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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 奧運會划船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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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2012年倫敦奧運會划船比賽戰術策略之研究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

士班 研究生：呂明珍 指導教授：陳鴻雁博士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

瞭解划船比賽2000m過程中，參賽隊伍採取之戰術策略模式，研究

對象為2012年倫敦奧運會14項比賽項目前6名隊伍，共84隊參賽隊

伍。經比賽策略模式分析結果顯示： 一、 2012年倫敦奧運會84隊

參賽隊伍中，61隊(73%)採取最佳經典策略模式；21隊（25%）採

取飛越消退模式；2隊（2%）採取平均分段策略模式；沒有隊伍採

取保守策略模式（0%）。 二、 在14項比賽冠軍艇中；10隊（71

%），採取最佳經典策略模式； 4隊（29%），採取飛越衰退策略

模式；沒有冠軍艇隊伍採用平均分段與保守策略模式（0%）。 

三、 研究500m分段速度分佈情況，可以瞭解参賽隊伍採取何種策

略模式；並判別採取不同戰術策略模式與成績之關連性。經本研

究結果得到之結論為，划船比賽被採用最多的策略模式為最佳經

典策略模式（73%）；次之為飛越消退策略模式（29%）。 經分析

結果，本研究之結論為：2012年奧運會划船比賽，被参賽隊伍採用

最多的策略模式為；最佳之戰術策略為最佳經典模式，但有4項冠

軍隊伍採用飛越消退策略模式。此結果可供作者未來划船訓練及

國內教練做為比賽策略應用之參考。 關鍵詞：奧運會划船比賽項



目；划船比賽策略模式 論文總頁數：57頁 

摘要(英) A Study on the Rowing Competition Tactics�X2012 London Olympic Ga

m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

raduate student: Ming-Chen Lu / Advisor: Dr. Hung-Yang Che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purpose aimed at exploring tactics used in 2000-meter rowing 

competition in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Subjects included a total of 8

4 participating teams, among which were the first 6 winning teams in 14 co

mpetition categories. Based on tactic paradigm analysis, the findings were r

evealed as follows: 1. Of 84 participating teams, 61 teams (73%) adopted cl

assic optimum paradigm, 21teams (25%) adopted fly and die paradigm, 2 te

ams (2%) adopted even split paradigm and none of the teams (0%) adopted 

conservative paradigm. 2. Of the champion teams in 14 competition categor

ies, 10 teams (71%) adopted classic optimum paradigm, 4 teams (29%) ado

pted fly and die paradigm and none of the teams (0%) adopted either even s

plit paradigm or conservative paradigm. 3. A more detailed look at 500-met

er speed distribution, it can be indicated regarding tactics competing teams 

appli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ctics use and results. The research fin

dings imply that in rowing competitions, classic optimum paradigm was im

plemented most frequently (73%), followed by fly and die paradigm (29%). 

Th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in rowing competition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frequently-used tactic was classic optimum paradigm in 2012 London Olym

pic Games. Such implications could be referred as to rowing competition pr

e-trainings in the years to come. Keywords: Rowing competition category i

n Olympic Games / Tactic paradigm  

論文目次  

參考文獻  

論文頁數  

附註  

全文點閱次數  

資料建置時間  

轉檔日期  

全文檔存取記錄  

異動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