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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雪梨奧運會羽球單雙打比賽
紀錄分析與探討
楊繼美 張家昌

壹、緒論
羽球運動之過程因人員、場地及規則的相異，所演生之擊球技術與體能要求
亦不盡相同（Frederique, 1991）。在羽球技巧表現部分，單打方面要求以全方位的
擊球技巧與移位為主要模式；雙打方面則強調以擊球速度及球體飛行弧度的主控
性為訴求；體能部分，單雙打選手除了須兼具有氧與無氧能量系統之特殊體能要
求外，在訓練內容上亦隨著個人或組別之擊球型態而調整之（Burton & Miller,
1998）
，因此，在羽球比賽過程中，無論單打或是雙打選手不僅要能有熟練的技巧
與充沛體能來作為技術表現的基礎外，更須針對其競賽內容之特殊性來進行技能
強化，並研擬有效之戰略與戰術計畫，提高整體運動之表現。筆者希望藉由 2000 年
雪梨奧運會羽球比賽紀錄進行歸類性的分析與討論，提供國內羽球專業教練之訓
練及競賽單位籌辦活動之參考，此乃撰寫本文之動機所在。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 2000 年雪梨奧運會男女羽球單雙打前 16 強比賽紀錄來探討下
列問題：
1. 羽球單雙打比賽中每場/局總擊球時間之比較。
2. 羽球單雙打比賽中每場/局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之比較。
3. 羽球單雙打比賽中每場/局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比較。
4. 羽球單雙打比賽中每場/局比賽用球之耗量調查。

二、名詞解釋
下列解釋名詞因無羽球專業詞彙可供引述，故由筆者自行依其羽球規則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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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制定之精神與字意訂定之。
(一) 總擊球時間（Duration）
一場比賽（依本次賽制之實施：以男子單雙打、女子雙打及混合雙打每局 15
分，女子單打每局 11 分，三局兩勝制）由開始比賽至結束，所耗用的時間稱之。
(二) 一次最長擊球時間（Longest Rally/Sec）
在球賽進行中，由任意一方發球開始對打至發生犯規或死球，雙方無法再進
行對擊之事實為止所產生最長的一次擊球時間。
(三) 一次最長擊球次數（Longest Rally/Stroke）
在球賽進行中，由任意一方發球開始對打至發生犯規或死球，雙方無法再進
行對擊之事實為止所產生最長的一次擊球次數。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 IBM 公司在 2000 年雪梨奧運羽球賽中，針對男女單雙打前 16 強
所提供之比賽紀錄作為研究之範圍。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2000 年雪梨奧運會男女羽球單雙打前 16 強選手為研究之對象。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係以 IBM 公司在 2000 年雪梨奧運羽球賽中，提供男女單雙打前 16 強
選手之比賽紀錄資料來源。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男女單雙打前 16 強選手比賽中之每場/局耗球情形、每場/局總擊球
時間、一次最長擊球時間與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表現來計算各組之平均數與標準
差。各項資料之處理以使用套裝統計軟體 SPSS/PC 處理。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藉由 2000 年雪梨奧運羽球比賽紀錄以探討男女單雙打前 16 強選手
之每場/每局總擊球時間、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一次最長擊球次數及使用耗球之平
均數比較作為主要資料之分析。經資料收集與統計後得到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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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組總擊球時間之比較
本屆比賽各組在總擊球時間如表一所示。
表一 各組總擊球時間摘要表
組

別

單位︰分

平均數

標準差

男子單打

35.37

14.26

男子雙打

49.06

18.25

女子單打

28.13

10.76

女子雙打

37.81

14.57

混合雙打

45.00

19.10

結果顯示，男子雙打總擊球時間較男子單打總擊球時間多出 13.69 分鐘；
女子雙打總擊球時間較女子單打總擊球時間多出 9.68 分鐘；在五組總擊球時間之
平均為 39.07 分鐘。
資料中顯示男女雙打總擊球時間均高於男女單打總擊球時間，此數據將可提
供教練在執行雙打選手技能訓練時，強化或延長雙打選手總訓練時間之長度於單
打選手之上，以因應雙打比賽過程中運動時間上的要求。

二、各組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之比較
本屆比賽各組在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之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 各組一次最長擊球時間摘要表
組

別

單位︰秒

平均數

標準差

男子單打

28.25

4.62

男子雙打

69.19

26.51

女子單打

32.25

12.78

女子雙打

83.75

38.11

混合雙打

32.06

25.13

結果顯示，本屆比賽男女雙打前 16 強選手在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之總平均比較
上，雙打選手明顯的多過於單打選手。男子雙打一次最長擊球時間較男子單打一
次最長擊球時間多出 40.94 秒；女子雙打一次最長擊球時間較女子單打一次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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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球時間多出 51.5 秒；五組一次最長擊球時間之總平均時間為 49.1 秒。

三、各組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比較
本屆比賽各組在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 各組一次最長擊球次數摘要表
組

別

單位︰次

平均數

標準差

男子單打

25.12

6.60

男子雙打

79.50

23.43

女子單打

31.13

11.75

女子雙打

90.75

35.70

混合雙打

40.75

11.75

結果顯示，本屆比賽男女雙打前 16 強選手在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總平均比較
上，雙打選手明顯的多過於單打選手。男子雙打較單打選手多出 54.38 次；女子
雙打較單打選手更多出了 59.62 次的一次最長擊球次數。
在上述一次最長擊球時間與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總平均數據中，明白的顯示
出該兩項比賽紀錄在男女雙打比賽過程中皆是高過於男女單打的數值，此明顯差
異代表著雙打專項訓練之要求將是有異於單打部份，其兩者訓練之內容及特質應
有所區別。在雙打技能訓練中，應就一次最長擊球時間與一次最長擊球次數之因
素，增加或延長單一擊球時間長度與擊球次數的訓練；而在單打技能訓練上，應
酌予減少單一次最長擊球之時間與次數練習之長度，而是配合著活動範圍的擴大
增加其活動速度與頻度。

四、男女單雙打耗用球情形
根據表四單雙打選手耗用球摘要表，可得知各組因競賽過程之差異，在耗用
球上皆有不同的現象，男女雙打選手在每局平均耗球或單場平均耗球量上皆多過
於單打選手。男子部份，雙打平均比單打每局多耗用約七顆球；女子部份，雙打
平均比單打每局多耗用約五顆球。其五組平均每一場耗球約為 20 顆，此耗用球狀
況將可提供國內競賽單位在籌辦活動時預備用球之參考。
單位︰顆
表四 男女單雙打耗球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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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耗球

平均每局耗球/顆

單場最多耗球/顆

單場最少耗球/顆

男子單打

23.83

54

4

男子雙打

30.25

53

5

女子單打

7.57

19

1

女子雙打

13.88

21

2

男女混合雙打

19.69

37

3

伍、結語
羽球是一項技巧性相當高的運動，其優美細緻的擊球技巧必須建立於熟練的
基本動作與優異的體能基礎之上，否則技巧無法發揮。相對地，羽球技能表現因
其競賽方式的不同，所要求的擊球法及體能亦有所區別。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
2000 年雪梨奧運羽球賽男女雙打及混合雙打前 16 強選手在總擊球時間、一次最長
擊球時間及一次最長擊球次數皆明顯的多過於單打選手，此結果與方有恆（民 90）
所提出的論點相同，我國羽球選手欲在國際羽壇上爭取佳績，必須致力專項技能
訓練的發展，將單打及雙打選手分別進行專項技能練習，專研在單雙打體能能量
要求系統與擊球技巧特殊性來開發，並選擇適合我國選手發展之技能型態項目來
建構有效訓練機制，以培養國際一流選手，提昇我國運動競技實力。
最後，希望本研究之結果可提供國內各級教練在實施單雙打技能訓練與指導
時，一個明顯的參考數據及歸類心得外，亦可提供國內各級羽球競賽主辦單位作
為競賽事務安排之參考，令國內羽球訓練及競賽單位能有更蓬勃的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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