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網網網球球球球術術術術語語語語 A-K



A-1

� Ace (愛司球) –接發球方球員碰不到的對手發
球。

Ad court –球員的左側場區，因為領先� Ad court –球員的左側場區，因為領先
( Advantage )是在左側場區進行發球。

� Advantage (領先) –球員在平分( deuce )後再
得一分。此時球員只要再拿一分即可贏得該局

� Advantage set -球員/隊伍需獲得至少六局，
或領先對手兩局，才能贏得該盤的制度。



A-2

� All (平分或平局) -主審在雙方球員分數或局數相同時
所呼叫的比數。如：fifteen–all(15–15)、thirty–all(30–

30)、two games all，以此類推。當雙方球員分數為30)、two games all，以此類推。當雙方球員分數為
40-40則稱為平分( deuce )。

� Alley –網球場上，介於單打邊線和雙打邊線之間的長
條狀區域。

� Approach shot –球員為了進逼網前所擊出的球

� ATP –國際職業網球協會( 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 )，男子的職業網球協會



B-1

� Backcourt (後場) –球場中發球線( service 
line )與底線( baseline )之間的區域。

Backhand (反拍) –主要持拍手臂跨過身體擊� Backhand (反拍) –主要持拍手臂跨過身體擊
球的揮拍方法。對於右撇子而言是指左手邊，
對於左撇子而言則指右手邊。

� Backspin (下旋) –球的底部向前旋轉方式。形
成球往上且落地後彈跳較低。也稱為切削球
slice)或underspin。



B-2

� Backswing (拉拍) –擊球前，將球拍網後拉。

� Ball Boy(Ball Girl/Ballkid) (球僮) –在球場上負
責撿拾球、供球給發球者的男性或女性。責撿拾球、供球給發球者的男性或女性。

� Baseline (底線) –在球場範圍最遠兩端的白線

� Baseliner (底線型球員) –以底線( baseline )
附近擊落地球為主的球員



B-3

� Best of five (五盤三勝制) –比賽最多打五盤，
先贏三盤者獲勝。Best of three (三盤兩勝
制) –比賽最多打三盤，先贏兩盤者獲勝。制) –比賽最多打三盤，先贏兩盤者獲勝。

� Big serve (大力發球) –一個強而有力的發球

� Break (破發球局、破發) –接發球方破了發球
方的發球局，而贏下該局。



B-4

� Break point (破發點) –再贏一分即可破對手發
球局

Bye (輪空) –球員不須遭遇對手，自動晉級下� Bye (輪空) –球員不須遭遇對手，自動晉級下
一輪。通常賽事籤表會給予高種子球員，有時
則因參賽人數不足等因素而使用



C-1

� Call -線審或主審對於球的落點所做的口頭判
決。

Center line (中線) –在球場中間，用來界定發� Center line (中線) –在球場中間，用來界定發
球區左邊或右邊有效區域的直線。

� Challenge (挑戰) -球員對於球的落點所要求
的官方錄影回放，以電子球路追蹤系統作最後
判決。



C-2

� Challenger (挑戰賽) -層級介於ATP世界巡迴
賽( ATP World Tour )與未來賽( Futures )的賽
事之間事之間

� change-over (換邊休息時間) -單數局後球員
的休息與換邊時間。每盤第一局只換邊不休息
外，每個間隔時間為90秒

� Chip (切球、削球) –一種帶著下旋
( underspin )的擊球方式



C-3

� Closed stance (封閉式撀球姿勢) –擊球時，
腳步過身體正前方，以側身擊球。

Court(球場) –用來打網球的區域� Court(球場) –用來打網球的區域

� Crosscourt –將球以對角擊回對手球場



D-1

� Davis Cup(台維斯盃) -國際男子團體網球對
抗賽。

Deep (深) –球的落點很接近底線( baseline )� Deep (深) –球的落點很接近底線( baseline )

� Default (失格) -比賽中，當球員行為達到四次
犯規時，主審判定該球員喪失比賽資格。

� Deuce (平分) –在一局( game )中，比分40-
40的情況。



D-2

� Deuce court –每邊球員右半邊的球場

� Double fault (雙發失誤) –在一分之中連續兩
次發球失誤( fault )，導致球員因此輸掉該分。次發球失誤( fault )，導致球員因此輸掉該分。

� Doubles (雙打) –由四位球員一起打球的比賽，
球場的每邊各有兩名球員。

� Drop shot (放小球) –擊球很輕，使球剛好通
過網子上方即墜下來的一球。目的是使球於離
網子很近之處落地，使對手防備不及。



F-1

� Fault (發球失誤) –發球時，球沒有落進正確
的區域。

Fed Cup(聯邦盃) -國際女子團體網球對抗賽。� Fed Cup(聯邦盃) -國際女子團體網球對抗賽。

� First Service (第一發球) –發球方所擁有的兩
次發球機會中的第一次發球機會。

� Flat (平擊) –自無旋轉的擊球方式。

� Follow through(隨揮動作) –擊球後的揮拍跟
隨動作。



F-2

� Foot fault (腳誤、腳部失誤、踩線犯規) –發
球方球員發球時，在球拍觸到球之前，腳踩進
球場或跨過中心標的假想延伸線，而導致該次球場或跨過中心標的假想延伸線，而導致該次
發球失誤。

� Forehand (正手拍、正拍) –以主要持拍手臂
那一面擊球。對於右撇子而言是指右手邊，對
於左撇子而言則指左手邊。

� Futures (未來賽) -層級低於挑戰賽
(challenger)的賽事



G-1

� Game point (局點) –指再贏得一分即可贏得
該局。

Golden Slam (金滿貫) –在一年中完成大滿貫� Golden Slam (金滿貫) –在一年中完成大滿貫
( winning the Grand Slam )並贏得奧林匹克運
動會網球項目的金牌。目前僅德國女子球員施
特菲·葛拉芙在1988年達成。

� Groundstroke (落地擊球) –球落地彈跳一次後
的擊球。



G-2

� Grand Slam (大滿貫) –指一年裡四項最著名
的賽事：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法國網球公開
賽、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美國網球公開賽。完賽、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美國網球公開賽。完
成大滿貫( winning the Grand Slam )是指在一
年之中，這四個賽事都穫得冠軍。

� gut (羊腸線) -以動物(通常是牛或羊)腸壁中天
然纖維所製成的球拍線。



H

� Half volley (半截擊) -球落地反彈的瞬間擊球

� Hawk-Eye (鷹眼系統) -高速電腦系統，用以
計算追蹤球的軌跡。計算追蹤球的軌跡。

� Head (拍頭) –球拍包含線的部分

� Hold (保住發球局、保發) –發球方球員贏下該
局

� Hopman Cup(霍普曼盃) -國際男女混合團體
對抗賽。



I

� Inside-out –跑到球場的一邊，由內往外擊出
對角球。

ITF -國際網球總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 ITF -國際網球總會(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管理網球運動賽事的國際機構



K

� Kick serve (上旋發球) –一種帶著旋轉、落地
之後彈跳很高的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