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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擊球方式對網球比賽勝負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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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網球比賽中擊球技術對勝局、負局之影響，瞭解比賽中應採用何種擊球技術可有效幫助

贏得比賽勝利。研究對象以參加 2012 年新北市四維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男子 16 歲組、男子 18 歲組八強

以內之選手，以多變數相關分析作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發進球對勝局的相關係數為 .486* 、正拍抽

球得分對勝局的相關係數 .540* 、反拍抽球得分對勝局的相關係數 .597** ，均達顯著水準（P < .05），表

示在平常練習擊球技術時，應特別加強這三種擊球技術，以幫助贏得比賽勝利。 

 

關鍵詞：擊球技術、勝局、負局 

 

 

壹、緣由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的高水準網球運動正朝向「基本的擊

球動作、新的特殊擊球法、新的步法、新的訓練技

術、新的策略戰術」等趨勢。隨著我國一些優秀的網

球選手近二年在國際網球巡迴賽事中大放光芒，證明

了我國球員已具有國際網球一流的實力，更增加了選

手投入職業網球運動的熱烈性（邱豐傑，民 99）。然

而我國至今仍然有許多教練還是依照遵循舊法訓練選

手，此類情形應該避免，研究者建議應該採用較為科

學的方式來輔助訓練方式，由具體的數據分析，明顯

得知在網球比賽中較容易致勝及選手本身缺點的關鍵

何在，並針對此優缺點加強訓練以增進我國選手整體

實力，如此有助於我國選手進軍國際賽事的機會。網

球選手必須是全面型的球員，且能在比賽中打出強而

有力的擊球（趙高政、麥吉誠、林志隆、賴呈茂，民

95）。網球運動共分為幾個重要的擊球方式，分別是

正手拍抽球、反手拍抽球、正手拍截擊、反手拍截

擊、發球、接發球、高壓殺球、下旋擊球（切球），

這些擊球方式在不同的戰術下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

這些擊球方式將影響選手的比賽勝負。故本研究希望

藉由國內青少年排名賽前八強中，探討各種不同擊球

方式對比賽勝負之影響，以提供網球教練來做為日後

擬訂訓練處方之參考。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青少年網球選手比賽中，所

使用的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的影響，故以 2012 年 3

月 17 日所舉辦的 2012 年新北市四維盃全國青少年網

球錦標賽男子 16 歲組、男子 18 歲組八強以內選手擊

球得分情況作統計及分析。 

（二）研究步驟 

1.編制比賽得失分紀錄表： 

依據文獻配合戰術、戰略應用原則，在本研究中

將網球擊球得分技術分類為：發球得失分，接發球得

失分，抽球得失分，截擊得失分，高壓殺球得失分，

其他得失分，共六種擊球方式；以符合實用性、明確

性等原則。 

2.研究器材： 

(1)新力牌攝影機(SONY DCR-HC96)，共五臺。 

(2)華碩 (ASUS A53S) 筆記型電腦。 

(3)比賽得失分紀錄表。 

3.記錄方法： 

採用比賽錄影分析法將比賽過程用錄放影機全程

錄影保存，並於賽後反覆觀察比賽之進行，分析我國

青少年網球選手在比賽時的擊球方式，並記錄於比賽

得失分紀錄表中。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收集以 2012 年 3 月 17 日所舉辦 2012

年新北市四維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以男子 16

歲組、男子 18 歲組晉級至八強內之選手比賽過程為

範圍，共計14場比賽，但其中4場比賽中因錄影設備

不足，故僅採用 10 場比賽作為研究資料，共 20 位選

手（n = 20）。利用比賽得失分紀錄表記錄各場比賽

中的各項擊球方式，並分別歸納整理。將彙整後的資

料利用 SPSS 17.0 版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本研究各

項統計考驗的顯著相關係數均訂為（α=.05）。 

1.使用獨立樣本 t-test，考驗獲勝及落敗選手之第一發

球、第二發球、接發球、落地擊球、不落地擊球等

變項對比賽勝負之差異顯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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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多變數相關分析作為各種擊球方式對勝局、負局

之影響。 

 

參、結果與討論 

（一）獲勝及落敗選手擊球技術之顯著差異 

由表一得知，在第一發球、接發球、落地擊球這

三個變項中，均達顯著水準（P < .05）的條件，表示

這三種變項是造成勝利或落敗的主要影響因素。由此

可知我國青少年網球選手較擅長以待在底線位置的落

地擊球方式為主要比賽戰術。而江中皓（民 92）也曾

提過，在網球競賽中以穩定的接發球技術、穩定的底

線抽球技術及提高第一發球率等三項，為國內網球男

子單打中導致勝利的主要因素。 

（二）擊球技術對勝、負局之影響 

  表二資料顯示在各種擊球技術中，一發進、正拍

抽球得分、反拍抽球得分、總得分對比賽勝局均達顯

著相關，以及一發失誤、雙發失誤、反拍抽球失分、

總失分對比賽負局達顯著相關（P < .05）。當一發進

球數越多時可以提升比賽勝局，且提高一發贏球率。

因一發發球通常會採用較有攻擊性的平擊發球，令接

發球者難以回擊有效接發球，進而幫助取得比賽勝

利。而這項結果跟劉中興、李彩滿（民 87）；張碧

峰、陳志榮（民 98）；邱豐傑（民 99）網球比賽中發

球技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擊球技術。除此之外，正、

反拍抽球得分這兩種擊球技術亦對比賽勝局有所幫

助。 

想成為一流的選手除應有的擊球技術之外，更需 

具備強而有力的發球及穩定的落地擊球技術（陳智

仁，民 85）。江中皓（民 92）正、反手拍著地擊球技

術，影響國內男子單打之勝負條件。青少年所擊出球

速明顯不及職業好手所擊出之球速，故在青少年網球

比賽中，主要得分方式是以穩定的正、反拍抽球，和

較高一發進球數作為比賽勝利的主要技術。 

穩定的抽球技術可減少不必要的非受迫性失誤，

也可在抽球過程中給予對方體能上及心理壓力上的負

擔，另外有效的抽球技術可幫助選手在抽球後採用較

為攻擊性的隨球上網的戰略取得分數，另外針對減少

發球及反拍抽球的失誤也可以幫助避免成為落敗方， 

 

 

 

 

 

 

 

 

間接提高勝利的機會。網球規則中，雙發失誤判定為

失去該分，故當一發發球未進球的同時也面對者雙發

失誤的可能性，往往接發球方都利用較為穩定、但卻

慢速度的二發發球的特性做出強力帶有攻擊性的接發

球。 

    與負局達顯著相關之擊球技術（如表二所示），

在一發失誤對負局的相關係數高達.604，代表比賽中

經常無法將一發發進，易導致負局的情況，發球技術

在網球比賽中是影響比賽勝負的主要因素。在網球比

賽中，許多選手在接發球時會捉住對手第二發球的機

會奮力一擊（李建平，民 93）。網球比賽中第二發球

會採用較為安全、穩定的方式將球發進發球區，以避

免雙發失誤，但往往同時造成接發球方進攻機會。劉

中興、李彩滿（民 87）強而有力的發球技術是網球競

賽中獲勝的重要因素，但在網球競賽中，往往因追求

強而有力的發球所導致的雙發失誤也相對增高。江中

皓（民 92）能有效減少雙發失誤也是網球競賽 的重

要因素。除此之外，在網球比賽中很常發生依靠穩定

的底線抽球來取得勝利，但在正拍、反拍兩種擊球方

式之下，選手通常都會將球擊向對手反拍位置，因為

反拍為非慣用手持拍擊球的方向，如此較容易發生非

受迫性失誤、或回擊出較軟弱無力的抽球，對手藉由

此機會展開攻勢，此研究結果符合網球競技中所應有

的穩定技術條件。 

表一、獲勝選手與落敗選手擊球技術之差異*p < .05 

 

 

 

 

 

 

 

 

 

 

 勝負方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顯著性 

第一發球 
勝利者 526 1.34 .475 

.002 
落敗者 499 1.44 .496 

第二發球 
勝利者 181 1.12 .328 

.220 
落敗者 218 1.17 .372 

接發球 
勝利者 467 1.14 .344 

.008 
落敗者 501 1.20 .402 

落地擊球 
勝利者 609 1.42 .494 

.000 
落敗者 622 1.57 .496 

不落地擊球 
勝利者 82 1.33 .473 

.606 
落敗者 62 1.37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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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擊球技術與勝負局之相關係數表                         (n=20) 

 一發進 

一

發 

失

誤 

二

發進 

雙

發 

失

誤 

正

拍接 

發

得分 

正

拍接 

發

失誤 

反

拍接 

發

得分 

反

拍接 

發

失誤 

正

拍抽 

球

得分 

勝局 .486
*
 

.4

22 

.3

70 

.3

20 

.0

51 
.217 -.246 -.305 .540

*
 

負局 .043 .604
**

 .444 .638
**

 .065 .416 .124 .038 .068 

 
正拍抽 

球失分 

反拍抽 

球得分 

反拍抽 

球失分 

正拍截 

擊得分 

正拍截 

擊失分 

反拍截 

擊得分 

反拍截 

擊失分 
總得分 總失分 

勝局 -.015 .597
**

 -.108 .177 .055 .293 .290 .814
**

 .136 

負局 .306 .128 .733
**

 .082 -.223 -.217 .267 .090 .727
**

 

*p < .05 

 

肆、結論 

從 2012 年新北市四維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

賽，以男子 16 歲組、男子 18 歲組晉級至八強內之選

手比賽過程中，擊球技術對比賽勝負之影響，經資料

處理統計分析後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有效的提高一發進球數，提升接發球擊球技

術，正拍抽球得分總數、反拍抽球得分總數，可幫助

取得比賽的勝局，進而幫助贏得勝利。 

（二）避免一發、雙發及反拍抽球失誤，可減少比賽

負局的發生，以降低比賽輸球的可能性。 

（三）以上所研究之結果，可與訓練做為結合，針對

擊球技術對勝局的關係，加強一發發球進球數，及增

進正拍抽球得分、反拍抽球得分的能力；另外在訓練

時應提高發球進球率及反拍抽球技術，減少擊球技術

對負局所產生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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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troke skills on winning/losing in tennis tournament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was to reveal which stroke skills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chance of 

winning the tournaments. The subjects were the male players who advanced to the quarter finals in 

the 16-year-old and 18-year-old divisions in the 2012 New Taipei City Four-Pillars Cup Youth 

Tennis Championship. Correlation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ccessful first serves and winning sets was .48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ehand stroke and winning sets was .540;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ckhand stroke and winning 

sets was .597,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05. The study implies that play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se stroke skills when practice in order to help win the games. 

 

Keywords: Stroke skill, Winning games,Losing ga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