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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分析兩種不同高爾夫推桿

於三種不同擊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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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不同球桿的

特性，提供高爾夫球愛好者選擇球桿之參考。實

驗所使用的球桿為 Titleist Studio Select Kombi 及
Mizuno Bettinardi A01 兩種，分別於球桿中心點

與中心點兩側 2 cm 處進行測試，三個點各擊 20
球，將球滾動距離進行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得到

兩支球桿於中心點所擊出的距離，T 牌比 M 牌的

距離較遠，差 76.74 cm，且達顯著差異，左、右

兩點並未達到顯著水準，但 T 牌所擊出球的距離

在其他兩點亦遠於 M 牌的球桿。由以上結果得

知，以相同的揮桿速度 T 牌所擊出的球滾動距離

較遠，於非中心點擊球會有一定的誤差，因此對

於球桿的選購，需了解球桿特性，才能提升成績。 
 

關鍵詞：推桿、高爾夫、球桿特性 
 
Abstract 
 
  The putting plays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golf 
games. The quality of the putting is a key factor 
which will affect the result of the match. The 
purpose of this report is to utilize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 [GPTS]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olf putters.  The 
method of the examination is to hit three different 
points (left, center and right) of each putter head. 
The putter heads we used in this examination are 
Titleist Studio, Select Kombi and Mizuno Bettinardi 
A01. Result: The ball distance hit by Titleist putter 
is farther than Mizuno at all three points. 
Conclusion: Every putter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Titleist putter performs better than Mizuno putter 
and the error will happen when the putter hits the 
ball in a non-central point. The approach of 
examining putters will be provid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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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高爾夫球運動中從開球桿到最後的推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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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偏離既定球道上，是一項

高難度的動作。伴隨著當時比賽的壓力下，些微

失誤將會是比賽的輸贏。另外，時常聽到一句名

言:「Drive for show but putting for money」，更能

突顯推桿在高爾夫運動中的一席之地。 
    然而，目前市面上推桿種類多樣化，就市售

之球桿類型大致可以分成：L 型、T 型、Ping 型、

D 型四大類。這四大類的球桿沒有固定的形狀，

每家廠商都可根據需求進行不同的調整。目前常

見到 D 型大慣性矩之球桿，其標榜穩定性較其他

種類球桿為佳，且重量較重，因此容易做出鐘擺

之動作。球桿種類眾多，其特性攸關推桿距離長

短，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分析兩種不同高爾夫推

桿於三種不同擊球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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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不同球桿

的特性，提供高爾夫球愛好者選擇球桿之參考。 
 

三、材料與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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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Titleist Studio Select Kombi及
Mizuno Bettinardi A01兩種不同高爾夫球桿： 

 
 
 
 
 
 
 
 

圖一 球桿測試平台 
 

 
 
 
 
    圖二 T 牌推桿      圖三 M 牌推桿 



(二) 研究方法 
    本實驗主要將兩種不同球桿，透過測試平台

來擊球，揮桿速率固定為 171.66 cm/s。每種球桿

分別於中心點擊球、距中心點左、右各 2 公分擊

球（如圖四），每個位置各打 20 球，每支球桿總

共會擊 60 球。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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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不同擊球位置圖 
(三) 資料分析 
    兩支球桿所擊出球的距離，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計算其平均值與標準差。

並利用獨立樣本 t 考驗進行統計分析，比較兩支

球桿於三個不同擊球位置球滾動距離之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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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能在同樣速度下，以同樣的角度與擊球位置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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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三種不同位置的撞

擊，比較兩種球桿打擊特性，結果如下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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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不同擊球位置球滾動距離 

 
表一 兩支球桿特性之比較 
擊球 
位置 

球桿

類型 
平均值 

(cm) 
標準差 

(cm) p 

T 牌 477.29 11.49 
左方 

M 牌 384.42 11.17 
.792 

T 牌 529.96 6.93 
中心點 

M 牌 453.22 11.96 
.031* 

T 牌 500.14 11.10 
右方 

M 牌 428.15 9.41 
.777 

*p<.05 

由上表可以得到 T 牌之球桿，在桿頭左方擊

球之滾動距離為 477.29±11.49 cm，中心點擊球為

529.96±6.93 cm，右方擊球為 500.14±11.10 cm；

M 牌球桿在桿頭左方擊球之滾動距離為

384.42±11.17 cm，中心點擊球為 453.22±11.96 
cm，右方擊球為 428.15±9.41 cm。經過統計分析，

兩支球桿於中心點擊球有顯著差異，於左方與右

方擊球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從以上的結果發現，兩支球桿以同樣的速度

擊球，球的滾動距離有顯著的差異，以中心點擊

球，兩支球桿就有約 76 cm 之差異，這也是不同

球桿的特性。而使用推桿時，常常沒有打到甜

區，而造成失誤，本研究亦探討不同的擊球點對

於球滾動距離的影響，得到 T 牌的球桿在右側與

中心點擊球差 29.82 cm；左側與中心點擊球差

52.67 cm。M 牌球桿在右側與中心點擊球差 25.07 
cm；左側與中心點擊球差 68.8 cm。於桿頭右方

擊到球，球的滾動距離與中心點擊球距離差別較

小，於桿頭左方擊球，距離的損失較多，同樣力

道的推桿，以中心點最遠，其次為桿頭右方擊

球，最後為桿頭左方。由圖四可以看出兩支球桿

都有同樣的趨勢，但是在在三個不同擊球位置，

T 牌所擊出的距離皆遠於 M 牌之球桿。 
造成不同的滾動距離，原因主要在於桿頭的

重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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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支好的球桿，應該是要減少跳

動的情形，盡量讓球於起始狀態就能夠以正轉的

方式向前滾動，才能使球穩定且滾得更遠。因此

目前許多廠商都針對桿面的材質進行設計，期望

能夠造成較佳的滾動效果。 
目前各家廠商對於推桿桿頭的設計，各有其

特色，球桿特性的了解，攸關比賽成績的結果，

透過本研究建立一套球桿測試方式，利用測試平

台可以測試各種不同球桿特性，以馬達控制揮桿

速度，不僅可以減少人為誤差，更可增進實驗之

準確度。 
 
五、結論 
 

經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不同球桿於相同

條件下所擊出球的滾動距離有顯著差異，因此使

用推桿時，應先了解球桿特性，並非同樣的力道

不同的球桿擊球會產生同樣的距離。另外於桿頭

不同處擊球也會產生不同的效果，球滾動距離的

遠近分別為中心點，其次為桿頭右方，最後為桿

頭左方，因此擊球時，可以稍微往桿頭右方瞄

準，可以減少因為失誤而造成滾動距離的損失。

左側 中心點 右側 



未來的研究可以球於球桿擊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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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