨架安裝座（ 和

）或與貨架整合。側面倒角的設計可防止牆面停車時 對透鏡造成損壞 並且設計簡潔安裝

的電線走線 提供了整潔乾淨的佈線思路。光學上採用創新的光學技術使燈具有 表現 從不同

角度觀看時則有不同的成像效果 提升車輛的辨識度。材料上使用先進的複合材料 除了可提供堅

固的結構，並具有出色的冷卻性能，從而提高了 產品的使用耐用性。

評委評語

「就一家新創公司而言，能夠像益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這樣在尾燈的設計展現如此深厚的整合功

力，著實讓人印象至深，得獎實至名歸。其乾淨整潔的設計為評審留下深刻的印象，評審都為最終

設計成果鼓掌喝采！我們鼓勵他們繼續前進，並在未來幾年繼續推出更多創新產品！」 

 

 



 

評委簡歷與印象

本屆獲獎產品由 GeorgTodtenbier（奎艾特設計，台北）、JohannGeiger（大葉大學，彰化）、Ken O

‘Rourke（Kor-Design，台中）、胡百慶（VanMoof，台北）、黃華郁（和碩設計，台北）、蔣友常（常

言道創意有限公司，台北），以及梁志鴻（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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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Todtenbier | 奎艾特設計，台北

簡歷

是台灣最大的設計公司奎艾特設計的資深設計經理，同時也任職於大學擔任產品

設計的兼職講師。 在此之前，他曾在日本松下設計團隊中任職、曾為石雕藝術家，並在德國學習

純藝術。 他在消費性電子、遊戲產品、自行車和配件領域的設計皆獲得了眾多設計獎項。

評選印象

『與往年相比，我觀察到參賽作品的設計品質整體皆有提升，今年度在電動自行車上的發展趨勢，

及其附加的「智能」功能和簡潔的整合設計趨勢仍繼續進行。令人驚訝的是，貨運電動自行車的參

賽作品不如我預期的多，而貨運電動自行車的興起是我在過去一年看到的主要趨勢之一。競賽流程

和評選程序如同以往，都由 團隊精心準備和執行。』

JohannGeiger | 大葉大學，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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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下，這次的評選活動顯得特別。令我特別驚豔的是參賽作品的數量，並且，

在許多活動都必須停辦，或只能改在線上舉行的此時，我們卻可以在實際的評委會上真實的感覺、

觸摸、體驗和了解參賽產品。儘管由於自行車產業在此次疫情中獲利，得將較多心力放在生產，而

不是產品創新；然而，本屆競賽的評選結果顯示產品研發依舊持續著、並未中斷，這對於未來市場



 

也是必要的。因此，本次評選活動可作為業界（尤其是在台灣自行車產業）的提醒和衡量工具，為

未來之發展如共享、產品整合、客製化和設計與工程優化等面向儲備持續更新和準備之動能，因為

設計和創新始終是打造成功產品的第一要素。」

Ken O’Rourke | KOR-Design，台中

簡歷

是 的創辦人， 為專門從事自行車產品設計、工程和製造服

務的公司。 他於 年畢業於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工程學系，旋即接下美國頂級自行車品牌崔

克自行車設計工程師職務，他被認為是充滿創意的設計師，不僅在專業領域內具有紮實的背景，且

對市場、行銷及銷售瞭若指掌。

評選印象

「評選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條。儘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參賽作品依舊涵蓋了所有自行車產品。

能夠有更多來自台灣以外的品牌參賽會更好。」

胡百慶 | VanMoof，台北

簡歷

胡百慶是荷蘭自行車品牌 的首席產品設計師，該品牌專門為自行車通勤者提供最佳解決

方案。 憑藉對自行車的熱情和熱愛，他在實踐大學獲得工業設計碩士學位後，致力於自行車設計。

他的作品被描述為具有創新和遠見的作品，包括電動自行車、單速自行車及配件。 他在許多國際

知名的設計比賽中獲得了認可，例如 設計獎和紅點設計獎。

評選印象

「疫情的影響讓 年的自行車產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今年參賽的作品可看出，創新研發的

能量，已不再只著重於運動競技或休閒方面，而是挖掘了更多不同族群的需求，例如通勤、載貨等，

在擴展自行車廣度的同時，也建立更豐富的產品深度。新技術的嘗試是創新設計獎絕不缺席的重要

元素之一。除此之外，產品開發的思考脈絡，也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轉變從使用者體驗作

為出發點，降低使用經驗的門檻，拉近產品與使用者之間的距離，是非常值得鼓勵的地方。」



 

黃華郁 | 和碩設計，台北 

簡歷

黃華郁在 年電腦產業蓬勃發展時，成為 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工業設

計師。她成立了擁有百位員工的設計部門，並且在 電器的產品設計方面表現出色。 年，

她任職於另一個設計部門－和碩集團（ ），其曾經為華碩的原廠委託設計業務，

並在同年獨立。在 的領導下， 的設計師能夠提供最具創意的想法並取得豐碩的成果，

最終為客戶贏得了極大的商業成功。這就是為什麼和碩集團設計部不僅吸引其內部客戶，且同時吸

引 ， 、松下、高露潔 等國際客戶的原因，甚至在非 產品領域也是如此。

自 年以來，黃華郁被提升為和碩集團主席辦公室的高級副總裁，開啟了有關她的生活歷程的

新篇章。儘管暫時退出了產品設計的前線，但她仍在不斷地向開始她的職業生涯的設計部門提供她

的專業見解。目前，她除了從事休閒單車運動，也熱衷於其他戶外運動。

評選印象

「數量眾多的 參賽作品，反映出人們對於交通出行的需求因為疫情而產生的變化；自行車

專注於運動領域的界線也開始有向外擴展的空間與機會。

結合台灣兩個優秀產業（電子與自行車）的強項，擴展使用族群，是此疫情時代可共同努力的方向。」

 

 

蔣友常 | 常言道創意有限公司，台北

簡歷

蔣友常是創新和設計管理領域的傑出人物，並且一直在為更好的全球設計解決方案尋找新的可能

性。他曾是中國創新型家居用品品牌 的聯合創始人，該品牌已獲得 多個國際設計獎；橙

果設計的多重領域設計諮詢；以及捷安特自行車的設計總監。他畢業於紐約大學和帕森斯設計學院。

評選印象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很高興知道人們仍然對自行車產業抱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在過去的一年裡，

儘管經歷了許多起伏，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仍然吸引眾多作品參賽。我們今年看到的一

個共同趨勢是，自行車產業清楚且持續地從追求「產品創新」轉向「系統創新」。所有台北國際自

行車展創新設計獎評審委員在評選過程中獲益良多，並度過了很棒的時光。電動自行車和 化思維

將繼續對自行車產業產生影響，也會讓此產業持續蓬勃發展。』



 

梁志鴻｜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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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及其零組件實際上屬於傳統的機械領域，但現在將電力、電子和移動等新技術導入自行

車，在未來的產品和服務開發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本屆完整獲獎名單及相關資訊請由此下載：

獲獎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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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更多資訊與圖片，請洽： 

 

iF DESIGN ASIA Ltd. 

楊筑婷｜Ting Yang 

No. 133, Guangfu S. Rd.,  

Xinyi Dist., Taipei 110,   

Taiwan 

ting.yang@ifdesign.tw 

p. +886.2.27667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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