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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目的为比较游泳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在水面下动作之差异。方法：12名国内优秀男子游泳

选手，其中 6 名专长为抓台式出发（平均年龄 23±1.9 岁，平均身高 174±3.5 公分，平均体重 75±4 公斤，50

公尺最佳成绩 25.1±0.6秒）；6名专长为起跑式出发（平均年龄 21±1.3岁，平均身高 177±4.9公分，平均体重

73±3公斤，50公尺最佳成绩 24.6±0.4秒）。水面上使用一台 JVC9800数字摄影机及水面下 SONY数字摄影机

各乙部，撷取频率 60Hz，以 KWON3D 3.1 版动作分析软件，来进行受试者水面下运动学参数分析。统计方

法为使用独立样本 t考验来检验两组间各项运动学参数在不同出发动作技术之间的差异，显著水平设为α =.05。

结果：本研究结果为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在水面下参数（入水范围、水面下身体重心最低位置、身体重

心最低位置水平与垂直速度、入水后振腰时机）与到达 12公尺时间及速度之间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此外，

结果发现两组选手在重心还未到达最低点时，就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以增加水平速度。结论与建议：

在水面下抓台式与起跑式两种出发方式之间没有差异性存在。建议游泳运动员在进入水中时可透过入水后角

度的改变，在身体完全进入水中后改变身体姿势来避免潜入水中过深。可透过水中摄影找出每位选手海豚式

踢脚的时机点及是否潜入水中过深，并对照于水中滑行平均速度，藉此来建议选手是否适合在水中有较长的

潜水时间与潜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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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游泳比赛中，游泳选手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来完

成整个竞速游泳时间，其中包含了出发、途中游、转

身、碰壁等四个部分时间。除了仰泳在水中出发以外，

其他三式出发跳水与接力皆为在空中所完成的动作。

而出发动作在整体游泳表现中占有极重要的因素，一

位优秀的游泳选手要突破自己的成绩，除了在平时需

不断的练习来增进生理的适应与游泳姿势的动作改善

之外，能够使自己进步的空间就在于出发跳水与转身，

而在越短距离的游泳项目中越显的跳水出发的重要。

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优秀游泳选手从出发台上跳水出

发后，进入水中滑行到将近 15 公尺距离时浮出水面

（国际游泳总会 FINA 游泳规则中规定捷泳与蝶式出

发与转身潜泳后必须在 15公尺以前头部浮出水面；而

蛙式则是入水后潜泳时需完成一次大蛙划手与踢腿动

作后，头部就要浮出水面）。然而，在 50公尺短距离

项目之中，出发的距离就占了全部比赛距离的 30%、

100 公尺项目中则占了 15%。因此透过改进跳水出发

动作来增进成绩，在越短距离的个人游泳项目中出发

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 2000年悉尼奥运中，男子

50公尺捷泳决赛中第一名与第三名只差了 0.05秒；在

2003 世界杯中，一样是男子 50 公尺捷泳决赛中，第

一名到第八名之间只隔了 0.52 秒。Maglischo (1993) 

提到，在短距离项目之中（50m, 100m）其胜负之间

只差了 0.01秒，而在空中的出发动作可经由训练或指

导后反复练习，可使成绩增进至少 0.1 秒以上。由此

可见，在短距离游泳比赛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出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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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加以反复练习是必要的。 

自从在 1960 年代游泳选手开始使用两手抓握在

跳水台前缘双脚的两侧或是中间的抓台式出发 

(Hanauer ,1967) ，之后在 1975 年时选手开始使用类

似在短跑出发方式中的起跑式出发  (Alalon, Van 

Gheluwe & Kanitz ,1975) 以来，抓台式出发或起跑式

出发一直是当今优秀游泳选手的两种最佳选择。江永

泰（2002）提到，从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到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四年期间，竞速游泳中个人项目除了

仰泳之外，运动员所使用的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

中，抓台式出发采用的比率从 77% 降低至 45%，反

之起跑式出发的采用比率则从 23% 上升到 55%。而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中，男子与女子个人短距离（50

公尺与 100公尺捷泳）决赛中有 19%的选手采用抓台

式出发，81%的选手采用起跑式出发。尽管有八成的

选手使用起跑式出发，但是澳洲名将索普在 2008年奥

运会中所使用的跳水出发为抓台式出发（获得男子 50

公尺捷泳第三名，200 公尺捷泳与 400 公尺捷泳第一

名）。由此可知，近年来在选择游泳抓台式出发与起跑

式出发则尚未定论。然而，目前大部份的研究中较少

针对水面下的运动生物力学分析，因此在本研究之中，

分别从专长于抓台式出发与专长于起跑式出发的优秀

游泳选手，来进行水面下运动学参数的分析。本研究

之必要性为期望能藉此来进一步了解两种跳水出发动

作技术操作上的差异，作为日后教练教导或训练上的

依据，也可随时修正选手跳水后水面下的动作（如跳

水过深或太晚开始海豚式踢脚）。本研究目的为比较游

泳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在水面下动作之差异。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 12名国内优秀男子游泳选手（二年

内捷泳 50公尺成绩在 25.5秒内），其中 6名专长为抓

台式出发，6 名专长为起跑式出发。抓台式出发（平

均年龄 23±1.9岁，平均身高 174±3.5公分，平均体重

75±4公斤，50公尺最佳成绩 25.1±0.6秒）；起跑式出

发（平均年龄 21±1.3岁，平均身高 177±4.9公分，平

均体重 73±3公斤，50公尺最佳成绩 24.6±0.4秒）。 

二、研究器材： 

本实验使用一台 JVC9800数字摄影机（水面上）

及 SONY 数字摄影机乙部（水面下）。同步器与同步

LED灯连结两部摄影机及出发蜂鸣器。将所摄得影片

经 IEE1394撷取后存入计算机，以 KWON3D 3.1版动

作分析软件，来进行受试者水面下运动学参数分析。 

三、实验步骤： 

将 SONY 数字摄影机（拍摄速度为每秒 60 张）

架设于水面下游泳池玻璃窗后，镜头距离水面下深度

为 1公尺。为了降低水中折射所造成的误差，因此镜

头须朝向第 4水道出发台且与运动员之潜水滑行运动

方向平面垂直，距离为 12 公尺。拍摄焦点定于第 4

水道处，拍摄画面范围从出发台边缘 3公尺到 8公尺

处，其目的为拍摄运动员自手指入水后，在水中滑行

并振腰海豚式踢水动作，直到开始划第一下手及头部

浮出水面之完整动作。JVC9800数字摄影机（拍摄速

度每秒 60张，快门为 1/100）镜头正中央面对第 4水

道处（距离 12 公尺），镜头距离水平面 1.5 公尺。拍

摄焦点定于第 4水道中央的运动员，拍摄画面范围为

第4水道的运动员从头部浮出水面到头部通过15公尺

止泳绳的完整动作。在游泳池由跳水台池缘算起，到

12公尺处拉起一条绳索，并在第 4水道上方止泳绳装

置反光球，高度距离水面 30公分，其目的为当受试者

从第 4水道出发游到 12公尺处时，可以清楚明显的看

出头部到达 12公尺时的画面，以利于拍摄（图一）。

当按下同步盒上控制同步之按钮时，1 秒过后（此为

设定值），蜂鸣器发出开始讯号声响（等同于游泳比赛

中的发令声响）。并透过同步线在水面上摄影机和水面

下摄影机的右上方画面出现红色亮灯讯号，此时画面

中所拍摄到的红色亮灯讯号的影片即为发令瞬间之影

片，以计算相关时间参数。 

 

 

 

 

 

 

 

 

 

 

 

 

受试者先游 200公尺暖身，避免在拍摄时因跳水

动作而受伤。跳水台上练习跳水出发两次，并使受试

者熟悉特制蜂鸣器之出发讯号。在受试者的耳道口前

圖一、場地佈置圖及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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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肱肩胛关节、肘轴、尺骨茎状突、无名指第二指

节、大转子、股骨髁、外侧踝与脚尖第五指头贴上反

光贴纸标志。当受试者听到出发讯号后尽全力跳水出

发，以全力冲刺直到全身通过 15公尺止泳绳才可停止

游泳。受试者重复上述步骤，各跳属于自己专长的跳

水方式两次，在数据处理时以游到 15公尺最短时间的

纪录来进行分析。由于在水底摄影会受到水流动而导

致影像模糊的原因，因此每次跳水之间须间隔 3分钟

使水面与水面下之水流平稳。 

四、数据处理： 

将两部数字摄影机所拍摄的影片数据经由计算机

Movies Maker撷取后，再由 Kwon3D 3.1版软件来进

行运动学参数数字化的处理。首先，进行受试者身上

反光贴纸的数字化处理，经修匀后获得人体各个关节

之坐标数据，再以软件内建的公式求出相关运动学之

位移、速度、角速度等。 

分析的运动生物力学参数包括入水区域、水面下

身体重心最低位置、身体重心最低位置水平与垂直速

度、入水后振腰时机、到 12公尺时间与到 12公尺速

度。 

以 Butterworth 4
th

-order Zero Lag Digital 程序来

对原始数据进行修匀〈6Hz〉。本研究之人体各肢段参

数是采用 Dempster 在 1955年解剖大体时所获得的人

体惯性参数资料。 

五、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 t 考验来检验两组间各项运

动学参数在不同出发动作技术之间的差异，显著水平

设为 α =.05。 

 

参、结果与讨论 

运动员从手指开始入水后在水面下动作时间的运

动学参数包括了入水区域的大小、入水后的入水角度、

潜入水中时身体重心距离水面最低的位置、重心 

最低时的水平与垂直速度、从入水到重心最低时

所花的时间等，如表一所示。 

    本研究中受试者的抓台式出发入水区域（受试者

在水面下手指入水处与脚尖入水处的水平距离）比起

跑式出发略大（3.2cm），不过由于每位受试者的个人

入水姿势不同，有部分受试者在手指入水后到达髋关

节处时会弯屈膝关节以减少入水区域；而有部分受试

者从手指入水时直到脚趾入水后，全身皆呈现一直线。

因此而造成每位受试者间的入水区域的差异性极大。

入水区域范围最大的受试者与入水区域范围最小的受

试者相差了 97.3公分，原因在于有些受试者入水时的

动作从手指入水后全身从手指到脚趾完全伸直，而有

些受试者在入水后身体会呈现较为弧形的方式后在水

中改变行进的方向，以减少横断面积。因此若以伸直

的身体在水中改变行进方向时，会造成过大的横断面

积而增加水的阻力，因而影响水平速度与滑行时间，

不利于整体成绩。 

抓台式出发的受试者从入水后，入水角度（受试

者脚尖入水瞬间水面下之身体重心位置与脚尖入水处

水平轴之夹角），与起跑式出发的受试者仅相差 1.4度

而未达显著差异。受试者在接触水后将身体的前进方

向角度稍作向前修正，以增加水平速度而减少垂直速

度，并避免潜入水中过深而影响其滑行距离与滑行时

间。 

进入水中后运动员会利用身体姿势改变前进的方

向，当身体重心到达水面下最深的位置时，本研究中

起跑式出发的受试者在重心最低时的水平速度比抓台

式出发受试者的水平速度快 0.12 m/s，不过未达显著

差异；而垂直速度方面则两种出发方式仅相差 0.02 

m/s，但未达显著。在重心最低时是身体开始要浮出水

面的开始，因此垂直速度会在重心最低前开始由负值

上升，重心位置最低瞬间垂直速度接近于零，身体开

始上升时垂直速度会逐渐的上升，此时表示身体重心

正在逐渐上升，一直到浮出水面后垂直速度才又降低。

在重心最低时的合速度方面，起跑式出发的受试者比

抓台式出发略快 0.12 m/s，但未达显著差异。Blitvich, 

McLean, Blanksby, Clothier and Pearson (2000) 研究中

以 54位国高中的游泳顶尖选手为受试者，以他们习惯

的动作技术来进行跳水动作，实验时其中有 54位选手

跳深度 2公尺的游泳池，另外有 36位选手跳水深 1.2

公尺的游泳池。研究结果发现在 2公尺水深的游泳池

中，平均跳水的最大深度为 0.88 ± 0.17公尺，在最深

的时候速度为 2.47 ± 0.36m/s；在 1.2公尺深的游泳池

 

表一、水面下动作时间参数表 (N=6) 

 抓台式出发 起跑式出发 P值 

入水后角度(deg) -26.8 ± 7.2 -25.3 ± 3.4 0.336 

入水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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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最低时间(sec) 0.75 ± 0.13 0.7 ± 0.07 0.218 

重心最低时水平速度
(m/s) 

2.63 ± 0.21 2.76 ± 0.39 0.257 

重心最低时垂直速度
(m/s) 

0 0.01± 0.02 0.168 

重心最低时合速度
(m/s) 

2.63 ± 0.21 2.76 ± 0.39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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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均跳水的最大深度为 0.79 ± 0.13公尺，在最深

的时候速度为 2.51 ± 0.47m/s。本研究中抓台式出发在

入水后 0.75 秒时身体重心达到最低位置 72.6 ± 

17.6cm，合速度为 2.63 ± 0.21m/s；而起跑式出发则是

在入水后 0.7秒达到重心最低的位置 82.3 ± 14.5cm，

合速度为 2.76 ± 0.39m/s，与文献相较本研究中的受试

者跳水深度并未过深且速度较快，不过两者间并没有

达到显著差异。在潜入水中后身体重心到达距离水面

最深的位置时，起跑式出发比抓台式出发的受试者潜

入水中多深了 9.7 公分，但是未达显著差异。原因在

于入水后的入水角度中，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的

水中入水角度相差不大，而造成了起跑式出发的重心

最低时距离水平面较深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在入水后到

达入水最深时中间的身体姿势改变所影响。然而，过

深的重心位置会导致浮出水面时的时间与距离加长，

因此游泳选手在入水后不宜潜入水中过深而不利于成

绩。以游泳运动来说，进入水中后应迅速的调整身体

姿势与动作，例如双手前伸时的位置与微屈膝动作，

来改变行进的方向。 

在水中由于水的阻力而导致水平速度逐渐减慢，

运动员在水平速度与垂直速度减慢的时候会使用海豚

式振腰踢脚的动作来让身体保持一定的水平速度与藉

以改变身体前进的方向。从图二中可知选手在重心还

未到达最低点时，就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

以避免水平速度降低。在本研究中运动员使用海豚式

踢脚振腰动作的定义为，膝关节弯曲的角度到达最小

而开始变大瞬间为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 

在水中该何时，或何种水平速度与垂直速度下开

始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呢？表二说明了本次研究

中两种出发方式的受试者在水中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

振腰动作的时机。 

本研究中抓台式出发受试者在蜂鸣器讯号开始后

0.79秒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而起跑式出发的受

试者为 0.73秒开始动作，两者间没有显著差异。 

图二、重心未到达最低位置时已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受试者分为

抓台式与起跑式出发最快选手） 

 

在运动员使用海豚式振腰踢脚动作的时机点在于他们

在水中对于速度的知觉，当他们觉得速度增快时，因

为会产生水阻力而不会使用海豚式踢脚；当速度减慢

时，则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动作来维持速度的一定。

因而对于运动员在选择海豚式踢脚动作的使用时机

时，与当时的水平速度来做比较，如图三所示，本实

验中所有运动员皆在入水后重心水平速度降低时开始

使用海豚式踢脚。 

 

 

 

 

 

 

 

 

 

 

图三、水中使用海豚式踢脚时的重心水平与垂直速度示意图 

（此受试者为抓台式出发最快选手；时间 0代表蜂鸣器讯号开始） 

 

    在流体力学中，水中前进时所遭遇到的水阻力来

源之一为形状阻力，因此当运动员开始做海豚式踢脚

振腰动作时，弯屈膝关节将导致横断面积加大而增加

水阻力，但是在之后的踢脚压水中相对的也让身体的

水平速度加快。因此运动员在入水后，重心到达最低

点前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在水中由于阻力与推进力

的变化而导致运动员在水中水平速度的上下起伏，而

垂直速度则是缓慢上升直到头部浮出水面。在本研究

中起跑式出发的受试者在入水后水平速度为 2.54 m/s

表二、水面下振腰时机参数表 (N=6) 

 抓台式出发 起跑式出发 P值 

振腰时间 (sec) 0.79 ± 0.15 0.73 ± 0.16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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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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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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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12m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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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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始使用海豚式踢脚振腰动作，而抓台式出发的受

试者则是在 2.35 m/s开始动作，但两种出发方式间未

达显著差异。另外在入水后海豚式踢脚振腰时的垂直

速度与合速度于两种出发方式之间也没有差异性存

在。 

    受试者完成所有动作直到头部通过 12 公尺所花

时间是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参数，此参数代表哪一种游

泳跳水出发方式为最快，一位游泳选手被判定出发动

作好坏的成绩完全由此参数所决定。Blanksby 等 

(2002) 以 5位男性与 7位女性具有国际资格之游泳选

手为受试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发现在训练

前与训练后抓台式出发与把手式出发在到 10 公尺所

花的时间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起跑式出发则在训练

前后没有差异。此外，到 10公尺所需时间在三种出发

方式之中并没有显著差异。Breed and McElroy (2000) 

以 23名女性非游泳专长之竞技运动员为受试者，经过

训练与指导后发现，非游泳运动员透过游泳跳水出发

训练之后，起跑式出发的成绩会比抓台式出发的成绩

较好。江永泰 (2002) 以六名国家女子代表队的短距

离游泳选手为实验对象，结果发现起跑式出发到 10

公尺所需时间与速度皆显著优于抓台式出发。黄智勇 

(2002) 以 11名国内优秀短距离游泳选手为实验对象，

结果发现抓台式出发到 10公尺所需时间与到 10公尺

时的速度皆显著比起跑式出发快。LaRue (1985) 以 18

名游泳选手为受试者，经过一段时间训练跳水出发技

术后选取成绩较好的 10位选手，分别进行抓台式出发

与起跑式出发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起跑式出发的选

手在游泳比赛全部距离之中比抓台式出发的选手快

5.5公尺的距离。Welcher, Hinrichs & George, (2008) 比

较抓台式出发、重心在前及重心在后起跑式后发现，

三种出发方式在到达 5公尺时间之间无显著差异。然

而，在本研究中到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在到达 12

公尺时间与通过 12 公尺时的速度之间皆没有达到显

著差异。由上述文献及本研究中得知在不同的游泳跳

水出发动作中影响整体时间的因素包括从跳水台上的

动作到空中动作、及进入水中滑行后开始海豚式踢脚、

起身游等，而受过训练的选手中分别专长于抓台式及

起跑式出发的选手在整体时间中无明显差异；在非受

过训练的选手中，在训练后起跑式出发较优于抓台式

出发的选手。 

 

 

肆、结论与建议 

抓台式出发与起跑式出发在进入水中动作及起身

游到 12 公尺中，此两种出发方式之间没有差异性存

在，说明此两种跳水出发方式在进入水中后的动作速

度并无差别，因此运动员可根据自己所专长的出发方

式来进行跳水。游泳运动员进入水中滑行后，在身体

重心到达最低位置前会开始使用海豚式振腰踢脚动

作。 

建议游泳运动员在进入水中时可透过入水后角度

的改变，在身体完全进入水中后改变身体姿势来避免

潜入水中过深。此外可透过水中摄影找出每位选手海

豚式踢脚的时机点及是否潜入水中过深，并对照于水

中滑行平均速度，藉此来建议选手是否适合在水中有

较长的潜水时间与潜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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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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grab start, track st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