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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短距離游泳競賽中，勝負往往僅在百分秒間的微小差異，Maglischo(1993)指出「現在短距離成績

優劣差異在 0.01 秒以下，而出發動作經過有效練習之後，至少能夠提升 0.1 秒的成績」；Gallivan 和

Hoshizaki（1981）以及 Hay（1995）也提出，即使隨著比賽距離的加長，出發所佔比重逐漸下降，但是

一個良好的出發對於任何項目都是相當有利的。美國著名游泳教練 Counsilman 也在其著作 The science 

of swimming 中指出：成為一位良好的出發選手要的三個條件是，良好的反應、瞬發力和技巧，可見出

發反應對短距離競技游泳選手的重要性。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討國中男子、女子組；高中男子、女子組

五十公尺自由式選手預賽、決賽出發反應時間與五十公尺自由式成績之間的關係，以及男子、女子五十

公尺自由式選手在出發反應時間的差異情形，以期更進一步證實出發反應時間對五十公尺選手的重要

性。結果顯示，高中男子組預賽時，出發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達顯著相關（p＜0.05）；高中女子組預賽

時，出發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達顯著相關（p＜0.01）。另外，男子、女子選手間出發反應時間的差異情

形，經統計分析後發現，男生、女生的出發反應時間達顯著差異（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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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游泳運動在現在人的心目中所佔的地位

越來越為重要，不管是在競技運動場上或是一

般的健身運動方面，甚至在水上救生的觀念

上，學會游泳已成為國民的基本能力之一了。

除此之外，國內在競技游泳的發展上也是非常

的快速，雖然如此，但國內競技游泳水準和歐

美各國畢竟還是有一段差距存在，要提升國內

競技游泳選手的成績，可從選材、各項體能、

游泳技術、出發動作等方面去努力。 

    國內的競技游泳運動中，教練在訓練的過

程中，往往只著重在各項體能和游泳動作技術

上，對於出發動作可說很少會去強調，但唐瑞

顯（民 89）曾提出，任何一個游泳選手如果

希望在競賽成績獲得優異的表現，必須有效強

化出發動作，在一開始就獲得有力的情勢，才

能在比賽中獲得最大利益。Gallivan 和

Hoshizaki（1981）以及 Hay（1995）也提出，

即使隨著比賽距離的加長，出發所佔比重逐漸

下降，但是一個良好的出發對於任何項目都是

相當有利的，可見出發動作對競技游泳選手的

重要性。 

出發動作要成功，除了選擇採用的出發跳

法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選手的出發

反應時間，美國著名游泳教練 Counsilman 也

在其著作 The science of swimming 中指

出：成為一位良好的出發選手要的三個條件

是，良好的反應、瞬發力和技巧，可見出發反

應時間對短距離競技游泳選手更為重要。

Maglischo(1993)在其所著的 Swimming even 

Faster 一書中也提到「現在的成績優劣差異

在 0.01 秒以下，而出發動作經過有效的練習

之後，至少能夠提升 0.1 秒的成績」，所以出

發反應的快慢，成為影響短距離選手成績的重

要因素之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2002 年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游

泳項目中，國中男子、女子組；高中男子、女

子組五十公尺自由式選手 100 位為研究對

象，探討國中男子、女子組；高中男子、女子

組五十公尺自由式選手預賽、決賽出發反應時

間與五十公尺自由式成績之間的關係；以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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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子選手間出發反應時間的差異情形，以

期更進一步證實出發反應時間對五十公尺選

手的重要性。 

本研究受試者為參加國中女子組五十公

尺自由式選手十八位、男子選手三十位；高中

女子選手十九位、男子選手三十三位為研究對

象。比賽地點為臺北縣自強游泳池。「出發反

應時間」以國際游泳總會（FINA）認可之歐米

茄電動計時器測得；選手之五十公尺自由式預

賽、決賽成績則依據大會資訊組所提供之成績

資料為準，再以 Pearson 雙變數相關進行統計

分析。 

三、結果與討論 

統計結果（如表一），除了高中男子組預

賽時，出發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達顯著相關（p

＜0.05）；高中女子組預賽時，出發反應時間

與游泳成績達顯著相關（p＜0.01）之外，其

餘國中男子預賽、國中女子預賽、國中男子決

賽、國中女子決賽、高中男子決賽、高中女子

決賽中，出發反應時間與五十公尺自由式成績

之間的相關皆未達顯著。 
表一 國、高中男、女選手出發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之 

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 

      * : p<0.05； ** : p<0.01 

另外，男子、女子選手間出發反應時間的

差異情形，經統計分析後發現，男生、女生的

出發反應時間達顯著差異（p＜0.05）（如表

二）。 

表二 男、女出發反應時間之相關 

 男子出發反應時間（s） 女子出發反應時間（s）

個數（N） 63 37 

平均數 0.82 0.86 

標準差 0.07 0.08 

差異性考驗 0.01* 

* : p<0.05 

 

四、結論與建議 

雖然統計結果顯示，只有高中男、女預賽

出發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有顯著相關，但先前

對大專甲組選手所做的研究亦同樣發現出發

反應時間與游泳成績有顯著相關，這表示越是

技術水準相當的選手，出發反應時間對整個比

賽的勝負影響也越大。另外，男、女選手間出

發反應時間之間的差異達顯著，表示同樣接受

游泳訓練，但男、女選手的反應還是會有差異

存在。因此，國內各基層游泳教練就應重視選

手出發反應時間，並將其列入平時訓練計劃

中，使選手在比賽初即掌握較佳的優勢。另

外，後續研究相關問題時，應把其他影響因素

也考慮進去，例如：選手所採用的跳法是高跳

式、蹲踞式、抓握式……。並且再擴大樣本數

量或加入其他項目一起分析，以更確定反應時

間在短距離項目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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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男 

預賽 

國女 

預賽 

高男 

預賽 

高女 

預賽 

國男 

決賽 

國女 

決賽 

高男 

決賽 

高女

決賽

個數（N） 30 18 33 19 8 7 8 8 

出發反應

時間（s） 

0.82±

0.09 

0.85±

0.09 

0.81±

0.06 

0.86±

0.07 

0.81±

0.06 

0.78±

0.14 

0.79±

0.04 

0.81±

0.05 

游泳成績

（s） 

27.90±

1.11 

30.00±

1.25 

26.86±

1.37 

30.36±

1.34 

26.34±

0.45 

28.92±

0.71 

25.21±

0.48 

29.02±

1.02 

Pearson

相關 
0.31 0.06 0.37* 0.62** 0.58 -0.01 -0.33 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