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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蘭槳翻滾



序言

學習翻滾是一個有益且富有挑戰性的課程，耐心和不斷練習是成功的關鍵。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教你學習你的第一個

翻滾，它旨在幫助您進階學會一系列的格陵蘭式翻滾技巧。如果你從來沒有學過翻滾，網站 www.QajaqRolls.com

有許多初學翻滾的資料可以參考。

這本書是網站 www.QajaqRolls.com 的配套指南，網站全面收集了許多格陵蘭翻滾的圖片、影片、及解釋說明。這

本書是以Xerox 高級 NeverTear 防水紙印成，設計成水上使用，練習時，將書打開，翻到你正在練習的翻滾章節，

夾在你的前甲板下供你練習時隨時參考。

全部的翻滾分為四個章節：後仰翻滾、前傾翻滾、Norsaq翻滾還有最後的徒手翻滾。每個章節的順序依照學習的順

序排列，難度隨著你學習的進度而逐漸增加。

翻滾以英文名稱表示(同時翻譯為中文)，如有已知正確的格陵蘭名稱，亦同時標示，同時標註依照格陵蘭翻滾大賽的

翻滾編號與採計分數。

作者建議在學習翻滾前，先仔細瀏覽網站 www.QajaqRolls.com 上的相關翻滾資料。在水上練習時，再使用這本手

冊來提示關於你在學習的該項動作之關鍵技巧。

這本書包含25個翻滾動作，當然翻滾形式不只這些，還有許多其他的翻滾可以學習，期望將來的續集會再收錄更多的

翻滾動作。

風險警告

本指南書之教學內容無法排除學習者發生溺水等意外之可能性。學習翻滾前，請穿著適當的裝備，使用正確的安全器

材，以及在合格的教練指導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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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rolls 徒手翻滾
21.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徒手翻滾 前傾到後仰

22. 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徒手翻滾 前傾到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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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ock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石塊翻滾 前傾到後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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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Side sculling 側搖櫓
Innaqatsineq
Competition #1, two points/side
翻滾競賽#1   2分/每側

後仰躺，頭部越接近甲板越好 (最好碰觸甲
板). 用延伸槳的姿勢抓握船槳，向右方延伸，
手掌向上抓握槳葉. 以30-45度的擺動弧度
掃動船槳，每一槳都要轉動槳葉以確保槳葉
能維持在水面位置。

身體向外擺，離開後甲板，右膝蓋由甲板下
方施加壓力上頂，保持肩膀平放在水面。持
續來回掃槳。

身體繼續向外延伸，直到你的身體與船垂直。
同時繼續掃槳。用你的膝蓋適量的上頂，轉
動船到垂直水面或更超過，同樣的力量也可
使船翻正。學會運用膝蓋上頂力量，隨心所
欲控制船側翻的角度。

回復原位時，施加大一些的力量在右膝蓋向
上頂，將船翻正，同時掃槳，身體轉回到後
甲板上方仰躺。注意頭部要保持在水中，直
到肩膀上到甲板後才離開水面。不要急著坐
起，直到頭部的位置回到船的中心線，以及
船槳與船身垂直後才坐起，回復時的掃槳，
船槳盡量不要超過與船身的垂直線。

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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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Balance Brace 平衡支撐
Nalaasaarneq

動作開始時，讓船槳浮於你的右側水面上，
與船保持平行，握住船槳中央位置，掌心朝
上，直躺於後甲板上，左手臂伸出維持平衡。

將你的右膝蓋用力上推甲板，左腿放鬆，肩
膀划出甲板，仰躺，背部反弓起，頭部後仰
入水，保持肩膀平躺在水面上。

抓到平衡後，慢慢的轉動腰部，讓身體離開
船身，保持雙臂伸展開的姿勢，將槳維持在
頭部後方，遠離船的位置。持續移動身體直
到身體與船呈垂直的角度。

回復原位時，轉動腰部讓身體往船後方靠近，
保持肩膀平躺，頭部後仰，在最後一刻，用
力下壓船槳，利用下壓的浮力，將身體移回
後甲板上方。

維持頭部低姿勢，盡量延長在水中的時間。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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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Standard Greenland Roll 基本格陵蘭翻滾
Kinnguffik paarlallugu/nerfallaallugu
Competition #3, two points/side
翻滾競賽#3  2分/每側 準備動作，將船槳置於船左側，直指前方，

與船身平行。右手在前，用整個手掌握住槳
葉。前傾，前額朝向左膝外側，身體微轉向
左側，由左側開始翻滾。

等船完全翻轉朝下，槳葉浮出水面。稍微轉
動你的肩膀，讓你的胸部幾乎與船平行。然
後頭慢慢地往後仰，背部反弓起。把你的頭
遠離空氣。這動作會與你的本能與自然反應
相違背。

然後用槳向外橫掃。保持你的左手在胸部左
側的位置。右手持槳掃出一個優美的弧線。
順時鐘往向船後側轉動軀幹，一直保持你的
眼睛注視槳端。讓你的右膝蓋頂著大腿護墊
或甲板，提供船的扶正力矩。

過程中，務必不要向水下插槳。務必沿著水
面掃槳，槳將提供你把船翻正的巨大力量，
讓你可以徐徐的將船翻正，同時身體滑上後
甲板，最後滑上後甲板的身體部位應該是你
的頭部，當翻滾動作完成時，你的槳應該橫
在胸前，與船成直角。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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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Butterfly Roll 蝴蝶翻滾
Pakkalussatut

預設為從右邊翻起。船槳置於船的左側，平
行船身，漂浮水面，右臂橫過船身，抓握位
於船左側水面的船槳。左臂由右臂下方橫過
船身，抓握艙口邊緣。

向左側翻，稍等船槳浮上水面，因為這時只
有單手抓握船槳，因此槳面會些微扭動，當
槳浮上水面後，確保槳面平行水面，接著，
用右臂將槳往船外側推，背部反弓起，將頭
部向後推。

隨著你的右臂向側面延伸，運用槳的浮力將
身體擺動到後仰姿勢，左手揮越甲板到船的
左側拍擊水面，完成動作。

動作完成時，右臂應該延伸出去在船的右側，
長心向上握住船槳，船槳與船保持平行，身
體仰躺在後甲板上，左臂在船的左側延伸出
去，人船呈現十字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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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Shotgun or Armpit Roll 獵槍翻滾 或 肩窩翻滾
Paatip kallua tuermillugu illuinnarmik
Competition #11, thre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3  2分/每側

A

B

C

D

右手握槳，掌心向下，手臂幾乎伸直。微微
的將槳抵握肩窩。你會覺得似乎需要槳朝肩
窩抵的很用力才能固定，如果一開始練習像
我一樣用力，最後你會挫傷自己的胸口。試
著學習放鬆，經過多次練習之後，你會發現
並不需要用太大的抵住力量。槳端然後往左
擺動（逆時針）從船頭左側下水。身體前傾
將槳下推的更深。

從左側翻下去。準備動作的關鍵是等待槳端
浮到水面的位置。右手手掌心朝上，準備掃
槳。

當槳端碰到水面時，開始掃槳，依照跟標準
格陵蘭翻滾完全一樣的三個身體動作，右臂
向右外側掃，向外側傾斜並且頭部向後仰，
身體向船後轉，右膝蓋上提。

因為槳延伸的更遠，這個動作的掃槳會比標
準格陵蘭翻滾還更有力量，. 在掃槳的過程
中，右手掌應該朝上，動作結束，槳應該在
右側往外伸，與船和身體垂直，如同基本格
陵蘭翻滾，直到動作結束前，都專注的注視
著槳端，頭部保持在水中直到完成動作。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Rolling with paddle held in crook of elbow 肘彎翻滾
Pakassummillugu Unermillugu
Competition #4, thre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4  3分/每側 手先，將槳置於右手手肘彎內側，滑動船槳

直到左手掌滿把抓握槳葉. 你的手掌心向外，
手背面向身體，右手肘彎曲，用你的二頭肌
將槳夾緊，轉動整個身體軀幹讓你的肩膀與
船平行，將船槳勾住，位於船的左外側，船
槳葉點水，沉入水中。

左側翻入水中，等待槳葉浮出水面，確定槳
葉在水面才能得到最好的掃槳效率。夾著槳
盡量接近前甲板，求得最接近水面的位置，
這個翻滾的訣竅是，因為槓桿不像之前的幾
個動作來的大，所以相較於船槳的支撐力，
會有更多的翻正力量來自於你的背部反弓以
及膝蓋上頂。

然後繼續三個基本後仰掃槳動作：掃槳，後
仰背反弓，膝蓋上頂。

如果翻滾不成功，繼續專住在基本動作上，
有可能是掃槳的時間點太早，或許你沒有等
槳浮到水面上，或許是太早就想要把頭抬出
水面，記得，不要驚慌或是急躁，做好基本
動作，讓神奇大掃槳把你帶起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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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e Roll 脊柱翻滾
Aariammillugu
Competition #7, thre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7  3分/每側

預備動作時，將槳垂直握在背後，用左手掌
拖著船槳葉端，右手手掌朝前握槳，大約在
頭頂的高度，如果你像我一樣，你的槳可能
會位於你的背部，延著脊椎的中間位置。不
要在這個位置，稍微將它推到你的脊椎左側。
當你向前傾的時候，讓你的左手（低手）稍
微離開你的背部，槳尖向你的船左側點水，
從左側開始翻滾。

等你完全翻覆過去，肩膀浮出水面時，你應
該感覺到你的槳葉尖端跟你同步在水面。從
這個時候開始就依照標準格陵蘭翻滾的原則，
反弓起你的背部，然後膝蓋上提，開始旋轉
船身。

你的槳連帶著身體向船後掃，要成功做完這
個動作的關鍵是再掃槳的過程中，同時調整
槳與身體的角度，不要企圖讓槳全程都跟身
體同步，讓槳的動作比身體稍微延遲，因此
在動作結束時，你的槳在水中掃槳結束，同
時身體也剛好上到後甲板。

要做到這一點最簡單的方法是，提高你背部
的左手，同時將你的右手推離你的身體。這
樣你就可以在最後身體要上到後甲板上時，
借用船槳得到一些支撐的助力。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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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Roll with paddle behind neck 頸後 基本格陵蘭翻滾
Siukkut Tunusummillugu
Competition #9, four points/side
翻滾競賽#9  4分/每側

C

D

A

B

首先，把槳置於脖子後面，向右方延伸，左
手手掌包握船槳頭，握於身體後方上方的位
置，左手會離頭部很近，右手握的位置出去
一點，大約在肩膀的外側，逆時針旋轉軀幹，
將船槳斜過船頭。槳頭點水，身體前傾，儘
可能的最大延伸槳的深度。

從左側翻滾下去，要有耐心，等待槳浮出水
面。你的位置可能會比正常翻滾更深一點。

開始畫弧，向外向後側掃槳。因為你的脖子
並不強壯，這個翻滾的力量會比其他翻滾方
法來的稍微延遲一點，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整個翻滾力量會再掃槳的過程中稍微延遲出
現，差不多是在船槳與船成30度的時候才
開始。

翻滾完成時你的頭在後甲板上，船槳在脖子
下，指關節接觸甲板。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Standard Roll with Paddle Behind back 背後基本格陵蘭翻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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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動作時，逆時針扭轉。將槳致於背後，
右邊的槳葉尖端勾住船頭，槳頭點水翻入水
中。

兩手從背部的兩側握住船槳，手掌朝向船的
左側。

翻滾時，臉部先下水，等待妳的頭部跟槳葉
端浮至水面，掃槳前再次確認槳葉角度正確。

反弓起你的背部，頭部向後仰，膝蓋上提，
這些動作會將船開始轉正。

開始向船尾掃槳，稍微扭動你的身體以確保
掃槳結束時，身體可以回到後甲板上，你可
能會碰傷你的指關節。完成時，船槳與船身
呈正確角度，軀幹也仰躺在後甲板上。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Paddle held in front Roll 前持槳翻滾

開始時，將船槳對著自己的胸腹間。右手抓
LOOM，左手在下握住槳頭。身體前傾，槳
頭點水翻入水中。

由左側入水，等待槳頭浮至水面，身體旋轉
要先於船槳.

背部反弓起，膝蓋上頂轉動船身，向後擺動
你的身體和船槳。

身體回到後甲板完成翻滾，此時船槳朝向後，
與船成45度。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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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 sculling 胸前搖櫓
Palluussineq
Competition #2, two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  2分/每側

將你的槳向右延伸，右手抓LOOM ，左手
握住槳葉的末端，向右延伸。

將槳向側面離開船的方向滑伸出去，慢慢讓
你船槳的浮力支撐你的重量，請確保你的膝
蓋穩固的頂在前甲板下方。

一旦完全延伸出去，將你的頭部後仰，反弓
起背部，用右手控槳掃動，產生搖櫓動作，
左手保持固定位置，後腦浮出水面。頭部不
需要整個離開水面（除非你需要空氣）

回復時，向反方向拱起背部，將下巴靠向胸
部，然後向前轉動你的身體。頭部保持低姿
勢在水中，直到您可以滑動頭部到前甲板。
最後，掃動船槳收回前甲板上完成動作。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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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C

D

示範從右邊翻起，開始時，槳頭置於前甲板
上，向右邊伸出去，用右手虛握船槳，向
左側翻下水。

在水中上下顛倒時，伸左手去抓握船槳
LOOM。

右手放開。繞過船身，到船另一邊，握槳在
左手的旁邊。

這翻滾是一種低支撐翻滾。如同低手支撐，
船槳橫過船身，架在船上，這個動作提供了
額外的支撐力，幫助你將船翻轉過來。盡量
延長你的頭在水中的時間，翻滾快完成時，
想像你的鼻子沿著前甲板移動。
翻滾完成時，船槳停在跟一開始同樣的位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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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Paddle Roll  槳下翻滾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Storm Roll 風暴翻滾
Siukkut pallortillugu/masikkut
Competition #5, thre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  2分/每側

C

D

船槳抓在船的左側，向前延伸，右手放在
LOOM的位置，縮起身體盡量向前甲板趴低。
整個翻滾過程中，船槳會持續與船體接觸，
一開始船槳會接觸翻滾側，然後船槳旋轉時
會上升到船體的側面，最後，當船翻轉時，
船槳會橫過整個前甲板。整個翻滾過程中，
頭部保持越接近甲板越好。

當翻轉在水裡時，盡量保持你的頭部貼近水
面，向前看，想像將你的下巴推向水面，有
助於幫你把背部拱起來，專心跟不斷的練習
你就可以持續跟甲板貼近。

將槳的左手端稍微推出水面，好將槳架上船
體側面，將你的下巴壓向胸部，開始用右手
向外掃槳，同時用力捲縮你的腹部，將你的
鼻子碰向你的右膝蓋。當槳開始向外掃的時
候，左手也同時向前推，船槳持續保持與船
體接觸。當你將你的頭部下壓時，船體將會
開始翻滾，在船翻正之前，不要試圖讓你的
頭部浮出水面。

這翻滾是一種低支撐翻滾。如同低手支撐，
船槳橫過船身，架在船上，這個動作提供了
額外的支撐力，幫助你將船翻轉過來。盡量
延長你的頭在水中的時間，翻滾快完成時，
想像你的鼻子沿著前甲板移動。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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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Rolling with Arms Crossed 手交叉翻滾
Tallip Paarlatsillugit Paateqarluni Masikkut
Competition #15, fiv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15  5分/每側

C

D

在這個翻滾中，左右手交叉方式均可。比賽
時，左手抓在船槳的LOOM中心偏右，右手
臂穿過左手臂之下，在左手的旁邊握住船槳，
手跟手應該近到互相接觸，兩手位於LOOM
中間位置。轉身體向左，船槳平行於船身，
沾水。

由左方翻滾下去。等你浮到水面，並且雙手
都在水面上，把你的下巴推往水面以幫助船
開始轉動。將船槳的後端往上推，擺到反過
來的船底上（現在是頂部）。將船槳與船身
成直角。

放鬆你的右臂。運用右膝蓋開始旋轉船身，
將下巴壓向胸部，用左手臂將船槳往下拉。

用槳壓著船舷轉動，接著壓前甲板。讓槳向
右向外移動，保持你的頭部壓低，鼻子在前
甲板上滑動，動作結束時，鼻子接近右膝蓋
的位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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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Reverse Sweep Roll 反掃槳翻滾
Kingumut naatillugu
Competition #6, thre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6  3分/每側

C

D

船槳握於胸前，向右伸出，左手抓握接近末
端的槳葉，抓握LOOM。順時針旋轉身體，
將船槳末端勾在船尾左側，將身體向後仰，
讓船槳入水更深。很重要的一點是你的右膝
要很穩固的與船前甲板或是膝蓋軟墊有穩固
的接觸。向後仰翻下水。

當船完全翻倒過來，你應該感覺到槳葉露出
水面。如果感覺槳葉沒有浮出水面，搖擺槳
葉將槳向水面延伸，直到確認槳到達水面的
位置。現在，您應該在水中，面朝下，背部
反弓起的姿勢。

當向船前方擺動船槳時（保持你的左手在你
的胸部），弓起你的背部，然後捲縮腹部。
這個弓起背部捲縮腹部的動作，結合將膝蓋
往頭部的方向抬昇的動作，將會產生讓船身
旋轉的力量，同時讓你的頭維持低姿勢在水
中。

完成時，你的船槳應該垂直於船身，人應該
呈現彎腰捲縮的姿勢，掃槳橫越前甲板，如
同低支撐的結束姿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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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Reverse Sweep Roll with paddle behind neck 頸後 反掃槳翻滾
Kingukkut tunusummillugu
Competition #10, four points/side
翻滾競賽#10  4分/每側

C

D

這個翻滾的準備動作很類似標準的反掃槳翻
滾。順時針扭轉身體並用槳右端勾住船尾。
抓握船槳在脖子後方，手掌朝前（你視線的
方向）

後仰翻滾入水，反弓起你的背部。等後腦浮
出水面。你應該感覺到船槳的遠端在水面上。

保持你的肩膀與水面齊平。扭轉船槳同時與
人一起掃動，整個翻滾過程都保持船槳在同
樣的脖子後面的姿勢。

一旦船槳轉到與船垂直的位置，將頭部往船
擺動，頭部維持低姿態，將你的鼻子貼著前
甲板，完成時維持低支撐的姿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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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Throwing st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NORSAQ 前縮到後仰
Norsamik nerfallaallugu
Competition #22, six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2  6分/每側

A

B

C

D

關於這個翻滾，你的姿勢越低越流線，船就
會越容易的延著他的軸線翻滾。左手抱住船
身，手摸船底，右手握翻滾拍，橫過甲板到
船的左方伸入水中。

向左方翻滾，當你從右側浮起時，兩手往天
空伸，你的左手在你翻滾時會是個反向的平
衡，這將有助於你的翻滾。你的右手是一個
巨大的槓桿，又寬又深的掃動翻滾拍。為了
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手的效率，先將兩手舉
到空中，然後散開來垂直於船的兩側。

向後方擺動你的手臂，與船呈現一個十字架
的樣子。你右手臂盡量向外延伸並且下壓。
你的左臂應該橫過整個後甲板，做為一個反
向的平衡力量。

如同所有的後仰翻滾一樣，結束時，脊椎骨
先滑上後甲板，頭部再跟著上後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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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Throwing stick, start leaning aft, finish leaning aft NORSAQ 後仰到後仰

A

B

C

D

一開始仰躺在後甲板上，雙手胸前交叉，右
手在左手上方，右手握翻滾拍。

對於以右手翻滾，把你的右手（握翻滾拍）
伸到左方。向左方翻滾，用力維持仰躺甲板
的姿勢。

當你的手浮出水面，向外向下掃動翻滾拍，
右膝蓋用力上頂。將左手甩到船的另一側當
作反向平衡力。

結束時用力張開雙手做為平衡。然後重新交
叉雙臂。直到船身穩定了，才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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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Throwing st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NORSAQ 前傾到前傾
Norsamik masikkut
Competition #20, six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0  6分/每側

A

B

C

D

左手抱船，身體貼前甲板。右手掌心朝前，
握翻滾拍，靠著頭。右膝蓋在整個翻滾都保
持與船身結合穩定。

用你的右手盡量向左邊延伸，向左方翻滾。
當顛倒在水中時，右手盡可能伸的越遠越好，
並試著讓你的頭部浮至水面。

捲縮你的腹部，開始將船翻正。將下巴貼近
胸口，再用翻滾拍掃槳之前，先用腹部跟臀
部把船翻正一些。

用翻滾拍掃一個大弧，一直到翻滾拍掃到右
方的船身底下。試著在整個翻滾過程中，讓
你的胸部與甲板保持接觸。這個翻滾一氣呵
成是最簡單的，如果動作中間中斷了，將很
難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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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Throwing stick, sweep from stern to bow, finish tucked forward
Norsamik kingukkut
Competition #21, six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1  6分/每側

右手握翻滾拍，順時鐘扭轉身體，直到肩膀
平行於船身。右手握翻滾拍，勾住船尾的另
一側，向後翻滾。確保你的右膝蓋與膝蓋護
墊緊密結合，翻滾全程左手都頂著船身。

當船完全翻轉後，反弓起背部，而你的手臂
伸出向上伸直，到翻滾拍離開水面，朝著船
的後部。

翻滾拍以一個大弧，從船尾掃動到船頭，將
頭部壓入水中，固定住你的右膝蓋，隨著身
體從後方轉向船頭，背部也跟著從反弓到拱
起。

當翻滾拍與船成垂直時的位置，將翻滾拍揮
入船底下，同時頭部以低姿態擺動到船中心
線，翻滾完成時，翻滾拍在水中船底下方，
觸碰到船底的位置。

A

B

C

D

NORSAQ 船尾掃至船頭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徒手翻滾 前傾到後仰
Assammik nerfallaallugu
Competition #25, seven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5  7分/每側

A

B

C

D

面對甲板向前壓低身體，右手橫過船置於頭
部，左手扣住船體的底部，翻滾下去並等待
浮至水面。

當你浮至水面，兩手應該都露出水面。保持
你的左手接觸船，同時確認視線仰望看向正
上方天空。

反弓起你的背部。右手向上向外向後推出來，
推的離船越遠越好。膝蓋用力頂，身體向後
掃，左手應該保時在水上，同時橫掃過後甲
板。

繼續旋轉你的軀幹，直到你後仰躺在後甲板
上，同時船的兩側各有一隻手臂保持平衡，
如果需要，你可以在翻滾快完成的最後階段，
用右手臂往下施力來提供翻正的最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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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徒手翻滾 前傾到前傾
Assammik masikkut
Competition #23, seven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3  7分/每側

A

B

C

D

胸部盡可能的貼近前甲板，這個翻滾就越容
易完成，左手臂環抱船身，將身 體拉低貼
向甲板擁抱他，右手靠著額頭，手掌向前。

右膝蓋在整個翻滾過程中保持穩固。右手盡
量向左方延伸。翻滾下水，當在水中顛倒時，
手向船的遠方延伸越遠越好，並試著將頭浮
至水面。

緊縮你的腹部，下巴貼胸口，開始翻滾。先
用你的腹部跟臀部的力量將船翻正，再開始
掃壓右手。

用手掃一個巨大的弧型。要完成這個翻滾，
手要維持弧線直到你的手觸摸到右側船體底
部。在整個翻滾過程中，盡量保持你的胸部
接觸甲板，並保持低姿勢直到你翻正過來。
如果在翻滾過程中能一直保持船翻滾的動能，
會比較容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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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Clenched fist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握拳翻滾 前傾到後仰
Assak peqillugu nerfallaallugu /Qilerlugu/poorlugu
Competition #28, eight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8  8分/每側

這個翻滾與徒手翻滾相似，差別在手要握緊
拳頭，在比賽中，人們握著一個乒乓球來證
明雙手全程緊握。開始時身體向前壓，靠著
甲板，右手橫過甲板，置於頭部前方，左手
扣船身底部。

翻滾下水，並稍等後浮出水面，雙拳應該都
離開水面，保持左手接船身，視線向上仰望
天空。

反弓背部。右手向上向外向後推出來，推的
離船越遠越好。膝蓋用力上頂，身體向後掃，
左手應該保持在水面上，同時橫掃過後甲板。

繼續旋轉你的軀幹，直到你後仰躺在後甲板
上，同時船的兩側各有一隻手臂保持平衡，
如果需要，你可以在翻滾快完成的最後階段，
用右手臂往下施力來提供翻正的最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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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Clenched fist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Assak Peqillugu Masikkut
Competition #26, eight points/side 
翻滾競賽#26  8分/每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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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翻滾與徒手翻滾相似，差別在手要握緊
拳頭，在比賽中，人們握著一個乒乓球來證
明雙手全程緊握。開始時左手臂環抱船身，
將身體拉低貼向甲板擁抱著船，右手靠著
額頭，手掌向前。

右膝蓋在整個翻滾過程中保持穩固。右拳盡
量向左方延伸。翻滾下水，當在水中顛倒時，
手向船的遠方延伸越遠越好，並試著將頭浮
至水面。

緊縮你的整個腹部，下巴貼胸口，開始翻滾。
先用你的腹部跟臀部的力量將船翻正，再開
始掃壓右手。

用右拳掃一個巨大的弧線。你的拳頭維持弧
線直到掃到船體右側底部的位置，掃得越遠，
就可以得當越大的槓桿力量。在整個翻滾過
程中，盡量維持你的胸部接觸甲板。

A

B

C

D

握拳翻滾 前傾到前傾



Front BackView from front

Rock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石塊翻滾 前傾到後仰
Ujaqqamik tigumisserlunii “nerfallaallugu”
Competition #31, nine points/side
翻滾競賽#31  9分/每側

開始時向前壓低抵靠甲板，用右手抓著石頭，
橫過甲板，置於頭部前方，手抓石頭沉在水
中，越低越好。左手扣住船底。

翻滾下水，並等待船翻轉。將石頭推到水面。
此時雙手都應該在水面上，保持左手接觸船
身，確認視線可以看到天空。

反弓起你的背部。將石頭向上向外向後推出
來，推的離船越遠越好。膝蓋用力頂，身體
向後掃，左手應該保時在水面上，同時橫掃
過後甲板。
推石頭了，出來和背部，直到它是遠從船上，
你可以到達。用膝蓋使勁掃你的身體後部。
你的左手應保持出來的水，並滑過船的後甲
板。

繼續旋轉你的軀幹，直到你後仰躺在後甲板
上，同時船的兩側各有一隻手臂保持平衡。
岩石會在掃動的過程中下沉，所以如果你的
右手臂，在翻滾結束時，被石頭帶入水中下
沉，不要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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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與圖片由 Christopher Crowhurst 所撰寫繪製

關於我：我住在美國明尼蘇達洲，已婚，有兩個女兒，我們一家四人都喜歡划船，但他們都沒有像我這樣癡迷，

我穿著黑色的格陵蘭式防寒衣，用一隻黑色的棍子槳，划我那條瘦長的船，我有大一點的船譬如像是NDK 

Explorer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 Tahe Greenland。我對學習 Inuit 的划船槳法、翻滾和救援有非常大的熱情，且

同樣熱衷於傳授這些技巧給他人，尤其是我的女兒。我很幸運生長在一個一有機會就會去水上活動的英國家庭，

我小時候都在玩帆船，譬如開著家族的帆船於 Solent 海峽航行，或參加高桅賽橫越北海，在國家級或國際比

賽中競爭。後來，我發現了我對Kayak的熱愛，我的父母買了 P&H Capella 給我，在搬去明尼蘇達之前，我在

Chesapeake Bay 划了好幾年，明尼蘇達的新家，有10,000+ 的湖泊，提供了我一個很豐富的划船經驗，在各

種氣候下划船，從-20F 到 110F。有一陣子我世界四處遊歷，也已經在全世界的四大洲划過船，其中我最喜愛

的地點毫無疑問是Kauai島西側的Na Pali 海岸。我享受著衝浪還有與飛旋海豚嬉戲，與巨大的海龜跟魟魚一起

巡航。我記憶最深刻的航行經驗也是在Kauai島，在Hanalei河上划著雙人海洋舟，那次也是我的太太

Jacquelyn第一次真的抓到前進槳的手感，為了慶祝，我們乘著水流划入了海洋，我太太人生第一回興奮的尖

叫著衝浪到岸上。每一次的划槳，對我來說，都是一次人生經驗，比方去年夏天我划入Superior 湖結果我頭下

腳上，屁股都還沒坐穩就翻入了 37F 的湖水中，我的女兒們笑到我以為他們也要跌進水裡。感謝我父親的耐心

指導，在福羅里達的 Bahia Honda Key岸邊的溫暖海水中，他教導我的人生第一個翻滾，從那時候開始，我就

開始學習許多不同的格陵蘭式翻滾，有許多曾經追隨著Inuit傳統的划船者，傳授了他們的技巧給我，我極為感

激他們。

你可以透過 christopher@qajaqrolls.com 這個Email聯繫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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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Makinniagassat/Roll to Perform

1 Side Scull 2

2 Chest Scull 2

3 Standard Greenland Roll 2

4 Paddle in Crook of Arm 3

5 Storm Roll (low brace over masik) 3

6 Reverse Roll (stern to bow) 3

7 Spine Roll (paddle projecting over head) 3

8 Paddle held behind back 3

9 Standard Roll with Paddle held behind head 4

10 Reverse Roll with Paddle held behind head 4

11 Armpit Roll 3

12 Vertical Sculling Roll 4

13 Sculling Roll with paddle held horizontal on foredeck 4

14 Sculling Roll with paddle held horizontal above "backrest" (isserfik). (added 12/2005) 5

15 Roll with arms crossed 5

16 Sculling with paddle held under kayak 5

17 Successive Storm rolls performed in 10 seconds 5

18 Successive Standard rolls performed in 10 seconds 4

19 Roll with hunting float 5

20 Throwing st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6

21 Throwing stick, start leaning aft, sweep from stern to bow 6

22 Throwing st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6

23 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7

24 Hand roll, start leaning aft, sweep from stern to bow 7

25 Hand roll,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7

26 Hand roll with a clenched fist,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added 12/2005) 8

27 Hand roll with a clenched fist, start leaning aft, sweep from stern to bow (added 12/2005) 8

28 Hand roll with a clenched fist,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8

29 Hand roll holding eight kilogram br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tucked forward (added 12/2005) 9

30 Hand roll holding eight kilogram brick, start leaning aft, sweep from stern to bow (added 12/2005) 9

31 Hand roll holding Eight kilogram brick, start tucked forward, finish leaning aft 9

32 Elbow roll 10

33 Straight jacket, no hands-roll 11

34 Paddling upside down Meter:

35 Walrus Pull 9

Pointit katinnerat/Total Points

Total Rolls Link http://www.qajaqusa.org/QK/rolls/rol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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