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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ing Taiwan 騎車旅行台灣



2018/02/23-02/27日本靜岡「台灣嘉義台南鹽田之旅」





2018/04/20-04/24 FLCA日本靜岡
「ゆるゆる遠州ガイドライド-春-」





車座討論テーマ1

台湾人と自転車、地域との関係
、協会の役割



台灣建構自行車道

• 1997年開始建置自行車
道

• 至2016年底全台已建置
自行車道5,500KM

• 大台北都會區河濱自
行車道300KM



台灣十大經典自行車道

日月潭

集集



台灣自行車旅遊

環島9天900公里



FLCA 推動Cycling騎車旅行台灣的意涵：

• 1.非競速運動騎車、快慢自如舒緩騎車。

• 2.盡可能不騎主要汽車公路，遠離噪音/廢氣干擾。

• 3.串騎車的珍珠旅行景點，非大眾運輸工具/汽車的點；
包括各地方特色產業。

• 4.有主題貫穿的騎車旅行行程。



5. 騎見不一樣的台灣-引導大家享受真正騎車旅行樂趣。
6. 沒有門檻的騎車旅行
7. 適合10-70歲一般大眾來騎車體驗的騎車旅行

8. 用你的五感本能來騎車‧感受台灣的原本風貌的騎車
方式



台灣騎車型態金字塔

專業

騎士

休閒騎士

假日、親子騎士

和其他類型騎士

騎乘能力強
喜好挑戰自我

熱衷參加競速型活動

喜好騎單車
不追求速度與挑戰
熱愛單車旅遊

初級騎乘能力
只在假日出門騎車
沒有參加過單車活動
父母帶小孩騎車
身障手搖車騎士

真
正
騎
車
旅
行



歐洲自行車旅遊概況

• 每年有23億次自行車旅遊，其中有兩千萬次是多天
的行程（包含住宿）

• 單車遊客每日旅遊消費(35 )比開車旅遊(10 )高

• 自行車旅遊每年創造產值超過郵輪旅遊

Vs



自行車旅行推動

志業

有熱忱的專業人

士規劃

需要專業領騎

事業

懂得經營NGO和

民間企業

產業

政府投資、公權
力建構「自行車

旅行友善環境」



2012
FLCA成立，開始

舉辦不落系列
EVENT

2013
開辦台灣最完整單
車領騎訓練課程
（與中華大學、環
球科大合作開設青
年領騎班）

2014
加入歐洲自行車
聯盟

Federation)

2016

協助台北市政府舉
辦Velo-city Global Taipei

2013
舉辦分段環島旅遊
團、花東黃金花海、
黃金稻浪、單車豐
年祭等主題旅遊

於 2012 年創立，推廣慢騎、樂活自行車騎乘。
是非常年輕活力又開創真正Cycling騎車旅行方
式的NGO組織

為世界自行車聯盟
(World Cycling Alliance)發起

會員與東亞區代表
會員及理事會理事

2018

台湾ロハスサイクリング協会(FLCA)

2015
調查全台灣自
行車道共3500km



FLCA堅持騎車旅行理念
1. 提供一般大眾感受真正騎車旅行的樂趣

2. 訓練專業領騎，成為推動真正騎車旅行團專家

3. 提昇國家級騎車旅行行程，建構「環台灣騎車旅
行國道」

 「國道」的地位等同台灣汽車高速公路以國道來稱呼也就
是國家級騎車旅行行程

 由中央層級政府交通旅遊單位來直接管理維護。

 國道友善環境包括-完整的道路設施、指標系統、雲端資訊
、食宿交通服務資訊。



FLCA不落系列EVENT意涵

1. 傳達「不落」與「新風貌騎車一
日旅行」

不落-並非騎車不落地，是活動路徑
不騎主要汽車公路〈跳脫-騎車運動

比賽、騎車運動挑戰追求速度，主
要騎乘汽車公路與晶片計時方式。〉

尋找合適騎車真正樂趣的旅程

2. 找尋騎車旅行的New cycling route
規劃合適騎車真正樂趣旅行速度的旅
程〈各地自行車專用道、鄉鎮道路與
小徑農路〉，找尋珍珠景點串連成騎
車旅行路徑。



FLCA不落系列EVENT意涵
3. 放輕鬆的新風貌騎車一日旅行

樂活騎車視覺享受、呼吸田野氣味、
深入薰陶在地人文自然、重新真正
深入認識台灣、享受在地道地小吃
美食、適度運動、少汽車干擾、豐
富的旅程，讓你想一來再來！

4. 協助當地政府推動/帶動地方產
業/串連屬於騎車人的珍珠景點，
騎車一日旅行



不落系列瘋樂活大型EVENT
新風貌騎車一日旅行-新竹不落



蘭陽不落



蘭陽不落



台南不落



FLCA與政府的推動聯結

中央政府
 協助調查全台灣自行車道3500KM

 執行台灣十大經典自行車道選拔活動

地方政府
 協助台北市政府舉辦2016 Velo-city Global Taipei

 規劃城市單車微旅行路線（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推動「瘋樂活不落系列EVENT」～串連屬於騎車人的珍珠景點，新風
貌騎車一日旅行；協助各地方政府建騎車旅遊路網。



與全地方產業/民間業者的推動聯結

• 舉辦「瘋樂活不落系列EVENT」，增加各地方觀光
人潮，帶動食宿以及當地農特產消費。

• 推動「瘋樂活不落系列EVENT」、「慢樂活騎車一

日微旅行」、「爽樂活分段環騎台灣」等不同類
型騎車旅行方式，提升地方人文特色景點參訪率
，以及農產品知名度。



車座討論テーマ2
ガイド養成システムとガイドライド



專業領騎
才能讓團員享受真正自行車旅行樂趣。



專業領騎訓練目的

1. 成為推動Cycling騎車旅行的最熱忱專業人士

2. 直接接觸體驗感受「自行車旅行」團的主催者



領騎專業知識‧專業態度

專業知識-就是領騎基礎課程
班課程內容

領騎概論

領騎教戰

路勘與路線紀錄要領

路徑規畫與流程設計

導遊概要與導覽解說

騎車基本故障與排除要領

騎車運動傷害與防制要領

騎車意外事故與防制要領

專業態度-就是領騎需要具備
的條件

信念-熱忱服務、認真安全
樂趣完成帶團

務實-冷靜應變、剛柔並濟

領導統御-能迅速當機立斷

基本-愛騎車更優於很會騎
車

基礎-具一定水準的騎車體
能與技巧



FLCA四階段培訓專業領騎課程

1.領騎基礎班

～專業知識的領騎

明瞭領騎觀念與實務

熟悉帶隊知識與技能

2.領騎進階班

～實兵演練的領騎

熟悉領騎運作方式

實地演練帶隊技巧

3.領騎高階班

～會真正帶隊的領騎

累積領騎經驗

擔任一日活動-領騎2次、

小隊長3次

、殿後2次



4.種子領騎訓練班-服務騎車旅行團-會真正帶團的領騎
每年3月兩天密集帶團實務專業領騎課程

2013-2018年累計報名學員120人
累積畢業領騎認證45人-37.5%畢業率
實際經常帶旅行團專業領騎約20人-16.6%帶團率。



專業領騎培訓認證
全台灣唯一以騎車旅行方式訓練帶團領騎



培訓/考評專業領騎

規劃騎車旅行相關教材

不定期跟團指導專業領騎

專業領騎培訓委員會

培養各地區熟悉路況資深領騎

建立騎車旅行路線資料庫」-以「慢樂活騎車一日微

旅行」為基礎規劃路線

路線規劃領騎

培養成帶領多日單車旅行團的專業領騎

資深領騎

嫻熟的領騎專業技能

具備實戰經驗的領騎

結訓專業領騎

FLCA培訓專業領騎組織



規劃設計路線成果

• 瘋樂活不落系列EVENT～

台灣12縣市舉辦32場，超過六萬人
次參與

• 慢樂活騎車一日微旅行～

六年在全台各地設計147條微旅行
路線

• 爽樂活分段環騎台灣～

分段環島14團

74位參加，已有12位完成五段環台
灣一周五段五次25天

三天客製九段27天分段環島11團

11/12/2018 34



FLCA訓練領騎規劃主題旅遊

1. 騎車旅行的行程層次需要提升，引導並滿足更多
愛好者。

2. 主題旅遊更能突顯行程特色。

3. 讓領騎的規劃思維更能聚焦，帶團導覽解說有一
主題脈絡可循。



2018-2019FLCA「深度旅遊享樂活」-主題旅遊

Cycling基隆河源五日







2018-2019FLCA「深度旅遊享樂活」-主題旅遊

Cycling澎湖四日









直接接觸體驗感受「自行車旅行」

1. 需要長期引導騎車人體驗，運用不同類型
自行車旅遊方式推動「體驗行銷」。

2. 政府與民間單位緊密組合，才有真正的加
乘推力。



我的騎車旅行核心思維

• 自行車旅行-

需要專業領騎帶領自行車旅行團並引導推動。

• 自行車旅行-

絕對幫助地方產業、活化觀光旅遊

需要更細密規劃與組合不同領域人士一起來推
動。

• 自行車旅行-

由政府輔導，並定義為【新的新興產業】



Let’s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