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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探討高爾夫球推桿距離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儀器以高爾夫推桿測試系統進行檢測，以三種不同

桿頭速度在二種不同人工草皮擊球，量測推桿距離。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2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及並

計算 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值，探討不同型式的球桿在不同種類人工草皮上擊球，對推桿距離的影響。

結果顯示：於三種不同的變項（球桿-推桿速度-果嶺速度）下，皆會造成推桿球體距離不同，不同球桿在不同

果嶺速度的表現有所差異。本研究所得結果及研究方法，可作為高爾夫推桿開發和推桿動作修正之重要參考。 

  

關鍵字: 人工草皮、桿頭速度 

 

 

壹、 緒論 

高爾夫運動早在 15 世紀中已在蘇格蘭盛行，經過

50 年後的今天，已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

參與者不管男女老少，更遍及各個年齡層。楊忠和[1].

指出，高爾夫運動風行全世界，被公認為最健康也最

適合任何年齡與社會階層的戶外綠地運動，同時為世

界各國正式運動競技項目。高爾夫不僅是世界上最受

歡迎的戶外休閒活動之一，更是一項相當具有挑戰性

的球類競技運動，數以千萬計、不分男女老幼的參與

者，皆為之所深深吸引[7].。而高爾夫運動受歡迎的原

因，無非是這項運動較不易受身體在生理方面的限

制，故受到大眾的熱愛。Pelz[8].的研究指出，在高爾

夫運 動 中總 桿數 約 有四 成必 頇 由推 桿來 完 成。

Leadbetter[6].也在研究中提到，推桿是降低桿數的「關

鍵因素」，可決定一場球賽的好與壞，尤其當狀況不

佳的同時，更可擊出滿意的成績。所以在每次的推桿

裡，球滾動的方向必頇精確外，在推桿的力量和球滾

動的速度方面，縱然多一分或是少一分，都會造成失

誤 ， 有 句 名 言 ：「 Drive for show but putting for 

money」，這句話在高爾夫球運動中已眾所皆知。

Beasley, Lemons, and Stanczak [9]則更進一步指出，推

桿技術是高爾夫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好的推桿

可以使球友救平一個標準桿或製造一個博蒂（低於標

準桿一桿進洞）及老鷹（低於標準桿二桿進洞）等，

更說明了推桿的重要性。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應用高爾夫球自製推桿測試

系統，探討不同型式的球桿在不同人工草皮上擊球，

對推桿距離的影響，並作為高爾夫推桿開發和推桿動

作修正之重要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取同一廠牌 Odyssey 三種不同類型球桿，

分別為：前趾與後跟型、槌頭型及刀葉型球桿，以

WHITE HOT XG #1、WHITE STEEL 2 ball 和 WHITE 

HOT XG #9 三種不同型號型式高爾夫推桿進行測

試，桿面角度皆為 3 度，規格以三種不同推桿速度

（V1、V2、V3，速度值與在二種不同人工草皮(高速草

皮：果嶺速度：9 英尺 4 英寸；低速草皮：7 英尺 7

英寸)，草皮皆長 7 公尺、寬 1 公尺，搭配測試球型號

Nike-PD Long 雙層高爾夫球（重 45.5 公克）透過 GPTS

進行測試，在甜蜜區位置進行三種不同桿頭擊球，每

一種型式的推桿各擊 10 球，共採樣 180 次(10 次×3 種

型式推桿×3 種速度×2 種草皮種類=180 次)，測量所擊

出球體滾動的距離，將球滾動距離計算其變異係數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以 SPSS for Window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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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統計分析，探討不同型式的球桿以不同速度在不

同種類人工草皮上擊球，對推桿距離的影響。 

圖一、推桿測試系統 

表二、球桿型號 

表二、桿頭速度 

球桿 品名 桿頭照片 

P1 

WHITE HOT＃1 

 
P2 

WHITE STEEL 2 ball 

      
P3 

WHITE HOT XG #9 

   

   桿頭速度 

 

描述統計 
V1 V2 V3 

平均值 m/s 0.76 1.36 1.67 

標準差 0.01 0.01 0.01 

 

參、結果與討論 

透過自行研發的高爾夫球桿測試平台，可以控制

球桿在不同速度下，以不同型號的球桿進行推桿，以

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進行統計分

析，CV 值越小，表示穩定度越高。 

以 CV 值公式(標準差/平均數)可得知每隻球桿在

兩種不同草皮之穩定度，以下整理出三項圖表，分別

為:球桿不同揮桿速度在兩種草皮 CV 值 

比較(如表三)、三支不同球桿以不同推桿速度在高速

草皮之表現(如圖二)與三支不同球桿以不同推桿速度

在低速草皮表現圖(如圖三)，P1 為趾跟型、P2 為刀葉

型、P3 為槌頭型。 

 

 

表三、不同球桿揮桿速度在兩種草皮 CV 值比較 

圖 

 
高速草皮 低速草皮 

P1 P2 P3 P1 P2 P3 

V1CV 0.91 1.86 1.18 2.01 2.36 1.63 

V2 CV 1.55 1.37 0.79 1.96 2.06 1.15 

V3 CV 1.12 0.90 0.85 1.51 1.36 0.97 

平均 1.19 1.38 0.94 1.83 1.93 1.25 

(單位:%) 

圖二、三支不同球桿以不同推桿速度在高速草皮      

表現圖 

圖三、三支不同球桿以不同推桿速度在低速草皮表現圖 

由表二可以得到三支球桿在不同速度與不同草皮

的表現皆有所差別，以測試平台來測試推桿的影響因

素得到三隻球桿的 CV 值皆小於 2.4%，由於草皮上面

並非平滑表面，球體受到撞擊後，因為草紋的凹击不

平以及球體的旋轉與滑動，使得球的落點會有所差異。 

在高速草皮中，V1 的情境下以 P1 表現最佳；而

V2 為 P3 表現較佳；V3 是 P2 表現較好。在低速草皮中，

三種推桿速度都是 P3 的 CV 值最低，也表示 P3 在低速

草皮的表現較為穩定，但是在高速草皮下，每支球桿

的推桿穩定度皆有所不同，代表不同的情境下，各個

球桿都有不同的特性。以本研究測試的三支不同球

桿，在三種不同推桿速度與兩種不同草皮的整體平均

值是以 P3 較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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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得 CV 值顯示，每支球桿在兩種草皮上

皆具良好的穩定性，因此在不同草皮皆有不同適合球

桿，而槌頭型在兩種不同草皮下皆為最穩定，選手可

參考各球桿的特性，選擇較適合的球桿。未來的研究

可對球桿擊球後，球體滾動與滑動的距離作更深入探

討，相信更能了解高爾夫球整個推桿過程球體移動之

力學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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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lf putter distance. The 

involving variables included golf putter: club type, head-speed and artificial turf species. The test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golf putter testing system. The tests were conducted with three different 

head-speeds on two different artificial turfs. Moreover, the tests sampled 180 times to measure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of ball rolling distanc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SPSS for Windows 12 

was used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ith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club type and turf and dependent 

variable of ball rolling distance,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lub types of putters on 

the putter dista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artificial turf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utters have good 

stability in terms of golf putter distance. The finding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in golf putter development and putting action correction. 

 

Keyword: artificial turf, head-sp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