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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為比較游泳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水面下動作之差異。方法：12 名國內優秀男子游泳

選手，其中 6 名專長為抓台式出發（平均年齡 23±1.9 歲，平均身高 174±3.5 公分，平均體重 75±4 公斤，50

公尺最佳成績 25.1±0.6 秒）；6 名專長為起跑式出發（平均年齡 21±1.3 歲，平均身高 177±4.9 公分，平均體重

73±3 公斤，50 公尺最佳成績 24.6±0.4 秒）。水面上使用一台 JVC9800 數位攝影機及水面下 SONY 數位攝影機

各乙部，擷取頻率 60Hz，以 KWON3D 3.1 版動作分析軟體，來進行受試者水面下運動學參數分析。統計方

法為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來檢驗兩組間各項運動學參數在不同出發動作技術之間的差異，顯著水準設為 α 

=.05。結果：本研究結果為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水面下參數（入水範圍、水面下身體重心最低位置、

身體重心最低位置水平與垂直速度、入水後振腰時機）與到達 12 公尺時間及速度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此外，結果發現兩組選手在重心還未到達最低點時，就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作以增加水平速度。結論

與建議：在水面下抓台式與起跑式兩種出發方式之間沒有差異性存在。建議游泳運動員在進入水中時可透過

入水後角度的改變，在身體完全進入水中後改變身體姿勢來避免潛入水中過深。可透過水中攝影找出每位選

手海豚式踢腳的時機點及是否潛入水中過深，並對照於水中滑行平均速度，藉此來建議選手是否適合在水中

有較長的潛水時間與潛水距離。 

 

關鍵字：游泳、抓台式出發、起跑式出發 

 

 

壹、 緒論 

游泳比賽中，游泳選手必須要用最短的時間來完

成整個競速游泳時間，其中包含了出發、途中游、轉

身、碰壁等四個部分時間。除了仰泳在水中出發以外，

其他三式出發跳水與接力皆為在空中所完成的動作。

而出發動作在整體游泳表現中佔有極重要的因素，一

位優秀的游泳選手要突破自己的成績，除了在平時需

不斷的練習來增進生理的適應與游泳姿勢的動作改善

之外，能夠使自己進步的空間就在於出發跳水與轉

身，而在越短距離的游泳項目中越顯的跳水出發的重

要。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優秀游泳選手從出發台上跳

水出發後，進入水中滑行到將近 15 公尺距離時浮出水

面（國際游泳總會 FINA 游泳規則中規定捷泳與蝶式

出發與轉身潛泳後必須在 15 公尺以前頭部浮出水

面；而蛙式則是入水後潛泳時需完成一次大蛙划手與

踢腿動作後，頭部就要浮出水面）。然而，在 50 公尺

短距離項目之中，出發的距離就佔了全部比賽距離的

30%、100 公尺項目中則佔了 15%。因此透過改進跳

水出發動作來增進成績，在越短距離的個人游泳項目

中出發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在 2000 年雪梨奧運

中，男子 50 公尺捷泳決賽中第一名與第三名只差了

0.05 秒；在 2003 世界盃中，一樣是男子 50 公尺捷泳

決賽中，第一名到第八名之間只隔了 0.52 秒。

Maglischo (1993) 提到，在短距離項目之中（50m, 

100m）其勝負之間只差了 0.01 秒，而在空中的出發動

作可經由訓練或指導後反覆練習，可使成績增進至少

0.1 秒以上。由此可見，在短距離游泳比賽中選擇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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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利的出發方式並加以反覆練習是必要的。 

自從在 1960 年代游泳選手開始使用兩手抓握在

跳水台前緣雙腳的兩側或是中間的抓台式出發 

(Hanauer ,1967) ，之後在 1975 年時選手開始使用類

似在短跑出發方式中的起跑式出發  (Alalon, Van 

Gheluwe & Kanitz ,1975) 以來，抓台式出發或起跑式

出發一直是當今優秀游泳選手的兩種最佳選擇。江永

泰（2002）提到，從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到 2000

年雪梨奧運會的四年期間，競速游泳中個人項目除了

仰泳之外，運動員所使用的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

中，抓台式出發採用的比率從 77% 降低至 45%，反

之起跑式出發的採用比率則從 23% 上升到 55%。而

在 2004 年雅典奧運中，男子與女子個人短距離（50

公尺與 100 公尺捷泳）決賽中有 19%的選手採用抓台

式出發，81%的選手採用起跑式出發。儘管有八成的

選手使用起跑式出發，但是澳洲名將索普在 2008 年奧

運會中所使用的跳水出發為抓台式出發（獲得男子 50

公尺捷泳第三名，200 公尺捷泳與 400 公尺捷泳第一

名）。由此可知，近年來在選擇游泳抓台式出發與起跑

式出發則尚未定論。然而，目前大部份的研究中較少

針對水面下的運動生物力學分析，因此在本研究之

中，分別從專長於抓台式出發與專長於起跑式出發的

優秀游泳選手，來進行水面下運動學參數的分析。本

研究之必要性為期望能藉此來進一步瞭解兩種跳水出

發動作技術操作上的差異，作為日後教練教導或訓練

上的依據，也可隨時修正選手跳水後水面下的動作（如

跳水過深或太晚開始海豚式踢腳）。本研究目的為比較

游泳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水面下動作之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12 名國內優秀男子游泳選手（二年

內捷泳 50 公尺成績在 25.5 秒內），其中 6 名專長為抓

台式出發，6 名專長為起跑式出發。抓台式出發（平

均年齡 23±1.9 歲，平均身高 174±3.5 公分，平均體重

75±4 公斤，50 公尺最佳成績 25.1±0.6 秒）；起跑式出

發（平均年齡 21±1.3 歲，平均身高 177±4.9 公分，平

均體重 73±3 公斤，50 公尺最佳成績 24.6±0.4 秒）。 

二、研究器材： 

本實驗使用一台 JVC9800 數位攝影機（水面上）

及 SONY 數位攝影機乙部（水面下）。同步器與同步

LED 燈連結兩部攝影機及出發蜂鳴器。將所攝得影片

經 IEE1394 擷取後存入電腦，以 KWON3D 3.1 版動作

分析軟體，來進行受試者水面下運動學參數分析。 

三、實驗步驟： 

將 SONY 數位攝影機（拍攝速度為每秒 60 張）

架設於水面下游泳池玻璃窗後，鏡頭距離水面下深度

為 1 公尺。為了降低水中折射所造成的誤差，因此鏡

頭須朝向第 4 水道出發台且與運動員之潛水滑行運動

方向平面垂直，距離為 12 公尺。拍攝焦點定於第 4

水道處，拍攝畫面範圍從出發台邊緣 3 公尺到 8 公尺

處，其目的為拍攝運動員自手指入水後，在水中滑行

並振腰海豚式踢水動作，直到開始划第一下手及頭部

浮出水面之完整動作。JVC9800 數位攝影機（拍攝速

度每秒 60 張，快門為 1/100）鏡頭正中央面對第 4 水

道處（距離 12 公尺），鏡頭距離水平面 1.5 公尺。拍

攝焦點定於第 4 水道中央的運動員，拍攝畫面範圍為

第4水道的運動員從頭部浮出水面到頭部通過15公尺

止泳繩的完整動作。在游泳池由跳水台池緣算起，到

12 公尺處拉起一條繩索，並在第 4 水道上方止泳繩裝

置反光球，高度距離水面 30 公分，其目的為當受試者

從第 4 水道出發游到 12 公尺處時，可以清楚明顯的看

出頭部到達 12 公尺時的畫面，以利於拍攝（圖一）。

當按下同步盒上控制同步之按鈕時，1 秒過後（此為

設定值），蜂鳴器發出開始訊號聲響（等同於游泳比賽

中的發令聲響）。並透過同步線在水面上攝影機和水面

下攝影機的右上方畫面出現紅色亮燈訊號，此時畫面

中所拍攝到的紅色亮燈訊號的影片即為發令瞬間之影

片，以計算相關時間參數。 

 

 

 

 

 

 

 

 

 

 

 

 

受試者先游 200 公尺暖身，避免在拍攝時因跳水

動作而受傷。跳水台上練習跳水出發兩次，並使受試

者熟悉特製蜂鳴器之出發訊號。在受試者的耳道口前

圖一、場地佈置圖及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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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肱肩胛關節、肘軸、尺骨莖狀突、無名指第二指

節、大轉子、股骨髁、外側踝與腳尖第五指頭貼上反

光貼紙標誌。當受試者聽到出發訊號後盡全力跳水出

發，以全力衝刺直到全身通過 15 公尺止泳繩才可停止

游泳。受試者重複上述步驟，各跳屬於自己專長的跳

水方式兩次，在資料處理時以游到 15 公尺最短時間的

紀錄來進行分析。由於在水底攝影會受到水流動而導

致影像模糊的原因，因此每次跳水之間須間隔 3 分鐘

使水面與水面下之水流平穩。 

四、資料處理： 

將兩部數位攝影機所拍攝的影片資料經由電腦

Movies Maker 擷取後，再由 Kwon3D 3.1 版軟體來進

行運動學參數數位化的處理。首先，進行受試者身上

反光貼紙的數位化處理，經修勻後獲得人體各個關節

之座標資料，再以軟體內建的公式求出相關運動學之

位移、速度、角速度等。 

分析的運動生物力學參數包括入水區域、水面下

身體重心最低位置、身體重心最低位置水平與垂直速

度、入水後振腰時機、到 12 公尺時間與到 12 公尺速

度。 

以 Butterworth 4
th

-order Zero Lag Digital 程式來

對原始資料進行修勻〈6Hz〉。本研究之人體各肢段參

數是採用 Dempster 在 1955 年解剖大體時所獲得的人

體慣性參數資料。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考驗來檢驗兩組間各項運

動學參數在不同出發動作技術之間的差異，顯著水準

設為 α =.05。 

 

參、結果與討論 

運動員從手指開始入水後在水面下動作時間的運

動學參數包括了入水區域的大小、入水後的入水角

度、潛入水中時身體重心距離水面最低的位置、重心 

最低時的水平與垂直速度、從入水到重心最低時

所花的時間等，如表一所示。 

    本研究中受試者的抓台式出發入水區域（受試者

在水面下手指入水處與腳尖入水處的水平距離）比起

跑式出發略大（3.2cm），不過由於每位受試者的個人

入水姿勢不同，有部分受試者在手指入水後到達髖關

節處時會彎屈膝關節以減少入水區域；而有部分受試

者從手指入水時直到腳趾入水後，全身皆呈現一直

線。因此而造成每位受試者間的入水區域的差異性極

大。入水區域範圍最大的受試者與入水區域範圍最小

的受試者相差了 97.3 公分，原因在於有些受試者入水

時的動作從手指入水後全身從手指到腳趾完全伸直，

而有些受試者在入水後身體會呈現較為弧形的方式後

在水中改變行進的方向，以減少橫斷面積。因此若以

伸直的身體在水中改變行進方向時，會造成過大的橫

斷面積而增加水的阻力，因而影響水平速度與滑行時

間，不利於整體成績。 

抓台式出發的受試者從入水後，入水角度（受試

者腳尖入水瞬間水面下之身體重心位置與腳尖入水處

水平軸之夾角），與起跑式出發的受試者僅相差 1.4 度

而未達顯著差異。受試者在接觸水後將身體的前進方

向角度稍作向前修正，以增加水平速度而減少垂直速

度，並避免潛入水中過深而影響其滑行距離與滑行時

間。 

進入水中後運動員會利用身體姿勢改變前進的方

向，當身體重心到達水面下最深的位置時，本研究中

起跑式出發的受試者在重心最低時的水平速度比抓台

式出發受試者的水平速度快 0.12 m/s，不過未達顯著

差異；而垂直速度方面則兩種出發方式僅相差 0.02 

m/s，但未達顯著。在重心最低時是身體開始要浮出水

面的開始，因此垂直速度會在重心最低前開始由負值

上升，重心位置最低瞬間垂直速度接近於零，身體開

始上升時垂直速度會逐漸的上升，此時表示身體重心

正在逐漸上升，一直到浮出水面後垂直速度才又降

低。在重心最低時的合速度方面，起跑式出發的受試

者比抓台式出發略快 0.12 m/s，但未達顯著差異。

Blitvich, McLean, Blanksby, Clothier and Pearson (2000) 

研究中以 54 位國高中的游泳頂尖選手為受試者，以他

們習慣的動作技術來進行跳水動作，實驗時其中有 54

位選手跳深度 2 公尺的游泳池，另外有 36 位選手跳水

深 1.2 公尺的游泳池。研究結果發現在 2 公尺水深的

游泳池中，平均跳水的最大深度為 0.88 ± 0.17 公尺，

在最深的時候速度為 2.47 ± 0.36m/s；在 1.2 公尺深的

 

表一、水面下動作時間參數表 (N=6) 

 抓台式出發 起跑式出發 P 值 

入水後角度(deg) -26.8 ± 7.2 -25.3 ± 3.4 0.336 

入水區域(cm) 52.5 ± 37.4 49.2 ± 20.9 0.429 

重心最低距水平面位

置(cm) 
72.6 ± 17.6 82.3 ± 14.5 0.16 

重心最低時間(sec) 0.75 ± 0.13 0.7 ± 0.07 0.218 

重心最低時水平速度

(m/s) 
2.63 ± 0.21 2.76 ± 0.39 0.257 

重心最低時垂直速度

(m/s) 
0 0.01± 0.02 0.168 

重心最低時合速度

(m/s) 
2.63 ± 0.21 2.76 ± 0.39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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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中，平均跳水的最大深度為 0.79 ± 0.13 公尺，

在最深的時候速度為 2.51 ± 0.47m/s。本研究中抓台式

出發在入水後 0.75 秒時身體重心達到最低位置 72.6 ± 

17.6cm，合速度為 2.63 ± 0.21m/s；而起跑式出發則是

在入水後 0.7 秒達到重心最低的位置 82.3 ± 14.5cm，

合速度為 2.76 ± 0.39m/s，與文獻相較本研究中的受試

者跳水深度並未過深且速度較快，不過兩者間並沒有

達到顯著差異。在潛入水中後身體重心到達距離水面

最深的位置時，起跑式出發比抓台式出發的受試者潛

入水中多深了 9.7 公分，但是未達顯著差異。原因在

於入水後的入水角度中，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的

水中入水角度相差不大，而造成了起跑式出發的重心

最低時距離水平面較深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在入水後到

達入水最深時中間的身體姿勢改變所影響。然而，過

深的重心位置會導致浮出水面時的時間與距離加長，

因此游泳選手在入水後不宜潛入水中過深而不利於成

績。以游泳運動來說，進入水中後應迅速的調整身體

姿勢與動作，例如雙手前伸時的位置與微屈膝動作，

來改變行進的方向。 

在水中由於水的阻力而導致水平速度逐漸減

慢，運動員在水平速度與垂直速度減慢的時候會使用

海豚式振腰踢腳的動作來讓身體保持一定的水平速度

與藉以改變身體前進的方向。從圖二中可知選手在重

心還未到達最低點時，就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

作，以避免水平速度降低。在本研究中運動員使用海

豚式踢腳振腰動作的定義為，膝關節彎曲的角度到達

最小而開始變大瞬間為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

作。 

在水中該何時，或何種水平速度與垂直速度下開

始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作呢？表二說明了本次研究

中兩種出發方式的受試者在水中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

振腰動作的時機。 

本研究中抓台式出發受試者在蜂鳴器訊號開始後

0.79 秒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作，而起跑式出發的受

試者為 0.73 秒開始動作，兩者間沒有顯著差異。 

圖二、重心未到達最低位置時已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受試者分為

抓台式與起跑式出發最快選手） 

 

在運動員使用海豚式振腰踢腳動作的時機點在於他們

在水中對於速度的知覺，當他們覺得速度增快時，因

為會產生水阻力而不會使用海豚式踢腳；當速度減慢

時，則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動作來維持速度的一定。

因而對於運動員在選擇海豚式踢腳動作的使用時機

時，與當時的水平速度來做比較，如圖三所示，本實

驗中所有運動員皆在入水後重心水平速度降低時開始

使用海豚式踢腳。 

 

 

 

 

 

 

 

 

 

 

圖三、水中使用海豚式踢腳時的重心水平與垂直速度示意圖 

（此受試者為抓台式出發最快選手；時間 0 代表蜂鳴器訊號開始） 

 

    在流體力學中，水中前進時所遭遇到的水阻力來

源之一為形狀阻力，因此當運動員開始做海豚式踢腳

振腰動作時，彎屈膝關節將導致橫斷面積加大而增加

水阻力，但是在之後的踢腳壓水中相對的也讓身體的

水平速度加快。因此運動員在入水後，重心到達最低

點前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在水中由於阻力與推進力

的變化而導致運動員在水中水平速度的上下起伏，而

垂直速度則是緩慢上升直到頭部浮出水面。在本研究

表二、水面下振腰時機參數表 (N=6) 

 抓台式出發 起跑式出發 P 值 

振腰時間 (sec) 0.79 ± 0.15 0.73 ± 0.16 0.236 

振腰時重心水平速度 (m/s) 2.35 ± 0.31 2.54 ± 0.39 0.187 

振腰時重心垂直速度 (m/s) -0.05 ± 0.25 -0.17 ± 0.47 0.305 

振腰時重心合速度 (m/s) 2.36 ± 0.30 2.58 ± 0.43 0.173 

到 12m 時間(sec) 5.53 ± 0.19 5.45 ± 0.17 0.246 

到 12m 速度(m/s) 1.83 ± 0.07 1.84 ± 0.08 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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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跑式出發的受試者在入水後水平速度為 2.54 m/s

時開始使用海豚式踢腳振腰動作，而抓台式出發的受

試者則是在 2.35 m/s 開始動作，但兩種出發方式間未

達顯著差異。另外在入水後海豚式踢腳振腰時的垂直

速度與合速度於兩種出發方式之間也沒有差異性存

在。 

    受試者完成所有動作直到頭部通過 12 公尺所花

時間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參數，此參數代表哪一種游

泳跳水出發方式為最快，一位游泳選手被判定出發動

作好壞的成績完全由此參數所決定。Blanksby 等 

(2002) 以 5 位男性與 7 位女性具有國際資格之游泳選

手為受試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發現在訓練

前與訓練後抓台式出發與把手式出發在到 10 公尺所

花的時間都有明顯的進步，但是起跑式出發則在訓練

前後沒有差異。此外，到 10 公尺所需時間在三種出發

方式之中並沒有顯著差異。Breed and McElroy (2000) 

以 23 名女性非游泳專長之競技運動員為受試者，經過

訓練與指導後發現，非游泳運動員透過游泳跳水出發

訓練之後，起跑式出發的成績會比抓台式出發的成績

較好。江永泰 (2002) 以六名國家女子代表隊的短距

離游泳選手為實驗對象，結果發現起跑式出發到 10

公尺所需時間與速度皆顯著優於抓台式出發。黃智勇 

(2002) 以 11 名國內優秀短距離游泳選手為實驗對

象，結果發現抓台式出發到 10 公尺所需時間與到 10

公尺時的速度皆顯著比起跑式出發快。LaRue (1985) 

以 18 名游泳選手為受試者，經過一段時間訓練跳水出

發技術後選取成績較好的 10 位選手，分別進行抓台式

出發與起跑式出發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起跑式出發

的選手在游泳比賽全部距離之中比抓台式出發的選手

快 5.5 公尺的距離。Welcher, Hinrichs & George, (2008) 

比較抓台式出發、重心在前及重心在後起跑式後發

現，三種出發方式在到達 5 公尺時間之間無顯著差

異。然而，在本研究中到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

到達 12 公尺時間與通過 12 公尺時的速度之間皆沒有

達到顯著差異。由上述文獻及本研究中得知在不同的

游泳跳水出發動作中影響整體時間的因素包括從跳水

台上的動作到空中動作、及進入水中滑行後開始海豚

式踢腳、起身游等，而受過訓練的選手中分別專長於

抓台式及起跑式出發的選手在整體時間中無明顯差

異；在非受過訓練的選手中，在訓練後起跑式出發較

優於抓台式出發的選手。 

 

 

肆、結論與建議 

抓台式出發與起跑式出發在進入水中動作及起身

游到 12 公尺中，此兩種出發方式之間沒有差異性存

在，說明此兩種跳水出發方式在進入水中後的動作速

度並無差別，因此運動員可根據自己所專長的出發方

式來進行跳水。游泳運動員進入水中滑行後，在身體

重心到達最低位置前會開始使用海豚式振腰踢腳動

作。 

建議游泳運動員在進入水中時可透過入水後角度

的改變，在身體完全進入水中後改變身體姿勢來避免

潛入水中過深。此外可透過水中攝影找出每位選手海

豚式踢腳的時機點及是否潛入水中過深，並對照於水

中滑行平均速度，藉此來建議選手是否適合在水中有

較長的潛水時間與潛水距離。 

 

伍、參考文獻 

江永泰 (2002)。優秀女子短距離游泳運動員兩種出發

動作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

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黃智勇 (2002)。游泳選手抓台式與起跑式出發動作之

運動學分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Ayalon, A., Van Gheluwe, B., and Kanitz, M. (1975). A 

comparison of four styles of racing starts in 

swimming. In J. P. Clarys and L. Lewillie (eds.), 

swimming Ⅱ (pp. 233-240). Baltimore: University 

Park Press. 

Blanksby, B., Nicholson, L.,& Elliott, B. (2002).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the grab, track and 

handles swimming start: an intervention study. 

Sports Biomechanics, 1(1),11-24.  

Blitvich, J. D., McLean, G. K., Blanksby, B. A., Clothier, 

P. J., & Pearson, C. T. (2000). Dive depth and water 

depth in competitive swim starts. Journal of 

Swimming Research, 14, 33-39. 

Breed, R. V. P., & McElroy, G. K. (2000). A 

biomechanical comparison of the grab, swing and 

track starts in swimming. 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 39, 277-293. 

Dempster, W. T. (1955). Space Requirements of the 

Seated Operator. WADC Technical Report 

(TR-55-159). 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 OH. 

Hanauer, E. S. (1967). The grab start. Swimming World, 



李垂裕 黃長福 李靜雯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9(2013) 11-17 

 

 

16 

 

8(5), 42. 

LaRue, R. J. (1985). Future start. Swimming Technique, 

21(4), 30-32. 

Maglischo, E. W. (1993). Swimming Faster: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Science of Swimming.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Robert, L. Welcher, Richard N. Hingrichs, & Thomas R.   

    George (2008). Front- or rear-weighted track start or   

    grab start: Which is the best for female swimmers.  

    Sport Biomechanics, 7(1), 100-113. 

 

 



李垂裕 黃長福 李靜雯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9(2013) 11-17 

 

 

17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eh-Yu Le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10610) No. 162, He-ping East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E-mail address: bblueleee@yahoo.com.tw 

 

 

 

Sport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the swimming grab and track    

starts under water 

 
1
Chueh-Yu Lee 

1
Chen-Fu Huang

*
  

2
Ching-Wen Lee 

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ccepted:2013/05/11 

 

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grab and track competitive swimming starts 

under water. Methods: Twelve male elite competitive swimmer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six grab start subjects data were: age23 ± 1.9yrs, heights 174 ± 3.5cm, weights 75 ± 4kg and 

50m freestyle 25.1 ± 0.6sec; the six track start subjects data were: age21 ± 1.3yrs, heights 177 ± 

4.9cm, weights 73 ± 3kg and 50m freestyle 24.6 ± 0.4sec.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wo video 

cameras (60Hz) above and under water. The video data were digitized and calculated with Kwon3D 

Motion Analysis system. An independent t-test were used to test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ab 

and track start, and whether a significant was recorded (p<.05).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entry area, the body center of mass at lowest position under water,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velocity under water, dolphin kick opportunity under water, time and 

velocity to 12m. Sublects of two groups were using dolphin kick before the body center of mass at 

the lowest position under water. Conclusion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grab and track 

starts under water. It was suggested that swimmers should consider including chang entry angle 

under water, dolphin kick opportunity under water and decided the glide time and distance 

underwater from video cameras and mo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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