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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步法的理論結構探析 

Analysis of Theory and Structure of Badminton Footwork 
連惟昱  洪文藝  遠東技術學院體育室 

連德亨  南榮技術學院體育室 

摘     要 

"步法"為羽球理論重要的一環，有學者把步法歸類在技術系統方面，

但也有歸類在體能系統上，由此可見步法的理論從屬仍待探討。另

外，如步法分類、練習法等雖已見諸文獻，但是仍令人感到理論不夠

完整，因此步法理論也值得進一步建構。基於此，本文首先探討步法

理論文獻，接著參考相關理論，析論步法理論結構，主要目的是提供

羽球教師、教練作為增進專業涵養之參考。 

關鍵詞︰羽球，步法理論，運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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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twork”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es in the skill of badminton, 

Scholer has categorized footwork in the skill aspect, but then others has been 

categorized in physical aspect of the badminton game, it clearly shown the 

necessity of advance research study.  In addition, there are written articles of 

categorization of the footwork, theory of practice, but those articles are 

unclear and incomplete, therefore is it beneficial to have addi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ory of footwork.  Having stated that, this study will first 

discuss the articles of theories of footwork, and review the related theory then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ories of footwork.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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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badminton teachers and coaches additional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Key words：Badminton, Theory of footwork , Sports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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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羽球步法共分為 6 種【11】，參考學者許

義雄的動作技能發展理論後【6】，發現這6種

基本步法源自走、跑、跳、轉等本能的移動性

動作。學者紀世清將步法區分為6種基本及5

種場上步法二類，把步法歸類在羽球運動技術

系統【3】。另一學者江金晃說步法為羽球基本

技術之一，可是發表文卻傳達濃厚的體能訓練

意識【1】。黃郁琦也從體能訓練的觀點解說羽

球步法的訓練法【10】。進一步參考羽球理論，

舉凡步法的指導（教學）法、練習法、訓練步

法的原則，也見學者樊正治、張家昌、李健美

具體列舉，但是學者張家昌、李健美【5】還

是將步法歸在訓練系統。 

以上文獻令人懷疑︰到底羽球步法應該

歸在技術系統呢？還是納在體能系統？顯然

羽球步法的理論從屬有待進一步探討。 

再從羽球學者專家闡述步法理論來看，論

述觀點都從羽球專項運動訓練指導或羽球專

門技能教學開始，可是，步法的基本構成卻以

本能移動性動作為主，換句話說，羽球步法雖

有其適用在羽球運動的特殊性，其基本構成卻

奠定在動作或動作技能發展理論，而羽球學者

專家闡述的步法，卻比較欠缺步法動作或動作

技能發展論述。亦即，目前的羽球步法理論還

不夠緻密，因此，探討羽球步法理論從屬之

後，本文接續參考動作教育、動作發展理論，

析論羽球步法理論結構。盼本文有助於羽球教

師、教練增進專業涵養之參考。 

貳、步法的理論屬性探討 

一、步法的從屬 

對照樊正治【11】、紀世清【3】、江金晃

【1】、黃郁琦【10】等學者論述的羽球步法，

可以發現前二位學者主張步法隸屬於羽球運

動技術範疇，後二位主張隸屬於羽球體能訓練

範疇。到底步法應該隸屬在羽球技術或體能

呢？茲探討如下︰ 

﹙一﹚步法基本構成︰羽球步法主要由6種

﹙起步、墊步、跳步、跨步、轉步、步﹚基本

步法構成，這6種基本步法都是人類移動性的

本能動作【6】，而本能動作為本能運動的基本

構成，所以，羽球的6種基本步法是每個人都

會的身體移動方法。簡單的說，學習者不需經

過刻意學習就已具備利用基本步法來移動身

體的能力。因此，表現於外的步法樣式為人類

移動性動作技術，屬性上隸屬於運動技術範

疇。 

6種基本步法介紹如下︰ 

1.起步：由靜止中做移動，一般在起動或回動

起始時用。 

2.墊歩：當右(左)腳向前(後)邁出一步後，後腳

跟進，緊接著以同一腳向同一方向再邊一步，

為墊步。勢步一般作為調整步距用【17】。                    

3跳步：它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上網撲球或向

兩側移動突擊殺球時，以領先的腳(或雙腳)起

跳，作撲球或突擊殺球；另一種是對方擊來高

遠球時，用右腳(或雙腳)起跳到最高點時殺球。 

4.跨步：在移動的最後一步，左腳用力向後的

同時，右腳向來球的方向跨出一大步，稱為跨

步【15】。它多用於上網擊球，在後場底線兩

角移動抽球時也常採用。 

5.轉步：以一腳為軸，另一腳作向後或向前轉

步。 

6.並步：右腳向前(或向後)移動一步時，左腳

即刻向右腳跟並一步，緊接著右腳再向前(向

後)移動一步，稱為並步。 

 

﹙二﹚移動能力︰雖然步法隸屬於移動性動

作技術，但這只是形現於外的表象，各種身體

移動都構築在一般運動能力的基礎上，而一般

運動能力和體能的構成因素幾乎重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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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以，亦見從體能觀點【10】來論述

羽球步法練習法。因此，從增進學習者的羽球

運動能力的觀點，羽球步法隸屬於體能訓練範

疇。 

五種場上步法介紹如下： 

1.上網步法：上網的基本步法由原心站位（右

腳稍前）出發，以跨二步為主要步法，正反拍

上網步法相同，唯方向不同上網的應用步法是

由原心站位出發，為目前世界級選手使用率最

高的步法【16】。選手在訓練上應有正反拍步

法的安排練習且不可偏廢。 

2.兩側步法： 

   兩側的基本步法由原心站位出發，正拍側面步

法以跨一步為主要步法，反拍側面步法以轉跨

一步為主要步法。兩側的應用步法與基本步法

相同，兩側步法亦是目前世界級選手使用率最

高的步法【14】。 

3.後退步法： 

後退的基本步法是由原心站位出發，正拍後退

步法以後跨三步退為主要步法，繞頭後退步法

亦以後跨三步退為主要步法；反拍後退步法則

以轉跨三步退為主要步法。基本步法皆以原心

站位（場地中心位置）出發，站位以右腳在前

且設定來球皆至端線來實施步法的練習。 

4.回位步法：    

回位的基本步法是指擊球後迅速回到原心準

備位置的步法，大致上依據原則，正面前後移

動以跨步較墊步快，以自然的向後輕跳、向前

跑跨為主，而側向移動則墊步比跨步快，以墊

步回位為主。 

5.兩邊接殺步法： 

基本步法由原心站位，身體重心降低，兩膝微

彎瞬間做左右跨步動作，此一步法須常練習才

可發揮其效果。 

綜合以上探討，本文指出︰根據羽球學者

專家闡述的步法理論，從現象面而言，羽球步

法隸屬於羽球運動技術範疇。從本質面而言，

步法隸屬於體能訓練範疇。 

二、創造型運動 

雖然不必經過刻意學習，每個人都具備6

種基本步法，但是，人們擁有6種基本步法，

並不代表從事羽球運動時的移動能力強，理由

如下︰ 

﹙一﹚羽球為人們創造的運動---和網球、排

球、桌球等運動相似，羽球是結合本能運動創

造出具有特殊性的運動項目，所以步法是為了

表現羽球運動特殊性而存在，其功能已超脫本

能運動範圍【13】，以單打球場構造為例﹙長×

寬為 6.7×5.18 公尺﹚，正常狀況下，羽球員移

動1小步約70公分，1大步約110公分，加上

身體軀幹及手臂持拍長度，羽球員在場上攻守

面積就相當大。所以，使用步法來移動已不在

標榜本能運動的大步、直線速度，而是在移動

步法的技巧。換個角度而言，羽球步法是為了

適應規則規定的羽球運動，讓球員在相互對抗

中獲取優勢。為了適應羽球運動的對抗性，步

法講究的是如何從移動技巧中獲取決對的優

勢。參考許樹淵的著作，步法隸屬羽球運動技

術範疇，應該是較合理的界定【8】。 

﹙二﹚羽球是對抗性開放運動---不論雙打或

單 打 ， 羽 球 是 一 種 

人    拍    球    拍    人 的對抗性

運動【13】。只要在規定的規則下，球員可以

使用各種有利於己的技術來實施攻防，所以步

法是一種含有特殊情境的目標、出於主動與被

動表現出來的身體移動性技術。以上解釋更加

厚實羽球步法為球員在對抗中講究效率、獲益

的運動技術。 

歸納以上解說，本文指出，羽球步法是為

了增進球員身體移動的能力並使自己本身處

於優勢中，在相互對抗中獲得利益而存在，為

具有情境目標的身體移動方法，其移動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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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已經脫離本能運動範疇。因此步法應該從

屬於羽球運動技術系統。 

三、羽球步法的技術屬性 

紀世清對羽球步法作分類的思考模式猶

如籃球、排球、網球、桌球，將技術區分為基

本與應用技術【3】。所以，從運動分類論來看，

步法為羽球技術之一是成立的【13】。然而，

不能忽略的是，不管6種基本步法或5種場上

步法，都由最基本的移動性技術衍生而來，而

移動性技術之構成則包括移動的動作樣式、動

作技術、移動技術【6】，移動動作樣式講究"

會不會、能不能、敢不敢"【9】，動作技術或

移動技術講究的是效率及獲益【8】。對照羽球

學者及運動技術學者發表的論文及著作，本文

指出，步法為羽球技術之一係為共同觀點，但

是，如樊正治、紀世清等羽球學者論述羽球步

法技術，似乎只將焦點擺在步法分類，比較欠

缺論述步法的技術屬性。經過探討，步法的技

術屬性應該是表現羽球運動的移動性能力。 

再參考運動學習理論【2】，球員使用任何

羽球步法，都因為情境引起，情境有來自球員

在場上對抗的先期預測、判斷等心理技能，也

會起自決定處理情境、製造新的情境的動機心

理。所以，羽球的步法理論不該僅止於步法分

類，其結構，向下應該紮根到動作教育

﹙Movement Education﹚、動作技能﹙Motor 

Skills﹚，向上則要發展到具含有情境目標，講

究技能學習的理論。 

總結以上探討，茲結語如下︰ 

(一)國內羽球學者專家發表的論文及著

作，有從步法現象作分類，將羽球步法歸類在

羽球運動技術範疇者。有從增進球員移動能

力，將羽球步法歸類在體能訓練範疇者。 

(二)從動作教育、動作發展，以及運動技

術的觀點來看，羽球步法的功能及意義，已脫

離本能運動，羽球步法是處置情境目標的移動

性運動技術，所以從屬於羽球運動技術範疇。 

(三)羽球是人們創造的運動項目，屬於對

抗性的開放運動，步法是球員主動與被動移動

身體以處理外來訊息的手段，為具含心理歷程

的移動性技術，因此，步法為專屬於羽球的運

動技術。 

(四)羽球的步法理論不應僅止於分類及練

習法、教學法，其理論結構還有待向下紮實建

構並具含目標的向上發展。 

參、步法的理論析論 

延續前述，本文將步法歸在羽球運動技術

範疇，以下將進一步析論羽球步法的技術理

論。 

一、步法動作樣式 

動作技能理論明言，人類身體運動可以區

分為移動性、穩定性、操作性三類【7】，人體

的移動性技能有許多種，6種羽球基本步法只

是其中一部分。即使如此，6種基本步法也還

可以有許多不同移動樣式，以走步為例，碎步

走、交叉走、側步走、後退走、足尖走⋯都是

走步，在羽球員相互對抗過程中，什麼情境下

應該使用何種走步來移動會比較有效率且獲

得較大效益，端視球員心理判斷，問題是︰如

果球員在技能成長過程中，欠缺各種走步樣式

的表現能力，即使面臨情境也不具有能力以適

合情境的走步樣式來移動身體。為了增進球員

表現移動能力，本文提出動作教育理論應該成

為羽球步法理論之一。理由是︰ 

﹙一﹚雖然步法為本能動作樣式，但是未

經過開發的動作樣式，即使是本能動作也難以

達到感覺~知覺聯合【9】，更何況羽球步法為

具有情境目標的移動性技術。 

﹙二﹚動作教育者主張，人體動作發展不

能捨本逐末，否則會危害人體自然發展，影響

人體健康【7】。從這個觀點而言，羽球的6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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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法或 5 種場上步法都應該在現有分類

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細分每種步法的移動樣

式，並透過練習來開發學習者表現能力，否則

就容易在羽球步法指導教學中發生"只學習 6

種基本步法及5種場上步法，導致學習者的未

來移動能力成長受限，或者捨去本能移動動作

表現能力的情形"。在此，研究者大膽推論：

國內眾多羽球運動員一開始接觸羽球，教師或

教練就把焦點擺在反覆練習6種基本步法及5

種場上步法，忽略參考動作教育理論來開發移

動動作樣式表現能力，未來球員的移動能力成

長就容易受限，甚至反過來發生踝部運動傷

害。 

根據以上理由，建議︰羽球步法的理論，

應該在現有分類基礎上，融入動作教育理論，

厚植羽球運動員表現各種步法移動樣式的能

力。 

二、動作發展 

人體動作發展有其一定程序，例如兒童到

了2歲左右才學會上下樓梯，到5歲左右才學

會熟練跑步【6】，動作的基本要素為力量、時

間、空間、流暢，所有移動性動作都源自於這

4個元素【7】。 

延伸以上論點，羽球步法為移動性動作，

因此每種步法都有其發展程序，以及構成移動

動作的4個基本要素。 

再參考運動技術及運動技能定義【12】。

當我們把步法視為羽球運動技術之一，那麼，

每種步法被學習者﹙球員﹚消化吸收之後就成

為技能，所謂被消化吸收是指面臨情境需求的

處置方式，球員能不假思索的表現出來，而技

術建構有其難易，因此技能是有層次的。綜合

動作發展及運動技術、運動技能意義，本文指

出︰動作發展理論也應該列入羽球步法理論

之一。 

三、運動技術與技能 

概念上，運動技術熟練化、靈活應用之

後，稱為運動技能，不管運動技術或運動技

能，無可否認的，把6種基本步法及5種場上

步法視為羽球運動專門技術，那麼運動技術分

析【8】及運動技能學習【2】的理論，也應該

列入羽球步法的理論之一。以走步為例，運動

技術分析理論提示，步行效率才是技術目標，

則以最小力量來移動最長距離﹙或者以最少作

功來獲得最大移動﹚為技術分析取向。問題

是，球員採用任何一種步法都有其情境目標，

而且羽球運動有其規則規定，故羽球步法不僅

追求有效率的移動。更重視情境目標的移動，

因此，在什麼情境之下使用有效率的走步移動

以便在對抗中獲得最大效益，才是羽球步法技

術與技能追求的目標。根據這個論點，建議運

動技術分析及運動學習理論應該納入羽球步

法理論之一。 

肆、羽球步法理論結構 

經過步法的理論從屬及析論，延伸探討及

析論內容，對羽球步法理論結構解說如下︰ 

一、現有理論 

根據本文貳、步法的理論屬性探討，國內

羽球學者專家對羽球步法的理論論述，可以簡

化為圖一的結構，圖一係將步法視為羽球技

術，對羽球步法作分類。可是不包括學者專家

敘述各種步法的動作、練習法、指導法。而參

考圖一的結構及本文貳、参、步法的理論屬性

探討、步法的理論析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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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羽球學者專家也還欠缺參考步法動

作樣式表現能力、動作發展、運動技術分析及

運動技能學習等理論來闡述羽球步法。圖一的

步法理論結構上，有集中於解說羽球專項運動

的動作及步法移動現象。另方面，從體能訓練

的觀點來論述步法，則明顯把焦點放在步法訓

練方法及如何提升球員的體能訓練上，比較欠

缺步法基本構成及步法應用理論。 

二、羽球步法理論結構 

經過上述步法的理論屬性探討中，本文將

步法歸類在羽球運動技術範疇，延伸到参、步

法的理論析論，羽球步法的理論結構如圖二。

圖二的理論結構仍基準於運動分類論，概念上

已捨去從體能訓練的觀點來建構羽球的步法

理論。相較於圖一，圖二純粹從運動技術的觀

點來建構時，圖二顯示了︰ 

 

 

 

 

 

 

圖二、本文的羽球步法理論 

﹙一﹚羽球教師或教練應該在參考羽球學者 專家論述的羽球步法理論的基礎之上，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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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學者專家論述的羽球步法理論結構



遠東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出版 

 

 428

步參考動作教育、動作發展、運動技術分析、

運動學習理論來厚植專業知能。 

﹙二﹚圖二彌補了圖一僅從運動分類論的觀

點來建構羽球步法理論，有助於羽球教師、教

練更深層解析或思考羽球步法技術。 

伍、結語與建議 

雖然本文提出圖二羽球步法的理論結

構，但是，圖二僅為簡易的標示，每種理論都

含括深厚的專業知能，另外，圖二也只是從技

術的觀點來建構，國內羽球學者專家對羽球步

法是技術或體能訓練範疇仍各言其是。因此，

建議參考本文者，進一步研閱相關理論，並探

索步法的理論結構，以利愈辯愈明。總結探討

與析論，茲結語如下： 

一、就現象面，羽球步法為羽球運動技術之

一。就本質面，步法著重體能訓練。經過探討，

羽球步法應該從屬於羽球運動技術系統，旨在

表現羽球運動的移動性能力。建議：羽球的步

法理論不該僅止於步法分類，其結構，向下應

該紮根到動作教育、動作技能，向上則要發展

到具含情境目標，講究技能學習的理論。 

二、建議羽球步法的理論，應該在現有分類基

礎上，融入動作教育理論，厚植羽球運動員表

現各種基本步法移動變化的能力。而動作發

展、運動技術分析及運動學習理論也應該納入

羽球步法理論。 

三、建議羽球教師或教練應該在參考羽球學

者專家論述的羽球步法理論的基礎之上，更進

一步參考動作教育、動作發展、運動技術分

析、運動學習理論來厚植專業知能。圖二的理

論結構有助於羽球教師、教練更深層解析或思

考羽球步法技術。建議參考圖二來設計步法的

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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