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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小的我，學着騎大大輪子的單車，學著怎麼平衡和駕馭人生中第一

台交通工具。跌倒了，再爬起來，直到學會的那一刻。沒跌倒過怎麼能算

是學單車呢？記得在學會的那一刻，我露出了大大的微笑，那是 45度的

微笑。 

騎著單車上學、找朋友玩及和朋友比賽看誰先到家；也陪著媽媽一起

騎著單車買菜、到田裡幫爺爺種田。那時我小小的，單車帶給了我大大的

滿足。 

長大後，越來越少騎車。我似乎忘了，兒時騎車的那種快樂。這天，

看見台中出現的黃色單車向我招手，彷彿再說：嘿，你今天微笑了嗎？讓

黃色單車帶你找回兒時記憶，同時創造新的微笑回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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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緣起 

隨著時代的演變，我們生活在繁忙的都市，加上科技的進步，讓許多

人變成低頭族。生活步調的改變，讓人鮮少外出親近大自然。近來，台中

市政府推行綠能低碳交通，提倡永續經營理念，不僅建設 BRT 與捷運等

大眾交通工具，也開始設立 I-bike 單車站配合轉乘。單車不僅節能，也能

達到運動的效果。單車將再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單車是陪伴很多人度過童年的美好回憶，配合政府推動單車觀光，我

們以「慢活」為此企劃主軸，將台中市的地標性景點與特有的小吃茶點等

規劃成三條不同主題的路線，希望大家可以騎著有微笑符號的 i-Bike 深入

到巷弄看見台中不同的面貌。 

 

企劃目的 

我們希望讓大家可以自己放下手中的電話，離開電視或電腦，走出門

外讓自己放鬆一下緊繃的神經。藉由 I-bike 與不同主題的地圖，載著大家

到不同的地方享用美食、踏踏青，如同小時候騎著心愛的單車四處亂晃征

戰住家附近的巷弄那般。除了能重新認識自己居住的環境，同時也能拉近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達到慢活的健康生活，用微笑單車創造屬於未來的 45
度角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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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業環境分析 
一、 單車在台灣的歷史演進 

表 1、單車演進三階段 

階段與 
年份 

單車種類 階段陳述 

第一階段 
（1970～

2002) 

交通代步

單車 

二戰後因南北貨、茶業與紡織業盛

行，店家比一般民眾更早、更需要以

單車載貨、代步。 

第二階段 
(2003～
2009） 

登山車、

公路車、

折疊車 

由捷安特、美利達發起 A-Team，單

車轉型升級，主攻專業單車巿場。脫

離「中國設廠→低價、大量生產→收

益惡化」的惡性循環，創造「回歸台

灣→高價位、高品質生產→收益增

加」的新循環。 

第三階段 
（2009～
現在） 

微笑單車 

使用低污染、低耗能的公共單車作為

短程接駁運具，帶起都市騎車的風

氣，建立一種慢活的生活及旅遊風

格。 

 

二戰後的台灣，單車是交通或流動小販兜售商品等較為實用性質的工

具。當時的單車出口大國是日本，但因人力成本高，因此大量訂單轉到了

台灣。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因此單車

的製造訂單又轉向了中國及東南亞。1990 年代，巨大公司積極開發捷安特，

目標是將捷安特打造為全球品牌。 

2003 年單車在中國低價開發並大量生產，造成品質低下及收益惡化。

捷安特、美利達等單車公司聯合發起 A-Team，目標是將單車轉型升級，

主攻專業單車市場，讓大家看到『台灣的單車』，創造高價位、高品質的

專業生產，讓收益增加。2007 年電影『練習曲』中一名學生騎著單車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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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的故事，引發了單車風潮。騎單車變成一種自由及自我鍛煉的象徵，

讓公路單車、時尚折疊車及登山車等銷售量大增。但單車市場很快達到飽

和，這股風潮卻持續不久，緊接著 2008 年金融海嘯，單車市場泡沫化，

許多單車專賣店因此倒了。 

2009 年政府提倡綠色城市的概念，推行低碳、低污染的綠交通概念。

捷安特拿到了台北市的公共自單車租賃系統的 BOT案，成功打造了一種

新的生活習慣，帶動了都市單車風潮，建立起一股新的慢活生活及旅遊風

格。 

 

二、 台灣單車文化 

今天的台灣已成為單車王國，而與單車相關的活動也幾乎成為全民運動。

政府政策的實施、單車企業團體的幫助、觀光旅遊的推廣等都是成就單車

文化的幫手。下表是台灣單車的重要里程碑： 

表 2、單車文化發展年表 

年份 事件 內容 

1989 財團法人捷安特體育基

金會 
國內第一個推廣單車休閒運動的基金會，

於 2000 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單車新文化

基金會」 
1999 成立登山隊 捷安特登山車隊成立 
2002 成立捷安特亞洲隊 首支自由車職業隊伍 
2003 A-Team聯盟 巨大與同業連同協力廠商成立 A-Team，

使單車業根留台灣，並提升台灣單車產業

之品質與品級 
2004 發展台灣單車道 行政院體委會透過「全國單車道系統」計

畫，規劃單車道生態綠廊串聯區域，發展

全台灣的單車道路網 
2005 「想到單車，就想到台

灣」 
台北國際單車展覽會的精神標語, 希望國

內外更多人想到騎行、就會想到(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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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整合單車道路線及系統 推出「千里單車道、萬里步道」計畫，整

合全國單車道的路線與步道系統 
2007 推廣單車月 將每年 5 月訂為「單車月」，積極推廣單

車騎乘 
2007/4 台灣電影《練習曲》 發起一股單車環島的風潮 

2008 捷安特旅行社 提供單車旅遊規劃服務，讓大家有機會完

成環島夢想 
2008/4 全球首家女性單車店

「Liv/Giant」 
在臺北市敦化北路開設了全球首家女性單

車店 
2011 成立台灣單車節 透過單車賽事，串連東臺灣各遊憩據點，

提供遊客豐富體驗，並活絡東部觀光產業 
2014/1 高士特 GUSTO 第一支正式職業化單車隊 

 

我們可以看到捷安特在推廣台灣單車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不同

時期推廣不同類型的單車活動，對全台單車風氣帶來一定的影響。隨著 A-
Team的成立，品質上升更讓台灣的單車漸漸在國際中嶄露頭角。2005 年

台北國際單車展覽會提出「想到單車，就想到台灣」的精神標語，致力於

台灣單車在國際中的地位。與此同時，政府推行單車生態綠廊，發展單車

道路線及系統，進一步推動了台灣的單車風潮。2008 年捷安特在台北成立

全球首家女性單車專賣店，讓單車文化多了女性的助力。隨後成立的捷安

特旅行社，加上先前電影《練習曲》的影響，全台形成一股騎單車環島的

風氣。之後成立的台灣單車節，讓更多人參與單車的相關賽事。今年初，

台灣第一支正式職業化單車隊成立，單車文化走進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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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總體環境分析 
一、 外部環境分析   

表 3、外部環境分析-PEST 

 

政策面 Political 

1998 年，法國市民基於空氣汙染、噪音汙染等原因，自行發起了「無

車日」的活動，這樣對環境友善的舉動很快就受到歐盟的重視，在 2000
年正式訂定 9 月 22 日為「國際無車日」。台灣推展此活動也有十年之歷

史，雖無強制在當天禁用汽機車，但其推展使用大眾交通運輸的理念也漸

漸受到關注，2010 年交通部推出的台灣好行，便是透過這樣的理念提倡低

碳旅行。 

台中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汽車，機車，計程車等。由於近年來汽車及機

車的使用率逐年增加，對環境的污染都有非常不樂觀的局面，因此政府為

了改善台中市的交通現況的局面，建設了 BRT捷運轉運站及開始實施 i-

 

•國際無車日 

•台灣自行車節 

•自行車道設施 整建 

•2016全球自行車城市大會 

 

Political 

•萬物皆漲薪水不漲 

•國際油價高漲 
Economic 

•自行車發展 

•休閒觀念興盛 

•永續發展的觀念 

Society 

•RFID技術 

•KIOSK機器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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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 微笑自行單車轉換站。秉持著提升都市生活文化，響應全球節能減碳。

台中市政府極力推廣、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低耗能的公共單車作為短程

接駁運具，減少及移轉私人機動車輛的持有與使用，以達改善都市道路交

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損耗目的。 

單車道設施和台灣單車節我們可以將它們歸類為政府政策下的產物，

交通部在 104 年度「運輸政策白皮書」第二點即提出，「推動綠運輸，健

全單車使用環境，實現人本交通」這樣的理念。台灣單車節的規劃相當完

善，每年都會舉辦各城市的系列活動、日月潭 Come!Bikeday、騎遇福爾摩

沙這一類的活動，網站上也設有詳盡的「單車道規劃認識」細節教育民眾，

讓參與活動的人能夠順利平安。但經我們觀察，這樣較完善的單車道多數

位於觀光景點，城市中的單車道建置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經濟面 Economic 

  下圖 1 為 2000 年一月起至 2013 年油品月比較趨勢圖，我們將從兩方

面做說明。一、2007 年 7 月 2008 年 10 月期間，國際油價急速上升後又跌

到谷底。多方面的資料皆指出油價大漲之原因為當時金磚四國對全球石油

需求大幅成長，同時又有人利用市場消息炒作國際原油市場，加上美國次

級房貸風暴，美國聯邦銀行插手造成美元大幅貶值，外資撤出美國市場，

帶動原油上漲；下跌原因則是全球經濟成長速度減緩，加上美元升值，投

機者減少炒作市場價格。二、除解釋上述第一點外，我們將視線放在整體，

雖偶而有小幅波動，但我們能夠看到國際原油整體價格確實是一直向上攀

升的，從表 4、2000 年與 2014 年油品均價比較表的油品均價比較可以看

出十四年來原油漲幅高達兩倍以上。 

生活所需成本日漸增加，而每月薪資卻不見成長，促成政府及市民開

始尋找節能及日常代步的方法。公共自行車系統，在台北、新北等縣市都

得到了不錯的效果，每逢上下班時間、假日好天氣，公共自行車總是「一

車難求」。近年來，自行車的風潮，使得騎自行車成為全民運動，不僅是

一種時尚，也展現自我體能耐力的表現，此外自行車的風潮更帶動了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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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例如運動用品(如 NIKE、ADIDAS 等大型運動品牌的運動美學競爭)、
觀光業、製造業等等，都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 1、國際油品月比較趨勢圖 

 

表 4、2000 年與 2014 年油品均價比較表 

油品項目 
年均價 
2000 年 

年均價 
2014 年 

漲跌幅(%) 

原油(西德洲) (美元/桶) 30.21 94.97 214.37% 

原油(杜拜)  (美元/桶) 26.40 98.64 273.64% 

原油(布蘭特) (美元/桶) 28.86 101.19 250.62%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社會面 Society 

       經過文獻蒐集及觀察後，我們列出主要三點： 
一、休閒觀念興盛。這可由經濟方面和制度方面說起：台灣早期以農業當

作發展重點，勞力是每一個家庭中重要的生產單位，當時也沒有休閒娛樂

的觀念，直到產業轉型為工業，工作和生活開始有了分隔，人們開始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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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規劃旅遊，讓自己方鬆身心，加上 2001 年公務人員週休二日

的法規正式施行，休閒娛樂觀念也被推至高點。 
二、自行車運動風潮: 根據 97-102 年交通部觀光局數據統計

(http://admin.taiwan.net.tw)，對比其他休閒活動國人運動旅遊項目中有一半

比例是騎乘單車。2007 年電影《練習曲》中一位患有聽障的主角騎單車環

島的故事，帶我們看見台灣這片土地，並激起一股單車環島的風潮，人們

將這項活動視為一種身體的磨練、心靈的洗滌。 
三、永續發展的觀念。1997 年聯合國在日本召開會議，簽立「京都議定

書」，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高度受到關注，此條約

的簽訂各界看法不一，但確實降低環境受到的威脅，環保和永續經營的議

題也讓國人更加重視健康生活與綠能運輸。 

 

科技面 Technological 

  RFID為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縮寫，中文被稱為無線射頻

識別系統，運用無線電波和電磁感應的原理來連接標籤和感應器。目前已

被廣泛的運用於生活中，如高速公路上的 ETC、圖書館借閱書籍、醫院裡

病人的識別以及悠遊卡的使用。微程式執行長吳騰諺將自己的創意結合科

技運用在 YOUBIKE 上，在 YOUBIKE 車體前方兩側加裝無線射頻識別，

快速租借歸還的優勢，大大增加市民使用的意願，可謂 YOUBIKE 成功的

幕後功臣之一。 

  KIOSK 機器也被稱作自助服務機，目前在台灣最常被放置在便利商店

裡，KIOSK 機器的作用包括廣告的宣傳、交易的媒介、資訊的傳達等。i-
Bike 使用者不但能夠在機器上看見該站與附近的單車剩餘數量，查詢附近

公車站牌，而且還能夠用來開通悠遊卡以便使用 i-Bike，促進交通資訊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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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環境分析 
2014 年 7 月 18 日台中市 i-bike 成功開啟試營站。目標：2014 年底建

置 20 站，2015 年底達到『74 號道路以東、台鐵以西的範圍建構 60 站，租

賃站間以一公里左右為原則』。藉由轉動 i-Bike 漫遊都城，宣傳台中獨具

特色的商圈、休閒觀光景點、重要交通轉運站、道地小吃美食，讓不管是

本地民眾或是前來觀光的旅客都能從心認識台中。 
 

甲、 營運願景 

 
乙、 公共單車租賃的出現 

公共自行車(英：Public Bicycle System，簡稱 PBS)，一種能讓一般大

眾共享自行車使用權的服務，台灣地區公共自行車屬於智慧型自行車計劃，

由政府單位來建置營運，主要設置於都會區內以平價方式，讓民眾使用自

行車替代私有車輛進行短程通勤，達到紓解交通擁塞、降低環境汙染，此

外更具備休閒、旅遊、健身功能。 

微笑單車建設之前，部分縣市都有各自的公共單車租賃系統。高雄的

公共單車租賃系統，站點集中在觀光景點，居民覺得設站太少，加上借車

換車系統很慢，使用上不太便利。 

2009 年台北市政府認為台北自行車道較為完善，相信自己亦有能力推

動公共自行車租賃案於是向市府的環保局申請經費，由捷安特公司協助建

置及營運管理。起初試營運困難重重，不被看好。直到 2011 年 12 月底進

入第二階段的營運後，改善了原先的缺點。他們將租借系統簡化並加快速

度，統一收費，且設站地點分佈密集，打造了低碳、低污染的公共短程接

希望能透過微笑單車的推行減少私用汽機車使用避免
道路壅塞，改善市容與空氣品質。 

透過甲地借乙地還，與電子票證付款方式結合，讓民
眾可以便利迅速的抵達想到的地方。 

分享騎乘的喜悅，經由騎行微笑單車改善您我生活環
境，實現節能減碳、維持身心健康更可提升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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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交通工具。You Bike 漸漸改變了台北市居民的生活及交通形態，並計劃

在其他的縣市也打造微笑單車。目前已建 You Bike 的縣市包括新北市、彰

化縣及台中市。表 5、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縣市一覽表為目前已架設公共

自行車系統或正擬定設點的縣市表。 

表 5、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縣市一覽表 

縣/市 正式營運日期 至

2014/12
設站數 

備註 

臺北市 2012 年 
11 月 30 日 

180 帶動全台各縣市公共單車的文化及

風潮。 
新北市 2008 年 

10 月 
42 2013 年 12 月 31 日 New bike 與 You 

bike 系統整合。 
桃園縣 
新竹市 

預計 2015 年

開設 
0  

台中市 2014 年 
7 月 18 日 

20 車站周邊向外延伸 2 公里範圍開始

設站，涵蓋百貨商圈、市政特區、

秋紅谷、經國園道等地。 
彰化縣 2014 年 

5 月 22 日 
57 因應彰化的地形，捷安特針對自行

車的變速進行調整，以利使用者能

夠輕鬆騎乘。目前僅彰化縣、員林

鎮與鹿港鎮有架設。 
台南市 2014 年 

3 月 2 日 
2 於安平區進行試營運，每日 9-18

為租賃時間，持一卡通免費租借，

逾時歸還每半小時罰 50 元。 
高雄市 2013 年 

12 月 4 日 
159 60 分鐘內免費，但一張卡片只可租

借 1 輛腳踏車。 
屏東市 2014 年 

12 月 4 日 
20 目前無跨縣市借還，未來預計與鐵

路、公路等搭配轉乘優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4%A7%E9%81%93%E5%B8%82%E6%94%BF%E5%A4%A7%E6%A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B%E7%B4%85%E8%B0%B7%E5%BB%A3%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B%E7%B4%85%E8%B0%B7%E5%BB%A3%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B%E7%B4%85%E8%B0%B7%E5%BB%A3%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5%9C%8B%E7%B6%A0%E5%9C%92%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9%B3%E5%8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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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公共自行車計畫的優缺 

優勢 

其實全球不少國家都有發展公共自行車計畫(如荷蘭、丹麥、英國等

49 個國家)，研究報告顯示單車共享計畫筆預期的來的好，除了可以減少

都市空氣污染之外，還可帶動都市居民運動風氣，而最為意外的是能促進

單車站點附近的商店經濟。波蘭國立大學的研究者觀察發現，在研究區域

中的便利商店內，單車騎士每月平均花費是開車民眾的 1.3 倍美元。除此

之外根據台北 YOU BIKE 經驗，公共自行車計畫能夠讓更多人想要購買自

行車，許多騎過 YOU BIKE 的民眾都跑去買了同款的自行車，無形中為

Giant 帶來營收。  

 

     劣勢 

許多國家用路權是以行人優先，自行車其次最後才是汽機車，若汽機

車侵犯到行人及自行車的路權會受罰。相反在台灣沒有完整的自行車道不

說，台中部分區域的道路更是坑坑疤疤，甚至還有大量高出地面的人孔蓋

相當危險。騎乘民眾除了要小心不被旁邊的汽機車撞到，有時還被迫騎上

人行道與行人爭道。自行車目前仍未有可規範的法規可約束，有時甚至在

路上看到民眾逆向騎行，或是快速的從行人旁邊衝過去，造成交通混亂之

餘，對行人及騎乘的民眾自身都會造成很大的危險。  

 

丁、 i-bike 服務分析 
1. 服務本體 
→ i-bike 整體全車服務到位 
→ 單車附有鑰匙跟鎖，臨時要是有事離開也能鎖起車子以保障車子的

安全 
→ 前車手把附有三段變速，而且十分穩定，有塑膠外殼保護變速裝置 
→ 椅墊設有自由調高度，可以滿足各種高度的租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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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型設計佳似近淑女車，而穿裙子的女生可以安心的行騎 
→ 車前頭設有放置籃，可以滿足租用者的基本需求 
→ 車頭設有響鈴可以在行駛的路途中警示行人 
2. 結合現代科技 
→ 結合科技，可在網路上申請加入會員，租車時能利用悠遊卡、一卡

通或信用卡取車 
→ 通過網絡也能得知租借站車輛資訊，第一時間掌握租借站點周圍和

目的地現況 
→ 手機付費。在申請、付費、取還車的服務上，利用科技整合，讓整

個服務作業流程模式簡化且迅速 
3. 民眾經驗回饋 
→ 租還車站點不夠普及，或是必須要熟悉站點位置 
→ 整體十分方便，不過要是租車與還車時，卻因為站點位置不清楚而

導致租還車時間增加，甚至只能暫時借停在其他地方 
4. 單車道不夠普及，造成騎乘困難 
→ 在建設單車城市的同時，一定要有完善的城市設備，是否整個環境

是利於單車的行駛 
→ 如果騎乘人行道同時卻沒有足夠的空間行駛，分離單車道和人行道，

避免造成行人的危險，並且也能讓騎乘單車者處於不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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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WOT 分析 
 

優勢 劣勢 

1. i-Bike 使用前 30mins 免費，減輕通

勤人的交通費用。 
2. 對有短程需求的民眾更加便利，不

需花時間找停車位或等待公車。 
3. 能減少汽機車使用，同時節省汽

油。 
4. 綠色交通不會造成空氣汙染。 
5. 租賃時間為 24hrs，無論民眾或觀

光客都可按照自己時間、行程安排

自由使用。 
6. 單車設計輕巧很好騎。 
7. 甲地借乙地還，提供民眾更多的便

利。 

1. 車燈必須透過人力發電才會亮，在

夜間使用時，停下來的時候很難被

注意，比較危險。 
2. 晚上十點之後沒有服務人員現場幫

忙，如果遇到問題，只能打申訴電 
話或等待搬運單車的人來協助。 

3. 使用悠遊卡租借，但 kiosk 沒有充

值功能，使用者必須到附近的便利

超商充值。 
4. 嚴格上單車需要戴安全帽，但目前

i-Bike 沒有提供，也沒有聲明必須

佩戴。 

機會 威脅 
1. 政府興建捷運並搭配 BRT 和 i-

Bike，能增加使 i-Bike 使用率，且

便利的交通可提高旅客來台中意

願。 
2. 透過民眾對 i-bike 的使用，能增加

Giant 商品的曝光率，進而提高

Giant 產品的購買率。 
3. 對台灣而言，台中的天氣相對穩

定，較不影響單車的使用。 
4. 研發 app 結合 ibike 系統。 
5. 延長夜間客服電話時間。 

1. 隨著台中下令禁行機車，電動機車

可能取代單車。 
2. 台中目前沒有完善的單車專用道，

騎單車在公路上很危險。 
3. i-Bike 的設站地點是配合捷運路線

而建，有些站的位置偏僻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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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架設公共自行車主要希望改善空氣汙染及減少交通阻塞帶給民眾

更多的便利性，因此使用自動租賃系統並搭配甲地借乙地還，這對通勤的

人來說極其貼心的設計，將單車停進歸還的站點不用兩分鐘的時間，再也

不用著急的尋找停車位深怕趕不及搭車。使用 i-bike 轉乘減少機車燃油及

停車費的支出，著實替通勤的民眾省了荷包。24 小時全天候都可使用，騎

單車再不必受到營業時間、假日及非假日的牽制，這對於晚歸或是晚上想

出門的人亦是一大福音。然而無法於晚間 10 點提供人工服務，總是有些

不方便。因此我們提出 app 結合 i-bike 系統與延長夜間客服時間的想法解

決此問題。而隨著台中部分地區下令禁行機車及缺乏自行車專用道，導致

電動機車可能取代單車，阻礙微笑單車的推廣。為了解決此威脅可能需要

仰賴政府早日規劃完整的自行車專用道及完善的 i-bike 站點導引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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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分析 

市場區隔 

目標市場 

定位 

行銷推廣 

舉辦各類活動 

•I-Bike 之歌 

•千人I-Bike遊 

參、 i-Bike 行銷策略 

 

 

 

 

 

圖 2 、行銷策略簡圖 

一、 STP 分析 
 

市場區隔 

 
根據總體環境與 SWOT 分析，我們將 i-bike 使用者分成三大族群。根

據我們自身經驗及周遭的觀察，大台中與鄰近的縣市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密

不可分，因此我們將這群搭公車及鐵路通勤的民眾設定為 i-bike 使用的第

一大族群。年齡 13-55 歲。 
隨著健康意識提升，民眾開始注重休閒運動，然而平日下班時間已晚，

假日出門則怕人擠人，去健身房運動對最來什麼都漲，薪水不漲的小市民

無疑是筆開銷。微笑單車的租賃時間與前半小時免費對於有運動需求又無

法大筆支出的民眾是最好的選擇。 
第三族群則是遊客，不論是國外或是其它縣市的遊客，相較於過往的

團體包車、走馬看花，現在的遊客們更想一步一腳印走過、細細品味所到

之處，最好還可以看到旅遊書上沒介紹的好地方。針對這樣的特點，微笑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特質 
13-55 歲 學生、上班族、

遊客 
國中-大專以

上 
較注重休閒健康、關心環保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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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租借時間自由，費用宜人，且單車不只能帶他們進入充滿韻味的小巷

弄，體力好的話還能去不少地方呢!! 
 

 
目標市場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了解到現階段使用 i-bike 的族群為： 
(1). 有通勤需求的上班族或學生：物價及原油上漲讓通勤的民眾開始尋

求更便宜的交通工具。 
(2). i-bike 站點附近居民：對於他們而言，有些地方走路太遠，而開車

太近的距離騎單車剛好。 
(3). 重視休閒生活與健康的民眾：相較於以往只埋首工作的一輩，年輕

一輩在工作之餘也開始注重休閒生活並尋求彼此的平衡。 
(4). 觀光旅客：根據 102 年觀光局統計資料可知，對非團體的觀光旅客

而言，便利的交通是選擇旅遊地點的主要影響因素。i-bike 無人租借

站、甲地借乙地還且 24 小時都能租借，不論從哪方面想都非常便利。 
 

 
定位 

單車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一項休閒運動。近來，慢活風氣漸漸擴散開

來，提倡放慢腳步，學習放鬆。因此我們將 i-Bike 和慢活結合在一起，

藉由 i-Bike 來傳達一種稱為慢活的態度。 
 

二、 i-bike 行銷推廣方案 
 
(一)、 設計主題路線地圖 

根據 i-bike 我們鎖定較常使用族群為通勤上班族及學生、附近居民、

背包客。針對針對這幾個不同的族群及需求，我們為台中市 I-Bike 設計了

主題路線，分別以慢活、情侶及美食為三大主題。希望藉此提高 I-Bike 的
使用率，並提供居民在閒暇時有更多選擇來打發時間，更能好好認識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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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活：全球八十幾萬會員的緩慢生活 Slow Movement 提倡慢工作、

慢運動、慢閱讀，目的是希望人們遠離手機電腦等 3C 產品並放慢自

己的步調，全身心放鬆。 
(1) 慢活 I 

(1)  針對遊客及背包客，首次來到台中卻不知有什麼景點必遊，我

們 設 計此路線為他們帶來多一項選擇也初步的介紹了台中的市

的景點。此外我們認為還是會有學生等年輕族群的市場，因為一

般學生都覺得 i-bike 是蠻方便的，外出購買午晚餐或其他東西，

要是附近有 i-bike 都會選擇使用。 
(2) 以 8 大地點為主簡單介紹，到台中市區後可以選擇逛夜市、夜

遊都市、半/一日台中遊等，所以我們針對以喜歡台中地標性商圈

來旅遊的遊客或背包客為主。 
(3) i-bike 作為短程接駁的交通工具，配合以上的 11 個站點可以間

接為台中 i-bike 宣傳以讓更多人知道它的便利之處。倘若清楚各

站有什麼東西，可在地圖上標出 11 站點的位置及說明了站點周

圍可選擇的去處。 
 

圖 3、慢活 I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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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站 

  25 分鐘 

 

4 5 分鐘 

秋紅谷站 

 

A. 逢甲大學→→→→秋紅谷→→→ 市政府文心樓→→→ 文心森林公園 

→→→→勤美綠園道→→→→國立台中自然博物館→→→→中山公園 

→→→→一中街 

 

B. 慢活地圖中紅色的路線為特別路程，歡迎喜歡騎腳車或是想要燃燒大

量卡路里的人士挑戰：起點是逢甲大學，路途中會經過西屯路二段，

西屯路一段，日興街，五權路，三民路三段，終點是一中街，全程大

約需要 2-3 小時。 

逢甲大學→→→→→→西屯路二段→→→西屯路一段→→→日興街

→→ →五權路→→→三民路三段→→→一中街 

(2)    慢活 II 
  針對假日喜歡外出用餐、隨性逛逛散心又無法遠離市區的上班族、

小資族群所設計： 

圖 4、慢活 II 路線圖 

 

 30 分鐘 

孔廟站 

20 分鐘 金典站 

 10 分鐘 

市政府站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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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紅谷站 

20 分鐘 

大墩文化中心 

20 分鐘 

A. 一日之計在於早午餐。 
有別於平日假日的早餐總是豐盛，因此我們在美術館找了幾

家早午餐餐廳，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用美好的ㄧ餐；餐後可以

騎著車在附近巷子裡繞一繞，有不少主題性的餐廳及咖啡館等著

被發掘。若是對展覽有興趣也可以到美術館裡面參觀。 

 
B. 美術館→→→→勤美誠品 

 
週末時會有創意市集、街頭藝人表演，旁邊還有勤美術館，

喜歡走走看看的朋友也可以騎到中港路上金典酒店旁邊的巷弄，

忠明 13 鄰塗鴉社區很適合喜歡探險的你們喔!!有喝下午茶習慣或

是單純想來個點心犒賞自己，附近也有光之乳酪、閣樓上的鹹點

店、甜點森林、法米法式等不同的特色小店。 

 
C. BRT 頂何厝站→→→→→大容西街涼快的綠蔭河堤→→→→秋紅谷。 

 
這是我們為單純想騎車或是想欣賞台中新地標的朋友所設計。

河堤邊是單向行駛所以你們不需要擔心過多的車輛，沿著市政路

約 15 分鐘的車程可以到剛啟用的國家音樂廳，附近還有新市政府、

秋紅谷公園等，開闊的空間、大片的綠地都可讓人放鬆心情。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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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慢活 II 解說圖 1 

 

 圖 6、慢活 II 解說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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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侶路線 
 

當愛神邱比特的箭射中一對男女，當愛情媒人月老牽上一對男女

的手，被命中選定的彼此便開始產生了無止盡的思念、無休止的依偎、

無盡頭的甜蜜，這就是愛情。 
墜入愛情的情侶們來到台中之都，卻無從規劃起旅遊的起點，不

妨共同騎乘 i-bike 一起體驗『雙心旅程』，欣賞秋紅谷充滿濃濃愛意

的雙熊，漫遊勤美綠園道藝文展示，親自 DIY手做冰淇淋，冰淇淋你

一口我一口，感情更加融洽，手牽手品嘗夜市商圈的經典小吃，不但

手掌心溫暖脾胃也溫暖。 
 

圖 7、情侶雙心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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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館站 

  10 分鐘 

『雙心旅程』推薦路線 

 

A. 左半心：秋紅谷  →→→→  7 分 SO 美式早午餐  →→→→   
 
 
新光三越/大遠百 →→→→  DIY 冰淇淋/歌劇院  →→→→ 
 
 
 勤美綠園道/英式下午茶  →→  咕魯咕嚕音樂餐廳/田樂/台中美術館   
 
 
→→→→  逢甲夜市 

 

 

 

 

B. 右半心：台中火車站  →→→→→  第二市場/瑞穗臭豆腐  →→→→→  
宮原眼科   

 

→→→→→  勤美綠園道/田樂/台中美術館  →→→→→  一中街 

  

  5 分鐘 

中正國小站 

BRT/公車 

  5 分鐘 

茄苳腳站 

  25 分鐘 

BRT/公車 

  5 分鐘 

BRT/公車 

  5 分鐘 

秋紅谷站 

  5 分鐘 

新光/遠百站 

  10 分鐘 

  5 分鐘 

市政府站 

  20 分鐘 

逢甲大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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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侶路線，從勤美到火車站，可以搭配 BRT 和客運前往。相關路線

如下： 

圖 8、台中市 BRT路線圖 

靜宜大學到台中火車站沿台中中港路雙向發車，每 6 分鐘一班車，沿

途車站包括：臺中火車站 --- 仁愛醫院 --- 茄苳腳 --- 中正國小 --- 科博

館 --- 忠明國小 --- 頂何厝 --- 市政府 --- 新光/遠百站 --- 秋紅谷 --- 福安 
--- 中港新城 --- 澄清醫院 --- 玉門路 --- 榮總/東海大學 --- 東海別墅 --- 
坪頂 --- 正英路 ---弘光科技大學 --- 晉江寮 --- 靜宜大學 

表 6、公車轉乘資訊 

公車代碼 台中火車站 台中科技大學 
(一中商圈) 

勤美草悟道 

藍 2       
57       
71       
81       

25,37      
1,31      
35      

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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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食 
(1) 美食 I 

圖 9、美食 I 金典商圈 

另一個台中特色之一莫過於數量多到數不清的餐廳了！金典綠

園道及美術館一帶是特色餐廳的重點地區，考量交通的易達性和便

利性後，我們將區域鎖定在台灣大道上 BRT 公車及 i-bike 站點，以

異國料理為主題替此區域做行銷。 

首先我們區分各種不同國家料理，分別是韓式料理、印度料理、

泰式料理和法式料理，並將主要消費族群訂為「願意嘗試新鮮事物

且已具有穩定收入及消費能力的民眾」。我們認為到餐廳裡的消費

民眾既然已有一定消費能力，其實他們會更追求在這裡面消費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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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麼附加價值，例如：餐點和期待中的品質是否相同；吃飯過程

中和家人或朋友在吃飯的氛圍是否是愉快的等。 

觀察到這一點之後，我們決定設計關於各種不同國家料理的飲

食歷史或習慣的小冊子，增加客人到店裡消費食的好印象，舉例來

說，韓國石鍋拌飯的由來是傳統女人的地位較為低下，吃飯時必須

等到丈夫和孩子都吃完，才將剩菜剩飯倒進晚裡拌著吃。在韓國，

拌飯也是種愛情的象徵，伴侶到餐館裡點拌飯時，須由男生為女生

攪拌，女生吃不完的飯也必須由男生吃完。藉由這一類的飲食文化

與習慣，讓消費族群有彷彿置身於國外的體驗，也為用餐者之間創

造不一樣的記憶。 

(2) 美食 II 

圖 10、美食 II 逢甲商圈 

    從小生長在台灣並不覺得小吃和美食的種類相當多樣，但若問

起外國旅客對台灣印象最深的是什麼？許多人的答案都是越夜越美

麗的「夜市」。逢甲夜市是中部地區名氣最高的夜市，許多美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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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部落客都會到此錄製節目或撰寫文章，我們整理出幾樣夜市裡

的超人氣小吃吸引大家前來朝聖。 

首先我們將夜市內的美食分為甜品類以及小吃類，印製傳單放

至於夜市容易取得處（逢甲路與福星路口、逢甲大學門口、文華路

與福星路口）以及鄰近的 i-bike 站點（秋紅谷、新光遠百、逢甲大

學），平日每日發放 180 份，假日 360 份，接著製作小印章給活動

傳單上的店家，集滿紅標商品及藍標商品即可獲得地圖上任一店家

的五元折價券。由於夜市中的消費族群多樣，有觀光客、畢旅國高

中生、逢甲大學學生、附近居民等等，因此我們將消費族群定義成

想藉由花費數百元獲得休閒娛樂效果的民眾，由於消費總金額不高，

此活動針對這樣的消費族群特性來做價錢上的優惠，提升民眾進一

步消費的意願。 

(3) 美食 III 
        我們以台中一中為中心點，將一中商圈分成兩個部分。台中一

中的左邊是以簡餐/餐廳為主，右邊則是主打一中商圈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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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美食 III 一中商圈 

表 7、一中美食分類表 

以一中商圈的地理位置來說，旁邊有中友百貨，百貨裡的餐廳價

位普遍較高。對於在附近上班或是剛好來逛街而又想找家餐廳來吃的

人而言，只要步行十分鐘左右就有價位相對較低、環境優雅且多樣性

的選擇。 
一中商圈附近都是學校和補習班，最大的顧客就是學生族群。所

以價位都會控制在百元以內。而便宜又好吃的小吃，讓人能一次吃到

各種不同美食。一家大小來逛商圈，也能各自挑選自己愛吃的食物，

邊吃邊逛。 
 

4. 地圖 

企劃中設計兩款不同材質的地圖： 

A 款是作販售用的，材質防水防皺旁邊附上特定材質的筆能直

接在上面畫出自己騎過的路線，或是發現地圖上沒有的店家/有趣的

地點，在上面做記號，創造自己的獨特路線與回憶，並可上傳分享。

若是想重新畫上新的路線或註記，可將地圖拿去泡高於 60 度的水，

順便可以清洗一番，晾乾後宛如一張新的地圖。 

B 款地圖是一般材質，民眾可以免費領取使用。若使用過後想

收藏或是重複使用，可前往目前 i-bike 站點附近之統一或全家超商購

買 A款。 

分類 價位 推薦原因 

簡餐/餐廳 
200-400 一中商圈的餐廳各有特色，環境好氣氛佳，餐點有

一定的口碑，想要找個地方喝杯茶，吃個簡餐，這

裡有很多餐廳讓人挑選。 

小吃 
100 以內 想要品嚐多種不同的美食，吃銅板美食最合適不

過。有的分量可以挑選，價格也不高，讓人可以一

次遲到好幾種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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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00-102 年觀光局統計(http://admin.taiwan.net.tw/)遊客希望取

得旅遊資訊的地點數據統計，我們將地圖放置於台中各交通站點(如
機場、火車、高鐵、客運等)和 i-bike 所有站點附近約 356 家統一及

全家超商，兩款地圖皆有供應。此外地圖上註記之景點皆有擺放 B
款地圖供民眾使用。 

為了響應政府的單車推動觀光，我們以 80 年代單車造型設計一

台地圖自動販賣機放置於市政府站。目的是希望這可愛造型的單車

吸引好奇的民眾前來一起轉動台中，並且和大家一起見證台中的轉

變。 

圖 12、地圖販賣機_租賃 

使用辦法：可免費領取或購買防水版本。 
收費金額：購買 120/份，另附贈地圖畫記筆。 

購買使用悠遊卡或信用卡付費。大輪旁有輪盤選擇區，按下

選擇鍵地圖便會在販賣機內選轉置下方取物槽，取物後轉盤便會回

到原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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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辦 i-bike 相關活動 
響應全球節能減碳風潮，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舉辦 i-bike 相關活動，讓更多

的人共襄盛舉並透過騎乘 i-bike 傳遞「健康慢活」的概念。 

1. 大型活動 

(1) I-BIKE 之歌 
目的 
為了讓大家一起響應騎腳踏車的樂趣，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發

揮你們的創意，創造有趣好玩的 I-BKE 之歌。 
 

歌曲規格 

I. 作詞→須為「愛護地球，環保節能」之相關意向之歌詞。 
II. 編曲→節奏與旋律與歌詞需檢附樂譜。 
III. 演唱→演唱語言方式沒有任何限制，但須以中文表達詞意。 
IV. 作品須含詞+曲（單以詞或曲或未錄製人聲參加徵選，本主辦單

位將不予受理，歌聲不列入評分標準），詞曲。 
V. 錄製→長度 2-5 分鐘之 MP3 或 MP4 音樂檔，應為可發行之錄音

作品，須以人聲歌唱方式呈現（不限合唱，獨唱或重唱），參賽作

品表演者不限創作者本人。作者可以同一人或不同人。 
 

評審作業 
I. 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在收到參賽者的作品後，立即進行參賽者組別

身份及歌曲規格、歌曲主題審查【主題為「愛護地球，環抱節能」

相關之詞曲創作】 
II. 網絡人氣評選 (2015/04/11-2015/04/14) 

     入圍的作品將會放上網絡讓所有民眾做線上評選，並於活動當

天現場公佈網路人氣獎 (網路人氣獎同樣可進入決選)，頒予獎狀

及獎金 1000 元以茲鼓勵。 

注: 主辦單位將於 2015/04/15當天成績將會公佈在官網當中，獲得

第一名的作品將會作為 2015/04/22 千人 ibike 當天活動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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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參賽者將作品及個人資料發送到信箱

ibikecitysong@gmail.com                  
報名截止: 2015/04/10 
主辦單位:台中市觀光旅遊局 
協辦單位:台中國立美術館、台中勤美術館

 
預期效益 
透過歌曲創作來宣導愛護地球，節能減碳多用 i-bike，對於愛創作的

人士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了。朗朗上口的有趣歌曲可以增加趣味及

打響 i-bike 的名聲。被大家評選的 i-bike 之歌將會作為千人 i-bike 遊
當日活動的主題曲，藉由熱鬧活潑有意義價值性的活動一定可以使

民眾對於 i-bike 更為喜愛。 

 
(2) 45o角的回憶 

活動時間：2015/04/22  0930～
1700  

活動地點：台中-勤美綠園道  

主辦單位：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

局 

協辦單位：台中環保局，捷安特

自行車公司 

活動目的 

以環保大使為宣傳媒介，呼籲人民踴躍參與全國無碳日的 i-bike 千人

遊，為自己的家園盡一份力環保的力量。整體活動非常具有意義性，

希望能拉進大眾與 i-bike 之間的距離，並對 i-bike 的認知改觀及透過

媒體記者的報導增加知名度。 

 

 

圖片來源：第 11 屆 1919 愛走動 陪騎單車環島大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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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15
公里 

勤美
綠園
道 

逢甲
大學 

文心
森林
公園 

國立
美術
館 

活動大綱 

活動當天相關廠商將會提供 1000 輛 i-bike 及 100 輛的親子自行車，

讓所有活動當天所有出席之民眾可以更認識 i-bike，透過騎乘自行

車此活動讓各位一起回憶小時候騎自行車時無憂無慮的日子及發揮

團體愛心精神，為我們的地球，家園，環境，環保盡一份力量。 

千人 i-bike 遊 

配合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由一千個人騎著 i-bike 一同出遊，一起

騎腳車，一起運動，一起好好享受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其中由於親

子自行車的數量有限，廠商只能夠提供 100 輛作為租借使用，若想

要租借的民眾可以當天前往有關單位辦理手續，而我們希望能透過

親子自行車來拉近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距離關係。活動路線及流程如

下。 
 

活動後續成效 
台中 i-bike 目前使用人數為約 14 萬 5 千人次左右，隨著站點的增加

之後 i-bike 的使用率只會有增無減。對於沒騎過 i-bike 的民眾，透過

千人遊活動，將改變他們對   i-bike 的價值觀。慢慢地，民眾的生活

方式開始變得不同，騎乘 i-bike 可能從每個週末轉變成每日的習慣。 
假設 15 站= 14 萬 5 千人(使用)每增加一站就能增加 1 萬人的使用率，

i-bike 千人遊後曝光率提升，使用 i-bike 的人數會增加 1 倍，每增加

一站= 2 萬人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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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活動流程表 
內容 所需時間 所需人力 

客人到櫃檯中心辦理租借 i-bike 手續 5 分鐘 5 人 
租借手續辦理完畢後前往牽車 5 分鐘 5 人 

負責檢查牽車後每一輛車的安全系統 5 分鐘 5 人 

若當天現場的 i-bike 已全部租出，想參與的民眾可以攜帶自行車前來，我

們非常歡迎各位，無論你是喜歡騎自行車或是為環保盡一份力量。 

 
預期效果 

甲、 增加民眾對 i-bike 的認識，提升 i-bike 在各界人士的完整形象。 
乙、 確實達到減少碳排放量，當天預計活動人數能行駛 300 輛汽車，

500 輛機車。則可減少 1530 公斤之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如下表： 
 

表 9、二氧化碳排放量 

 

  

項目 碳排量 備註 
汽車 
(每輛每公里碳排

放 0.24) 

1080kgCO2e 
(相當於 3.6 萬棵樹吸收的 CO2

量) 

0.24*15km*300 輛 

機車 
(每輛每公里碳排

放 0.06)  

450kgCO2e 
(相當於 1.5 萬棵樹吸收的 CO2

量) 

0.06**15km*50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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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媒體 

i-bike T-shirt 

 藉由參與者身上穿著 i-bike 的 T-shirt 吸引旁人的注意，並且活動的

當天現場所有的有關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及贊助商人員等都會一同穿

上活潑趣味的 i-bike T-shirt 以激發參與者及民眾廣告的注意力達到宣

傳的效果。 

宣傳單 

 選擇指定的場所派發傳單: 學校，商圈，百貨公司，社區 
 在活動前的二個月 (2015/02/22&2015/03/22) 分別由工作人員到

不同的指定地點所派發，經由兩段時間派發以達致宣傳的最佳

效果。                         
 網絡點宣傳: 面書，有關部門單位官網及各大旅遊部門的官網設有相

關活動資訊  
 活動前一個月 (2015/03/22) ，主辦單位邀請記者及各大媒體們

撰寫相關活動的文章並刊登在報章雜誌上。 

宣傳旗子 

 在人來人往的大街小巷上，插上相關活動的旗子，隨著旗子漫舞飄

揚的樣子肯定可以吸引到民眾的注意。 
 台中-勤美綠園道 (2015/03/22&2015/04/22) 

逢甲大學，秋紅谷，新光三越，大遠百，台中市政府文心樓，

台中科博館，公益大英街口，台中金典酒店，勤美誠品，

NOVA 資訊廣場，SOGO 百貨公司，金國大酒店，福星公園，

重慶公園，BRT頂何厝，，英士公園，台中孔廟等街道上。 

海報 

 透過學校，店家，大眾單車自行車隊或社團作為海報宣傳媒介，並

告知當日活動的內容和時間地點等，至於海報張貼的位置將會選擇

在頻密人潮的活動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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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勤美綠園道 (2015/03/22&2015/04/22) 
逢甲大學，秋紅谷，新光三越，大遠百，台中市政府文心樓，

台中科博館，公益大英街口，台中金典酒店，勤美誠品，

NOVA 資訊廣場，SOGO 百貨公司以及活動當天附近商圈的店

家們。 
 

2. 小型活動 

(1) 第一百位使用者 
活動說明：當天第一百位使用 i-bike 有小獎品：透過機器感應第一百次

的時候，會發出音樂的聲音，由在場值班的同仁去發獎品

(獎品是實體，或是優惠券)，讓大家會期待自己會不會就

是那個幸運兒。 
獎品：贈送 i-bike 周邊商品或商店優惠卷約 300 元，此為中長期活動，

先試辦三個月，成效依舊好，可延長至一年。一天只有一位的

名額。 
預期效果：讓大家期待這個驚喜，且增加 i-bike 使用率。 

 
(2) 尋找隱藏的 i-bike Logo 
活動辦法：與路線範圍內的夜市或店家合作(如逢甲商圈範圍)，讓使用

者尋找隱藏的 i-bike Logo，並在所找到的地點拍照上傳至

官網，參加抽獎。如此除了可以吸引民眾騎乘 i-bike 也可幫

合作商家打廣告，增加曝光。 
獎品：商家優惠券活動每次抽出 10 名幸運者。 
預期效果：可讓民眾多觀察四周環境，帶給民眾一種尋寶的感覺，增

加騎乘 i-bike 的趣味性。 
 

(3) 指定地點拍照 
活動辦法：搭配特定節日或季節，指定部分站點範圍以指定姿勢，進

行照片徵選。對攝影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拍下屬於自己獨一無

二的或是趣味性十足的照片分享給大家。(如每年十月爵士音

樂節，指定金典科博館站至音樂節範圍內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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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於 i-bike 粉絲專頁作評選，前三名可得現金優惠券，佳作數名，

贈與精美小禮物。 
預期效果：增加大家想去騎車的動力及趣味性。 

  
(三)、 結合商品與科技推廣 i-bike 
 

1. 改善現有 app 
根據目前現有 app 我們可以得到與 ibike 相關的資訊，民眾可以透

過 ibike 知道附近有哪些站點，站內是否有車可用，也可透過 app 即時

報修等。然而 app 的功能並不僅止於此，因此我們根據企劃的核心對

此作出改良方案，讓它不只方便，更具吸引力，並透過它讓民眾對騎

車產生可以一試的想法，進而變為常態性的使用。以下為我們的改善

方案： 

(1) 運用 APP系統結合附近商店，願意提供優惠及店家資訊在 APP系統

上，當有人騎 i-bike 進入店家方圓 300 公尺內，就會發出音樂聲響

或震動，告訴他們附近有這一間店，可以前往消費。點選店家畫面

可出現討論區的功能，大家可以將消費感想及經驗放上去讓其他人

受惠。 
 

(2) App 跟悠遊卡相互綁定，可以透過悠遊卡讀取使用者性別和年齡等

基本資料，加上使用者自身輸入的喜好設定，推薦可能喜好之景點

和路線。選擇出現在畫面的地圖路線後，app 便會沿著路線帶著你/
妳遊玩。還車時，更可透過 app 看到附近 i-bike 站內車數量，若不

介意多騎一點路便可騎至車輛較少的站點還車，配合站點還車會贈

送一倍今日的減碳量喔!!)  
 

(3) 幫使用者作每次騎車的紀錄，若想與朋友分享騎車的路線或是去過

的地方可將 app 上面紀錄的檔案傳至朋友的行動裝置。隨著每次的

騎乘 app 能幫您統計累計減碳量，如同航空累計里程數一般可用來

兌換單車或 i-bike 限定版周邊商品。(如累計碳量 500kg 可兌換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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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燈、多功能頭巾、騎車用水壺，累計 1000Kg 可兌換 Giant 旅行

社優惠券等)。 
 

2. 推出 i-bike 限定版販售 
Giant 可挑選自家品牌的單車商品(如車用水壺、頭巾、手套、襪

子及袖套等)，印製 i-bike Logo 製成週邊商品作為部份推廣活動獎品贈

送。配合每年千人 ibike 遊時，訂製有 ibike logo 之 T-shit 贈與報名參

加之民眾。在熱鬧的節日如新年、情人節、端午節、中秋、萬聖節或

聖誕節時，可結合節慶與 ibike 小橘車製作獨特的節慶商品販售於定點

自動販賣機，吸引人氣又可以增加自家商品曝光。 
 

限定版商品數量如下： 
I. ibike 週邊商品預計訂製 200 個 
II. logo T-shit 1000 件 
III. 節慶商品每次 2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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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企劃各活動時程表 
 
一、 千人 ibike 遊流程時間 
 

時間 流程 

08:30−09:00 簽到集合，儀容檢查 

09:00−09:30 運裝備,領物資到會場 

09:30−10:00 最後確認會場狀況 

10:00−10:30 開幕活動 

10:30−12:30 活動進行，維持場面秩序 

12:30−13:00 午餐時間，換班休息(工作人員) 

13:00−15:30 活動進行,維持場面秩序 

15:30−16:00 工作人員備緒，準備閉幕 

16:00−17:00 閉幕+頒獎典禮+表演活動 

17:00−18:00 撤掉裝備+協助工商離開 

18:00−19:00 協助工商+恢復環境 

190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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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時間總表 
 

黃色：ibike 之歌是屬於一次性的活動、千人遊則是固定每年 4/22 舉辦一

次。 

藍色：尋找 Logo 與指定點拍照每次活動時間約一個月，兩個活動會錯開

隔月舉行一次。 

灰色：為每日都會進行的第 100 位幸運使用者，目前暫定三個月，預計執

行為期一年。 

 

時
間 

                  

項
目 

   

3/ 
22 
↓ 
4/ 
22 

4/ 
22 
↓ 
5/ 
22 

5/ 
22 
↓ 
6/ 
22 

6/ 
22 
↓ 
7/ 
22 

7/ 
22 
↓ 
8/ 
22 

8/ 
22 
↓ 
9/ 
22 

9/ 
22 
↓ 
10/2
2 

10/2
2 
↓ 
11/2
2 

11/2
2 
↓ 
12/2
2 

12/2
2 
↓ 
1/ 
22 

1/ 
22 
↓ 
2/ 
22 

2/ 
22 
↓ 
3/ 
22 

Ibike 之歌 
            

千人 ibike 遊 
            

ibike  logo 
            

指定地點照 
            

100th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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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企劃成本估算 
本企劃以四個月為一期，將成本分成短、中、長三時期估算。 

 
一、 短期成本(1-4 個月)  

短期印製地圖、舉辦宣傳活動為主 

項目 用途 金額 備註 

地圖 

印刷(可水洗) 54,000 30*30cm=120*450 印製 900 份 
印刷(一般紙) 4,695   印製 12,000 份 

魔擦筆 27,000 30 元*900 支 
每份防水地圖附

一支筆 
小計 85,695     

i-bike 之歌 活動獎金 10,000     

千人 i-bike 遊 

宣傳 286,000     
招商 30,000     

雜費支出 324,500     
小計 491,500     

尋找 logo 贈品金額 11,000 5500*2 
隔月舉辦一次，

共 2 次  
指定地點拍照 贈品金額 3,500     
第一百位幸運

者 
贈品支出 36,000 300×120 天=36,000   

總支出 637,695   



 
 
 

41 
 

二、 中期成本(4-8 個月) 
企劃進行 8 個月，宣傳活動達一定效果並持續進行；因應使用人數的

提升增加地圖供應量，架設自動販賣機於市政府前，試試水溫；並著

手改良、推廣 app。 

項目 用途 金額 備註 

地圖 

印刷(可水洗) 54,000 30*30cm=120*450 印製 900 份 
印刷(一般紙) 12,841   印製 36,000 份 

魔擦筆 27,000 30 元*900 支 
每份防水地圖附一

支筆 
小計 93,841     

自動販賣機   200,000 1 台  
設於市政府文心樓

站  

發展 app 
開發改良 200,000     

推廣 50,000   印海報，平面廣告 
小計 250,000     

尋找 logo 贈品金額 11,000 5500*2 
隔月舉辦一次，共 2

次  

指定地點拍照 贈品金額 7000 3500*2 
隔月舉辦一次，共 2

次  
第一百位幸運

者 
贈品支出 36000 

300×120 天

=36,000 
  

總支出 59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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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成本(8-12 個月) 
企劃進行將近一年，i-bike 使用率仍往上升，持續推廣 app。活動推廣

效果已不顯著，地圖使用者漸漸減少，轉往行動裝置，故降低地圖印

刷量。推出 i-bike 週邊商品及節慶限定版供民眾選購收藏。 

項目 用途 金額 備註 

地圖 

印刷(可水洗) 54,000 30*30cm=120*450 印製 900 份 
印刷(一般紙) 4,695   印製 12,000 份 

魔擦筆 27,000 30 元*900 支 
每份防水地圖附一

支筆 
小計 85,695     

推廣 app 廣告 50,000     

週邊商品 

七夕情人限定 25,000 50 元*500   
萬聖節限定 25,000 50 元*500   

i-bike 周邊商

品 
25,000 50 元*500   

小計 75,000     
尋找 logo 贈品金額 11,000 5500*2   

指定地點拍照 贈品金額 7000 3500*2   
總支出 22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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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支出成本 

印
刷
費
用 

宣傳 APP 軟體 100,000 

設
備
費
用 

自動販賣機 150,000 

活動宣傳人員 18,000 魔擦筆 81,000 

活動傳單 2000 活動帳篷 15,000 

海報 9000 桌子 10,500 

宣傳旗 25,000 舞台音響 25,000 

T-shit 及週邊商品 325,000 App 軟體 200,000 

地圖 184,321 小計 481,500 

小計 663,321 
 

 
 

  

活
動
獎
項 

ibike 之歌 10,000 
薪
水
支
付 

工讀人員 54,000 
100th 使用者 72,000 主持人 40,000 
尋找 Logo 33,000 醫療人員 30,000 
定點拍照 17,500 便當飲料 13,000 
小計 132,500 小計 137,000 

總支出 1,4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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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細項成本列表 

地圖與設備預算 

支出項目 金額 備註 
自動販賣機 150,000 1 台 設於市政府文心站 
印刷(可水洗) 162,000 30*30cm=120*1350 印製 2700 份 
印刷(一般紙) 22,231  印製 60,000 份 

魔擦筆 27,000 30*900 支 
每份防水地圖附一支

筆 
總計 361,231   

i-bike 之歌活動預算：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人氣獎 總支出 
4000 元+獎

狀 
3000 元+獎狀 2000 元+獎狀 1000 元+獎狀 10000 元 

 
45o角的回憶活動預算 : 

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45

度
角
的
回
憶 

宣傳薪水  18,000 120 元*10 人*15 小時 
工讀薪水  54,000 120 元*30 人*15 小時  
便當  7,000 70 元*100 人 
飲料  6,000 30 元*200 人 
舞台音響  25,000  
帳篷  15,000 500 元*30 個 
主持人  40,000 加上舞團 
桌子  10,500 350 元*30 張 
活動預算 500,000   
小計  324,500  

千
人

ibike

遊 

ibike  0 0 元*1000 輛 
親子自行車  0 0 元*100 輛 
小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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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醫療站  30,000 
10 名醫護人員，2 輛醫

療車 
小計  (30,000)  

宣
傳 

ibike T-shirt  250,000 250 元*1000 件 
宣傳單  2,000 1 元*2000 張 
宣傳旗子  25,000 50 元*500 支 
海報  9,000 30 元*300 張 
小計  (286,000)  

總結   8,500  
 

第一百位使用者 

項目 支出 備註 
獎品(三個月) 27,000 300元×30天×3個月=27,000元 
獎品(一年) 109,500 300元×365天=109,500元 
總支出 136,500  

 
尋找隱藏的 i-bike Logo 

項目 支出 備註 

商品優惠卷 5,500 
抽出之幸運者可得Giant商品優惠

券550，共10名(一年六次) 
總支出 33,000  

  
指定地點拍照 

項目 支出 備註 

商品優惠卷 3,500元 
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000、
第三名：500元、佳作：計步器(一年

五次) 
總支出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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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APP 

項目 支出 備註 
開發APP 20萬  
推廣費用 10萬 海報、平面廣告行銷 
總支出 30萬  

 
i-bike 限定商品 

項目 支出 備註 
i-bike 週邊商品訂製 25,000 50元*500個 
節慶商品 50,000 (七夕情人節、萬聖節)50元

*1000個 
總支出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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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企劃預期達到效益 

一、 短期(活動預計成果) 
 

1. i-bike 之歌：預估參賽 100-150 人，網路評選點擊可達 5000 人、官網

及粉絲專頁人數 60 萬人 
2. 45o角回憶千人 i-bike 遊：預計參與民眾人數 3000-5000 人，次年預估

參與達 1 萬人。 
3. 指定地點拍照：預計每次參與人數 2000 人  
4. 尋找隱藏版 LOGO：預估可吸引參與人數每次 2000 人 
5. 第 100 位幸運者：預估增加 i-bike 使用率成長 1-2 倍。 
6. 三條主題路線：預估使用人數 5-10 萬，觀光客拜訪台中人數提升 20% 

 
二、 長期(企劃效益) 
1. i-bike 推廣 

充滿趣味性且朗朗上口的 i-bike 之歌成為了最好的行銷宣傳。每年四月無

車日舉辦千人 i-bike 遊，更是吸引了大批響應環保的民眾參與這個活動。

由於企劃的推行微笑單車已被大多數民眾認識，不只是作為便利性的交通

工具，更是生活的一部分。單車各站點的使用率升高 ，有效降低都市空氣

汙染數值與排碳量。 

2. 促進商家營業額提升 

隨著地圖的使用與 app 上傳分享屬於自己的專屬路線圖，讓原本設計的三

大主題路線更為豐富，甚至出現了屬於市民自己的主題路線，並且發掘台

中更多不為人知的美麗之處。藏於巷弄之中的道地美食或獨具風格的小餐

館也藉此獲得了宣傳曝光的機會。 

透過 app 及網路的即時分享，將台中行銷至全球。口而相傳之下來店消費

的便不只是 i-bike 使用者，提升了商家的營業額。 

 

3. 完善的自行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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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舒適的環境搭配完善的自行車道，透過企劃的進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

騎車民眾，並且使來台中的觀光客人數不斷成長。為了讓台中更好，政府

規劃了完善的自行車道與自行車交通法規。也因為使用汽機車數量減少，

道路變得寬敞不再擁擠、騎車不再擔驚受怕。不論是開車、騎車或是步行

都可以輕鬆自在，真正的慢活在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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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適逢 i-bike 最近剛設立，具備新鮮研究的價值。本小組分析了台中的

總體經濟，與 i-bike 的運作及客層後，以慢活為概念規劃出幾條台中市地

標性的景點路線，想藉由這些景點讓外來的人士或旅遊客能更了解台中。 

本企劃結合 i-bike 徵選比賽宣傳，讓民眾都可以參與、互相宣傳。其

中我們也策劃了幾個趣味性的小活動，讓民眾騎車時也能充滿歡笑，如同

微笑單車這個名字一般。而每年一度的千人 i-bike 遊大型活動更是為了響

應健康生活，希望能讓大家走出家門慢活台中並改善大家的生活習性，減

少碳氣排放量，打造一個健康舒適的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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