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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 Let (重賽) –該分重新比賽的判決。

這種判決通常發生在球員發球時，球觸網後落
進對手球場的有效發球區域。其他任何影響比進對手球場的有效發球區域。其他任何影響比
賽進行的情況(如：接發方未準備好；比賽進
行時，球掉出口袋或滾進場地…等)，該分皆
須重新比賽。除了發球時的重賽，其餘重賽皆
重新自第一發球( first service )開始。



L-2

� Lawn Tennis (草地網球) –在草地上進行的網
球運動。

Lob (高吊球) –擊球飛越過網前對手的頭頂。� Lob (高吊球) –擊球飛越過網前對手的頭頂。

� Long game –當該盤比分來到6-6，不實行搶
七( tiebreak )，而是繼續比賽至一方贏兩局為
止。通常在五盤三勝制( Best of five )的第五
盤實行。

� Love –網球比分中的零分。



L-3

� Love game –沒有讓對手得到任何一分就贏下
該局。

Lucky loser (幸運輸球者) –雖然輸球，但卻幸� Lucky loser (幸運輸球者) –雖然輸球，但卻幸
運地遞補繼續參賽的球員。通常發生在主賽事
(會內賽)第一輪開打前，有球員臨時退賽，因
此在資格賽最後一輪輸球的球員，可以依排名
進行遞補。



M

� Match point (賽末點) –在一場比賽中，領先
的一方球員再贏得一分，即可獲得該場勝利。

Mini-break –在搶七決勝局( tiebreak )中，贏� Mini-break –在搶七決勝局( tiebreak )中，贏
下由對手發球的一分。

� Mixed Doubles (混合雙打、混雙) –由四位球
員一起打球的網球比賽，一男一女為一組，球
場每邊各有一組。

� Moonball (月亮球) –在抽球間所擊出帶有上旋
( topspin )、具防禦性的高吊球( lob )。



N

� Net (球網) -以交錯的纖維線與帶子製造的網
子，由球柱支撐橫掛球場中央。

Not up -球在有效區內彈跳兩次後，主審所發� Not up -球在有效區內彈跳兩次後，主審所發
出的判決詞。

� NTRP Rating -由美國網球協會(USTA)制定的
網球能力分級方法，從等級一(初學者)到等級
七(職業選手)進行分級。



O

� Official -確保網球賽事能依據規則進行的團隊，
包含裁判長( referee )、主審( umpire )與線審
( line judge )。( line judge )。

� Open stance (開放性擊球姿勢) –以身體面向
球場正前方之方向擊球。

� Out (出界) –球落在有效區域外。

� Overhead -擊球位置在球員的頭部上方。當
擊球力道較強時，則稱為高壓扣殺( smash )。



P

� Passing shot (穿越球) –從網前對手旁邊(非上
方)通過的一球。

Point (分) –從第一個成功的發球( service )到� Point (分) –從第一個成功的發球( service )到
這一球結束的期間。

� Pusher –不求打出致勝球( winner )，但求穩
穩回擊的球員。

� Putaway –試圖使對手無法回擊以結束這分
( point )的進攻球。



Q-1

� Qualies -即資格賽( qualifying competition )，
參賽球員競爭取得會內賽事的資格。

Qualification round -資格賽( qualifying � Qualification round -資格賽( qualifying 
competition )的最後一輪比賽，獲勝者成為會
外晉級者( qualifier )。

� Qualifier (會外晉級者) -藉由資格賽
( qualifying competition )取得會內賽事資格的
球員。



Q-2

� Quality (球質) –參考各種要素造成對方擊球
的困難程度。球質為台灣網球術語，在中國亦
稱為制量。用於形容回球的困難程度：球質高稱為制量。用於形容回球的困難程度：球質高
->回球困難；球質差->回球簡單。決定球質的
三要素：速度、旋度、落點。速度快、旋度
高、落點佳就是顆球質高的漂亮擊球。



R-1

� Racquet (球拍) –球員在比賽中使用的器具，
由木頭、金屬或其他人造材料(如碳纖維)製成。

Rally –發球之後一連串的來回對擊� Rally –發球之後一連串的來回對擊

� Receiver (接發方) -準備回發球的球員

� Referee (裁判長) –負責整個賽事規則執行的
人(而非僅負責一場網球賽)。



R-2

� Retirement –在比賽過程中，因故(通常是受
傷)而退出比賽。若對手是在比賽前退出，則
為不戰而勝( walkover )。為不戰而勝( walkover )。

� Return Ace –接發球方在回發球時，使對手無
法再觸擊到該球，直接得分。

� round robin (小組循環賽) -將球員分組並各循
環比賽的賽制，由各球員的表現來決定分組排
名與晉級下一輪的球員。



S-1

� Second Service (二發) -在一分開始時，發球
方所獲得的兩次發球中的第二次發球。

Seed (種子球員、種子) -賽事單位依據球員� Seed (種子球員、種子) -賽事單位依據球員
排名，所安排的籤表位置。為了不讓排名最佳
的一些球員，在賽事前幾輪因彼此對上而出局，
因此會將這些球員列為種子，並於籤表中分散
排列。



S-2

� Serve (發球) –該分對打開始的第一個擊球動
作。

Serve and volley (發球上網) -發球後，立即� Serve and volley (發球上網) -發球後，立即
向網前移動以截擊得分的戰術。

� Service line (發球線) -在球場中，用來界定發
球有效區域最遠範圍的直線。該線和網子平行。

� Set point (盤點、盤末點) –再贏得一分，就贏
得該盤的勝利。



S-3

� Sideline (邊線) -界定單打( singles )或雙打
( doubles )有效區域兩側的線。

Slice (切削球) -用下旋的方式擊球。� Slice (切削球) -用下旋的方式擊球。

� Smash (高壓扣殺) -當對方回球過頂，這時可
利用一種類似發球的動作，將球快速擊回到對
方場地，使對手回球困難而贏球。



S-4

� Spin (旋轉球) -球在飛行過程中旋轉，影響球
的飛行軌跡和落地後的起跳。Split step -一種
步法，在對手擊球前做的小起跳。步法，在對手擊球前做的小起跳。

� Singles (單打) -由兩位選手對打的網球比賽。



T-1

� T (T點) –中線( center line )和發球線( service 
line )的交會地點，形成一T字形。

Tennis Ball (網球) –打網球時所用的球，為柔� Tennis Ball (網球) –打網球時所用的球，為柔
軟、中空並填以氣體、表面上覆蓋合成纖維軟
毛的橡樛球。

� Topspin (上旋) –球的頂部向前旋轉的旋轉方
式，造成球往下沈，且落地後彈跳得較高。



T-2

� Tiebreak (搶七局、搶七、搶小分局、搶小
分) –指在一盤( set )的比分來到6-6時，為了
決定該盤的勝負所進行的一個特殊的局決定該盤的勝負所進行的一個特殊的局
( game )。得分至少達到七分且領先對手兩分
以上者勝出。

� Touch (球員觸網) -當球員在球仍進行時觸碰
到球網任何一個位置，則失去該分。



U

� Underspin (下旋、倒旋) –球的底部向前旋轉
的旋轉方式。造成球往上浮且落地後彈跳較低。

Umpire (主審) – (比賽間)負責獨立自主地執行� Umpire (主審) – (比賽間)負責獨立自主地執行
該場比賽規則的人，通常坐在網子旁邊高高的
椅子上。

� Underhand service (下手發球) -球員在肩膀
以下所擊出的發球。

� Unforced error (非受迫性失誤) –雙方來回擊
球在無壓力下，一方擊球失誤。



V

� Volley (截擊) –移動靠網，球未落地前即擊球。



W-1

� Walkover (不戰而勝) –不須比賽即獲得勝利。
原因有：第一輪輪空( bye )、對手被取消資格、
對手因受傷等原因，無法參加比賽。對手因受傷等原因，無法參加比賽。

� Winner (致勝球) –若在連續對打或發球時，
擊出對手無法回擊的球。

� WTA –女子網球協會(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 



W-2

� Wild card (外卡) –即使排名不夠或沒有及時
登記，仍然獲得參賽的資格。一般給予的情況
有：雖然排名仍不足，但有潛力的球員；知名有：雖然排名仍不足，但有潛力的球員；知名
球員因故長期未參賽，而導致排名不足；排名
很高的球員沒有及時登記參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