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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 2009 年台北羽球公開賽混雙項目前三拍之擊球技

術、落點及效果分析，針對會內賽之前十六強 4 場、前八強 2 場、前四

強 2 場、決賽 1 場的選手做為研究對象，共計 9 場（21 局）比賽進行攝

錄做為資料來源，以系統觀察法進行紀錄，並使用次數分配表、卡方檢

定及皮爾遜（Pearson）積差相關法等統計方法，經分析結果後得到下列



結論： 一、發球落點是有顯著差異的（P＝.000＜.05），以前場內側

64.2% 最 多，發球以落點集中在前場區 86.4%多於後場區 13.6%。 二、針

對不同性別之運動員，發球落點是有顯著差異的（P＝.009 ＜.05）；發球

至前場區時，發給女生的落點變化多於男生。 三、接發球效果有顯著差

異（P＝.000＜.05），以主動與直接得分所佔 的百分比 39.2%最高；因

此，混合雙打接發球較具優勢。 四、不同性別球員接發球效果有顯著差

異（P＝.000＜.05），在接發球 效果為主動方面，男運動員以 68%高於女

運動員的 32%，被動方面 女運動員以 67%高於男運動員的 33%。 五、第

三拍落點分佈是有顯著差異的（P＝.001＜.05），第三拍落點 大多分散於

球場兩側邊線部位。 六、第三拍擊球技術使用情形是有顯著差異的（P

＝.000＜.05），以平 抽球 23.6%、挑球 21.8%、擋網前球 20.9%最多。 

七、第三拍效果與勝負是有顯著相關的（P＝.000＜.05），若第三拍為 主

動時，獲勝的機率高達 74.0%。  

摘要

(英)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discussing with shot skill, drop loc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for first three shots of mixed doubles in 2009 Chinese badminton Open. According 

to players of preliminary contest in top 16(4games), top 8(2games), top 4(2games) 

and finial game for research target. Totally 9 games (21sets) using Systematic 

observation method to recording become data source, and using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hi-square and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conclusion 

as below: 1. There has remarkable difference for serve drop location.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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