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情境特質焦慮與潛水測試動作
表現之相關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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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肺潛水 (SCUBA diving) 是臺灣近年來相當受歡迎且人口成長相當

迅速的活動，然而，水下環境所引起的焦慮情境及個人的焦慮特質則可能

影響潛水動作的執行，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具備潛水資格者在執行潛

水動作時的表現，並比較這些潛水動作的表現與焦慮特質間的關係。本研

究採用橫斷式研究方式，12 位具有潛水員執照的潛水者（平均年齡 19.92 

± 2.31 歲，平均潛水經歷為 16.00 ± 20.20 月)都先填寫情境-特質焦慮問卷

後進行潛水動作測試，測試動作包含：裝備組裝、裝備拆卸、調節器尋

回、面鏡排水、中性浮力及共生呼吸等六項動作，每項動作皆由職業潛水

教練進行動作評估，並以動作完成時間（秒）做為評分依據，最後比較焦

慮特質與潛水動作表現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針對焦慮特質與潛水表現的

相關性比較，情境焦慮與特質焦慮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75, p < .05)，

而情境焦慮與調節器尋回的表現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70, p <.05)。另一方

面，裝備組裝與拆卸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面鏡排水與共生呼吸之間也呈

現顯著正相關的結果。從結果可發現，執行水下動作測試當下的情境焦慮

分數越高，對於執行調節器尋回的動作就越費時，代表焦慮特質是影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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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動作表現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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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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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肺潛水 (SCUBA diving) 是臺灣近年來相當受歡迎且人口成長相當

迅速的活動。陳偉仁 (2005) 研究指出臺灣水肺潛水人口從 1988 年潛水協

會調查有證照者約 3,000 人，到 2005 年約有 25,000 人（陳偉仁，2005)。

全球簽發潛水能力認證的最大組織，潛水教練專業協會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 PADI) 也說明臺灣每年約有 6,000 人取得

初級潛水認證，佔臺灣所有取得潛水認證的六成。由此推估到 2010 年，

臺灣取得潛水證照的潛水員將有八萬人，若將從事潛水（體驗潛水與無證

照者）計算在內，人口可能超過 200,000 人（許鎔鑠、蔡鋒樺、王宏義、

張珈瑛，2014；戴堯種、李忠穎、林饒惓、黃瓊瑤，2011；Lee, Chen, & 

Chen, 2003）。另一方面，國內外各大學通識教育以水域或海洋作為主題

不在少數，先進國家的國民有比較優秀的海洋素質。他們注重體能教育，

例如游泳等水上活動的能力是國民必備技能（侯建章，2016；謝崧斐、謝

天傑，2013)，然而在臺灣，許多這類的水域或海洋課程一般採用課堂

講習，較少有實境參與機會，同時水域運動有一定的安全問題，除了基本

游泳能力、裝備外，足夠的水域活動指導人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雖然

臺灣每年大約有 6000 人左右取得初級潛水執照，但在較高階或高級潛水

執照的取得狀況卻是略嫌不足的。潛水運動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經費、潛水

經驗及訓練，若無法符合與融合自身的休閒興趣，都是難以達成潛水專業

人員的培訓與養成（陳欣宏，2009)，因而若能針對年輕的潛水族群進行

教育啟發或培訓，同時透過一些心理素質的篩選，挑選適合的人員，讓其

一、沿革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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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臺灣未來發展海洋觀光潛水產業的相關人力與人才，相信必能為此產

業注入一股活水與動力。

    潛水活動與陸上運動最大的不同就是環境  (Pendergas t ,  Moon,

Krasney, Held, & Zamparo, 2015)，這些變化包含呼吸模式、裝備的運用，

以及水下的環境壓力（水壓）等，在水下環境工作如上所述不論對生理、

心理，和精神都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壓力。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適當

的壓力能夠幫助人類在從事學習或認知處理過程更加順利，但過度的壓力

卻可能會對於學習或認知處理過程產生妨礙 (Lupien & McEwen,1997)，從

過去研究中可發現當外在環境較為緊迫時，人們會採用快速簡捷的執行策

略來取代精細繁瑣的執行策略 (Eysenck & Calvo, 1992)，即決策環境會對

決策者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同時，由於個體認知能力的限制，因此在時間

壓力下人們會使用非補償性執行策略來代替補償性策略，因此在水下環境

增加經驗能力應能下降安全風險。

    目前文獻有關水下環境對認知功能的影響多數都在探討潛水人員發生

減壓病 (decompression sickness, DCS) 後的神經精神的影響，而壓力、水

溫對心肺功能的刺激、空間定向障礙，或不熟悉且潛在具有危險性的環境

中引起的焦慮也同樣會影響人體的認知功能  (Buzzacott,  Pollock, & 

Rosenberg, 2014; Diniz et al., 2014; Hemelryck, Germonpre, Papadopoulou,

Rozloznik, & Balestra, 2014)。早期有幾篇文獻表示在淺水時潛水人員認知

功能不會受影響，但是在深水認知功能則會有衰退的情況 (Hancock &

Milner, 1982; Mears & Cleary, 1980)。然而，在近期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個

體處於水下 5 公尺的環境時，其反應時間、持續性專注能力等會呈現下降

的現象 (Dalecki, Bock, & Schulze, 2012)，亦有研究指出業餘潛水者（每年 

34.8±26.3 次開放海域潛水）潛水時的下潛深度與腦部血流呈現負相關的

關係，而下潛深度與潛水次數也會影響反應速度、思考柔軟性及抑制反應

(Slosman et al., 2004)，同樣的，亦有研究指出長期從事水肺潛水的人，其

反應時間雖會減少，但是卻會對短期記憶能力造成負面的影響 (Hemelryck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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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慮 (anxiety) 是人類普遍出現的個人自我感受的情緒反應 (Keable,

1997)，按焦慮的性質，可分為情境焦慮和特質焦慮兩種，情境焦慮是指

由特殊狀況（如考試、工作等）所引發的短期或暫時性的不舒服情緒狀

態，而特質焦慮是屬於一種長期性的不舒服情緒狀態，已成為個人的心理

傾向或人格特質之一，所以並不全是受到情境因素影響的焦慮。在從事潛

水的過程中，水下的環境是一項重要的外在壓力因素，因此，焦慮特質是

在潛水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它會導致身體上的反應，如無助感、無法

應付狀況、呼吸困難，甚至有吸不到空氣的感覺，上述狀況有可能是由於

設備問題或是身體狀況欠佳，但也有學者提出它也可能是由於心理因素而

產生 (Bachrach & Egstrom, 1987)。另一方面，過去研究也證實焦慮反應會

影響潛水動作的執行，增加潛水時的風險 (Morgan, 1995; Weisberg, 1996)。

除了情境本身會對個體產生焦慮，本身具有焦慮特質的個體在壓力環境下

會更顯焦慮，進而影響他們的表現 (Kneller, Higham, & Hobbs, 2012)。研

究也指出具有焦慮特質的人在水下環境執行精細動作測試時，會比沒有焦

慮特質的人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完成，或是在水下環境表現出更差的認知功

能測試表現 (Hobbs & Kneller, 2011)；相反的，也有研究發現指出，焦慮

特質與水下動作的執行力並無顯著相關，例如 Steinberg 與 Doppelmayr 的

論文發現，焦慮特質與青少年潛水者執行潛水認證動作的標準度並沒有顯

著的相關 (Steinberg & Doppelmayr, 2015)，由此可知，焦慮特質與水下環

境下的執行能力之間的關係仍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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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水下環境對於潛水者在執行動作上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

壓力，而且水下不是一個能完善控制的環境，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狀況發

生，而個人對於特定壓力環境下的焦慮特質反應則可能進一步影響潛水人

員在水下的任務執行能力及危險性，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具備潛水資格者

在執行潛水動作時的表現，接著比較不同程度的潛水員在焦慮特質及潛水

動作表現的差異，並比較這些潛水動作的表現與焦慮特質間的相關性，來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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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立意取樣選取 12 位（10 男 2 女）具有

潛水員執照的潛水者（平均年齡19.92 ± 2.31 歲，平均潛水經歷為15.92 ± 

20.26 月）參與本次研究，比較參與者個人焦慮特質與潛水動作表現的相

關性。在 12 位受試者中，8 位為初級開放水域潛水員，4 位為進階潛水

員，包含 3 位壓力與救援潛水員，1 位開放水域潛水教練，每位受試者

都先填寫情境-特質焦慮問卷後再進行潛水動作測試。受試者基本資料如

表 1 所示。

釐清焦慮特質對於執行潛水動作的影響。本研究假設焦慮特質與執行潛水

動作的表現是有高度相關性的，而本研究也期望透過對個人焦慮特質的瞭

解與分析，作為相關單位未來在培育高階潛水人才之依據與通識教育中水

域活動課程相關的教師或指導者來說，如何透過課程的設計來降低學員的

焦慮情境，可以提升學員的學習意願及成效作為參考。

一、參與者資料

表 1：受試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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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將利用正式的潛水員證照考試動作作為評估工具，測試動作

共有 6 項包含陸上及水下的動作，陸上動作為水肺裝備的組裝及拆卸，水

下動作則在室內游泳池進行測試，測試環境為水下 1.4 公尺，所有動作皆

以俯臥的姿勢進行，以確保全身皆處於水下的狀態，測試動作包含調節器

尋回、面鏡排水、水底中性浮力及共生呼吸（雙源）。6 項動作的執行要

領及評估標準如下所示：

（一）陸上動作

      1. 水肺裝備組裝

        (1) 站於氣瓶後方，氣瓶口朝向正前方，並檢查氣瓶頭 O-ring 是

           否存在或破損。

        (2) 將浮力控制背心 (Buoyancy compensator, BC) 氣瓶帶套於氣瓶

           上並扣緊。

        (3) 雙手拉 BC 肩帶並提起抖動，檢查氣瓶是否會脫落。

        (4) 將調節器防塵蓋打開，正確將調節器裝於氣瓶頭上。

        (5) 將中壓管裝於充排氣閥上。

        (6) 左手拿三用錶（殘壓表朝向地板）與二級頭（拇指按壓排水

           扭），右手開氣瓶，轉至最底並往前迴轉半圈。

        (7) 測試主備用二級頭能否正常供氣，同時檢查殘壓表指針有無           

           異狀。

        (8) 測試充排氣閥能否正常充氣、洩氣。

        (9)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受試者執行動作時是否站於氣瓶後方，且氣瓶口的位置  

                            是否朝向正確位置。

                       II.  是 BC 與氣瓶是否固定穩固。

                       III. 調節器是否正確裝於氣瓶頭上，各氣管是否正確接於 BC

                            之上。

      2. 水肺裝備拆卸

二、潛水動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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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氣瓶。

        (2) 按壓主備用二級頭的排水鈕（卸壓）。

        (3) 卸下充排氣閥的中壓管。

        (4) 卸下一級頭，清除防塵蓋中的水與灰塵，並蓋上。

        (5) 卸下 BC。

        (6)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是否先關閉氣瓶後再進行裝備拆卸。

                       II.  是否按照先按壓主備用二級頭的排水鈕，後卸下充排氣

                            閥的中壓管，最後再卸下一級頭的順序完成卸下 BC 的動

                            作。

                       III. 裝備拆卸完成後是否將氣瓶平躺至地上。

（二）水下動作

      1. 調節器尋回

        (1) 二級頭離開口中時，需持續微（少量）吐氣。

        (2) 身體微往右前傾。

        (3) 右手摸右大腿，往後延伸摸至氣瓶後，在將手臂往前橫掃。

        (4) 左手順著右手摸索，摸到中壓管順管找到二級頭。

        (5) 將二級頭置換於右手，並由嘴巴右側滑入口中，先排水再吸

           氣。

        (6)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二級頭離開口中時，是否仍有維持少量的吐氣，不可出

                            現憋氣的現象。

                       II.  將二級頭置於口中後，是否先排水再吸氣。

      2. 面鏡排水

        (1) 用手指捏著面鏡上緣的裙邊，利用水壓使水從縫隙滲入面鏡

           中。

        (2) 用手指將面鏡上緣貼緊於額頭上，深吸一口氣，接著由鼻子           

           吐氣，吐氣同時頭微向上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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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特質焦慮量表是由 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和 Jacobs 

(1983) 等人共同發展 (Spielberger, Gorsuch, Lushene, Vagg, & Jacobs, 1983)，

作為臨床工作者與研究者用以評估個體之情境與特質焦慮的量表工具。該

量表分為兩部分，各包含二十題，第一部份為情境焦慮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te Anxiety, STAI-S)：情境焦慮指稱的是一種暫時性的

會隨時間不同而變化的情緒狀態，包含個體主觀所知覺到的緊張、憂鬱、

焦急和擔心的感受，以及自主神經系統的喚起等。第二個部分是特質焦慮

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Trait Anxiety, STAI-T)：特質焦慮指稱的

則是個體在一般情況下發生焦慮相關感受或症狀的頻率。

    此量表由鍾思嘉與龍長風進行中文版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信度檢定結果

獲得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0，相隔一週的再測信度為 .74（鍾思嘉、龍長

三、中文版情境特質焦慮量表-情境焦慮部分 (STAI-S) 及特質焦慮

    部分 (STAI-T)

        (3)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是否完全將水排出面鏡。

      3. 水底中性浮力

        (1) 左手將充排氣閥高舉過頭洩氣，趴至池底。

        (2) 充排氣閥以點充式按壓兩下後，深吸一口氣。

        (3) 重複第 2 動作，直到完成動作。

        (4)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是否可以能在穩定的高度下維持 5 秒鐘。

      4. 共生呼吸（雙源）

        (1) 左手抓著潛伴 BC 右側背帶上。

        (2) 右手將備用二級頭由潛伴嘴巴右側滑入潛伴口中。

        (3) 動作完成評斷標準為

                       I.   與潛伴是否互相抓住對方，以避免過度晃動。

                       II.  是否將備用二級頭由潛伴嘴巴右側滑入潛伴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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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1984）。在效度方面，鍾思嘉 (1982) 以國中學生分別在「考試情況」

與「一般情況」兩種不同的情境中進行比較，以檢驗該研究工具之建構效

度，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學生在「考試情況」的焦慮平均分數顯著大於「一

般情況」，顯示本情境焦慮量表之信、效度頗佳（鍾思嘉，1982）。情境

特質焦慮量表的填寫方式將依據過去對於水下活動與焦慮量表的相關性研

究，以自述方式填寫 (Dalecki et al., 2012; Morgan, Raglin, & O'Connor, 

2004)，情境焦慮量表為填寫者根據「現在的感受（即此時此刻的感受）」

來填寫，共有 20 題自述式題目，10 題為負向問題，10 題為正向問題，針

對本次研究的實驗目的，在情境焦慮部分 (STAI-S) 將請受試者回想最近

一次參與潛水活動時的感受做為回答的依據。而特質焦慮部分則是根據填

寫者「平常大部分時候的感受」來填寫，一樣有 20 題自述式題目，11 題

為負向問題，9 題為正向問題。量表計分方式是採 4 點計分法，每一個題

目有 4 個選項：「完全不符合」、「有一點符合」、「頗為符合」、「非

常符合」等 4 個等級來評估焦慮程度，對負向題目而言其代表「1 分」、

「2 分」、「3 分」、「4 分」，對正向題目則代表「4 分」、「3 分」、

「2 分」、「1 分」，評分越高，代表焦慮程度越高，兩部分個別計分，

最低為 20 分，最高為 80 分，分數越低表示焦慮程度越輕。20 ∼ 39 分

表示輕度焦慮；40 ∼ 59 表示中度焦慮；60 ∼ 80 分表示重度焦慮（鍾思

嘉 、龍長風，1984）。

    潛水動作測試將由專業潛水教練進行動作的評估並紀錄受試者完成每

一項動作的時間。中文版情境特質焦慮量表將分別紀錄兩份量表各自的

總分。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先以電腦  E x c e l  進行資料之整理，再以

SPSS 20.0 (IBM SPSS Statistics 2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使用 

四、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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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Whitney U test 來比較初級與進階潛水員之間在焦慮特質與潛水動作

測試是否有顯著差異性，以 Spearman 相關係數來比較情境特質焦慮量表

與各潛水動作測試的完成時間的相關性，顯著水準定於 <. 05。

參、 研究結果

    情境特質焦慮分數及潛水動作表現如表 2 所示，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情

境焦慮分數為 29.42 ± 6.37 分，特質焦慮分數為 35.42 ± 8.24 分。潛水動

作方面，水肺裝備組裝為 75.43 ± 21.72 秒，水肺裝備拆卸為 52.46 ± 16.82

秒，調節器尋回為 10.57 ± 3.52 秒，面鏡排水為 10.25 ± 4.44 秒，中性浮

力為 14.16 ± 6.19 秒，共生呼吸為 12.65 ± 4.51 秒。而結果也發現進階潛

水員在水肺裝備組裝、水肺裝備卸裝及共生呼吸的完成時間皆顯著少於初

階潛水員。

表 2：情境特質焦慮分數及潛水動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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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焦慮特質與潛水表現的相關性比較如表 3 所示，情境焦慮與特

質焦慮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75, p <.05)，而情境焦慮特質與調節器

尋回的表現呈現顯著正相關 (r = .70, p <.05)。另一方面，裝備組裝與拆

卸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面鏡排水與共生呼吸之間也呈現顯著正相關的

結果。

表 3：潛水員焦慮特質與潛水表現相關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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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將探討具備潛水資格者在執行潛水動作時的表現，並比較這些

變數與焦慮特質間的關係，來釐清焦慮特質對於潛水動作執行的影響。從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總體表現出輕度焦慮的特質，總體情境焦慮分數

為 29.42 ± 6.37，而特質焦慮分數為 35.42 ± 8.24，其結果與過去所呈現的

結果相似，對於有興趣從事水肺潛水運動的人而言，其情境焦慮分數 

(37.04 ± 7.32) 與特質焦慮分數 (35.27 ± 8.09) 會呈現輕度焦慮狀態（總

分介於20 ~ 39 分之間）(Steinberg & Doppelmayr, 2015)。而過去的研究

也表示，與非潛水者相比具有潛水經驗的人會表現出較低的焦慮分數 

(Morgan, 1995; Morgan et al., 2004)，而這些結果也顯示擁有較高焦慮特質

的人較容易在接受潛水訓練課程時退出訓練，因此，焦慮特質對於是否想

要從事潛水運動是有相關性的。

    另一方面，從焦慮特質與潛水表現的相關性分析來看，情境焦慮特質

與調節器尋回的動作之間呈現中高度的正相關，此結果也與過去的研究結

果相類似 (Griffiths, Steel, & Vaccaro, 1979; Mears & Cleary, 1980; Tetzlaff,

Neubauer, Reuter, & Friege, 1998)，表示當一個人的情境焦慮分數越高，他

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調節器尋回的動作。根據調節器尋回的動作綱

領，潛水者在執行當下是處於閉氣無法正常呼吸的高環境壓力狀態，當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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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潛水者本身的焦慮特質會影響到潛水動作的執

行，情境焦慮分數與水下執行調節器尋回的動作完成時間呈現高度相關

 (r = .70, p < .05)，且符合本研究的假設。因此，如果為了培養合適的潛水

培訓人員，個人的焦慮特質也是一項可以做為評估依據的指標。此外，對

於沒有經驗或初學者而言，其影響的效果是否會加明顯，則是後續研究可

以進一步探討的部分。另一方面，本研究藉由測量具備潛水證照的潛水

員在執行各項潛水動作的完成時間，可以建立一項用於評估潛水學員的

標準，期盼研究結果能給予相關潛水運動培訓單位及相關研究之佐證與

參考。

水者的對於當下環境的焦慮程度越高，可能會導致動作執行不夠順暢而延

長完成的時間。過去研究也證實除了情境本身會對個體產生焦慮，本身為

焦慮特質的個體在壓力環境下會更顯焦慮，進而影響他們的表現，增加潛

水時的風險 (Kneller et al., 2012; Morgan, 1995; Weisberg, 1996) 從本篇研究

結果可發現，對於已擁有證照的潛水員而言，情境焦慮特質仍會影響潛水

員在水下執行調節器尋回的動作完成時間，針對通識教育中水域活動課程

相關的教師或指導者來說，如何透過課程的設計來降低學員的焦慮情境，

可以提升學員的學習意願及成效。



蔡鋒樺、吳汶蘭    情境特質焦慮與潛水測試動作表現之相關性探討88

參考文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侯建章 (2006)。海洋通識教育課程：澎湖海洋運動概論。通識學刊：

理念與實務，4(2)，93-120。

許鎔鑠、蔡鋒樺、王宏義、張珈瑛 (2014)。休閒水肺潛水運動者刺激

尋求、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一以墾丁潛水活動之大學生為例。中

原體育學報，5，163-171。

陳欣宏 (2009)。水域活動教育重要性之探討。學校體育，19(112)，

9-13。

陳偉仁 (2005)。水肺潛水活動之遊憩動機、持久性涉入及專門化關係

之研究。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戴堯種、李忠穎、林饒惓、黃瓊瑤 (2011)。氣喘與水肺潛水。海洋休

閒管理學刊，3，44-55。

謝崧斐、謝天傑 (2013)。海洋主題通識課程之課程設計與實踐：以

「海洋與醫藥生活」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2(2)，179-206。

鍾思嘉 (1982)。倒扣和不倒扣計分指導語與常模參照和效標參照測驗

情境對國中學生情境焦慮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5，263-280。

鍾思嘉、龍長風 (1984)。修訂情境與特質焦慮量表之研究。中國測驗

學會年刊，31，27-36。

Bachrach, A. J., & Egstrom, G. H. (1987). Stress and performance in 

diving. Florida, United States: Best Pub Co.

Buzzacott, P., Pollock, N. W., & Rosenberg, M. (2014). Exercise intensity 

inferred from air consumption during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 Diving 

and Hyperbaric Medicine, 44(2), 74-78.

Dalecki, M., Bock, O., & Schulze, B. (2012). Cognitive impairment during 

5m water immers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113(7), 1075-1081.

Diniz, C. M., Farias, T. L., Pereira, M. C., Pires, C. B., Goncalves, L. S., 

Coertjens, P. C., & Coertjens, M. (2014). Chronic adaptations of lung 

function in breath-hold diving fisher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7(2), 216-223.

Eysenck, M. W., & Calvo, M. G. (1992). Anxiety and performanc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ory. Cognition and Emotion, 6, 409-434.

Griffiths, T., Steel, D., & Vaccaro, P. (1979).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performance in scuba diving. Perceptual & Motor Skills, 48, 1009-1010.

Hancock, P. A., & Milner, E. (1982). Mental and psychomotor task 

performance in an open ocean underwater environment.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53, 247-251.

Hemelryck, W., Germonpre, P., Papadopoulou, V., Rozloznik, M., & 

Balestra, C. (2014). Long term effects of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 on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24(6), 928-934.

Hobbs, M., & Kneller, W. (2011). Anxiety and psychomotor performance in 

divers on the surface and underwater at 40 m.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82(1), 20-25.

Keable, D. (1997). The management of anxiety. New York: Churchill.

Kneller, W., Higham, P., & Hobbs, M. (2012). Measuring manual dexterity 

and anxiety in divers using a novel task at 35-41 m.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83(1), 54-57.

Lee, M.-J., Chen, Y.-Y., & Chen, H.-B. (2003). A study of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s risk management.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Study, 

16(2), 49-67.

Lupien, S. J., & McEwen, B. S. (1997). The acute effects of corticosteroids 

on cognition: Integration of animal and human model studies. Brain Research 

Reviews, 24(1), 1-27.

Mears, J. D., & Cleary, P. J. (1980). Anxiety as a factor in underwater 

performance. Ergonomics, 23(6), 549-557..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5(2)，75-94 89



蔡鋒樺、吳汶蘭    情境特質焦慮與潛水測試動作表現之相關性探討90

Morgan, W. P. (1995). Anxiety and panic in recreational scuba divers. Sports 

Medicine, 20(6), 398-421.

Morgan, W. P., Raglin, J. S., & O'Connor, P. J. (2004). Trait anxiety predicts 

panic behavior in beginning scuba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5(4), 314-322.

Pendergast, D. R., Moon, R. E., Krasney, J. J., Held, H. E., & Zamparo, P. 

(2015). Human Physiology in an Aquatic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Physiology, 5(4), 1705-1750.

Slosman, D. O., De Ribaupierre, S., Chicherio, C., Ludwig, C., Montandon, 

M. L., Allaoua, M., Genton, L., Pichard, C., Grousset, A., Mayer, E., 

Annoni, J. M., & De Ribaupierre, A. (2004). Negative neurofunctional 

effects of frequency, depth and environment in recreational scuba diving: 

The Geneva "memory dive"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38(2), 

108-114.

Spielberger, C. D., Gorsuch, R. L., Lushene, R., Vagg, P. R., & Jacobs, G. A. 

(1983). 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Steinberg, F., & Doppelmayr, M. (2015). A brief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performance in scuba diving in adolescents: A field 

study.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20(3), 960-970.

Tetzlaff, K., Neubauer, B., Reuter, M., & Friege, L. (1998). Atopy, airway 

reactivity and compressed air diving in males. Respiration, 65(4), 270-274.

Weisberg, S. (1996).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rontline workers 

through a model mental health training program.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32(4), 363-37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5(2)，75-94 91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 State-Trait
Anxie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Scuba Diving

Feng-Hua Tsai * ,  Wen-Lan Wu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 SCUBA diving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in Taiwa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risk factors such as hydraulic press, water

temperature, or the anxiety cause potentially dangerous factors would affect

the SCUBA diving performance. 12 participants with scuba diving license

(mean age was 19.92 ± 2.31 years old and mean diving experience was 16.00 ± 

20.20 months) were measured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and 6 

SCUBA diving performance tests involved: Equipment Assembly, Equipment 

Removal, Regulator Recovery, Mask Clearing, Buoyancy Control, and Buddy 

Breathe. The mean State Anxiety score was 29.42 ± 6.37, and the Trait Anxiety 

score was 35.42 ± 8.24. The mean diving performance completing time was 

75.43 ± 21.72s for Equipment Assembly, 52.46 ± 16.82s for Equipment 

Removal, 10.57 ± 3.52s for Regulator Recovery, 10.25 ± 4.44s for Mask 

Clearing, 14.16 ± 6.19s for Buoyancy Control, and 12.65 ± 4.51s for Buddy 

Breathe. In addition, it shows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tate Anxiety score 

and Trait Anxiety score (r = .75, p < .05). The State Anxiety score show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Regulator Recovery (r = .70, p < .05). Besides, 

there were also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Equipment Assembly and 

Equipment Removal, and Mask Clearing and Buddy Breath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show no anxiety to mild anxiety traits. It also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orts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

＊＊



92

indicated that thehigher State Anxiety score, the more time-consum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or Recovery motion.

Keywords: SCUBA diving,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CUBA div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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