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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ing Elite Athlete Training Process 

摘要

(中) 

本研究用質性研究的深入訪談法，以 7 名參加 2009 年香港東亞運優秀

女子划船選手為對象。目的在於探討優秀選手的參與背景及訓練動機、

競賽前的心理準備、選手的價值觀、訓練歷程所面對之問題和尋求解決

的方法、結束划船訓練後的規畫。本研究歸納結論如下： 一、 參與背

景及訓練動機：選手本身興趣、學校體育課及教練（教師）的發掘。訓

練動機高中階段為了升學；大學階段為了自我成就做努力。 二、 競賽

前的心理準備：大多數選手都未曾做過心理訓練，但是都會自我對話、

自我鼓勵與冥想。競賽前多以自我調適或教練指導為主。 三、 選手的

價值觀：高中階段價值觀大多為了升學；大學階段追求成就感與自我突



破。 四、 訓練歷程所面對之問題和尋求解決的方法：面臨最大問題在

於選手在訓練或是非訓練時所受的運動傷害，期解決方式為看中、西醫

及物理治療。 五、 結束划船訓練後的規劃：大部分選手希望擔任教練

或教師，將所學傳授給下一代新秀，繼續從事自己專業及興趣的領域。 

關鍵詞：划船、優秀選手、訓練歷程。  

摘要

(英) 

The qualitative study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 on seven elite female rowing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Hong Kong 2009 East Asian Ga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backgrounds, training motives, pre-contest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s, values, training processes, problems, solutions for 

problems, and future plans of elite athlet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listed as follows: 1.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motives: personal interest, Physical 

Education at school,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oach (teacher) were the main reason 

the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d in Hong Kong 2009 East Asian Games. The training 

motives were for education advancement during high school and for self-

achievement in college. 2. Pre-contest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most athletes 

were not psychologically trained but they were all familiar with self-dialogue, 

self-encouragement, and meditation. The preparations for contests were mostly 

self-adjustment and coach instruction. 3. Value of athletes: education 

advancement was valued in high school and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self-

breakthrough were valued during college years. 4. Problems faced during training 

process and the solutions: the major problem was sport injuries occurred during or 

out of trainings. The solutions were medical treatments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nd physiotherapy. 5. Future plans: most athletes wished to be coaches 

or teachers in the future to pass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hile continuously involve in their expertise and interests. Keywords: 

Rowing, Elite Athlete, Training Process  

論文

目次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表次 vi 圖次 viii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

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問題 3 第四節 研究

範圍與限制 4 第五節 名詞釋義 4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運動訓練

之相關文獻 6 第二節 划船訓練之相關文獻 18 第三節 探討優秀選手

訓練歷程之相關文獻 25 第四節 我國划船運動發展現況 34 第五節 質

性研究的概述 39 第六節 東亞運之起源與我國參賽現況 42 第七節 文

獻探討總結 48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50 第二節 研究

流程 51 第三節 研究對象 52 第四節 研究工具 53 第五節 研究過程 

54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54 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選手基

本資料整理 55 第二節 訓練歷程的開始階段 57 第三節 訓練歷程的發

展階段 60 第四節 訓練歷程的結束階段 79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

節 結論 85 第二節 建議 87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90 二、 英文部

分 94 附錄一 訪談大綱 96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10）。中華台北奧會

參加 2009 年第五屆香港東亞運動會代表團報告書。出版社：中華奧林

匹克委員會。 王鈞逸（2009）。室內與水上划船運動訓練衡量之比較。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師範大學，臺北市。 田麥久（1997）。論運動訓



練計畫。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江倩茹（2008）。各學校划船

代表隊教練管理行為與選手參訓滿意度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

大學，新北市。 江慧娟（2008）。2008 奧運中華女子壘球運動員訓練歷

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吳建良

（2008）。國內優秀男子跳遠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輔仁大學，新北市。 吳政穎（2001）。以傅力葉及述建立陸上划船器之

划船技術等級判定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市。 呂欣倫（2006）。呼吸肌訓練對划船運動表現效果之探討。未出版

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李誠志（1994）。教練訓練指

南。臺北：文史哲。 李軾揚（2002）。我國優秀職業棒球選手訓練歷程

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林仁義（2001）。

原住民甲組成棒選手參與棒球運動動機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

文化大學，臺北市。 林文郎（1999）。我國運動訓練問題之探討與分

析。1999 國際大專運動教練研討會，47-58。 林正常（1993）。運動科

學與訓練。臺北：銀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正常、林貴福、徐台閣、

吳慧君合譯（2005）。運動生理學。新北市：藝軒。 林永隆（2004）。

划船運動入門。臺北：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林展緯（2005）。日月潭與

冬山河水上划船訓練中心訓練環境優劣勢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

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夏梅齡（2004）。我國甲組籃球優秀選手之成功

訓練歷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徐本力、曾

慶裕（2002）。現代競技運動訓練原理。新北市：輔仁大學。 翁文卿

（2006）。我國優秀女子田徑中距離選手訓練歷程。未出版碩士論文，

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翁志成（1998）。運動訓練管理。臺北市：師

大書苑。 張建雄（2009）。臺灣優秀划船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

碩士論文，輔仁大學，新北市。 張建雄、曾慶裕（2008）。漸進是目標

設定在西式划船之探討。真理大學運動知識學報，5，102-110。 張博夫

（1992）。運動訓練理論與方法。臺北市：天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曹

家銘（2004）。我國男子優秀自由車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郭子元（2000）。我國優秀女田徑運動

員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陳全壽

（1995）。二十一世紀的身體運動及運動科學的研究。國民體育季刊，

24(4)。 陳冠列（2007）。我國優秀花式撞球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

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陳咨琳（2003）。2002 年亞運我

國女子足球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

北市。 陳慧如（2006）。質性及量化的體育研究法之比較。臺中教育大

學體育學系系刊，118-126。 彭坤郎（2005）。間歇訓練對划船選手測功

儀成績影響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力臺灣體育學院，臺中市。 游

斯徨、林永隆（2007）。划船運動賽前減重訓練之探討。大專體育，

88，30-34。 游鳳芸（2001）。我國參加 2000 年奧運桌球選手訓練歷程

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張宏亮（1997）。

焦慮、注意力與運動成績。中華體育，11(3)，5-11。 湯銘新（1996）。

奧運百週年發展史。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印行。 黃瑞琴（1991）。

質的教育研究法。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黃裕隆（2010）。預測優秀划

船選手 1000M 與 2000M 運動表現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臺北市。 楊鈞芪（2003）。2002 年我國青少年射箭運動員訓

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葉佳慈

（2002）。我國國家級保齡球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葉憲清（1996）。運動訓練法。國民體育季

刊，25(2)，4-13。 過家興（1991）。運動訓練學文集。臺北市：中國文

化大學。 劉曉軍（2004）。現代運動訓練發展的內涵及主要特徵。山西

師大體育學院學報，19(4)，106-108。 潘瑞根（2002）。短跑訓練實

務。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大學，桃園縣。 蔡佳諺（2007）。臺灣

地區參加 2006 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會內賽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

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蔡慶彬（1997）。划船拉槳動作

之動力學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大學，桃園縣。 鄭景峰、林

惠美、李佳倫、林正常（2008）。以生理變項預估 2000 公尺室內西式划

船運動表現。大專體育學刊，10(3)，133-149。 羅如卿（2003）。我國

優秀軟式網球選手訓練歷程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 蘇俊賢（1999）。運動員訓練之鑰---範圍、方針與系統。1999

國際運動教練科學研討會，168-176。 二、 英文部分 Bomap, T. O. (1990). 

Periodiz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Training/4th ed. Human Kinettics 

Publishers Inc. Evetts, J. (1989). Married women and career: career history 

accounts of primary head teachers.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2), 

89-105. Lincoln, Y. S., & Guba, E.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 Alexander, L. (1995) In-

depth Interviewing, Second Edition. South Melbourne: Longman.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論文

頁數 
10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7/9 

轉檔

日期 
2012/07/10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046079 2012.7.9 22:20 122.116.250.9 new 01 499046079 2012.7.9 22:21 

122.116.250.9 new 02 499046079 2012.7.9 22:21 122.116.250.9 new 03 

499046079 2012.7.9 22:21 122.116.250.9 new 04 499046079 2012.7.9 22:21 

122.116.250.9 new 05 499046079 2012.7.9 22:22 122.116.250.9 new 06 

499046079 2012.7.9 22:22 122.116.250.9 new 07 

異動

記錄 

C 499046079 Y2012.M7.D9 22:14 122.116.250.9 M 499046079 Y2012.M7.D9 

22:16 122.116.250.9 M 499046079 Y2012.M7.D9 22:26 122.116.250.9 M 

499046079 Y2012.M7.D9 22:26 122.116.250.9 M 499046079 Y2012.M7.D9 



22:27 122.116.250.9 M 499046079 Y2012.M7.D10 11:33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7.D10 11:34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7.D10 

11:37 140.136.120.15 M phed3282 Y2012.M7.D10 11:37 140.136.120.15 M 

030386 Y2012.M7.D10 15:03 140.136.208.35 M 030386 Y2012.M7.D10 15:03 

140.136.208.35 I 030386 Y2012.M7.D10 15:04 140.136.20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