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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之目的為比較雙、單打羽球選手之肩關節肌力與肩關節活動度是否有顯著差異。方法：

本研究徵招 18 位大專甲組羽球選手，接受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之肩部肌力與肩部關節活動度的測量，

其中，肩部肌力以 Biodex System Pro-3 等速肌力測定儀來進行肩關節等速肌力；肩部關節活動度則

使用關節角度計進行，以評估肩關節主、被動活動度。所的資料以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雙、單打羽球

選手在上肢肩關節等速肌力力矩峰值/體重和上肢肩關節活動度之差異，再以成對樣本 t 考驗分析慣

用手與非慣用手上肢肩關節等速肌力力矩峰值/體重和上肢肩關節活動度之差異。結果：結果顯示，

在角速度 60 deg/sec、180 deg/sec、300 deg/sec 之三項等速肌力測試下，肩關節內轉及外轉兩種動作

中，雙、單打選手力矩峰值/體重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在主動關節活動度上，內轉的項目未達到顯著

差異，外轉的部分，雙、單打選手之相互比較後，慣用手與非慣用手皆達到顯著效果；在被動關節

活動度上，內外轉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在總關節角度的部分，主動和被動的總關節角度皆未達到顯

著效果。結論：本研究的結論認為大專甲組雙打選手及單打選手內/外轉肩部肌力，角速度 60 deg/sec、

180 deg/sec、300 deg/sec 之三項等速肌力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在肩部關節活動度的部分，雙、單打選

手相互比較後，只有主動關節活動度外轉的部分有明顯的差異，其餘並無明顯差異。 

 

關鍵字：上肢肌力、過肩運動、球拍類運動 

 

壹、緒論

羽球運動 (badminton) 發展之歷史可以追溯到18

世紀中葉，由當時英國占領的印度向外擴展 (Hussain 

& Bari, 2011)，至今已是全球流行的一項休閒與競賽

運動。紀世清 (1996) 指出羽球專項體能主要是由耐

力和上、下肢的爆發力所組成。並且，選手必需在競

賽場上持續做出上肢的擊球動作 (呂芳陽、盧正崇，

2005)。羽球之殺球乃是目前比賽中最能得分的主要技

術之一 (鄭元龍、羅月英、陳五洲，2001)，紀世清 (1999) 

也指出，殺球在羽球各種不同球路的打法中是力量最

大而且最快速的一種擊球方式。但是影響羽球選手殺

球動作表現與殺球速度的因素，可能會與其上肢肌力

的大小有關 (Wooden et al., 1992; Sakurai & Ohtsuki, 

2000)。 

過肩運動項目之得分技術，牽涉到上肢肩關節肌

力與肩關節活動度，對於羽球選手，肩關節一旦受傷

後，不僅會造成肩部肌力下降、肩部關節活動度也會

因此受限，容易造成羽球選手各種基本球路上無法進

行，進而影響運動員在競技場上的運動表現。肩關節

之傷害及疼痛常發生於運動員身上，特別是在過肩運

動項目之運動員，其發率約為19~38%左右 (Abrams, 

Renstrom, & Safran, 2012)。羽球運動選手的肩關節肌

力與肩部關節活動度，可能是影響羽球選手競賽成績

的好壞因素之一，國內外有學者針對肩關節肌力與肩

部關節活動度進行探討 (Stanley, 2004; Perkins et al, 

2006; Torres, 2009; Nicholas, 2010; Kevin, 2014)，以預

防或降低運動選手發生肩關節之傷害，然而針對羽球

運動選手的肩關節肌力與肩部關節活動度的研究則十

分少見。鄭健民 (2013) 的研究歸納出羽球男子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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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得分技術有發球搶攻、後攻前封、搶攻戰術和接

發球搶攻，幾乎都是以攻擊戰術為主，特別是決賽；

孫彩卿 (2011) 則以林丹與李宗偉為對象，進行對打

紀錄分析，以三場比賽為例，研究中指出總平均拍數

為13.14拍，總得分數為214分，這三場比賽擊球最少

拍數為1拍，最多竟多達72拍。綜合上述分析，顯示出

雙打選手在賽場上必須時常進行攻擊不論是前場或後

場；單打則是以四角拉吊突擊為主，紀世青 (2009) 的

研究中指出單打選手的戰術應用，在比賽過程中拉吊

突擊為的次數最多，因此經常拉吊進而形成來回拍數

上多於雙打比賽，然而雙打選手因常進行攻擊，其肩

部肌力與關節活動範圍可能會大於單打選手。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大專甲組雙、單打羽球選

手，在肩關節肌力與肩關節活動度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18名大專甲組羽球選手，皆

為男性，單、雙打羽球選手各9名 (雙打9位，年齡：

19.9 ± 1.5歲，身高：170.4 ± 3.5 cm，體重：65.9 ± 24.5 

kg；單打9位，年齡：20 ± 1.4歲，身高：176.4 ± 7 cm，

體重：69.3 ± 4.9 kg)，收案條件為：(一) 測試前6個月

內未曾有過任何上肢傷害、骨折、脫臼或脫位、或任

何神經病變之病史；(二) 大專甲組球員；(三) 每週運

動訓練頻率為3天以上，並且至少有5年以上的羽球專

項運動訓練的經歷。實驗前向所有研究對象說明研究

目的、方法、內容和流程，以及參與期間需要配合與

遵守的事項，讓研究對象瞭解後，簽署研究對象同意

書及填寫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每位研究對象均需參與

肩關節肌力與肩關節活動度兩項測驗。 

 

二、實施程序與步驟 

(一) 熱身活動 

為避免研究對象於實驗過程發生傷害，在正式測

試前請研究對象實施熱身活動 10 分鐘，並且適應整個

測試環境與測試工具。熱身活動為上肢肩部伸展操、

羽球上肢揮拍動作練習 (慣用側與非慣用側各 10次)、

實際對打熱身。 

 

(二) 肩部外轉/內轉等速肌力測試 

本研究以 Biodex System Pro-3 等速肌力測定儀 

(Biodex Medical System, Inc. , Shirley, NY)，來進行肩

關節等速肌力力矩峰值之測量。測試時以坐姿進行肩

部外轉/內轉肌力測試，測驗時研究對象以三條皮帶交

叉固定其胸部及腹部位置，以避免在測驗時，激烈的

動作導致身體的移位或晃動。手臂之鷹嘴突 

(Olecranon) 必須對準動力計軸心。接著，分別接受角

速度 60、180、300°/s 之等速肌力測試，測試範圍為

內轉 90 度至外轉 180 度，慣用手與非慣用手皆須進行

測試，以最大努力作肌肉等速向心收縮，所得之力矩

峰值/體重將作為其描述肌肉收縮力量的指標。本研究

的等速肌力實驗為參考 Biodex 等速肌力測定儀的指

導手冊。各項測試項目，統一做一回合連續 5 次的最

大自主等速向心肌力測驗，並統一取 5 次測驗的平均

做為最後的分析值。角速度之測驗順序為隨機，每個

角速度間間隔休息 2 分鐘。此外，在受測過程中施測

者皆以口頭激勵方式不斷的鼓勵受試者盡全力完成測

試 (梁龍鏡，2011) 。 

 

(三) 肩部外轉/內轉關節活動度測試 

本研究中使用關節角度計 (Baseline Goniometer 

Set, Sammons Preston Rolyan, A Patterson medical 

products, Inc, Bolingbrook,IL, USA) 用以評估肩關節

主、被動活動度。測驗時讓受測者躺於按摩床上，肩

部向外打開至外展90度，手肘彎曲與上臂呈90度，前

臂掌心朝上，關節角度計軸心位置放在鷹嘴突 

(Olecranon)，固定臂與地面呈垂直。測量三次，取三

次平均作為最後數值進行統計 (吳昇光，2003)。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SPSS 21.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以下之

統計分析： 

(一) 以描述統計呈現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包括年齡、

球齡、身高、體重、力矩峰值/體重和肩關節活動度皆

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 

(二) 以獨立樣本t考驗分析雙、單打羽球選手在上肢肩

關節等速肌力力矩峰值/體重和上肢肩關節活動度之

差異 (顯著水準設定為 α = .05)。再以成對樣本t考驗

分析慣用手與非慣用手上肢肩關節等速肌力力矩峰值

/體重和上肢肩關節活動度之差異。 

 

参、結果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18名大專甲組羽球選手，每

位研究對象均需參與肩關節肌力與肩關節活動度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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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雙、單打選手年齡、球齡、身高、體重等基本

資料，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呈現於表一。 

 

表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變項 (單位) 雙打 單打 

球齡 (年)      9.8 ± 1.4 10.0 ± 1.0 

年齡 (歲)     19.8 ± 1.5 20.0 ± 1.4 

體重 (公斤)     65.9 ± 24.5 69.3 ± 4.9 

身高 (公分)    170.4 ± 3.5* 176.4 ± 7.0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二、肩關節內/外轉肌力、肌力比值 

本研究經過肩關節內轉/外轉之測試後，以獨立樣

本t考驗比較雙、單打選手的差異，結果在力矩峰值/

體重上，角速度60、180、300°/s之三項等速肌力測試，

雙、單打選手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再以成對樣本t檢定

比較非慣用手與慣用手之間的差異，結果在力矩峰值/

體重上，雙打選手內轉角速度60、180、300°/s，非慣

用手與慣用手皆達到顯著差異；單打選手除了內外轉

角速度300°/s的項目沒有差異，其餘項目角速度60、

180°/s皆達到顯著差異。雙、單打選手標準化肌力力

矩峰值資料如表二所示；肌力比值如表三所示；非慣

用手與慣用手之比較資料如表四、五所示。 

 

三、肩關節內/外轉活動度 

本研究經過肩關節內轉/外轉之測試後，以獨立樣

本 t 檢定比較雙、單打選手的差異，在主動關節活動

度上，雙、單打選手內轉的項目未達到顯著差異，外

轉的項目，雙打選手則大於單打選手，慣用手與非慣

用手外轉主動關節活動度達到顯著差異；在被動關節

活動度上，內外轉關節活動度皆未達到顯著差異；在 

總關節角度的部分，主動和被動的總關節角度皆未達

到顯著效果。接著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比較非慣用手與

慣用手之間的差異，結果主動與被動關節活動度上，

雙、單打選手內外轉的關節活動範圍、總關節活動範

圍，非慣用手與慣用手皆達到顯著差異。雙、單打選

手主動關節活動度資料如表六、被動關節活動度資料

如表七、內外轉總關節角度資料如表八、非慣用手與

慣用手之比較資料如表九、十所示。 

 

 

表二、雙、單打選手肩關節內轉/外轉力矩峰值/體重之比較 

測量動作/部位 角速度 (deg/sec) 雙打 單打 t 值 p 值 

內轉 

慣用手 

60  0.77 ± 0.19 0.65 ± 0.11  1.62 0.12 

180  0.62 ± 0.11 0.62 ± 0.11  0.02 0.99 

300  0.59 ± 0.06 0.59 ± 0.11 -0.03 0.98 

非慣用手 

60  0.60 ± 0.07 0.54 ± 0.11 1.39 0.18 

180  0.55 ± 0.06 0.50 ± 0.08 1.41 0.18 

300  0.52 ± 0.10 0.52 ± 0.08 -0.21 0.84 

外轉 

慣用手 

60  0.53 ± 0.11 0.49 ± 0.08 0.84 0.41 

180  0.49 ± 0.08 0.50 ± 0.07 -0.15 0.88 

300  0.49 ± 0.07 0.48 ± 0.05 0.59 0.56 

非慣用手 

60  0.44 ± 0.08 0.42 ± 0.06 0.60 0.56 

180  0.42 ± 0.05 0.39 ± 0.05 1.24 0.23 

300  0.43 ± 0.09 0.43 ± 0.06 0.21 0.84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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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雙、單打選手肩關節內轉/外轉力矩峰值比值  

變項 測量部位 角速度 (deg/sec) 雙打 單打 

力矩峰值 

(內轉/外轉) 

慣用手 

60 1.45 1.33 

180 1.26 1.24 

300 1.20 1.22 

非慣用手 

60 1.36 1.29 

180 1.31 1.28 

300 1.21 1.21 

 

 

       表四、雙打選手慣用手、非慣用手肩關節力矩峰值/體重之比較 

測試動作 角速度 (deg/sec) 非慣用手 慣用手 t 值 p 值 

內轉 

60  0.60 ± 0.07  0.77 ± 0.19 -3.01  .02* 

180  0.55 ± 0.06  0.62 ± 0.11 -4.02   .00** 

300  0.52 ± 0.10  0.59 ± 0.06 -1.78 .11 

外轉 

60  0.44 ± 0.08  0.53 ± 0.11 -3.37   .01** 

180  0.42 ± 0.05  0.49 ± 0.08 -3.14   .01** 

300  0.43 ± 0.09  0.49 ± 0.07 -2.58  .03*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表五、單打選手慣用手、非慣用手肩關節肌力力矩峰值/體重之比較 

測試項目 角速度 (deg/sec)   非慣用手   慣用手 t 值 p 值 

內轉 

60 0.54 ± 0.11 0.65 ± 0.11 -3  .02* 

180 0.50 ± 0.08 0.62 ± 0.11 -2.35  .05* 

300 0.52 ± 0.08 0.59 ± 0.11 -1.8 .11 

外轉 

60 0.42 ± 0.06 0.49 ± 0.08 -3.04  .02* 

180 0.39 ± 0.05 0.50 ± 0.07 -5.1   .00** 

300 0.43 ± 0.06 0.48 ± 0.05 -2.17 .06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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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肩部主動關節活動度 

測量變項/測量部位 雙打 單打 p 值 

內轉 

慣用手  49.11 ± 10.72 52.89 ± 9.80 .45 

非慣用手  64.33 ± 7.66 64.11 ± 7.80 .95 

外轉 

慣用手 102.89 ± 5.97 90.44 ± 9.34   .00** 

非慣用手  95.89 ± 6.88 87.78 ± 4.71   .01**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表七、肩部被動關節活動度 

測量變項/測量部位 雙打 單打 p 值 

內轉 
慣用手 

非慣用手 

 65.22 ± 11.55 

 79.67 ± 11.21 

 71.22 ± 9.38 

 84.11 ± 5.01 

.24 

.29 

外轉 
慣用手 

非慣用手 

120.67 ± 14.68 

114.67 ± 9.58 

114.56 ± 15.89 

111.22 ± 14.41 

.41 

.56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表八、肩部總關節角度 

測量變項/測量部位 雙打 單打 p 值 

內/外轉 

被動總關節活動度 

慣用手 

非慣用手 

185.89 ± 17.90 

194.33 ± 13.51 

185.78 ± 11.66 

195.33 ± 15.57 

.99 

.89 

內/外轉 

主動總關節活動度 

慣用手 

非慣用手 

152.00 ± 10.19 

160.22 ± 8.06 

143.33 ± 14.23 

151.89 ± 11.19 

.16 

.09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表九、單打選手肩部關節活動度/慣用手、非慣用手之比較 

測驗項目 動作 非慣用手 慣用手 p 值 

主動關節活動度 

內轉 64.11 ± 7.80 52.89 ± 9.80  .01** 

外轉 85.78 ± 5.43 92.78 ± 7.73  .01** 

被動關節活動度 

內轉 84.11 ± 5.01 71.22 ± 9.38  .00** 

外轉 110.33 ± 15.21 119.33 ± 12.66  .00**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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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雙打選手肩部關節活動度/慣用手、非慣用手之比較 

測驗項目 動作 非慣用手 慣用手 p 值 

主動關節活動度 

內轉  64.33 ± 7.66  49.11 ± 10.72  .00** 

外轉  95.89 ± 6.88 102.89 ± 5.97  .00** 

被動關節活動度 

內轉  79.67 ± 11.21  65.22 ± 11.55  .00** 

外轉 114.67 ± 9.58 120.67 ± 14.68  .05** 

  註：資料表示為平均數、標準差；p < .05*、p < .01** 

 

肆、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雙打與單打選手的比較中，發

現肩關節內/外轉肌力，在角速度60、180、300°/s之三

項等速肌力測試後，結果在力矩峰值上並無顯著差異。

然而本研究所設定的CV值為12%以下。表示雙打選手

與單打選手在肩部肌力的部分，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會有這樣的情況，其原因可能是羽球比賽規則的改變，

從原本的發球得分制改成現在的落地得分制，因此殺

球攻擊的次數會變多，造就了現代單打選手也傾向，

搶快搶先、爆發力強、出手快、落點刁鑽、攻擊力量

速度型的打法 (盧正崇、呂芳陽，2006)，可能因為這

些原因使單打選手的肩部肌力增強。然而本研究在肌

力比值 (內轉肌/外轉肌) 的部分，雙打選手在角速度

60°/s，比值約為1.45，此結果與先前Codine、Bernard、

Pocholle、Benaim與Brun (1997) 研究15位網球選手的

肩關節旋轉肌群肌力比值相似，該篇研究發現網球選

手的肌力比值約為1.5。Perkins et al (2006) 也是以15

位網球選手的肩關節旋轉肌群肌力比值(內轉肌/外轉

肌)，發現網球選手的肌力比值約為1.5，劉佳哲 (2013) 

以國內網球選手肩內/外轉肌的肌力比值約為1.10 ± 

0.13，與國外研究差異不大。林明儒，陳信良等 (2008) 

以 13名大學男子甲組羽球選手以 Biodex進行快 

(300°/s)、中 (180°/s)、慢 (60°/s) 等速向心肌力測試，

結果發現羽球選手肩關節旋轉肌群肌力比值 (內轉肌

/外轉肌)，角速度60°/s約為1.85，與本研究的比值約為

1.45有些許差異。不同於林明儒，陳信良 (2008) 則是，

該篇研究顯示角速度增加，比值也增加的情況，快 

(300°/s) 為2.36、中 (180°/s) 為2.02、慢 (60°/s) 為1.85。

本研究則是角速度增加，比值卻減少的情形，快 

(300°/s) 為1.2、中 (180°/s) 為1.27、慢 (60°/s) 為1.45，

目前國內羽球相關研究還無法有一致性的結果，但是

本研究的數值與國內外過肩運動相關文獻結果差異不

大。王顯智 (2004) 的研究中則指出，過肩運動選手

均出現內轉肌群之肌力大於外轉肌群，所以不管是內

轉肌群或外轉肌群，其肩部肌力都會因角速度的增加

而有逐漸下降的情況。這些情形可能是肌纖維所產生

的肌力大小與收縮速度兩者之間的關係，當肌纖維收

縮越快時，肌小節的肌凝蛋白與肌動蛋白結合時間就

越短，因此所產生的肌力也就越小。這些現象共同發

生在男、女選手當中，在許多過去的研究中 (黃紹禮，

1999; Alfredson, 1998; Mayer, 1994; So, 1995) 也都發

現有相同的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主動關節活動度上，內轉的項

目未達到顯著差異，外轉的部分，雙、單打選手之相

互比較後，雙打選手的外轉角度大於單打選手；在被

動關節活動度上，內外轉實驗項目皆未達到顯著效果；

在總關節角度的部分，主動和被動的總關節角度皆未

達到顯著效果。雙、單打選手進行慣用手、非慣用手

比較後，主動及被動關節活動度皆達到顯著差異。可

能的原因是羽球為單側運動，因此在內轉角度的部分

會因為慣用手必須長期使用，會有肌力增強及肌肉肥

大的情形，而導致慣用手<非慣用手；外轉角度的部

分，可能是因為角度拉的越大，越能增加揮拍的力量

與速度，所以造成慣用手>非慣用手。本研究之內轉

角度，在主動及被動關節活動度上，雙、單打選手慣

用側相對於非慣用側有顯著減少，此結果與先前

Kibler、Chandler、Livingston 與 Roetert (1996) 針對美

國網球國家隊選手進行肩關節內/外轉活動度之研究

相似，該篇研究內轉角度在慣用側相對於非慣用側有

顯著減少。在主動關節活動度上，慣用側外轉大於非

慣用側約 7 度，慣用側內轉小於非慣用側 15 度；被動

關節活動度上慣用側外轉大於非慣用側約 6 度，慣用

側內轉小於非慣用側 14 度，此結果與劉佳哲 (2013) 

針對 13 位國內甲組健康網球選手進行肩關節活動度

的測量結果相似，該篇結果發現慣用側肩關節外轉大

於非慣用側約 7 度，且慣用側內轉角度顯著小於非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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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側約 14 度。在先前研究中也都發現有相似結果 

(Kibler, 1996; Ellenbecker, 1996; Schmidt-Wiethoff, 

2004; 林謙如，張曉昀，2014)。雙打選手的外轉角度

大於單打選手，可能的原因為殺球的次數多於單打選

手，在賽場上雙打與單打的打法不同，鄭健民 (2013) 

研究歸納出羽球男子雙打比賽得分技術有發球搶攻、

後攻前封、搶攻戰術和接發球搶攻，幾乎都是以攻擊

戰術為主，雙打在過肩的動作中，多是以殺球為主，

反之部分的單打選手則是以拉吊突擊為主，找到機會

才會進行殺球攻擊，久而久之可能會造成雙打選手在

外轉的角度上大於單打選手，不過因為賽制上的改變，

近期的單打選手在打法上也出現改變。過去肩關節活

動度研究評估主要以肩關節內轉/外轉角度及內轉/外

轉全角度居多結果顯示過肩選手在慣用側的肩關節外

轉角度增加以及內轉角度減少  (Ellenbecker, 1996; 

Kibler, 1996; Schmidt-Wiethoff, 2004; Torres, 2009; 林

謙如，張曉昀，2014; 劉佳哲，2013)。 

目前皆有研究針對網球、游泳、棒球 (林謙如，

張曉昀，2014；劉佳哲，2013；湯文慈，2009) 等各

專項運動進行肩關節活動度及肌力的評估，但是在羽

球運動部分的研究明顯少於其他專項運動，因此還無

法有一致性結果，對於肩關節肌力與肩關節活動度來

說，未來若能再針對其他變項，例如:離心性肌力、

肩 部 肌 力 對 揮 拍 速 度 的 影 響 、 關 節 活 動

度 對 殺 球 速 度 的 影 響 等 等 ， 透過運動生物力

學更進一步分析了解，將可能對我國羽球運動有近一

步的幫助；本研究測驗等速肌力的速度最高僅設定每

秒300度，與羽球實際擊球動作所能產生的最高速度相

差甚遠，此為本研究限制，未來可利用動作分析系統

去觀察羽球實際揮拍度動作 

 

伍、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為大專甲組雙打選手及單打選手，

在肩部肌力內/外轉上，角速度60、180、300°/s之三項

等速肌力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在肩部關節活動度的部

分，雙、單打選手僅主動關節活動度外轉的部分有明

顯的差異，雙打選手的外轉角度大於單打選手。雙、

單打選手慣用手與非慣用手關節活動度皆達到顯著差

異。研究結果發現雙、單打選手都呈現慣用手內轉角

度小於非慣用手，慣用手外轉角度大於非慣用手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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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shoulder muscle strength and range of 

motion (ROM) between singles badminton players and doubles badminton players. Methods: 

Eighteen level one university badminton playe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participants 

underwent the left hand and right hand shoulder joint strength and shoulder ROM measurements. 

The isokinetic muscle strength of the shoulder joint was measured with the Biodex System Pro-3;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shoulder joint was measured using a goniometer. The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uble and single badminton 

players in shoulder isokinetic peak torque / body weight, total work and shoulder range of motion, 

and then a pair samples t-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han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ak 

torque/kg in both internal rotation (IR) and the external rotation (ER) in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60 

deg/sec, 180 deg/sec and 300 deg/sec between singles and doubles players. On the active range of 

motion (AROM),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R 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R between single and double players. There was main effect in passive range of motion (PROM) 

in ER between players in either dominant or non-dominant hand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R 

or IR was found on PROM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ROM or PROM was found on total 

range of motion (TROM). Concl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houlder IR and ER muscle strength between level one collegiate singles players and doubles 

players. The difference in singles and doubles players shoulder ROM was only found in ER of 

AROM and doubles players’ER was bigger than singles players’ ER. 

 

Key words: upper extremity strength, overhead sports, racket s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