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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高爾夫推桿動作技巧需具備有極高的精確

性 (Pelz, 2000)，透過高爾夫推桿測試系統的建

構，有助於真實反映不同推桿的特性及推桿過程

相關參數的變化及關係。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以

labVIEW 儀控系統為基礎，整合馬達控制系統、

變速箱、加速規、紅外線光柵、力矩感應器、高

速攝影機，建構一高爾夫球推桿測試系統

[GPTS]，並透過實際測試來驗證其信效度。GPTS
可有效控制高爾夫推桿的輸入參數：揮桿速度、

桿面與球體掽撞型式、擊球點偏移量、收桿角度

等參數；並獲得實際輸出參數：球體移動速度、

球體滾動速度、球體滑動距離、球體滾動距離、

球體移動距離。經由推桿頭速度穩定性及收桿角

度穩定性檢驗，顯示出本研究所建構的高爾夫推

桿測試系統具有極佳的信效度。 
 
關鍵詞：高爾夫、推桿 
 
Abstract  

 
The golf’s putter movements skill contain high 

accuracy.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s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s and the related paramet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bine the motor 
control system, transmission, accelerometer, 
infrared sensor, torque sensor, high speed camera to 
construct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 [GPTS]. The 
GPTS’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as tested in the 
real situation. The GPTS can control the input 
parameters: putters velocity, impact type, impact   
point, follow swim angle… and so on. And the 
output parameters of golf ball: velocity, rotate 
velocity, sliding distance, rolling distance…etc.   
The result of the putter velocity and flow swim 
angle stability test had proved that the GPTS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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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高爾夫球運動是一需具備精細控制技術的

運動。從木桿開球，鐵桿擊球，到上果嶺的推桿

擊球….等，每個環節都攸關比賽勝負。高爾夫球

運動中從開球桿開始到最後的推桿，決定最後勝

利與否的關鍵因素莫過於推桿，雖然並不需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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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伴隨著當時比賽的壓力情境下，

些微的失誤將是比賽輸贏的關鍵。Pelz (2000) 指
出推桿占高爾夫運動中總桿數四成左右，可見推

桿是降低桿數的關鍵因素，可決定一場球賽的勝

負。杜錦豐（2003）指出，選手與初學者的平均

推桿率比為每洞 1.72：3.5 推，約為 1 比 2，顯

示推桿技術在高爾夫運動中所佔的份量不輕。 
國內針對高爾夫推桿的相關研究，主要是透

過受試者的實際測試方式進行（王順正，2003；
馬義傑，2005），在模擬方面亦未有針對不同推

桿速度及收桿角度等精確控制方面的研究，對於

推桿相關的輸出參數較無法精確控制。因此，若

能建構一具有高精確性與檢測迴路的高爾夫球

推桿測試系統，將能蒐集高爾夫球推桿過程的相

關參數。球桿特性及球體碰撞與滾動距離的深入

了解，將有助於高爾夫球技術的提昇。 
 

三、材料與方法 
 

在材料與方法方面，將分為：推桿測試平台

建構、推桿桿頭速度的檢驗、收桿角度檢驗等三

個部份來進行說明。 
 
(一)  推桿測試平台建構 

如圖一所示，本研究推桿測試平台主要包括

有 LabVIEW 程式儀控系統、變速馬達機構、馬

達控制機箱、NI 類比數位盒，經由 LabVIEW 程

式儀控系統建立。 
 



圖一 推桿測試平台 
 

(二) 推桿桿頭速度穩定性檢驗 
透過兩組紅外線光柵，截取桿頭於擊球前瞬

時速度。採樣設定：擊球時桿面與地面角度為 90
度；紅外線光柵源距離為 2 cm；採樣頻率為 1000 
Hz，以進行推桿桿頭速度的檢驗。本研究設定

高、中、低三種桿頭速度，在不同速度下分別採

樣 100 次，以進行桿頭速度穩定度檢驗。 
 
(三) 收桿角度穩定性檢驗 

以附在桿頭的加速規，截取桿頭於在不同收

桿角度下的角度值（設定為 90、92、94、96、98
度 5 種角度），在各個角度下分別採樣 100 次，

以進行收桿角度穩定性檢驗。 
 
四、結果與討論 
 

經由本研究所建構的推桿測試系統，可以依

設定模擬出不同推桿速度及收桿角度的推桿動

作，並進行其穩定性的檢驗。 
 
(一) 推桿桿頭速度穩定性檢驗結果 

由表一顯示，在 0.708 m/s、0.155 m/s 及 0.175 
m/s 的桿頭平均速度下所測得的標準差均低於

1/100 m/s，其中於中速度下所測得的標準差

0.0006 m/s 更低於 1/1000 m/s 數據顯示本研究所

建構的推桿測試平台，在揮桿速度上具有極高的

穩定性。 
 

表一 不同桿頭速度平均值與標準差 (m/s) 

 速度平均值 標準差 

慢速 0.708 0.005 

中速 0.155 0.0006 

快速 0.175 0.009 
 
(二) 收桿角度穩定度檢驗結果 

表二結果顯示：在度平均值方面與實際設定

值極為接近，差值均不超過 0.1 度。標準差不超

過 0.1 度，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推桿測試系統，

在收桿角度上具有極高的精確性與穩定性。 

 
  表二 不同收桿角度平均值與穩定度檢驗 (o) 

 角度平均值 標準差 

90o 89.96 0.05 

92o 92.03 0.07 

94o 93.94 0.07 

96o 95.02 0.08 

98o 97.95 0.06 
 
五、結論 
 

經由推桿頭速度穩定性及收桿角度穩定性

檢驗，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高爾夫推桿測試系統

具有極佳的信效度。未來亦可將桿頭速度檢測及

收桿角度檢測，整合於高爾夫推桿測試系統內做

為檢測迴路，對每一次輸入數值及輸出數值進行

數據的比對（如圖二）。 

 
圖二 高爾夫球推桿測試系統檢測迴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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