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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足弓式與全腳掌兩種不同出發動作之動力學參數，分析兩者在參數上之差異。研究對象

為 5 名優秀青少年蹼泳選手，藉由高速攝影機(120hz)獲取選手 15 公尺衝刺時間;測力板(1200hz)擷取受試者在

兩種不同出發方式之動力學參數，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兩者之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在出發 15 公尺的衝刺

上，足弓式的出發快於全腳掌式;在動力學參數部份，水平作用力在足弓式較大，可以幫助受試者在出發時獲

得較大的水平速度。 

 

關鍵詞：蹼泳、動力學、出發動作 

 

 

壹、緣由與目的      

  蹼泳運動為世界水中聯盟運動項目之一，此運動

是源起於四十年代中期歐洲的一項體育運動，更是世

界新興的水中體育運動項目之一，發展至今仍不足五

十年的歷史[3].。 

它是潛水運動中用來進行比賽的一個競技項目，

主要的有三項，為水面蹼泳 (surface) 、閉氣潛泳

(apnea)、器泳(immersion)，比賽共有二十四個項目。

其水面蹼泳有八項，分別為 50m、100m、200m、400m、

800m、1,500m、4×50m 接力、4×100m 接力、4×200m

接力，男女共同總共十六項；器泳有三項，分別為

100m、400m、800m，男女共同總共六項；屏氣潛泳

只有 50m 一項（少年運動員 35M），男女共同總共二

項[7]。然而，在競爭激烈的蹼泳項目裡面，其成績可

謂 毫 秒 之 競 爭 ， 在 蹼 泳 的 過 程 中 包 含 了 出 發

（starting）、划進（stroking）、轉身（turning）、觸

壁（touching）等四個部分，而在划進的過程中，並不

需要使用到手部的動作，而是雙手夾緊頭部以降低水

阻，行進中是以腳蹼動作為主所產生的推進力，可以

說是人類史上不依靠外加動力器械而能在水中行進速

度最快的運動。 

Maglischo[4]指出，一般的選手花極少的時間在改

善出發、轉身及觸壁的技巧上，而 50 公尺的比賽出發

時間約佔了總時間的 10%；在 100 公尺比賽中，則占

約 5%。由此可以發現到，世界級的蹼泳競賽中，幾

乎所有的選手在水中的速度差異不大，光是一個出發

動作就可以決定勝負，因此出發動作為教練及選手極

為重視的部分，而要採取何種方式來出發，是一值得

探討的主題，透過動力學資料的分析，將有助於蹼泳

跳水技術的釐清。 

蹼泳出發動作主要分成兩種站姿；兩腳平行站

立，二分之一腳掌露出跳水台前端，雙手緊握出發台

兩端為足弓站姿；而兩腳平行站立，腳趾與跳水台前

緣切齊，雙手緊握出發台兩端為全腳掌站姿。本研究

目的主要探討足弓式與全腳掌兩種不同出發方式的動

力學參數，分析兩者在參數上之差異，以提供教練與

選手訓練時之重要參考。 

 

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五名優秀青少年蹼泳選手為主，總共三

男兩女，，平均年齡為：13.6 五名優秀青歲；平均身

高為：166 ± 4.6 公分；平均體重為：57.4 ± 5.2 公斤。

研究工具主要以三軸測力板（Kistler 9260AA6，

1200Hz）擷取受試者下肢動力學參數，並以高速攝影

機(CASIO EX-ZR100，120Hz)拍攝受試者出發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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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線之動作。 

以自行製作的支架放置於跳台上，以固定測力

板，放置的角度與原始跳台角度一致，經由傾斜計量

測出測力板與水平夾角為 6°。將高速攝影機架設於受

試者側面，以便紀錄受試者出發動作。在距跳台 15

公尺處拉線，利用高速攝影機計算每次出發到 15 公尺

的時間（如圖一）。 

實驗時，每位受試者穿著單蹼的腳蹼，分別以足

弓式以及全腳掌兩種不同動作出發，模擬實際比賽情

境，當聽到鳴笛聲便開始出發，力板與攝影機同步擷

取受試者的相關參數。每位受試者分別操作 3 次，每

次操作結束，需休息五分鐘方可進行下一次的實驗。 

資料分析的部份，本研究利用測力板量測受試者

以兩種不同起跳方式的動力學參數，利用 Bioware 4.0

版軟體進行分析，由於力板與水平面夾角為 6 度，透

過三角函數的換算，將所取的數據進行轉換，得到的

相關數據再以統計軟體 SPSS 12.0 for Windows 進行相

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種不同起跳方式在到達 15m 時

間、最大水平、垂直作用力、到達最大峰值斜率以及

起跳瞬間的垂直衝量是否有差異，並進行討論。 

 

 

 

 

 

 

 

 

圖一、場地佈置圖 

      

參、結果與討論 

實驗中受試者在跳台上以兩種不同的出發方式，

以攝影機拍攝受試者到達 15 公尺線之時間，測力板擷

取水平作用力、垂直作用力、到達最大峰值斜率與衝

量。分別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不同出發方式

在相關參數上之差異，所得結果如表一所示。 

在到達 15 公尺的時間，足弓式明顯快於全腳掌出

發，足弓式約為 5.46 秒，而全腳掌約為 5.89 秒；另外

在水平作用力，足弓式出發水平作用力約為 0.818 

BW，而全腳掌約為 0.558 BW。足弓式出發的水平作

用力明顯大於全腳掌出發；在衝量的部份，則是全腳

掌明顯大於足弓式。 

其他三個參數，垂直作用力、合力以及衝量，三

者在統計分析並未有顯著差異。陳舒婷[6]針對游泳跳

台式與起跑式兩種出發方式進行分析，在動力學參數

得到抓台式出發的最大垂直力為 1.9 BW，而起跑式為

1.89 BW，本研究以蹼泳的兩 

表一、兩組不同出發方式動力學參數統計表 

 足弓式 全腳掌 p 值 

到達 15m 時間

（s） 

5.44 

±0.56 

5.96± 

0.90 
.01

＊
 

水平作用力

（BW） 

0.818 

±0.208 

0.558 

±0.179 
.000

＊
 

垂直作用力

(BW) 

1.628 

±0.213 

1.692 

±0.227 
.437 

合力 

(BW) 

1.836 

±0.185 

1.786 

±0.257 
.507 

垂直力斜率

(BW/s) 

2242.84 

±1342.45 

1888.26 

±519.88 
.317 

垂直衝量

(BW*ms) 

246.38 

±62.36 

316.43 

±45.18 
.008

＊
 

＊
p<.05 

種不同出發方式，得到的最大垂直作用力分別為 1.63 

BW 與 1.69 BW，略低於一般游泳的出發方式，主要

原因在於蹼泳比賽需穿著腳蹼，下肢無法做完全的蹬

伸，因此最大的垂直反作用力會較小。 

而在起跳瞬間的衝量，全腳掌大於足弓式，由於

兩者的垂直最大作用力差不多，因此主要是因為起跳

瞬間全腳掌出發方式所花費的時間較長，因此獲得衝

量較大。衝量為力與時間的乘積，動量等於質量乘以

速度，因此人體從跳台出發後的飛行速度主要根據動

量的大小而定。增加衝量可以增加力量大小或增加力

的作用時間，但若延長時間則會損失速度，不利成績

提昇，此時只能提高力量的大小和斜率來提昇成績

[5]。以兩組到達 15m 的時間而言，雖然全腳掌出發所

得到的衝量較大，但其垂直最大作用力以及斜率都未

能比足弓式來得大，加上足弓式出發的水平作用力明

顯大於全腳掌出發，因此足弓式出發的表現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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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two different starting drives 

stand postures of elite fin swimming athletes.The subjects are five elite fin swimmers. This study 

employed two different equipment: high speed digital video camera (Casio EX-ZR100, 120Hz) and 

three-dimens -ional force plate (Kistler 9260AA6, 1200Hz). The t-test (α=.05)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of two start movements.Ultimat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e arch of foot standing posture 

and the sole of foot standing postu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15 meters time and the peak of 

horizontal force. In short,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arch standing posture are better than whole foot 

posture. 

 

Keywords:Fin swimming, kinetic, start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