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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利用二維攝影方法，探討軟式網球不同高度下落碰撞不同拍面角度之運動學分析。以三種不同高度（100 ㎝、

150 ㎝、200 ㎝），以及碰撞四種不同拍面角度（30、38、45、57 度）為研究範圍。使用 JVC9800U 數位攝影機一台，以拍攝

頻率 240Hz 拍攝碰撞運動，利用 APAS 動作分析系統分析影片，將所蒐集之資料數位化以獲得運動學參數，作為球與球拍碰

撞依據。本研究結果如下：（一）軟式網球在重力加速度情況下，以 200 ㎝下落之球體速度最快。（二）由高度 100 ㎝、150

㎝、200 ㎝下落碰撞於 30、38、45 之拍面角度時，以 150 ㎝下落的球體之反射角均大於 100 ㎝與 200 ㎝下落高度。（三）在

角度 30 度時，由不同高度下落的球體因速度的快慢，導致碰撞後有不同反射角呈現，並且都大於入射角。（四）在角度 38

度時，因速度中快、球體壓縮程度適中，摩擦力作用大，因此由 150 ㎝下落之球體的反射角與入射角相差不大。（五）在角

度 45、57 度，因摩擦力小、球體滑動與下落速度不同等因素，使碰撞於球拍面後，反射角較為低平。 

關鍵詞：軟式網球、碰撞、二維運動學分析。 

 

壹、緒論 

發球除了方向、旋轉、落點、速度之變化外，亦可由

發球時之拋球高低得以增加其變化，如軟式網球上拋

至最高點後下降時，有所謂的速度原理，因軟式網球

發球拋起至最高點落下時，由於高度不同，加速度也

有所不同，使之接球者會因發球者上拋高度及不同發

球型態與角度而產生困擾，增加接發球失誤率。那麼，

球體上拋後下降之不同高度碰撞球拍後的物理變化與

效應有何變化，以及球拍面介於斜切（38 度）與下切

（57 度）碰撞軟式網球則會產生兩者不同球路徑（劉

俊概、李建勳、邱永興、涂瑞洪，2003）。即為本研究

延伸深入探討之方向。期望能提供軟式網球選手於比

賽時之相關資訊，並輔助軟式網球教學與訓練，釐清

學生、選手、教練的疑惑，解決技術學習與動作修正

上之瓶頸。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軟式網球專用輕型網球拍，軟式網球

（MAKAEMU 式比賽專用球），以及四種拍面角度（30、

38、45、57 度）為研究範圍。攝影機頻率設定為 240Hz，

並設置於實驗球拍正前方，攝影機拍攝距離 5 公尺。

實驗場地佈置，佈置情形如圖一所示。 

 

圖一 實驗場地佈置 

（一）碰撞（Impact）：若兩物體的接觸發生於一段非

常短的時間內，而且在其間二物體施於彼此相當大的

力。 

（二）入射角度（Incident angle）：如圖一，本研究

入射角為球入射方向與法線所形成之角度。 

 

圖一 入射角度 

（三）反射角度（Reflection angle）：如圖二，本研

究反射角度為球反彈方向與法線所形成之角

度。 

 

圖二 反射角度 

參、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分為一、碰撞前不同拋球高度之影響。二、碰

撞球拍面後之入射角、反射角變化加以分析與討論。 

一、 碰撞前不同拋球高度之影響 

表一 不同拋球高度下球體碰撞拍面之球速（m/s） 

高度  100 cm 150 cm 200 cm

平均數 0.50 0.54 0.56 
速度 

標準差 0.03 0.08 0.04 

本研究由表一得知，在高度 200 ㎝下落的速度最快，

其次是 150 ㎝，最後為 100 ㎝。顯示軟式網球雖以空

氣填充的球體，但是材質為橡膠所製略有重量，在下

落時符合了重力加速度的物理原則；因此，在碰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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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落速度，因高度因素會有不同。 

二、碰撞球拍面後之入射角、反射角變化 

表一 球拍面 30 度不同下落高度之入射、反射角度（n

＝10） 

高度 100 cm 150 cm 200 cm 

入射角 30.12±0.04 30.16±0.08 30.10±0.03

反射角 25.56±5.01 37.22±7.46 34.64±8.19

本研究由表一得知，碰撞於球拍前之入射角與所設定

的拍面角度無太大差距。在反射角部份，不符合入射

角等於反射角之物理定律。當軟式網球由 100 ㎝之高

度下落時，因速度慢，使球體的壓縮程度小與黏彈性

質因素，產生反射角小於入射角；在 150 ㎝時，速度

為中快速，在碰撞時，球體壓縮程度不大，反射的速

度略快，產生反射角大於入射角，以及大於 100 ㎝、

200 ㎝的反射角。在 200 ㎝高度時，下落的速度為最

快速，球體壓縮程度大，導致反射的力量略減，反射

角度低於 150 ㎝的反射角。所以，拋球的高度影響入

射的速度與反射角。  

表二  球拍面 38 度不同下落高度之入射、反射角度（n

＝10） 

高度 100 cm 150 cm 200 cm 

入射角 38.13±0.05 38.19±0.08 38.16±0.08

反射角 28.98±9.58 38.55±4.23 32.31±4.71

本研究由表二得知，入射角無太大的改變。在反射角

則有變化，三者角度相差較大在 6.24 至 9.57 之間，

由高度 100 ㎝與 200 ㎝下落碰撞於球拍後的反射角，

小於由高度 150 ㎝下落碰撞於球拍後的反射角，原因

是由 100 ㎝下落的速度慢、球體壓縮程度小，以及摩

擦力作用下，反射角低；由 200 ㎝下落的速度雖快，

但球體壓縮程度大、摩擦力以及空氣阻力的影響，反

射角也略低於 150 ㎝；在 150 ㎝下落的速度中快、球

體壓縮程度適中，摩擦力大，導致反射角與入射角相

差不大，產生高度與角度均略高於 100 ㎝與 200 ㎝。 

表三  球拍面 45 度不同下落高度之入射、反射角度（n

＝10） 

高度 100 cm 150 cm 200 cm 

入射角 45.10±0.05 45.13±0.06 45.19±0.08

反射角 39.38±3.32 42.03±3.57 40.08±3.67

本研究由表三得知，在入射角部分，無太大的變化。

在反射角則有變化，三者相差的角度在 1.95 至 2.65

度之間。此差距得知拍面角度 45 度時，不同高度下落

碰撞後的反射角差距不大。可能是拍面角度已趨於陡

斜面，因此球體碰撞拍面時，有些微滑動現象，加上

球體碰撞後壓縮程度的不同，以及摩擦力作用導致反

射角的差距不大。筆者認為，此角度所擊發的球，其

高度與角度均比其他角度略高些。 

表四  球拍面 57 度不同下落高度之入射、反射角度（n

＝10） 

高度 100 cm 150 cm 200 cm 

入射角 57.10±0.06 57.19±0.1 57.13±0.07

反射角 20.74±4.82 19.18±6.82 18.01±1.48

本研究由表四得知，入射角變化的程度小，趨於穩定

狀態。在反射角部分，三者相差在 1. 56 至 2.73 度之

間，可能是由不同下落速度與碰撞後球體滑動現象與

球體壓縮與黏彈程度所導致。由數據得知，入射角與

反射角之間相差甚大，可能是此球拍面角度與先前三

種拍面角度比較，是最傾斜的角度；再者，因摩擦力

小之因素、空氣阻力對速度的增減影響，以及地心引

力與碰撞後球體滑動現象影響之下，導致入射角與反

射角所呈現的數據變化較大。 

由以上的結果得知，球體由三種不同高度下落時，以

高度 200 ㎝下落的球速最快速，150 ㎝次之，100 ㎝最

慢，並且三種不同下落的速度碰撞於四種不同角度的

球拍面，因球體壓縮程度與黏彈性質影響，而產生的

反射角均不同，以及路徑變化多。所以，在進行發球

時，可依不同高度下落的速度與角度配合，擊出所需

要的路徑與反射角度。 

肆、結論與建議 

軟式網球因高度不同，其下落速度也有所改變。四種

不同角度之反射角的變化，與下落速度、球拍角度相

關。因此，要讓球體有不同入射的速度與反射角，可

由不同拋球高度之改變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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