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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ING BIKE
折疊車，一種具有挑戰性的車款

它沒有區域的限制

沒有性別的區分

沒有年齡的分隔... ...

它不僅僅是簡單的零部件搭配選擇

他更代表對使用者的關心與貼身訂製

在折疊車的研發中，

永遠只有”您還需要什麼？”





銀 色 白 色

藍 色 黃 色

DOLPHIN A101E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海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8速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20" X 1.2" 黑胎
重量 ：16.65KG (含電池)

電池種類：鋰電池(日本PANASONIC電芯)
爬坡能力：12度
助力續行里程：約50KM
                            (依載重及助力比不同而有所增減)
電壓/容量：24V/9AH
充電所需時間：約4小時,2.5小時可達80%以上

OYAMA專利折疊
就算是電動自行車，搭配OYAMA世界專利的折疊器，也可以輕鬆折疊喔！
折疊時間約10-15秒。

SHIMANO 8速
依照騎乘的路面、地形、坡度、逆風情形,配合您的體力做適當的搭配與變速時間。
SHIMANO 8 段變速,在城市通勤相當適合。

高速無刷輪穀馬達
1.馬達為防水設計,雨天騎乘也沒問題! 但切勿泡水!
2.正常使用下,馬達壽命超過5年以上。
3.馬達、控制器為整組配套，切勿單獨安裝到其他自行車上，以免損壞。

控制儀表 防水設計

在腳踏輔助力模式騎乘時，可依照需求調整顯示儀表上的助力比，按MODE鍵可以循環切換
助力比：低L、中M、高H
低L：適合平路車速低於15 KM 時的騎乘使用
中Ｍ：平路車速高於15 KM時的騎乘使用
高Ｈ：適合爬坡時的騎乘使用





SKYLINE M901
451 輪組 折疊車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高碳鋼輕量化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24速
剎車系統：PROMAX 亮銀C夾，防立即鎖死煞車裝置
齒盤：LASCO 52/42/30 170 鋁拋光陽極黑
輪胎：451 MIT(21MM)雙層跑車鋁合金
折疊尺寸：長84 x 寬36 x 高65 公分分
重量 ：12.15 公斤

DOLPHIN A102
紅字N檔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海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7速 微轉特規R8速轉把,8速紅字N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附防立即鎖死煞車裝置
齒盤：LASCO 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20″ MIT 雙層鋁合金 / KENDA 20”X 1.75”
折疊尺寸：長85 X 寬37 X 高67公分
重量 ：13.25 公斤

紅色 紫色

橘色





DOLPHIN A280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海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SL-R441/440 27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JYE SEN 30T/42/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HWA FONG 20″*1.5″黑胎防刺
折疊尺寸：長82 X 寬34 X 高66公分
重量 ：11.2 公斤

DOLPHIN M300

詳細規格

車架：高碳鋼海豚型折疊車架
前叉：高強度鐵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6速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PRO-552PP-1-S 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16" X 1.5" 黑胎
折疊尺寸：長77 x 寬42 x 高57 公分
重量 ：12.2 公斤

消光藍 消光黑

白色 艷麗紅





DAZZLE A168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流線造型避震折疊車架
            仿氣壓彈簧避震器，四連桿避震結構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Tourney 7段變速系統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52T齒盤曲柄組
輪胎：20" X 1.2" 超輕高壓輪胎夜光線條 單層陽極鋁車圈
折疊尺寸：長84 X 寬36 X 高62公分
重量 ：12 公斤

消光藍 消光黑

白色 艷麗紅





經典 A200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MICROSHIFT  27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JYE SEN 30T/42/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DURO 20″X1.5″ 黑胎  W/仿CARBON反光帶加防刺膠
折疊尺寸：長86 X 寬35 X 高66公分
重量 ：11.6 公斤

經典 A300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27速器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JYE SEN 30T/42/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CST 20×1-1/8寸五色競速輪胎
折疊尺寸：長86 X 寬35 X 高66公分
重量 ：11.2 公斤

粉色 白色

芒果黃 檸檬黃

消光藍 紅色

芒果黃 粉色

白色 消光藍





經典 A350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運動型減震折疊車架(含碟煞座)
前叉：RST 鋁製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27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JYE SEN 30T*42*52齒曲柄
輪胎：HWA FONG 20″*1.5″黑胎防刺
折疊尺寸：長86 x 寬35 x 高66 公分
重量 ：12 公斤

經典 A500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6061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MICROSHIFT TS74 20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JYE SEN 44*58齒一體式曲柄
輪胎：DURO DB7023 20″X1.5″ 30TPI  黑胎 W/仿CARBON反光帶加防刺膠
折疊尺寸：長86 X 寬35 X 高66CM
重量 ：11 公斤

紅色

消光藍 消光黑





FBI-A351

詳細規格

車架：鋁合金運動型減震折疊車架(含碟煞座)
前叉：RST 鋁製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TIAGRA 後變 3*9 27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30/42/52 T齒一體式中軸盤曲柄組
輪胎：DURO 20*1.5 吋超輕高壓反光線條輪胎
折疊尺寸：長90.5 x 寬33.2 x 高71.7 公分
重量 ：12 公斤

FBI-A302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TIAGRA 27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52/42/30 T齒一體式中軸盤曲柄組
輪胎：SHINING (25MM) 雙層跑車鋁合金   KENDA 20″ X 1.5 反光條 美式
折疊尺寸：長84 x 寬36 x 高65 公分
重量 ：11.76 公斤

消光黑

白色 紅色





FBI-RX5
451 輪組 折疊車

詳細規格

車架：G609 超輕鋁合金競速型折疊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MICROSHIFT+SHIMANO TIAGRA 18 速
剎車系統：TEKTRO  鋁制V夾
齒盤：PROWHEEL 46/56 T鋁齒及五爪一體鋁制曲柄 
輪胎：CST 20”X 1.35” 超輕高壓五色輪胎
折疊尺寸：長85 x 寬40 x 高62 公分
重量 ：10.7 公斤

神馬 M100R1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流線造型折疊車架
前叉：高強度鐵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6速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5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20" X 1.5" 黑胎
折疊尺寸：長79 x 寬40 x 高60 公分
重量 ：11.8  公斤

白色 黑色

紅色





DOLPHIN JR200
12吋折疊車

詳細規格

車架：高碳鋼海豚型折疊車架
前叉：高碳鋼輕量化前叉

變速系統：單速
剎車系統：鋁制C夾
齒盤：36 齒鋼制牙盤及鋼制曲柄 
輪胎：12" X 1.75" 黑胎 + 輔助輪
折疊尺寸：長77 x 寬38 x 高67 公分
重量 ：11.5 公斤

黃 色

紫 色

粉 色

綠 色

白 色





WB100 PUSH BIKE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車架
前叉：OYAMA 高碳鋼前叉

變速系統：單速
車把手：鋁合金 380mm*6度，無毒烤漆
輪胎：12″ X 2.125" 美式 烤粉體白 (無毒認證)鋁合金
重量 ：4.37 公斤

粉色

白色





ROAD BIKE
速度與耐力的鍛鍊

無名公路上的迎風馳騁

20公里,50公里,到200公里

自虐的終極挑戰

團隊的風阻拉鍊

充滿激情的進擊每一條賽段





SR2301

詳細規格

車架：輕量化6061鋁合金  CT : 470mm
前叉：輕量化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TIAGRA (前3後9) 27速
剎車系統：PROMAX C夾
齒盤：52/42/30 T齒盤曲柄組 
輪胎：CST 700 X 23C 鋁合金雙層跑車
重量 ：10.79 公斤

SR2302

詳細規格

車架：輕量化6061鋁合金  CT : 393mm
前叉：輕量化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TIAGRA (前3後9) 27速
剎車系統：PROMAX C夾
齒盤：52/42/30 T齒盤曲柄組
輪胎：CST 700 X 23C 鋁合金雙層跑車
重量 ：10.79 公斤





SPARK 2.5 流星

詳細規格

車架：OYAMA 鋁合金破風公路車架
            CT：460mm / 500 mm
前叉：高強度鐵前叉

變速系統：MICROSHIFT + SHIMANO CLARIS 16速 剎變一體式變把 
剎車系統：鋁合金側拉C夾
齒盤：LASCO 52/4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CST 700 X 23C 高強度公路輪胎
重量 ：11 公斤

S900 雷電

詳細規格

車架：4130 鉻鉬鋼DB內抽越野型折疊車架
            CT：450 MM
前叉：ZOOM 鋁制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前3後8) 24速 剎變一體式指撥
剎車系統：PROMAX 高制動性能鋁制機械碟剎器
齒盤：22/32/42 T鋼制牙盤及四爪一體式鋁制曲柄
輪胎：KENDA 26" X 1.5"白線外胎
重量 ：14.6 公斤 (含腳踏)

紅 色 藍 色

灰 澄





黑 銀

TH700R 雷電

詳細規格

車架：4130 鉻鉬鋼DB內抽越野型折疊車架
            CT：450 MM
前叉：ZOOM 鋁制避震前叉含蝶剎座

變速系統：SHIMANO (前3後8) 24速 指撥
剎車系統：PROMAX 高制動性能鋁制機械碟剎器
齒盤：TOPWHEEL 22/32/42 T鐵齒及四爪一體式鋁制曲柄
輪胎：KENDA 26" X 1.5" 黑胎
重量 ：15.92 公斤

HX900L 競速

詳細規格

車架：4130 鉻鉬鋼DB內抽越野型折疊車架
            CT：450 MM
前叉：4130 鉻鉬鋼前叉

變速系統：MICROSHIFT (前3後9)  27速 指撥
剎車系統：PROMAX 高制動性能鋁制側拉剎車器
齒盤：PROWHEEL 52/42/30T 鋁制曲柄組
輪胎：KENDA 700 X 28C 高壓超輕輪胎
重量 ：13.52 (含腳踏)公斤

電鍍紅

藍 銀

電鍍藍





KU300 酷 詳細規格

車架：OYAMA 鉻鉬鋼高強度車架
　　　CT：490 MM
前叉：高強度高碳鋼前叉

變速系統：經典死活飛轉換，單速 
剎車系統：鋁合金輕量化Ｃ型剎車系統
齒盤：LASGO 死飛專用高強度鋁合金齒盤
輪胎：700x25C 鋁合金炫彩輪胎
重量 ：13.2 公斤

WIRTUOSE

詳細規格

車架：OYAMA 鋁合金公路車架
前叉：OYAMA 鋁合金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SORA (前2後9) 18速剎變一體式變把
剎車系統：PROMAX 鋁制公路C夾
齒盤：PROWHEEL OUNCE 50*34*170MM
輪胎：KENDA 700x23C 公路專用輪胎
重量 ：10.4 公斤 (含腳踏)

黑 色藍 色





Mountain BIKE
縱橫穿越山林間

沖山越野的刺激性

享受腎上腺素的起伏

迎風馳騁的快感

無畏無懼的挑戰自己

熱血奔騰的征服新的目標





SM500R1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車架 
            C-T：450/500 MM
前叉：高強度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前3後9) 27速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44/32/22 T齒盤曲柄組
輪胎：26″ X 1.95" 高級雙層鋁圈
重量 ：15.1 公斤

UM5000L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車架  C-T：450 MM
前叉：鋁合金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前3後7) 21速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PROWHEEL 28/38/48T 鋼製牙盤及鋁製曲柄
輪胎：26″ X 1.95" 
重量 ：14 公斤





FREEDOM 210 自由

詳細規格

車架：6061 鋁合金車架  C-T：15.5" / 17"
前叉：高強度避震前叉

變速系統：SHIMANO 18速 指撥 
剎車系統：鋁制V夾
齒盤：42/34/24 T 山地車齒盤曲柄組
輪胎：26" X 1.95" 鋁合金高強度倫組
重量 ：11.2 公斤

FREEDOM 2.3 自由

詳細規格

車架：超輕鋁合金符合人體工學幾何車架
            硬膜成型技術 C-T：480MM
前叉：高強度前叉80MM

變速系統：SHIMANO TOURNEY 系列碟煞變一體經典變速系統21速
剎車系統：超輕高強度機械碟煞
手握：OYAMA 人體工學運動型坐墊
輪胎：CST 27.5 X 1.95 高品質耐磨輪胎
重量 ：12.2 公斤

綠 色 藍 色

金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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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KE APPAREL &
ACCESSORIES / EQUIPMENT

RIDER GEAR





騎行水桶包Colorful Bucket Bag
顏色：米色/湖藍/綠色/軍綠/黃色/淺紅
尺碼：F
成分：帆布

手提肩背兩用包Carry Bags
顏色：米色/湖藍/綠色/軍綠/黃色/淺紅
尺碼：F
成分：帆布

紳士包Leather Briefcase
顏色：咖啡
尺碼：F
成分：牛皮

運動後背包Hiking Bags
顏色：紅色/綠色/藍色
尺碼：F
成分：80%聚脂纖維、10%海綿
            5%聚氯乙烯、5%聚丙烯

紳士皮帶 Leather Belt
顏色：咖啡/黑色
尺碼：F
成分：合成皮(牛皮+壓和皮)

編織皮帶 Woven Belt
顏色：紅色/深藍/深紅/麻灰/米色
尺碼：F
成分：尼龍

青蛙燈Light

摺疊攜車袋Folding Bag
顏色：黑色/藍色
尺碼：20”

時尚騎行眼鏡Glass
顏色：藍色/紅色/金色





騎行防風衣 Windstoper Jacket

顏色：咖啡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聚脂纖維

騎行風衣外套 Windstoper Jacket
顏色：咖啡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聚脂纖維

戶外速乾襯衫 Quick-Dry Shirt
顏色：卡其 / 深灰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棉倫

戶外速乾褲 Quick-Dry Pants
顏色：卡其 / 深灰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棉倫

長指手套 Winter Gloves
顏色：灰色/螢光綠/黃色/藍色/紅色
尺碼：M / L / XL 
成分：41%尼龍 / 50%聚脂纖維 / 9%棉

騎行薄風衣UV Protect Jacket
顏色：淺藍/深藍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棉綸

騎行薄風衣UV Protect Jacket
顏色：淺紅/草綠
尺碼：M / L / XL / XXL
成分：100 % 棉綸

短袖騎行套裝 Short Sleeve Jersey Suit
顏色：男-藍/橘紅/黃　　女-藍/黃/玫紅
尺碼：S/M / L / XL
成分：上裝：100%聚脂纖維 
            下裝：82%聚脂胺纖維 18%氨綸

安全帽 Helmet
顏色：藍色/紅色/黃色
尺碼：F
成分：進口EPS泡沫層/外殼進口PC

頭巾Headband
顏色：淺紅/淺藍
尺碼：F
成分：81.3%聚酯纖維
            18.7%安綸

波點長袖衫Long Sleeve Jersey
顏色：淺紅/淺藍
尺碼：M / L / XL 
成分：81.3%聚酯纖維
            18.7%安綸

彈力褲Stretch Pants
顏色：黑色/灰色
尺碼：M / L / XL 
成分：81.4%聚酯纖維
            18.6%安綸





TA JONG INDUSTRIAL Co. LTD 
Add : No.556,Chung-Cheng Road,Yung-Kang District, 
            Tainan City,Taiwan,R.O.C.(Post Code-71066) 
Tel : 886-6-2534116
Fax : 886-6-2533697 
Web : www.oyama.com

OYAMA BICYCLE ( TAI-CANG ) CO ., LTD 
Add : No. 67,Fu-Da Road,Taic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China(Post Code-215412 )
Tel : 86-512-53456988
Fax : 86-512-5345-6989 
Web : www.oyama.com.cn 

TAIWA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