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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探討游泳擺臂式、抓臺式出發方式與立定跳遠與膝關節角度、出發距離之比較。游泳比賽中，游

泳選手必須用最短時間來完成整個競速游泳，不同的跳水出發方法，將影響選手成績。本研究物件為 3 名優

秀男子游泳選手，其受試者平均身高 170.33±2.05 公分、體重 72.06±2.01 公斤、泳齡 10.66±0.47 年，研究器材

是以一台高速攝影機(120Hz)和一台 Bertec 測力板與 SiliconCoach 二維動作分析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抓臺式、

擺臂式出發與立定跳遠於三位受試者的膝關節角度分別平均 141.04±0.89、135.93±4.36、139.52±4.62 度。抓臺

式、擺臂式出發與立定跳遠的距離平均為 3.13±0.63、3.4±0.91、1.95±0.8 公尺。擺臂式跳水動作容易因定義不

同，造成其在數值上與其他學者的資料造成差異，主要也和受試者本身跳水習慣、出發動作的熟練度、發力

型態及射豐素質條件(身高、體重、柔軟度等)有關。因此選手因透過不斷的練習，找出適合自己成續發揮的理

想角度。 

 

關鍵字：競速游泳、擺臂式、抓臺式、立定跳遠 

 

 

壹、研究目的      

 隨著運動科學技術的提升，競速游泳(Competitive 

swimming)運動水準也不斷的提高， 但對優秀的競速

游泳選手來說，成績的推進是相當困難的。游泳比賽

中，游泳選手必須用最短的時間來完成整個競速游

泳，其中包括了出發(Starting)游泳(Swiming)、轉身

(Turnning)、碰壁等四個部分(李靜雯，2003)，但由於

出發及轉身技巧的動作，在競速游泳比賽中所占的時

間比例較少，因此經常被教練或選手忽略。 

  學者 Maglischo (l994)研究發現多數游泳選手皆

未能在出發以及轉身的技巧上加強練習，但在短距離

的游泳比賽中，出發動作技巧的好壞，往往是決定勝

負的關鍵。在 50 公尺短距離項目之中，出發距離就占

了比賽距離的 30% 、100 公尺則占了 15 %。由此可

知，對於游泳短距離的競速來說，跳水出發可以說相

當重要。另外跳水出發動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跳

臺期(Block time)、飛行期(F1ight time)及入水期(Water 

time) 而好的飛行期動作不但可增加入水速度、減少

入水時阻力，更可產生較遠的滑行距離(唐瑞顯，

2000)。Maglischo (1994)指出選手若更加重視「出發」

的訓練，使其技巧改善後，成績至少可縮短 0.1 秒。

現今較被普遍使用的出發方式分為抓臺式及起跑式擺

臂式跳水出發，因抓臺式跳水出發的動作要領較為單

純，所以多為初學者優先學習的選擇。因此本研究，

將透過三位游泳專長優秀男子游泳選手，進行動作分

析，進而探討立定跳遠、擺臂式、抓臺式的方式對膝

關節角度、游泳出發距離之影響，並期望研究結果能

作為日後執練在教導或訓練上的依據。 

 

貳、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主要研究游泳抓臺式跳水出發後水面上的

動作(預備姿勢、空中動作) ， 其水面下的動作及空

氣阻力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二)游泳選手出發動作時， 基本上是左右對稱， 意

即身體主要動作方向 為矢狀面運動，因此本研究將僅

以二維空間運動分析系統研究。 

自變項:擺臂式跳水、抓臺式跳水、立定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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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膝關節角度、跳水距離、跳遠距離 

      

參、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像 

  本研究物件為 3 名優秀男子游泳選手， 受試者為

受過游泳專業訓練 8 年以上， 在實驗開始前， 先讓

受試者完全瞭解本研究內容及過程，告知受試者在實

驗時，心態需模擬比賽之情境，盡全力來完成實驗要

求之動作。表一 為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年齡 身高 體重 訓練年齡 

S1 23 170 71.7 10 

S2 22 168 69.8 11 

S3 24 173 74.7 11 

平 均

數 

23 170.33 72.06 10.66 

標 準

差 

0.81 2.05 2.01 0.47 

(二)實驗時間與地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游泳館。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9 日，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運動器

材科技研究所。 

(三)實驗儀器及設備 

A. 高速攝影機(CASIO) 1 台。 

B. 攝影機腳架 l 支。 

C. 30 (M) 皮尺卷。 

D. 反光貼紙 

E. 碼錶 

F. 筆記型電腦 

G. SiliconCoach 二維動作分析軟體 

H. 設備架設及場地如圖一所示。 

圖一、實驗場地及設備架設示意圖 

(四)實驗流程 

  本研究參考唐瑞顯(2000)及李垂裕、黃長福(2006)

的研究方法，訂定本研究流程。每位受試者皆進行 5

次的抓台跳水出發測驗每跳完一次後，休息 3 分鐘，

使受試者能以最佳的狀態進行測驗其詳細步驟說明如

圖二所示。 

圖二、實驗流程圖 

室內：垂直跳 

A. 實驗開始前先由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本次的實

驗流程，讓受試者充分瞭解本研究目的、研究步

驟及可能花費的時間， 同時期望受試者能全力

配合直到實驗結束。 

B. 熱身及熟悉實驗動作受試者先行 5 -10 分鐘的熱

身活動，避免實驗過程中造成傷害。 

C. 儀器調整對其高速攝影機焦距與光圈做調整並

將拍攝頻率設定為每秒 120Hz。 

D. 開始進行實驗拍攝。 

游泳館： 

A. 實驗開始前先由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本次的實

驗流程，讓受試者充分瞭解本研究目的、研究步

驟及可能花費的時間， 同時期望受試者能全力

配合直到實驗結束 

B. 熱身及熟悉實驗動作，受試者先行 5-10 分鐘的

熱身活動，並下水遊 200 公尺以適應水溫及暖

身，避免實驗過程中造成傷害，另外給予受試者

在跳水臺上練習跳水出發各 2 次。 

C. 儀器調整對其高速攝影機焦距與光圈做調整並

將拍攝頻率設定為每秒 120Hz。 

 
實驗內容說明 

實驗場地佈置 受試者熱身 儀器架設調整 

資料收集與處理 

受試者黏貼關節位置識標 

進行實驗拍攝 第一次 跳 

休息 

第二次 跳 

第三次 跳 

第四次 跳 

休息 

休息 

休息 

第五次 跳 

休息 

0

1

2  第二水道

3

4

5

6

7

8

9

跳台

高速

攝影機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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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試者黏貼關節位置識標，腕關節、髖關節、膝

關節、踝關節其目的為在影片中能夠更清楚的看

出受試者的各個關節點。 

E. 開始進行實驗拍攝。 

(五)資料收集及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收集的背景包含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及受試

者在實驗中表現的運動學參數，其說明如下： 

A. 基本資料：受試者年齡、身高、體重、泳齡。 

B. 實驗表現：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方式為攝影機捉取

受試者所進行抓臺式、擺臂式、跳出發動作與立

定動作 5 次之影像資料，將其所得運動學參數進

行分析比較。 

C. 資抖的處理與分析：收集 3 位受試者每人 5 次共

計 30 次的抓臺式、擺臂式出發動作資料，進行

動作分析。收集 3 位受試者每人 5 次共計 15 次

立定跳動作數據，進行動作分析。 

收集資料說明如下： 

A. 距離取樣: 游泳距離取樣原點至以手踝關節入

水點距離為取樣距離。 

B. 立定跳距離以受試者最努力跳躍落地後腳跟至

原點距離為取樣距離。 

C. 膝關節角度：採用 SiliconCoach 二維動作分析軟

體，以踝關節、髖關節、膝關節三點成一直線至

膝關節彎曲。 

D. 資料以 SPSS 17.0 軟體分析。 

 

肆、結果 

    表二為各受試者使用不同跳法之關節角度。由表

中可以知道本研究受試者在擺臂式跳水、抓臺式跳

水、立定跳遠平均角度為 135.93±4.36、141.04±0.89、

139.52±4.62 度。Blanksby，Nicholson & Elliott(2002)

認為增加出發前膝關節的彎曲有利於下肢發展較大的

力量。由此可知膝關節的彎曲角度是為了提供下肢肌

群得以迅速伸展，使其快速的路離跳臺。 

  表三為受試者使用不同跳法所測量得之距離。由

表中可以知道本研究受試者在擺臂式跳水、抓臺式跳

水、立定跳遠平均距離為 3.4±0.91、3.13±0.63、1.95±0.8

公尺。 

  學者黃智勇(2003)以 11 名國內優秀短距離游泳選

手為受試者，透過運動學分析來比較抓臺式出發與起

跑式出發之間的差異性，其研究結果 

 

 

 

 

表二、各受試者不同跳法關節角度 (度) 

 擺臂式 抓臺式 立定跳 

s1 140.41 131.69 135.71 

s2 140.02 141.59 141.52 

s3 144.55 138.57 135.45 

平均數 135.93 141.04 139.52 

標準差 4.36 0.89 4.62 

表三、各受試者不同跳法距離 (公尺) 

 擺臂跳距離 抓臺式距離 立定跳距離 

s1 3.63 3.54 2.01 

s2 3.15 2.98 1.98 

s3 3.43 2.88 1.86 

平均數 3.4 3.13 1.95 

標準差 0.91 0.63 0.8 

發現爪臺式出發的行距離 3.27±0.21 公尺。另一學者

李垂裕(2006)以 12 名國內優秀男子游泳選手為受試

者，比較抓臺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之間的差異性，研

究發現抓臺式的距離為 3.25±0.17 公尺。而本研究飛

行距離本研究結果為 3.13±0.63 公尺皆與上述文獻有

相近，研究者推估可能是因為受試者身體素質條件(身

高、柔軟度等)或受試者本身跳水習慣的差異造成;例

如李垂裕(2006)學者的受試者平均身高體重分別為

174±3.5 公分、75±4.0 公斤，而本研究的受試者平均

身高體重則為 170.33±2.05 公分，體重 72.6±。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 SiliconCoach 二維動作分析軟體動，

對優秀男子游泳運動選手進行抓臺式、擺臂式出發與

立定跳遠的運動學分析，其研究結果： 

A. 三位受試者的膝關節角度分別平均 141.04± 

0.89、135.93±4.36、139.52±4.62 度。 

B. 抓臺式、擺臂式出發與立定跳遠的距離平均 

為 3.13±0.63、3.4±0.91、1.95±0.8 公尺。 

C. 擺臂式跳水動作容易因定義不同，造成其在  

數值上與其他學者的資料造成差異，主要也 

和受試者本身跳水習慣、出發動作的熟練 

度、發力型態及射豐素質條件(身高、體重、 

柔軟度等)有關。 

D. 距離容易受離台角度影響， 離台角過大易 

增加空中時間， 離台角度過小則會影響距離，因

此選手因透過不斷的練習，找出適合自己成續發揮的

理想角度。 

  由圖表結果得知在 s1 在跳遠及跳水的距離是最

優異的。s1 受試者膝關節彎曲角度與運動表現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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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在本次實驗中得知擺臂式、抓臺式、立定跳遠之

膝關節角度都可能影響運動表現。 

  由本研究可延申之後續研究： 

A. 後續研究可以加入測力板，探討腳蹬伸時力  

量的變化情形。 

B. 探討膝關節角度影響運動表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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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JOINT ANGLE AND STARTING DISTANCE    

     WITH SWING ARM STAR AND GRAB STAR IN  

                           COMPETITIVE SWIMMING 

 

Yu-Chen Ye  Ching-Ting Hsu* Wei-Hu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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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ee joint angle and Jumping distance are focused in this paper. We observe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 of these factors between Swing start, Grab start and Standing long jump. In competitive 

swimming, athletes have to complete the game as short as possible. The starting strategy may affect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In this paper, three outstanding swimming athletes are found. The average 

height is 170.33±2.05 cm, average weight is 72.06±2.01 kg, average swimming years is 10.66±0.47 

years. One high speed camcorder which set to 120 Hz, Bertec force plate and SiliconCoach two 

dimensional motion analyzer are used to gather and analysis the data.The average knee joint angle 

is 141.04±0.89,  135.93±4.36, and 139.52±4.62 degree of Grab start, Swings start and Standing 

long jump, respective.y. The average jumping distance is 3.13±0.63, 3.4±0.91, 1.95±0.8 meter for 

three starting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Since the definition of swing start is different, this may cause 

the gathered data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levant researches. Furthermore, other factors such like 

practice of jumping, starting strategies may affect the results. Hence, the swimming athletics should 

keeping practice to find out the best starting strategy for their self.  

 

Keywords: Competitive swimming, Swing starting, Grab starting, Stand long jum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