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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台運動休閒風潮的提升與樂活(LOHAS)生活態度的推廣下，目前全台陷入一股自行車運動休閒風潮。當在騎乘自行

車時，由於路面的不平整，首當其衝的便是自行車騎士。有鑑於此，本實驗設計一組測量地面障礙物的衝擊實驗。測量方

法將加速規放置自行車前叉與人體第七節頸椎，在有、無避震器中，障礙物對人體的衝擊。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體第七節

頸椎的衝擊，在開啟避震效果後，在加速度與合加速度中，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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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隨著全台自行車道的建置與自行車普及率的提升，人

們對於自行車道的使用率也越普及化。目前全台自行

車道大約有 2000 多公里，幾乎全台各縣市都有進行

規劃自行車道。然而騎乘自行車時，凹凸不平的路

面，這些衝擊對於人體有哪些的不適呢?Seidel and

Heide(1986)指出，就平均來講，暴露在較高強度或較

長久的震動環境中，是會對健康帶來風險的。為了解

自行車在騎乘時的衝擊大小對人體的影響，而設計本

次的實驗。

二、研究方法

M. Levy et al (2005)指出，在一段平整的路面上騎乘自

行車，沒有裝載避震器的自行車只能減少 10%~15%

的衝擊，而有裝載避震器的自行車卻能夠減少

30%~60%的衝擊。因此本次實驗使用 Giant Yukon

有前叉避震功能之登山車做測試，將前叉避震器的軟

硬度微調至最軟，胎壓設定 55Psi。在自行車滾筒訓

練台上(圖一)，比較有、無障礙物的衝擊中，避震效

果開啟與關閉對人體的影響。在收集資料方面，將加

速規(Biopac TSD 109F 50G)放置自行車前叉上方與

人體第七節頸椎(以下簡稱 C7)，觀察其中的衝擊變

化。比較這兩個擺設點，當衝擊傳來時，衝擊人體的

順序是手腕、肘、肩，再來是 C7。陳霈璟(2007)指出

頸椎主要功能在支撐頭部重量與保護神經根，並由椎

骨間的軟組織(如韌帶、椎間盤)吸收能量與抵抗外力

的衝擊，以及提供頸部的活動。假若頸椎受到過大的

震動，對人體是有負面影響的。因此本實驗在人體

C7 設置加速規，以接收地面傳來的衝擊。三軸加速

規放置二處：1. 測試車前叉(圖三)，只接收縱向軸的

加速度。2. 固定至受試者 C7(圖四)，測量三軸的加

速度。而本實驗共測量四個軸的衝擊，在前叉部分接

收單軸加速度，希望得到縱向軸的衝擊數據。在人體

C7 接收三軸的加速度，目的不只得到各軸的衝擊數

據，還能算出其合加速度，進而得知 C7 所有加速度

的總合與前叉加速度有何關聯。本實驗共安排一名有

騎乘經驗的受試者做測試。每段測試接收 25 秒的資

料，取樣 8~18 秒的數據，收取最大的加速度值。

圖一 實驗示意 圖二 訓練台障礙物

圖三 加速規擺設點 圖四 加速規擺設點

以下為四個測試：

1. No hinder & close absorber(以下簡稱 NC)：在沒障

礙下的訓練台上，將避震效果關閉。

2. No hinder & open absorber(以下簡稱 NO)：在沒障礙

下的訓練台上，將避震效果開啟。



3. Hinder & close absorber(以下簡稱 HC)：在訓練台的

前滾輪上，黏上一段 0.8 公分高的障礙(圖二)，將避

震效果關閉。

4. Hinder & open absorber(以下簡稱 HO)：在訓練台的

前滾輪上，黏上一段 0.8 公分高的障礙，將避震效果

開啟。

三、結果與討論

實驗結果，在前叉(Fork 縱向軸)的加速度中(表一)，

隨著避震效果開啟，數據隨之下降，證實避震器的確

可以減緩障礙物的衝擊。歐昇明(2005)指出，避震器

要能夠吸收較大障礙物所帶來的衝擊，在衝擊力量到

達騎乘者之前，盡可能地把它降到最低。在 C7 的縱

向軸數值為何會低於前叉縱向軸的數值，就是因為前

叉避震器的介入。比較 C7 縱向軸的加速度：四個實

驗中，在 NC 與 NO 有減少的趨勢，但改變的並不明

顯。在 HC 與 HO 中有增加的趨勢。比較 C7 的合加

速度：在四個實驗中，NC 與 NO 有減少的趨勢，且

改變的並不多。在 HC 與 HO 中有增加的趨勢。因此

在 C7 縱向軸與 C7 合加速度中發現，四個實驗中所

得到的實驗數據，表現是正相關的。發現此現象，推

斷在 HO 的步驟，人體 C7 縱向軸加速度與 C7 合加速

度增加的原因可能是人體重心的關係。由於整支前叉

避震器重量大約為 2.5~3.0 公斤，而人體上半身到胸

骨的重量就有一定的重量。當遇到衝擊時，受試者會

用整隻手臂去撐住上半身，以抵抗衝擊。另外可能的

原因，當接觸衝擊時，身體因而上下搖晃。

表一 前叉 F 和 C7 縱向軸的加速度、C7 合加速度的

值

NC NO HC HO

F 縱向軸 1.79 G 1.67 G 5.53G 4.39 G

C7 縱向軸 0.66 G 0.60 G 0.82 G 1.37 G

C7 合加速度 0.95 G 0.92 G 0.92 G 1.43 G

四、結論與建議

本實驗顯示(圖五)，前叉避震器的效果在開啟後，是

能有效減少衝擊。在人體 C7 縱向軸的加速度與 C7

的合加速度方面，在 NC 與 NO 中，並沒有特別影響。

在實驗 HC 與 HO 中，人體 C7 縱向軸的加速度與 C7

的合加速度，衝擊並沒有因為開啟避震效果後而減

少，反倒是有增加的趨勢。建議未來可從事的實驗：

1. 可以在腕關節與手軸關節處設置加速規，2. 測量

方法可增加手軸關節呈筆直狀及彎曲狀，測試不同彎

曲角度與衝擊有何關聯。

圖五 前叉 F 和 C7 縱向軸的加速度、C7 合加速度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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