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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環保發電儲電裝置 
摘要 

我們利用廢棄的光碟機、手機充電座與鋰電池，加上一些簡單的零組件、工具，在花

費約 100 元的情況下，組裝完成一套腳踏車發電儲電裝置。這套裝置可用家用電源充電，

也可用我們的腳踏車發電裝置充電，而鋰電池體積小、儲電量大、提供電流穩定又可重覆

充電使用，減少一次電池的使用，省錢又環保。 
腳踏車有了固定的電源後，就可對鋰電池充電或加裝方向燈、尾燈、喇叭．．．．。

除了好用之外又能學以致用，並推廣環保概念都使我們很有成就感，希望我們這樣的觀念

與做法能推廣、改良，經濟又環保，還可加入自己的創意，真是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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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環保發電儲電裝置 

壹、研究動機： 
在全球一片節能減碳的風潮下，騎腳踏車的風氣一下子席捲而來，而腳踏車行車安全

中的照明警示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傳統的磨電瓶發電機摩擦阻力大，停紅綠燈或靜止時

又無法照明或警示，容易發生危險，在現代繁忙的交通中已顯不足，市面上也不多見了。 
現在腳踏車上大部分會裝上以乾電池為電源的照明或警示燈，若遇乾電池故障或沒電

時，需有備用電池，其麻煩、花費與用完電池的處理均造成使用者與環境的負擔。為了節

能卻製造更多環保負擔是我們所不樂見的。這個歷史悠久的交通工具也是我們每天上學的

助手，如何讓它更環保、更安全又省錢，我們國中生能不能從周遭環境去尋找容易取得的

物品，配合能量轉換觀念、電磁學原理，組裝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裝置。 
 

貳、研究目的： 
製作腳踏車環保發電、儲電照明裝置。 
 

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廢光碟機、廢收錄音機、廢印表機、廢充電座、廢鬧鐘、淘汰的鋰電池、LED 燈、開

關、銲槍、熱熔膠、紮線帶、網路線、排線、鉗子、剝線鉗、電鑽、橡皮塞、鋸子、打火

機、萬用燈具夾、時速表、三用電表、相機、麵包板、螺絲起子、剪刀。 

 
圖 1 我們的器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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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市售產品分析： 

傳統磨電瓶的設計只有單一功能，以鎢絲燈泡照明，功率較大是其優點，但阻力大

是其缺點；尤其靜止時無法照明更是它的最大致命傷。所以在市面上磨電瓶的產品並不

多見。 
賣場中的腳踏車照明（前燈）、警示（尾燈）燈具中，絕大部分都是 LED 燈，電源

為較不環保的乾電池。也有少部分手搖充電或太陽能充電。 

 
圖 2 市售腳踏車燈具與傳統磨電瓶燈具 
 

討論一： 
LED 燈相對於傳統鎢絲燈泡有壽命長、亮度高與省電的優點，可以的話，我們也會

選擇用 LED 燈作為照明或警示。 
我們查一下 LED 燈的電氣特性如下。 
 
表 1  LED 燈電氣特性 （來源：奇摩拍賣中億光電） 

LED 燈名稱  5mm 聚光型 白光 LED 燈  5mm 聚光型 紅黃光 LED 燈  

切入電壓範圍  3.0~3.8V (3.2V 最佳)  1.6~2.6V  (2V 最佳)  

順向電流範圍  20mA~45mA  (25mA 最佳)  20mA~45mA ( 25mA 最佳)  

發光角度  20 度~30 度  20 度~30 度  

單顆消耗功率(W)  0.1W  0.09W  

亮度  20000MCD↑  14000MCD↑  

由上表看出白 LED 燈的最佳電壓為 3.2V，最佳電流為 25mA；而紅 LED 燈的最佳

電壓為 2V，最佳電流為 25mA。 

警示尾燈 

傳統磨電瓶 

手電筒照明燈 

使用乾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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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二： 
乾電池有普遍易購得的優點，但電池老化與電池漏液是其缺點，尤其使用後不能重

覆使用以致於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是我們應該避免的。手機或數位相機等數位產品所使

用的鋰電池有可重覆充電、體積小與蓄電量大等優點，但就是價格較高。我們生活周遭

手機的使用與汰換的頻率都很高，堪用而回收的鋰電池很多，我們可以拿來使用其剩餘

價值且還很好用。我們蒐集的鋰電池都標示 3.6～3.8V，其中以 3.7V 最多。 
 
研究議題： 

如何使用 LED 燈？如何對鋰電池充電？ 
 
 

二、前人的足跡（文獻探討）： 
我們知道馬達（電動機）是將電能轉換為力學能的裝置，而發電機是將力學能轉換

為電能的裝置。因為直流馬達與直流發電機的構造相同，轉動馬達作為發電機的研究很

多，近年科展中有人以排熱裝置轉動馬達發電並以鉛蓄電池儲電（參考資料二）；有人用

風力轉動馬達發電並以鎳氫電池儲電（參考資料三）；有人製作手搖發電手電筒並以鋰電

池儲電（參考資料六）。有人將發電機裝上車鼓以減少摩擦（參考資料七(五)）；有人自

製線圈發電期望有好的發電效果（參考資料七(六)）。 
 
討論： 

我們是否可將這一類發電機裝上腳踏車，像傳統磨電瓶一樣，可以一面騎車一面發

電？考慮拆解改裝腳踏車需較多的專業能力，我們試著看能不能以容易取得的替代品進

行組裝。 
我們不能損耗太多腳踏車前進的力量來轉換為電力，所以作為發電機的馬達應利用

轉矩較小的為宜。但若發電量太小亦不適合。 
 
研究議題： 

尋找並測試適用的發電機。 
 
 

三、尋找並測試適用的發電機： 
我們從廢棄的設備或玩具中找了一些直流馬達，像玩具小馬達、吹風機馬達、噴墨

印表機馬達、雷射印表機馬達與光碟機馬達。 
 
測試一： 

將直徑大於馬達直徑的橡皮塞鑽孔後套於馬達，直接將橡皮塞摩擦腳踏車輪胎，在

馬達輸出端接上正負極交互接的白 LED 燈測試。這樣直接以橡膠磨橡膠，對輪胎受損比

較小，但隨著橡皮塞的直徑愈大，轉數比愈小，但橡皮塞的直徑若不大於馬達直徑，不

好摩擦，容易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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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發電機直接套上橡皮塞發電測試 
 

結果： 
藉由玩具小馬達、吹風機馬達發電，LED 燈都沒亮；噴墨印表機馬達較大，LED 燈

會亮；雷射印表機馬達發的電是交流電，我們不予測試；使用光碟機馬達則 LED 燈只稍

微亮起。測試過程中發現橡皮塞容易滑動鬆脫，可改良再測試。 
 
測試二： 

參考光碟機製作的手搖發電機，體積小，透過齒輪或橡皮帶，可以增加轉數比，但

考慮齒輪摩擦輪胎對輪胎的損壞較大、橡皮帶容易脫落或斷掉，我們選取轉矩較小又易

取得的有直交軸(intersecting axis)的廢光碟機小馬達做為發電機，以腳踏車輪胎摩擦外圍

平滑的大齒輪轉動發電，測試發電機發電是否可使耗電量不大的白 LED 燈亮起來。 

 
圖 4 有直交軸的發電機 

 
結果： 

我們以二個白 LED 燈正負極互接，直接接發電機測試，亮了！很亮！不過燒壞了。

雖然捨不得那個白 LED 燈泡，但從另一觀點看也令人振奮，顯示這樣的發電效果是足以

供應至少一顆白 LED 燈的。所以這類發電機是我們適用的。 
根據表 1，單一白 LED 燈的適用電壓約 3.2V，過高的電壓會損壞 LED 燈，可見我

們的初步測試電壓已超過了 3.8V，45mA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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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三： 
這樣的發電機，摩擦力與傳統磨電瓶比較如何呢？我們以同一部腳踏車車輪的相同

位置，以彈簧秤測其啟動時之最大靜摩擦力，結果如下表。 
表 2  我們的發電機與傳統電瓶摩擦力比較 
輪 胎 狀 況 最大靜摩擦力 ( g w ) 備 註 
無裝置 28 以 200gw 彈簧秤測量 
傳統磨電瓶 300 超過 200gw，換以 1000gw 彈簧秤測

量 
我們的發電機 96 以 200gw 彈簧秤測量 

由上表看出我們發電機的摩擦力遠小於傳統磨電瓶。 

 
圖 5 測量發電機摩擦力 

結論： 
發電量夠、摩擦力不會很大，這是符合我們需求的發電機。 
 

討論： 
我們要想辦法將發電機裝上腳踏車適當的位置上，而這樣的發電機到底發電電壓、

功率如何？是否足以提供多顆白 LED 燈以作為腳踏車照明之用。 
 
研究議題： 

測量發電機發電電壓、功率與腳踏車速度的關係。 
 
 
四、發電機發電電壓、功率與腳踏車速度的關係： 

我們找了三台類似的發電機，分別標示為 G1、G2、G3。將發電機以萬用車燈座夾

照明燈的位置夾住發電機，安裝至腳踏車上，直接接電表測其電壓與時速的關係，將電

表與時速表錄影觀察其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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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將發電機以萬用車燈座安裝至腳踏車上 
 

 
圖 7 測電壓與時速的關係 
 
表 3  發電機發電電壓與腳踏車速度的關係 
發電機 時速 10km/hr 電壓（V） 時速 15km/hr 電壓（V） 時速 20km/hr 電壓（V） 

G1 5.76 7.66 10.73 
G2 4.63 7.03 8.59 
G3 5.97 7.59 10.11 

即使時速 10km/hr 的電壓也高於 4.5V，這足以使白 LED 燈亮起。我們將發電機接

15Ω電阻測其電壓、電流，以測量發電機的發電功率與腳踏車速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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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測電壓、電流與時速的關係（錄影畫面擷取） 
 
表 4  發電機發電功率與腳踏車速度的關係（接 15Ω電阻） 
發電機 G1 時速 10km/hr 時速 15km/hr 時速 20km/hr 
電壓（V） 3.22 4.33 5.41 
電流（A） 0.19 0.27 0.35 
功率（W） 0.61 1.17 1.89 
 
發電機 G2 時速 10km/hr 時速 15km/hr 時速 20km/hr 
電壓（V） 2.94 4.08 4.98 
電流（A） 0.18 0.26 0.32 
功率（W） 0.53 1.06 1.59 
 
發電機 G3 時速 10km/hr 時速 15km/hr 時速 20km/hr 
電壓（V） 3.21 4.38 5.61 
電流（A） 0.21 0.29 0.36 
功率（W） 0.67 1.27 2.02 
 
功率整理如下： 
發電機 時速 10km/hr 功率（W） 時速 15km/hr 功率（W） 時速 20km/hr 功率（W） 

G1 0.61 1.17 1.89 
G2 0.53 1.06 1.59 
G3 0.67 1.27 2.02 

 
 

電流(A) 電壓(V) 

時速(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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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發電機以時速 10km/hr 的電壓均超過 4.6V（表 3）、功率超過 0.5W（表 4）；時

速 15km/hr 的電壓均超過 7.0V、功率超過 1.0W。而三台發電機的效率相差不大。 
根據表 1 的白 LED 燈單顆消耗功率約 0.1W，而一般腳踏車上路時速即可達 10km/hr

以上，此時我們的發電機即可超過 0.5W，足以同時提供 5 顆白 LED 亮起照明。但電壓

超過 3.8V 會燒毀 LED 燈。即使並聯增加亮度也須對發電機做穩壓、降壓，使電壓維持

在 3.0～3.8V，以符白 LED 燈正常發光。 
 

討論： 
如此發電裝置的發電量是足以使 LED 燈亮燈並且照明的，但過高與隨速度增加而增

加的電壓會損壞 LED 燈，我們需要穩定且適當的電壓與照明裝置。 
 
研究議題： 

製作或尋找穩壓裝置。 
 
 

五、製作或尋找穩壓裝置： 
為了穩壓，我們上網查有關穩壓的裝置，其中找到穩壓 IC 是較符合我們需求的，但

我們只能找到 5V、3V 的，電壓有特定規格，又會限流，對我們來說，不太適用。 
我們每個人家裡都有手機充電座，充電座對電池充電時應是穩定電壓。我們先檢查

充電座的輸出、入電壓，在我們檢查的十多個充電座中，除了有些沒有標示之外，其他

的輸出電壓都是 4.2V，於是我們找了被淘汰不要的充電座試驗。 
 
表 5  充電座輸入與輸出電壓關係 

輸入電壓（V）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輸出電壓（V） 2.30 3.25 4.20 4.28 4.29 4.30 4.32 

 
從上表明顯看出輸入電壓超過 4.2V 時，輸出電壓就會維持在 4.2V 左右。我們可以

運用這個容易取得、體積不大又可對鋰電池充電的設備來作為穩壓裝置。 
有些充電座，鋰電池是斜插式，容易鬆脫以至於接觸不良，高度又高，只能使用專

用電池（電極接頭的關係），使用較不方便。有些品牌的手機充電座設計成使電池平躺，

且可充大小不同的鋰電池（同一品牌），這對我們來說就方便多了，又容易安裝於腳踏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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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充電座 
 

討論： 
這樣的穩壓裝置的輸出電壓高於白 LED 燈的適用電壓，我們需降壓以供 LED 燈使

用。當然我們也會利用鋰電池儲電。 
 
研究議題： 

運用鋰電池充電座製作儲電穩壓照明裝置。 
 
 

六、製作儲電穩壓照明裝置： 
我們以白 LED 燈作為照明時，適用電壓為 3.0～3.8V，而充電座輸出電壓約為 4.2

～4.4 V，鋰電池電壓約為 3.6～3.8V，所以我們需降約 0.6V，即可適用充電座輸出或單

由鋰電池輸出，均可在白 LED 燈的適用電壓內。 
若不安裝鋰電池，直接由發電機透過充電座穩壓發電，以發電機 G1 時速 10km/hr

計，其功率約 0.61W，以每個 LED 燈 0.1W 計，約可使 6 燈同時發光。 
我們決定並聯 5 個白 LED 燈，以每個 LED 燈 25mA 計，通過電流約 125mA， 

根據歐姆定律 V = I R   0.6 = 0.025n × R   R = 24Ω/n  n 為燈泡數 

我們可串聯一 5Ω電阻於 5 顆白 LED 燈前降壓，以使電壓可於安全範圍內。 
為了避免電流方向接錯，我們串聯了一個二極體，發現此二極體也會有壓降。我們

分別以充電座的 4.2V 與鋰電池的 3.7V 經二極體串接不同數量的並聯 LED 燈來測量壓

降，結果如下表。 
 
表 6  二極體降電壓關係 
供電壓（V） 4.2_5 燈 3.7_5 燈 3.7_4 燈 3.7_3 燈 3.7_2 燈 3.7_1 燈 
降電壓（V） 1.18 0.93 0.90 0.96 0.92 0.92 

斜插式 平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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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二極體降壓的結果，我們發現不同 LED 燈數（電流大小不同）都是可以正常發光

的，且不同燈泡數降壓量相差不大，比起電阻需因電流不同而改變電阻值，二極體更符

合我們的需要。既然二極體可整流又可降壓，於是我們決定以串聯一個二極體取代串聯

電阻。 
拆開充電座，研究電流的輸出、輸入點，發現還有空間可以安裝 LED 燈，這樣可以

一機多用，又是充電座，又是照明燈。 

 

圖 10 充電座照明裝置 
 
上圖是我們改裝後的充電座照明裝置，不同型態的充電座需有不同的改裝設計。我

們改裝的充電座分別標示為 C1、C2、C3。為了方便測試數據與外接其他裝置，我們在

C1 充電座裝了並聯與串聯接頭。並聯接頭可作為電源供應其他小電器使用、充電或測量

電壓用；串聯接頭可接電阻或二極體再降壓（電壓太高時用）或測量電流用。 
我們將斜插式充電座拆開，直接接鋰電池、二極體與壞掉的腳踏車燈的燈泡部份，

組合成一組充電照明裝置。 

 
圖 11  使用斜插式電路板製成的充電式手電筒 

二極體 

電池開關 

LED 燈泡(並聯) 

外接接頭 

燈泡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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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如下表。 
 
表 7   改裝充電座使用結果 

項次 項 目 結 果 照 片 

1 外接家用電源不

裝鋰電池 
可使 LED
燈亮 

 

2 外接家用電源裝

上鋰電池 
可使 LED
燈亮 

 

3 沒有外接家用電

源只裝上鋰電池 
可使 LED
燈亮 

 

 
顯示我們這樣的做法是可將充電座同時作為照明裝置的。那可否以我們的腳踏車發

電機充電呢？效果又如何？ 
 
研究議題： 

測試我們的裝置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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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裝置使用狀況： 
我們以發電機 G1 裝上腳踏車，裝置 C1 測試。 
 
表 8  我們的裝置使用結果 

項次 測 試 項 目 結 果 備 註 

1 充電座未裝置鋰電池時，發

電亮燈測試 
時速 6 km/hr 時即有照明效果，即使時

速到達 25 km/hr（差不多是我們的極

限），也沒有燒毀 LED 燈的情形，可見

穩壓效果良好，裝置可用。 

 

2 充電座裝上鋰電池（已充

電），不接發電機，裝置亮

燈測試 

裝置就像一支手電筒，發光狀況良好。  

3 充電座裝上鋰電池（已充

電），接上發電機，裝置不

亮燈，可否充電？ 

時速 10 km/hr 時，充電指示燈（紅色）

亮起，表示可對鋰電池充電。 
 

4 充電座裝上鋰電池（已充

電），接上發電機，裝置亮

燈，可否充電？ 

時速 11 km/hr 時，LED 燈亮，充電指示

燈（紅色）亮起，表示此時發電機可同

時對 LED 燈與鋰電池供電。 

 

 

 

圖 12 腳踏車發電接至充電座 

發電機 

充電座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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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這樣的裝置是可用的。不但可以當作手電筒使用，又可當作車燈照明用，尤其

可以用家用電源充電，也可用腳踏車發電充電。 
研究議題： 

我們的裝置實用性測試。 
 
 

八、裝置實用性測試： 
以發電機裝上腳踏車，接上充電器，裝上鋰電池，上路測試。我們依不同路況測試。 
 

 
圖 13  充電數據測試 
 
測試 1： 
發電機：G1；充電器：C1；鋰電池：B1；上路時間：2 分鐘；最高速率：21km/hr；

平均速率：9km/hr 
 
表 9  測試 1 數據 
項目 熄燈電壓（V） 亮燈電壓（V） 充、放電時間 
充電前 2.73 2.50 亮燈充 
充電後 2.96 2.63 充電 2 分鐘 
放電後 2.73 2.50 放電 16 分鐘 51 秒 

放電時間約為充電時間的 8 倍。 
 
測試 2： 
發電機：G3；充電器：C1；鋰電池：B1；上路時間：2 分鐘；最高速率：18km/hr；

平均速率：7km/hr 
 

發電機發出電壓 充電座電壓

經過二極體 充電座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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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測試 2 數據 
項目 熄燈電壓（V） 亮燈電壓（V） 充、放電時間 
充電前 2.72 2.49 亮燈充 
充電後 2.91 2.61 充電 2 分鐘 
放電後 2.72 2.49 放電 16 分鐘 51 秒 

放電時間約為充電時間的 8 倍。 
 
測試 3： 
發電機：G3；充電器：C1；鋰電池：B1；上路時間：2 分鐘；最高速率：20km/hr；

平均速率：14km/hr 
 
表 11  測試 3 數據 
項 目 熄燈電壓（V） 亮燈電壓（V） 充、放電時間 

充電前 2.74 2.50 熄燈充 
充電後 3.00 2.67 充電 2 分鐘 
放電後 2.74 2.50 放電 23 分鐘 0 秒 

放電時間約為充電時間的 11 倍。 
 
雖然我們的測試電壓偏低（電壓變化較明顯，容易看出充電、放電情形的比較，電

壓高時較穩定，不易看出變化），放電功率較小，以致於放電時間較長。但若以功率看來，

時速超過 15km/hr，功率即超過 1W，超過照明時的 0.5W，多出來的電能即能儲存於鋰

電池中，供停車時的照明、警示或其他需用電的情況使用。 
 
 

九、當腳踏車有了電源之後： 
我們的裝置裝上腳踏車後，鋰電池是一個穩定的電源，又可用腳踏車本身充電，是

一個可以帶著走的電源，所以當腳踏車有了電源之後，我們的野心也就愈來愈大了，除

了照明燈之外，我們的電源還能同時做什麼呢？ 
（一）如果警示尾燈也用我們這個電源可以嗎？ 

測試：亮燈同時使用尾燈。 
結果：二者均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電池電壓太低時，當警示尾燈以閃爍模式

亮燈時，照明燈會跟著閃爍，我們認為這有警示作用，還是可用。 
 

（二）腳踏車是不是可以像機車一樣有方向燈？ 
測試：於腳踏車把手兩端與後座左右兩側分別裝上閃爍 LED 燈、單刀雙向開

關，控制左轉或右轉警示。電源還是來自我們的儲電裝置。 
結果：亮燈同時使用尾燈再使用方向燈。還是都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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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腳踏車是不是可以像機車一樣有喇叭？ 

測試：於把手右端安裝按壓開關控制喇叭。電源還是來自我們的儲電裝置。 

結果：亮燈同時使用尾燈、方向燈再使用喇叭，還是都可使用。但使用 3V
蜂鳴器作為發音裝置時，按下喇叭時尾燈會熄滅，所以我們改用廢棄

鬧鐘拆下的鬧鈴裝置作為喇叭就不影響尾燈作用了，但音量不大。若

改裝門窗磁簧警報器就大聲多了，且不會使尾燈熄滅，是我們選用的

發音器。 

 

      圖 14 照明、警示、方向燈與喇叭都使用同一電源 
 
（四）裝上音響、導航機、攝影機．．．．．，太貪心了。一顆小小電池同時使用

太多電器會影響其壽命，有需要才安裝，不需要的不要裝。 
 
結論： 

我們這樣的裝置，擴充性很強，當然不能無限制的使用，但可依使用者的需求

而安裝或拆除某些裝置，使騎腳踏車更方便、安全而有趣。 
 
 
 

 
喇叭在這裡 

照明 

警示 

方向燈 

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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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果你也想要做一台： 
我們整理的製作程序如下表，材料大部份是易找到的廢棄電子產品： 

 
表 12  製作程序 

次序 做法 以我們做的為例 

1 找到適用發電機。 光碟機內有直交軸的馬達組。 

 

2 安裝於腳踏車輪上，確定正負極。 以萬用腳踏車燈夾來固定。 

 

3 改裝廢充電座電源線(須有變壓整流過，市

面上大部分充電座是此種)：將電源線剪

斷，充電座端依正負極可接上鱷魚夾接至

發電機；變壓整流端作為日後須以家用電

源充電時，接上充電座。 
 

4 騎車試驗指示燈是否亮起，若可亮燈表示

可對鋰電池充電。 

 

5 安裝需要的電器設備。 以 3V 稽納二極體降壓後，接上

照明、警示、方向燈與喇叭。（參

考圖 14） 

 
 
 



18     
 

伍、研究結果： 
一、我們的裝置在時速約 6km/hr 時即有照明功效，10km/hr 時可充電，對於我們一般在公

路上騎車是足夠的。利用腳踏車輪摩擦轉動輕的小馬達發電時的轉數很大（10km/hr
時約 150 轉/秒），適當地安裝至腳踏車上，可利用來發電供腳踏車照明等使用。 

二、鋰電池充電座是很好的穩壓裝置，改裝成照明設備，除可單獨作為手電筒，還可裝於

腳踏車上做為照明裝置，尤其可以一邊騎車一邊充電，方便實用。 

三、就算沒有鋰電池，我們的充電座接上腳踏車發電機，可以即時發電作為照明與警示作

用。 

四、我們利用「廢棄的」光碟機、手機電池充電座與鋰電池所改裝成的腳踏車發電充電儲

電裝置，利用廢棄物再造新生命，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五、我們的裝置使腳踏車有了電源，除了照明之外，還可加裝其他安全裝置如警示燈、方

向燈等。又因可充電，可以對鋰電池充電，供其他電器如手機、數位相機、MP4 等小

電器使用，方便性及相容性相當大。增加行車趣味及安全性，尤其遇緊急狀況時，這

唾手可得的電能，可能發揮救命的效果。 

 

陸、討論： 
一、我們用很簡單、易取得的廢棄物與工具，裝置完成實用性高的腳踏車發電儲電裝置，

一套花費不到 100 元（不包括警示、方向燈與喇叭），比起市售產品便宜又實用。我們

看到一篇報導（參考資料七(七)），說研發腳踏車發電儲電裝置花了一千萬，讓我們更

覺得我們的研究更有價值。 

二、若接頭作適當的安裝（規格化），腳踏車旅行就不怕手機或數位相機沒地方充電了。我

們找到一台可調整電池電極位置的充電座，對不同廠牌的鋰電池適用性大增，大部分

鋰電池均可充電。 

三、裝卸不太方便。若能有專用的夾具會更穩固，尤其不需發電時可使發電機脫離，減少

行車時的摩擦。 

四、如果腳踏車的把手是鐵製品，就可用磁鐵固定物品。我們從光碟機讀寫頭附近拆下小

強力磁鐵黏貼在充電座底部，可固定於把手上，取下又方便。但遇顛頗路面要小心震

掉了。 

  

圖 15  光碟機讀寫頭附近的強力磁鐵 

強力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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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改裝的充電座後來發現不亮燈時會有弱電流。我們加裝一總開關於不使用時關閉，

以免電池因長時間而漸耗盡。 

六、可以考慮用多個鋰電池並聯，提高蓄電量或作為備用電池。 

  

圖 16  二個鋰電池並聯可增加蓄電量 

 

柒、結論： 
一、我們在市面上目前沒有看過這類產品，尤其利用身邊易取得的廢棄物與很少的費用，

組合成好用且很有用的腳踏車發電儲電裝置，值得推廣，讓更多人為我們的環保盡一

份力。 

二、如果腳踏車都能有如此的裝置，則大大增加行車安全性與樂趣，又能減少乾電池與家

用電源的使用，真是一機多用，一舉數得。 

三、我們的裝置已達成我們騎車發電的目標。像我們這樣的裝置簡單易取得又易裝置完成，

一般的國中同學就可獨力完成，是平易近人的構思，可以增加學習的樂趣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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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802 

利用目前大家所頭痛的廢電池，改裝成穩壓裝置，進而設計

電路儲電，也實際應用到腳踏車上，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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