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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雙打相關技術表現對比賽勝負之影響－ 

以 2013世界大學運動會為例 

 

黃僅喻1、張凱隆2 

 

摘  要 

目的：探討 2013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我國雙打網球選手與國外選手勝方及負

方比賽時發球局與接發球局差異情形。方法：本研究對象以參加 2013年喀山世

界大學運動會男子及女子雙打網球選手做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統計方法為

獨立樣本 t 檢定，顯著水準為 .05。結果：一、男子雙打勝方發球贏球率與 1發

得分率顯著優於負方。二、中華隊男子雙打選手非受迫性失誤顯著少於對手。

三、女子雙打勝方在愛司與 1 發得分率顯著優於對手。四、中華隊女子雙打選

手在發球贏球率與 1 發得分率顯著落後於對手。結論與建議：男子選手與女子

選手相同，在發球局時必須提高發球直接得分與發球贏球率，尤其是在第 1 發

球時的贏球率，而在接發球局時的回發球，也就是接發球時必須積極搶攻，只

要機會出現利用強而有力的的正拍擊出致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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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問題背景 

近年來臺灣職業網球選手在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上均有優秀的表現，如我國

的男子好手盧彥勳多次在 ATP 等級的公開賽創下佳績，單打世界排名也穩定維

持在世界排名 100 名內，而女生方面好手謝淑薇就以世界第 23 名打破王思婷曾

經最高的世界排名 25 名，為臺灣創造了另一個里程碑。但對亞洲人來說，若想

以單打比賽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優異成績，難度可說是非常高，相較之下，於雙

打賽場上亞洲選手脫穎而出的機率相對提高，因為亞洲選手與在歐美選手在先

天身體素質上本身就有差異 (林子揚，2008) ，目前臺灣在國際賽場上還是以雙

打的表現較單打優異，如「黃金女雙」為我國的好手詹詠然 (Yung-Jan Chan) 與

莊佳容 (Chia-Jung Chuang) 在 2007 年澳網及美網中分別獲得亞軍 (林子揚，

2008；陳志榮、王宏義、簡瑞宇、張碧峰，2014） ，而創下單打最高排名的選

手謝淑薇更在 2013 年溫布敦網球公開賽與搭檔彭帥 (Shuai Peng) 首次闖入決

賽就拿下了大滿貫冠軍，一年後又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彭帥再度攜手拿下法網

冠軍，這也是其網球生涯的第二座大滿貫冠軍獎盃，排名更一度衝上世界第一，

成為臺灣第一位拿下世界雙打球后的女子選手，另一位拿下球后的女子選手詹

詠然在 2017 年搭檔辛吉絲  (Martina Hingis) 獲選 WTA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年度最佳雙打，並於同年 10 月 23 日登上女子雙打世界排名第一，

隨後她們也成為臺灣年輕選手企圖追求的目標。臺灣傑出選手也分別在亞運 

(Asia Game)、及世界大學運動會 (Universiade) 的雙打項目中，都有很傑出的表

現，其中在世界大學運動會網球項目更是被譽為金庫，目前歷屆世界大學運動

會雙打得牌是以女雙 5 面金牌最優，再來是混雙 4 面其次是男雙 2 面 (施瑩悌，

2013) ，更證明目前臺灣雙打表現在國際上優於單打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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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運動競技項目會參考運動科學研究的數據，如剛

獲得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冠軍的德國教練 Joachim Loew 賽後表示，可以獲得

冠軍需歸功於一家思愛普軟體公司 (SAP) ，開發出一套可以分析球員狀況與了

解對手比賽習性的系統，教練可根據資料做出最適當的戰術決策 (康育萍，

2014) ，同時也顯示目前數據分析的重要性；學者林子揚 (2008) 認為若要在國

際網球舞台佔有一席之地並不是件難事，但雙打不只是靠著兩人的默契就可以

獲勝，技術與戰術的運用也是取得勝利的關鍵，其雙打分為一前一後戰術、雙

底線戰術、雙上網戰術及澳洲式戰術 (麥吉誠、趙高政、林志隆、鄭鯤茂，2005) ，

另外學者劉佳哲、張碧峰 (2011) 指出雖然發球與接發球技術是影響比賽勝負的

關鍵元素，但若技術發展不夠全面，進而造成攻守失衡，也無法作為是勝利的

保證，上述文獻指出雙打的基本戰術與應用概念，但文獻無法清楚指出獲勝選

手選手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時，各項的得分技術表現是否不同，本研將究統計

相關因子並加以分析這些因子，分析結果將比起單純觀賞球賽後的心得更能深

入了解球員技術的表現及戰術的運用 (簡瑞宇，2015)，所以本文選定以 2013 年

俄羅斯-喀山 (Russia- Kazan) 的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與女子雙打網球選手做為

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將可提供給國內選手與教練作為訓練上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本次世大運男子與女子雙打選手，比較勝方及負方在發球局與接發球

局差異情況。 

(二) 分析本次世大運男子與女子雙打選手，比較中華隊與對手發球局與接發球

局差異情況。 

三、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 愛司球 (ace)：發球後球進入有效區域，且對手沒有碰觸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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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發失誤 (double faults)：在發球時兩次發球皆無進入有效區域。 

(三) 發球贏球率 (service winners)：發球局總分除以發球局得分之數值。 

(四) 1 發進球率 (first serve in)：指選手在第 1 發球時發球進入有效區總數除以

第 1 發球總數所得的百分比。 

(五) 1 發愛司球 (ace on 1st serve)：在第 1 次發球後球進入有效區域，且對手沒

有碰觸到球。 

(六) 1 發贏球率 (points win in 1st serve)：指選手在第 1 發球時發球進入有效區

並贏得該分除以第 1 發球進球數所得的百分比。 

(七) 2 發進球率 (2nd serve in)：指選手在第 2 發球時發球進入有效區總數除以

第 2 發球總數所得的百分比。 

(八) 2 發愛司球 (ace on 2nd serve)：在第 2 次發球後球進入有效區域，且對手沒

有碰觸到球。 

(九) 2 發贏球率 (points win in 2nd serve)：指選手在第 2 發球時發球進入有效區

並贏得該分除以第 2 發球進球數所得的百分比。 

(十) 接發球贏球率 (receiving points won)：接發球局總分除以接發球局得分之數

值。 

(十一) 破發成功率 (break point conversions)：接發球局總破發分除以接發球得

分之數值。 

(十二) 接發球致勝球 (return of serve winner)：接發球後回擊後球進入有效區

域，且對手沒有碰觸到球。 

(十三) 總致勝球 (total winners)：整場比賽擊球進入有效區域，且對手沒有碰

觸到球之數。 

(十四) 正拍致勝球 (forehand winners)：指選手在比賽中以正拍擊球並進入有

效區域，且對手沒有碰觸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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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反拍致勝球 (backhand winners)：指選手在比賽中以反拍擊球並進入有

效區域，且對手沒有碰觸到球。 

(十六) 失誤 (forced errors)：指選手在進入比賽時，在受到對手壓迫情況下出

現的擊球失誤。 

(十七) 非受迫性失誤 (unforced errors)：指選手在進入比賽時，在非受到對手

壓迫情況下出現的擊球失誤。 

(十八) 總得分 (total points win)：整場比賽總獲得之分數。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2013年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所現場蒐集官方數據，擷取本次賽會男子

與女子各32強至冠亞軍賽，而本次比賽為單淘汰制，故應扣除輪空及棄權男子6

場及女子4場，蒐集男子25場女子27場，共52場比賽為本研究分析之數據。本次

賽會無統計截擊 (Volley) 數據故此項數據不納入研究，為本研究限制。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 2013 年喀山世界大學運動會，參加本次世大運之男子組與女子

組雙打選手，作為本次研究對象，並在賽後與 2013 年喀山世界大學運動與大會

蒐集每場比賽結果之各項數據，擷取至每場比賽中每分作為研究資料，並統整

後再加以分析，得出數據為此次選手所出賽之結果。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 2013 年喀山世界大學運動與大會現場官方數據，分析統計項目

包括，發球局的愛司球、雙發失誤、發球贏球率、1 發進球率、1 發愛司、1 發

贏球率、2 發進球率、2 發愛司、2 發贏球率、接發球贏球率、破發成功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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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球致勝球、總致勝球、正拍致勝球、反拍致勝球、失誤、非受迫性失誤、總得

分。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Microsoft Excel 2010與Spss 20進行資料整理及統計分析。 

(一) 以獨立樣本t-test，分析勝方及負方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賽中在各技術型

態因子的差異。 

(二) 以獨立樣本t-test，分析中華隊與對手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賽中在各技術

型態因子的差異。 

(三) 顯著水準為 α =.05。 

參、研究結果 

一、男子雙打發球局與接發球局勝負方比較差異結果 

本研究發現 2013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雙打勝負方的差異如表 1 所示，勝

負方在愛司球、1 發愛司球、1 發贏球率、正拍致勝球、總得分皆達顯著水準 

(p<.05)。發球局方面，勝方結果發球愛司球平均為 3 次而負方結果發球愛司球

平均為 2 次，表示勝方在發球愛司球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結果發球 1

發愛司球平均為 3 次而負方結果發球 1 發愛司球平均為 2 次，表示勝方在發球

1 發愛司球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結果發球 1 發贏球率平均為 74%而負

方結果發球 1 發贏球率平均為 65%，表示勝方在發球 1 發贏球率的表現要較負

方結果佳，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接發球局方面，勝方結果正拍致勝

球平均為 9 次而負方結果正拍致勝球平均為 8 次，表示勝方在正拍致勝球的表

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結果總得分平均為 60 分而負方結果總得分平均為 51

分，表示勝方在總得分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而在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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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 

表 1 男子雙打發球局與接發球局勝負方比較差異分析表 

發球局 
     勝方     負方 

t 值 p 值 接發球局 
   勝方 負方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愛司球(次) 3±0.34 2±0.24 4.65 .001* 接發球贏球率(%) 46±4.65 

48±3.16 

2±0.57 

24±1.22 

9±0.25 

2±0.87 

16±1.41 

12±0.48 

60±2.01 

39±6.41 

39±5.47 

1±0.22 

20±1.84 

8±1.33 

2±0.37 

18±0.14 

14±0.25 

51±3.24 

5.48 .658 

雙發失誤(次) 1±0.48 1±0.47 

51±3.88 

-1.75 .052 破發成功率(%) 5.40 .857 

發球贏球率(%) 57±2.45 .176 .602 接發球致勝球(次) 1.85 .327 

1 發進球率(%) 70±4.17 68±4.25 

2±0.71 

65±4.58 

89±3.58 

0.42±0.89 

50±4.11 

1.50 .437 總致勝球(次) 5.18 .792 

1 發愛司球(次) 3±0.43 4.79 .001* 正拍致勝球(次) 2.56 .033* 

1 發贏球率(%) 74±3.29 8.90 .005* 反拍致勝球(次) 1.49 .963 

2 發進球率(%) 91±3.21 .91 .384 失誤(次) -2.66 .976 

2 發愛司球(次) 0.4±0.21 .64 .227 非受迫性失誤(次) -1.87 .713 

2 發贏球率(%) 6±3.24 6.93 .606 總得分(次) 5.30 .000* 

*p<.05 

二、男子雙打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較中華隊與對手比較差異結果 

本研究發現 2013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男子雙打中華隊與對手的差異如表 2所

示，中華隊與對手在破發成功率、失誤、非受迫性失誤、總得分皆達顯著水準 

(p<.05)。在發球局方面，中華隊與對手於各項技術表現均無顯著差異。接發球局

方面，中華隊破發成功率平均為 45%而對手破發成功率平均為 7%，表示中華隊

在破發成功率的表現要較對手佳；中華隊失誤平均為 13 次而對手失誤平均為 19

次，表示中華隊在失誤的表現要較對手佳；中華隊非受迫性失誤平均為 10 次而

對手非受迫性失誤平均為19次，表示中華隊在非受迫性失誤的表現要較對手佳；

中華隊總得分平均為 58 分而對手總得分平均為 38 分，表示中華隊在總得分的

表現要較對手佳，而在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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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男子雙打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較中華隊與對手比較差異分析表 

發球局 
  中華隊  對手 

t 值 p 值 接發球局 
中華隊 對手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愛司球(次) 3±0.48 

1±0.34 

57±3.27 

74±3.27 

3±0.54 

74±3.14 

97±2.54 

0±.00 

57±3.47 

2±0.68 

2±0.91 

50±4.88 

67±5.78 

1±0.32 

52±2.58 

92±1.47 

1±0.21 

22±3.54 

1.34 .826 接發球贏球率(%) 53±4.77 

45±2.47 

2±0.59 

21±3.24 

7±1.49 

1±0.43 

13±4.52 

10±3.81 

58±5.21 

29±5.42 

7±3.72 

2±0.46 

15±3.73 

3±2.31 

2±0.71 

19±2.49 

19±1.50 

38±6.47 

4.07 .852 

雙發失誤(次) -.96 .130 破發成功率(%) .42 .034* 

發球贏球率(%) 0.00 1.00 接發球致勝球(次) .21 .466 

1 發進球率(%) .90 .531 總致勝球(次) 2.11 .578 

1 發愛司球(次) 1.90 .464 正拍致勝球(次) 2.22 .554 

1 發贏球率(%) 3.30 .864 反拍致勝球(次) -1.52 1.000 

2 發進球率(%) .87 .184 失誤(次) -1.57 .031* 

2 發愛司球(次) -.44 .314 非受迫性失誤(次) -2.60 .023* 

2 發贏球率(%) 1.52 .259 總得分(次) 6.08 .035* 

*p<.05 

三、女子雙打發球局與接發球局勝負方比較差異結果 

本研究發現 2013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雙打勝負方的差異如表 3 所示，勝

負方在愛司球、雙發失誤、1 發愛司球、1 發贏球率、正拍致勝球、總得分皆達

顯著水準 (p<.05)。在發球局方面，勝方結果發球愛司球平均為 1 次而負方結果

發球愛司球平均為 0.3 次，表示勝方在發球愛司球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

結果發球雙發失誤平均為 2 次而負方結果發球雙發失誤平均為 2.9 次，表示勝

方在發球雙發失誤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結果發球 1 發愛司球平均為 1

次而負方結果發球 1 發愛司球平均為 0.2 次，表示勝方在發球 1 發愛司球的表

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勝方結果發球 1 發贏球率平均為 72%而負方結果發球 1 發

贏球率平均為 48%，表示勝方在發球 1 發贏球率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其他

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接發球局方面，勝方結果正拍致勝球平均為 12 次而

負方結果正拍致勝球平均為 7.7 次，表示勝方在正拍致勝球的表現要較負方結

果佳；勝方結果總得分平均為 58 分而負方結果總得分平均為 39 分，表示勝方

在總得分的表現要較負方結果佳，而在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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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女子雙打發球局與接發球局勝負方比較差異分析表 

發球局 
    勝方      負方 

t 值 p 值 接發球局 
勝方 負方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愛司球(次) 1±0.40 

2±0.23 

56±1.89 

70±1.30 

1±0.10 

72±3.50 

81±0.20 

0.1±0.11 

47±3.11 

0.3±0.22 

2.9±0.02 

51±4.20 

65±2.86 

0.20±0.10 

48±8.37 

79±0.89 

0.03±0.13 

33±4.31 

3.14 .000* 接發球贏球率(%) 53±3.31 

57±1.44 

1.7±0.10 

23±1.34 

12±1.33 

2±1.2 

12±2.31 

13±1.24 

58±2.5 

38±6.23 

36±4.60 

1±0.12 

14±2.41 

7.7±2.51 

1.5±1.89 

17±3.30 

18±2.38 

39±5.30 

6.23 .391 

雙發失誤(次) -1.79 .002* 破發成功率(%) 4.78 .051 

發球贏球率(%) -.870 .096 接發球致勝球(次) 1.12 .418 

1 發進球率(%) 1.11 .070 總致勝球(次) 4.74 .988 

1 發愛司球(次) 2.86 .000* 正拍致勝球(次) 2.75 .030* 

1 發贏球率(%) 8.37 .023* 反拍致勝球(次) 1.23 .361 

2 發進球率(%) .35 .796 失誤(次) -2.23 .452 

2 發愛司球(次) .65 .182 非受迫性失誤(次) -2.87 .120 

2 發贏球率(%) 3.11 .949 總得分(次) 6.02 .001* 

*p<.05 

四、女子雙打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較中華隊與對手比較差異結果 

本研究發現 2013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雙打中華隊與對手的差異如表 4所

示，中華隊與對手在發球贏球率、1 發贏球率、2 發愛司球、接發球致勝球皆達

顯著水準 (p<.05)。在發球局方面，中華隊發球贏球率平均為 50%而對手發球贏

球率平均為 56%，表示中華隊在發球贏球率的表現要較對手差；中華隊 1 發贏

球率平均為 59%而對手 1 發贏球率平均為 60%，表示中華隊在 1 發贏球率的表

現要較對手差；中華隊 2 發愛司球平均為 0 次而對手 2 發愛司球平均為 1 次，

表示中華隊在 2 發愛司球的表現要較對手差，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顯著差異。

接發球局方面，中華隊接發球致勝球平均為 4 次而對手接發球致勝球平均為 6

次，表示中華隊在接發球致勝球的表現要較對手差，而在其他技術表現上則無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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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女子雙打在發球局與接發球局比較中華隊與對手比較差異分析表 

發球局 
中華隊 對手 

t 值 p 值 接發球局 
中華隊 對手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愛司球(次) 1±0.07 

2±0.41 

50±4.24 

81±4.83 

1±0.55 

59±4.56 

87±4.21 

0±.00 

43%±5.41 

3±0.26 

3±1.04 

56±3.01 

66±3.55 

3±0.24 

60±4.13 

88±4.55 

1±.00 

44±6.14 

-1.17 .504 接發球贏球率(%) 52%±3.44 

27%±4.10 

4±3.57 

20±4.55 

8±2.36 

2±0.24 

20±4.22 

17±4.18 

63±1.34 

36±6.24 

47±6.57 

6±3.19 

20±6.21 

8±3.01 

2±0.48 

20±5.31 

17±5.01 

63±2.48 

2.75 .821 

雙發失誤(次) -1.00 .757 破發成功率(%) -1.09 .931 

發球贏球率(%) -1.00 .029* 接發球致勝球(次) 1.20 .031* 

1 發進球率(%) 1.26 .493 總致勝球(次) -.69 .598 

1 發愛司球(次) -2.13 .777 正拍致勝球(次) -.94 .913 

1 發贏球率(%) .060 .035* 反拍致勝球(次) -2.74 .159 

2 發進球率(%) -.04 .980 失誤(次) -.83 .464 

2 發愛司球(次) 1.00 .029* 非受迫性失誤(次) 0.00 .156 

2 發贏球率(%) .25 .850 總得分(次) .050 .944 

*p<.05 

肆、討  論 

一、男子雙打比較差異情況 

本研究此次世大運雙打勝方與負方的表現方面數據顯示，在高強度的國際

賽事下，發球技術所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也就是說發球就是決定能否得分的

重要關鍵，研究結果顯示，男子雙打組的勝方不僅在正拍致勝球優於，另外在

第一發球贏球率勝方 (74%) 表現較負方 (65%) 的表現高出許多，與林岱樵 

(2010) 指出的布萊恩兄弟在第一發球時，發球直接得分仍然為主要得分技術之

研究結果相符，可見對於雙打來說，在比賽時高度張力的情況下，發球仍是網

球比賽中影響得分最重要的技術之一，男子網球雙打的賽事中，發球直接得分

與發球後製造優勢得分比率皆高於單打，所以更顯現出在雙打比賽時，在雙打

比單打發球對比賽取勝的貢獻更大 (朱征宇，2009)，因此發球被視為雙打不可

或缺的重要得分武器之一，尤其是強而有力且具威脅性的第一發球，使對手只

能保持被動的狀態接發球，而達到在發球局時容易獲得分數的最佳技術。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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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隊與對手比較差異方面，發現並無明顯的差異，研究者推測中華隊各組

男子選手在發球局時技術較無太大的差異，所以勝負關鍵就需要看接發球的表

現。而中華隊在接發球局非受迫性失誤表現，中華隊 (10 次) 與對手 (19 次) 相

較明顯產生較少的失誤，顯示中華隊選手擁有較佳的接發球技術， 雖然面臨對

手強而有力且高速的發球時，先以穩定回擊的方式回擊同時也減少失誤的發生 

(黃僅喻、劉佳哲、張凱隆、劉錦璋，2014) ，或回擊出對手不好處理的球，進

而伺機尋找機會，只要製造出破發球點的次數越高，在接發球局時越有機會破

掉對手的發球局與學者陳志榮、王宏義、簡瑞宇、張碧峰 (2014) 指出布萊恩兄

弟 (Bob Bryan & Mike Bryan) 他們具有絕佳的接發球能力，同時也將球壓低並

把握破發球局點，顯示中華隊與頂尖選手有相符之處，而在男子選手方面 雙打

比賽節奏較快，要能破掉對方發球局的難度較高，使得中華隊選手在比賽表現

上，較容易破掉發球局，使得中華隊雙打更容易在對戰中贏得該盤，進而贏得

比賽的勝利。 

二、女子雙打比較差異情況 

在女子雙打表現方面本研究由數據可以發現，本次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勝女

子選手一發球贏球率 (72%) 與男子選手 (74%) 同樣是優於負方選手的表現，

與張碧峰與陳志榮 (2009) 所提出的在 2009 年參加美網的獲勝男女選手在愛司

與第一發贏球率明顯優於負方選手相符，可見女子雙打與男子雙打一樣，同樣

是需要依靠發球直接得分，或發球後能延續發球的優勢，進而幫自己取得分數，

最後保住自己的發球局，使對手無法破掉本身發球局，以提高贏得比賽的機率。

另外，女子雙打的獲勝選手在致勝球 (23 次) 的表現也是明顯優於負方 (14 次)

的隊伍，學者連玉輝 (2004) 就提出目前職業網壇是強力網球的年代，隨著科學

化的體能訓練方法，與先進的科技開發出更具有威力的球拍，女生的打法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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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加強勢與全面，身材也越來越高大，因此，女生在雙打如果要取得好成績，

便必須更積極且更全面的發展，才有機會在國際賽場上獲得成績。而這次中華

隊的女子選手在發球局表現方面，為發球贏球率(50%) 明顯落後於對手 (56%) ，

使對手在接發球局時擁有更多的機會獲得分數，學者張凱隆 (2008) 就指出網球

比賽中，保住發球局遠比被破掉發球局容易，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發球局就等於

立足於不敗之地的基礎，然而中華隊選手在發球局時，就無法利用發球延續自

己在發球局應有的優勢持續替自己獲得分數，使發球局容易面臨風險，對手只

要抓住機會破掉中華隊發球局，即能贏得該盤甚至整場比賽勝利。數據顯示不

管是在 1 發贏球率與 2 發贏球率，中華隊發球整體技術表現與對手相較之下，

皆遜於對手表現，此結果與林子揚（2008）對於女雙的研究發現，獲勝選手在第

一發球贏球率、第二發贏球率及接發球贏球率的表現明顯優於落敗選手大致符

合，可以顯示出雙打賽數據差異僅有些微差異，而這差異即能影響整個比賽的

結果。在接發球方面，學者林子揚 (2008) 指出女子雙打在破發球局時以接發球

得分為主，整體比賽中不管是在保發球或破發球時，以底線贏球的機率並不高，

可見在接發局球時回發球的技術，也是就接發球是很重要影響破發球局的關鍵

技術之一，而中華隊選手 (4 次) 與對手 (6 次) 相較之下被對手擊出較多接發

球致勝分，而現今比賽趨勢就是需要一直不斷的主動增加強度並壓制對手，如

果沒有不斷嘗試增加侵略性的打法，就無法給予對手增加壓力，學者王艷 (2006) 

指出女子職業運動員主要靠對方失誤獲得，也就說是絕大多數的分是對手的各

種失誤造成的，所以在增加擊球強度同時，也必須增加本身的穩定度才能有效

增加回擊的成功率，要能在現今國際職業網球這麼高水準的競技舞台上生存，

唯有積極主動取得分數才能有獲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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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男子選手獲勝方在 1 發贏球率與正拍致勝球，女子選手獲勝方在 1 發贏球

率與致勝球表現皆明顯優於落敗選手。 

2. 中華隊男子選手在接發球的非受迫性失誤表現優於對手表現。 

3. 中華隊女子選手在發球贏球率與接發球致勝分表現遜於對手。 

4. 雙打比賽在雙方第一次擊球也就是發球與回發球，是決定該分勝負的關鍵

甚至是整場比賽的關鍵。 

二、建議 

1. 中華隊男子雙打與女子雙打，在這次穩定度技術均顯示還有待提升及改善

的空間，男子雙打在發球局時需繼續加強發球贏球率，而女子雙打方面更需

注意發球的得分尤其是在發球第 1 發球的得分率。 

2. 不管男子獲女子雙打選手，可以借助科學的訓練增強身體素質，藉以加強發

球及抽球的強度與穩定性，同時必須不斷增加發球贏球率，尤其是發球局裡

第 1 發球的贏球率，及接發球回擊的能力。 

3. 為瞭解發球與接發球在雙打比賽中的重要性，未來可以針對 1 發、2 發球落

點及接發球回擊效果詳細分析，比賽結果可做為後續研究及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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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ifferences on serve and return between TPE 

athletes and foreign athletes influenced the result in 2013 Universiade. Method: This 

study collected samples from men’s doubles and women’s doubles matches in 2013 

Universiad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is .05. Result: 1. The winner in men’s doubles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ir opponents 

in their service winners and 1st serve points won. 2. The TPE men’s doubles athletes’ 

have significantly lesser unforced errors than opponents. 3. The winner in women’s 

doubles performed better in their ace and service winners. 4. The TPE women’s 

doubles athletes’ performed inferior than their opponents in their service winners and 

1st serve points won. Conclusion: It is same for both men and women athletes that 

they need to increase their service winners and 1st serve points wo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their 1st serve points won. And as a receiver, athletes should be active to won 

points with their forehand s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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