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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國中與大專游泳選手和一般生在軀體肌力與控制能力的差異。方法：研究參與

者分為 4 組，國中與大專游泳選手和一般生每組 10 位，使用特製之測力裝置來測量研究參與者之軀

幹彎曲、後仰及軀幹旋轉等長收縮肌力及使用及本體感覺評估訓練儀測驗軀幹動作控制能力。以二

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比較四組研究參與者在軀體肌力與控制能力各項參數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最

大肌力除以體重做標準化後之軀幹前彎肌力國中選手與大專選手均較大專一般生強；軀幹後仰肌力

國中一般生與大專選手均較大專一般生強；軀幹左、右旋轉肌力選手都較一般生強；軀幹順、逆時針

旋轉之控制能力大專生都比國中生能力較好。結論：經過訓練的游泳選手軀幹肌力經標準化之後均

比沒有規律運動習慣之一般生強。在軀幹控制能力方面，不論選手或一般生均呈現出神經系統發育

成熟的大專生較國中生來的好。 

 

關鍵詞：國中生、大專生、核心肌群 

 

壹、緒論

  游泳競賽有別於陸上運動項目之競賽，在水中的

阻力是空氣的近 800 倍之多，身體要在水中前進，必

須克服相關阻力，藉由反作用力的產生使身體推進 

(洪櫻花、林玥礽、林素婷，2013)。因此，游泳需注重

四肢的肌力、肌耐力，但是只加強四肢肌肉很容易產

生手腳不協調的情形。在活動時若能使軀幹達到穩定，

便能將能量傳達到肢體，也就是說維持近端的穩定來

執行遠端的活動，將使遠端肢體活動更有效率 (劉怡

廷、張家豪、林惠婷，2014)。游泳的力量傳達非常重

要，如果游泳過程當中缺少手腳協調，速度自然也會

大打折扣。身體的核心肌群作為上肢與下肢的中心，

可以調整上下半身的協調，使游泳過程當中的動作更

加流暢，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此外，游泳在水中進

行，重心的掌握相對於陸上困難許多，所以脊椎的穩

定度非常重要，如果缺乏核心力量將會對四肢造成負

擔，運動傷害也可能隨之而來。 

  過去研究指出，青少年進行 12 週的局部核心訓練

對於 50 公尺自由式的成績有明顯的效果 (Weston, 

Hibbs, Thompson, & Spears, 2015)，文獻中也指出核心

的力量是增加上肢與下肢肌力和耐力的基礎，也是上

下肢動力鍊的中心，有了良好的基礎能力，肌力與耐

力的改善幅度越大、力量傳遞也會更加流暢，所以增

進核心力量除了可以增加穩定度之外，對上肢與下肢

肌力、耐力和力量傳遞都有加成的效果。每種運動都

需要軀幹的支持，過度強調四肢的發展，將導致軀幹

肌力發展不足，若核心肌力和穩定性不足，將無法徹

底運用四肢的肌力，進而影響運動表現  (Hedrick, 

2000)。游泳是一項全身性運動，主要的推進還是靠上

肢的划水與下肢的打水來進行推進，如果可以強化核

心增加上肢與下肢的各項能力，成績可能會有明顯的

改變，也比較不容易因為在競賽過程中因體力下降或

是疲勞而引發運動傷害。 

  核心穩定與運動員表現有相關性，Averianova、

Nikodelis、Konstantakos 與 Kollias (2016) 研究指出，

骨盆與軀幹核心肌群的旋轉對蝶式的手臂動作有相當

大的影響，蝶式的身體起伏是四種泳姿中最大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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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是最耗費體力的一種泳姿，所以如果能提升動作

控制能力、減少分力產生，可能可以提升運動表現，

不論是在速度或是耐力。有學者指出，高運動強度與

頻率，為高能量的刺激，且包含了運動特殊性，功能

性和熟悉度，導致生理的改變為肌肉的肥大及增強動

作單元的神經活動性，進而改善肌肉協調跟力量，增

加核心力量，最後增強運動表現 (Hibbs, Thompson, 

French, Wrigley, & Spears, 2008)。游泳的核心訓練重要

性不會亞於陸上項目的核心訓練，陸上運動有支點可

以支撐身體使身體穩定，但是在水中支點無法取得，

所以必須仰賴身體的重心轉移來穩定身體，而重心轉

移能力必須依賴核心肌群來穩定轉移的過程，轉移過

程流暢身體在水中的穩定度會相對提升，進而提升成

績，反之則可能會下降。 

  綜合以上文獻所指出的研究結果顯示，軀體肌力

與動作控制能力對游泳選手來說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能力可以透過長期訓練來提升，亦可能因為成長

發育而逐漸成熟。成年游泳選手在這些方面的表現是

否因長期訓練及成長發育較青少年初期的國中選手來

得好，相較於沒有運動習慣的一般生，游泳選手在軀

體肌力與動作控制能力是否因游泳訓練而有較好的表

現，研究仍舊有限。Hytonen、Pyykko、Aalto 與 Starck 

(1993) 的研究指出，在平衡的測試項目中兒童相較於

青少年有更多的身體晃動，兒童因為發育還未成熟，

所以踝關節的受力與本體感覺還不是非常敏感，而且

兒童的協同肌群比青少年的發展要來的不完全。大專

階段成年人的核心肌群在肌力與動作控制能力相較於

青少年是否因神經肌肉發展更為成熟而有更好的表現，

值得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欲探討國中、大專游泳

選手與一般生核心肌力與動作控制能力的差異，以了

解游泳訓練及成長發育對核心肌力與動作控制能力的

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招募國中游泳選手、國中一般生、大專甲

組游泳選手以及大專一般生各10名，基本資料列於表

1。國中游泳選手接受過3-5年的正規游泳訓練，每週

訓練五天以上，曾經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100公

尺自由式成績為1分0.46秒±1.66秒。大專甲組游泳選

手接受過9-11年的正規游泳訓練，100公尺自由式平均

成績為58.37±1.79秒。一般生的招募則選擇沒有規律

運動習慣的學生參與。每一位參與者均無任何下背或

是軀幹受傷或病史，無任何妨礙或是影響運動表現之

運動傷害，並且在實驗進行前會讓參與者了解實驗目

的、過程與實施方法，讓參與者熟悉測驗方法之後開

始測驗。 

 

表1、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年齡

(歲)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身體質量指數 

(BMI) 

國中游泳隊

(n=10) 

14.7 

±0.7 

165.4 

±7.4 

55.3 

±8.9 

20.20 

±2.10 

國中一般生

(n=10) 

14.6 

±1.0 

162.0 

±1.8 

58.0 

±13.3 

21.60 

±2.80 

大專游泳隊

(n=10) 

20.9 

±1.1 

175.2 

±4.4 

70.5 

±8.1 

22.90 

±1.80 

大專一般生

(n=10) 

22.0 

±1.2 

176.0 

±6.5 

67.8 

±12.1 

21.80 

±3.10 

 

二、測驗方法 

  實驗前先記錄身高體重，計算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測試項目包含： 

軀幹肌力測試，使用特製測力裝置，本研究利用

力矩傳感器  (torque sensor) (SWS-1K, Transducer 

Techniques, Temecula, CA) 配合特製測力裝置來測量

研究參與者之肌力。所使用之傳感器可測得最大力矩

為1355Nm。將此力矩傳感器之訊號接到一放大器並經

由類比數位轉換板之後，以電壓形式傳送至電腦。由

電壓變化量可計算得對應旋轉力矩。此力矩傳感器於

本實驗室之重複測量信度和效度良好，組間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各為0.993及

0.999。 

  本實驗肌力測試是以力矩傳感器固定於特製的測

力裝置上，測量等長收縮的肌力。每個動作三次，每

次研究參與者都需要盡最大力量收縮持續5秒，每次收

縮間隔休息30秒，以三次測試的平均來代表該肌群的

力量。在正式測試前，先給予研究參與者一次練習的

機會。測試動作詳述如下：軀幹前彎、後仰之肌力：

請研究參與者坐在座椅上，雙腳懸空，以固定帶固定

住骨盆及兩側大腿，並以固定帶將軀幹固定制特製背

靠上。將固定力矩傳感器之旋轉軸對準髂前上脊

(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 ASIS)，調整背靠使研究參

與者上半身自然挺直後固定。請研究參與者盡最大力

量分別做軀幹前彎及軀幹後仰的等張收縮 (圖1)。測

試旋轉肌力前，會先調整位置讓力矩傳感器位於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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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對準脊椎。然後，以固定帶將軀幹與旋轉配件綁

住，讓研究參與者胸部緊貼施力板。請研究參與者盡

最大力量分別作出軀幹旋轉至左側及右側的等長收縮 

(圖2)。最大等長肌力除以體重做標準化之後進行統計

分析。 

 

 

圖1、軀幹前彎及後仰的等長收縮肌力測驗 

 

 

圖2、軀幹旋轉左側及右側的等長收縮肌力測驗 

 

  軀幹動作控制能力測試，使用平衡及本體感覺評

估訓練儀  (Prokin-M, TecnoBody S.r.l., Dalmine BG, 

Italy)。測試步驟為請研究參與者坐於測量座椅的圓盤

上，背後脊椎垂直位置和圓盤中心成一直線，雙手自

然平放於大腿上，雙膝關節調整呈90度彎曲 (圖3)。先

給研究參與者練習的機會，研究參與者熟悉測試方法

後正式開始，研究參與者必須在兩分鐘內移動代表身

體中心的游標，盡可能沿著圓圈內的軌跡，做順時鐘

或逆時鐘的移動各5圈。螢幕中央有數字，示意研究參

與者剩下多多少圈數 (圖4)。測驗結束取軌跡追蹤誤

差進行統計分析，誤差愈小代表軀幹控制能力愈好。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SPSS22.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數據分

析，以二因子完全獨立變異數分析(游泳選手/一般生×

大專生/國中生)，瞭解不同年齡層及游泳選手或非游

泳選手所產生的差異，如果交互作用有顯著再使用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做為事後檢定的比較，顯著水平訂在

p < .05。 

 

圖3、軀幹動作控制能力測試 

 

 

圖4、平衡及本體感覺評估訓練儀螢幕顯示 

 

參、結果 

在軀幹最大肌力方面 (表2)，數據顯示，軀幹前彎

肌力在二因子完全獨立分析後發現，一般生以及游泳

選手之間有顯著差異 (p = .004)，年齡無顯著差異，交

互作用也達到顯著 (p = .027)。單因子事後比較發現國

中游泳選手軀幹前彎的肌力較一般大專生顯著要好 

(p = .020)，大專選手軀幹前彎的肌力也比大專一般生

顯著要好 (p = .001)。軀幹後仰肌力的交互作用達到顯

著差異 (p = .039)，單因子事後分析發現國中一般生大

於大專一般生 (p = .046)、 大專游泳選手大於一般大

專生 (p = .007)，年齡和是否為游泳選手沒有顯著差異。

軀幹向右邊旋轉肌力在游泳選手與一般生之間有顯著

差異，選手大於一般生 (p = .005)，年齡和交互作用則

無顯著差異。軀幹向左邊旋轉肌力在游泳選手與一般

生之間也有顯著差異，選手大於一般生(p = .041)，年

齡和交互作用則無顯著差異。前彎後仰的前後比例 

(後仰/前彎) 四組皆無顯著差異。 

在軀幹控制能力方面 (表2)，軀幹順時針與逆時

針旋轉的重心軌跡追蹤誤差在年齡上有顯著差異，大

專生優於國中生 (p < .001)。一般生與選手之間的差異

與交互作用皆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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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國中選手和一般生、大專選手和一般生之軀幹最大肌力與控制能力比較 

變項 
選手 一般生  p值  

選手/一般生 年齡 交互作用 

軀幹肌力比較(BW) 

軀幹前彎 

國中生 1.72 ± 0.43 1.63 ± 0.33 0.004* 0.695 0.027* 

大專生 1.95 ± 0.37 1.29 ± 0.40 選手＞一般生 國中選手＞大專一般生 

    大專選手＞大專一般生 

軀幹後仰 

國中生 2.20 ± 0.96 2.27 ± 0.78 0.068 0.446 0.039* 

大專生 2.56 ± 0.95 1.51 ± 0.89  國中一般生＞大專一般生 

    大專選手＞大專一般生 

軀幹右轉 

國中生 0.72 ± 0.20 0.63 ± 0.18 0.005* 0.152 0.063 

大專生 0.99 ± 0.18 0.60 ± 0.38 選手＞一般生   

      

軀幹左轉 

國中生 0.81 ± 0.20 0.63 ± 0.18 0.041* 0.265 0.473 

大專生 1.00 ± 0.22 0.60 ± 0.38 選手＞一般生   

      

後仰/前彎 

國中生 1.30 ± 0.49 1.38 ± 0.33 0.853 0.955 0.760 

大專生 1.34 ± 0.53 1.32 ± 0.70    

      

軌跡追蹤誤差(％) 

軀幹順時針旋轉 

國中生 29.76 ± 7.10 29.76 ± 14.13 0.874 ＜.001* 0.846 

大專生 16.30 ± 4.18 15.37 ± 2.94  國中生＞大專生 

      

軀幹逆時針旋轉 

國中生 32.62 ± 10.38 31.48 ± 16.87 0.891 ＜.001* 0.834 

大專生 16.04 ± 4.75 16.28 ± 3.30  國中生＞大專生 

＊
p < 0.05 

註：BW ＝ body weight 體重。 

註：依據測試儀器Prokin的定義標準，軌跡追蹤誤差指數介於0-35%，被視為本體感覺控制良好； 

>35％-100%，被視為控制普通；>100%，表示控制能力有問題，需進一步評估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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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在核心肌力的統計與數據結果中可得知，不論是

國中或是大專選手軀幹肌力都大於一般生，在軀幹前

彎、後仰的最大肌力，又以大專一般生在肌力用體重

做標準化之後最小。隨著近十年來對核心肌群的重視，

對核心肌群的訓練也隨著訓練觀念改變而增加，先前

的研究就已指出增加肌肉的運動確實可以增加收縮的

速度和動力，重量訓練對游泳的動力有顯著增進效果，

肌力的發展對動作速度亦有正面效果 (黃取炎，2000)，

所以在軀幹最大肌力上有經過核心訓練的選手會優於

未經訓練的一般生。近年來網路科技的興盛，使得許

多大學生的生活型態偏向於坐式的靜態生活，缺乏動

態休閒生活 (陳全壽、劉宗翰、張振崗，2004)，而教

育部規定國中小一週必須要有一百五十分鐘的體育課，

國中學生的運動時數可能大於沒有規律運動的大學生。

使得分析結果顯示出大專一般生的軀幹肌力在經過體

重標準化後最小，特別是在前彎後仰的腹背肌力，可

能對身體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前彎後仰肌力的比值

不論是年齡或是不是選手都無統計上的差異，維持一

定的比例。Hildebrandt、Muller、Heisse與Raschner (2017) 

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結果，研究中比較了性別與有無

滑雪訓練的四組人，在軀幹伸肌與屈肌肌力的比例組

間沒有統計上的差異，比例約為1.69-1.85。Tsai (2005) 

也有類似的發現，無下背痛的高爾夫球選手的背肌/腹

肌肌力的比例為1.75。本篇研究中背肌/腹肌肌力比例

約為1.3，且4組之間比例無顯著差異，與陸上選手比較

起來此肌力比值略小，可能因為游泳時背肌不需像陸

上項目在軀幹前彎時需要對抗較大的地心引力，而且

在軀幹前彎的時候 (如蝶式手部入水時，上半身往下

壓的動作) 有水的阻力協助拮抗，所以背肌肌力需求

不如陸上選手大。在加強核心力量的時候需要按照專

項特性的需求加強核心能力，但如果兩個肌群之間的

比例失調，不論是主動肌太強或是拮抗肌太強，很有

可能會造成下背痛或是有較高受傷的風險 (Ezechieli 

el at., 2013)。 

  動作控制能力是游泳項目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祁

團結與李小麗 (2007) 指出，針對游泳項目的特點，當

運動員在做游泳動作時，雙臂和腿部力量都來源於身

體核心部分力量。穩定的控制能力可以使四肢有穩定

力量的輸出，在動態的環境中運動，核心控制能力顯

得非常重要。不同泳姿對於肌肉所使用百分比皆有不

同；以蝶式來說，使用軀幹 (核心) 力量較其他三種泳

姿來得更多，可能會有較好的表現。然而，本研究中

選手與一般生的軀幹控制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可能原

因除了測驗方法較簡單無法鑑別組間的差別外，本研

究並未將游泳選手的泳姿區分開來分析，亦可能影響

結果的呈現，未來可以針對不同泳姿選手的軀幹控制

能力來進行探討。而軀幹控制能力在年齡上有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可能與過去學者所指出的15歲到20歲的

階段，身體的各項生理機能逐漸成熟有關 (林惠美、

曾國維、陳永盛，2015)，大專生可能因為神經生理機

能較成熟而在軀幹控制能力上有較好的表現。 

 

伍、結論 

  游泳是一項全身性運動，雙臂與雙腿的力量傳遞

需要核心肌群的參與，而且游泳是在動態的環境中進

行，力量的傳遞更顯得重要，因此核心的力量與控制

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強大的核心能力可以保持身

體在水中的穩定、減少阻力、增加推進能力，使得技

術得以發揮。本研究中經過訓練的選手肌力確實大於

一般生，表示游泳選手的訓練確實有達到增強肌力的

效果；控制能力上只有年齡的差異，可能與測驗方法

難度不足及沒有將不同泳姿分開來檢視有關，未來在

這方面若能更深入仔細探討，或許可以有新的發現可

以提供游泳選手訓練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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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runk muscle strength and movement control ability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level of swimmers and non-swimmers. Methods: Four groups of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ju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level of swimmers and non-

swimmers) with 1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Isometric trunk muscle strength (flexion, extension, and 

rotation) was measured with a customized dynamometer. Trunk movement control ability was 

assessed with a proprioceptive system. Two-way ANOVA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runk muscle strength and movement control ability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participants. Results: 

Normalized trunk flexion strength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wimmers were stronger than 

that in college non-swimmers. Normalized trunk extension strength in junior high school non-

swimmers and college swimmers were stronger than that in college non-swimmers. Normalized trunk 

rotation strength in swimmers were stronger than that in non-swimmers. Trunk movement control 

ability performed in college students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 

Swimmers have stronger normalized trunk muscle strength compared to non-swimmers who do not 

have regular exercise habits. College students with maturer neuromuscular system may have better 

trunk movement control ability tha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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