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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利用自行研發之測試平台

進行實驗分析高爾夫推桿於三種不同角度在二

種不同球速下，擊球點對於球滾動距離之差異，

試圖找出其特性。實驗所使用的推桿速率為測試

平台設定為 0.68 m/s 及 1.3 m/s 等二種，分別對不

同角度擊球點（垂直面與垂直面前後各 4 cm 之

偏點）進行測試，各取 100 筆資料，並將球滾動

距離進行統計學上的描述統計與成對樣本 t 考驗

分析。研究結果得到三種不同角度不管在慢速度

推桿下或快速度推桿下，所擊出的距離以小於

90°之擊球距離較遠，其次是等於 90°，最後是大

於 90°。由以上結果得知，不管是短推桿或長推

桿以所擊出的球滾動距離會角度之大小影響。 
 
關鍵詞：推桿、高爾夫、碰撞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using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GPTS] to analysis the 
hitting point difference of rolling-ball distance 
in the situations that there are three golf putters 
and two speeds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Two speeds of the tappet are set 
in the platform, i.e. 0.68 m/s and 1.3m/s, 
respectively. Also, the experiment is conducted 
by testing several hitting points. Note that there 
is a 4 cm offset between any two centers of the 
node and hitting one hundred balls and have 
t-test analysis of description statistics of 
ball-rolling distance.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s the farrest distance of hitting ball is the 
hitting distance smaller than 90 degree, and the 
next is equal to 90 degree and the last one is 
bigger than 90 degre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golf putters of slow or fast speed 
putters. We could know no matter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rolling-balls angles 

hittingy by short-or-long putters . 
 
Keywords: Putter, Golf, Impact  
 
二、緣由與目的 
 

高爾夫球 18 洞比賽中，每一洞都會從開球 
桿開始到最後的推桿，而決定最後勝利與否的關

鍵因素莫過於推桿，Pelz (2000) 與 Firkins (2001)
指出高爾夫球完成 18 洞比賽中，有 38-43%是必

須由推桿來完成。雖然推桿並不需要像開球桿一

樣將球打的深遠，但精準的將球控制在目標線

上，能不偏離既定的球道上，是一項高難度的動

作。而影響推桿好壞可分為內外在因素，外在因

素可包含風向、地形、氣候和草種，內在因素則

涵蓋感覺、觸覺、膽識與技術。相形之下，內在

因素較易掌控，外在因素有不可預測的情況，若

想提升推桿成績，就應強化推桿技能的練習，並

藉由擊球的角度及良好的基本揮桿動作得到回

饋。Tierney 和 Coop (1999) 研究結果指出，推桿

失誤率比較中，推桿距離失誤率為 6.5%，推桿路

線方向失誤率為 1.3%，因此，推桿的技巧因首重

在推桿距離的控制。 
 然而推桿距離之遠近主要受擊球力量大小

影響，但擊球瞬間球頭桿面與球接觸的角度亦會

影響之，就球頭桿面與球碰觸角度研究中，馬義

傑（2004）指出桿面傾斜會影響球滾動距離，其

角度也會因選手所站之位置而有增減。所以本研

究主要分析桿面與球接觸的三種不同角度，在兩

種不同推桿速度下對於球滾動距離之差異，利用

自行研發之測試平台進行實驗，找出其特性，以

提供高爾夫球愛好者練習推桿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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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使用Titleist Studio Select 
Kombi高爾夫球桿及人工草皮1m×6m一張，工具



分述如下： 

圖一 推桿測試平台 
 

(二) 研究方法 
    本實驗主要將三種不同推桿角度搭配兩種

推桿速度，透過測試平台來擊球，推桿速率固定

為為 0.68 m/s 及 1.3 m/s 等二種。三種推桿角度是

球桿與球的碰撞點對地面形成的角度，分別是 A
組為中心點後 4 cm 小於 90°屬於壓桿動作，B 組

為中心點等於於 90°屬於平擊動作，C 組為中心

點前 4 cm 大於 90°屬於上撈動作，每個位置各擊

100 球，二種速度總共擊 600 球。推擊出去使球

於人工草皮上滾動，球停止點再用皮尺量測滾動

距離，紀錄每次的滾動距離。 
 

 
圖二 不同角度擊球的位置 

 
 (三) 資料分析 
    三種不同角度搭配二種速度所擊出球的距

離，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計算其

平均值與標準差，並利用成對樣本 t 考驗進行統

計分析，比較三種角度搭配二種速度球滾動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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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桿

子能在同樣的速度下，以同樣的角度，同樣的擊

球位置穩定的撞擊到球，減少許多人為的誤差。

本研究將球桿固定於測試平台上，透過二種推桿

速度，比較三種不同角度擊球特性，而球易受推

桿作功時間長短影響，A 組作功距時間長，其次

是 B 組，最短是 C 組，因此滾動距離才會依序由

長至短，結果如圖三所示。 
 

 
圖三 二種球速與三不同擊球角度球滾動距離 

 
表一 三種不同角度在慢速推桿擊球距離分析表 

 平均數 標準差 
95% 信賴區

間
顯著性 

(α) 下界 上界

 A 組–B 組 1.695 4.12 .877 2.51 .000 

 B組– C組 4.285 3.41 3.60 4.96 .000 
 A 組–C 組 5.980 3.12 5.36 6.59 .000 
 
    由表一得知，在三種不同角度的慢速推桿

中，三種角度的組合皆達顯著差異，也就是三種

角度在慢速推桿距離是有差別。由表二得知，在

三種不同角度的快速推桿中，三種角度的組合中

A 組與 B 組之間是沒有達顯著差異，其兩種組合

皆達顯著差異，也就是三種角度在快速推桿距離

中 A 組與 B 組是沒有不一樣。 
 
表二 三種不同角度在快速推桿擊球距離分析表 

 平均數 標準差 
95% 信賴區

間
顯著性 

(α) 下界 上界

 A 組–B 組 .78 10.61 -1.3 2.89 .465 
 B組– C組 3.98 12.30 1.53 6.43 .002 
 A 組–C 組 4.77 10.24 2.72 6.81 .000 
 
    造成不同的滾動距離，主要在於擊球角度不

同會造成不同的撞擊效應。另外，球滾動距離與

球的初始狀態也是一個關鍵要素。高爾夫球受到

撞擊之後，球有可能會先滑動之後再開始轉動，

也有可能會產生跳動的情形。球體的旋轉與否對

於之後在草皮上的滾動，會使得距離產生極大的

差異。對於慢速推桿在推桿時，因為球的跳動及

滑動情形較少，會使球滾動的穩定性較高。其結

果擊球角度越小，球滾動距離越遠。快速推桿會

使球產生跳動或滑動情形較多，影響球滾動穩定

度，造成球滾動之距離差異。雖然在 A 組與 B 組

這一組合中距離差異不大，但結果仍是擊球角度

小距離越遠。 
經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不同角度的慢

速或快速推桿於相同條件下所擊出球的滾動距

離壓桿動作是最遠，與馬義傑（2004）的結論不

同，探究其原因是本實驗使用是馬達控制推桿速

度，馬義傑則是以單擺的方式，藉由重力加速產

生推桿速度，最後所得到推桿效果就截然不同。 
 
五、結論 

 
因此不管長推桿或短推桿時，應先了解不角

度所產生的效果，並非同樣的力道在不同角度擊

球會產生同樣的距離。另外身體所站的位置對球

桿與球的角度也會產生差異，因此推桿時，盡量

小於 90° 等於 90° 大於 90°



桿頭面與球的角小於 90°所推的距離會較遠。未

來的研究可以對球桿擊球後，球的滾動情形深入

探討，相信更能了解影響球滾動距離的力學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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