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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高爾夫推桿在相同揮

桿速度下不同收桿角度對於高爾夫球滾動距離

的影響。主要實驗儀器為以 LabVIEW 儀控系統

整合紅外線光柵、馬達控制系統、變速箱、加速

規、力矩感應器，自行研發之高爾夫球測試平台

進行實驗。收桿角度為推桿桿面與地面夾角，本

研究設定為 90、94、98、102 度…等四種收桿角

度，分別測試 40 球，紀錄球滾動距離。以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所得結果如下：不同收桿角度下

的 cv 值，除 90 度收桿角度下的 cv 值因桿頭與球

體接觸時間極為短暫，造成 cv 值為 10.4%有擴大

現象外，其餘皆小於 5%，顯示本研究所採用的

測試平台具有極佳的穩定性。其次，推桿距離 (y) 
與收桿角度  (x) 可以下列方程式表示：

y=-21.567x3+169.98x2-312.21x+173.55。且不同收

桿角度下的高爾夫球滾動距離具有差異性 
(p<.05)，收桿角度愈大高爾夫球滾動距離愈遠。

本研究將高爾夫球推桿技術中有關收桿角度對

球體滾動距離的影響，具體量化呈現，發現當球

桿擊中球體之後的收桿角度對球體的滾動距離

影響甚大，未來若能進行更完整的實驗，將有助

於對推桿技術提供更具體的建議。 
 

關鍵詞：推桿、高爾夫、收桿角度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tilize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 [GPTS] to analyze the ball 
distances by four different putter follow swing 
angles. In the experiment, the putters follow swing 
angles are 90°,94°,98°,102°, and the statistic 
approach is One-way ANOVA. Result: 1.The result 
of CV values with different putter swing angles is 
small and stable. 2.The formula for ball distance(y) 
and putter follow swing angle(x) is: 
y=-21.567x3+169.97x2-312.21x+173.55. 3.The ball 
distanc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5) 
with the different putter swing angles. The greater 
of putter follow swing angle has, the ball distance 
will be farther. This study provided quantitative 

data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ll 
distances and swing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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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高爾夫球運動中從不論是 300 碼的開球桿，

還是到最後只有 1 公尺的推桿，都算是一桿。因

此，推桿的好壞能左右一場比賽的勝負，Pelz 
(2000) 研究指出，高爾夫運動中 43％左右是必須

藉由推桿來完成。許多人把高爾夫球推桿的標準

桿設定為 36 桿，也就是總標準桿 72 桿的二分之

一，如此一來推桿表現優劣，就成為桿數成績高

低的最大關鍵。 
    然而，目前大多數研究皆著重於桿頭材質不

同之比較與不同擊球點之比較，鮮少研究指出推

桿不同收桿角度之探討。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

分析四種不同推桿收桿角度對於球滾動距離之

差異。利用自行研發具有極佳穩定性之高爾夫測

試平台進行實驗，找出推桿不同收桿角度與球體

滾動距離之關係，提供高爾夫球愛好者之參考。 
 
三、材料與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設備主要為球桿測試平

台，元件包含：LabVIEW 8.5程式儀控系統、變

速馬達機構，工具分述如下： 
 

 
 
 
 
 
 
 

圖一 球桿測試平台 
(二) 研究方法 
    本實驗主要將透過測試平台來擊球，揮桿速

率固定為 171.66 cm/s。球桿於中心點擊球分成四

種收桿角度，分別為與地面夾角 90、94、98、102



度四種。每個收桿角度各打 40 球，總共收集 160
球。揮擊後，使球於人工草皮上滾動，待球停止

後，再以皮尺量測滾動距離，並紀錄每次的滾動

距離。 

 
圖二 揮桿動作示意圖 
 

 
圖三 不同收桿角度示意圖 
 

 (三) 資料分析 
    球桿所擊出球的距離，利用 SPSS 統計軟體

分析，計算其平均值與標準差，以標準差除以平

均值得到 cv 值（％），公式如下： 

標準差

平均值
=(%)cv  

並利用單因子變異數進行統計分析，比較擊

球時的不同收桿角度對球滾動距離之差異，顯著

水準 α=.05。 
 
四、結果與討論 
 
    透過自行研發之球桿測試平台，可以控制球

桿能在同樣的速度下，以同樣的擊球點，不同的

收桿角度揮擊球體，減少許多人為的誤差。 
 
表一 收桿角度 cv 值之比較 
收桿角度(度) 90 94 98 102 

cv 值(%) 10.45 3.06 2.06 1.09 
     

由上表可以得知，自製的高爾夫球測試平台

具有不錯的穩定度，可以用來測試此實驗。 
本研究將球桿固定於測試平台上，透過四種

不同收桿角度的撞擊，比較收桿角度與球體滾動

距離之關係，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二 收桿角度與球體滾動距離之比較 

 90 度 94 度 98 度 102 度 Average 

90
度  .00* .00* .00* 9.75±1.01 

94
度 .00*  .00* .00* 56.52±1.73 

98
度 .00* .00*  .00* 184.41±3.81 

102
度 .00* .00* .00*  264.05±2.89 

*p<.05 
 

由上表可以得知收桿角度在 90 度時所擊出

的球體滾動距離為 9.75±1.01 cm，在 94 度時所擊

出的球體滾動距離為 56.52±1.73 cm，在 98 度時

所擊出的球體滾動距離為 184.41±3.81 cm，在 102
度時所擊出的球體滾動距離為 264.05±2.89 cm，

表示收桿角度越大球體滾動距離也越長，並且呈

現正相關。 
上表經由 SPSS 統計軟體分析單因子變異係

數得知，收桿角度 90 度對 94 度達顯著水準 (p
＜.05)，90 度對 98 度達顯著水準 (p＜.05)，90
度對 102 度達顯著水準 (p＜.05)，94 度對 98 度

達顯著水準 (p＜.05)，94 度對 102 度達顯著水準 
(p＜.05)，98 度對 102 度達顯著水準 (p＜.05)。
由上述結果可知，不同收桿角度對於球體滾動距

離都有顯著的差異性。 

 
圖四 收桿角度與球體滾動距離比較圖 
 

    由上圖可以發現，收桿角度 90 度轉換至 94
度時球體滾動距離並沒有增加許多；但在收桿角

度由 94 度轉換成 98 度時卻增加了將近 130 cm。

至於收桿角度由 98 度轉換至 102 度時，球體滾

動距離的變化又減小了。 
    經由上述結果發現，收桿角度越大，球體滾

動距離也隨之增長。其原因可能為二：1.收桿角

度越大表示與球體的接觸時間也越長，跟據物理

定律 F×t = m×v，F 固定球體質量固定，接觸時間

越長球桿傳遞給球體的速度值也越大。因此球體



滾動距離也比較長；2.球桿擺動時為鐘擺型運

動，桿頭在與地面垂直時為最低點。因此當桿頭

接觸到球體時是屬於一種上撈的狀態，可能會使

球體產生正旋的轉動，所以球體的滾動距離也會

增加。 
 
五、結論 
 

經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自製的高爾夫球

測試平台具有極佳穩定度，可以用來測試此實

驗。並且將推桿距離 (y) 與收桿角度 (x) 可以下

列方程式代表： 
y=-21.567x3+169.98x2-312.21x+173.55 
其次，不同收桿角度於相同條件下所擊出球

的滾動距離都有顯著差異。未來的研究可以在球

桿擊球後，加入桿頭與球體的接觸時間與球體的

滾動情形深入探討，相信更能了解影響球體滾動

距離的力學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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