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遊自在 

走，到台中口袋景點打卡！ 

非常人物 

《通靈少女》編劇林孟寰 

離開書桌，走入人群 

言買家 

下一步怎麼走？ 

談疫情下的本地華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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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人21世纪，脚车渐渐成为运动、休闲、环保的新定位，各种类型和不同性能的脚车出 

现，然而许多骑车的人，仅把脚车视为一种爱好和运动，鲜少把它作为日常出勤用途，因此 

脚车未能真正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居住在吉隆坡蕉赖区的苏耀聪，是脚车爱好者，5年来一直维持着骑车上班的习惯，过 

着低碳环保的健康生活。 

每天早上七八点，他从公寓阳台把脚车抬到楼下，开启骑车上班之旅。 

从家门口开始骑行，不久就会拐进林荫小道，经过绿意盎然的蕉赖老街场休闲公园 

(Taman Rekreasi Pudu Ulu )，两旁尽是树木与河流。离开公园后，就会来到桑林柏卡沙 

花园（Taman Shamelin Perkasa )的一座天桥，穿过天桥到达对面的马鲁里花园（Taman 
Maluri)。接着从马鲁里花园至MyTOWN购物商场，这一段路设有人行道，把身旁呼啸而过 

的车辆与摩托给隔开来，随后来到半山芭巴刹（PasarPudu)和富都广场（Plaza Pudu ) — 
带。若当天时间充裕，他就会放缓步伐，在公园兜兜风，又或到巴刹买早餐。 

从半山芭开始进人车水马龙的闹市，属于较危险的一段路程。因为路上没有脚车道，沿 

着富都路（Jalan Pudu) —路骑行到公司，必须和汽车摩托共用同一条马路，途中还得穿过 

隧道，走在四周都在进行建筑工程的道路上，最后才到达位处吉隆坡金三角区的公司。 

把脚车安置好后，苏耀聪直接在公司梳洗一番，踏人8点45分正式开工，傍晚放工后再 

次骑上脚车，原路返回，是为骑车上班的日常,： 

脚 车 曾 是 人 们 非 常 重 

要的代步工具。数十年前， 

家家户户未必买得起一辆汽 

车，但家里总会有一两部脚 

车，骑着脚车上学补习、打 

球、串门子等，曾经是许多 

人的回忆。随着汽车普及， 

人人几乎以汽车摩托代步， 

鲜少骑脚车出行。 

不过，脚车未因此而过 

时。就在这几年间，本地骑 

脚车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 

在疫情期间，全球多国的脚 

车销售额更暴增许多倍。不 

妨在早晨或傍晚时分仔细留 

意，看看周围路上是否多了 

很多脚车骑士的身影？ 

本期【快乐星期天】找 

来几位脚车爱好者，听听他 

们述说在本地骑车上班和旅 

行的原因和点滴趣事，分享 

如何开始骑行及安全骑行。 

也许你久没踏脚车，是时候 

“踏”出来了！ 

折叠式脚车非常适合在城市 
骑行。即便路途遥远，骑士 
们可以结合脚车和公共交通 
的便利，到达目的地。 

苏耀聪工作的地方 
位于繁忙的吉隆坡 
金三角区，5年来 
一直维持着骑车上 
班的生活习惯 

報道：本刊蒙慧賢攝影：本報何正聖部分照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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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设有人行道或脚车 
道，隔开了身旁呼啸而 
过的车辆与摩托，相对 
安全，可惜不是每段路 
都有步行道。 

享受騎行，減碳環保又避開塞車 
在聆听苏耀聪描述骑车上班的画面时，不禁为他捏把冷汗，但他早就习以为常，淡 

定说道：“在MCO之前，富都路是长期塞车的。穿梭于车龙间有点危险，但日久生功， 

习惯了,：，， 

在上下班高峰时段行驶，苏耀聪都会靠左边骑行，尽量不阻挡车辆和摩托。来到红 

绿灯时，脚车也必定会骑到 前面，让其他摩托骑十看见。绿灯一亮，就得快速骑行， 

不能有片刻怠慢。一路上的烂泥、碎石或任何路况，都凭经验去化解。 

在此之前，苏耀聪向来是搭轻快铁上下班，渐渐熟悉公司的环境后，就开始骑车上 

下班。起初他每一条路都会尝试走一遍，渐渐找出以上这条自己觉得 

合适的路线，容易骑行，相对没那么危险，还可以顺路买早餐。 

若在上班前下雨则会驾车；若放工时段下雨了，则会等到雨小才 

骑车回家。早就习惯日晒雨淋的苏耀聪笑说：“就算下雨也只是淋一 

下子，回到家换衣冲凉就好了。” 

他表示，他家和公司的距离大约6公里，然而吉隆坡在上下班时 

段经常塞车，驾车需要30分钟甚至1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不包 

括买早餐和公园闲逛的时间，他只要骑行20分钟就能直接从家中到达 

公司。 

每当骑着脚车，缓缓从一辆辆动弹不得的车子旁边经过时，苏耀 

聪心里偶尔会窃窃自喜，并不是特意落井下石，而是真切地感受到骑 

车带来的好处。 

他分享骑车上下班的许多好处，既可运动，又能减碳环保，避 

免车龙，节省车油费泊车费等等。再说，出门时可以顺路买早餐，放 

工时还可骑到公园散散步，缓冲上下班情绪，以脚车视角欣赏城市景 

色，这些都是驾车比较难享受到的乐趣。 

賣腳車抽腳車，鼓勵騎車 
苏耀聪非常鼓励别人在市区内短距离骑行，以脚车来代替汽车。 

平日骑车时，他都不忘把沿途美丽的风光景色拍下来，弄些有趣 

视频，吸引亲朋好友点开来看，引起他们对脚车的兴趣，希望能鼓励 

平时没有骑脚车习惯的人，能够踏出一步，开始骑车。 

为了鼓励有兴趣的同事骑脚车，他还曾把自己的两辆脚车便宜卖 

给他们。“当时他看我骑脚车，觉得有兴趣，我本身有一辆700令吉 

的脚车骑了不到一年，差不多90%新。我为了鼓励他，就以200令吉 

卖给他。” 

此外，他每次都会向公司的、； 

俱乐部自荐准备年宴的抽奖礼 ^ ^ 

物，然后在选购时特意挑选脚 

车，希望让多一些同事抽中脚 

车，开始骑行。 

鋪設完善腳車道 
：多人愛上！ 

•住家附近的公园里有很多树， 
是骑行的好地方。 

•遇上落花时节的公园特 
别美，若当天时间充裕， 
苏耀聪就会放缓步伐，在 
公园兜兜风。 

讓更多人愛上騎行 
除了上班，苏耀聪大部分时间都会以脚车代步， 

例如在雪隆地区办事、参与公司活动、跟家人到离家不 

远的餐馆吃饭，或到附近的休闲公园等，鲜少在市区内 

驾车，往往一两个星期才开一次车（担心车子久置而 

开）。 

包括到郊外和外坡旅行，有时是载着脚车到旅游0 

的地骑行，有时是身着轻装骑着铁马出发。无论远近， 

出门肯定少不了脚车身影。 

如果说骑车旅行是自己喜欢做的事物，那么骑车上 

班，就是生活上必须做的东西，是一种自然而然坚持下 

来的习惯。 

“我就想做一个例子给别人看，骑脚车上班是可以 

的。”他腼腆说道，尽管他希望更多人能把脚车融人到 

日常里，却也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城市骑行多年，他坦言：“其实吉隆坡大部分的 

路都不适合骑脚车。”在他看来，吉隆坡许多脚车道 

路设施都只设立在公园或附近地区，骑车到闹市上班的 

使用者无法从中获益。反观新加坡和台湾等地，几乎每 

条马路旁边都有一条隔离的步行或脚车道，非常方便。 

虽然吉隆坡也有一些路段设有蓝色脚车道，却被 

汽车摩托当作泊车用途，让脚车道变成泊车道，形同虚 

设，希望政府可以效仿邻国，为摩托、脚车骑士与步行 

者准备一条更完善的专线。 

对于有意骑|1卩车出行的人，他建议可以先在公园或 

住家花园练习骑行，诸如吉隆坡的湖滨公园、帝帝皇沙 

公园、乌鲁冷岳、甲洞森林局（FRIM)等地都非常适 

合骑行。直到熟悉了自己的脚踏车，才踏到自己熟悉的 

公路上，摸索自己觉得 合适又安全的市区骑行路线。 

他强调，在很多短距离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脚车来 

处理。走路很慢，驾车又常常花时间在塞车路上和找停 

车位，而且还会排出大量污染的气体，还不时要花钱去 

添油和维修，骑脚踏车恰恰解决了所有问题。 

HSI BBMpm 

i 1:1 i 
放工时还可骑到公园散散步，欣赏日落景色，这些都是驾车比较难享受到的乐趣c 

每人邁出一小步，就能改變大環境 
随着近年环保大趋势，许多国家城市大力推动脚车文化，邻国新加坡 

的脚车生态发展也越趋完善。 

许久以来，我们的城市走向“以机动车为中心”的发展方向，然而有 

限的空间和资源却难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或许我们没法对现有交 

通路况做出控诉并要求立即改变，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在短距离的范围内以 

脚车代步，尝试让脚车融人生活，多一个人骑脚车，或许就会少一辆在路 

}^驶的车子，也算是对“改变本地交通生态”迈出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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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山打根的黄国权，是蚯蚓养殖业和园艺业业主，自小就骑脚车，成年后忙于 

事业，真正重拾脚车这爱好，会掏钱购买脚车和配备、到处参与活动等开始“发烧” 

的状态，是在40岁以后。他向来喜欢大自然和自由，骑脚车这爱好恰好与他性格相 

符，至今10年过去，对脚车的喜好从未减退。 

大概是吸引力法则奏效，有心想骑车总会找到途径，找到同样喜欢骑行的人一同 

骑车：他笑着形容：“起初我买的是一部很普通的脚车，也没有装上什么特别装备， 

骑着骑着就‘中毒’ 了，开始追求脚车的性能和装备。” 

开始时黄国权喜欢胃险刺激的山地车，喜欢在崎岖的山路上骑行，骑了一段时日 

后积极参加骑行比赛，例如槟城环岛82公里骑行比赛、160公里Century Ride世纪之旅 
(脚车行）等，挑战越来越长的路线。 

脚车爱好者喜欢以车会友，黄国权因而认识了关兵。关兵来自中国哈尔滨，来马 

定居6年左右，是个热爱骑脚车的年轻人。两人同样喜欢骑山路、参加脚车比赛，以 

及骑车旅行。 

隨停隨騎，自在逍遥，不受時間約束 
骑车旅行与紧张刺激的骑车竞赛和骑山路相比，有何不同？ 

骑车旅行是逍遥的、自在的,：关兵形容：“骑车比赛呢，可能一心只想快，拼命 

地骑，因为时间有限，没法好好欣赏和注意沿途风光。旅行的话就会骑得很慢，会留 

意两旁景色。这里漂亮就停下来拍照，玩好了继续再走；如果喜欢那地方，呆上一两 

个小时也无妨。” 

所谓骑车旅行，既可以驱车到0的地，然后骑着脚车在地小旅行；也可以从家里 

直接骑车到目的地。 

骑车旅行非得花大量时间骑行或选择很远的目的地，每天一路狂飙100公里，对 

于一般骑车爱好者，也可以把一天骑行里数安排在五六十公里以内。骑车旅行不是单 

纯地骑车，还要有旅行的眼光和一颗懂得欣赏事物的心境。 

黄国权分享，有不少雪隆地区的骑友经常会骑到近处的巴生、仁嘉隆、吉胆岛 

等，探寻当地美食，来个简单的一日小旅行。在访问前几天，他和关兵就去了雪州 

沙白安南县工作，顺便带脚踏车过去，T作结束后骑车到沙滩上看落日，细赏渔村风 

光。 

再者，槟城的环岛游、吉打的田园风光、东海岸3号公路的连绵海岸线、婆罗洲 

的原始热带雨林、金马仑的高原景色、怡保市区骑行等等，全国各地都有各自美丽的 

骑行风景。 

騎 車 旅 行 mmm 
發掘美麗的國土 
喜欢骑车的人常说：开车太 

快，走路太慢，骑脚车刚刚好。 

骑车旅行，一种自在、环 

保、健康、省钱、能亲近大自然 

的旅行方式，可以快速领略一览 

无遗的自然风光，也可以随意停 

靠一旁拍照欣赏，细细感受当地 

的在地文化。 

纵然骑车旅行有许多好处， 

有不少人都认为，在本地骑车旅 

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危险、 

曰晒雨淋、欠缺设施等。 

骑行多年的骑车爱好者黄 

国权和关兵就认为，马来西亚是 

个非常适合骑行的国家，一起了 

解他们如何透过骑行探索本地景 

点，深入认识这片 

^ ^ 美 丽 的 国 土 。 

骑车视线比驾车视线更宽广 
一路风景尽收眼底。 

報道：本刊蒙慧賢攝影：本報黃冰冰部分照片：受訪者提供 

•访问前几天，黄国权和 
关兵去了雪州沙白安南县 

• •-工作，顺便带脚车过去， 
工作结束后骑车到沙滩上 
看落日，细赏渔村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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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四季如夏’適合騎車遊 
问马来西亚是适合骑行的国家吗，两人不假思索齐声说道：“非常适合。” 

关兵提到：“我去过很多地方，这里真的适合骑脚车，因为常年暖和，像我家乡在冬天就不适 

合骑脚车，冰雪都很厚，就算没雪了，路面也很滑，容易摔倒，并不好骑。” 

谈到骑脚车旅行，很多本地人都会认为台湾环岛骑行要比本地骑车旅行好。对此关兵的 

看法是：“台湾有很多骑车爱好者，经常有骑行比赛，骑车设备和文化确实很成熟D但常年__ 

[来看的话，它有适合骑行的季节，也有不太适合骑车的时候，例如在冬天骑行，长时间吹冷 

风或途中被大雨淋湿，都会很容易感冒，反观这里四季如夏，全年都适合。，， 

也有人认为本地天气炎热不适合骑行，到了中午酷热难当，皮肤容易被阳光晒^^ 

；^伤。黄国权认为，“骑车旅行时，其实可以选择只在早上骑，骑一段路 

程，到了中午烈日当空，那就做一些不会晒到太阳的休闲活动，例如在 

民宿休息看书，傍晚再继续骑行。” 一言以蔽之：“时间是自己安排声 

来自中国哈尔滨的 
关兵在本地骑行过 @ 
许多地方，认为这 l 
里四季如夏，没 
有自然灾害， 
全年都非常 
适合骑车 

騎行出遊需要注意的事！ 
看似随性的骑车旅行，策划时需要考虑的事不少，包 

括路线景点、个人和伙伴体能、时间、装备、金钱、住宿 

等，都需要考虑周全。毕竟路上的突发状况难以预料，例 

如爆胎、队友突然不舒服等，最重要的是队友之间需要相 

互配合照应，要有共同面对风雨行程的团结和勇气。 

骑行在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两人指出，一 

行人出门骑行，一定要带上至少两名经验丰富的骑士，负 

责当整队人的领队和收尾。“通常领队和收尾这两人一定 

是老手，普通骑友在中间。” 

做领队的负责领路，例如前方有洞、要停车、要拐弯 

等，领队就会以手语来让后面的骑友注意。来到红绿灯或 

交叉路口时，领队一般会在旁守着，让骑友先越过马路， 

照顾整个小组的安全；收尾的会确保没人掉队，假设有大 

型罗里靠近，收尾的骑士就会提醒前方骑友，提高警惕。 

队友人数最好落在2人到8人之间，尽量不要单独骑车 

远行，超过10人则会比较难照顾。 

关兵说：“当然，人多的话可以使用对讲机，领队 

和收尾可随时通话，这样一来，若队伍后半部分有人掉队 

或摔倒，收尾就能立刻通知领队。”黄国权也补充，考虑 

到安全问题，队伍在策划时可以安排一辆保姆车（Support 
Car)在后跟随，万一路上有队友或脚车出状况，也能立即 

协助。 

骑行有很多手语，各车队的手势或有些许 
不同，关兵和车友最常用到的包括： 

雙人共騎，帶領視障者探索大自然 
黄国权本身还经常带领视障者骑脚车。 

如何带视障者骑脚车呢？就是健视者和视障者共骑双人脚 

车，健视者在前引路，视障者在后做手语。 

黄国权因为他的视障朋友张德兴而多次参与盲人骑行活动， 

成为健视志工，曾与视障者在金宝、金马仑等地方骑行，更试过 

与视障者从吉隆坡骑到国家公园，长达272公里的最长征路线。 

在他看来，虽然盲人 

看不见，但也可以活得很 

精彩。 

长期骑双人脚车的他 

分享骑行心得：“双人共 

骑可以帮助许多人，不单 

单是盲人，还有特殊儿童 

和自闭儿童。它可以促进 

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即 

便普通家庭也好，夫妻、 

情侣、亲子之间都非常合适共同骑行。”通过骑行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身心也会因此变得健康、阳光。 

这也是为何他多年都一直喜欢大自然和户外骑 

行运动：“你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Natural can heal 
everything (自然可以治愈一切）。” 

通
过
与
健
视
者
共
 

骑
双
人
脚
车
，
视
障
 

者
也
可
以
享
受
骑
车
 

旅
行
的
乐
趣
。
 

黄国权的车顶安置了脚 
车架，偶尔驱车把脚车 
载到某个地点，然后骑 
车跑透透。 

黄国权向来喜欢大自然 
、和自由，骑脚车这爱 

1好，恰好与他性格 
相符 

看見不一樣的風景，收穫滿滿的驚喜 
驾车和骑脚车看到的世界大不相同。 

黄国权点出：“路途中看到美丽的湖，脚车随时可以停下来，但汽车 

未必，尤其后面有车时一般都不会停，除非很喜欢才会这么做，停下来拍拍 

照。”再说，脚车还能去到一些车子没法驶进去的地方。 

他分享金宝的骑行经历：“金宝很好骑，特别是经过矿湖的那段路，我甚 

至还在那里看见犀鸟呢！这是我们在城市从没看见过的动物。”说罢关兵也兴 

奋地补充：“我也在这边骑脚车时看过犀鸟，中国没这东西，我当时还跟朋友 

说，我看见五块钱后面那张图了，哈哈。”言谈之中，能深深感受到两人对骑 

车旅游的热爱。 

骑车旅行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会有许多不期而遇的收获和惊喜，当然途中 

有甜也有苦，但也就是这个过程，才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骑车可以直接闻到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感受风儿的轻抚，听见周围的虫鸣 

合奏曲等等。开车上路，人在车内看不到头上风景，听不见窗外声音，“换做 

开车，有犀鸟你也未必看到，除非它从你车窗前飞过。” 

两人随即引用了一句话：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对于很多 

骑脚车人来说，出发旅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说走就走。”黄国权鼓励人们骑脚车去旅行。“与其周末躲在家里，一 

直对着手机电视，其实你还可以选择与三五 

好友，骑车到外，用旅行的眼光看世界。” 

用骑行的方式和速度，发现这片美丽的国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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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該如何挑選腳車？ 
无论对于新手或老手，买脚车就像买心头好。有意要买脚车的新手，或多或 

少面对这样的状况：一踏进脚车店，就被琳浪满目、款式多样的脚车弄得眼花缭 

乱，有公路车、山地车、折叠脚车等，单是车架就有碳纤维（Carbon F i b e r ) � 

招合金（Alloy)�钢，价钱从几百令吉到几千几万令吉不等。 

究竟新手来到脚车店，该如何买到适合自己的脚车？ 

梁期雄分享，挑选脚车首先要定一个预算。脚车有很多价位，顾客可先向店 

员讲明买脚车预算，方便找出价位接近的脚车。他指出：“对成年人来说，800 

令吉的脚车算是比较低的价格。虽然便宜的脚车多少会有点影响速度，但是再贵 

再厉害的脚车，都是要靠脚力。，’ 

再来要厘清自己骑脚车的S的是什么。是休闲骑行？为了山地越野？还是拿 

来参加公路脚车竞赛？如果有志参加骑车比赛，就得买一些品质较好的公路车， 

才能骑到自己理想的速度；如果想要轻便和容易携带，可以考虑折叠脚车。对于 

一般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新手，梁期雄都会建议他们先买山地车，因为山地车用 

途更广，相对安全，遇到坑洞和路滑不易滑倒。 

有不少人会直接在网上购买脚车，对此梁期雄提醒，上网购买脚车具有一定 

的风险，往往需要自己组装，很难预料其品质和舒适度。体型大的骑士，往往在 

网上买脚车时忽略了脚车能承受的重量，骑行不久后迅速报销。 

每个人的身形体格、感官和喜好都不同，必须亲自骑上去才能了解这脚车是 

否适合自己。他认为，除非个人对脚车品质没太大要求，或打算短暂粗用，否则 

消费者最好能到门市试骑。 

Moming Ride 
大多骑车爱好者都会安装一些骑行软 

件，例如Strava就是许多骑士常用的一款 

运动社群软件，可记录每次的骑行路线、 

距离、速度、卡路里、时间，海拔髙 

度、心率等。可上传自己的骑行数据， 

看见好友的最新骑行动态，就像是“骑车
 14

_
11km 

运动版”的脸书，还能探索某些地区的骑 

行路段作参考，让骑车更有趣。 

Strava马奇行 
跑步GPS记 
录应用。 
( 手 机 截 
图） 

7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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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刊蒙慧賢攝影：本報黃冰冰、黃志漢、蒙慧賢、網絡照片與截圖 

疫情虽然冲击全球经济，却也助长了某些领域产品。在全球多个国家， 

以周末早晨的吉隆坡为例，无论是宽阔的独立广场，还是市区的道路. 

光景差距甚远。 

KSH脚车连锁店（蕉赖分行）负责人梁期雄透露，该店今年的脚车销量比往 

年多了80%，不仅脚车“供不应求”，部分脚车零件也缺货。记者在走访吉隆坡 

几家脚车店后，亦发现摆在门市售卖的脚车要比往年来得少。 

脚车销量明显上升，本地参与骑脚车运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公园、旅游景点等等，都可看到骑车朋友的身影，与四五年前的 

腳 車 
腳車銷量爲何走高？ 
梁期雄认为，2020年人人停飞，宅家防疫，间接提高了脚车需求。“现代 

人都希望用脚车来找到慰藉，加上现在很多地方不能去，父母担心孩子一直玩手 

机，影响身心健康，就会买辆脚车让孩子多点运动。” 

相比其他运动如游泳、健身、打篮球，骑脚车在防疫上更加保险，脚车与脚 

车的骑行距离早就超过一米，而且多数在户外骑行，成为许多人的选 

择。再者，如今脚车款式选择更加多元，手机科技现进，备有地图导 

航、天气预报和风向讯息等软件，让人更有信心到外骑行。 

新手 
買腳車必看撇 

健康和自由，是 
2020年留给人 
们的思考题，令 
f多人更加注重 
运动。 

入行18年的梁期雄 
表示，脚车虽然有 
昂贵和便宜之分， 
最重要还是看个人 
的脚力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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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裤：长时间骑行会让臀部觉得不舒服， 
而骑行裤就能舒缓这些不舒服感，减少摩 
擦，帮助排汗散热，对个人骑行表现、骑行 
兴趣、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手套：脚车手套与一般手套设 
计稍微不同，掌心部位较厚。 
手掌流汗时可以防滑，下山时 
可以防震，即使久驾双手也不 
易麻痹，摔倒时能减轻手部擦 
伤，是非常重要的配备之一。 

眼镜：减轻紫外线对眼睛的 
伤害，阻挡迎面飞来的砂 
石、小昆虫和雨水等。 

., 旅 游 脚 车 ( T o u r i n g 
Bike )：前后有行李挂架设 

计，负重能力强，注重骑行 

的舒适感，适合长途旅行所 

D̂ o 

06.12.2020 

山地车（M o u n t a i n 
B i k e )：具有防震功能， 

轮胎较粗而捉地，适合用 

来越野和走在崎岖山路， 

相对安全和耐用，用途多 

元，但在速度上一般比不 

上公路车。 

折叠脚车 ( F o l d i n g 
b i k e )：轻便小巧，容易 

收纳携带，可放在车尾 

箱、旅行箱等，也可登上 

地铁巴士火车，适合市区 

骑行和异地旅行。 

城 市 车 （ C i t y 
B i k e )：实用性强，可用 

来载人载物，上下车轻松， 

适合日常代步、工作、休闲 

所用，缺点是骑行速度不会 

太快，在日本相当流行，在 

本地却越来越少见。 

双 人 脚 车 ( T a n d e m 
B i k e ) ：双人共骑的脚踏 

车，由前座的人控制方向， 

适合在较为空旷的地方悠闲 

骑行。 

脚车包包：适合在 

出门短程旅行时， 
用来存放衣物等。 

车尾灯：非常重要的安 
全配置。夜骑时一定要 
打开尾灯，建议选购比 
较亮（或比较多）的车 
尾灯，越容易“被看 
见”，相对更安全。 

挡泥板：阻 
挡污水和泥 
沙溅起。 

^ 水壶架和水壶： 

« 方便在骑行时能 
摄取足够水分。 

公 路 车 （ R o a d 
Bike )：适合在公路上驰 

骋、追求速度和追风的骑士。 

车身轻、速度快、外观炫酷， 

适合长途骑行或比赛用途，但 

不适合走在坑洞或烂路上，相 

对没那么结实。 

【人身装备】 
在户外骑行，人身安全永远排 

在第一，最基本的骑行安全装备包括头 

盔，再来是手套、裤子。 

头盔：无论是短程还是远程骑行，头 
盗是首要必备的安全配备，许多脚 
车头盔具有通风排热设计，材质轻 
盈。佩戴时要注意正确的配戴方 
式，才能增加保护作用。 

【脚车配件】 
刚买回来的脚车一般都没什么脚车配件，• 

依据安全性和个人需求额外装置。 

夢、 指南针 头灯：照亮前方路况 

倒后镜 

腳車類型 
相较于以往，如今的脚车 

性能与设计越来越多样化，满 

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和用途。在 

本地最为普遍的有山地车和公 

路车，再来是折叠脚车。这里 

介绍基本的6款脚车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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