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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划船運動以人體為動力，雙手操作槳，使船隻快速前進，所以槳是最重要的工具，在 2000 公尺競賽過

程中需做出週期性拉槳約 220 至 250 槳，以往國家教練或選手都是以大概的長度或是參考國外選手所使用的

槳長度作為比賽或訓練。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探討三種不同槳長下進行拉槳動力學及運動學表現。研究方法：

以十二位大學男子划船選手為實驗對象，受試者身高 175.27 ± 4.8 公分、體重 76.55 ± 4.6 公斤、訓練年數 6.36 

± 1.8 年。使用 RowX-modelB outdoor 划船單槳力量收集儀器收集資料，設定取樣率 200 Hz，取樣時間為 60

秒。實驗設計分別以三種不同槳長 SOT（374 cm）、MOT（376 cm）、LOT（378 cm）在固定槳頻 (34±1 s/min) 

進行實驗，分別擷取動力學及運動學的數據，經統計軟體 SPSS 12.00 進行統計分析處理。結果：動力學方面

利用槳長 SOT 所表現出力量、最大力量、爆發力及拉槳功率均優於槳長 MOT、LOT 且達顯著差異 (p<.05)。

在運動學方面平均速度、最大船速、行進距離及拉槳速度 SOT、MOT、LOT 三種槳長皆未達顯著差異 (p<.05)。

結論：經過實驗結果三種不同槳長以 SOT（374cm）為最佳表現；建議教練或選手將此數據作為日後訓練或

比賽的參考依據。並針對後續利用槳長 SOT（374cm）進行槳頻 34s/min、36 s/min、38 s/min 三種槳頻之比較

是否可以分析出最佳化的槳頻控制，來提高拉槳效益值得後續研究。 

 

關鍵字：槳長、划船、拉槳、生物力學 

 
壹、緒論 

臺灣對於划船運動與輕艇運動這兩種運動有所混

淆，而簡單的介紹，划船選手背向終點划，輕艇選手

面向終點划，這是最好辨別方式。划船運動初期在臺

灣發展時很多人將划龍舟稱為扒船，所以為了不與龍

舟混淆，將（Rowing）翻譯成西式划船。 
划船以人體為動力雙手操作槳，使船隻在水上快

速前進，所以槳是重要的工具。在 2000 公尺競賽過程

中需拉槳約 220 至 250 次。要突破成績不但要有良好

的體力，還要能符合個人基本條件的技術風格。因此

槳的長度多寡是影響選手拉槳產生效率的一大因素。

選手週期性反覆操作著槳，透過槳所產生的推進力使

船隻能提高效能，在於規定的距離內以最快速的時間

到達終點者為獲勝。而拉槳的週期動作可分為水中拉

槳（積極力）、空中回槳（消極力）（圖一）。船隻前進

是震盪式前進。選手在拉槳時產生積極前進力量推動

船隻前進，然而，在回槳時卻無法對船隻產生推進力

量，此時船隻速度漸減，必須於下一次拉槳後產生積

極前進力量才能使船隻前進 (Millward, 1987)。船隻前

進的動力是透過划船選手坐在滑座上操作槳，使槳葉

與水的阻力所產生的驅動力（曹景偉，1999）。研究指

出力量與爆發力和船速有具有線性關係，力量與爆發

力越大，船速越快 (Martin & James, 2007) 。曾有學

者針對拉槳頻率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增加拉槳頻率可

提高拉槳力量(吳政穎、2001；Hofmann 等人、2007；
Decoufour 與 Pudlo、2004；Hill 與 Fahrig、2008)。
而劉慧泉等人（1994）更指出 30-35 槳/分能產生更大

的划船效率。因此拉槳頻率經過多位研究者實驗分析

後提供最佳化的數據。而槳長的變化是本研究主要變

項，槳為單槳，其長度設計為可調整式範圍約 37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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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之間。Kleshnev (1999) 曾指出選手每一次的拉槳

質量都關係到成績的表現，拉槳力量大小與槳的長度

有關，卻沒有研究提出槳長的參考數據。因此本研究

針對槳長的變化對划船運動表現做深入研究。而實驗

以單槳為主，因雙手同時拉一支槳，使全身力量能在

拉槳時一次收集；而雙槳左右手各握一支槳，容易造

成左右分力。所以研究先進行單槳槳長的資料收集，

後續再進行雙槳的研究。單槳船型中以雙人單槳為最

少人艇。因此本研究利用雙人單槳船型進行三種不同

槳長對划船運動表現的實驗，以分析出最佳化的長

度，提供教練及選手做為訓練或比賽之參考。 
 

  
 
 
 

 
 
 

 
 
 

圖一、划船運動力量方向標示圖 

 

圖二、槳扣扭力感應器 

 

 

以往研究受限儀器龐大無法實際收集水上拉槳數

據，鑑於此測功儀成為陸上最佳實驗器材，雖然可提

供教練們的參考但畢竟還是無法實際直接指出水中拉

槳數據。因此有些廠商將槳扣研發改良可直接收集拉

槳數據之器材。運動員在訓練過程中透過反饋型測試

系統可以直接看到拉槳的動力學及運動學的數據（孫

怡寧、2008）。而應用於船上測試選手拉槳的設計，在

槳杆裝上測力傳感器，以不妨礙正常拉槳又不改變船

體原先結構的測試方法，該儀器經過測試結果可以有

效監測划槳的受力狀況（李信安等、2008）。更有學者

經過多次研發制作出賽艇技術測力感應器，它能在船

上實際測量選手的力量、拉槳角度、船艇前進加速度

等，並可換算出數據，提供量化及科學化的基礎（何

海峰等、2005）。而李建鋒等（2008）利用新式划船儀

器( RowX-modelB outdoor ) 及專用軟體 ( WEBA ) 。 
 

貳、研究方法 
一、實驗對象 

十二位大學男子划船選手為實驗對象，受試者身

高為 175.27 ± 4.8 公分、體重為 76.55 ± 4.6 公斤、訓練

年數為 6.36 ± 1.8 年。每位受試者於實驗前發給受試者

須知，並填寫健康狀況調查表，並於同意書上簽名，

成為本研究的受試者。 
二、儀器安裝及校正 

採用 Concept II 公司所出產的 RowX-model B 
outdoor 划船單槳專用力量收集儀器。內含槳扣扭力感

應器其可測出拉槳時間、力量、角度、速度（圖二）、

流速計（圖三）與船速感應計配合使用，能測出前後

(X 軸)、左右(Z 軸)之船加速度與船速。此設備將可實

際測出水上拉槳情境參數資料，安裝於單槳船型上，

專為划船運動所設計。本研究將此設備架設於雙人單

槳之船艇上，並檢查各項儀器是否牢固。於實驗前參

數載入預先設定之組構檔，設定取樣率 200 Hz，取樣

時間為 60 秒，輸入資料收集盒並進行校正。檢測所有

實驗儀器、軟體及器材是否無誤並進行前測，採用此

設備專用軟體 WEBA 分析所擷取之資料。所有器材

及訊號均穩定無誤後開始進行正式實驗。 
三、研究設計 

 

 

採用單槳專長選手左、右槳各六名，將十二名受

試者採取重複量數、平衡次序原則的實驗設計分成六

組。分別進行三種不同實驗處理，其中包括槳長 374

船隻前進方向 

消極的力量 積極的力量 

圖三、流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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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WEBA 所擷取拉槳原始資料圖形 

cm 處理 (Short oar treatment, SOT) 、槳長 376 cm 處

理 (Moderate oar treatment, MOT) 及槳長378 cm處理

(Long oar treatment, LOT) 。每組進行三種實驗，而每

種實驗間隔至少一小時以上。測驗前先向受試者說明

實驗流程，並依組別抽籤順序進行三種不同實驗處

理。進行實驗處理前，受試者先進行三十分鐘熱身運

動，並告知實驗設計、目的及動作要求，以達實驗之

要求。受試者分別進行三種不同槳長實驗處理，每一

組均在固定槳頻 (34± 1 槳/分) 的控制下，進行 60 秒

的實驗，實驗過程中利用 RowX-modelB outdoor 划船

單槳專用力量收集儀器分別擷取兩人所表現之運動生

物力學數據，如圖四包括動力學資料有拉槳時間、平

均力量、最大力量、拉槳爆發力及拉槳功率與運動學

資料有平均船速、最大船速、每槳行進距離、拉槳速

度。實驗所得之資料儲存於資料收集盒，再將資料傳

輸至電腦，利用 RowX-modelB outdoor 專用電腦軟體

WEBA 進行資料分析，擷取的所有相關之參數。 
四、統計分析與處理 
    本 研 究 以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法 
(one-way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分析不同槳

長三種實驗間之差異，當 F 值達統計顯著水準時，再

進一步以 LSD 法進行事後比較。本研究使用之統計軟

體為 SPSS12.0 Windows 版統計軟體處理，顯著水準

值定為 α = .05。 
 
参、結果 

    根據表一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三種不同實驗處理

間之平均力量、最大力量與拉槳功率三種指標中，經

統計分析處理後發現，LOT 皆顯著低於 SOT (p 
< .05) ，爆發力經統計分析後發現，MOT 與 LOT 皆

顯著低於 SOT (p < .05) 。而拉槳時間在三種不同實驗

處理中，經統計分析後皆未達顯著差異 (p >.05)。從

圖五至圖八顯示利用三種不同槳長實驗結果平均力

量、最大力量、爆發力及拉槳功率均以 SOT（374cm）

為最佳表現並達顯著差異。二、三種不同槳長在拉槳

表現之運動學指標由表二中顯示運動學指標在三種不

同實驗處理後，不管是平均船速、最大船速、每槳行

進距離及拉槳速度經統計分析後皆未發現有顯著差異 
(p > .05) 。 
 
表一、 三種不同槳長在拉槳表現動力學參數之比較 
變  項 SOT MOT LOT 
拉槳時間 
(ms) 0.75 ± 0.05 0.77 ± 0.05 0.76± 0.05 

平均力量 
(N) 498.49±18.76 464.18±19.33 452.98±17.49* 

最大力量 
(N) 955.58±38.97 934.10±76.82 911.12±47.36* 

爆發力 
(W) 1382.43±41.28 1268.84±71.93* 1253.28±58.72* 

拉槳功率 
(J) 955.23±45.75 919.88±105.90 889.28±63.59* 

註：與 SOT 比較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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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三種不同槳長之平均力量比較 
 
 
 
 
 
 
 
 
 
 
 

 
 
 
 
 
 
 
 
 
 
 
圖六、三種不同槳長之最大力量比較 
 
 
 
         

 
  
 
 
 

 

 

圖七、三種不同槳長之爆發力比較                                  圖八、三種不同槳長之拉槳功率比較 

 
 表二、三種不同槳長在拉槳表現運動學參數之比較 

變  項 SOT MOT LOT 
平均船速  
(m/s) 4.48±0.11 4.43±0.16 4.43±0.10 

最大船速  
(m/s) 5.45±0.18 5.42±0.22 5.42±0.14 

每槳行進距離 
(m) 8.10±0.18 8.04±0.12 8.02±0.15 

拉槳速度  
(m/s) 1.79±0.03 1.77±.061 1.77±.018 

 註：與 SOT 比較                                ＊p < .05 
 
肆、討論 

從表一中各項參數經統計分析後結果發現利用

SOT 所表現出平均力量（498.49 N）、最大力量（955.58 
N）及拉槳功率（955.23 J）均大於 LOT 並達顯著差

異 (p<.05)。SOT 所表現出爆發力也大於 MOT、LOT
並達顯著差異 (p<.05) 。賽艇屬力量耐力項目在 2000
公尺競賽距離中大約需要 5 分 30 秒至 8 分之間，每

分鐘平均 30-38 槳。總負荷約 210-240 槳，推進時每

槳約 500 牛頓，最大推進力為 1100-1200 牛頓（孫博

陶譯，1994）。上述與本研究所得數據相吻合。雖然划

船運動屬於耐力性運動，但週期性反覆拉槳要求單位

時間內提高拉槳速度，需要有強大的力量來對抗阻

力。因此肌力訓練成為重要指標。選手應加強重量訓

練或水上專項阻力訓練做為基礎，亦可同時提昇肌耐

力。使拉槳力量增大。SOT 的爆發力 1382.43 W 高於

MOT 的 1268.84 W 及 LOT 的 1253.28 W。槳手克服阻

力提高船速除增大拉槳的力量外，爆發力是加快拉槳

速度的指標，亦是提高船隻速度的重要元素(Hartmann
等，1993；李芝斌，1994；彭希仲 1994；張華杰，1998；
林惠美，2004；李建鋒、2008)。因此拉槳力量是划船

獲勝的主要關鍵。所以使用較短的槳在拉槳時明顯出

現較高拉槳力量及速度。而拉槳功率是反應選手技術

水準高低指標，它與運動員拉槳結構、力量、技術是

有密切關係的（王芳華，1994）。SOT 的拉槳功率 955.23 
J 高於 LOT 的 889.28 J。證明單有力量沒技術一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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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到效果，成熟的拉槳技巧是反應選手技術水準，

所以拉槳結構、拉槳力量及技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

從表二中各項參數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平均船速、最

大船速、每槳行進距離及拉槳速度三種槳長皆未達顯

著差異 (p<.05)。上述四種指標在三種槳長間雖未達顯

著仍然以 SOT 的表現優於 MOT、LOT。以平均船速

來看SOT的4.48±0.11 (m/s)快於MOT的4.43±0.16(m/s)
及 LOT 的 4.43±0.10(m/s)。創造每槳行進距離 SOT 的

8.10±0.18（m）遠於 MOT8.04±0.12（m）及 LOT 
8.02±0.15（m）。槳支撐在槳扣內依據物理學原理屬於

槓桿支點在中間；雙手握槳處為施力點，槳入水點為

抗力點，施力臂長度固定減短抗力臂，以三種不同槳

長來看 SOT 的抗力臂最短也最省力，本實驗在運動學

方面雖未達顯著差異，但增長抗力臂使拉槳較費力肌

肉提早產生疲勞。增加槳長欲增加拉槳阻力，但反而

使拉槳速度變慢造成船隻行進速度變慢。（許高航譯，

1994）。上述與本研究結果相吻合。雖然本研究所得結

果未達顯著差異，但每槳差距 6-8 公分，全程二千公

尺需 220-250 槳仍然是輸贏的關鍵。 
    利用 RowX-modelB outdoor 划船單槳專用力量收

集儀器所得結果提供宜蘭縣參加八人單槳及四人單槳

配挺組合量化之參考。首先進行個人能力數據分析後

再加入整體槳位搭配，遴選出左槳及右槳各四位選手

進行交叉配艇；整體分析選手身高、體重均不敵上屆

冠軍南投縣及亞軍台南市。因此建議賽前利用 MOT
（376cm）進行訓練來增強肌力，增加拉槳力量素質。

於賽前四週縮短槳長，利用 SOT（374 cm）減少拉槳

阻力、提高拉槳速度、增快爆發力，使槳葉入水後瞬

間產生支點快速對抗反作用力，使拉槳得到最大的功

率。並建議嘗試提高槳頻（35-36 s/min）增加船隻位

移速度頻率。經過訓練後參加 98 年全國運動會取得八

人單槳金牌、四人單槳亞軍。証明利用科學化的分析

方式運用於實務上所得與本文結果相吻合。 
綜合上述可歸納出：要能充分發揮槳葉推進效

率，使船隻持續以穩定的速度前進需要靠人與器材之

間的相互配合才能創造出動力。而槳是工具、槳手是

動力，槳是動力裝置，船是整個系統承擔者。槳手要

能快速拉槳提高效率，取決於作用在槳上的功，不論

是在最大力量、平均力量、拉槳功率、拉槳速度均環

環相扣，證明划船選手除了要有好的肌力，還要適材

適用的器材，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產生爆發力，以抵

抗阻力且能產生最大力量並持續用力至拉槳結束而得

到最大的功率。使船隻在瞬間提升推進力得到最大船

隻行進速度。實驗結果以 SOT（374 cm）所產生的各

項數據為最佳。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三種不同槳長對划船運動表現

之影響，實驗經分析後有以下結論在動力學方面拉槳

力量、最大力量、爆發力及拉槳功率均以 SOT（374 cm）

為最佳表現並與其他槳長達顯著差異 (p<.05) 。在運

動學方面平均速度、最大船速、行進距離及拉槳速度

SOT、MOT、LOT 三種槳長皆未達顯著差異 (p<.05)。
雖然沒有達顯著差異但所有指標均以 SOT（374 cm）

的數據較佳。而比賽中需做出反覆拉槳次數約 220 至

250 次，每一槳差 6-8 公分全程二千公尺仍然是輸贏

的關鍵。以往國家教練或選手都是以大概的長度或是

參考國外選手所使用的槳長度作為比賽或訓練。經過

實驗結果以槳長度 374cm 具最佳表現，並運用於實際

訓練及比賽所得績效與實驗相吻合。建議教練或選手

將此數據作為日後訓練或比賽時的參考數據。而 Hill 
and Fahrig( 2008)指出，提高划槳頻率可以產生更大的

力量輸出，降低划船的競賽時間。因此劉慧泉等（1994）
所提出的 30-35 s/min 能產生更大的划船效率。經過實

際訓練及參賽後對於利用槳長 374cm 提高槳頻至

35-36 s/min 成績明顯提升。所以針對後續研究將運用

單槳槳長 374cm，進行槳頻 34s/min、 36 s/min、38 
s/min 之比較是否可以分析出最佳化的槳頻控制來提

高拉槳效益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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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Rowing is a sport in which the propulsion forces come from human hands rapidly 
operating the oars; therefore, the o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equipment in this sport. Approximately 
220 to 250 cyclic rowing strokes would occur in a 2000 meter rowing race. In Taiwan, the length of 
oar chosen for rowing races and training are all along either by approximation or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athletes’ choices.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kinetics and kinematics of 3 
different oar lengths in stroke action. Methods: 12 male collegiate rowers were recruited as subjects 
(height: 175.27 ± 4.8cm; weight: 76.55 ± 4.6kg; years of rowing training: 6.36 ± 1.8 years). The data 
was measured and recorded by the RowX-modelB outdoor display at 200 Hz and in 60-sec sampling 
time.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with three different oar lengths, SOT (374 cm), MOT (376 cm) and 
LOT (378 cm), at a fixed rowing-stroke rate (34±1 s/min) and the data of kinetics and kinematics 
gathered were subjecte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using SPSS 12.00. Results: In terms of kinetics, 
SOT performed better than MOT and LOT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5) in power, 
maximum power, explosive force, and stroke rate. As for kinematics, none of the 3 different oar 
length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5) in average speed, maximum rowing speed, the 
distance covered between strokes, and stroke speed. Conclusion: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3 different oar lengths, SOT (374 cm) revealed the best performance. We suggest coaches 
and rowers take the findings as a reference data for future training and races. For future study, we 
propose to compare 3 different stroke rates at 34s/min, 36 s/min, and 38 s/min using SOT (374 cm) 
oar length to see if the optimized control of stroke rate could be obtained to increase the strok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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