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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分析 8 名大專男子甲組羽球選手

(年齡 19.63±1.5 歲、175.25±6.32 公分、體重

66.75±4.77 公斤、球齡 9.38±1.19 年)之羽球正、

反拍發球時的生物力學變數，以瞭解正、反拍發

球的力學機轉與特性。利用 Biovision 生物訊號

擷取系統（1000Hz）收集受試者持拍側上肢 11

處肌群的表面肌電訊號，同步使用 10 部 Vicon 

MX-13 system 紅外線攝影機（250Hz）擷取受試

者的運動學參數。經研究發現反拍發球有較高的

擊球高度、較短的揮拍距離、較快的揮拍時間與

較難判斷球路種類的引拍與揮拍動作，因較不易

遭對手識破球路，因此突擊的能力較佳，發球後

較易掌握主動進攻的優勢。在發平快球與高遠球

等高速揮拍動作時，肱三頭肌與後三角肌有較大

的肌電訊號產生。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建議羽球

選手在比賽時使用反拍發球，以提升競爭優勢。 

 

關鍵詞：羽球、發球、肌電訊號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badminton service, 

forehand and backhand the biomechanical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forehand and backhand serve 

betwee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Eight 

collegiate elite male badminton players (age: 19.63 

±1.5 yr, height: 175.25 ±6.32 cm, weight: 66.75 

±4.77 kg, experience: 9.38 ±1.19 yr.) in Taiwan . 

Collected the surface EMG of eleven muscles. The 

EMG variables were recorded by the Biovision 

system (1000Hz) and analyzed by AcqKnowledge 

3.9.1 software. The trajectories were collected by 

Vicon MX-13 system (250Hz) and the kinematic 

variables were computed by Vicon nexus1.2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he 

greater contact heights, the shorter distance, the less 

movement time and less expectable in the backhand 

serves than in the forehand serves. During serving, 

the backhand serves seemed having more 

advantages than the forehand serves. In rapid serves 

just like the flat and clear serves, there were greater 

EMG amplitude signals on the triceps brachii and 

posterior deltoideus. As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recommend that the badminton players should 

used the backhand serves in the game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o win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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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自從羽球比賽規則改為落地得分制之後，在

國際賽男子組單、雙打比賽發球方式的使用上，

大部分已改採反手發球方式進行比賽，僅少部分

單打比賽仍使用正手發球（凃凱傑，2006），會

造成此情形，除了戰術需要之外，不同發球方法

間的差異為何，尚需更多研究數據加以分析。引

此透過對各項參數的分析，來比較正、反拍不同

發球方法與不同球路的發球間，各項參數的特徵

差異，並解析控制羽球飛行遠近、高度與落點的

肌肉群，在複雜的人體活動中協調應用的情況，

以分別出正、反拍發球的優、缺點。 

 

三、材料與方法 

 

 
圖 1 場地佈置圖 

場地佈置如圖 1，A、B 為半徑 45 公分的扇

形，分別為雙打比賽正、反手發前場短球與後場

平快球與高遠球的落球區域，收集受試者右持拍

側之尺側屈腕肌（FCU）、旋前圓肌（PT）、橈側

屈腕肌（FCR）、橈側伸腕肌（ECR）、肱橈肌

（BM）、肱二頭肌（BB）、肱三頭肌（TB）、前

三角肌（AD）、後三角肌（PD）、斜方肌（TRA）、

胸大肌（PM）等 11 處肌群之發球時的肌電訊號，

並經過 10~500Hz 的 band pass 處理，全波整流與

3Hz 的低通濾波以求得線性封包以獲得肌電振

幅，另動作反光點訊號則是利用 10 部紅外線攝

影機擷取包括受試者身體各部位、球體與球拍共



計 54 個反光球的運動參數(薛尹彰，2009)，以進

行動作分期、計算球速、拍頭速度、擊球高度與

發球站位。所得之資料以無母數弗里曼二因子等

級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種不同球路的差異情形，達

顯著者再進行事後比較，另以無母數魏可遜配對

組帶符號等級考驗正、反拍發球之間的差異情

形，統計顯著水準為 α＝.05。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各項運動學參數比較分析 

表 1 各項運動學參數統計摘要表 

*p<.05。註：｢發球站位｣是指發球時前腳與前發

球線的距離；｢擊球高度｣為球拍碰觸羽球時的瞬

間垂直高度；｢揮拍距離｣為球拍引拍完後向前揮

拍至擊球的瞬間位置。FS 正拍短球、FF 正拍平

快球、FC 正拍高遠球、BS 反拍短球、BF 反拍平

快球、BC 反拍高遠球。 

如表 1 所示，正拍三種發球 FS、FF、FC 發

球站位距離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另反拍發球中

BS-BF、BS-BC 達顯著差異選手在選用反拍發球

時，應要多注意發短球的站位距離，以免被對手

預測到發球路線，而降低發球的威脅性。 

在擊球高度方面 BS、BF、BC 三者間皆達到

顯著差異，可看出選手在反手發球時，若要讓球

飛得越高，則擊球的高度也相對較高，正拍發球

相較於反拍可看出擊球的高度比反拍低很多。擊

球高度低，可能會增加球飛行過網的距離，而導

致球彈離球拍後至球體過網的時間會增加，進而

降低了發球的威脅性，正拍發球的擊球高度比反

拍低了約 15 %BH，這也是正拍發球的的弱勢之

處。 

在揮拍距離方面，如表 1 所示，正、反拍發

球不同的球路之間皆達顯著差異，當選手想要更

用力發球時，球拍的引拍與揮拍距離會無形中增

加，而暴露球路種類的線索。因此選手在訓練時

應該要修正發球揮拍的動作，使揮拍距離較具一

致性，以增加接發球者判斷球路上的困難度。 

表 2 正、反拍發球之球速差異比較摘要表 

球路 
正拍發球 

（m/s） 

反拍發球 

（m/s） 

Wilcoxon 

Test（Z） 

短球 12.30±1.91 13.23±1.26 -1.820 

平快球 33.34±2.97 30.79±2.30 -1.820 

高遠球 43.66±3.12 34.53±2.81 -2.521* 

*p<.05 

如表 2，反拍發球在球速上較無法達到正拍

發球的水準，因此其球的飛行高度必然不及正拍

發球。多位學者（陳俊汕 2001；李森，2005；饒

寶健，2005；劉智英、鄭明輝，2009）在研究反

拍發球落點的研究上，皆顯示反拍發高遠球的使

用機率最低，或許就是選手在反拍發球時較少發

高遠球的原因。 

(二)  動作各分期時間分析 

表 3 正、反拍發球各分期時間統計摘要表 

參數 球路 
正拍發球 

（sec.） 

反拍發球 

（sec.） 

Wilcoxon 

test 

引拍

+ 

揮拍 

S 

F 

C 

.916±.358 

.880±.349 

.912±.251 

.233±.049 

.206±..039 

.237±.078 

* 

* 

* 

順 

勢 

期 

S 

F 

C 

.168±.028 

.273±.062 

.376±.077 

.117±.029 

.061±.008 

.078±.010 

* 

* 

* 

全程

時間 

S 

F 

C 

1.202±.375 

1.153±.378 

1.289±.25 

.350±.071 

.260±.044 

.315±.083 

* 

* 

* 

*p<.05 

如表 3 所示，在正、反拍發球之各分期時間

比較方面，正拍與反拍的差異性甚大，反拍發球

從引拍開始到順勢期結束各分期的時間都較正

拍發球為短。馬啟偉與張力為（1996）在反應時

間與動作時間的研究上提出，若預備的時間縮短

到 0.5 秒以內，受試者就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進

行反應，本研究發現反拍發球的引拍與揮拍時間

約僅花費正拍發球四分之一的時間，因此反拍發

參數 球路 平均數 
弗里曼考驗 

F C 

發球 

站位 

(cm) 

FS 

FF 

FC 

134.75±22.12 

125.94±30.24 

113.75±22.12 

 

--- 

--- 

 

 

--- 

BS 

BF 

BC 

140.94±19.92 

104.61±23.65 

108.77±29.15 

* 

--- 

--- 

* 

 

--- 

擊球 

高度 

(身高

%) 

FS 

FF 

FC 

40.75±6.11 

41.87±4.73 

48.88±6.44 

 

--- 

--- 

 

 

--- 

BS 

BF 

BC 

55.88±2.41 

60.25±1.58 

65.38±3.54 

* 

--- 

--- 

* 

* 

--- 

揮拍 

距離

(cm) 

FS 

FF 

FC 

82.90±30.13 

112.66±17.88 

155.36±21.07 

* 

--- 

--- 

* 

* 

--- 

BS 

BF 

BC 

32.86±11.14 

48.53±12.72 

60.75±17.62 

* 

--- 

--- 

* 

* 

--- 



球在揮拍擊球的時間上有絕佳的優勢，可以有效

減少對手的判斷時間，使接發球者沒有充分的時

間進行反應，以增加接發球的困難度。 

(三) 肌群活化達峰值的時間 

 
圖 2 羽球發球肌電活化達峰值的時間分析圖 

註：各肌群活化達峰值的時間是以擊球點為基準，時

間顯示數值越小，即表示越接近擊球點，也代表肌群

在擊球前越晚達到最大峰值。 

如圖 2 所示，正、反拍各肌群於揮拍期最大

肌電振幅出現時間比較上，兩者間在尺側屈腕

肌、旋前圓肌、前三角肌與胸大肌的差異性較

大，正、反拍發球在肌群活化的時機上，短球與

平快球較為接近，另外在發高遠球方面，正、反

拍發球各肌群活化的時間差異就更為明顯，除肱

三頭肌與後三角肌之外，其他肌群皆達顯著差

異，反拍發高球肌群達峰值的時間顯著較為接近

擊球點。正、反拍揮拍加速的過程是循序漸進

的，初期先由近端肌群先行活化，後期才是遠端

肌群。 

(四) 揮拍期肌電最大振幅比較分析 

 
圖 3 肌電最大振福比較分析圖 

Tsai 等人(2005)指出當肌群用力程度越高，

則肌電振福也相對增大。如圖 3 所示，可看出正、

反拍發球揮拍期間達顯著差異的肌群中，反拍發

球的肱三頭肌與後三角肌使用程度比正拍發球

更大，其中尤以近端肌群最為明顯，顯示出反拍

發球時揮拍的加速動作期間，因必頇要在較短的

揮拍距離，達到像正拍發球的球速水準，才能將

球擊到相同的位置，因此近端肌群的肱二頭肌、

肱三頭肌、後三角肌在揮拍時活化的程度就相對

增大，尤其是在發平快球與高遠球的球路時差異

尤為顯著。 

 

五、結論 

 

反拍發球相較於正拍發球，有較高的擊球高

度、較短的揮拍距離、較快的出手時間與較難判

斷球路種類的預備動作，因為較不易遭對手識破

球路，所以突擊的能力較佳，發球後易於掌握主

動進攻的優勢，使得近年單打賽事的選手逐漸拋

棄正拍發球，而改採反拍發球的方式的主要原

因，建議羽球比賽時使用反拍發球較具優勢。 

正拍發球時較易產生較快的球速，肌電訊號

的活化強度亦較反拍發球為大，但發球好壞首重

球體飛行的路線與落點，發球球速的強弱並非最

重要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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