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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熊大單車股份有限公司不僅參與台南市智慧化公共自行車 T-Bike 的系統規劃、
租賃站建置，乃至現今營運之車輛調度、站台設備維護及全天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
等營運業務，累積豐富經驗與專業水準，並力求智慧化升級與永續經營。 

 現亦將協助台南市政府推出二代智慧化公共自行車。在獲取經濟部工業局支持，
開發全國第一套無樁式共享電動輔助自行車(Be-Bike)。 

 本團隊更於經營台南市公共自行車期間，榮獲「第9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
城市獎-健康特色獎」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第十二屆「創意狂想 巢向未來」智慧化
居住空間創意競賽入選獎，本公司積極參與國內各項競賽，推銷公共自行車為城市
移動嶄新的交通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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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可激盪出預

約租車、行駛路線建議、體適能監測、騎乘環境監控等新型態的整合服務。 
智慧化系統升級 

•與在地的學院結合，從人才的培育直至投入地方產業，取之於地方用之地方，以創建

當地能夠「傳承」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模式為宗旨。 
永續經營 



機關單位介紹 

台南市政府是台灣美食與小吃首都的地方政府。作為 400 年古都與台灣歷史文化發
源地，鹽水蜂炮、赤崁樓、安平古堡、台南孔廟等景點，每年吸引超過百萬觀光客。
台南的魅力也不僅為國人所知，在2018 與 2019 年國華街更登上日本雜誌封面，
顯現出外國旅可對台南也一樣喜愛。 

但台南並不以古都自滿，更積極邁向未來，希望運用科技解決社會與都市規劃問題。
2015年經濟部推動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時，台南市政府與遠傳合作，全
方位建設台南成為4G城市，成為台南打造智慧城市的基礎，將4G運用在城市營運、
交通、防災、醫療、觀光、教育等方面，更在2018年入選全球21智慧城市（Smart 
21）。 

在台南市政府制定同時奠立新科技與文化古都完美融合的發展策略後，我們樂見更
多青年來到台南，運用設計的力量，讓創新與傳統能更兼容，讓臺南成為永續發展
的宜居城市。 



智慧自行車在台南 



T-bike Be-bike 



T-bike介紹 

2015年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設立 T-Bike，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低耗能的公共自行
車作為短程接駁運具，減少及移轉私人機動車輛之持有及使用，以達改善都市道路
交通擁擠、環境污染、能源損耗及完成公共運輸最後一哩路服務目的。 
 
T-bike提供24小時隨時借還、租借程序簡便、全年無休之自動化公共自行車租借系
統，期盼能藉此系統之建置，無論上下班(學)通勤、休閒健身、旅遊等，皆可輕鬆
騎乘自行車。 
 
市府也規劃各種不同路線自行車道系統，如：海洋休閒路線、環運河路線等，騎著
自行車穿梭在臺南的府城古都，在燈光的點綴下，放緩腳步，沿途慢慢享受臺南市
獨特之人文景觀，細細感受低碳宜居府城之美。 
 
2019年臺南市政府更領先全國，推出首套智慧化的公共自行車系統Smart T-Bike
系統，讓T-bike具備使用者健康管理、智慧尋車、緊急通報3大功能。 



T-bike目前使用流程 

1. 電子票證感應借車 

2. 確認展示燈 

3. 向後拉出取車 

1. 選定空車位 

2. 確認上鎖 

3. 刷卡還車 



T-bike停車場域介紹 



T-bike車輛資訊 

可調式坐墊 

自行車立柱 

內三段變速器 



Be-bike介紹 

Be-bike電輔單車為全國第一套無樁式共享電動輔助自行車，透過電子圍籬技術，
解決共享單車違停及傳統公共自行車建置昂貴等問題。具備電力、藍芽及NB-IOT
訊號使Be-Bike可於觀光、消費、體適能等多元應用。 
 
電輔單車可省力騎乘的特性，提供使用者可將移動範圍由傳統單車的1~3公里範圍，
擴增到5~15公里範圍，讓使用者幾乎不需要做交通工具的轉換，即可在城市核心
區域中進行直達性的移動，解決市民的短程移動需求。 
 
且Bebike電輔單車因具無能耗、零污染之優點，並兼具運動、休閒遊憩、通勤、通
學及轉乘接駁之綠色運具。 
 



Be-bike目前使用流程 

Be-bike 借車流程 

Be-bike 還車流程 



Be-bike APP介面或下載網址 



Be-bike無線訊號定位停車場域介紹 

使用者手機APP定位 

使用者透過APP進行電輔
單車租借時，會透過手機
系統進行定位。 

微型電輔單車場站設置示意圖 

無線訊號定位 

每處微型電輔單車服務站點，

都會裝置簡易的BT無線裝置，

提供使用者透過APP系統，

確認車輛所在位置。 

車輛GPS定位 

電輔單車控制系統，配置有

標準的GPS模組，可將自身

位置定時/即時回傳平台 

透過上述三項定位資訊，

計算出電輔單車的精確

停放位置，是否符合系

統設定的停放區，避免

非預期的停放亂象產生。 



Be-bike與商家合作停車場域介紹 

預計與臺南市區內商家合作，保

留其騎樓或空地，作為 Be-bike 

停車場域。此為學校實驗場地。 



Be-bike車輛資訊 

可換式電池系統 
即時聯網車機 

控制車鎖 

可調式坐墊 

自行車立柱 

電動轉助開關 

內三段變速器 

照明燈 

輔助輪驅動 



目前T-bike常見問題與Be-bike校園試營運
回饋 

 Be-bike 停車場域如何標示，避免破壞市容 

 擔心 Be-bike 使用者在停車場域內隨意停放，破壞市容 

 缺乏租賃站等解說與標示，民眾如何得知 Be-bike 使用方式 

 擔心非 Be-Bike 使用者將腳踏車停於 Be-bike 停車場域 

 尖峰時間 T-bike 的站點間車輛調度不易 

 民眾惡意或超乎市區過度使用 T-bike 造成腳踏車損壞 

 旅客目前對於智慧自行車的使用意願仍偏低 



可以設計方向 

 智慧自行車外觀設計 

 智慧自行車推廣視覺設計 

 智慧自行車公共空間相關設施或用品設計 

 T-bike：停車樁架、租賃站標示等 

 Be-bike：無線電無樁停車空間標示等 

 APP介面與使用者體驗設計 

 智慧自行車服務流程體驗設計 

 其他 



技術指導資源 



熊大(Be-Bike電輔車)團隊能提供的諮詢領域 

維運 

客服 

巡檢 調度 

設計 

資通訊

軟體 

使用 

流程 

APP 

後土除 

租賃站 

車輛 



熊大團隊諮詢方式 

 原則上每月一次 

 可以於台南實體討論或者進行線上諮詢 

 需事先預約時間 

 可依照團隊需求指派相關部門、專業同仁 

 若有需要與配合廠商諮詢（如車體零件等），也能夠協助安排 



臺南市政府特別顧問 

盧建彰，台南人。廣告導演、詩人、
小說家、作詞者、學學文創講師、
跑者，執導柯文哲競選廣告「這一
票，你聽孩子的話」及蔡英文總統
競選廣告「願你平安」、「人民大
聲公」、「台灣隊加油」。 

影像多媒體 

葉文凱，台南人。2002年進入台南
唐草設計服務至今，現為設計部總
監。曾與3C、家電、家居、文具、
健康、照明與工具等跨領域產業配
合執行設計服務，致力於產品美感、
使用行為與製造限制中取得平衡。 

工業設計 



臺南市政府特別顧問 

卓致遠，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
系畢業。知名 UX 設計師，現自行
創業致遠體驗設計，專長為公共服
務設計、服務設計與使用者體驗。
2017年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
案「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並與
唐鳳政委共同完成報稅系統改善。 

服務設計 

游智維。以旅行作為媒介，透過體
驗對地方價值產生興趣與認同。近
年與Lexus合作覓境食旅，協助演繹
品牌精神與行銷企劃。成立蚯蚓文
化，以旅行與文化策畫內容，帶領
跨領域之資源整合與創新。 

台南觀光 



臺南市政府特別顧問 

吳培弘，台南人。Re-lab共同創辦
人與2017年關鍵評論網未來大人物。
善用設計傳達更多資訊，接連獲得
雅虎、台積電等知名企業的合作機
會。 因為勵志透過設計，解決社會
的問題，而離開 Re-lab 創立 
Info2act，用資訊設計參與社會議題。 

拾玖團隊共同創辦人。從 2007 年參
與計畫到 2011 年正式推出分享輪服
務，也是台灣原創與首個無樁式共
享單車服務。迄今走訪 20 幾所大學，
抬過、修過近千台單車。從交通模
型分析、服務營運、業務開發、行
銷推廣到軟硬體整合都有過深度參
與的經驗。 

單車專業 資訊設計 



臺南市政府特別顧問諮詢方式 

 原則上於專案團隊期間（2020年11月到2021年4月）進行 

 每隊可指定理想的諮詢特別顧問，由市府同仁安排時間 

 原則上為實體會面諮詢指導 

 由臺南市政府支付特別顧問交通費與出席費 

 時間以 90 分鐘為主，實際情況視顧問與同學互動情形 



額外獎勵 



額外獎勵 

 提供入圍每組模型輔助費2萬元 

 第一名提供獎金 4 萬元 

 第二名提供獎金 2 萬元 

 第三名提供獎金 1 萬元 

 若成果作品有助於臺南市智慧自行車設置計畫，將獲邀參與相關記者會。 



聯絡窗口 

熊大單車 

 黃經理  

 06-5115522 

 ting810519@gmail.com 

臺南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研展暨青年事務科 劉小姐 

  06-2991111 #8932 

 rosalind06@mail.tainan.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