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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國內羽球人口增加，是一種老少咸宜的活

動，羽球中各種擊球動作，皆須身體協調性配合

才能做出有效的鞭打動作，其中反拍挑球的協調

性又更加重要。因此為了解羽球反拍挑球動作

中，手部肌肉活化情形在選手組與初學者間之差

異，本研究利用動作捕捉系統(Vicon)與生理訊號

擷取系統(BTS Free EMG)收取反手挑球動作與肌

電訊號，經由 Matlab 計算。研究結果發現乙組選

手肌肉作用是從近端肌群到遠端肌群；而擊中球

後，腕部屈肌作用最大；然而羽球初學者是挑球

過程中肌群都在作用，兩者的球速是相近的，乙

組選手以最少的能量消耗完成動作，反之，羽球

初學者在動作過程中全部肌群作用容易產生肌

肉疲勞，也容易造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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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joint to the Badminton in 
Taiwan. This exercise is fits to not only the younger 
one but also the older one. The pick of the 
badminton movements should pay lots attention in 
the coordination during stroke movements, especial 
in the backhand pick mov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in the 
backhand pick ball movement between the non-top 
athletic and beginner. The study used the motion 
capture system (Vicon) and physiological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BTS Free EMG) collected 
backhand pick movement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EMG). All the data of this study 
was calculated by the Matlab.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groups have the similar velocity of the 
backhand pick. The non-top athletic players act the 
muscle form the proximal to the distal. 
Nevertheless, beginner’s muscles act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backhand pick. Therefore, it is more 

economic in the energy expenditure in the non-top 
athletic. After the pick, the amplitude of the non-top 
athletic is bigger than beginner. The worse muscle 
act tendency would may make the muscle fatigue 
and cause sports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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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羽球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隨著進入奧運

項目，我國選手在近年來國際間漸漸嶄露頭角。

羽球為一項技術門檻低、娛樂性高、老少咸宜的

活動。但由於需要落點判斷、步法移動、擊球準

確等精密技術，常被認為是「易學難精」的運動，

依據薛尹彰(2009)提出，好的羽球擊球有三個影

響因素：一、肢段的旋轉及動力鍊原則對於球速

的影響。二、擊球瞬間拍面、重心及擊球點的影

響。三、擊球動作於各期間手臂肌群活化情形

等。羽球擊球需要身體的協調，利用鞭打動作借

力使力，然而反拍挑球更需要身體的協調才能有

鞭打效應，正因反拍挑球為非慣用邊、關節感與

雙眼視角插等困難，也是初學羽球者不易熟悉的

技術，但反拍擊球缺有許多優點，可以取代正手

繞頸、節省體力、快速回擊、弧線控制、減少移

位、擊球變化等優勢(張家昌等人，2004)，都值

得我們去練習。 

三、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地點 

本研究受試者為兩位健康的成年受試者（A 受試

者：乙組羽球選手：32 歲、165 公分、68 公斤，

B 受試者：羽球初學者：24 歲、165 公分、53 公

斤），一年內無重大疾病者，實驗地點為國立體

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科技實驗室進行。 

(二)實驗工具與資料收集： 

使用 Vicon T40 系統(250Hz)，拍攝受試者反拍挑

高遠球動作情形，並以 BTS Free EMG 無線生理

訊號量測系統(1000Hz)擷取人體上肢肌電訊號(胸

大肌、棘下肌、前三角肌、中三角肌、肱二頭肌、



肱三頭肌、伸腕肌、屈腕肌)在動作過程中肌肉活

化情形與動作形態，實驗前先量測受試者擊球位

置(圖 1)，然而黏貼前置放大器與反光球，並收取

最大自主收縮，由於每位受試者身高不同手持球

拍的長度也不同，每一位受試者進行實驗前，會

量測受試者最適反拍球球位置，量測完進行 6 次

反拍挑球動作，取最好的一次進行分析。 

(三)資料分析 

以同步擷取 Vicon 攝影機與生理訊號，所得資料

Vicon 部分，經由修補點後使用 Matlab(Ver. 7.1，

The MathWorks Inc.，USA)電腦語言撰寫程式進行

分期的判別，然而生理訊號部分，以 Matlab 撰寫

程式將 BTS Free EMG 所得資料進行翻正(rectified)

與濾波平滑化(filtering and smoothing)，了解受試

者在動作過程中肌肉作用情形。 

 
圖 1 擊球位置量測 

四、 結果與討論 
    利用 Matlab 語言撰寫的程式判別下圖 2 為

反拍挑球動作分期定義，使用 Vicon 動作捕捉系

統將反手挑球動作進行分期，紅色虛線為球拍擊

中球時，從引拍期到擊球點為 1st phase，擊球點

後到送球期為 2st phase；然而兩者擊球的球速為

Ａ受試者：26.8 米/秒，B 受試者：24 米/秒，如

果以反手挑高遠球探討，兩者的球速是相近的。 

 

圖 2 反手挑球分期 

下圖 3 為 A 受試者動作過程的肌力變化情形，由

圖所知，在 1st phase 時，主要都是胸大肌、棘下

肌、前三角肌、中三角肌作用，但在 2st phase 時，

胸大肌、棘下肌、前三角肌、中三角肌作用變小，

然而屈肌方面作用卻高於 1st phase，代表在擊中

球後屈肌活化增加，將球往遠處挑球。 

 
圖 3 A 受試者上肢肌群活化情形 

下圖 4 為 B 受試者在 1st phase 時都是用手臂肌群

在作用，與 A 受試者不相同，主要都是用上臂肌

群作用，然而進入 2st phase，上臂肌群作用還是

大，如果以動力鍊的觀點來看，在 2st phase 時末

端的肌群作用會比近端肌群作用還要來的大， 

 
圖 4 B 受試者上肢肌群活化情形 

1st phase 2st phase 



五、 結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B 受試者在反拍挑球肌肉

活化都高於 A 受試者，除了屈肌除外，B 受試者

在擊球前期整體的肌肉活化情形較遠端少，A 受

試者在擊球前期主要是利用近端肌群，直到擊中

球後在擊球期末期是以屈肌做最後的施力，在兩

者的球速上，是相近的，由肌電訊號發現，A 受

試者在動作過程中，活化肌群不相同，反之 B 受

試者則是整個動作過程肌群都在作用。動作不流

暢，會讓學習者較容易產生肌肉疲勞，也容易造

成傷害。本研究希望未來可以增加受試者並加入

關節角度增加結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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