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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2006 年日本任天堂推出结合运动概念的交互式游戏机及游戏软件─Wii Sports。2007 年更进一步推出

Wii Fit 系统，其特殊处是增加了一块可侦测压力的平衡板，板内四个角落各置一颗压力传感器，此四颗压力

传感器能于游戏进行时收集用户的的各项信息，以进行实时互动与回馈。以往运动力学研究如重心位移方向

与轨迹、三向度的作用力或矫正动作时,都必须以昂贵的三轴测力板(Force plate)等设备来进行各项实验数据的

搜集，至于研究实际提供互动学习的应用实验就更不易实施。所以本研究特别利用 2009 年推出的 Wii Fit Plus

游戏软件与平衡板为研究工具，探讨以 Wii Fit 系统分析高尔夫球挥杆动作的可行性并进行评估。方法：是以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供 32 位中、低差点球友及 41 位大学生初学者练习，撷取平衡板上的信息，完成挥杆

分析图。结果：发现可藉由 Wii Fit 系统及平衡板协助高尔夫球球友在初学挥杆时了解自己身体重心变化并修

正调整重心；对于中、低差点或是选手级的球友也可以提供回馈影像，协助修正挥杆时身体动作路径与重心

轨迹的对应。结论：本研究根据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所提供的仿真影像分析与回馈，及平衡板所提供的压

力感测数据等数据，若未来能将平衡板与动作影像进一步结合，以信息化进行高尔夫球挥杆等动作分析、调

整。同时藉由 Wii 平价、操作简单又富趣味性等功能，可以降低初学者学习高尔夫球时的挫折感与增加学习

意愿；若应用于体育教学,则更可以增添乐趣，提升学习成就感与意愿，让学生更喜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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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绪论 

随着科技时代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变迁，对于生

活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升，家长与学生对于教育的方

式也更有自己的想法，教学与学习已不是用传统方式

(讲义、写黑板、念课文等)，或是示范个几个动作，

就能让学生完成学习达到效果。目前，无论是所面对

的学生是小学生或是大学生，在课程中融入乐趣、多

媒体或是一些辅助性教具等教学方式，藉以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果与正向回馈，已是现代教师们教学所需的

趋势。由于生活质量的提升，人类对于休闲需求的质

量也随着提升，以致于在大学体育课程安排方面，在

过去的 10 年间也从竞技型体育课程，渐渐的朝向多元

化与终身型的运动，所以增加一些所于休闲性的运动

项目，如高尔夫球、保龄球、瑜珈、国际标准舞等等。 

高尔夫球运动导入大学体育课程发展将近二十

年，张家昌、熊婉君(2007)的研究指出大学高尔夫球教

学中所面临的挑战，尤以(一)教学授课时间短、人数多，

不易掌握学生学习进度；(二)场地与器材设备的限制等

为最主要的原因。面对上述的挑战，研究者在从事教

学时也颇有同感，尤以学生人数、场地等因素是使学

生学习效果无法获得显著成效重要关键。必须透过许

多的辅助器材或是影片观赏来建立学生的基础技术学

习，但研究者在几年的教学经验中感觉学生获得的成

效不高，或许因练习的时间不多，一周一次、分组人

数又多，再加上学生对于高尔夫球的专业与技术认知

不高，运动经验位移也不意，导致在技术学习上进度

掌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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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运动是一项击准、击远的运动，在比赛

中使用的杆數越少就表示成绩越好，因此精准的击球

就成为所有高尔夫球员及教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要

如何击准、击远呢？就要拥有一个扎实与顺畅的挥杆

技术，挥杆技术是其专项运动中唯一获取佳绩的技巧。

然而，吴兆欣、包怡芬、张富钧 (2008)高尔夫挥杆

动作是一种很复杂的多关节(multiple-joint) 融入的运

动，需要的是高度的稳定性与准确度。Laidlaw(1986)

提出在身体躯干为轴转操作表现于挥杆时，需具备了

三个重要的技术成分。第一是身体肌肉缩短及伸展的

效应，也可以说是肌肉弹簧般的缩短伸展；第二是身

体重量因身体躯干转动从左侧(右侧)传送至右侧(左

侧)；第三是身体必须表现出一致的节奏性与速度。挥

杆动作在上杆时，是由足部启动来引导躯干动作，亦

即下半身的动作使身体重心位移至右脚后，才有上杆

至顶点的躯干动作，而在下杆时，下半身的动作使身

体重心位移至左脚后，才有杆头加击到球的躯干动作

(Cooper, Bates, Bedi, & Scheuchenzuber, 1974) 。此外

Barretine、Fleising 与 Johnson(1994)的研究比较职业级、

业余级运动员与一般人，发现在下杆时职业运动员左

脚外翻的扭力特别显著，相对于杆头的挥杆速度也特

别快速，同时职业运动员由右脚最大垂直分力位移至

左脚最大垂直分力的时间很短，而且左脚最大垂直分

力产生的时间，在杆头触球的时间之前。 

高尔夫运动的挥杆动作是有次序、有系统的連续

动作，也是具有科学根据的，好的球员可以依其个别

的差異建立一组属于自己的挥杆模式，使其每次的挥

杆都能产生相同的效果。王顺正(2006)的研究指出，高

尔夫挥杆动作是由许多连结的动作所合成的，这些动

作包括左膝盖的向前活动、臀部的旋转、脊柱的旋转、

肩关节的活动与腕和手的活动等结合，才能有效的挥

击出完美的挥杆动作，以及击出准确且具有距离的球。

陈文雄、石翔至(2009)依相关研究指出高尔夫挥杆时需

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指标：(1)杆头挥动的轨迹、杆面的

位置、(2)杆头速度及力量(3)击球的准确性等，将上述

三项指标都能充分融合与协调，才能拥有优異的挥杆

动作，挥出完美的一击。由于为追求能更进一步的了

解挥杆动作，运动科学家应用了运动生物力学理论与

设备，更进一步的探讨除了挥杆时的速度与轨迹外，

身体重心位移轨迹或是与地面反作用力的关系，是否

也是影响挥杆动作的因素，Cooper 等(1974)的研究指

出，身体重心转移时，双脚对地面力量的作用，对于

击球者对挥杆的满意与否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指出

身体重心移转与对地面力量作用也是影响击球距离的

因素之一。Williams、Cavanagh(1983)的研究，探讨挥杆

时双脚对地面的作用力分析时，以三组不同差点的高

尔夫球员为研究对象，其结论指出：三组在击球中心

点的施力曲线模式有所差異，施力曲线模式是挥杆击

球满意与否的关键，然而在研究中也发现击球技巧能

力较佳者，所创造出的施力曲线会较为理想，相对的，

也是影响成功击球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求能达到稳定、准确且距离远的挥杆技术，是

必须透过不断的挥杆练习与适应实际球场地型地物的

变化，降低各项影响因素的发生。针对挥杆动作时的

重心转移研究发现，在上杆至顶点时，有 73-79%的垂

直力量置于后脚(左脚或右脚)，而在挥杆击球的瞬间

置于后脚的垂直力量约只剩 5-19%，之后随着击球后

的送杆动作，垂直力量将全部移转至目标脚(左脚或右

脚) (Richards, Farrell, & Kraft,1985)。对于技术较好与较差

者在挥杆击球后，技术较好者垂直力量的中心点向前

移动到前脚的位置较技术差者远，即两组在送杆动作

时的重心传递的模式并不相同(王顺正，2006)。 

因此，初学者在学习高尔夫球挥杆技术时，身体

躯干、上肢、下肢、甚至于头部的控制与这些之间的

协调运作都是参与者必须用心与努力的地方，但这也

是造成初学者因挫折而提早放弃的因素之一。研究者

在大学从事高尔夫教学多年，对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所遇到的瓶颈与挫折，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如

何透过数据收集与研究，寻找一种可以缩短初学者生

涩与挫折期的教学辅助方法。目前有大部份的研究是

以探讨挥杆动作、挥杆速度、击球平面与挥杆轨迹等

等，以探讨身体重心(center of gravity，COG)或是足底压

力中心(center of pressure，COP)的研究较少，若在以实

时视觉回馈方式的研究则更少了。而目前所见的相关

研究其研究工具则都以测力板为主，由于测力板的造

价昂贵，操作较为复杂是属于精密的仪器设备，若使

用于一般的教学或平常练习中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是

无法普及的。在运动教学或训练上提供视觉回馈给初

学者或是更高阶者，对于技术学习与改进错误或缺点

都会有事半功倍之效果，由其是初学者可以透过感官

感受的回馈，从视觉回馈中发现到自己错误的动作，

再由教练或老师的指导中体会两者间的差异，达到学

习的效果。高尔夫运动学习中，身体重心转移的学习

是比较无法由言语或肢体动作中让初学者体会的，许

多的研究也指出重心转移是挥杆正确与否的因素之

一，但若无法让初学者明白重心移转或何为重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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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与学习上就会遇上瓶颈，产生挫折。 

2006 年底日本任天堂推出新型的交互式游戏机

─Wii，其结合运动概念的游戏软件─Wii Sports，包

含了拳击、网球、棒球、高尔夫、保龄球等五种游戏(张

哲千， 2008)。2007 年任天堂公司更推出 Wii Fit 系

统，Wiì Fit 是 Wii 这套电子游戏所衍生出来的电子游

戏，Wii Fit 特殊地方是增加了一块可以增测压力的平

衡板，Wii Fit 平衡板于四个角落设置四颗的压力传感

器，透过压力传感器所收集的参数，进行各项运动游

戏与使用者互动与实时回馈，过去在分析力学的各项

参数，如重心位移方向与轨迹、三向度的反作力或矫

正运动动作时，都必须在实验室或布置适合的环境以

昂贵的三轴测力板(Force plate)设备来进行研究分析，

在实际提供学习时的应用就较不容易。若 Wii Fit 平衡

板与手把控制器可以提供正确的运动学与动力学参

数，则对于应用于运动训练、动作学习与体育教学上

就可以提供实时的视觉回馈，让初学者或技术修正者

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09 年日本任天堂更推出

新一代的 Wii Fit Plus 的游戏互动软件，新一代的游戏

中包含了一项高尔夫球练习的游戏，游戏中可藉由使

用者挥杆后，模拟计算出挥击后，球飞行的距离与路

径，以及更进一步的透过挥杆分析了解挥杆过程时身

体重心与负重(垂直分力)的变化曲线，让用户可以迅

速的获得视觉的结果回馈，了解自己挥杆时身体重心

变化的曲线与轨迹。所以本研究将以 2009 年推出的

Wii Fit Plus 游戏软件与平衡板作为研究工具，探讨以

Wii Fit 分析高尔夫球挥杆动作的可行性评估。 

 

 

图一、击球准备与击球时画面 

 

 

贰、研究方法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是在模拟使用者在一个完

整挥杆时，击球接触面、身体重心移转的轨迹、以及

与地面垂直作用力的变化情形。透过内建程序的演算，

投射影像结果回馈让用户了解之前挥杆过程中自己的

身体重心移动或负重的情形，使其可以更进一步的修

正。其游戏中所提供的使用画面与回馈画面如图一与

图二。 
 

 

 

图二、挥杆后进行的挥杆分析画面 

 

当使用者以无线控制器进行挥杆，图一将会模拟

呈现挥杆动作以及 COG 移动的实时轨迹，挥击后将

球飞行的距离与方向以影像与文字回馈，让用户了解

该球所击出的基本状况，若使用者欲进一步了解自己

的身体重心与负重情形，便可在图一画面中执行挥杆

分析，执行挥杆分析后，影像画面就会出现图二的画

面，并同步回馈之前击球的重心与挥击负重的变化曲

线，让用户更明了自己挥杆时身体的变化情形，进而

检讨或修正姿势或动作。因此，本研究是藉由此一研

究工具，让中、低差点与初学者进行与 Wii Fit 游戏互

动的挥杆动作，并将每一位所完成的挥杆分析图以数

字照相机拍摄纪录，然后再进行分析与归纳。本研究

共计完成 32 位中、低差点球友的挥杆分析图，以及

41 位选修高尔夫课程的大学生初学者的挥杆分析图，

表一为实验参与者之相关基本资料。 

 

 
表一、实验参与者基本资料 

组别 性别 个数 身高(cm) 体重(kg) 平均差点 球龄 

中、低差点 
男 23 174.1±5.97 76.3±9.49 10.2±3.41 10±3.11 

女 9 163.7±4.46 55.5±5.12 13.8±1.96 9.22±1.85

初学者 
男 24 170.4±7.53 68.7±8.50   0 

女 17 160.1±7.69 51.7±6.54   0 

注：n=73；细格=平均数±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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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展示在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中所提供之

挥杆分析信息，图三所提供的红色曲线为用户挥杆时，

身体对地面垂直分力施力过程的变化曲线，整个过程

可以红色曲线最低点区分为下杆期与收杆期两部分，

红色曲线之最低点表示整个挥杆过程身体对地面施力

的最大点，此点就是整个挥杆动作之转折点，红色曲

线最低点之前表示下杆期身体对地面施力情形，红色

曲线最低点之后表示收杆期身体对地面施力情形。 
 

 

图三、挥杆时身体与地面作用力曲线图 

 

刘玉仁(2000)的研究指出，在使用 1 号木杆时，

在击球的瞬间左脚承受地面正向反作用力约体重的

110%，双脚承受总地面正向反作用力约体重的 128%。

研究也证实挥杆动作与重心移动的配合是达到有效挥

杆动作所必需的。刘玉仁、邱宏达(2006)也发现在挥

杆击球瞬间之前，左脚所承受的地面正向反作用力约

为体重的 1.1 倍，双脚所承受的总地面正向反作用力

约为体重的 1.28 倍。因此由所回馈的影像图形中可以

呈现一个理想挥杆动作的下杆期与收杆期之转折点出

现位置应位于两脚之间，因此，红色曲线最低点若位

于此区间内，则表示是一个理想的挥杆；若红色曲线

最低点位于此区间之左方，表示挥杆时身体对地面施

力过早，易造成挥杆击球点过低，使得击出球的飞行

轨迹之高度会过高或先击中草地，易造成见高不见远

的击球距离或是击球失误的情形；若红色曲线最低点

位于此区间之右方，表示挥杆时身体对地面施力太晚

或太轻，易造成挥杆击球点过高，使得击出球的飞行

轨迹之高度会偏低，易造成滚地球以致无法击出有效

距离。所以，利用图三红色曲线最低点出线的位置就

可判断挥杆路径与身体对地面施力时间的正确性。图

三可提供另一项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身体对地面垂直

分力施力的大小，此信息可由下杆期红色曲线之最高

点与最低点的距离求得，此距离越大越好，距离越大

表示身体对地面施力越大，击球姿势越稳定，反之，

若距离过小，表示挥杆轨迹过于水平。 

图四提供的红色曲线是表示用户在挥杆时站在平

衡板上的重心位移轨迹(COG)，在图上除了红色曲线

外还有两个黑色外框、两个黑色矩形、一条水平线和

垂直线，这个两个黑色外框分别表示整块平衡板的区

域和平衡板数据呈现的最大范围，两个黑色矩形分别

代表用户双脚站立的位置，利用水平线和垂直线可将

用户重心位置定义出来，若红色曲线在水平线的上方

表示重心偏左、红色曲线在水平线的下方表示重心偏

右，若红色曲线在垂直线的左方表示重心偏后、红色

曲线在垂直线的右方表示重心偏前。 
 

          

图四、身体重心移动轨迹   图五：重心轨迹与挥杆动作对照 

 

图五是展示图四更详细的信息，在此红色曲线上

有四个点非常重要，第一是黑色水平线和垂直线的交

点，第二是红色曲线的起始点，第三是红色曲线的最

低点，第四是红色曲线的最高点。黑色水平线和垂直

线的交点表示 Wii Fit 建议的身体重心开始位置，此点

可视为原点，而红色曲线起始点是用户按下 Wii 手把

A 键后的开始纪录点，通常会出现在原点附近，红色

曲线的最低点表示上杆终点，起始点到此点为挥杆的

上杆期，上杆终点到水平线之间的过程可视为挥杆的

下杆期，而挥杆的收杆期为水平线到红色曲线的最高

点，此点可视为收杆终点。所标示的击球点为 Wii Fit 

Plus 所模拟之击球处，并以此点做为下杆期终点与收

杆期之起点。 

经由原点、起始点、上杆终点、收杆终点这四点

的相对距离可推断使用者挥杆时的身体移动与旋转的

状况。原点与起始点的距离表示使用者初始动作是否

正确，原点与起始点距离越大表示使用者初始的身体

重心没有摆好，如果起始点在垂直线的右边，表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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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位置偏向脚尖，如果起始点在垂直线的左边，表示

重心位置偏向脚跟，如果起始点在水平线的上面，表

示重心位置偏向左脚，如果起始点在水平线的下面，

表示重心位置偏向右脚。 

起始点与上杆终点的距离表示使用者上杆期重心

位移的距离，若此距离过小，表示使用者以手臂上杆

的情形较多，以身体脊椎为轴配合下肢向右的旋转较

少。起始点与上杆终点的曲线弧度越大表示用户重心

的稳定度越差。反之，越接近直线者则越佳。但是若

上杆终点位于起始点或垂直线的左边时，重心位置会

落于脚跟，身体会产生后仰的情形，进而影响挥杆时

的稳定与准确性。上杆终点到击球点的距离表示使用

者下杆期重心位移的距离，若此距离过小，表示使用

者以手臂下杆的情形较多，以身体旋转较少。两点之

间的曲线弧度若越大则表示使用者身体前后摇晃越

大，重心的稳定度较差。击球点到收杆终点的距离表

示使用者收杆期重心位移的距离，若此距离过小，表

使用者挥杆弧度较小，以手臂下杆的情形居多，缺乏

下杆后送杆跟随期(follow throw)的情形，容易影响高

尔夫球飞行的距离与方向。击球点到收杆终点之间的

曲线弧度若越大则表示重心的稳定度越差。在陈文雄、

石翔至(2009)的研究指出，低差点的受试者在下杆时，

压力重心(COP)由右脚转至目标脚左脚的速度较快力

量较大。可知低差点的受试者较会利用身体大肌肉群

作用的转动來带动手臂击球，也就是在下杆击球时先

转动上半身躯干，再带动臀部旋转，配合左右脚的重

心转移，进而转动躯干带动手臂击球的挥杆顺序。因

此，双脚对地面有较大的作用力量，能产生较快的挥

杆速度与击球力量。反之，高差点的受试者则较少利

用身体大肌肉群作用转动的力量。因此，双脚对地面

的反用力较小，所以可看出高差点受试者是利用较多

手臂的力量來做为击球动作。汤文慈(2009)的研究报

告结果指出，从上杆期到收杆前期，次优秀选手产生

较大的身体位移，在收杆后期则是优秀选手产生较多

的身体位移，推测是次优秀选手的身体稳定度不佳而

导致较多身体侧移，而在收杆后期则是优秀选手有较

佳的释放动作(release)，让收杆动作较长较完整。由上

述可知，Wii Fit 平衡板可以呈现高尔夫球挥杆时身体

重心的轨迹，进而评估使用者在挥杆时的重心移动情

形与挥杆动作的正确性。所以原点与起始点的距离越

小越好、起始点与上杆终点的距离越大越好、上杆终

点与收杆终点的距离越大越好，上杆终点到收杆终点

间的曲线弧度越大表示用户的重心前后摇晃越大，所

以此曲线弧度应越小越好。 

 
表二、初学者重心位移轨迹分析 

重心位移轨迹图 挥杆分析 

 

整体重心的左右重心转移红色曲线过

短，表示用户在击球时的上半身转动与

重心位移不足。整体的曲线左右摆幅过

小，为初学者没有善用上半身脊椎转动

的结果。 

 

整体重心偏在平衡板的后半部，曲线纠

结，重心不稳，左右摆幅过小，没有善

用上半身转动。起始点和上杆期难以辨

识，曲线过于杂乱，超出理想区域，重

心应更为向前并加强左右摆动。 

 

整体重心在起始时偏在平衡板右方，下

杆时重心轨迹的稳定度不佳，身体前后

晃动大，且击球后送杆期与收杆期的中

心转移不足。 

 

整体重心紊乱，没有善用上半身的转动

去挥杆，上杆期难以辨识，曲线过于曲

折，上杆的弧度应属较小，多数偏向以

手挥杆居多，且重心轨迹范围小与稳定

不佳。 

 

身体重心在挥杆时可说是毫无位移，挥

杆动作应属于以手挥杆居多，这也是大

都初学者易发生的现象。 

 

参、结果与讨论 

一、初学者与中、低差点之挥杆分析 

(一)身体重心位移轨迹 

Foston(1996) 、Faldo & Simmon(1997)的研究指

出，挥杆上杆(Backswing)时重心逐渐向右移动，到达

上杆顶点时约有 90%的身体重量在右脚上且应在于右

脚内侧，下杆(Downswing)时身体重心逐渐往左侧移

动，至击球时应略偏于左脚，随之因惯性所致重心将

逐渐往左脚移动至收杆完成。Kawashima(1998)指出部

份技术不纯熟者易发生在击球时重心位置仍置于右

脚，或是击球送杆后重心也依然置于右脚。本研究将

所有使用 Wii Fit Plus 软件后之挥杆分析回馈影像纪

录像进行分析，由研究人员先依上述之定义描述所有

影像曲线的优劣情形，然后再邀请具高尔夫运动教学

多年经验之专家与教练协助与指正，所分析之文字数

据是否正确或是偏差，并针对建议进行修正，表二展

示五位初学者以 Wii Fit 平衡板挥杆后所记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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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轨迹图，由表中数据观察可以发现，初学者在挥

杆时重心移动的范围很小且乱，以专业性的判断挥杆

动作应属以手转动挥杆为主，身体的转动以及挥杆弧

度较少且小。表三展示五位中、低差点球友以 Wii Fit

平衡板挥杆后所记录的重心位移轨迹图，由表中数据

观察可以发现，具有中、低差点实力的球友在挥杆时

重心移动的范围很大且稳定，懂得藉由重心的转移来

增加挥杆时身体的加速度，让击球更具力量与速度。

因此，由所搜集的图形数据来评估 Wii Fit 平衡板对于

高尔夫挥杆时重心位移轨迹是可行的，可以提供回馈

教练或球员了解挥杆时重心位置与移动的情形，让他

们可以适时的进行修正。 
 

表三、中、低差点重心位移轨迹分析 

重心位移轨迹图 挥杆分析 

 

整体重心移动的轨迹稳定，重心的位置

也维持在人体的正下方，左右位移位置

也适当，应属一个完美的挥杆与稳定的

重心。  

 

重心移转足够，可拥有一个不错的上杆

轨迹。上、下杆形成一直线与垂直黑线

平行，系属较佳的重心位移轨迹。下杆

期与收杆期曲线弧度较大，身体较易产

生有前后晃动的情形，重心不易稳定。

 

整体而言，身体重心稍微向前偏向脚

尖，易造成挥杆时身体的稳定度不佳，

但在身体重心左右转移方面有不错的

表现，应拥有一个不错的挥杆动作。  

 

起始点偏左重心放在左脚较多，但在上

杆时身体移转的重心轨迹很好，为上杆

终点偏向于右脚跟，易造成上杆太多，

身体上仰的动作。下杆时的重心轨迹稳

定与宽广，应具有不错的收杆动作。 

 

上杆期重心位移距离足够，为上杆时身

体稳定度不佳，亦或是上杆时间较长。

下杆时的重心轨迹稳定与宽广，曲线弧

度小具有稳定性，且重心位移充足拥有

较佳收杆动作。 

 

(二)重心与地面作用力曲线关系 

Wii Fit Plus 的高尔夫运动游戏可提供二张挥杆分

析画面，一是重心与地面作用力曲线画面；另一是身

体重心位移轨迹画面，让使用者可以了解挥杆时身体

重心的三轴关系。陈邦贤(2000)的研究结果指出，高

尔夫球挥击出的球无论好与坏，皆与重心转移、重量

分配与足底压力分布有密切的关系。许义章(2005)的

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击球位置会有不同的地面反作

用力型态，尤以反作用力峰值的大小、作用时间及冲

量的大小，其击球时右脚最大力量峰值为 0.22 倍的身

体重量；左脚最大力量峰值为 0.41 倍的身体重量。其

研究也发现，挥杆下杆时必须将重心移至左脚，产生

杆头加速至击球时，左脚由地面反作用力之力量及冲

量为最大。 

 
表四、初学者重心与地面作用力曲线关系 

重心与负重曲线图 挥杆分析 

 

由红色曲线分析，挥杆时身体对地

面的垂直分力较小，表示挥杆时在

击球点前身体重心未先移动至左

脚。 

 

红色曲线轨迹混乱，代表着挥杆时

身体重心上下起伏，将导致挥杆路

径不稳定。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差异不大，表

示身体重心对地面作用力较小，且

曲线波形不稳定代表着挥杆时身体

重心上下起伏，将导致挥杆路径不

稳定。 

 

红色曲线最低点出现较晚，代表身

体对地面的用力时间太慢，可能落

于杆头之后。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差异不大，表

示身体重心对地面作用力较小，且

曲线波形不稳定代表着挥杆时身体

重心上下起伏，将导致挥杆路径不

稳定。 

 

由表四、表五的图形可以发现，在挥杆的过程中，

中、低差点的球友对于下杆时的动作熟悉与身体重心

的控制施力都已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反观，初学者由

于刚开始接触高尔夫球运动，对于挥杆动作仍属摸索

阶段，于是在挥杆路径中身体重心的移动轨迹与负重

施力情形，就显的不稳定。与刘玉仁(2000)；刘玉仁、

邱宏达(2006)的研究结果相近。所以，若由 Wii Fit 系

统所提供的挥杆分析，大致上可以了解初学者在学习

高尔夫球挥杆过程中身体运动的情形，可以让初学者

明白与学习如何掌握挥杆时的重心转移。 
 

 

 

 
表五、中、低差点重心与地面作用力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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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与负重曲线图 挥杆分析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比例完美，曲

线轨迹运行稳定，最低点出现时间

也非常恰当，应属一完美的挥杆击

球动作。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比例完美，曲

线轨迹运行稳定，最低点出现时间

也非常恰当，应属一完美的挥杆击

球动作。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比例完美，曲

线轨迹运行稳定，唯最低点出现较

早，易造成杆头的击球过低，若能

改善施力点应属一完美的挥杆动

作。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比例完美，曲

线轨迹运行稳定，最低点出现时间

也非常恰当，应属一完美的挥杆击

球动作。 

 

红色曲线的高低波形比例完美，唯

最低点出现较早，易造成杆头的击

球过低，若能改善施力点将能提升

击球的效率。 

 

二、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之盲点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 Wii Fit Plus 高尔夫

游戏也有许多的盲点，使用者可以在习惯后，利用一

些特别的动作欺骗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让系统的

判断是属于完美挥杆的分析。因为 Wii Fit Plus 高尔夫

游戏是由平衡板上四个压力传感器所提供的数据进行

逻辑分析与内建数据库比对，所以仅能以数据来分析，

若一个完全不会打高尔夫球的人，经过几次在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练习，掌握了控制压力传感器的姿势，

就可以获得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给予完美挥杆的

评价，图六是我们展示如何欺骗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

戏，让挥杆变成完美。例如以打击棒球的方式、身体

动作晃动夸大或是仅以双手挥击都足以挥击出 250 码

的距离，挥杆的分析也会出现完美挥杆的评语。但其

实技挥杆的动作不正确的，甚至是在实际上打不中球

的动作。 

虽然研究中可以发现，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对

于高尔夫球挥杆重心学习会有帮助，但由于缺乏动作

姿势影像的辅助，将导致学习者无法了解自己在挥杆

时动作是否正确或完整。因此，若能以影像辅助加上

平衡板重心回馈，对于初学者的学习必定更容易精进。 

 

肆、结论与建议 
 

 
图六、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评估盲点与正确挥杆 

 

本研究以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所提供回馈的

仿真影像分析，对于 Wii Fit 平衡板所提供的压力感测

数据，是足够协助高尔夫球球友在学习挥杆时身体重

心转移的媒介，对于中、低差点或是选手级的球友也

可以提供回馈影像，协助修正挥杆时身体动作路径与

重心轨迹的比对。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是以简单平

价的科学器材，来进行于实验室才可以获得的信息，

让球友可以简易得到科学性的验证与回馈，是值得推

广给所有爱好高尔夫球运动的人。虽然由研究中确定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可以评估高尔夫球之挥杆动作

的优异，但毕竟 Wii Fit Plus 高尔夫游戏是属于电子互

动游戏软件，数据库所依循的效标是由设计者所归纳

分析提供的，而且目前也只可以提供平衡板上的压力

数据进行分析回馈，意提供依些错误的信息，若未来

能将平衡板与动作影像链接一起进行挥杆分析，而且

具备了平价、易懂、且操作简单又富趣味性的功能，

相信初学者对于学习高尔夫球的挫折感与放弃的动

机，就会大大的减低，应用于学校体育教学更可以增

添乐趣，提升同学的成就感，让同学可以更进一步的

喜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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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 2006, Nintendo presented an all new mode and interactive video game console and 
combined the console with the game software-Wii sports, which is designed with the concepts of 
sports. In 2007, Nintendo presented the Wii Fit system further. Wii Fit is originally developed from 
Wii console. In particular, Wii Fit is equipped with a balance plate which can detect pressure. There 
are four pressure detector equipped at the four corners on the plate for collecting the parameters to 
proceed interaction and simultaneous feedback between the sports games and the users. In the past, 
it required the expensive Force Plate in a laboratory or a prepared and proper environment to collect 
data for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kinesiology, for example, the track and displacing 
direction of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ree-dimensional actions or motion correction, so it was not easy 
to apply in actual interactive learning. As the result,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Wii Fit Plus system and 
balance plate as research tools to discuss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analyzing the motion of 
swing in golf with the Wii Fit system. Methods: We used both swing analysis graphs which are 
separately from 32 players who completed middle and low handicaps of Wii Fit golf and 41 golf 
beginners, also freshmen in university who took golf course.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data of 
pressure detection offered by the balance plate of Wii Fit is not only a media which help the golf 
players to understand the COG (center of gravity) shifting but also offers the medium, low 
handicaps and professional players the image feedback to help them adjust the contrast of the body 
movement with the track of COG when they are swing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ed image, a feedback from Wii Fit Plus golf game. Currently, Wii console 
just offer the data of pressure from the balance plate for users to proceed the feedback analysis. 
However, it might offer some wrong information easily. In the future, if the console can combine 
the balance plate and motion image with swing analysis together, offer a par price, and create some 
friendly and more interesting functions to help reduce the frustration of playing golf for the 
beginners. In addition, it will not only make the course more fun but help the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make them enjoy playing sports if those concepts can be applied on 
physical education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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