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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妥 瑞 客 獨 輪 營 
 

活動時間：梯次 C-102 年 11 月 02 日~ 11 月 03 日(W 六 09:00~17:00; W 日 09:00~12:00) 

                 102 年 11 月 09 日~11 月 10 日(W 六 09:00~17:00; W 日 09:00~12:00) 

~限 20 名~ 

地 點：大湖國小 1F 長廊 (桃園縣龜山鄉大湖村文三二街 80 號) 

主 辦：台灣妥瑞症協會 

協 辦：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精踩絕輪、長庚兒童醫學中心兒童神經科  
內 容：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第一天 

09:00~09:30 報到 志工團隊 

09:30~09:40 致歡迎詞 王煇雄醫師、林光麟醫師 

09:40~11:00 獨輪車介紹、組裝及維修 (領取愛車) 邱辛舉老師 

11:00~12:00 實地操作 邱辛舉老師 

12:00~14:00 午餐 & 休息時間  

14:00~15:00 技法教學: 扶杆上下車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5:00~16:00 技法教學: 扶杆平衡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6:00~17:00 技法教學: 扶杆 + 離杆平衡,心得交流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第二天  

09:00~09:30 報到 志工團隊 

09:30~10:30 技法教學: 扶杆 + 離杆平衡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0:30~12:00 技法教學: 扶杆前行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2:00~14:00 午餐 & 休息時間  

第三天  

09:00~09:30 報到 志工團隊 

09:30~11:30 技法教學: 扶杆前行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1:30~12:00 高階技術表演 邱俊傑 

12:00~14:00 午餐 & 休息時間  

14:00~16:00 技法教學: 扶杆前行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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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00 心得交流 邱辛舉老師 

第四天   

09:00~09:30 報到 志工團隊 

09:30~10:00 技法教學: 離杆前行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0:00~11:00 技法教學: 放手前行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11:00~12:00 心得交流 & 學習成果認證 邱辛舉老師、邱巧文教練 

    

※※※※備品備品備品備品::::    

1.獨輪車(統一選購，請參考附件資料) 

2.護具(自行選購安全帽、手套、護膝、護肘、護脛) 

3.毛巾、更換衣物、水壺 

 

※※※※注意事注意事注意事注意事項項項項::::    

1.請著具伸展性佳的運動衣褲，褲子不宜過長 

2.請著運動平底鞋，例如:帆布鞋 

3.陪同家人午餐費:80 元/天/人     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報名費用：：：：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150015001500150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非會員 250025002500250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止止止止                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劃撥帳號：：：：19711808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台灣妥瑞症協會台灣妥瑞症協會台灣妥瑞症協會台灣妥瑞症協會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TELTELTELTEL：：：：03030303----3281200328120032812003281200 轉轉轉轉 8282828200000000    李李李李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ttfa@ttfa.org.tw    
 

�--------------------------------報-------名------表----------------- FAX：：：：03-3277295--------- 

 

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參加者姓名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家用電話家用電話家用電話家用電話) 

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身份證字號 身高身高身高身高(CM) 
預選購預選購預選購預選購 
獨輪車款獨輪車款獨輪車款獨輪車款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size 

       

       

       

       

       

       

陪同家人午餐費 80 元 ×      天 ×      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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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獨 輪 車 配 備 清 單 

 

獨輪車選購尺寸參考獨輪車選購尺寸參考獨輪車選購尺寸參考獨輪車選購尺寸參考    

12 吋：適合腿長(內側) 48cm 以上  (Luxus 系列有 20 cm/30 cm 雙座管)。 

16 吋：適合腿長(內側) 54CM 以上 (Luxus 系列有 20 cm/30 cm 雙座管)。 

18 吋：適合腿長(內側) 60CM 以上。 

20 吋：適合腿長(內側) 62CM 以上 (Luxus 系列有 20 cm/30 cm 雙座管)。    ※※※※：：：： “內側腿長內側腿長內側腿長內側腿長”係指係指係指係指：：：：脫鞋腳掌平放於地面脫鞋腳掌平放於地面脫鞋腳掌平放於地面脫鞋腳掌平放於地面，，，，至腳底量至大腿內側之長度至腳底量至大腿內側之長度至腳底量至大腿內側之長度至腳底量至大腿內側之長度。。。。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車款車款車款車款】】】】 

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QU-AX 

Luxus 12” 

12” 童車，M 型車肩，Alloy 輪圈，20-鋼絲， 

90 mm 方孔鋼製曲柄，Alloy 快拆束子， 

300 mm/200 mm 25.4 雙座管 

3499 

 

QU-AX 

Luxus 16” 

平肩式車架，粉體表面處理。28 支鋼絲，銀色鋁

合金輪圈。16"x1.95"，黃色輪胎，黑色四方孔花

鼓軸心。102mm 鋼製曲柄。雙材質大踏面防滑設

計 PVC 踏板。鋁合金快拆式束子。 

300mm 鋼製座管，外徑:25.4mm，鑽石壓紋， 

另附 200mm 鋼製座管供初學者使用， 

高彈力馬鞍型黑色坐墊,，韌底殼含黃色前把手後

護片。顏色：綠色 

3499 

 

QU-AX 

OnlyOne 16” 

 

流線型前叉，環保耐用粉體塗料。鋁銀色輪圈 36

支鋼絲編織。四角曲柄軸心，止滑塑膠腳踏板。 

1.75”黑色輪胎，鋁合金快拆式束子。長度 350mm

鐵座管，外管徑：25.4mm，鑽石壓紋。   

堅固，有彈性馬鞍型坐墊，可替換式把手及護片。 

顏色：白色 

2299 

 

宇輪宇輪宇輪宇輪 

14~18 吋吋吋吋 PP 車款車款車款車款 

產品名稱：14-18 吋獨輪車 

顏色： 

14 吋：紅色、天空藍 

16 吋：黃色、天空藍、粉紅 

1200 

註明 

尺寸 

顏色 

 

 

【【【【護具護具護具護具】】】】安全帽、手套、護膝、護肘、護脛、運動鞋等，因尺寸、款式多而複雜， 

請依個人喜好自行添購適合之尺寸與樣式，選擇參考請參照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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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車款成人車款成人車款成人車款】】】】 

 

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QU-AX 

Profi-20” 

(黃黑胎黃黑胎黃黑胎黃黑胎) 

平肩車架，止滑壓紋，雙層鋁合金輪圈。 

48 支鋼絲，ISIS 花鼓軸心，100mm ISIS 鋁合金曲柄，

止滑圓角型踏版，顏色顏色顏色顏色：：：：車架黑色車架黑色車架黑色車架黑色、、、、黃黑胎黃黑胎黃黑胎黃黑胎  

6199 

 

QU-AX 

Profi-20” 

(白胎白胎白胎白胎) 

規格同上，顏色顏色顏色顏色：：：：車架銀色車架銀色車架銀色車架銀色、、、、白胎白胎白胎白胎 

6199 

 

QU-AX 

Muni-20” 

平肩車架，止滑壓紋，雙層鋁合金輪圈， 48 支鋼絲，

ISIS-CrMo 花鼓軸心，125mm ISIS-Alloy 曲柄， 

極限止滑踏版，Maxxis 輪胎。適合極限動作。 

11599 

 

QU-AX 

Luxus 20” 

平肩式車架，粉體表面處理。36 支鋼絲，黑色鋁合

金輪圈，20"x1.95"，黃色輪胎。黑色四方孔花鼓軸心 

114mm 鋼製曲柄，雙材質大踏面防滑設計 PVC 踏板。 

鋁合金快拆式束子，350mm 鋼製座管，外徑:25.4mm， 

鑽石壓紋。另附 200mm 鋼製座管供初學者使用。 

高彈力馬鞍型黑色坐墊，堅韌底殼含黃色前把手後護

片。 

4299 

 

宇輪宇輪宇輪宇輪 TK-20M 20 吋 前叉 M 型 雙層輪圈版鋼絲 

顏色：黃、電鍍銀  

輪胎：建大外胎 20x1.75，雙層鋁輪圈。 

特製 CR-MO 花鼓，地面與座墊最低高度 76cm 

坐墊與腳踏最低高度 62cm。可往上調整 10 公分間距。 

1750 

註明顏色 

宇輪宇輪宇輪宇輪 20 吋鋁合金板 越野型獨輪車  

顏色：紅色 

輪胎：MAXXIS  20”x 2.5” (387) 外胎  

鋁車架 、鋁陽極雙層輪圈 、輪圈輕量強化 

白鐵鋼絲 ，ISIS 花鼓軸心，補強鋁坐管。  

淨重 5.28 公斤  

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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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獨輪營衣服尺寸表 

 

短袖Ｔ恤尺寸表  [單位(CM )] 
  #10 S M L XL 2XL 

胸 圍 40 46 49.5 52.5 55.5 58 
身 長 58 65 67 70 73 76 
袖 長 16 20 21 22 23 23 
袖 口 14 19 20 21 22 22 

 

 



背面

正面

(右袖)

(背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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