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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自行車運動中的坐墊高度、握把高度之設定不同，會改變使用者的騎乘姿勢，進而對運表現產生影響。

常見在比賽中途或一般騎乘者在面臨衝刺、爬坡等高負荷騎乘時，會將身體軀幹向前俯臥騎乘，此點除了減

低風阻的因素外，先前研究卻指出採用俯臥騎姿會較前傾騎姿消耗更多能量，提前使闊背肌疲勞等情形。而

本研究之目的即為比較俯臥騎姿與前傾騎姿對於自行車運動中踩踏輸出功率的影響。方法：研究實驗中共有

12 名健康大專男性參與者，身高 175.0±2.6cm、體重 71.9±7.0kg、年齡 24.2±1.6yrs。實驗中將六軸向測力器裝

置於飛輪健身車左側踏板，以擷取使用者騎乘過程中的踩踏力量資料。共進行俯臥騎姿與前傾騎姿兩種實驗

情境，分析使用者採用不同騎姿時的垂直踩踏力量與前後踩踏分力，以及力量分佈趨勢。結果：實驗發現採

用俯臥騎姿的垂直踩踏力量達 0.19BW，大於前傾騎姿的 0.13BW，增加了 46%。踩踏前後分力方面俯臥騎姿

也較前傾騎姿高出 28%，且力量峰值皆提早發生。討論：探討踩踏力量增加的原因為採用俯臥騎姿時，身體

重心較前傾騎姿前移，因此體重向前分配，形成採用俯臥騎姿時坐墊所受重量減少而握把及踏板處所受的重

量增加，因此增加了踩踏力量。且使用俯臥騎姿時，延展了股二頭肌、半腱肌、半膜肌等肌群的收縮前長度，

因此使踩踏過程中的肌肉收縮力量更大，也是增加踩踏力量的原因之一。 

 

關鍵字：俯臥騎姿、前傾騎姿、踩踏力量 

 

 

壹、緒論 

近來臺灣健康意識抬頭，除了工作之外，有越來

越多的人們投入健身運動以追求健康的身體與心理。

而近兩年因休閒自行車運動風行而使全台吹起一陣單

車熱，每逢假日即可見大批單車族穿梭在各地。相較

於其他運動項目，早年單車運動在臺灣是較冷門且令

人感覺乏味的運動，因此一般從事單車運動的使用者

對於騎乘姿勢、如何調整與設定車輛細節等單車運動

的相關知識也較其他諸如球類等熱門項目來得不足。   

經長時間觀察以自行車為運動器材的使用者發

現，一般單車使用者普遍有騎乘姿勢不良、車輛設定

不佳等問題發生，其中又以騎姿對於騎乘自行車的影

響為大。 

  自行車運動中的車輛設定會影響使用者的騎姿，

因而與運動表現息息相關。最常見的部分為坐墊高度

與把手位置的相對位置，歷來不斷有研究欲找出最佳

的踏車運動坐墊高度值，雖然每篇研究所採計的數值

與測量點不盡相同(Burke & Pruitt, 2003; MacAuley, 

1995; Gregor, Broker & Ryan, 1991; Mellion, 1991)，但

最終所量測出來的坐墊高度值大都相去不遠。而目前

最佳坐墊高度方面的研究，尚無一最精確值的原因為

下肢作用肌與拮抗肌之肌電活化數值，是隨著坐墊高

度的改變呈消長現象，因此整體來說踏車運動的坐墊

最適高度依然落在某區間內，不過不同騎乘者所要之

確實坐墊高度仍需要長時間的騎乘依騎乘者經驗做個

人化的微調(MacAuley, 1995)。而改變設定即讓使用者

騎乘時的軀幹前傾角度產生變化。騎乘自行車過程

中，使用較俯臥的騎姿可以降低風阻的影響（圖一），

增進運動表現，但也因長時間俯臥而造成闊背肌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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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下背痠痛等現象(Callaghan, 2005)，與採用一般前

傾騎姿（圖二）比較下，更容易造成提早疲勞。過去

在運動生理學中關於能量消耗的研究中也曾指出，使

用俯臥騎姿時，因四肢與腹背肌等需支撐身體重量，

故動用到的肌群較多，亦使能量的消耗較一般前傾騎

姿增加(Gnehm, Reichenbach & Alpeter, 1997)。 

  而影響自行車運動中能量消耗的兩個最大因素分

別為外在負荷與騎乘輸出功率，因此欲得到良好的自

行車騎乘表現必須改善以上兩點。首先，外在負荷主

要由路況、行車速度與風向三者共同構成，其中，路

況對騎士的影響以上坡路段為主，在相同行車速度之

下，比較平地路段與爬坡路段所輸出的踩踏功率，在

相同長度而斜率為 5%爬升路段需消耗平地路段 5 倍

之功率，相同長度而斜率為 10%爬升路段則需消耗達

平地路段 9 倍的輸出功率，在平地路程與上坡路程的

負荷量是呈現等比級數上升。著名的體育盛事環法自

由車賽（Tour de France），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賽段

是 通 過 阿 爾 卑 斯 山 脈 （ Alpes ） 與 庇 里 牛 斯 山 脈

（Pyrenees），最高海拔達 2600 公尺，平均爬升率

5-8%，最大爬升率超過 15%，每年賽程途經此處時仍

會有不少職業選手退賽，可見運動負荷對於自行車運

動的影響。 

  其次，關於踩踏頻率(pedaling rate)與踩踏力量

(pedaling force) 的 部 分 ， 過 去 關 於 下 肢 肌 電 學

(electromyography, EMG)的研究指出改變軀幹騎乘姿

勢 會 使 下 肢 肌 肉 活 化 程 度 改 變 (Bieuzen, Lepers, 

Vercruyssen, Hausswirth & Brisswalter, 2007)，但並無

法確定是否能夠因此增加踩踏輸出功率。根據 Neptune 

and Hull(1999) 的 研 究 表 示 90 rpm(revolution per 

minute)為較高效率的騎乘迴轉速，換言之，與其它迴

轉速相較且不額外增加能量損耗前提下，採用 90 rpm

的迴轉速有可能產生較大的踩踏力量讓行車速度更

快。Takaishi, Yasuda, Ono and Moritani (1996)關於踩踏

迴轉速的研究中結果也呈現相同觀點，其研究中是分

別量測曾受自行車訓練者與未受自行車訓練者之下肢

肌肉活化情形，結果呈現曾受自行車訓練者較佳踩踏

頻率約為 90 rpm，而未受訓練者之最佳踩踏頻率則因

動作協調度不佳而略低。 

另外，人體所施予自行車的踩踏合力方向並非沿

著曲柄旋轉的切線方向，而是在人體座標的垂直軸與

前後軸上做往復性運動（圖三）。每當踏板通過曲柄上

死 點 (top dead center, TDC) 與 下 死 點 (bottom dead 

center, BDC)的瞬間，人體所提供的垂直踩踏力量是對

維持曲柄迴轉沒有作用的虛功(virtual work)，因此必

須施加一水平牽引力量以使踏板能順暢的通過死點

(Gregor & Rugg, 1986)， 維持踩踏動作流暢性。Hasson, 

Caldwell and Emmerik(2008)對於踩踏流暢度的研究中

指出，踩踏的總合力方向線越趨近於曲柄切線對於維

持踩踏效率是有幫助的（圖三），此可以透過不斷練習

來改善。 

圖一、俯臥騎乘姿勢 

 

圖二、前傾騎乘姿勢 

 

 為了尋求更好的運動表現，自行車的車體設定往

往是一個重要的因素(Asplund & Pierre, 2004)，其對於

自行車運動員的騎乘姿勢有直接性影響。因此促使自

行車運動員採用特殊的騎姿從事踏車運動，以求增加

輸出功率與減少空氣阻力。而 Callaghan(2005)的研究

認為過度追求軀幹水平的低風阻騎姿可能較容易招致

傷害產生，臨床上好發的症狀就如髕骨疼痛、下背痛

等。然而實際觀察自行車競賽中，除了踩踏技術與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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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比較訓練前後對踩踏合力方向的改善(Hasson, Caldwell 

&Emmerik,2008 ) 

 

踏迴轉速的部份之外，可發現當面臨衝刺階段或是連

續爬升坡等高強度高負荷情境時，選手會採用上半身

近乎水平的俯臥姿勢騎乘。而在普通街道、上坡路段

等類似情境時，一般未受訓練的自行車騎乘者也會不

自覺將身體往前趴低來騎乘，形成近似俯臥騎姿的動

作。回顧先前研究卻指出使用俯臥騎姿可能造成提早

疲勞、能量損耗增加、甚者影響人體健康等問題，但

實際情況下騎乘者仍會採用此騎姿。這表示使用俯臥

騎姿除了有減低風阻的益處之外，應當有其他得利因

素存在，本研究之目的即為探知是否另有其他對騎乘

有利的因素來驅使騎乘者選擇俯臥騎姿。研究中假設

採用俯臥騎姿可較使用一般前傾騎姿產生較大的踏板

踩踏力量，預計透過量測俯臥騎姿與前傾騎姿在踏車

運動過程中的足底踩踏力量，來進行後續分析比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招募十二位健康大專男性受試者參

與，身高 175.0±2.6cm、體重 71.9±7.0kg、年齡 24.2±1.6

年，最近一年內皆無下肢骨骼、肌肉傷害等相關病症

史。實驗地點為台北市立體育學院運動器材科技研究

所之運動表現實驗室。 

研究設計以兩種騎姿進行運動測試，俯臥騎姿

(drop position, DP)：透過調整飛輪健身車(fly wheel 

fitness bike)之把手位置，達到模擬騎乘公路自行車時

手握下把的軀幹前傾角（圖四）。前傾騎姿(top position, 

TP)：透過調整飛輪健身車之把手位置，達到模擬騎乘

公路自行車時手握上把的軀幹前傾角（圖五），兩種運

動測試之騎姿除了軀幹角度有所不同之外，其餘如腳 

 

 

 

 

 

 

 

 

 

 

 

圖四、俯臥騎乘姿勢(drop position, DP) 

 

 

 

 

 

 

 

 

 

 

 

 

圖五、前傾騎乘姿勢(top position, TP) 

 

踏位置、運動負荷量(第 4/15 段阻力)等變項皆相同。

實驗設計以 70 rpm 的曲柄(crank)踩踏速度，在原地飛

輪式健身車上進行兩種騎姿的踩踏力量測試。測試方

法為在飛輪健身車之左側踏板上安裝六軸測力計

(force/torque sensor)（圖六），擷取頻率為 1200 Hz，以

供全程記錄受試者騎乘過程間的踩踏力量變化。踩踏

時腳掌之踩踏位置統一規範應以腳掌第一趾指關節垂

直投影於踏板中軸上（圖七），兩側腳掌互成平行位

置，不可使用內八字或外八字之踩踏方式，此踩踏位

置可保有下肢髖、膝、踝關節較佳的活動自由度，並

且降低自行車曲柄上、下死點對於踩踏過程中所可能

造成動作遲滯現象的發生機會。飛輪健身車之座墊高

度調整法以 MacAuley(1995)所提出之測量法為主，測

量方式為由受試者下肢大轉子位置與腳跟足底之連線

的 95%距離，設為該名受試者所適用之自行車騎乘座

高，此坐墊高度為進行踏車運動時下肢作用肌活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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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六軸測力計設置於左側踏板 

 

圖七、合適之踏車運動腳掌踩踏位置 

 

率較好的位置。資料收集方法以每位受試者至少兩種

騎乘姿勢各成功測試三回，每回擷取 15 次循環(cycle)

之足底踩踏力量數據，經體重標準化(normalized)後做

為資料分析的數據來源。配合 Motion Analysis 動作分

析系統（取樣頻率 120 Hz）進行資料同步化與動作分

期，受試者全身黏貼 25 顆反光球(Helen Hayes)，由

Motion Analysis 計算身體質心位置(COM)，左側踏板

中軸及前後兩端等三處各分別設置一顆反光球，以供

判定運動測試過程中下肢肢段位置以及健身車踏板在

空間座標中的位置等。分期方式為曲柄自踏板上死點

起始，每旋轉 90°為一個時期，經下死點後回復到起

始位置，曲柄旋轉一圈 360°共劃分為四時期，以供判

定動作型態。 

實驗設備以飛輪式原地健身車一台 (IC Elite, 

GIANT, Taiwan)，踩踏阻力設定為第六段，採用 ATI

六 軸 測 力 計 含 週 邊 電 腦 與 連 接 設 備 (660-60 ATI, 

U.S.)，以及以動作分析系統(Eagle Digital Real Time 

System Motion Analysis, U.S.)。 

資料處理首先將所有數據經過受試者間的標準

化處理，以求得可相互比較之基準值。藉由動作分析

系統找出踩踏動作的起始位置，濾除動作起始的前幾

次不穩定踩踏數據，將同一受試者所接受同樣情境的

所有測試數據以單一次踩踏平均值呈現。兩種實驗情

境的組間比較法則用所有受試者的踩踏數據施以平均

值呈現。以相依樣本T考驗做為統計分析方式，分別

分析曲柄下踩期間的最大作用力以及曲柄上升期間

(270°)的作用力，以比較兩種實驗情境間整體受試者

的依變項改變情況。最後均以一次踩踏循環的數據表

示之，並將動作過程中的垂直踩踏力量（Z）與前後

踩踏分力（X）分列表示（圖八）。 

 

 

 

 

 

 

 

 

 

 

 

 

 

圖八、實驗座標軸方向定義 

 

參、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中使用不同騎姿對於踩踏力量的整體影

響分析如表一，採用俯臥騎姿(DP)時垂直踩踏力量(Z

軸)明顯增加，經受試者間的體重標準化後，曲柄下降

期間踩踏力量峰值達到體重的0.19±0.02BW，顯著大

於使用前傾騎姿(TP)時的0.13±0.02BW（表二，圖九），

約增加了46%的踩踏力量。且力量峰值出現時間提

前，約提早16°曲柄旋轉角度即達峰值，踩踏力量峰值

提前出現對於整體踩踏力量有效性及踩踏效率均可提

升。原因為以槓桿機構來分析自行車曲柄的踩踏過程

時（圖十），施力點越趨近踏板的水平位置，施力臂

可達到最長，因此使用相同的踩踏輸出力量，施力臂

越長時自行車BB(五通中心, Bottom Bracket)所得到的

驅動扭矩則越大，而輸出力量的增加可以幫助維持面

臨高負荷時曲柄迴轉速穩定或是提升變速機構齒輪比

來增加行車速度。 

另一部分，可由圖九中發現，垂直踩踏力量值在

經過180°的曲柄下死點後，使用俯臥騎姿時的踩踏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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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位置 

表一、不同騎姿之踩踏力量分析 

騎姿 

參數 
前傾騎姿(TP) 俯臥騎姿(DP) 

軀幹與水平線夾角
Ψ 52° 37° 

垂直方向踩踏分力
Ω(Z)(BW) 0.13(± 0.02) 0.19(± 0.02) 

前後水平踩踏分力(X)(BW) 0.032(± 0.002) 0.041(± 0.005) 

垂直力量峰值
β
期 169°(± 12°) 153°(± 14°) 

水平力量峰值期 151°(± 26°) 119°(± 21°) 

Ψ:軀幹與水平線夾角為肩關節與髖關節之連線，相對於座標中水平

線之夾角 

Ω:踩踏分力值以受試者體重表示之(BW) 

β:力量峰值出現時機自曲柄上死點起計算 

 

表二、不同騎姿之踩踏力量峰值統計分析(單位：BW) 

 踩踏力 

騎姿 

垂直方向踩踏分力 

(Z axis) 

前後水平踩踏分力 

(X axis) 

前傾騎姿(TP) 0.13 ± 0.02 0.032 ± 0.002 

俯臥騎姿(DP) 0.19 ± 0.02* 0.041 ± 0.005* 

*.與前傾騎姿(TP)達顯著差異(p< .05)  

 

表三、不同騎姿之曲柄上升期間踩踏力量統計分析 (單位：BW) 

 踩踏力 

騎姿 

垂直方向踩踏分力 

(Z axis) 

前後水平踩踏分力 

(X axis) 

前傾騎姿(TP) 0.49 ± 0.07 -0.038 ± 0.001 

俯臥騎姿(DP) 0.40 ± 0.05* -0.032 ± 0.002 

*.與前傾騎姿(TP)達顯著差異(p< .05)  

 

直力量下降且略低於使用前傾騎姿之踩踏力量。曲柄

經過下死點後，往上死點回升的過程間，另一側的踏

板正值下踩過程，理論上減少上升側踏板的垂直作用

力可使踏板回升速度較快且順暢，並避免做負功且使

能量不必要的消耗。然而使用俯臥騎姿時踏板上升的

垂直作用力確實較使用前傾騎姿減少(表三)，配合向

下踩踏的力量增加，對於維持曲柄迴轉的流暢亦有正

向幫助。 

而自行車曲柄踩踏的水平分力值在對於維持曲柄

踩踏的順暢與穩定性上也有重要影響性，當曲柄由上

死點下踩時，若無前向分力引導曲柄通過上死點，單

只有垂直下踩的力量時，將無法驅動曲柄旋轉，此位

置乃所謂上死點。而下死點亦同。因此，在踏車運動

過程中人會因為動作學習而使自然踩踏動作產生前後

向推蹬力以維持順利踩踏，故踩踏動作中的前後向分

力對於整體踏車動作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

研究中測試了俯臥騎姿與前傾騎姿兩種不同型態的踩

踏動作模式，除了探討垂直踩踏力量之外，在不同騎

姿間踩踏之前後水平分力(X軸)也達顯著的差異（表

二，圖十一）。使用俯臥騎姿時前後向的踩踏分力為

0.041±0.005BW，前傾騎姿為0.032±0.002BW，因此使

用俯臥騎姿約增加28%的踩踏力量，且力量峰值提前

32°出現。水平分力增大可增加曲柄通過上下死點的流

暢與保持迴轉速穩定，其產生的牽引力可避免死點影

響踩踏時腿部動作型態以及造成遲滯現象。 

 

 

 

 

 

 

 

 

 

圖九、不同騎姿之垂直踩踏力量 

 

 

 

 

 

 

 

 

 

 

 

圖十、最佳踩踏效率之角 

 

 

 

 

 

 

 

 

 

 

圖十一、不同騎姿之水平踩踏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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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不同騎姿之踩踏合力分佈 

 

一、不同騎姿之前後踩踏合分力 

而踩踏過程中的總合力分佈如圖十二，可由圖十

二得知使用俯臥騎姿時，自上死點起踩踏力量始高於

使用前傾騎姿。俯臥騎姿之合力峰值約在上死點起

115°，達0.21±0.02BW，而前傾騎姿之合力峰值約在

上死點起123°，達0.14±0.02BW。使用俯臥騎姿在踏

板下踩期間的力量較大，配合變速機構可使用較高齒

輪比之檔位，有助於維持車速。 

探討使用俯臥騎姿可增加踩踏力量值的原因之

一，為採用不同騎姿時所造成身體重心的改變所影

響。一般踏車運動中，騎乘者之體重由坐墊、兩側踏

板與兩側把手等五處共同承擔，採用前傾騎姿(TP)

時，身體重心位置較接近車後（圖十三）。其配重在

後故坐墊所承受的重量較大，把手與踏板承受重量相

對較小。而當使用俯臥騎姿(DP)時（圖十三），身體 

 

圖十三、不同騎姿在座標中的身體重心位置 

重心前移故坐墊處配重減輕，身體重量前移由把手與

踏板承受，使把手與踏板受壓增加，因此增加了踩踏

力量。另外，使用俯臥騎姿時因為身體重心的前移，

使坐墊處受壓減小，長時間騎乘之下可減少鼠蹊部因

壓迫造成的不適感(Bressel & Cronin, 2005) 。 

 

肆、結論 

根據實驗後所得之結果，本研究證實與採用前傾

騎姿進行踏車運動相較，同樣的踩踏頻率與負荷之

下，採用俯臥騎姿進行踏車運動確實可以得到更大的

踩踏力量(pedaling force)。而較大的踩踏力量可以配合

變速機構調整齒輪傳動比，以較高的檔位進行相同頻

率踩踏時，可直接提升車速。除此之外，力量峰值均

提前出現，此點對於踩踏力量的有效性以及踩踏效率

有良善幫助。另一點，關於踏板回升期間的負功效應，

採用俯臥騎姿進行踏車運動時，負功現象也有減少的

趨勢，在整體踏車運動過程中，這些現象對於維持穩

定的踩踏迴轉速以及運動表現，或者延長運動參與時

間等皆可提供正面效益，亦增進運動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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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cycling, the setup of seat and handlebar will change user’s trunk position and 
affect rider’s performance. Generally, the competitive cyclists or normal users will choose drop 
position when they confront high intensity cycling as sprint or uphill to reduce air resistance. But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the drop position on in cycling will also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accelerate fatigue compared with the top 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pedal power output between the drop position and top position during cycling. 
Twelve male normal riders (height 175.0±2.6 cm, body mass 71.9±7.0 kg)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 6 axis load cell was set at left pedal of flywheel fitness bike to capture the subject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daling force data in drop position (DP) and top position (TP) for analyzing riders’ 
vertical pedaling power, the component of pedaling forces front and rear, and force distribution 
tendenc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ertical pedaling force in DP attained 0.19 times 
mean body mass greater than TB’s 0.13 times mean body mass with 46% increase. Moreover, the 
DP was also 28% greater than TP in the component of pedaling forces front and rear and the peak 
pedaling force also appeared earlier in DP than in TP. Discussion: The DP having more pedaling 
force increase was due to the subjects’ center of mass shifting more forward in DP than in TP, 
therefore the body weight was distributed over handlebar and pedals leading to the reduce of seat 
load and the increase of pedal load; as a result, the pedaling force increased. The 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length of bi-articular muscles were extended when taking DP leading to a stronger muscle 
contraction force during pedaling and resulting in greater pedaling force. Conclusions: In cycling, 
the pedaling force in DP was indeed greater than in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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