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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女網選手的正拍攻擊球在不同目標下之球速變化與影響。5 位大專甲組女網選手自願

參與，每位受詴者均進行 30 顆正拍攻擊球測詴，其中分為無目標、斜線以及直線各 10 顆。球速部分是使用

Casio-F1 高速攝影機以每秒 300 張進行拍攝，並且搭配 Kwon3D 套裝軟體進行事後分析。所得球速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9.0 版，進行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分析各組球速之差異，統計顯著水準皆設定 α=.05。

研究結果顯示，女網選手在正拍無目標的攻擊球球速顯著小於斜線與直線攻擊球球速；而斜線攻擊球球速大

於直線攻擊球球速但沒有達顯著差異，不過每位受詴者均顯示斜線球速大於直線球速之趨勢。本研究發現女

網選手在正拍攻擊球時，無目標的球速顯著低於其他兩組的原因可能是選手在出手時才選定方向，使得力量

無法集中釋出；而正拍斜線攻擊球球速大於直線攻擊球球速的部分，則在於斜線的距離較長，所需要施加在

球上的平擊力大於旋轉力，因此而造成差異，反之亦然。 

 

關鍵詞：攻擊球、球速 

 

壹、緣由與目的 

  網球正拍是整個網球技術中的基礎，同時也是該

運動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在現代強力網壇中，大多

數運動員皆圍繞著大力且有穿透力的正拍擊球，再結

合優秀的步法和平衡來形成自己的打法。這些技術屬

於開放式技能，因為運動員需要根據來球的特徵調整

他們的技術(Paul & Jack, 2008)，再者，選手的球拍經

過科技的改良使得擊出的球速普遍都增強，因此對於

一位好的選手而言，該具備的能力就是在比賽中製造

比對手更多的攻擊機會。 

    一般而言，教練在訓練選手時，都會要求選手必

須將球打得深並且有一定的質量，一方面是讓自己有

足夠的時間準備下一顆的擊球，另一方面則是讓對手

沒辦法輕易上前做有效攻擊。根據學者指出，網球體

積與質量小而輕，飛行速度可達 200 公里/時以上的球

速，在場地半場只有 11.89 公尺，而球速高達 55 公尺

/秒，只要經過 0.21 秒即可達到對方的場地（許樹淵、

張思敏、張清泉、田文政，2000），因此當球速越快，

對方判斷時間越短，則不容易回擊具有高質量的球（許

樹淵等，2000），且面對這種被壓迫的球時，對手往往

只能將球勉強推送過網，選手若能經常性製造並且把

握此攻擊球機會，對於比賽勝利則有較高的機率。 

    然而快速完成的動作往往會導致過程或結果不精

確，也就是俗諺說的「欲速則不達」，當個人在強調

速度時，準確性降低；相對的，如果個人強調準確性

時，則速度降低（劉宏祐、陳凱智、林清和，2003）。

有關速度與準確性消長的情形在網球運動中常可遇

見，就正拍攻擊球而言，選手若是想盡全力進行揮擊

時，容易因無法控制球的方向而打出界外，失去的不

只是分數同時也喪失了信心。因此了解速度與準確性

的關係及影響因素，就可以在兩者間取得一個最佳的

平衡點（陳秀惠，1996），進而提昇選手的正拍攻擊球

水準。 

    有鑑於過去學者的研究，本次實驗主要在於探討

大專甲組女網選手在正拍攻擊球時，是否會因擊球目

標與目的的不同，而產生球速上的差異。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5 位大專甲組女網選手（年齡 20.6 ± 1.52 歲、身

高 160.8 ± 6.83 公分、體重 59.4 ± 13.48 公斤、球齡 10.4 

± 2.61 年，2010 年大專盃甲組團體賽第二名）自願參

與，其慣用側除一位為左側其餘皆為右側，研究前以

晤談方式確認無任何傷害與病變，並填寫受詴同意書

及個人基本資料。 

(二)正拍攻擊球球速測驗 

本實驗使用 SAM PORTABLE 發球機以 20m/s 之

球速進行正拍攻擊送球，並搭配 Casio-F1 攝影機以每

秒 300 張拍攝女網選手正拍攻擊球之出手速度。每位

選手須打進 1.無目標 2.斜線 3.直線各 10 顆有效球。無

目標有效區為網球單打有效區；斜線與直線有效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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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底線前 4.5m × 邊線旁 3m。場地配置如圖一，參考

(Johannes, Thomas, Stefan, Herbert & Erich, 2012)。 

  圖一 、正拍攻擊球位置與目標區配置圖 

(三)實驗步驟 

實驗前與受詴者詳細說明其實驗流程、目的與注

意事項，填寫受詴者基本資料和同意書。測詴前請所

有受詴者先行熱身及伸展操 15 分鐘，並且使用發球機

送球讓受詴者進行攻擊球熱身，並且依每位受詴者合

適擊球高度進行校正。當受詴者測驗一個項目結束

時，給予 5 分鐘休息再進行下一項測驗。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之蒐集包括受詴者年齡、身高、體重、

球齡和球速。球速資料使用 Kwon3D 進行分析處理以

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三組球速之差異，統

計顯著水準為 α = .05。 

 

參、結果與討論 

    女網選手在正拍無目標與斜線攻擊球球速之比較

如圖二所示；女網選手正拍無目標與直線攻擊球球速

之比較如圖三所示；女網選手正拍斜線與直線攻擊球

球速之比較如圖四所示。 

圖二、 無目標球速與斜線球速之比較 

 

 

圖三、無目標球速與直線球速之比較 

    本次實驗結果發現，圖2的無目標球速顯著小於斜

線球速(30.06 ± 1.59 vs. 33.01 ± 0.55 , p < .05)；圖3的無

目標球速顯著小於直線球速(30.06 ± 1.59 vs. 32.37 ± 

2.21 , p < .05)；此外圖4的直線球速小於斜線球速，但

並無顯著差異(32.37 ± 2.21 vs. 33.01 ± 0.55)。 

  在本次實驗中，選手在無目標攻擊球時接收的指

令是只需要盡最大力將球打進網球單打有效區，並不

需要瞄準任何物體，而球速很有可能因選手擔心球出

界 而 將 大 多 數 力 量 用 於 球 的 旋 

圖四、斜線球速與直線球速之比較 

轉或是選手在擊球時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攻擊方  

向，導致力量無法完全集中釋出，因而降低整體球速。

至於斜線與直線攻擊球部分，由於斜線為整個網球場

最長的距離（約26.18m），因此當選手在做攻擊的時

候，能夠讓更多的水平力加於球上，使球可以更容易

擊到較深的區域；而直線的部分，為整個球場最短的

距離（約23.77m），若是使用相同的力去進行擊球，

則必須將一大部份的力用於球的旋轉，因此直線球的

角速度很有可能大於斜線球的角速度，當然球速也就

降低許多。 

    網球的攻擊球，主要是用來增加獲勝的關鍵球，

這種球不外乎是強調球的速度與準確度。對於一般開



程慶祥 張烜瑞 陳霖鉉 許太彥/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56-59 

 

58 
 

始接觸網球運動的人，認為只要是攻擊球就盡全力擊

出，而往往導致相當離譜的失誤。其實在網球運動中，

求進有時候比求快更重要，因此在訓練時，加在球上

的力不只是平擊，也會加上適當的旋轉以增加球的穩

定度與準確度，而攻擊球大多數發生在底線內，其原

因可能因對手救球或沒打到球拍甜區而產生，此時的

擊球與後場擊球不同，場地實際上縮小許多，因此必

須採用更多的上旋擊球，以免擊球出界（宋強，2005）。 

    「旋轉」是現代正拍擊球的一個主要特徵，詴圖

發力並想控制球時，上旋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而球產生的旋轉程度取決於球拍由低到高揮動時，球

拍傾斜的程度和擊球時拍頭的方向與速度來決定。更

具體的說，運動員通常使球拍和球成一條線，確定擊

球點後，運動員開始增加球拍揮動軌跡給球施加一個

偏離中心的力，當球拍垂直揮動產生上旋時，選手就

損失了一部分球拍水平揮動的速度，因此擊球速度就

會減慢 (Paul & Jack, 2008)。 

    從選手平時的訓練而言，教練要求的不只是準確

度，當然還需要速度。根據公式 F t= m V 可知，當

球拍作用於球的時間 t 不變時，球拍給球(m)的作用

力 F 越大，球向前飛行的速度 V 就越快（宋強，

2004）。而擊球的力量主要作用是讓球能夠快速的飛

向對方的場地，同時讓對手的判斷、移動、擊球等一

系列動作必須加快，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就容易造成對

手失誤進而製造得分機會。Indermill 與 Husak (1984) 

以18名男性為受詴者，分別使用最快球速的50％、70

％、100％進行過肩投擲，結果發現以最快球速的70

％投擲時比使用其他兩種球速投擲來的準確。在他們

的研究中發現，選手並沒有隨著球速的增加而降低準

確度，這一點就已經無法支持費茲定律中速度與準確

度相互消長的線性變化情形。因此兩位學者認為選手

可能都是以70％左右的球速進行投擲練習，所以形成

較佳的基模而引發較高準確度的結果。由以上討論驗

證，此次女網選手在斜線與直線的攻擊球與無目標攻

擊球的差異有可能因選手對球施加力的選擇不同以及

平時練習時所形成的基模，而造成本次實驗的結果，

若能進一步的觀察三種擊球時球的角速度變化，則可

完全支持此次實驗結果。 

 

 

 

 

 

 

 

 

肆、結論   

    綜觀所有的運動項目而言，速度在許多運動項目

中是被單一且一昧的追求，就如田徑的百米賽跑、游

泳、自行車等競速運動，都是以求速度為主。但也有

些運動項目是必須包含高速度與高準確度，如足球、

棒球、桌球、手球、網球等項目，雖也需要有一定的

速度追求，但最終仍是將球送至主要目標。每一項運

動都有它的特殊性與限制，就以網球來說，這是一項

持拍及不對襯的運動項目（王苓華，2001），主要不

只依賴慣用側，基本上是需要全身性的協調能力，而

且網球的目的是在於求進，而速度則是附加的必要條

件，因此教練如何將選手的球速與準確度雙雙提升至

最高平衡點，將會是訓練中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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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lite female tennis player with forehand attack ball speed of 

different target. Five female tennis player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Every participant has to 

hit 30 balls with her best strength, and the target partition 1.) No target 2.) Cross-court 3.) Down the 

line, and every single target have to got in 10 ball. A digital video camera, operating at 300 frames 

per second, were used to measure ball speed and accuracy of forehand attack in the respective 

situation. The ball speed was acquired by Kwon3D. All about ball speed data were tested by one 

way repeated ANOVA (α=.05). Results showed that cross-court and down the line of ball speed 

were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no target ball speed; and cross-court was also greater than down the 

line of ball speed,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This study find female tennis player hit the ball to 

cross-court more than down the line of ball speed, because when player use same power to hit the 

ball, hit to down the line has to use more spin, so the velocity is disperse more than the other one. 

 

Keywords: Forehand attack, Bal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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