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羽球新制規則對女子雙打技術之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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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羽球規則每球得分新制自 2005 年底至今施行半年以來，各個國家教練、選手無不希望找出最佳化訓練模式，以期在國際大

賽中獲得好成績。由於中華女子羽球隊於 2006 年優霸盃賽事中表現優異，因此，本研究主要動機是希望藉由分析比賽攻守

紀錄並將結果提供給中華女子羽球隊參考，期能延續優霸盃氣勢，進而在亞運一舉奪牌。本文以 2006 年台北羽球公開賽 14

組女子雙打共 7 場賽事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為數位攝影機(60Hz)，藉由影帶分析的方法分析 2006 卡達亞運主要隊伍之羽

球技術，所記錄資料以描述性統計呈現。研究結果顯示：新制女子雙打也趨向於主攻形式；技術應用也隨各局有所不同；對

戰韓國、中國實力較相當的隊伍，可採守中反攻的戰術。 

關鍵字：羽球、女子雙打、技術分析 

 

壹、緒論 

羽球專項運動特性與其他運動相較，屬於高強度、短

恢復時間，快速動作切換為主要技術特徵(Manrique & 

Badillo，2003)。國際羽球總會(IBF)於 2005 年底正

式將 21 分羽球新制落實於國際賽事，新制實施改變了

羽球比賽時間與擊球風格，由於比賽時間縮短近二分

之一，造成單位時間內之擊球強度與頻率大幅增加。 

今年度的優霸杯賽事中，中華隊表現優異創史上最佳

成績勇得第三，鄭韶捷在單打表現優異，程文欣與簡

毓瑾的雙打組合更是搶眼，隨著技術水準的提升，羽

球戰術戰略也越來越受到重視(涂國誠，2000)，隨者

年底卡達亞運即將到來，搜集對方資料，模擬對手主

要戰術作為戰術訓練目標而取得勝利應刻不容緩(盧

正崇，2006)，本研究期望能藉由分析亞洲列強之女子

雙打技術，為中華隊在亞運奪牌之路上提供教練團與

選手技術參考資訊。 

貳、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 2006 台北公開賽 14 隊女子雙打共 7 場賽

事，此為今年卡達亞運主要隊伍。研究工具為數位攝

影機，藉由影帶分析的方法觀看，所有觀察參數參考

黃晉揚(2000)，而將羽球技術分為長球、殺球、墜球、

封網、平球、放網、挑球與低吊網前共計八種技術，

無法觀察的球種分類於未知，而失誤總共分為誤判、

來不及回球、擊球未過網、出界球共四類。資料處理：

本研究測量變數間(勝場敗場技術、各局技術…等。)

之差異性是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統計顯著水準定為

α=.05。 

 

参、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發現在所有觀察技術總類中殺球(18.7%)、平球(19.8%)

與挑球(23.6%)有較高的比例，而失誤種類以 

以來不及回擊(39.5%)有較高之出現之比例 (圖一)。 

勝隊勝場與敗隊敗場的技術與失誤結果，以來不及回

擊(p＜.05)、未過網達顯著差異(p＜.05)(圖二)；  

 

 
以橫向觀察各局間之擊球形態以長球(1st

 局 vs2
nd
局 ，p

＜.05。1
st
 局&3

rd
局，p＜.05)與封網(2

nd
局 &3

rd
局 ，p＜.05。1

st
 局

&3
rd
局，p＜.05)達顯著差異(圖三)。中國與韓國兩隊對

抗技術與失誤情形，在放網(p＜.05)與低吊球(p＜.05)

達顯著差異(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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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總場次技術與失誤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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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勝隊勝場與敗隊敗場之技術與失誤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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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論 

1.總場次之技術與失誤 

結果顯示新賽制下女雙勝負分在於挑球、殺球與平擊

球比例較高，就全部場次而言，女子雙打也趨向主攻

的趨勢，由於加強進攻相對的回擊挑球與平球的比例

也相對的提高。 

2.以勝隊勝場與敗隊敗場之技術與失誤 

敗隊在來不及回球的比例高於勝隊，而擊球未過網卻

成相反趨勢，意即勝隊來不及回球明顯低於敗隊，反

應能力較佳能適時回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挑球、平

球比例雖未達顯著，但勝隊勝場的挑球比例較高，而

敗隊敗場的平球數高，推測勝隊在防守方面的技巧方

面仍優於敗隊。 

3.各局間之技術與失誤 

長球在第二局的使用比例增加，殺球比例未達顯著，

由此顯示雙方攻擊的方法有輪替現象藉以增加體能恢

復時間，類似舊制羽球打法。而封網比例在第三局明

顯增高，這顯示攻擊位置的輪替，而後場的攻擊可為

前場帶來封網的機會增多。 

4.中國與韓國對戰狀態 

韓國主要以防守型打法為主，例如：發球後中國隊推

平球，韓國則挑球予中國隊殺球。而大陸於殺球後，

韓國以低吊網前回擊的比例較高，這顯示韓國在女子

雙打有特別加強防守，以守中反攻的方式進行比賽，

進而消耗對手體力，這與涂國誠(2000)所強調女子戰

術打法應為防守中帶攻的手法近似。  

肆、結論與建議 

新賽制規則對女子雙打技術的影響，由結果可看出攻

擊球路比例較高(殺球)，但女子選手在訓練防守能力

上仍可再加強訓練量。各局技術與失誤的結果，可看

出實力相近的對手，在第 2局長球使用增多，第 3 局

進攻方式改為前場封網的比例較高。韓國對戰中國

時，雖以守中反攻的打法，但遇上實力較弱的隊伍，

則會積極搶攻以減少體能的消耗。若與韓國隊對抗

時，適合加強防守減低體能消耗，在訓練的階段建議

以利用男子較高之殺球威力來強化防守能力。  

藉由此種分析方法可應用在實際對抗，中場休息教練

可以隨即給予選手更立即客觀的統計圖，而具體施行

的方法為：比賽進行時請兩名球員協助觀看比賽，利

用數位個人助理(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

輸入技術統計，一位紀錄我方攻守紀錄，另一者紀錄

敵方攻守紀錄，於中場休息時，立即發送至場邊教練，

以作為調整戰術時參考，相信可以對戰術應用更即

時、更多元，利用現代先進的科技，教練應用科技之

能力不但可以儲存每場賽事的對戰情形，長期下來更

能清楚掌握選手技術演變型態與調整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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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各局技術之之技術與失誤百分比。 
( ＊：1st 局 vs2nd 局 。☆：2nd 局 &3rd 局 。※：1st 局&3rd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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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中國與韓國對戰之技術與失誤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