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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寒冬，冬季騎乘安全指南

善待膝蓋
       騎士最容易發生運動傷害就是膝蓋。這個關節至關重要，特別在冬季它們更是脆弱，因為不像肌肉，筋
骨沒有直接的血液供給，可以體溫調節。它們需要保暖的緊身車褲或是膝套幫忙保暖。騎乘的時候，也該
用較輕齒的低檔，避免給膝蓋不必要的壓力。更進一步的話，就是給膝蓋上抹上天然的精油，例如山金車
油 (arnica)，幫助膝蓋保暖。

        冬季騎乘時，你的軀幹或許會比較不怕冷，但是當手指或是腳趾受凍的時候，騎乘就變得很不舒適了。
手跟腳在冬季會特別脆弱，因為它們處於暴露於天氣下的第一接觸，而且身體會首先將熱能傳到軀幹及五
臟六腑，在寒冷的時候，會減少流通到身體末端的血液。

狀態也更嚴峻。不過，這也意味著受傷的風險會增加。以下指南，跟你分享該注意什麼，才能讓冬季騎乘
安全順利，讓每一天都是騎車的好日子。 

     無論是春夏春冬哪種天氣，騎乘前的熱身對於騎乘表現都是重要的。正如汽車一般，當外面氣溫很低
的時候，要熱身總是需要多一點時間。沒熱身就開始騎乘，會增加肌肉拉傷的機會，所以請控制自己想要
馬上策馬狂奔的衝動，先用高迴轉數，慢慢的增加速度。騎乘後，記得拉筋收操，或是參加瑜珈課程，請
參考：『給自己三十分鐘 讓身體恢復最速化』。

冬不是騎車天，但為了維持自己的健康及體態，這絕不是躲在被窩的藉口。其實冬季騎乘，可以是騎
士的秘密武器，為夏季的成功奠定基礎，因為一般來說在冬季時騎乘的訓練車會比較重，騎乘的氣候寒

http://www.fullspeedahead.com/zht/fsa-world/%E7%B5%A6%E8%87%AA%E5%B7%B1%E4%B8%89%E5%8D%81%E5%88%86%E9%90%98-%E8%AE%93%E8%BA%AB%E9%AB%94%E6%81%A2%E5%BE%A9%E6%9C%80%E9%80%9F%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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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暖才是王道
      要戰勝寒冷，請戴上一付夠厚的保暖手
套，將熱氣留住。但記得，不能厚到連換檔
或是煞車都不靈敏了！有些騎士會戴兩層手
套，或是用無指式保暖手套。青菜蘿蔔各有
所好，請測試哪種方式最適合你。身體的保
暖，也會對手部有幫助。請避免在寒冷的天
氣停車好一段時間，以免讓身體冷掉；若是
你需要暫停，請準備保暖的帽子或是圍巾保
暖。

        腳部的保暖不止是為了舒適而已，若缺乏適當保暖，可能會造成凍傷或是凍瘡。解藥是什麼？毛襪或
是鞋套可以保持腳部的溫暖與乾燥。美麗諾羊毛材質的毛襪是騎士的必備品。也有一些公路車騎士會用保
鮮膜或是鋁箔紙把腳先包一層再穿上襪子。最後，要避免腳部的麻木，記得要留一些扭動腳指的空間。冬
天的時候，車鞋可能要買大一號。

大放光明
       為自行車裝上冬季配備，黑暗中訓練與通勤的最終手段。晚上怎麼練車才安全？安裝最明亮的照明與
警示燈具，這樣你可以看到路上的別人，也可以被別人看到。至少用 500 流明以上的照明燈具，記得身
穿反光衣物。若是要任何天候都想安心騎乘，記得換裝冬季輪胎。冬季輪胎的材質比較厚重，更不容易
發生蛇咬，額外的胎紋也可以在濕滑的路上有更好的抓地力。

      若是地上有結冰或是積雪，記得格外小心騎乘。除此之外，只要你自己跟自行車都準備好面對冬季的
嚴峻，你會很快的跟你的車友一起在騎乘的路上，喝咖啡聊是非，這種享受是每個冬季騎車的人都知道
的公開秘密。

https://www.fullspeedahead.com/zht/fsa-world/%E6%9A%97%E9%BB%91%E9%A8%8E%E6%8A%80%EF%BC%9A%E6%99%9A%E4%B8%8A%E6%80%8E%E9%BA%BC%E7%B7%B4%E8%BB%8A%E6%89%8D%E5%AE%89%E5%85%A8%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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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配 BB 只要三步驟 升級陶瓷 BB 正是時候

MegaExo、BB30、PF30、BB86、BB92、BB386Evo 等琳瑯滿目的 BB 規格，這幾年來各車架廠不論
是為了優化性能，又或是為了求新求異而獨樹一格，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 BB 規格，別說一般消費者，
連專業車店也像是霧裡看花。

為此，身為 BB 專家的 FSA，專為車店打造極易使用的 BB 搜尋網站，其操作簡易的人性化界面，讓
DIY 愛好者也能快速找到適合愛車的 BB。

簡單三步驟 以 BB386Evo 為例
1. 選擇車款：Road（公路車）

2. 測量五通規格
    (1). 五通內徑（37、41、42、46、有牙式） 
    (2). 五通寬度 (68mm, 73mm, 79mm, 86.5mm, 90.5mm)

3. 選擇齒盤規格 : BB386Evo、FSA MegaExo、Shimano、SRAM
 

陶瓷 BB，意想不到的順暢感
我該升級陶瓷 BB 嗎？

      BB 是負責將踩踏力量順暢傳遞至輪組的關鍵之一，在每一組 BB 內部結構，皆是精密加工的嚴謹
工藝。然而，BB 內部負責轉動的軸承經過一段時間騎乘，內部滾珠會因為磨損或是雨水、泥沙等侵蝕，
日積月累會降低軸承轉動順暢度，因此定期至專業車店進行 BB 保養或更換，是非常重要的。

4 年保固免煩惱
      作為 BB 專家的 FSA，一直以來不斷打造更順暢、更耐用的 BB，經過研發團隊探究，陶瓷培林可
以提升齒盤轉動的順暢性；不僅如此，耐用度更是大幅躍進。並且 FSA 提供承諾，FSA 針對陶瓷 BB
提供業界標竿的 4 年保固，讓您至少在將近 1500 個騎乘日子，每一天都能體驗到陶瓷 BB 的順暢魅力。

FSA 陶瓷 BB 優點：
1．更順暢，騎乘效率提升，環法車隊指定採用
2．不腐蝕及生鏽，工作壽命大幅延長
3．提供 4 年保固

得到適配 BB 規格

http://www.fsaeasybottombrackets.com/
http://www.fsaeasybottombrack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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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御風 /三鐵挑戰 一次滿足
 Metron 4D Flat M.A.S.

可攻，退可守。一把兩用，公路車把秒變三鐵把的得獎作品，同時兼俱公路車把所需的人體工學，
以及三鐵休息把所需的靈活調整。進

它是 Metron 4D Flat 公路車把
     承襲 Metron 4D 結合人體工學及空氣力學的血統，Vision 研發團隊不斷精益求精，以 CFD 流體
力學輔以頂尖選手的測試反饋，打造出一支上把位更具視覺張力，以極扁翼形化之姿，在設計美學及
空氣力學達到全新境界。

       這是一支極輕量、空力優勢的公路車把，它也是 Metron 4D Flat M.A.S 三鐵把。
M.A.S (Modular Aero System) 整合式空氣力學系統，Vision 藉由將「延伸把模組化」的概念，能讓
騎士進入空力騎姿的休息把，變成像是積木一般的快速組合及拆裝，其拆換速度非常快，數十秒之間
即可完成，讓您的公路車秒變三鐵車。

優點：以模組化設計概念，重新定義公路車價值，讓公路車不僅僅是公路車…這樣的「兩全騎美」之
作獲得 2017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

適合族群
1. 喜歡騎乘爬坡，也喜歡一人獨推長距離
2. 已有公路車，想設下新目標挑戰三鐵

規格 :

把長 (C-C) 380mm+10mm 、400mm+10mm、

420mm+10mm、440mm+10mm

延伸把長 (J-bend) 250mm、270mm、290mm

Drop 125mm
Reach 80mm
上把形 2° 人體工學延伸

材質 UD 碳纖維

重量 733 克 (420mm)
建議售價 新台幣 $22,500

註：Metron 4D Flat M.A.S. J-Bend 已於部分亞洲國家上市；歐、美地區將於夏季上市

王者之作，公路車把手全新詮釋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aerobars/metron-4d-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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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鋁輪 近乎碳纖 Vision Trimax KB 暗黑魅力

比擬碳纖維的卓越性能，媲美碳纖維的低調風格…

前介紹 2018 全新 Vision Trimax 25KB 輪組，甫上市即受到騎士好評，也獲得專業車隊的一致推
薦。但進到 Vision 官網共有 Trimax 25KB、30KB、35KB 共三款輪組，不免令有意晉級 KB 系先

列輪組的車友陷入購買障礙。

      Vision 之所以全系列推出三款不同框高的 Trimax KB 輪組，是長期以來聆聽消費者需求，並且因
應全球自行車市場所需。例如框高最低、也是最輕量的 25KB，就是因應爬坡需求較大的亞洲市場；
而框高略高、兼具空力的 35KB，就是專為歐美部分區域以平路為主要騎乘所打造。

而對於喜歡平路飆風，也喜歡挑戰高山的自行車騎士，中庸之道的 Trimax 30KB 就是全能之作。

型號 Trimax 25KB Trimax 30KB Trimax 35KB

框高 前 20mm/ 後 24mm 前 / 後 30mm 前 / 後 35mm

重量 1380 克 1495 克 1530 克

適合地型 爬坡 全能 平路

◄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25-kb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30-kb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35-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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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選輪指南：
當您還未確切掌握自己的騎乘需求，全能鋁輪 Trimax 30KB 最能滿足您

      研發團隊在定義 Trimax KB 輪組系列，是以超越同級鋁輪作為競爭優勢，打造出 Trimax KB 輪組
兼具輕量化及高剛性表現，其反應在輕量化上的數據尤其優秀，近乎碳纖維輪組 (Clincher) 的至高水
準。2018 年度，Trimax KB 系列是 Vision 旗下英雄產品，為滿足騎士各種需求，Vision 一舉推出三
款不同框高，其中中等框高的 30KB 最能滿足全方位騎士的需求，在低於 1500 克的超輕量鋁輪，無
論是在爬坡、丘陵、平地均有一定水準的表現，適合喜歡挑戰各種騎乘地形的騎士。

Trimax KB 系列

款式 Trimax 25KB Trimax 30KB Trimax 35KB

框高
20mm （前）；非對稱
24mm（後）

30mm 框高 35mm 框高

重量
( 一台份，不含快拆 )

1380 克 1495 克 1530 克

框體 鋁合金無內胎對應
鋼絲 低風阻扁鋼絲：前 20 ／後 24
花鼓 全新直拉式鋼絲、輕量化 P. R.A 花鼓
培林 6 顆鉻鉬鋼軸承（前花鼓：2 顆／後花鼓：4 顆）

煞車面塗層 克絡耐 (Keronite®) 專屬塗裝處理，增添內斂消光黑質感，亦提升表面硬
度、抗腐蝕等特性 

配件 QR-93 快拆、內襯帶
相容系統 相容於 Shimano 10-11 速
建議售價 新台幣 $23,800 新台幣 $22,800 新台幣 $23,800

▲ ▲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25-kb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30-kb
https://shop.visiontechusa.com/en/type/wheelsets-spares/trimax-35-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