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制羽球規則認知測驗 

一、 是非題 

1. （   ）羽球比賽，可分單打及雙打兩種，其場地之大小，兩者皆為相同。 

2. （   ）羽球場，長方形面積長為 13.4公尺。 

3. （   ）發球員已意圖發球，但未擊中羽球，則不算，可重新再發。 

4. （   ）羽球在開始時沒有名稱，是人們為紀念羽球發源於拜德明村（Badminton）而得名。 

5. （   ）不論是單打或雙打比賽,指示邊線的網柱或其代替品都應置於雙打場地的邊線上。 

6. （   ）羽球比賽中，只有發球的一方能獲得一分的計分。 

7. （   ）羽球比賽中，發球方及接球方應站立於斜相對的發球區並不得踩及其界線; 二人的雙

足必需部份與場地面接觸, 並固定不得移動位置, 直到發球動作完成。 

8. （   ）羽球單打比賽中, 當發球員得分為零分或偶數時, 發球員及接球員須站於右發球區發

球或接球.。 

9. （   ）羽球單打比賽中,當發球員得分為奇數時, 發球員及接球員須站於左發球區發球或接

球。 

10.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發球後羽球過網被網纏住或停在網上，此種情形為『犯規』。 

11.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羽球自球網或其下方穿過，此種情形為『犯規』。 

12. （   ）在羽球雙打比賽一開始, 及每次每邊獲得發球權時, 都應自右發球區開始發球。 

13.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羽球觸及屋頂天花板或牆邊，此種情形為『犯規』。 

14. （   ）在羽球比賽中, 如果球員有以球拍、球員身體、或其服裝觸及球網或其支撐物，此

種情形為犯規。 

15.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發生同一球員連續兩次擊中羽球，此種情形為『犯規』。 

16.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接球員尚未準備而發球員即發球, 應判『重新發球』。 

17.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羽球破損並和羽球座分離, 應『重新發球』。 

18. （   ）在羽球比賽中,如果司線員未能視及, 而裁判員也未能作判決之情況下, 應『重新

發球』。 

19. （   ）在羽球比賽中,除了發球, 如果羽球越過球網, 被網纏住或停在網上, 應『重新發

球』。 

20. （   ）如果雙方比分打成 29 比 29，則率先得到第 30分的一方取勝 

21. （   ）當一方在比賽中得到 11 分後，雙方隊員將可休息 1分鐘 

22. （   ）正式比賽通常採用三局兩勝制 

23. （   ）發球後，羽球可以由接發球員的搭擋拍擊。 

24. （   ）正確握拍法，是羽球運動者成功的首要條件之一。 

25. （   ）羽球的扣球，俗稱殺球，是一種將球從高處往下直壓的攻擊球。 

26. （   ）不管對方用何種方式之發球，只要會殺球就可以化解了。 

27. （   ）羽球發球之擊球點應低於發球者的腰部，且拍面上緣不得高於發球者握拍的手部最

下緣。 

 

 



二、 選擇題 

1. （   ）羽球比賽中在裁判允許下，比賽中球員可（a）要求喝水（b）擦汗或拖地（c）以上

皆可。 

2. （   ）體育競賽與遊戲的差異在於  （A）與他人競爭  （B）激發自我奮鬥  （C）需受規

則限制。 

3. （   ）在羽球比賽中，發球員得分為 10分時，應於  （A）右發球區發球  （B）左發球區

發球  （C）無所謂。 

4. （   ）羽球比賽中，球未越過球網之前（A）就可回擊（B）不可回擊（C）都可以。 

5. （   ）羽球場地網柱的高度自地面量起應為多少？（Ａ）1.55 公尺（Ｂ）1.85 公尺（Ｃ）

2.55 公尺。 

6. （   ）新制規則中羽球雙打及男子單打比賽, 由先得幾分的一方獲勝（Ａ）11（Ｂ）13（Ｃ）

15（Ｄ）21。 

7. （   ）新制規則中羽球女子單打比賽, 由先得幾分的一方獲勝   （Ａ）11（Ｂ）13（Ｃ）

15（Ｄ）21。 

8. （   ）如果雙方比分打成 29 比 29，則率先得到幾分的一方取勝   （Ａ）30（Ｂ）31（Ｃ）

32（Ｄ）33。 

9. （   ）羽球比賽中，發球員的球拍擊到球體底座的瞬間, 擊球點不得超過身體哪個部位？

（Ａ）頭部（Ｂ）胸部（Ｃ）腰部。 

10. （   ）羽球比賽中，下列何者不算犯規？（Ａ） 球員故意以喊叫手勢或不當行為, 影響

對方球員（Ｂ） 羽球被球拍纏住或持球, 以及擊球時羽球被球拍吊懸時.（Ｃ）擊球

員於自己的場地擊球後, 球拍隨球過網 （Ｄ）當羽球越過球網之際, 阻檔對方合法

的擊球。 

11. （   ）在羽球比賽發球時, 如果接球員及發球員雙方同時犯規, 應如何？（Ａ）重新發球

（Ｂ）發球員得一分（Ｃ）接球員得一分（Ｄ）雙方扣一分。 

12. （   ）在羽球單打比賽發球時,如果發球員已意圖發球, 但未擊中羽球,裁判應如何判決

（Ａ）接球員得一分（Ｃ）重新發球（Ｄ）發球員得一分。 

13. （   ）羽球比賽中，如果接球方『犯規』, 或羽球因落到其場地內的地面而停頓, 則（Ａ）

重新發球（Ｂ）接球員得一分（Ｃ）發球員得一分並繼續發球（Ｄ）發球員得一分但

換邊發球。 

14. （   ）羽球比賽中，如果發球方『犯規』, 或羽球因落到其場地內的地面而停頓, 則（Ａ）

發球員得一分並繼續發球（Ｂ）接球員得一分，失去繼續發球的權利（Ｃ）重新發球。 

15. （   ）羽球比賽中，下列何者錯誤？（Ａ）雙打發球時, 只要不妨礙發球員或接球員的視

線, 雙方的同組球員,可站於場區任何地點（Ｂ）發球時, 雙方不能以不當的理由及

動作, 延誤發球.（Ｃ）所有界線均屬於場地區域的一部份（Ｄ）發球時, 發球員在

擊球瞬間可以移動雙腳位置, 以利發球動作。  

16. （   ）羽球發球瞬間擊球點不可超過身體哪些部分？ (A)腰 (B)手腕 (C)拍柄 (D)以

上皆是。 

17. （   ）羽球組成包含下列哪些部分？ (A)羽毛 (B)軟木 (C)羽毛梗 (D)以上皆是。 

18. （   ）羽球高遠球的作用為何？  (A)迫使對方到網前去接發球  (B)迫使對方到側邊的底

線去接發球  (C)迫使對方退到最遠處的底線去接發球  (D)迫使對方要迅速回擊球。 



19. （   ）羽球正手發平高球的特點為何？  (A)有一定攻擊性  (B)比高遠球低、速度較高遠

球快  (C)使對手措手不及  (D)以上皆是。 

20. （   ）目前羽球場地以哪個材質為主？  (A)水泥  (B)木板  (C)PU  (D)以上皆是。 

21. （   ）羽球是幾根羽排成？  (A)10～20根  (B)14～16根  (C)20～30根  (D)30～40根。 

22. （   ）下列關於羽球比賽的規則何者正確？  (A)發球時，整個羽球要在發球員的腰部以

下  (B)發球時，腳可以任意移動  (C)發球時可以故意拖延時間，擾亂敵方節奏  (D)

以上皆是。 

23. （   ）下列何者非羽球接球技術之一？(A)切球 (B)高遠球 (C)傳球 (D)殺球。 

24. （   ）羽球之扣球動作實施時應注意  （A）放鬆手臂，於扣球瞬間使力  （B）加快移位

速度，使擊球點在身體前上方  （C）壓腕動作確實做好  （D）以上皆是。 

25. （   ）在羽球基本技術中，屬於較細膩且高技巧性的動作為 （A）拉球 （B）切球  （C）

殺球  （D）網前短球。 

26. （   ）羽球揮拍練習時，應利用拍頭作何種圖形的練習？  (A)□  (B)○  (C)∞  (D)＋。 

27. （   ）下列何者是羽球正手發高球的動作步驟？  (A)兩腳與肩同寬  (B)左手執球，右手

握拍自然屈肘於右後方  (C)擊球完畢後，球拍順勢拉至左肩上方後  (D)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