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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聯絡及報到資訊 

●活動及報到聯絡人：  

台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 執行長   陳雅雯 0922-265-933 

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執行秘書 呂亭穎 0937-164-726 

 

●報到說明： 

天數 時間 地點 

D1 11/28(六) 

上午 08:00 
花博新生公園夢想館 

（https://goo.gl/maps/6cisVrbhrivWndyJ7） 

下午 13:30 
永安漁港大型停車場 

（https://goo.gl/maps/hr71BwZ4Z4iM7wox9） 

座談會 16:45 
中華大學 AI + 體驗中心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D2 11/29(日) 

上午 07:50 
新竹海山漁港停車場 

（https://goo.gl/maps/9vD3PkfigLkco1cr6） 

下午 13:30 
台中大安卓也小屋庭園餐坊 

（台中市大安區中山南路 86 號） 

座談會 16:45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台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D3 11/30(一) 

上午 08:30 
高鐵彰化站對面三號廣場公園 

（https://goo.gl/maps/qaLbnaGsN8oWwFPK6） 

下午 12:30 
嘉義布袋高跟鞋教堂入口處 

（https://goo.gl/maps/SbjX5vdCL4w7qGgR6） 

座談會 15:45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台南市北門區舊埕 119 號） 

D4 12/01(二) 

上午 08:30 
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入口（世運大道上） 

（https://goo.gl/maps/fctpkGhHcXmDUjCE7） 

下午 13:30 
屏東海生館售票亭前廣場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路 2 號） 

座談會 16:45 
恆春鎮公所 

（屏東縣恆春鎮天文路 1 號） 

https://goo.gl/maps/6cisVrbhrivWndyJ7
https://goo.gl/maps/hr71BwZ4Z4iM7wox9
https://goo.gl/maps/9vD3PkfigLkco1cr6
https://goo.gl/maps/qaLbnaGsN8oWwFPK6
https://goo.gl/maps/SbjX5vdCL4w7qGgR6
https://goo.gl/maps/fctpkGhHcXmDUjC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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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時間 地點 

D5 12/02(三) 

上午 08:20 
南興休息站 

（台東縣大武鄉圓山 2 號） 

下午 13:30 
池上客家文化園區 

（台東縣池上鄉新光路 1 號） 

座談會 16:45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 

（花蓮縣瑞穗鄉興鶴路二段 168 號） 

D6 12/03(四) 

上午 07:20 
瑞穗虎爺溫泉 

（花蓮縣瑞穗鎮祥北路二段 101 號） 

下午 13:30 
羅東火車站後站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61 號） 

座談會 16:45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 196 巷 18 號） 

D7 12/04(五) 

上午 08:20 
福隆遊客中心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 36 號） 

下午 13:00 
七堵鐵道紀念公園 

（基隆市七堵區光明路 23 號） 

完騎 

大誓師 
16:00 松山火車站西側出口圓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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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概要 

Day1  11/28（六）  

08:00~08:30 報到：花博新生公園夢想館 

08:30~09:45 出發大集結（夢想館啟程出發） 

09:45~12:00 

◼ 騎乘路線：（起點）花博新生公園夢想館～林安泰疏散門～基隆河左岸自行

車道～洲美橋下引道～淡水河河濱自行車道～大稻埕碼頭（休息點）～淡

水河河濱自行車道～華江橋引道～新北上河圖～大漢溪右岸自行車道～新

月橋～板橋 435 藝文特區停車場（終點）（20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0A96D6FC-E04F-0A42-2789-58F079F9201E 

   起點：花博新生公園夢想館（https://goo.gl/maps/6cisVrbhrivWndyJ7） 

   終點：板橋 435 藝文特區停車場（https://goo.gl/maps/otfzy14ezLT9H5sBA） 

◼ 休息補給點：大稻埕碼頭 

◼ 團體照地點： 

1) 新生公園活動氣球拱門、2) 大稻埕碼頭台灣船前、3) 新月橋引道前打卡點 

12:00~13:00 ◼ 搭乘巴士前往新屋永安漁港 

13:00~14:00 ◼ 午餐~永安漁港郭鵝肉海產餐廳（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三段 960 號） 

14:00~16:00 

◼ 騎乘路線：（起點）永安漁港大型停車場 ～桃園濱海自行車道～新屋綠色

走廊～環 1-1～竹北新豐濱海自行車道～新豐紅毛港紅樹林生態保護區～

南寮漁港新竹區漁會（終點）（23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EA4AFC40-BF9D-A5A7-B899-2FA30F6A5B31 

   起點：永安漁港大型停車場（https://goo.gl/maps/hr71BwZ4Z4iM7wox9） 

   終點：南寮漁港/新竹區漁會（https://goo.gl/maps/k8BR1AejyppCWhWB9） 

◼ 休息補給點：新豐池和宮 

◼ 團體照地點：1) 永安漁港大型停車場 - 出發前大合照、2)紅毛港濱海車道 

16:00~17:00 ◼ 搭乘巴士前往座談會地點 

17:00~18:30 ◼ 座談會（中華大學 AI+體驗中心） 

晚餐 ◼ 華大校友會館 Lago Bistro 

住宿 ◼ 新竹福華大飯店（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78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0A96D6FC-E04F-0A42-2789-58F079F9201E
https://goo.gl/maps/6cisVrbhrivWndyJ7
https://goo.gl/maps/otfzy14ezLT9H5sBA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EA4AFC40-BF9D-A5A7-B899-2FA30F6A5B31
https://goo.gl/maps/hr71BwZ4Z4iM7wox9
https://goo.gl/maps/k8BR1AejyppCWhW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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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11/29（日） 

07:30~08:00 
◼ 新竹福華大飯店（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78 號）  

◼ 集合出發，搭車前往本日起點（香山溼地） 

08:00~08:30 抵達起點，出發前熱身與騎乘說明 

08:30~11:30 

◼ 騎乘路線：（起點）新竹香山海山漁港安檢所旁停車場～新竹十七公里車道

(後段)～竹南綠光海風車道～環島 1 號線～大山車站～苗栗後龍火車站停

車場（終點）（27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38954CB-E41A-5C7D-CBAC-6225ACA1BFD5 

   起點：海山漁港安檢索旁停車場（https://goo.gl/maps/9vD3PkfigLkco1cr6） 

   終點：後龍火車站（https://goo.gl/maps/7Bq8yeiTA1aEZ6Ub6） 

◼ 休息補給點：竹南龍鳳漁港 

◼ 團體照地點： 1)十七公里海岸線終點意象燈塔、2)龍鳳漁港 

11:48~12:32 ◼ 搭乘台鐵區間 2523 後龍至大甲（11:48~12:32） 

12:40~13:00 ◼ 搭車前往卓也小屋大安庭園餐坊 

13:00~14:00 ◼ 午餐（卓也小屋大安庭園餐坊） 

14:00~17:00 

◼ 騎乘路線：（起點）卓也小屋大安庭園餐坊～高美濕地～清水眷村文化園

區、港區藝術中心（終點）（20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58CBAD8F-7780-016E-C70C-C88AD17F173C 

   起點：卓也小屋大安庭園餐坊（https://goo.gl/maps/kRHR42F4s19iwDhk7） 

   終點：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https://goo.gl/maps/ETDmgYKShoQHpRR78） 

◼ 休息補給點：高美溼地遊客中心 

◼ 團體照地點：1) 高美雙曲景觀橋、2)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3) 港區藝術中

心 

17:00~18:30 ◼ 座談會（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台中市清水區忠貞路 21 號） 

18:30~20:00 ◼ 晚餐（梧棲來來海鮮餐廳） 

住宿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館（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66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38954CB-E41A-5C7D-CBAC-6225ACA1BFD5
https://goo.gl/maps/9vD3PkfigLkco1cr6
https://goo.gl/maps/7Bq8yeiTA1aEZ6Ub6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58CBAD8F-7780-016E-C70C-C88AD17F173C
https://goo.gl/maps/kRHR42F4s19iwDhk7
https://goo.gl/maps/ETDmgYKShoQHpRR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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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11/30（一） 

07:30~08:30 
◼ 成旅晶贊飯店台中民權館（台中市中區民權路 66 號） 

◼ 集合出發，搭車前往本日起點（高鐵彰化站-田中） 

08:30~09:00 抵達起點，出發前熱身與騎乘說明 

09:00~10:30 

◼ 騎乘路線：（起點）高鐵彰化站～三鐵跑水自行車道通往八堡一圳景觀廊

道～二水自行車道～源泉派出所（終點）（13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A6AAE8F-064B-FA86-AB93-380101103520 

 起點：高鐵彰化站 

 終點：源泉派出所（https://goo.gl/maps/ZknAyhrQjbPwHo1C6） 

◼ 休息補給點：二八水公園 

◼ 團體照地點：1) 高鐵彰化站、2)二八水公園 

10:30~12:00 ◼ 搭車前往嘉義布袋港 

12:00~13:00 ◼ 午餐（英賓海產餐廳，嘉義縣布袋鎮永安里 359 號） 

13:00~16:00 

◼ 騎乘路線：（起點）嘉義布袋高跟鞋教堂入口處（布袋鎮海興街）～環

1-5 南臺濱海支線～北門遊客中心～水晶教堂～雲嘉南濱海風景區管理

處（終點）（20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F03D9D19-36FD-0D5A-48DB-929FBEC4690

E 

  起點：布袋高跟鞋教堂（https://goo.gl/maps/SbjX5vdCL4w7qGgR6） 

  終點：雲嘉南濱海風景區管理處 

◼ 休息補給點：好美里魍港太聖宮停車場 

◼ 團體照地點：1) 布袋高跟鞋教堂、2)北門遊客中心我愛北門地標 

16:00~17:30 ◼ 座談會（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7:30~18:00 ◼ 搭車前往餐廳 

18:00~20:00 ◼ 晚餐（長榮文苑） 

住宿 ◼ 富信大飯店（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336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A6AAE8F-064B-FA86-AB93-380101103520?fbclid=IwAR2onVjqWvTmGy0e03q5ALzutexULwJNK_ESr4_LQACo5c7IA-iP1FCWLUQ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F03D9D19-36FD-0D5A-48DB-929FBEC4690E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F03D9D19-36FD-0D5A-48DB-929FBEC4690E
https://goo.gl/maps/SbjX5vdCL4w7qGg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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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12/01（二） 

07:30~08:40 
◼ 富信大飯店（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336 號）集合 

◼ 搭車自台南前往世運體育場 

08:40~09:10 抵達起點，出發前熱身與騎乘說明 

09:10~11:00 

◼ 騎乘路線：（起點）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入口處(世運大道上) ～

環島 1 號線～蓮池潭～愛河之心～愛河自行車道～真愛碼頭～海洋流行

音樂中心～駁二特區台灣鐵工所舊址旁停車場（終點）（21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CCFA45C2-9E44-CB40-5655-5393264599

B3 

   起點：世運主場館（https://goo.gl/maps/fctpkGhHcXmDUjCE7） 

   終點：駁二特區台灣鐵工所遺址旁停車場                   

（https://goo.gl/maps/zoin91YB4LA9712n7） 

◼ 休息補給點：光之塔 

◼ 團體照地點：1) 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館、2) 翠華景觀橋、3) 海洋

流行音樂中心 

11:00~12:00 ◼ 搭車前往餐廳 

12:00~13:00 ◼ 午餐（甕窯雞屏東店-屏東縣南州鄉大同路 73 號） 

13:00~14:00 ◼ 國道風光去屏東 

14:00~16:00 

◼ 騎乘路線：（起點）屏東海生館～萬里桐～龍鸞潭～墾丁～鵝鑾鼻燈塔停

車場（終點）（31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16A4F8AD-30DA-D938-2C9E-DA75DF44A80

C 

   起點：屏東海生館（https://goo.gl/maps/NzRa3SEYGE2jBMhZ6） 

   終點：鵝鑾鼻公園停車場（https://goo.gl/maps/NzRa3SEYGE2jBMhZ6） 

◼ 休息補給點：7-Eleven 後壁湖門市 

◼ 團體照地點：1) 屏東海生館、2) 鵝鑾鼻燈塔 

16:00~17:00 搭車前往座談會地點 

17:00~18:30 座談會（恆春鎮公所） 

晚餐 晚餐（許家廚房） 

住宿 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屏東縣成恆春鎮恆公路 998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CCFA45C2-9E44-CB40-5655-5393264599B3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CCFA45C2-9E44-CB40-5655-5393264599B3
https://goo.gl/maps/fctpkGhHcXmDUjCE7
https://goo.gl/maps/zoin91YB4LA9712n7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16A4F8AD-30DA-D938-2C9E-DA75DF44A80C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16A4F8AD-30DA-D938-2C9E-DA75DF44A80C
https://goo.gl/maps/NzRa3SEYGE2jBMhZ6
https://goo.gl/maps/NzRa3SEYGE2jBMh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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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12/02（三） 

07:30~08:30 
◼ 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屏東縣成恆春鎮恆公路 998 號） 

◼ 集合出發，省道風光南迴台 9 至台東南興休息站 

08:30~09:00 抵達起點，出發前熱身與騎乘說明 

09:00~10:50 

◼ 騎乘路線：（起點）南興休息站～大武～大鳥遊憩區～多良車站（終點）

（距離：26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9528AFD-20EF-7D88-956D-CF3A1ECC9

EB9 

 起點：南興休息站（台東縣大武鄉圓山 2 號）

（https://goo.gl/maps/9JrYhVs4cxzefFR4A） 

 終點：多良車站 

◼ 休息補給點：7-Eleven 大武門市 

◼ 團體照地點：1)台九線 420K（就是愛你） 

10:50-11:00 台 9 線風光 (多良車站→金崙 7-11) 

11:00~11:45 午餐（台東金崙/鼎倫牛肉麵） 

11:45~14:00 東海岸與花東縱谷省道風光 

14:00~16:30 

◼ 騎乘路線：（起點）池上客家文化園區大門口（台東縣池上鄉新光路 1

號）～富里車站～花 75～東里舊車站（終點）（距離：27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454623A6-54D7-5C00-FC30-3005A6F1BF

1B 

 起點：池上客家文化園區大門口

（https://goo.gl/maps/fBhf7tfk5W7ecve17） 

 終點：舊東里火車站（https://goo.gl/maps/Gb9bGHT7EEpWe169A） 

◼ 休息補給點：富里農會羅山展售中心 

◼ 團體照地點：1) 池上客家文化園區、2) 富里農會羅山展售中心大猩猩、

3) 舊東里車站 

16:30~17:00 搭車由舊東里車站前往瑞穗 

17:00~18:30 座談會（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晚餐  晚餐 

住宿 虎爺溫泉（花蓮縣瑞穗鎮祥北路二段 101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9528AFD-20EF-7D88-956D-CF3A1ECC9EB9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9528AFD-20EF-7D88-956D-CF3A1ECC9EB9
https://goo.gl/maps/9JrYhVs4cxzefFR4A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454623A6-54D7-5C00-FC30-3005A6F1BF1B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454623A6-54D7-5C00-FC30-3005A6F1BF1B
https://goo.gl/maps/fBhf7tfk5W7ecve17
https://goo.gl/maps/Gb9bGHT7EEpWe1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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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12/03（四） 

07:30~08:00 
◼ 虎爺溫泉（花蓮縣瑞穗鎮祥北路二段 101 號） 

◼ 集合出發，熱身與騎乘說明 

08:00~10:30 

◼ 騎乘路線：（起點）瑞穗虎爺溫泉～瑞穗鐵道自行車道～大農大富平地森

林園區（距離：20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E4F58684-C9F9-AEAF-B713-5BAE9CAB4989 

 起點：瑞穗虎爺溫泉（花蓮縣瑞穗鄉祥北路二段 101 號） 

 終點：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https://goo.gl/maps/dpy76yNGm5PNMBVN9） 

◼ 休息補給點：拔仔庄常民文化館 

◼ 團體照地點：1) 拔仔庄常民文化館、2)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TAIWAN 地

標、3)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自行車道（備用） 

10:30~12:15  搭車前往花蓮車站 

12:54~14:00  花蓮站搭乘 PP 自強 175 次（12:58~14:00）前往羅東 

  午餐（鐵路便當） 

14:00~17:00 

◼ 騎乘路線：（起點）羅東車站後站～冬山車站～三奇美徑～五十二甲溼地

～冬山河自行車道～環島 1 號線～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距離：30 公

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EFF0FCF-4B86-F0A6-73F4-5EC89314E646 

 起點：羅東火車站後站（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61 號） 

 終點：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 休息補給點：三奇美徑奉尊宮 

◼ 團體照地點：1) 三奇美徑、2)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17:00~18:30  座談會（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18:30~19:30  晚餐（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19:30~20:00   搭車前往飯店 

住宿  礁溪兆品飯店（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48 巷 18 弄 1 號）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E4F58684-C9F9-AEAF-B713-5BAE9CAB4989
https://goo.gl/maps/dpy76yNGm5PNMBVN9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DEFF0FCF-4B86-F0A6-73F4-5EC89314E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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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12/04（五） 

07:30~08:30 
礁溪兆品飯店（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 48 巷 18 弄 1 號） 

集合出發， 宜蘭前進福隆 

08:30~09:00 出發前熱身與騎乘說明 

09:00~11:30 

◼ 騎乘路線：（起點）福隆遊客中心～貢寮～台 2 丙～雙溪老街～環島 1

號線～平雙隧道～十分老街（22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24CE94BF-82C5-C425-2A23-B0C9175F93

B4 

 起點：福隆遊客中心 

 終點：十分/靜安路三段過台 2 高架橋下左側大客車停車場 

◼ 休息補給點：雙溪三忠廟 

◼ 團體照地點：1) 福隆遊客中心 

11:30~12:30  午餐-花神咖啡私房小廚（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三段 356 號） 

12:30~13:30  省道風光 台 2 丙(前往七堵鐵道公園) 

13:30~16:00 

◼ 騎乘路線：（起點）七堵鐵道紀念公園～六堵險圳～舊五堵隧道～基隆

河自行車道～星光橋～彩虹橋～松山車站環島 1 號線 0K（25 公里） 

◼ 路線軌跡：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B16102C4-095F-132B-6C96-611D40FE5FC8 

 起點：七堵鐵道紀念公園（https://goo.gl/maps/tCxHrgN1suftb86N6） 

 終點：松山火車站西側廣場 

◼ 休息補給點：星光橋（汐止星光公園） 

◼ 團體照地點： 

◼ 1) 七堵鐵道紀念公園 

◼ 2) 五堵舊隧道 

◼ 3) 星光橋（備用） 

◼ 4) 彩虹橋 

16:00~17:00  完騎大誓師（松山車站）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24CE94BF-82C5-C425-2A23-B0C9175F93B4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24CE94BF-82C5-C425-2A23-B0C9175F93B4
https://www.xplova.com/tw/route/B16102C4-095F-132B-6C96-611D40FE5FC8
https://goo.gl/maps/tCxHrgN1suftb86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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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體騎乘安全注意事項： 

◼ 騎乘中請雙手保持捉穩單車把手，切勿放單手甚至雙手騎車。 

◼ 騎乘中「請勿使用耳機、手機、相機。」 

◼ 騎乘中請與前後車友保持適當騎乘距離，自己的前輪不可以跟前車

後輪相疊，嚴禁併排、聊天。 

◼ 騎乘過程需時刻保持專注，請盡量放遠視線，注意路況與前方騎士

的手勢。 

◼ 適時補充水分，身體不適切勿勉強，立即向領隊反應。 

◼ 遇緊急狀況，請大聲提醒後方並減速靠邊，切忌突然煞車急停。 

物品掉落時不要急煞，應先減速靠邊停車，步行回頭撿拾。 

◼ 雨天時避免在標線或鐵製人孔蓋等易滑物上煞車。 

◼ 超車步驟：（非必要盡量勿超車） 

1. 必須左邊超車 

2.超車者先回頭確認後方無來車〈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 

3. 比靠左手勢，同時開口向要超車前方人員提醒-我要超車 

4. 超車後比靠右手勢，恢復原來行進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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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確騎車與安全注意事項： 

(一)、 佩戴頭盔〈安全帽〉正確步驟： 

1. 先放鬆頭盔後方旋鈕，確認頭盔戴住戴緊〈尤其有帶小帽/頭巾的團員〉，避免

一開始就沒戴牢。 

2. 頭盔帽沿是否與眉切齊〈避免傷害來自正前方〉 

3. 臉頰兩旁的調整帶釦正確位置是在耳垂下方〈避免左右鬆動〉 

4. 扣環是否扣住與下巴有 1-2 公分緩衝空隙〈避免勒住脖子〉 

5. 頭盔後方旋鈕是否鬆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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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確騎車方法（合適座墊高度） 

坐墊高度太低易將身體重量全部壓在臀部而造成疼痛，還會造成腿部肌肉無法完全

伸展， 力量壓迫在膝蓋而造成疼痛；坐墊太高則會過度伸展腿部後方肌肉，甚至造

成踩踏需墊腳尖而導致小腿過度用力而痠痛。可用以下幾種方式調整正確的坐墊高

度： 

1. 臀部坐在坐墊上，將腳跟放在踏板上，將踏板轉動到最低點（大約是 6 點鐘的方

向)，踏到最低點時膝蓋正好打直，調整好高度後試著用腳掌(拇指球)踩踏看看，

正確的高度膝蓋應是自然的微微彎曲，膝關節最佳彎曲角度為 25~30 度，如果

剛開始不習慣這樣的高度，可以試著降低至安心的高度，等較為適應後再循序將

高度調整為正確高度。 

2. 當騎士穿著車褲及鞋子時，其胯下至地面的距離稱為胯下高， 胯下高×0.885 就

是建議的坐墊頂部至曲柄軸的距離。 

 

(三)、 正確騎車方法（踩踏方式） 

◼ 腳踏車能夠平穩行駛，雙腳踩踏

踏板的方法及均勻施力都是關鍵

的技術 

◼ 正確的踩踏位置：腳大拇指關節

部份（腳掌最寬處）踩在腳踏板

的軸心上，宜用腳掌中間、後端

或腳跟。腳尖要朝向前方（即腳

的中心線平行於自行車縱向中心

線） 

◼ 錯誤的踩踏位置：用腳尖踩踏，會過度使用後小腿肌群；若以腳後跟踩踏， 則

因無法使用膝蓋以下的肌群而導致大腿甚至臀腰的過度用力。 

◼ 踩踏時，臀部、膝蓋和腳踝應盡量呈一直線，避免腳尖過度向內或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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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確騎車方法（騎乘姿勢） 

◼ 身體各個部位應放鬆協調，不要過度

出力或緊繃，上半身自然向前傾，背

部腰部略成弓狀。 

◼ 將部份體重分佈在手把、踏板上，不

可將全部體重至於座墊上，以防止臀

部疼痛。 

◼ 肩膀保持放鬆、不聳肩，手肘微彎不

打直鎖死，控制車頭方向的手腕則要

打直但不緊繃，雙手輕握住手把，想

像雙上肢是像彈簧一樣而不是像根直挺挺的桿子，才能吸收來自地面的震動。 

 

(五)、 正確騎車方法（上下單車與起步） 

1. 先將駐車架踢起來，雙手同時抓穩把手扣住煞車拉桿。 

2. 左腿站穩將自行車向左傾斜 45 度〈靠近自己的方向〉，右腿從自行車後方尾端

跨在自行車右邊。 

3. 自行車仍向左保持傾斜，右腳使用腳掌最寬處正確踩踏踏板 (避免使用腳尖、腳

底中央、腳跟踩踏，易導致足部發麻酸痛)，右踏板位置約在水平 45 度角〈這樣

後續助踩起步才會有持續動力，讓你的左腳來得及踩到左踏板〉，右踏板角度若

低於水平 45 度角，起步力道不足自行車容易搖晃有危險性；右踏板角度若高於

水平 45 度角，不容易施力起步。  

4. 下車同理，先雙手漸近式點煞，車停穩同時將自行車向左傾斜，同時左腳踩到地

面〈千萬不要用腳踩地煞車-會摔車〉 

5. 雙手同時抓穩把手扣住煞車拉桿，右腿從自行車後方尾端跨回自行車左邊〈請勿

從前方車架上管跨回。 

6. 將駐車架踢回來放下停妥車。 

 

(六)、 正確騎車方法（變速要領） 

1. 自行車沒向前踩產生動力，請勿隨意按變速桿〈變速器容易損壞〉，變速時一格

一格變，同時在變速時誤倒踩踏板〈避免絞到鍊條與掉鍊〉 

2. 左手控制前輪齒盤變速、右手控制後輪飛輪變速。必須分開左右手變速，不能同

時按左右手變速撥桿。 

3. 變速是為了騎車省力。變速時切忌向後踩踏避免掉鏈，同時要一格一格變速換檔。 

4. 爬坡時只需搭配右手後輪飛輪，逐漸變大飛輪，上坡踩踏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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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坡或要加快速度時，才更換左手變速前輪保持大齒盤，搭配右手後輪較小飛輪。 

6. 請勿使用前面大齒盤搭配後面最大飛輪-前變速撥桿容易損壞/腳也易受傷。也請

勿使用前面小齒盤搭配後面最小飛輪-鏈條最鬆容易掉鏈。 

※ 尤其下坡加速後突然緊急上坡，錯誤變速會經常掉鏈卡鏈。請務必先將後飛輪檔

為增大變慢之後，再變前面大齒盤。 

 

(七)、 正確騎車方法（煞車要領） 

1. 專注騎車、不分心。 

2. 保持煞車先有前置距離〈速度愈快、前置距離愈長〉 

3. 雙手同時煞車〈養成前後輪同時煞車〉 

4. 煞車時儘可能採多次漸近式煞車取代一次緊急煞車 

 

(八)、 正確騎車方法（爬坡要領） 

●爬坡時腳力沒問題，但容易上氣不接下氣；或變速時不得要領經常卡鍊 

1. 配合踩踏節拍調整呼吸節奏。 

2. 下坡後突然前方上坡-先變速後飛輪至較大檔位，再變速前齒盤至較小檔位。〈避

免因先變速前齒盤，轉動速度仍快，容易掉鍊〉。 

3. 到達坡頂前須放慢，有緩衝空間調整心跳〈類似跑馬拉松-終點前不要立刻停下

來〉等舒緩後再下車。 

4. 注意搭配超車要領 

 

(九)、 正確騎車方法（超車要領） 

●爬坡時每個人本來就速度有快慢，容易堵車，需要超車時。 

1. 必須左邊超車 

2. 超車者先回頭確認後方無來車〈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 

3. 比靠左手勢，同時開口向要超車前方人員提醒-我要超車 

4. 超車後比靠右手勢，恢復原來行進動向。 

 

  

◼ 平路變速-請使用前面齒盤中間檔(大盤有三盤時)，搭配後面飛輪任何一檔位，後

飛輪檔位越大-輕踩但速度慢、後飛輪檔位越小-重踩但速度快。 

◼ 前面大齒盤搭配後面下半段小飛輪-是在加速或下坡時使用。 

◼ 前面小齒盤搭配後面上半段大飛輪檔位-是在上長坡或急陡坡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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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個人騎乘裝備與添購建議： 

(一)、 騎車時需要哪些服飾 (人身部品)呢？ 

1. 衣： 

騎乘可穿著專業車衣或是吸濕排汗材質上衣。因為騎車運動容易流汗，避免穿

不透氣或是棉質衣服。 

2. 褲： 

◼ 可穿著專業單車褲或排汗休閒褲（褲腳能束緊尤佳），但褲管長度與鬆緊

度千萬不能太長或太鬆，否則在踩踏自行車踏板時，很容易捲入齒盤中造

成意外傷害，必要時用束帶束褲腳，以保安全。 

◼ 專業單車褲於臀部和鼠蹊部有軟墊，長時間騎乘可以減輕臀部疼痛。另外，

車褲緊身的設計，除了降低風阻，也可避免皮膚和褲子長期摩擦造成破

皮。 

◼ 如騎乘距離較長或時間超過 2~3 小時，強烈建議穿著車褲。如果您有緊

身的慢跑褲或是瑜珈褲，也可以替用。 

3. 手套：騎乘單車建議戴手套可以增加握把的防滑性及吸震功能，也能減少意外

摔車時手部的傷害。 

4. 適合騎車的眼鏡（運動風鏡或太陽眼鏡） 

5. 鞋子：除了專業單車鞋，一般騎乘建議穿著硬底的運動鞋或滑板鞋，避免高筒

運動鞋或露腳趾頭的涼鞋。請選擇有包覆性、不會鬆脫的合腳鞋款，盡量避免

鞋底太厚或太薄。若有鞋帶時也一定要繫緊，並塞進鞋內。 

(二)、 冬天怎麼穿： 

在冬天氣溫較低的氣候騎車，建議以洋蔥式的穿法配合適當的裝備。也就是分為裡、

中、外三層，就是運動內衣、車衣以及風衣。在騎車過程中，我們的身體自然會發

熱，所以通常不會覺得冷，還會大量排汗，所以各層的衣服一定要有吸濕排汗的功

能。千萬不要穿毛衣或是與羽絨衣騎車，以免汗水悶在內部造成身體潮濕，冷風一

吹反而容易著涼。 

運動內衣要挑選貼身的尺寸，且能排汗和透氣，這樣才能迅速的將運動中流出的汗

水排出，保持身體皮膚的乾燥。在台灣冬季時間短，很多車友不一定準備長袖車衣。

如果氣溫不是太低，可以選擇平常穿的短袖、短車褲搭配冬季保暖袖套和腿套，或

是穿著長袖的運動內衣和緊身長褲，保持四肢的溫暖。 

外套的穿著，冬季風大可以在車衣外加上一件輕便防風夾克，保持身體的溫度。如

果氣溫較低時，建議可以選擇有刷毛材質的車衣和外套，能讓身體保持溫暖。當然，

吸濕排汗是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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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單車活動配備檢點表 

(一)、 車身配備介紹 

 

(二)、 其他備品建議表 

 必備品 選備品 協會提供 

人

身

用

品 

⚫ 上身衣物（專業車衣或吸濕排汗佳上衣） 

⚫ 下身褲子（專業車褲或排汗休閒褲） 

⚫ 防滑、吸震手套 

⚫ 硬底運動鞋或不露趾涼鞋 

⚫ 禦寒風衣 

⚫ 防風運動風鏡或太陽眼鏡 

⚫ 運動夾克 

⚫ 休閒衣物 

⚫ 袖套 

⚫ 魔術頭巾 

⚫ 個人防護用品 

⚫ 自行車專用水壺 

⚫ 輕便雨衣 

⚫ 浴帽 

⚫ 紀念 T-shirt 

⚫ 安全帽 

生

活

用

品 

⚫ 身份證/健保卡 

⚫ 現金/悠遊卡/信用卡 

⚫ 個人醫藥用品（特殊藥品、酸痛軟膏） 

⚫ 個人盥洗用品 

⚫ 手機/充電器 

⚫ 泳裝（泳衣/褲、泳帽） 

⚫ 拖鞋 

⚫ 洗衣粉(精) 

⚫ 環保筷 

⚫ 折疊傘 

【特別提醒】 

★煩請將行李分為兩份 

(1) 大件行李：收納非騎乘時用品

（放遊覽車） 

(2) 隨身背包：收納騎車時會用到

的必要物品（放保母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