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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抓臺式與起跑式出發之動力學分析 

Dynamics Analysis during the Grab and Track Starts in Swimming 
李垂裕 黃長福 李靜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摘要 

游泳比賽中包含了出發、途中遊、轉身、碰壁等四個部分。除仰泳外，跳水出發的方式可分為抓臺

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而改進在空中的出發動作，可經由訓練而使成績增進 0.1 秒以上。因此本研究目

的為利用測力板來擷取游泳選手在跳水台的動力學參數，並分析探討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之動力學

差異。研究對象為 10 名專長短距離游泳項目的國內優秀男子選手。在研究結果中，抓臺式出發顯著大於

起跑式出發的有水平總衝量與垂直總衝量、最大垂直力與最大水平力、動作期腳之水平衝量與垂直衝量，

及動作期手與腳之垂直衝量。因此，以動力學來說，在游泳短距離比賽之中，選擇抓臺式出發較為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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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游泳比賽中包含了出發、途中遊、轉身、碰

壁等四個部分。除了仰泳以外，出發跳水方式有

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而在短距離游泳項目

當中（50m, 100m）其勝負之間卻只差 0.01 秒

(Maglischo, 1983)。而在空中的出發動作可經由

訓練而使成績增進 0.1 秒以上，所以改進跳水的

出發動作是增進游泳成績的方法之一，因此在游

泳比賽中選擇適合的出發方式是必要的。本研究

目的為利用測力板來擷取游泳選手在跳水台的動

力學參數，並分析探討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

之動力學差異。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對象為 10 名專長短距離游泳項目的

國內優秀男子選手，年齡為 19 ± 2.6 歲，身高

1.76 ± 0.04 公尺，體重為 67.6 ± 5.1 公斤，泳

齡為 9.4 ± 4.17 年，50 公尺最佳成績為 25.15 ± 

1.25 秒。研究方法為每位受試者經過熱身後，依

照既定的次序盡全力做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

各三次，每次測驗間隔為 10 分鐘。受試者在做抓

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預備姿勢時，提醒選手必

須用雙手緊抓住跳水台的邊緣（包括測力板），因

為測力板所測得的地面反作用力包含了身體下肢

的力量和選手在預備出發姿勢時，雙手抓住跳水

台的力量。場地佈置為在跳水臺上架設測力板

（Kistler 9281B 型，擷取頻率為 500Hz，尺寸為

60cm*40cm），測力板距離水面為 61 公分，傾斜角

度為 0 度（符合國際泳協規定之出發台需距離水

面 50~75 公分之間，傾斜角度在 0~10 度以內）。

測力板並連接到架設於跳水台正後方 1 公尺的蜂

鳴器，當測力板啟動時，訊號同時傳到蜂鳴器並

發出一聲響，此聲響相同於給予受試者的出發訊

號。資料擷取時間部分則從受試者聽到出發訊號

開始到腳離開跳水台的一瞬間，再將其時間細分

成三階段時間，第一段時間為從出發訊號開始到

身體開始動作一瞬間，第二段時間為身體開始動

作的一瞬間到手離開跳水台一瞬間，第三段時間

為手離開跳水台之後到腳離開跳水台一瞬間之所

需時間。所分析的動力學參數為此三部分時間之

水平衝量與垂直衝量，最大垂直力與最大水平

力。測力板所獲得資料由 Kistler Bio Ware 

Performance 3.0 版軟體計算分析其動力學參數。 

 

 

 

 

  圖一  受試者抓臺式出發之預備姿勢、手離開 

跳水台與腳離開跳水台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論 

（一）全部時間之水平總衝量與垂直總衝量 

    從受試者聽到蜂鳴器訊號開始到腳離開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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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時間稱為全部時間。這段時間內給予地面的

力對於時間的積分可分為水平總衝量和垂直總衝

量，而游泳跳水出發之身體重心軌跡屬於拋物線

運動，因此水平分力比垂直分力更為重要。在本

研究結果中，抓臺式出發的水平總衝量與垂直總

衝量及最大垂直力與最大水平力皆顯著大於起跑

式出發，而在全部時間中兩種出發方式之間並沒

有顯著的不同。 

 

 

 

 

 

 

圖二 抓臺式出發之地面反作用力圖 

 

 

 

 

 

 

圖三 起跑式出發之地面反作用力圖 

    以第九位受試者為例，如圖二及圖三可以很

明顯的看出在兩種不同出發方式裡，由於起跑式

出發在腳將要離開跳水台時是單腳離開的，因此

作用在跳水台的力量（最大水平力與最大垂直力）

明顯的小於抓臺式出發。 

（二）反應期之水平與垂直衝量 

    以兩種游泳出發的方式來說，在預備的姿勢

中，選手都會將手緊抓握住跳水台前緣，使得較

容易破壞身體的穩定平衡，以減少反應的時間。

本研究中的反應時間為出發訊號到受試者開始動

作，其中測力板所擷取的力量數值除了下肢給予

跳水台的力量外，還有雙手用力抓握時給予跳水

台的力量。在本研究結果中，兩種游泳出發方式

的反應時間，及反應時間內的水平衝量與垂直衝

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三）動作期手與腳之水平與垂直衝量 

    此段動作期為身體開始動作到手離開跳水台

的時間，也就是測力板所擷取的力量數值為雙手

用力推跳水台的力量加上下肢推蹬跳水台的力

量。兩種游泳出發方式的動作時間－手與其水平

衝量並沒有顯著的差異，但是在垂直衝量方面，

抓臺式出發明顯大於起跑式出發。 

（四）動作期腳之水平與垂直衝量 

    本動作期時間為手指離開跳水台後，從下肢

開始推蹬跳水台到下肢完全離開跳水台，全部只

有利用腳的推蹬力量。而起跑式出發的腳是一前

一後蹲踞在跳水臺上，最後推蹬跳水台時只有單

腳在推蹬。Breed and McElroy (2000) 指出抓臺

式出發使用較多腳的水平力量，而在本研究結果

中，抓臺式出發的水平衝量與垂直衝量都明顯大

於起跑式出發，但是兩種出發方式所花的時間並

沒有顯著不同。 

表一  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之各階段 

時間與動力學參數一覽表 

 抓臺式出發 起跑式出發

反應時間 (s) 0.19±0.02 0.21±0.03

反應時間之水平衝量 

(Nt/Bw) 
2.13±0.20 2.30±0.35

反應時間之垂直衝量 

(Nt/Bw) 
0.30±0.05 0.24±0.10

手腳之動作時間 (s) 0.41±0.05 0.40±0.05

動作期手腳之水平衝量

(Nt/Bw) 
5.10±0.66 4.75±0.65

動作期手腳之垂直衝量

(Nt/Bw) 
1.23±0.20* 1.02±0.18

腳之動作時間 (s) 0.33±0.05 0.34±0.03

動作期腳之水平衝量

(Nt/Bw) 
3.90±0.42* 3.24±0.44

動作期腳之垂直衝量

(Nt/Bw) 
1.91±0.42* 1.50±0.26

全部時間 (s) 0.94±0.05 0.96±0.08

總水平衝量 (Nt/Bw) 11.19±0.72
* 

10.36±0.91

總垂直衝量 (Nt/Bw) 3.47±0.23* 2.78±0.37

最大水平力 (N/Bw) 16.42±2.34
* 

14.66±1.42

最大垂直力 (N/Bw) 7.89±0.53* 6.02±1.02

（衝量與力皆經過體重標準化）   n =10,  

*p<.05 

四、結論 

在動力學方面，抓臺式出發明顯比起跑式出

發在跳水臺上獲得較大的水平衝量與垂直衝量，

尤其是在下肢蹬離跳水台時所獲得較多的衝量，

因此在游泳比賽之中選擇抓臺式出發較為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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