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為協助推動輔導機車行轉型技能提升培訓，將有條件

開放以下部件作為參與睿能兩階段訓練課程且通過測驗合格之機車行學員之獎勵

方案，包括輪胎、煞車系統、傳動系統以及外觀件等零組件。 

培訓合格之機車行學員，需提供其「機車技能提升培訓證書」，將可以透過睿能

公司於全省之加盟店、維修中心取得所開放之原廠料件(如下表列)。 

一、睿能服務據點 

店名 地址 

信義松仁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74號 

中山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530號 

內湖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411巷 19弄 17號 

新生市民店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 23號 

天母忠誠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 101號 

文山木新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187號 

士林承德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340號 

北投文林北店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 228號 

中和中原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原街 6號 

汐止大同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 290號 

宜蘭中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518號 

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 316號 

花蓮中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 266號 

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88號 

羅東中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 160號 

基隆義一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87號 

三重光復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里光復路二段 4號 

樹林三俊店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 288號 

三重集賢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86號 

三重集成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成路 39號 

三峽復興店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58號 

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 81號 

淡水鼻頭店 新北市淡水區鼻頭街 1號 

板橋民生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 68-1號 

板橋南雅西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 247號 

新莊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 180巷 6號 

新莊仁愛店 新北市新莊區仁愛街 32號 

板橋萬板店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 9號 

新莊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201號 



 

店名 地址 

楊梅騏轟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 294號 

龜山文化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 20之 1號 

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一段 125號 

中壢環中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238號 

桃園永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249號 

桃園三民店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591號 

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 309號 

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323號 

桃園文中店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 663號 

蘆竹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56號 

竹北成功店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 207號 

竹北中正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 176號 

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 280號 

東區民權店 新竹市民權路 38號 

新豐學府店 新竹縣新豐鄉學府路 59號 

新竹東勝店 新竹市東區東勝路 5號 

頭份自強店 苗栗縣頭份市自強路 216號 

新竹關新店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 215號 

北屯文心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951號 

西區英才店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 534號 

北區中清店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328號 

北屯中清店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 592號 

東勢豐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 263號 

南屯五權西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361號 

南屯大墩十四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四街 352號 

西屯甘肅店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路二段 48號 

大雅學府店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143號 

西屯福星北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 35號 

嘉義興業東店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 18號 

彰化中山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37號 

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 578號 

太平樹德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德路 315號 

南區建成店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 1637號 

斗六明德北店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350號 

草屯太平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 66號 

朴子山通店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 202號 

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 478號 



 

店名 地址 

鹿港民族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 83號 

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370號 

三民鼎強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鼎強街 95之 1號 

台南裕農店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1016號 

北區小東店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 261號 

安南安和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 158號 

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112號 

三民九如二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18號 

善化大成店 台南市善化區大成路 291號 

馬公同和店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 158號 

台南文賢店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 470號 

佳里義民店 台南市佳里區義民街 240號 

鳳山中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60號 

左營自由四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 433號 

大寮鳳林三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420號 

屏東公園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 80號（太平洋百貨） 

東區崇德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596號 

三民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22號 

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 369.371號 

安平中華店 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 59號 

楠梓益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 65號 

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 37之 2號 

屏東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 177號 

台南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62之 3號 

苓雅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227，229，231，233號 

鼓山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 111號 

東港光復店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 162號 

台東新生店 台東市新生路 191之 1號 

屏東和平店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 459號 

歸仁中山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 307號 

永康永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169號 

 

  



 

二、開放料件清單 

Gogoro 2 零件代號 零件名稱 Note 

前輪胎  

(常見耗材) 

GA447-SB0-00 100/80-14 MAXXIS S98 PLUS 熱熔胎 (前)   

44710-BR2-00C 前輪胎 (100/90-12 59J)   

44710-BJ2-00C 前輪胎 (100/80-14 48L)   

44710-BA2-00C 前輪胎 (100/80-14 48L)   

44710-PR2-00C 前輪胎(100/90-12 59M)   

44710-BY2-01C 前輪胎 (110/90-12)   

GA427-SB0-01 120/70-12 鯊魚王 4代 CS-W1 全天候胎   

後輪胎  

(常見耗材) 

GA427-100-00 110/70-13 MAXXIS M6237 半熱熔胎 (後)   

42710-BRE-00C 後輪胎 (110/70-12 53M)   

42710-BY2-01C 後輪胎(120/70-12)   

GA427-SB0-01 120/70-12 鯊魚王 4代 CS-W1 全天候胎   

42710-BJ2-00C 後輪胎 (110/70-13 55L)   

GA427-SB0-00 110/70-13 MAXXIS S98 PLUS 熱熔胎 (後)   

42710-BR2-00C 後輪胎 (110/70-12 56M)   

42710-BA2-01C 後輪胎 (110/70-13 55L)   

前煞車碟盤  

(煞車系統) 
45121-BA2-00C 前煞車碟盤 

  

後煞車碟盤  

(煞車系統) 
43121-BA2-00C 後煞車碟盤 

  

煞車總泵(單邊)  

(煞車系統) 

43500-BD2-01-S37C 左煞車總泵總成 (鈦銀)   

43500-BK2-00-K04C 左煞車總泵總成 (深灰黑)   

43500-BA2-03-T10C 左煞車總泵總成(TYPE 10) ABS only 

43500-BA2-02-T01C 左煞車總泵總成 (TYPE 1)   

45500-BA2-03-T10C 右煞車總泵總成(TYPE 10) ABS only 

45500-BA2-02-T01C 右煞車總泵總成 (TYPE 1)   

45500-BD2-01-S37C 右煞車總泵 (鈦銀)   

45500-BK2-00-K04C 右煞車總泵總成 (深灰黑)   

45500-BE2-10-K04C 右煞車總泵總成   

前煞車卡鉗 

(煞車系統) 

45100-BE2-00-E38C 前卡鉗總成 (炭灰銀)   

45100-BJ2-00-E38C 前卡鉗總成 (炭灰銀)   

45100-BA2-00-K04C 前卡鉗總成 (深灰黑)   

45100-BBK-00C 前卡鉗總成   

45100-BBK-10C 前卡鉗總成   

後煞車卡鉗  

(煞車系統) 

43100-BA2-01-K04C 後卡鉗總成 (深灰黑)   

43100-BBK-01C 後卡鉗總成   



 

Gogoro 2 零件代號 零件名稱 Note 

43100-BBK-10C 後卡鉗總成   

前鏈輪盤  

(傳動系統) 
11301-BC2-01C 前鏈輪盤 

  

後齒盤  

(傳動系統) 
46510-BA2-01C 後齒盤總成 

  

鏈條  

(傳動系統) 

GA465-S01-11 92目 DID 428VX X型油封鍊條 (金)   

9E0006-42892C 鏈條 92目(電鍍銀色非快扣)   

前來令片  

(常見耗材) 

C3110-000-00 前煞車來令片   

C3161-000-00 前煞車來令片(E6504)   

後來令片  

(常見耗材) 
C3109-000-00 後煞車來令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