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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網球選手執行不同發
球動作時，持拍臂肩、肘、腕關節及拍頭等在運
動學參數上之特徵。以八名國內網球選手為研究
對象，在實際比賽場地以兩部高速攝影機，同步
拍攝受試者執行二種不同發球動作後，利用
Kwon3D 動作分析系統進行影片數位化處理分析
並以直接線性轉換 (DLT) 的方法，來獲得三度
空間的運動學參數。結果：執行平擊發球和上旋
發球時，肩、肘、腕關節及拍頭最大速度依序遞
增，且出現的時間均在加速期內。二種發球動作
角度曲線變化類似，肩關節角度在擊球前均持續
增加；肘關節伸展角度在加速期的變化最大。為
讓發球球速達到最快，肩、肘、腕關節及拍頭速
度應在加速期內依序遞增，上旋發球在加速期
前，拍頭位置應盡量降低，加速期時應加快拍頭
速度，而加速期在平擊或上旋發球動作中均扮演
了關鍵性的角色。

關鍵詞：網球發球、上肢、三維分析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three-dimensional kinematics of the
flat and topspin serves performed by tennis players.
Eight right-handed experienced tennis playe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wo synchronized
high-speed video systems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participants’ serving motions for servesperformed
on the tennis court. Images were digitalized by
Kwon 3D performance analysis system and the 3D
kinematics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direct linear transformation (DLT)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ed:
In acceleration phase,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ximal-to-distal (shoulder, elbow and wrist)
maximum joint velocities and racket head velocity
sequenti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flat and topspin service. The angle-time plot
patterns of flat serve were similar to topspin serve.
The shoulder joint angle were constantly increased
during cocking and acceleration phase. The angle of
elbow extension was having greatest change during

acceleration phase. It was concluded that
acceleration phas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nnis
serving motions.

Keywords: Tennis Serves, Upper Extremity, 3D
Analysis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選手身體素質及網球拍科技的精進等

因素，網球選手發球速度已愈來愈快，邱豐傑

(2010)曾探討四大網球公開賽男子單打之技術型

態，結果指出，無論是何種場地，發球仍是決定

勝負的關鍵技術，如能提昇發球最快速度及平均

速度等，致勝的機會就會提高。

事實上，職業選手之所以有別於業餘選手，

關鍵在於第二發球的表現，因為要贏得發球局，

不僅要提升一發得分率，二發得分率也必須要優

於對手。例如，在 2010 年溫布敦網球公開賽八

強賽中，我國職業選手盧彥勳歷經 4 小時又 36

分鐘的五盤纏鬥後，險勝曾高居世界排名第一、

曾獲三屆溫布敦網球公開賽亞軍的美國選手羅

迪克，締造歷史成為台灣第一位闖進八強的第一

人，賽後的比賽數據量化分析中顯示，羅迪克雖

然全場比賽有 38 記愛司球，但也有 8 個雙發失

誤，盧彥勳在一發進球率(60%)及得分率(81%)雖

不如羅迪克(68%, 84%)，但在二發得分率(55%)

則優於對手(52%)，當然在面臨破發點時保住發

球局，並在關鍵時刻破對方發球局等也是獲勝關

鍵。究竟正確的平擊、上旋發球，上肢持拍臂擊

球前揮擊特徵為何？其間應當有值得探究的地

方。

過去國內研究者曾利用實驗室三度空間動

作分析系統進行研究（羅國城、王苓華，2003；

2007），主要探討平擊發球之動力傳遞，以及不



同發球方式軀幹、下肢運動學與重心力矩之分

析。而國外針對發球動作有較多三度空間動作分

析相關文獻 (Gordon & Dapena, 2006; Elliott,

Fleisig, Nicholls, & Escamilia, 2003; Sprigings,

Marshall, Elliott, & Jennings, 1994 )，主要探討發

球時肩、肘關節的負荷及貢獻度，對於不同發球

動作運動學參數上的差異仍待釐清。爲增加研究

的應用性，本研究將在實際比賽場地，針對男子

網球選手執行不同發球動作時，進行三度空間動

作分析實驗，並探討持拍臂肩、肘、腕關節及拍

頭在運動學參數上之特徵，期能將研究結果提供

網球教師教學、教練指導、運動員選才及選手修

正動作時參考。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是以八名男子網球選手為研究對

象，使用二台高速攝影機系統(RedLake Motion

Scope, PCI 1000 SC)，拍攝速度均為 250Hz、快

門為 1/5000，同步擷取發球動作影像資料，測速

槍一支（JUGS Professional Sports Radar）紀錄發

球速度，以判定是否為有效球，三度空間座標架

一組（25 個參考點）用來轉換三度空間的方向及

座標位置。所得的影像資料以 Kwon3D 動作分析

軟體(Visol, Inc.)進行直接線性轉換與運動學參數

運算，以獲得 X、Y、Z 三軸向座標值資料。正

式實驗時，要求受試者站在底線左側發球區的位

置，模擬比賽時，以第一發球平擊方式將球全力

發進有效目標區(3.2×2.1m)，每發五球休息一分

鐘，待發進十個有效球後，即將有效球影像資料

存檔，休息三分鐘後，受試者接著以第二發球上

旋方式將球發進有效區，待發進十個有效球後，

請工作人員將影像資料存檔。

本研究共分析三種角度，分別為肩關節外展

與內收角度、肘關節的屈曲與伸張角度及腕關節

屈曲、伸張角度。資料處理時，分別點取二部攝

影機的平擊發球與上旋發球動作之球拍標誌點

（Landmark）及身體標誌點共 20 個，人體的 17

個標誌點將人體簡化為 14 個剛體肢段（Rigid

Body），並以肢體近端及遠端的兩個關節點來代

表肢體的位置。

四、結果與討論

圖一(1)、圖一(2)分別為平擊發球與上旋發
球肩、肘、腕關節、拍頭，速度-時間曲線圖。原
點為球離手瞬間，整體來看，不論平擊發球或上
旋發球，加速期所佔的時間均比後擺期短，使得
加速期在發球動作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可
從圖一中，平擊發球和上旋發球，肩、肘、腕關
節及拍頭最大速度出現的時間均在加速期內可
見一般。二種發球動作速度-時間變化曲線圖在拋
球準備期和後擺期大致相似，進入加速期後肩、
肘、腕關節速度先依序遞增再依序遞減，而當
肩、肘關節速度在遞減同時，腕關節速度則持續
遞增。

圖二(1)、圖二(2)為平擊發球與上旋發球

肩、肘、腕關節，角度-時間曲線圖。在拋球準備

期時，二種發球動作角度曲線變化類似，肩關節

角度持續增加，肘關節角度因屈曲(flexion)而逐

漸減小，腕關節角度則接近180度維持穩固。到

了後擺期，當身體軀幹持續朝逆時針方向（由受

試者後方觀之）伸展 (extension)並向右旋轉

(rotation)時，肩關節角度隨著肩關節水平外展

(horizontal abduction )和外旋(external rotation)而

繼續增加。平擊發球動作之肘關節角度，在拍頭

最高點至最低點的後擺期階段，因伸展而開始增

加，上旋發球的肘關節角度，在後擺期前段幾乎

不變，到了後段甚至有些減少，這應當是選手爲

了增加拍頭向上垂直速度，使拍頭位置在加速期

前盡量降低，拉長肌肉儲存更多彈性位能，以加

大球拍到擊球點的揮拍距離所致。腕關節角度則

在後擺期呈伸展的狀態，且平擊發球較上旋發球

明顯。進入加速期後，身體軀幹開始朝順時針方

向屈曲(flexion)並向左旋轉(rotation)時，肩關節角

度隨著肩關節水平內收(horizontal adduction)和內

旋(internal rotation)而持續增加。肘關節角度因伸

展而快速增加，這個階段是肘關節角度伸展變化

最大的時候。腕關節角度在加速期隨著拍頭上舉

由伸展漸往屈曲的方向改變。在擊球後的跟隨動

作，肩關節角度才開始內收，肘關節亦開始屈

曲，而上旋發球在開始屈曲的時間點較平擊發球

慢，且擊球後仍持續伸展，不若平擊發球擊球後

立刻屈曲。



優秀選手在發球時會盡量伸展肘關節，而

Gordon and Dapena (2006)亦指出肘關節伸展有

助於增加拍頭速度，而上旋發球在肘關節開始屈

曲的時間點較平擊發球慢，且擊球後仍持續伸

展，推論應是選手為了增加球體上旋，而導致前

臂旋前(pronation)的程度較平擊發球大使然。整

體來說，肩關節在後擺期和加速期的角度變化幅

度較小，而肘關節伸展角度在加速期的變化最

大，這和Sprigings et al. (1994)的研究結果類似。

五、結論

依據結果與討論，列出以下結論：一、選
手執行平擊發球和上旋發球時，從近端到遠端的
肩、肘、腕關節，及拍頭最大速度依序遞增，俾
讓球速達到最快。最大速度出現的時間均在加速
期內依序出現，符合動力鏈原理。二、二種發球
動作角度曲線變化比較，不同之處在於上旋發球
的肘關節角度在後擺期後段有些減少，這應當是
選手爲了增加拍頭垂直速度，使拍頭位置在加速
期前盡量降低，伸展肌肉儲存更多彈性位能所
致。在加速期中，伸展角度變化最大的則是肘關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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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肩、肘、腕關節、拍頭，速度-時間曲線圖，(1)為平擊發球與(2)上旋發球，線 a
為後擺期(cocking)起點，線 b 為加速期(acceleration)起點，線 c 為擊球瞬間(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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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肩、肘、腕關節，角度-時間曲線圖，(1)為平擊發球、(2)為上旋發球，線

a 為後擺期起點，線 b 為加速期起點，線 c 為擊球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