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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里僅只是熱身, 500 公里才是終極目標

我們將人體與自行車重新配置，創造出全新的自行車座墊及騎乘力學，致力於創新與研發，
設計並製造新世紀自行車座墊。徹底解決長久以來傳統座墊所造成的問題。
它將守護你的健康、提升你的極限、使你更強大。

我們在一些國家已有了經銷商或獨家代理商，我們也正積極地尋找世界各國的代理商。
All-wings 將引領大家前進美麗新世界。

All-wings saddle Taiwan



鉻鉬合金中空座弓

多層烤漆

德國 BASF 工程塑膠 PA

淨重: 207g   最大載重 : 100kg

材質

極具韌性與彈性



會陰完全懸空

鷗翼以全新的座墊設計概念以及創新的騎乘力學、人體工學，大幅增進踩踏效率，座墊中央完全鏤空，
使用卡鞋後拉上提時的反作用力是完全落在另一側坐骨，而不是陰部，無論是連續24小時騎乘或500
公里長途挑戰，會陰部的壓力永遠是零，大幅降低雙腿負擔，讓您騎得更快、更久、更遠。

髖關節

坐骨



壓力轉移

All-wings 的坐墊設計是將傳統座墊集中於會陰部
的壓力完全轉移至兩側坐骨，而坐骨正是整個骨盆
腔最能承受衝擊力的部位。即使在騎乘時坐點隨著
地形及騎乘姿勢的變化而前後移動，中央區域也完
全懸空無任何壓力，所有的壓力很明顯地落在兩側
坐骨。

由於所有的車友長期習慣了傳統座墊的乘坐感，
All-wings 沒有了鼻頭所以初學者在剛開始時或許
會因為胯下沒有了任何壓力或依靠而感到不安，這
對部份的車友而言這需要些許時間去適應。



往前並向下延伸的座弓與翼片形成約 90°夾
角，在騎乘時座弓完全不會勘擾到腿部的踩
踏動作，而在向下踩踏時大腿刻意向內靠攏
時座弓即起了明顯的定位作用，提供了腿部
所需要的依靠。

左右定位



Fitting、巡航、休息、
下坡坐點位置
握羊角

巡航坐點位置
握羊角、休息把

衝刺、爬坡坐點位置
握下把

使用傳統座墊時許多人的共同經驗是...
一開始騎車時臀部確實是左右平均地坐在
座墊上，但在一段時間後 為了減輕會陰的
壓迫就都是坐歪一邊，如此地...一路上都是
左右坐骨輪流交換、歪著身體騎車。

使用鷗翼座墊則是讓你全程四平八穩的坐
著，兩個坐骨是平均受力。隨著騎乘姿勢
的變換而坐點的前後移動就能同時達到減
輕坐骨壓力的目的。

用握下把衝刺的姿勢時在會陰及臀部坐骨
的壓力反而是最輕的，這是也鷗翼最大的
特點之一。

坐點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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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腳腿從 12 點鐘位置提早開始發力輸出至 5 
點鐘位置，因翼片抵住左大腿根部防止身體
後移，所以踩踏動能不減損；左腿輸出時也
一樣。施力的動作則類似跑步時的肌肉運用。

施力距離

反作用力

功能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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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輸出



許多車友表示：使用傳統座墊時只有起身抽車時才
會真的拉卡，而坐著時幾乎不會拉卡，因為坐著時
拉卡的力道與會陰的壓力成正比，所以...大家都不
可能自虐。而站起來抽車用力拉卡時也確實常造成
後輪抬離的空轉情形發生。

所以請你坐著拉卡，右腿後拉上提時反作用力落在
左臀坐骨，完全避免了會陰的壓迫，左腿拉卡時也
一樣。體重透過座墊確實地壓住了車身，所以再怎
麼用力拉卡也不會造成後輪抬離地面而造成動能輸
出的減損。你的股二頭肌還有很大的鍛鍊空間，甚
至你將可以坐著拉卡騎長上坡。

反作用力
在左側坐骨

右腳全力拉卡

拉卡



反作用力
在左側坐骨

左腳全力拉卡

許多車友表示：使用傳統座墊時只有起身抽車時才
會真的拉卡，而坐著時幾乎不會拉卡，因為坐著時
拉卡的力道與會陰的壓力成正比，所以...大家都不
可能自虐。而站起來抽車用力拉卡時也確實常造成
後輪抬離的空轉情形發生。

所以請你坐著拉卡，右腿後拉上提時反作用力落在
左臀坐骨，完全避免了會陰的壓迫，左腿拉卡時也
一樣。體重透過座墊確實地壓住了車身，所以再怎
麼用力拉卡也不會造成後輪抬離地面而造成動能輸
出的減損。你的股二頭肌還有很大的鍛鍊空間，甚
至你將可以坐著拉卡騎長上坡。

拉卡



上坡騎乘時翼片抵住大腿後方，
身體完全不會往後滑動，雙手
不需時時緊握把手，上半身完
全無壓力，即使是上坡也可放
開雙手騎乘。
踩踏動能從大腿根部開始至腳
部完全灌入踏板，動能也完全
不減損，使得上坡更輕鬆。

請將車架在訓練台上並用矮凳
將前輪抬高，模擬上坡角度並
試著完全放鬆上半身並練習踩
踏及拉卡，節省不必要的體力
支出。

上坡

即使上坡全程握下把，會陰也不會有任何
壓力。



T2 騎跑轉換

三鐵競賽時在T2騎跑轉換點之前的適當距離開始，就以拉卡輸出取代踩踏輸出，
讓股四頭肌能有充裕的休息時間直到抵達轉換區，下車轉換跑步時將不再軟腳，
不再需要別人攙扶。
這是鷗翼座墊運用於鐵人三項競賽時最大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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鷗翼與傳統座墊
座弓的可調整範
圍完全重疊

兩個座墊的坐骨對
應點前後大致對齊

綠色區塊即為
固定參考位置

2

2. 鷗翼的坐骨對應點與傳統座墊的坐骨對應
點重疊時，鷗翼座墊的座弓與傳統座墊的座
弓的有效調整範圍是完全重疊的。

拆除原車座墊前，建議先行初步比對安裝的
前後參考位置（綠色區塊）。

Installing & Fitting Guide

1. 藍色區塊是正確的坐骨對應點



初次安裝時建議以座弓底部為準而呈水平角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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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軸心

4

腿部完全伸展

騎士的坐骨對應在正確的對應位置後，腳跟部位踩在踏
板軸心，踏至下死點位置，腿部伸直並卻能確實地踏在
踏板的軸心上，此時座墊的高度即為理想高度。

座墊高度設定

初次使用鷗翼者…建議以此點
高度為準再降 1~2公分，可以
讓你在初期更容易適應鷗翼，
爾後每騎50公里再往上進行微
調，每次調整 0.5~1公分



上卡後大腿與小腿呈現微彎角度。

踏板軸心

5 座墊高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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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坐在座墊的正確置後，腳跟踩在踏板中軸，踏板保持在
3點鐘位置，小腿骨前緣部位應與地面呈現垂直角度，此時
座墊的前後位置即為理想的位置。

座墊前後位置設定

可依據個人感受及騎乘習慣可再進行往前或
往後大約2公分以內的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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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卡後膝蓋前緣至腳踝之直線，應與膝蓋前緣之鉛垂線大約
呈15° 夾角，到此步驟…腰部以下的幾何設定就已經大致完成。

座墊前後位置設定



手肘微彎

龍頭

完成步驟7的設定之後…假如手肘微彎，雙手無法輕鬆握在羊角位置時，或是雙手握在
羊角位置，手肘微彎並踩踏時臀部坐骨會抬離椅面…即代表車身上管太長、車架太大，
必須更換長度較短的龍頭。否則…這將會造成你在長時間騎乘時雙手發麻，或是在高頻
踩踏時造成身體跳動。



水平線

座弓底部

A

B

A. 初次安裝時建議以座弓底部為準呈
水平安裝。

B. 騎乘時若身體容易往前滑動，請調
整成約略後傾角度，帶完全適應後再
調回水平角度。

角度設定

C

C. 前傾角度是最適合競速型公路車及
三鐵計時車的設定，
初使用鷗翼者勿急著做此設定。



騎乘時若有以下情形……

Q1. 身體容易往前滑移，坐不住
A:
1. 調整座墊傾斜角度往後傾斜2°~5°以座墊最底下座弓 為準
2. 或降低座墊管高度。
3. 或座墊位置往前移。
在適應鷗翼座墊後，若身體已不再會容易往前滑移時，就可漸
漸將座墊調成水平，這可以使踩踏動作會更順暢。

Q2. 感覺肩膀、手臂很吃力、會痠。
A:
1.調整座墊傾斜角度往後傾斜2°~5°以座墊最底下座弓 為準
2. 或降低座墊管高度。
3. 或座墊位置往前移。

Q3. 陰部或大腿內側會摩擦到座弓
A:
1. 降低座管高度。
2. 可能是乘坐點坐太後面，需將坐骨乘坐點稍微往前移。
3. 減少座墊後傾斜角度。

Q4. 踩踏時感覺大腿後方有阻礙
A:
1. 降低座墊高度。
2. 可能是乘坐點坐太後面，需將坐骨乘坐點稍微往前移。
3. 調整座墊傾斜，減少後傾角度、或是在完全適應鷗翼後將座墊調
成微向前傾斜。

Q5. 騎乘一段時間後，雙手會發麻...
A:
1. 此狀況通常可能是個人在騎乘時，有手臂撐直的習慣，建議在騎
乘時手臂應微彎。

2. 座墊上的座點到把手羊角的距離這過長，這通常是上管過長所造
成，建議更換成較短龍頭，即可改善此問題。

一公分的高度變化及前後移動，一度的傾斜角度變化均會有完全不
同的騎乘感受，這也是鷗翼座墊與傳統座墊差別最大的地方，必須
多次實際上路測試再調整，才能找到符合個人的最佳安裝狀態。

Q & A



★★★ 寒冷/乾燥氣候地區注意事項 ★★★

座墊椅面的尼龍材質吸收水份後，即可呈現非常強韌有彈性的物理特性。但在寒冷乾燥氣候
地區…座墊長時間處於低氣溫 接近0度或以下/相對濕度 40%以下 的環境中，尼龍本體會逐漸
失去水份後或結冰會變成堅硬並且容易斷裂，當你用手輕壓座墊翼片並發現座墊變堅硬無彈
性時，切勿騎乘座墊，以免造成斷裂而發生危險。

使用者可以將座墊浸泡於40度~50度熱水中，30分鐘~1小時，座墊即可恢復柔韌有彈性的狀
態。

★★★嚴禁使用高溫開水 ★★★
★★★嚴禁浸泡溫熱水超過2小時 ★★★

座弓表面均有防鏽處理層，而對於流汗量大的使用者須注意，汗水是有侵蝕性的，建議經常
使用防鏽油做清潔擦拭保養。

CAUTION



LINK

Highly recommended 
by Czech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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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 :

➢ 1. 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鉑金獎

➢ 2. 2018 國家發明創作獎
發明組 銀牌獎

➢ 3. 2019 由國家永久蒐藏並陳列於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Patent no.
Taiwan

M442310 M451293   I 429553 
M522890 D176818    I 486277

CHINA 
ZL 2013 2 0047201.8 ZL 2013 1 0146864.X
ZL 2013 1 0184826.3 ZL 2013 1 0146967.6

USA
US 8,944,501 B2

JAPAN
1560611

EU
13161852.2-1760 < on pa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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