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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大專女子高爾夫選手其上肢等速肌力與桿頭速度之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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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爾夫運動是用雙手持球桿做揮桿擊球動作，所以為了要使桿頭加速應使用慣用手和非慣用手之

腕、肘或肩關節肌力，目前尚無學者進行桿頭速度與等速肌力之相關性分析以瞭解各個關節以及慣用手

與非慣用手的重要性。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優秀大專女子高爾夫選手，其慣用手和非慣用手之腕關

節在 60 o/s、120 o/s、180 o/s 和肘關節、肩關節在 60 o/s、180 o/s、300 o/s 三個角速度之峰值轉矩(peak 

torque)與桿頭速度進行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其統計數值考驗均以 α＝.05 為顯著水準。其結果顯示出

在非慣用手的腕關節尺側偏移(Unlar deviation)和慣用手的肘關節屈曲(Flexion)所產生的峰值轉矩，

均與桿頭速度成正相關，但雙手之肩關節均呈現無顯著相關。顯示出非慣用手的腕關節尺側偏移方向和

慣用手的肘關節屈曲方向之肌力愈大，桿頭速度可能有愈高的傾向，而肩關節則可能扮演著不是以肌力

來對桿頭加速的角色。 

關鍵字：高爾夫、等速肌力

 

一、前言 

    高爾夫選手為了要求得最佳成績，包含了

球飛行方向的精準度和飛行距離的遠近，然而

要增加球飛行距離，勢必要增加桿頭的速度。

藍於青(2000) 提出擊球時的桿頭速度是決定

球能夠飛多遠的重要因素，而造成桿頭的速度

大小因素之一，在於高爾夫揮桿動作過程中，

其肌肉工作所產生的力矩。Kreighbaum（1996）

提出為了要達到最大的桿頭速度，須具備三個

條件，一、肢段要能夠產生較大的力量；二、

力量的展現過程扮演一個可以增加距離的因

素。三、參與整體動作的肢段數目，以其一連

串的力量傳導順序以致在末端能產生最大速

度。因此，從以上的相關文獻得知，肌力的大

小對於增加桿頭速度而言，是個不可或缺的重

要因素，但是應由上肢哪一個關節所產生的肌

力，才是增加桿頭速度的主要因素，目前尚相

關文獻指出。除此之外，在 1930 至 1950 年代

間，Herry Cotton 訓練其雙臂均能單獨揮擊，

並倡導選手用力打球的關鍵在於右手力量，才

能產生較大的桿頭速度（Doboreiner,1996）。

然而近代高爾夫球理論是以左臂領導揮桿為

主流，理由是這樣可以防止較靈活的右手妨礙

揮桿動作（高爾夫球破 80 的秘訣，2000）。

Campbell (2003)提出如果左、右手同時用力

揮桿的話，不可能成就有力的擊球瞬間。因

此，應偏向使用慣用手或是非慣用手所產生的

肌力為主，目前亦尚無定論。所以本研究期以

分析優秀大專高爾夫女子選手慣用手及非慣

用手之肩、肘和腕關節所產生之峰值轉矩與桿

頭速度的相關性，藉以瞭解雙手所扮演的角

色。 

二、內容 

參與本研究的受試者為國立體育學院高

爾夫球隊之六名女子成員(21.8±1.3 歲)，慣

用手均為右手。曾奪得 90、91 學年度大專盃

高爾夫團體項目女子組金牌。實驗儀器以等速

肌力測定儀(isokinetic dynamometer)測量

六位女子選手的慣用手和非慣用手腕關節之

三種等速度 60 
o
/s、120 

o
/s 和 180 

o
/s 及肘

關節、肩關節在三種等速度 60 
o
/s、180 

o
/s

和 300 
o
/s 下所產生的峰值轉矩。每次的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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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包含三個角速度，而在每個角速度測試

中，需完成三次反覆動作次數，且每個角速度

間的休息時間為 30 秒，測試程式均由低速至

高速進行。桿頭速度值以桿頭測速器測量每位

選手持五號鐵桿(37.5 吋長)揮桿十次的桿頭

速度值，其值以平均數與標準差呈現。資料分

析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進行慣用手和非慣用手

腕關節在 60 
o
/s、120 

o
/s 和 180

 o
/s 和肘關節、

肩關節在 60 
o
/s、180 

o
/s 和 300 

o
/s 下，所

產生的峰值轉矩與桿頭速度之相關性，其統計

數值之顯著水準均定為 α=.05。   

三、結論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慣用手與非慣用

手之腕關節在 60 
o
/s、120 

o
/s 和 180

 o
/s 和肘

關節、肩關節在 60 
o
/s、180 

o
/s 和 300 

o
/s

下，所產生的峰值轉矩和平均桿頭速度值之相

關結果，如表一。結果顯示出在非慣用手(前

導手)腕關節尺側偏移方向的等速度180
 o
/s和

慣用手(後繼手)肘關節伸展的等速度 60
 o
/s、

180 
o
/s、300 

o
/s 下，所產生的峰值轉矩與桿

頭速度成顯著相關；而由慣用手和非慣用手之

肩關節所產生的峰值轉矩則與桿頭速度皆無

顯著相關。以上結果顯示出非慣用手之腕關節

在等速度 180 
o
/s 下的尺側偏移方向所產生的

峰值轉矩越大，桿頭速度可能有越高的傾向，

此結果可能是因為在下桿時，利用非慣用手的

手腕肌力來對桿頭加速的現象。而女子選手在

下桿過程中其慣用手(後繼手)的肘關節在 60
 

o
/s 、180

 o
/s 和 300

 o
/s 之屈曲動作所產生的

峰值轉矩與桿頭速度具有顯著相關性，有此結

果產生，可能是在下桿擊球前，藉由慣用手手

肘延伸前臂的伸展動作以產生較大的速度來

對桿頭加速。而雙手之肩關節皆呈現無顯著相

關，可能是肩關節不是扮演著藉由肌力來對桿

頭加速的角色。 

 

 

 

表一 腕、肘和肩關節產生之峰值轉矩與桿頭   

     速度之皮爾遜積差相關考驗(n＝6) 

身體上肢 慣用手 非慣用手

關節 動作方向 角速度 r值 r 值 

60o 0.35 0.75 

120o 0.50 0.68 

   

尺側偏移

   
180o 0.40  0.85＊ 

60o 0.58 -0.06 

120o 0.59 0.37 

 

腕關節

 
   

橈側偏移

 
180o 0.61 0.39 

60o 0.51 0.44 

180o 0.55 0.45 

 

伸展 

 

300o 0.37 0.23 

60o  0.87＊ 0.29 

180o  0.92＊ 0.41 

肘關節

 

屈曲 

 
300o   0.96＊＊ 0.43 

60o 0.36 0.37 

180o  0.004 0.39 下桿方向

300o 0.58 0.30 

60o 0.49 0.49 

180o 0.38 0.31 

肩關節

上桿方向

300o 0.1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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