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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以輕艇測功儀模擬 K艇劃槳動作技術，探討出發劃槳動作之作用力與上

肢肌群放電（EMG）之間的關係，輕艇運動中，選手劃槳的作用力是決定成績的重要因素，作用

於劃槳上的力量愈大，船身能得到的推進力相對提高，船速也就愈快。本研究中透過槳桿兩端上

各接張力計，並在選手不同部位肌肉上測得肌肉之 EMG 訊號，嘗試探討選手在出發起動（10sec）

後 3槳之作用力與 EMG 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因此，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選手與教練，在訓練

及平日練習上之要點參考，以期望能夠大幅提昇選手運動成績之表現。 

關鍵字：K艇、EMG、劃槳作用力 

 

一、前言 

    影響 K艇運動成績的因素相當多，外

在因素有，如環境、器材、天候、風向、

水流、槳身與槳葉材質（1）等；內在因

素有，選手之技術、身體關節角度（2）、

心理、訓練調整….等等，均是影響 K 艇

成績好壞的重要因素。K 艇前進的速度、

力量有別於西式划船和 C 艇，其主要是藉

由上肢各部位肌群力量，除了在保持船艇

本身及身體的平衡之外，也是引發劃槳施

力的連鎖效應的重點。Juha 等人在 1997

年研究中，以神經肌肉效能求出一個比

率，將全部的力量參數和 EMG 的參數，皆

與運動前最大值（100%）做正常化處理肌

肉效能之表現（4）。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

出發動作（10sec）後 3槳之作用力與 EMG

之關係，以利日後提供教練進行訓練時，

修正選手動作之參考；並建立各參考數

據，及時提供正確的建議與修正，應用於

選手平日訓練之中，讓選手能藉由此資料

得到最佳成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K艇劃槳測功儀，以四位

18-20 歲男性選手進行 15sec 的劃槳測

試。劃頻為一分鐘 90 槳，在測功儀上採

坐姿（與正式比賽時用艇相同），槳桿上

左右兩端連接張力計及反光球，並和測功

儀飛輪式裝置作連結，測得選手劃槳上之

作用力和 EMG 訊號，此訊號以 Biopack 

MP150 訊號擷取系統作為訊號接收之裝

置，並進行資料處理。 

 

 

圖一 實驗器材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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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在 A、B、C、D 四位Ｋ艇選手劃槳衝

量與各肌群 iEMG 比較可發現，四者在劃

槳衝量上Ｄ受試者的表現最好，Ｃ受試者

較差；在 iEMG 表現中，Ａ受試者闊背肌

放電量最高，肱三頭肌則最小，Ｂ、Ｃ、

Ｄ受試者三角肌 iEMG 最高，肱三頭肌則

最小。而在肌肉效能表現上，Ａ受試者的

肌肉效能表現，在四位受試者之中，四個

部位肌肉效能表現都是最佳的。Ｂ、Ｃ、

Ｄ受試者的肌肉效能表現都是以三角肌

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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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一位受試者劃槳過程 iEMG 
與作用力曲線 

    將每一個劃槳週期測得其衝量的表

現（公式 1），並觀察上肢的肱二頭肌、肱

三頭肌、三角肌和闊背肌在劃槳時的表皮

iEMG（4）。Jeffrey 在 1998 年的研究中得

知，肌肉施力的情形與 iEMG 的曲線情形

相同，說明瞭當人體肌肉作用力量時的曲

線與 iEMG 有一致的現象。由於，劃槳的

主要作用肌群，因劃槳動作支配的時域各

有不同（如圖二），因此，在各作用肌的

iEMG（公式 2）影響劃槳的衝量也有不同

程度上的落差，此現象可稱為劃槳肌肉效

能（公式 3）。 

表一、劃槳之衝量（kg-sec）、iEMG 和肌

肉效能 

 

 

 

 

 

 

 

 

 

四、結論 

    此研究得到下列幾點結論： 

一、 衝量表現愈大者，其 iEMG 和肌肉效

能表現並非表現最好。 

二、 各部位的肌肉放電量 iEMG 愈大，其

肌肉效能表現相對愈大；相反之，肌

肉放電量 iEMG 愈小，其肌肉效能表現

亦相對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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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40 0.54 0.52 0.75 1.00 12.27 11.82 17.05 22.73

B 4.44 0.26 0.17 0.65 0.61 5.86 3.83 14.64 13.73

C 4.07 0.48 0.25 0.54 0.38 11.79 6.14 13.27 9.34

D 4.78 0.31 0.22 0.78 0.40 6.49 4.60 16.32 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