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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Foreign
Residents

　　在您的職場裡，是否有同事每天穿著全套自行車服或相關配備，滿身大汗地進公司呢？

就像超級英雄似地，眨眼間換上帥氣的西裝，順利談妥高難度的生意，

下班時又不知到哪兒去換回自行車服，颯爽地踏上歸途。這樣的景象，最近在東京市中心

也很常見。

　　JQR 邀請了 3 位以自行車通勤的上班族，為您解開其中的謎團。這些超級英雄的秘密，

是否會就此曝光呢？

JQR ：請問各位決定以自行車通勤
的契機是什麼？

威廉 ：我在英國的時候就開始騎自
行車了，但是英國的天氣又濕又冷，
對自行車愛好者來說真是悽慘至
極。之後我來到了東京，發現搭電
車通勤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地
方。例如很容易被傳染疾病等等。
相較之下，騎自行車通勤可就自由
多了。路上騎自行車的人又不多，
心情也真的會變好喔。而且，我已
經 5 年沒有感冒了呢。
早苗 ：我則是因為討厭早上通勤時
間擁擠的電車。
全員 ：贊同。
早苗 ：我有一個德國女同事曾告訴
我，她都是騎「Bike」回家的。我一
聽到「Bike」，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摩
托車，當時還覺得晚上一個女生騎
摩托車回家，不是很危險嗎？後來
有一天我在辦公大樓的 1 樓看到她，
才發現原來她說的「Bike」不是摩托
車，而是自行車啊！英文好難喔！
威廉 ：所以妳就想「那我也來試試看
好了」嗎？

早苗 ：對呀。一開始我騎的是所謂
的淑女車，但光是從家裡騎到公司，
單趟就要花上 1 小時。後來我請那
位同事帶我去公司附近的自行車店，
買了一台真正的自行車。
基：這就是妳 4 台車中的第 1 台囉？
早苗 ：對，第 1 台！
威廉 ：我有個朋友買了 6 台自行車，
他跟我說「買自行車的時候，一定
要買同樣顏色的」。因為這樣就不會
被老婆發現自己買了很多台自行車。
全員 ：（爆笑）
基 ：我是個很注重體態的人，而隨
時隨地都能騎乘的自行車，就是一
個增進健康的手段。此外，也不用
被公車或電車的時刻表綁住，隨時
可以自由行動。所以最後連通勤也
開始騎自行車了。
威廉 ：另一個騎自行車通勤的重點
是，公司必須要有淋浴間才行。
基 ：這超重要的。

JQR ：關於這一點，我很想請教三
位。雖然騎自行車能夠享受自由的
感覺，更不用擠電車，但是東京的
夏天那麼悶熱，不是會流很多汗嗎？

各位會怎麼辦呢？

威廉 ：冬天沒什麼問題，但夏天絕
對會想要沖個澡！

JQR ： 但是並非每間公司都有淋
預設備呀。各位都怎麼解決呢？

威廉 ：在找工作的時候，就以有沒
有淋浴設備來決定要不要進這間公
司！
全員 ：（爆笑）
基 ：我在進來這間公司之前，並不
知道這間公司有淋浴設備 ；當我發
現這件事後，我的自行車魂就燃燒
起來了。
威廉 ：我在公司的廁所洗澡時，總
是很擔心老闆會不會突然進來。

JQR ：所以淋浴設備是少數公司才
有的奢侈品嗎？

基 ：當然也可以趁著天氣還微涼的
時候去上班呀。
威廉 ：另外，也可以先去健身中心
沖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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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自行車通勤

基・羅貝傑
大久保早苗
威廉・福柏

威廉・福柏
出生於英國。與天候不適合以自行車通勤的英
國相比，東京簡直是天堂。2000 年開始以自
行車通勤。

大久保早苗
出生於英國。與天候不適合以自行車通勤的英
國相比，東京簡直是天堂。2000 年開始以自
行車通勤。

基・羅貝傑
出生於加拿大。於東京居住 8 年。自行車資
歷 4 年。從 2 年前開始，便從位於目黑的住
家騎自行車至赤坂通勤。

參與本次座談的是

以下 3 位 !!!

東京的自行車通勤



232012 April22 2012 April

只帶乾淨的襯衫去。

JQR ：所以你每天都穿同一套西裝？

威廉 ：這個嘛，有的時候會送乾洗
啦…
全員 ：（爆笑）
威廉 ：不過，跟搭電車通勤的人比
起來，我們的衣服比較不會髒喔。

JQR ：男性每天穿同一套西裝倒是
還好，但我想女性可能就會有點困
擾了。是這樣嗎？

早苗 ：我都把衣服和化妝包放進一
個小型的 20 公升背包裡，每天背著
它通勤。我會特地挑比較輕又不容
易皺的衣服。

JQR ：真是聰明呢。

早苗 ：而且，萬一發生意外，這個
包包還能保護我喔！

JQR ：就像安全氣囊一樣嗎？

早苗 ：沒錯，正是安全氣囊。
基 ：重點是衣服的折法。只要折好，
放襯衫也沒問題。
威廉 ：沒錯。只要折好，內衣也不

會皺！！
基 ：（爆笑）

JQR ：天氣惡劣的日子，各位都怎
麼辦？

早苗 ：我從小在北海道長大，就算
颳著大風雪，我也都騎自行車上學。
所以我一點也不在乎天氣惡不惡劣。
威廉 ：即使颳颱風也一樣？
早苗 ：對啊。颱風季節又熱又濕，
我反而更不想搭電車呢。
基：在悶熱的天氣搭電車，不但潮濕，
身體又黏答答的，真的非常令人厭
惡。我也去買一台更好的自行車，
就算下雨也騎自行車通勤好了。
早苗 ：登山車不錯唷。
基 ：我的自行車是正式的公路比賽
車，如果在雨天騎，會讓車體受損，
所以雨天我都不騎。
威廉 ：我也是，雨天就不騎了。因
為在東京，大概都可以知道會不會
下雨嘛。不過一整年裡，我沒騎自
行車的日子大概只有 10 天到 15 天
左右吧。

JQR：如果有人說「我送你一輛汽車，
以後請開車上班，不要騎自行車了」，
各位會怎麼辦？

威廉 ：我一定還是會騎自行車。
基 ：以我的通勤距離來說，還是自
行車好，自行車比較快。而且我很
討厭去健身中心漫無目的地踩健身
車。我的自行車還是最棒的。
早苗 ：騎自行車通勤，可以讓頭腦
清醒，一坐在辦公桌前，就能完全
切換到工作模式。如果是搭電車通
勤的話，進了辦公室，頭腦還是很
渾沌。
威廉 ：騎自行車上班的那段時間，
就是我最有創造力的時候。
早苗 ：騎自行車會讓頭腦清晰呢。
回家途中，也會讓我忘記工作上的
壓力和煩惱，等回到家時，心情就
會變得很清爽了。

JQR ：騎自行車通勤會不會變成一
種潮流呢？

基 ：對於住在離公司太遠的人來說，
應該不可能吧。
威廉 ：我想要把騎自行車通勤的好
處繼續保密耶。不然路上就會變擠
了。
全員 ：（爆笑）
威廉 ：騎自行車上班一點都不好。
請大家絕對不要這麼做！
早苗 ：而且很危險，聰明人還是不
要騎自行車的好！
全員 ：哈哈哈哈！

早苗 ：還有一個問題是，日本有很
多企業都禁止員工騎自行車通勤
呢。像我先生本來也想騎自行車通
勤，但是卻被公司阻止了。

JQR ：是因為保險嗎？

早苗 ：對。因為企業替員工投保的
通勤保險，只適用於大眾交通工具
等安全性較高的交通工具。
基 ：聽說根據這條法律，騎摩托車
或開車上班也不適用。
威廉 ：所以我們都不在通勤保險的
保障範圍內囉？
全員 ：太過份了。

JQR ：據說去年的大地震，是造成
自行車通勤風潮的主因…

威廉 ：地震那天，我真的深切感受
到有騎自行車真是太好了。你們那
天也有騎自行車上班嗎？
早苗 ：是的。就是因為這樣，我那
天才有辦法在一片混亂中回到家。
我的個子比別人小，那天還有人因
為太過驚慌而對我咆嘯，真的很可
怕。當時我還以為有人會把我推開，
搶走我的
自行車呢。
全員 ：真是辛苦妳了。
基 ：那天大家都湧進自行車行買自
行車。不過我本來就騎自行車，所

以不關我的事就是了。
威廉 ：自行車真的是發生地震時最
有用的東西。當然，因為很害怕輻射，
所以我還戴著軍隊用的那種罩住整
個臉的防毒面具。一開始我還以為
會被大家笑，沒想到戴上之後…大
家果然受到很大的衝擊。
全員 ：（爆笑）

JQR ：您有照相嗎？

威廉 ：沒有，不過我的裝扮確實給
大家帶來恐慌就是了。
基 ：比起輻射，我更擔心的其實是
空氣污染。畢竟每天都被包圍在車
陣中嘛，所以也有人戴著可覆蓋全
臉的面罩騎自行車呢。
早苗 ：我就是每天都戴著口罩。
基 ：可是夏天戴口罩會太熱吧。
早苗 ：但是為了健康著想，還是戴
著口罩比較好。

JQR ：三位有在騎自行車時受傷過
嗎？

威廉 ：我曾經被汽車撞過。
基 ：騎自行車的時候一直都很可怕
啊。因為不知道計程車什麼時候會突
然停下來，有些行人也會無視於禁止
跨越馬路的規定，直接穿越馬路。
威廉 ：最恐怖的，其實是朝著我騎
來的逆向自行車。

早苗 ：我也有同感。
威廉 ：這真的很危險，可是警察卻
都不取締。
基 ：不過大致來說，東京還算是一
個適合騎自行車的環境啦。

JQR ：世界各大都市都開始規劃自
行車專用道了，三位認為東京也應
該朝這個方向努力嗎？

早苗 ：東京應該已經開始建造自行
車道了吧。
基 ：不過在我看來，需要改善的只
有人行道。畢竟自行車在人行道上
不能騎太快，又非常危險。現在有
很多人行道，都是行人與自行車共
用的。對我來說，只要能和車子一
起騎在馬路上，有沒有自行車專用
道其實不是重點。
早苗 ：但是在一般道路上，常有送
貨的卡車停在店家或便利商店前面，
這也是一個問題。

JQR ：騎自行車通勤時，有沒有什
麼必要的配備？

基 ：除了放替換衣服的背包之外，
就沒有什麼必要的了。

JQR ：各位都怎麼處理換下的衣服？

威廉 ：我都把西裝放在公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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