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dminton 

羽毛球 

Anchor fingers 握拍手指 

Around-the-head stroke 繞頭頂擊球 

Attacking clear 平直高遠球 / 進攻性高球 

Back-to-front formation 前後進攻陣式 

Backcourt 後場 

Backhand grip 反手握法 

Backhand stroke 反手擊球 

Backhand underarm clear 反手挑高球 

Backswing 往後撤拍 / 往後揮拍 / 後擺 

Balk 發球時一方擾亂對方 

Band 網頂白布條 

Base 基本位置 

Base line 端綫 / 底綫 

Basic stroke 基本技術 / 基本擊球法 

Bat (racket) 球拍 

Bird 羽毛球的英文別稱 

Block 攔擊 / 攔截 

Carrying 持球 

Change of ends 雙方轉場 

Clear 高遠球 

Cork base (球) 底托 / 水松底托 

Cross-court 斜綫球 

Cross-net drop shot 吊對角綫網前球 

Cut 切球 

Dab 撲球 

Deception 假動作 

Deep high service 發高遠球 

Defensive clear 防守性高球 / 高飛後場球 

Depth 深度 

Deuce 局末平分 

Diagonal 對角綫的 / 斜綫的 

Double hit 連擊 

Doubles 雙打 

Drive 平抽球 

Driven clear 平抽高球 



Drop shot 吊網前球 

Fault 失誤 / 犯規 

Flat service 發平球 

Flick serve 閃腕發球 / 發平高球 

Follow through 順延動作 / 跟隨動作 

Foot-fault 腳部犯規 

Forecourt 前場 

Forehand 正手 

Forehand clear 正手高球 

Forehand grip 正手握牌法 

Forehand overhead clear 正手頭上高球 

Foul hit 擊球犯規 

Frame 拍框 

Front service line 前發球綫 

Game 局 

Game point 決勝分 / 每局最後一球 

Game practice 球賽練習 

Good service 合法發球 

Grip 持拍法 / 握拍法 

Half court shot 半場球 / 中場球 

Handle of racket 球拍把手 

Handshake grip 握手式持拍法 

High backhand stroke 高反手擊球 

High clear 高遠球 

Home position 中心位置 

Laws of the game 球例 

Let 重發球 

Line judge 司綫員 

Long service 發高遠球 

Love 零分 

Match point 決勝分 / 比賽最後一球 

Misconduct 不君子行為 

Mixed doubles 混合雙打 

Net shot 網前球 

Overhead backhand drop 反手頭上吊網前球 

Push 推打 

Referee 裁判員 



Round-the-head stroke 繞頭頂擊球 

Scoring 計分法 

Serve from the wrong service court 發球位置錯誤 

Serve out of turn 發球次序錯誤 

Service over 換發球 

Serving above the waist 高於腰部的發球 

Setting 延長分數 / 再賽(加分再賽) 

Shaft 拍桿 

Short 短球 

Short low service 發低短球 

Shuttlecock 羽毛球 

Side by side formation 平排防守陣式 / 兩邊防守陣式 

Side line 邊綫 

Side step 側併步 

Side-arm stroke 側手擊球 

Simple tactics 簡單戰略 

Singles court 單打球場 

Singles game 單打球賽 

Singles service court 單打發球區 

Six-point footwork 六點式步法 / 米字步法 

Sliding step 滑步 

Sling 持球犯規 

Smash 扣球 / 殺球 

Stride 跨步 

Stroke practice 擊球練習 

Take the net 上網 

Tap 輕快彈擊 

Toss 擲毫 

Touch the net 觸網 

Umpire 裁判 

Underhand stroke 低手擊球 / 下手擊球 

Unsight 阻礙視綫 

Unsighted 看不到(司線員) 

Wood shot 拍邊擊球 

Wrong footed 亂了步法 / 錯誤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