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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計畫說明 
「產學研工程人才實務能力卓越基地計畫」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FY111 納入業界場域端人才需求規劃，引導人才參與高階科研計畫，提升
跨域多元實作經驗與實務能力，促其投入產業，強化工程人才實務能力，
促其參與智慧物聯網與晶片產業技術實務研發計畫 

（一）計畫目標與願景 



壹、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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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涵與架構 



壹、計畫說明 

自行車智慧移動系統技術整合與場域人才精進計畫 

詳細內容請參考「工程人才權利義務須知」 

工程人才須配合本計畫完成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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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人才實務專題 



壹、計畫說明 

自行車智慧移動系統技術整合與場域人才精進計畫 

 工程人才甄選：即日起至111/2/28（五）受理報名， 

      本中心計畫團隊將依相關科系大專院校教授推薦、工程人才學經歷、專長、產業與相關職能技
術投入意願等進行評估，或依報名者提供電話或線上視訊進行訪談及溝通後遴選合適工程人才，      

並於3/1~3/2確認入選名單後通知 

 工程人才預計報到日期：111/3/4（五） 

 執行期間：111/3/1~111/8/31 

 工程人才（學生）招募： 

 10名（大學三年級或四年級生、碩士生或博士生）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就讀我國實務能力發展主題相關領域科系大學之在校生（不含在職生） 

 中部及南部學生比例50％（含）以上；包含公立／私立／普通或科技大學在校生 

項目 大學生工程人才 碩士生工程人才 博士生工程人才 

工程人才專題研究經費 
每人每月/為期6個月 

NT$8,000元 NT$15,000元 NT$18,000元 

最低參與總時數 240小時 360小時 36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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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人才甄選 



貳、執行單位簡介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自行車研發中心） 

 民國八十一年，經濟部工業局與業界共同捐助設立 

致力於自行車工業之產品開發技術、建立自行車檢測中心，以厚植我國自行車產業體質，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民國九十二年，正式更名為「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配合產業需求及政府輔導政策營業範圍擴展至健身器材及醫療輔具領域。  

 帶動產業創新以促進產業升級與創造價值，策略聚焦自行車、輕型電動車輛、健身與復健器材、醫療行動輔
具等四大產業之關鍵技術與服務模式開發，符合產業發展趨勢。 

 致力於技術商品化及商品服務化，以協助我國健康運動文化之形成與達成促進就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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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與通訊介面技術 
 
 

•無線傳輸通訊應用技術 
•控制電路設計 
• PCB LAYOUT 
•韌體程式設計 
• USART電路設計 
•陣列電路設計 

軟體開發技術 
 

• 3D虛擬實境互動 
• Windows軟體開發 
• Android 軟體/平台系統 
•軟硬體整合通訊界面 
•資料庫、數據、AI 
• Web Service 

創新設計部核心能量 

醫工與人因技術 •產品人因工程 
•運動體適能評估 
•運動處方 
•復健醫學 

工業機構與美學設計 
 
 
 

•硬體結構設計 
•產品通用設計 
•產品外觀美學設計 

創新服務設計 •設計平台、設計競賽 
•產業創新服務研究及推動 
•情境體驗及品牌推廣服務 



（一）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疫情催化全球自行車需求，傳統自行車朝向電動自行車典範轉移， 

推動更大電動化、智能化與服務化的國際市場商機！ 

 2050年預估約68%世界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地區，城市人口將增加25億(ECF，2021）Micromobility 輕移動通勤、旅遊及
商務市場，產業商機無限，車聯網、智慧系統及場域服務等產業創新及新創高階工程人才需求恐急！ 

 全球自行車市場規模2021年～2025年將成長至207億美元，預估年複合成長率約達7%（Infiniti Research Ltd., 2021）  

 2019年全球電單車銷售金額約144億美元，預計2025年將達259億美元(商周，2020） 

 歐洲自行車產業協會(CONEBI)、自行車產業組織(CIE)及歐洲自行車聯盟(ECF)預測2030年歐洲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銷
量將成長至3,000萬台，其中電動輔助自行車將突破1,700 萬台，臺灣自行車品牌在歐洲市占率超過60%，意味著2030年銷
往歐洲數量將成長至1,800萬台（IEK，2021) 

8 



（二）計畫要項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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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行車智慧移動系統技術整合與場域人才精進」實務專題主題，主要培訓(1)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 
(2)感測元件之特性分析、應用與通訊協定規劃(3)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應用(4)資料庫架構、加值應用系統(5)場域
服務設計與實務學習等，於240~360小時計畫期程內協助工程人才建立智慧物聯網與場域服務之產業實務能力 

APP開發者 

雲端平台 
資料蒐集/管理 

Android iOS Windows 

不同客群服務場域 
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 

感測元件之特性分析、應用與通訊協定 

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應用 
（運動達人/社團/學研專家運動量測及研習） 

生理耗能 
VO2/VCO2量測系統 
肌肉含氧監測* 

• 運動耗能評估 
• 作業效率評估 

肌肉活性 
EMG系統 

• 動作耗能評估 
• 動作協調評估 

騎乘姿勢 
動態關節角度 

可調式車架 

• 騎乘姿勢量測 
• 車架尺寸調整 

功率量測 
Cyclus2功率器系統 
踏頻/踏力量測 

• 測試情境建立 
• 踩踏表現評估 

整合分析 
騎乘表現分析 
模擬分析 

• 產品性能精進 
• 騎乘提升表現 

資料庫架構、 
加值應用系統 

場域服務設計與實務學習 

• 電輔自行車結構設計 

• 跨域整合設計思維 

     (資通訊、智慧應用、綠色概念) 

• 產品色彩設計配色應用 

• 產品概念設計提案 

• 熊大-共享單車/單車旅遊 

     (日月潭、台南) 

• 俥安達-自行車租賃/參訪導覽 

     (高雄棧貳庫) 

• 物聯網基礎知識介紹與案例 
• 感測元件特性介紹、應用 
• 通訊協定基礎概念、通訊技術介紹與應用案例 
• 實作案例分享與討論 

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三）技術主題班規劃 

技術主題班規劃 合作單位代表 

智慧次系統場域：工程人才10名 

含實作型、業界交流型實務專題 

主要培訓要項 

(1)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 

(2)感測元件之特性分析、應用與通訊協定規劃 

(3)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應用 

(4)資料庫架構、加值應用系統 

(5)場域服務設計與實務學習 

實施方法：透過合作單位技術交流與專案合作，從做中學， 
快速引導工程人才與產業接軌。 

參與計畫後應具備之實務能力 
 自行車、健身器材及其零配件之產品設計、運動科技、智慧物

聯網、智慧加值服務系統與場域服務設計知識與技術整合應用
能力優化，與實際場域應用發展及市場需求接軌。 

 鼓勵工程人才參與專業人才認證或競賽活動，相關成果可列為
未來就業輔導與成果推廣之重要參考依據。 

 引導工程人才發展正確工作態度，培養跨域合作溝通及協調能
力，精進職場共通核心職能。 

技術主題班：自行車智慧移動系統技術整合與場域人才精進 

 金儀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物聯網） 

 

 

 

 熊大發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享單車服務場域營運、系統服務平台設計） 

 

 

 

 俥安達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單車租賃及輕旅行、電輔自行車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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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saio36nOAhXGrI8KHRKnAK8QjRwIBw&url=http://cw.wowisee.com/writingbf.asp?OrderBy%3D%B1%C6%A7%C7%26Desc%3D0%26ScrollAction%3D4%26kid%3D%A4%BD%A5q%26cid%3D%26KeyWord%3D%26arce%3D%26arce2%3D%26main%3D%26sub%3D&psig=AFQjCNFPEIEpjxYn_D0IWkeGZKSmtLPkOA&ust=1470468264545167


（四）實務研發計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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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構想規劃 
預計時程 實作主題 主要要項 學校實質合作 企業合作規劃 

3-4月 
24小時 

電輔自行車創新
概念設計 

電輔自行車結構設計 
跨領域整合設計思維-創意思維導入資通訊、智慧應用、
綠色概念等跨域技術設計 
產品色彩設計配色應用-國際時尚色彩、色彩語意、配色。
產品概念設計提案-檢視產品現有技術透過設計思考加值
或創新元素，應用圖像與手繪提出概念設計提案。 

工業設計專業
知識課程 

物聯網、通訊
介面基礎理論
課程 

運動科技基礎
理論 

資料庫系統基
礎理論 

系統設計流程
與理論 

單車輕旅及場
域服務設計 

智慧物聯網、跨平
台通訊協議實務 

智慧移動場域服務
設計及實務學習 

4-5月 
32小時 

感測元件之特性
分析、應用與通
訊協定規劃 

物聯網基礎知識介紹與案例 
感測元件特性介紹、應用 
通訊協定基礎概念、通訊技術介紹與應用案例 
實作案例分享與討論 

5-6月 
32小時 

人因科學與運動
科技應用 

自行車專項運動科學/人因工程量測與評估 
騎乘體驗優化研究-智能化電動輔助自行車發展建議 
運動表現量測與評估-耐力/爆發力提升 

4-6月 
40小時 

資料庫架構、加
值應用系統 

資料庫基礎理論 
 UI/UX基礎理論與案例分享 
 APP及雲平台系統設計流程與實作案例分享 

4-8月 
40小時 

場域服務設計與
實務學習 

場域服務設計案例分享 
場域實務學習 

8月 
160小時 

專題模型實作 專題概念模型設計、實作、測試及設計改良 

8月 
32小時 

成果展示及就業
輔導 

主題式講座、工作坊 
成果展示及發表 
聚焦人才交流及就業輔導 

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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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專題類型 實務專題主題 實務專題內容 成效佐證 

實
作
型 

研發計畫 參與研發計畫 

參與工業局計畫、技
術處科專計畫或其他
政府部門經費支援之
相關研發計畫 

工作紀錄、 

研究成果 

實習/實作單元 
進行特定實務操作/
實作 

研發計畫對應之實務
專題 

工作紀錄、 

簽到表、 

照片/影像紀錄 

*專題競賽 

參加實務專題競賽 參加晶片設計競賽或
智慧物聯網技術/應
用相關專題競賽 

作品、 

參賽成績 

業
界
交
流
型 

業界交流 

參加技術研討會/工
作坊/展覽；參訪廠
商 

參加研討會、參訪廠
商/企業 

參訪紀錄、 

心得報告 

工程人才投入
業界之活動 

介紹工程人才與執
行單位/合作廠商所
需職缺面談、活動 

參加聚焦式人才交流
活動、參加廠商求職
活動、實務職能強化
活動…等 

活動紀錄、 

工程人才參與
計畫後之發展
調查 

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 

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研習 

技術專題實作 

業界交流 
（企業參訪、國際會展） 

鼓勵專題競賽 

就業諮詢、輔導 

感測元件知識、技術研習 

資料庫、系統技術研習 

場域服務設計與實務學習 

（五）實務研發計畫規劃 

2. 實施流程及內容 

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六）強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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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題 

（技術優化） 

福利機制 

（環境優化） 

 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 

 感測元件之特性分析、應用
與通訊協定規劃 

 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應用 

 資料庫架構、加值應用系統 

 場域服務設計與實務學習 

 聘任自行車產業高階業界講師交流與分享 

 鼓勵國際會展、企業參訪及智慧移動服務場域實務學習 

 鼓勵參與技術設計競賽 

 （如IBDC 、TAIPEI CYCLE D&I AWARD、盛群盃等） 

 實務專題成果發表會 

 建立學習履歷 

 協助就業媒合與諮詢服務 

 勞保、健保、意外險 

 工作環境及規定 

    同自行車中心職員 

參、實施方法及內容 



肆、預期效益 

1. 預計完成招募並培育10位高階專業工程人才 

2. 招募期工程人才適才適性技術能力簡要評估，以提升工程人才專題實務發展效益。 

3. 電輔自行車創新概念設計、感測元件之特性分析、應用與通訊協定規劃、人因科學與運動科技應用、資料庫架
構、加值應用系統、場域服務等設計與實務學習知識與技能培養，參與本中心政府科專技術與廠商專發展，研
習記錄與專題作品，可成為其未來產業接軌時的能力展現。 

4. 結案時工程人才實務能力提升評估，鼓勵工程人才參與專業人才認證或競賽活動，成果可列為就業輔導參據。 

5. 計畫期間指導師對工程人才實務能力發展歷程、正確工作態度培養，增加合作單位或企業未來儲備人才機會。 

工程人才實務能力發展效益 

 全球防疫、運動健康促進、環保需求熱議，自行車成為區域日常通勤、休閒旅遊、健康促進、交友或商務應用
等輕移動與健康生活之重要載具，期能滿足電輔自行車、車聯網、智能次系統及場域服務高階專業人才需求！ 

 自行車產業輕量化、電動化、智能化、聯網化、共享與服務化，將傳統製造產業推向創新服務發展，帶來更多
智慧移動場域加值服務與商機，全球二輪車電動化與智能聯網吸引車廠、資服業者、場域服務業者積極投入，
擴大既有產業生態系，帶動產業創新及新創事業發展。 

 配合政府發展半導體及物聯網新興領域產業政策，預計本中心科專計畫技術研究成果，串連111年法人科專資
源，鏈結產官學研合作單位，提升自行車服務場域人力資源。 

 從場域服務學習反饋，導入高階人才，推動臺灣自行車製造業共同發展智慧化共享運具、加值系統與服務。 

產業發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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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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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創新設計部 創新服務組 

張鳳忻 Francis Chang 

Mobile: 0937-201445 

TEL: 04-23501100 #802 

FAX: 04-23595835 

EMAIL: francis@tbnet.org.tw 

407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37路17號 

統一編號: 08318091 

https://chcbicycle.wordpress.com 

http://www.tbnet.org.tw 

**************************************** 

．資通訊技術整合及應用 

．自行車、輔具、健身器材產品設計開發 

．各項政府資源諮詢及輔助申請 

．創新服務及活動企劃 

mailto:francis@tbnet.org.tw
https://chcbicycle.wordpress.com/
http://www.tb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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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合作單位代表 

 金儀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物聯網） 

 熊大發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享單車服務場域營運、系統服務平台設計） 

 俥安達新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單車租賃及輕旅行、電輔自行車及零件） 

創立40餘年，專營自行車、健身器材等車錶研發及製造，為
全球專業運動器材車錶發展歷史最悠久的廠商，創新專利通
過達176件，具機械、電子、電機與資通訊領域專業資深團隊，
台中總公司廠房約700坪，另廣東深圳、江蘇昆山都設有工廠 

全台首度整合升級智慧化自行車系統，以交通運具營運為主軸，專注於公共自行車
及共享單車科技研發及營運，發展T-Bike 2.0升級多元支付及LBS服務。整合智慧運
輸、智慧觀光、智慧生活等智慧城市相關領域之建設，持續發展預約租車、行駛路
線建議、體適能監測、騎乘環境監控等新型態整合服務。取得ISO27001資安驗證。 

雙重連動煞車系統(GINDA-Double CBS)已取得台灣、美國、歐盟等11 個國家專利，
陸續榮獲德國iF、紅點年度設計獎、紐倫堡發明展..殊榮。2021年進駐高雄棧貳庫百
貨觀光商場據點，成立自有品牌門店「GINDA單車庫」、發展電動自行車 ，結合自
行車研究中心及在地商家、導覽觀光協會、百貨商場..等，推動自行車安全騎乘體驗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saio36nOAhXGrI8KHRKnAK8QjRwIBw&url=http://cw.wowisee.com/writingbf.asp?OrderBy%3D%B1%C6%A7%C7%26Desc%3D0%26ScrollAction%3D4%26kid%3D%A4%BD%A5q%26cid%3D%26KeyWord%3D%26arce%3D%26arce2%3D%26main%3D%26sub%3D&psig=AFQjCNFPEIEpjxYn_D0IWkeGZKSmtLPkOA&ust=147046826454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