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影響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影響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影響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影響 

THE COMPARISON of THE MUSCULAR PRE-TENSION STRATEGY 

of LOWER EXTREMITY on SWIMMING GRAB START AND TRACK 

START PERFORMANCE 黃依婷 Huang, I-Ting  許太彥 Hsu, Tai-Yen 柯柏任 Ke, Bo-Jen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一一一一、、、、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比較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的使用對於游泳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表現的影響。受試者為 3 位經長期訓練的優良選手，分別測試在出發台初期，其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運用在游泳抓台式及起跑式兩種出發方式。研究器材是以一台 VFC-1000 高速攝影機 

(125Hz) 和一台 Kistler (1000Hz) 測力板擷取資料。運動學的參數經由 Kwon3D 3.0 動作分析系統求得，地面反作用力由 Dyna3D 得知，統計是以相依樣本 t檢定 進行出發的結果參數考驗 (α
=.05)。研究結果顯示，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介入兩種游泳出發方式在身體重心起跳水平速度值有顯著差異，但在飛行時間、飛行距離、入水水平速度、起跳及入水的垂直速度、最大水平及垂直地面反作用力上並沒有明顯差異。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選手在使用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游泳出發時，應選擇使用抓台式出發介入策略，會有較好的表現。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生物力學，，，，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肌群預先張力肌群預先張力肌群預先張力肌群預先張力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mparison of the 

muscular pre-tension strategy of lower extremity on 

swimming grab start and track start performance. 

Three well-trained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tested to the muscular pre-tension 

strategy of lower extremity on swimming grab start 

and track start performance. One VFC-1000 

high-speed video camera (125 Hz) and one Kistler 

force plate (1000 Hz)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analyzed system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Kwon3D 3.0 and Dyna3D softw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wimming grab start and track 

start performance were analyzed with matched 

measure design t-test. The statistic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α= .0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of take-off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muscular pre-tension than in the swimming 

grab start and track star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flight time, flight distance, horizontal entry velocity, 

vertical take-off velocity, vertical entry velocity, 

max horizont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and max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between two 

swimming star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recommend players using the muscular 

pre-tension of swimming start, should choose to use 

intervention strategy grab start, and there will be a 

bett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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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緣由與目的 

 在眾多運動項目中，下肢肌群的運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下肢肌群的爆發力與協調能力更是影響運動表現的重要因素。游泳出發是以下肢蹲跳動作為基礎，使身體離開地面而完成出發動作。 「肌群預先張力」指的是運動肌群在動作發生前，預先讓肌群處在充滿力量的狀況下，再收縮反應使動作發生。Van Ingen Schenau、Bobbert與 de Haan (1997) 的研究中提到，「功」的提升是因為肌群的預先張力使肌群縮短發展一個較為高層次的活動量及力量的時間。 Jensen、
Warren、Laursen與Morrissey (1991) 的研究指出預先張力較高的狀況下，不論是向心收縮或離心收縮時的力矩都有明顯的增加。Kovaleski、
Heitman、Trundle與 Gilley (1995) 研究預先等張負荷(isotonic preload)收縮和等速收縮訓練對關節等長、等張和等速三種肌力功率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應用預先等張負荷收縮的訓練效果比等速收縮訓練的效果好。李静雯(2006)更指出在游泳抓台式出發的出發台初期使用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能使出發表現更好。因此本研究進而比較下肢肌群預先張力  (muscular pre-tension) 策略介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影響。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3 位優秀游泳選手做為研究對



象， 3 位受試者分別進行抓台式與起跑式出發進行測試，受試選手參與游泳訓練有 10 年以上經驗。實驗前訓練受試者下肢肌群預先策略介入於游泳出發動作（如圖 1）。 

 圖 1 (A)抓台式出發；(B)起跑式出發 選手在矢狀面上的整個出發動作由 

VFC1000 高速攝影機 (125Hz) 拍攝選手在出發台期及空中期的動作；水平及垂直的地面反作用力資料則由 Kistler (1000Hz) 測力板擷取資料。測力板固定於出發台上並與出發台斜度相同。 運動學的參數經由 Kwon3D 動作分析系統求得，其中人體肢段參數採用Dempster (1955) 研究結果數據。測力板所得的資料由 Dyna3D 得知地面反作用力。兩種出發方式的飛行時間、飛行距離、最大地面反作用力、起跳和入水身體重心水平速度及垂直速度等參數，以相依樣本 t檢定進行考驗，統計顯著水準設為α= .05。 

 四四四四、、、、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比較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的使用對於游泳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表現的影響，所得的資料分別有運動學參數及地面反作用力的資料，分別進行討論。 

(一) 運動學參數 

    各項運動學參數結果如表 1 所示，表中各項結果值是 3 位受試者的平均值。各項速度參數是身體的重心的速度。在飛行時間、飛行距離上，兩種出發方式沒有顯著差異。在速度方面下肢預先張力策略的介入，在起跳重心水平速度抓台式出發的速度大於起跑式出發的速度，並且有達到顯著差異，而在起跳中心垂直速度、入水重心水平和垂直速度沒有顯著差異。 

 表 1 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運動學參數 

(平均值±標準差) 

n=3 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 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 t 值值值值 飛行時間飛行時間飛行時間飛行時間
(s) 

0.30±0.03 0.31±0.47 -0.945 飛行距離飛行距離飛行距離飛行距離
(m) 

3.29±0.32 3.15±0.15 1.665 起跳水平起跳水平起跳水平起跳水平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m/s) 
4.25±0.20 3.72±0.17 

24.552

* 起起起起跳跳跳跳垂垂垂垂直直直直 0.19±0.14 0.11±0.44 0.274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m/s) 入水水平入水水平入水水平入水水平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m/s) 
3.84±0.28 3.47±0.30 3.288 入水垂直入水垂直入水垂直入水垂直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m/s) 
-2.84±0.24 -2.99±0.33 1.388 

* P＜.05 

 

    由表 1 可知在起跳水平速度參數上，下肢肌群預先張力介入抓台式出發結果比起跑式出發來的快，並且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這和陳舒婷
(2006)的結果不一樣，但這樣的差異也許是因為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的介入，使得抓台式出發的起跳水平速度比起跑式出發較佳。另外，在入水水平速度參數，顯著值為 0.081，雖然統計尚未達水準，這樣的結果也許是因為參與本研究的樣本數太少，導致未達顯著。在飛行時間、飛行距離、起跳垂直速度、入水垂直速度等各項參數，皆未達顯著水準。本研究結果和李靜雯(2006)的研究結果一樣，也就是說在游泳出發初期介入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並不會使出發表現變差。 

(二) 地面反作用力 

    在地面反作用數值上，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兩種出發方式在預備姿勢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的力量值中抓台式出發是大於起跑式出發的，但統計尚未達顯著差異。而個別看最大水平地面反作用力、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兩種出發方式卻沒有明顯差異。 

 表 2 抓台式出發及起跑式出發之地面反作用力 

(平均值±標準差) 

n=3 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抓台式出發 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起跑式出發 t值值值值 預備姿勢預備姿勢預備姿勢預備姿勢
Fy(BW％％％％) 

1.14±0.12 1.12±0.01 1.512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Fy 

(BW％％％％) 
1.58±0.51 1.64±0.24 -0.272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Fx 

(BW％％％％) 
0.44±0.45 0.44±0.45 0 

Fx：水平反作用力；Fy：垂直反作用力 

     

    比較兩種出發方式，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出發台上的預備姿勢是不同的，抓台式是雙腳並行蹲踞站立在跳台上，而起跑式出發則是前後腳蹲踞站立在跳台上。由表 2 中得知在預備姿勢的地面反作用力參數中使用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的結果抓台式出發顯些大於起跑式出發；李靜雯(2006)的研究中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抓台式出發有較大的地面反作用力(水平和垂直)，但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與本研究的結果相同，游泳兩種出發同時介入下肢預先張力策略，結果也沒有達顯著差異。 

 五五五五、、、、結結結結論論論論與與與與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單純比較兩種出發方式，國內、外學者皆指出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沒有明顯的差異
(Breed, Mcelroy, 2000；江永泰，2003；陳舒婷，
2006 )，本研究比較兩種出發方式介入下肢預先張力策略在起跳水平速度中有明顯差異，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因為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的介入的緣故。 李靜雯(2006)的研究中指出，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抓台式出發，使得出發有較好的結果。本研究比較下肢預先張力策略同時介入抓台式與起跑式出發的結果發現，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使得起跑式出發的表現比抓台式出發的表現還要差。 

    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選手在使用下肢預先張力策略介入游泳出發時，應選擇使用抓台式出發策略，會有較好的表現。 

 六六六六、、、、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Van Ingen Schenau, G. J., Bobbert, M. F., ＆de 

Haan, A. (1997) Journal of Applied 

Biomechanics, 13:389-415. 

[2]. Jensen, R. C., Warren, B., Laursen, C., ＆ 

Morrissey, M. C. (1991)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3(1):10-14. 
[3]. Kovaleski, J. E., Heitman, R. H., Trundle, T. L., ＆Gilley, W. F. (1995)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27(6):895-899. 
[4]. 李靜雯(2006)。下肢肌群預先張力策略對游泳抓台式出發的影響。8(3)129-138。 

[5]. Breed R. V. P., Mcelroy G. K. (2000) 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39:277-293. 
[6]. 江永泰(2003)。優秀女子短距離運動員兩種出發動作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7]. 陳舒婷(2006)。競速游泳抓台式與起跑式出發跳水之效率差異。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