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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風氣盛行，但若基本知識沒有普及，

就有可能發生危險，為了避免類似事件，

SHIMANO SERVICE CENTER為各位開設了維

修保養課程，讓所有車友們能了解自行車構

造及簡易的檢查方式！









想要有更完善的維修保養服務也可以前往經過

SHIMANO原廠認證的SSC車店去做更換&檢查。



NEXT
GEN
ULTEGRA

LEAVE
TIME
BEHIND

ST-R8170
ULTEGRA ST-R8170 煞車變速把手採用全新的人體工學設計、
更精準的煞車調節和無線電子變速。運用經過實證的 
SERVO WAVE 技術，為每次騎乘帶來強化的制動性與操控性。
使用全新的 Di2 踩踏平台，跳脫變速把手的限制，提供最快速、
最可靠的無線變速。您騎乘自行車的時間非常寶貴，讓 
SHIMANO 將它變得更美好。



NEXT
GEN
ULTEGRA

LEAVE
TIME
BEHIND

FD-R8150
ULTEGRA R8150 前變速器結合 SHIMANO 新款 Di2 踩踏平台
與 HYPERGLIDE+ 公路車原創技術，能夠以最快速且最無縫的
動作在齒盤之間切換。

FC-R8100
FC-R8100 曲柄是 SHIMANO 全新 12 速公路車產品線的一份子
，以 SHIMANO 傳奇性的前變速與傳輸效率為基礎。ULTEGRA 
曲柄針對無縫 12 速變速進行全新的精進， 提供 160 至 175 mm 
的腿長，為體型較小的騎乘者、三鐵選手及具有特定生物機械要
求的騎乘者提供性能與完美的貼合度。



NEXT
GEN
ULTEGRA

LEAVE
TIME
BEHIND

CS-R8100
HYPERGLIDE+飛輪透過其完美換檔功能，提供革命性的變速性
能。運用技術改變公路車騎乘生態。即使用盡全力在爬坡或與好
友競賽時，也不再需要回過頭來變速。在任何檔位中，
SHIMANO ULTEGRA R8150 傳動系統可相容於現行
HYPERGLIDE 後花鼓主體，具有較大的齒片使將效率發揮到極致
。ULTEGRA CS-R8100飛輪成為了公路車變速的最新典範。

RD-R8150
12 速 ULTEGRA R8150 後變速器簡化了單一導輪架長度，以經
濟實惠的價格選項推出最快速且最精準的變速功能。





 

SSHIMANO
AM503

特色
‧ 踏板溝槽設計、提供未上卡時車鞋及踏板接觸的穩定性。
‧ 防滑 SHIMANO 橡膠外底與腳趾及後跟區塊的鞋底紋路設計、增加在上卡和
  行走時的穩定性。
‧ 不對稱的足踝設計及側邊鞋底加高設計、提供更完整的保護。
‧ 加大鞋楦為騎車和步行提供全天舒適性。
‧ 鞋頭設計提供額外的保護。
‧ 網布設計的耐用合成皮革鞋面、有助於保護和透氣。

男款：
‧ 尺寸：標準 38-48 
‧ 重量：440 g (尺寸42)

建議搭配
PD-ME700

NEW

AM5
多功能 SPD 登山車鞋兼顧俐落的設計與必要的林道越野防護。

極限運動

5

SYNTHETIC
MID-FOOT 

CLEAT RANGE 

VOLUME TOUR LAST

女款
‧ 尺寸：36-44
‧ 重量：416 g (尺寸40)

黑色 橄欖色

水藍色



PRO-BIKEGEAR.COM



PRO DISCOVER \ TEAM小型把手包

• 適用單車旅行的小型把手袋
• 多個口袋一個側袋
• 可調式魔鬼氈，適用多種車架尺寸
• 採用完全防水的拉鍊結構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66 DISCOVER TEAM把手包 2L  

PRO DISCOVER  \  TEAM小型車架袋

• 適用固定在車架前三角區域
• 可調式魔鬼氈，適用多種車架尺寸
• 採用完全防水的拉鍊結構設計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PRBA0069 

PRO DISCOVER  \ TEAM 座墊包 

• 防水結構
• 捲式封口設計
• 可調式魔鬼氈，適用所有類型座墊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68 DISCOVER TEAM座墊袋   黑 0.6L 

品名. 

DISCOVER TEAM車架袋 黑 2.7L

• 反光設計

PRO
DISCOVER系列包款



PRO
DISCOVER系列包款

PRO DISCOVER \ 大型把手包

• 防水結構
• 兩側開口設計，易於存放物品
• 彈性繩設計，可存放更多物品
• 防擺結構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2 DISCOVER 把手包 灰 8L  

PRO DISCOVER \ 座管袋

• 大型單隔層設計
• 防水結構
• 彈性繩設計，可存放更多物品
• 防擺結構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3 DISCOVER 座管袋 灰 15L 

PRO DISCOVER \ 車架包

• 兩個存放空間
• 採用完全防水的拉鍊結構設計
• 可調式魔鬼氈，適用多種車架尺寸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64 DISCOVER 車架包 灰 5.5L 

PRO DISCOVER \ 上管包

• 採用完全防水的拉鍊結構設計
• 線頭開口設計，方便騎乘時充電
• 提供螺絲固定或魔鬼氈兩種安裝選擇
• 彈性繩設計，易於存取小型物品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63  DISCOVER 上管包 灰 0.7L 



PRO
DISCOVER系列包款

PRO DISCOVER   \  水壺袋

• 單手快速開闔設計
• 可調式魔鬼氈，易於安裝
• 防水結構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4 DISCOVER 水壺袋 灰 0.5L 

PRO DISCOVER \  手機袋

• 可存放手機、卡片、現金
• 可防止水和灰塵侵入
• 防水結構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5 DISCOVER 手機袋 灰 0.5L 

PRO DISCOVER \ 小型把手包

• 兩個存放空間
• 採用完全防水的拉鍊結構設計
• 可調式魔鬼氈，適用多種車架尺寸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65 DISCOVER 把手包 灰 2.5L 

PRO DISCOVER  \  小型車架袋

• 堅固的魔鬼氈，可輕鬆固定
• 適用固定在車架前三角區域
• 防水結構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6 DISCOVER 車架袋 灰 2.7L  

PRO DISCOVER  \ 座墊包

• 可快速拿取小型物品
• 捲式開闔系統
• 防水結構
• 反光設計

產品料號.  品名.  

PRBA0057 DISCOVER 座墊袋  灰 0.6L 





 

LAZER
COMPACT

LAZER COMPACT自行車安全帽
價格適中且舒適的安全帽

特色
   亞洲版頭型
   透氣孔：20孔
   一體成型結構
   TS+®調整系統
   可選配TS+ LED警示燈
   尺寸： UNISIZE (56-61 cm) 
   重量：325 g
   顏色： 黑色、深藍、白色、紅色、鈦灰













台中市 大雅區

驛站單車
SHIMANO SSC是全球性的獨立自行車經銷商體系，
在這裡你可以獲得最新的SHIMANO技術跟最好的自
行車維修服務。



SHIMANO SERVICE CENTER (SSC) 驛站單車

「運動的本質應該是流著汗、享受過程中盡興、感受到達終點的成就，而不是為了跟風花大錢。」

一位同業前輩曾對老闆說過一句話「你不可能永遠蹲在地上幫別人修車，一定要往上爬。」，秉持
著這樣的信念與滿腔對自行車的熱忱，如今驛站已經開業6年，也已然成為許多車友的「家」。 光
是店面視覺上就能感受老闆對這個家的用心，放眼望去店內所有東西都打理的非常整潔，老闆說，
這是他對每個客人的尊重、對自己的尊重，也是身為退役職業軍人留下的習慣。 小編突擊檢查拉開
抽屜一看，哇，真的連工具擺放都規規矩矩、整整齊齊，相信車友也能見微知著，這些平常看不到
的地方都能打理好，把最重要的車子交付給驛站維修保養，想必也會對老闆嚴謹的態度油然而生一
股信心吧。

開店初衷

來到了在台中大雅區的一處，大片落地玻璃窗，高掛著大大的「SHIMANO SSC」標誌，乾淨整潔
的店面，驛站單車的老闆向我們分享了他對運動的理念。 驛站單車老闆面對每位顧客都非常真誠，
在他觀念中的一個大原則就是希望能用專業讓每個來到店裡的客人獲得價值，專業俐落的保養維修
、最符合需求有價值的產品建議，加上老闆也很喜歡透過文章和大家分享資訊， 甚至會有國外客人
專門寫信來感謝老闆分享的內容。因此不少客人都是透過網路文章認識驛站，「想到驛站就會聯想
到讓人放心專業的維修保養」。 老闆總是很願意花時間跟客人解釋、說明自己的作法，讓車友理解
也更加放心，有時候久而久之和客人就像變成朋友一樣，也因此不少客人都很願意特地從外縣市尋
尋覓覓來到這裡。

「現在的驛站單車，對比六年前，工作環境變更大也更舒適了!」



將消費變成溫暖的支持
平常老闆都會依照建議售價售出產品、堅持維修工資的收費，因為每一次的服務都是有其專業價
值所在！不過環顧四周，會看到店裡擺著一個基金會捐款箱，好奇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有時候
客人只是需要做一些簡單的檢查、調整，只要態度夠客氣，老闆也很率性，直接請客人將錢投入
捐款箱，默默的貢獻支持車隊、公益團體等。
不覺得這樣的老闆很酷嗎? 剛強的外表其實有著一顆柔軟的內心，該堅持的時候堅持、柔軟的時候
也不囉嗦。老闆說：被消費者需要的時候就是他價值所在，人跟人就是互相，有時只是舉手之勞而
已。機械、工資表是冰冷的，但人心總是可以很溫暖。



山區維修：8小時的交通，5分鐘的維修
老闆回憶起印象最深刻的維修，客人是一位高中生選手，一直都是跟老闆買東西，那天客人在山
區集訓時遇到變速器故障無法正常使用，剛好店裡隔天沒有重要工作，因此趁隔天店休就開車前
往，維修只用了5分鐘，卻花上來回8個小時的交通車程，代價呢? 是一杯咖啡。這一舉動讓大家
都驚訝不已，怎麼會願意跑到山裡來幫忙維修，修好卻直接走了? 但對老闆來說，人就是這樣互
相，今天有困難需要幫忙，那當然就是應該伸出援手的時候。這是老闆的態度、也是他的售後服
務。

老闆看著電腦螢幕露出一抹淺淺微笑，小編好奇
湊過去一瞧，原來是車友發來訊息肯定驛站的技
術維修，表達感謝呀!

精益求精，用經驗堆疊的專業
談起維修技師，其實現在的技師每個都很優秀又專業，驛站單車的技師是一位彰師大運動相關科
系的大四學生-柏維，柏維本身也是位自行車選手，志願是當教練。談起老闆，他帶著靦腆笑容談
到，老闆就是一個字，怪！在驛站這邊維修工具很齊全，能夠排除的問題非常廣，加上老闆本身
技術專業，卻也不吝嗇支持選手，願意傳承許多寶貴的經驗，讓他在這裡不斷的精進。 但「只有
更好，沒有最好」，維修技術就是一個需要不斷學習的行業，面對客人每天各式各樣的問題，就
是一次次學習和檢驗自我的機會，只有不斷吸收增強才能讓客人得到最好的服務。



成為SHIMANO SSC合作店家
今年驛站換上一身新衣，落地窗上大大的「SHIMANO SERVICE CENTER」，放眼望去店內也有
一大面SHIMANO品牌視覺牆，老闆總笑稱這是一面網美牆，因為許多客人到店裡都忍不住要拍
張照，非常吸睛，同時因為加入了SHIMANO SSC讓店家受到更多車友的信賴，來諮詢的人也比
以往增加不少，老闆也欣然接受這些機會，多去接觸了解、多跟客人互動，藉此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

不論是對自我專業的要求、對客戶的責任感與真誠、對車隊選手溫暖的支持，老闆的一番分享讓
人深刻感受到為大家提供服務的那份用心，在今年正式加入SSC之後，也為車友們帶來了更齊全
更專業的服務，SHIMANO SSC是全球性的獨立自行車經銷商體系，在這裡你可以獲得最新的
SHIMANO技術跟最好的自行車維修服務，說到自行車，說到專業，說到熱情，驛站絕對值得你
的信賴。



驛站單車資訊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前村路22號
營業時間：10：00 - 17：30，19：30 - 21：00 (周日公休)
聯絡電話：04-2568-2080

驛站單車Facebook： 驛站單車部落格：





RUNNINGCYCLING SWIMMING

機能壓縮

快排透氣

防曬效果

夜間反光

透氣網孔

修身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