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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研究顯示，評定高爾夫球運動表現的方法，除了差點的高低之外，桿頭的速度也能反映選手運動表現，

而且桿頭速度與運動表現呈現正相關 (Fradkin et al., 2004; Fletcher et al., 2004)。高爾夫的揮桿動作中，軀幹的

旋轉影響甚大。上桿動作依賴軀幹旋轉儲存肌肉彈性位能，製造下桿時的軀幹旋轉速度。因此軀幹動作模式

也是影響桿頭速度的因子之一 (Myers et al., 2008)。自 1992 年開始，學者 McLean 提出 X 因子，用以描述橫

狀面上，上半身與骨盆的角度差。McLean 從職業選手的動作裡發現距離較遠的選手在上桿頂點時，其上半身

旋轉的角度與骨盆全轉角度差（X 因子）較一般選手大，因此認為這是重要能夠影響擊球距離的因素。本此

研究結果顯示，軀幹為了製造出較快的桿頭速度，較快的桿頭速度組在下桿、擊球瞬間以及送桿的時間點，

產生的 X 因子的數值顯著大於正常桿頭速度組。 

 

關鍵詞：X 因子、高爾夫揮桿 

 

 

壹、 緒論 

根據研究成果，高爾夫球的運動成績表現已可以

從量測桿頭速度的方式一窺究竟。學者  Fradkin, 

Sherman, and Finch (2004) 檢測 45 位程度分佈平均

高爾夫球員，發現高爾夫運動表現與桿頭速度呈現高

度正相關—運動表現越好的球員，桿頭速度越快。 

由於桿頭速度的製造仰賴揮桿動作，在探討揮桿

動作的文獻中，過去有不少學者以動力鏈的模式來描

述高爾夫的揮桿動作，並且強調由近端開始啟動的揮

桿順序，可以影響揮桿好壞。 (Anderson, Wright, & 

Stefanyshyn, 2006)。換言之，代表近端的「軀幹的運

動模式」影響著揮桿動作，進一步也影響著運動表現。 

McLean (1992) 在實驗中發現擊球距離較遠的

職業選手動作與一般選手有所差異。其中，在上桿到

達頂點時，McLean 觀察上半身旋轉的角度與骨盆旋

轉角度差，並將角度差命名為「X 因子」（如圖一）。

McLean 在實驗中發現擊球距離較遠的選手在上桿頂

點的期間，其 X 因子角度差較一般選手大。 

 

 

 

 

 

 

圖一、圖解Ｘ因子：橫狀面上，上半身的旋轉角度（α）與骨盆旋

轉角度（β）的角度差。 

陸續的研究發現，雖然 X 因子影響揮桿的動作，

但學者發現 X 因子參數在揮桿動作分期的時間點不

同，其數值有不同的意義  (Healy, Moran, Dickson, 

Hurley, Haahr, & Connor, 2009; Horan, Evans, Morris, 

& Kavanagh, 2010; Yontz, 2010)。此外，過去研究皆比

較優秀選手優秀選手及非優秀選手的差異，觀察的兩

族群的揮桿動作差異，可以瞭解較有效率的揮桿動

作，卻無法瞭解桿頭加速的程序以及原因。 

本實驗目的即觀察選手在接受並執行「增加桿頭

速度」指令時，測量軀幹 X 因子的角度變化，以瞭解

選手的因應執行指令的揮桿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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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實驗召募 10 位高爾夫球選手（差點≦10），半

年內無肌肉骨骼相關傷害。受試者使用平時慣用球桿

（7 號鐵桿）在人工草墊上架設塑膠球梯進行擊球試

驗。本實驗以 Vicon Motion Capture System (250 Hz) 

進行資料的收集，為配合揮桿動作和分析參數的需

求，本實驗使用反光球黏貼於特定的關節位置。另外

於球桿上黏貼 2 顆反光球（握把前緣與桿頸）以便定

義揮桿中的球桿位置，並且使用桿頸位置的反光球界

定部份的動作分期。 

  分析的參數為： X 因子。根據 Okuda et al (2010) 

的量測方式，定義上半身（左右肩峰連線）與骨盆（左

右前上髂棘連線）在橫狀面上的角度差（單位：

degree）。 

  受試者依照指令擊出兩種距離，一為最舒適練習

距離（正常桿頭速度組），一為盡全力擊出最遠距離（加

速桿頭速度組）。藉此口令要求受試者改變桿頭速度。

以 Auditor speed check (Golf Mechanix, US) 量測桿頭

速度是否有增加。 

  其揮桿的順序為隨機分派：以其中一種桿頭速度

連續 5 次揮桿試驗之後要求受試者改變桿頭速度，而

首次桿頭速度為隨機指派。受試者總共需以全揮桿姿

勢擊出 20 球，每次擊球間隔 1 分鐘。 

  全揮桿的動作時期為以下六個時間點（如表一）：

準備期、上桿期、上桿頂點 、下桿期 、擊球瞬間和

送桿期。 
表一、高爾夫的全揮桿動作分期定義表 

動作分期   分期定義 

準備 開始動作之前的 0.1 秒 

上桿 球桿頭在距離目標物最遠的位置 

上桿頂點 上桿後下桿之前，桿頭距離目標最近的位置 

下桿 上桿頂點後，左手腕在距離目標最遠的位置 

觸球瞬間 球桿觸球的瞬間 

送桿 桿頭在距離目標最近的位置 

資料來源：  Okuda et al., 2010,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9, 127-133. 

統計方法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不同的

桿頭速度下，X 因子在揮桿動作六個時期點的差異。

顯著水準訂為 α= .05。 

 

參、結果 

根據 Auditor speed check 量測兩組的桿頭速度，

正常桿頭速度組的桿頭速度為 35.86±2.59 (m/s)，加速

桿 頭 速 度 組 的 桿 頭 速 度 為  40.72±4.23 (m/s) ，

p<0.01 ，兩組的桿頭速度達顯著差異。比較兩組的 X

因子於揮桿期間的六個時間點的數值，結果如表二所

示： 
表二 、X 因子在 6 個動作分期的數值與統計結果 

動作分期 正常桿頭速度組(度) 
加速桿頭速度組

(度) 
p 

準備 1.57  ±2.63 1.21  ±2.63 0.185  

上桿 16.87  ±5.36 16.95 ±5.68 0.792  

上桿頂點 54.74  ±7.79 56.19  ±8.26 0.260  

下桿 54.25  ±11.57 57.22  ±10.76 0.007* 

觸球瞬間 36.51  ±6.75 39.86  ±5.75 0.003* 

送桿 0.17  ±5.13 3.15  ±8.06 0.036* 

*表示兩組 X 因子達顯著差異，顯著水準 α= .05；單位：度 

在下桿的時期，正常桿頭速度組的 X 因子(54.25 

±11.57°) 顯著小於加速桿頭速度組的 X 因子(57.22 

±10.76°)；在擊球瞬間，正常桿頭速度組的 X 因子

(36.51 ±6.75°) 顯著小於加速桿頭速度組的 X 因子

(39.86 ±5.75°)；在送桿的時間點，正常桿頭速度組的

X 因子(0.17 ±5.13°) 顯著小於加速桿頭速度組的 X 因

子(3.15 ±8.06°) 。 

 

肆、討論 

  本實驗結果與 Okuda et al (2010) 的研究結果有

些許對應之處。其研究比較技巧較好與較差的高爾夫

選手的 X 因子，發現在上桿頂點的時候，X 因子的差

異未達顯著。Myers, Lephart, Tsai, Sell, Smoliga, & 

Jolly (2008) 量測 100 位不同程度的高爾夫球選手，但

並沒有找到上桿頂點以及擊球瞬間的顯著差異。本實

驗於上桿頂點的測量結果：正常桿頭速度組：54.74 

±7.79°；加速桿頭速度組：56.19 ±8.26°，p=0.260，顯

示兩組無顯著差異。其結果與以上兩者實驗相符，X

因子在上桿頂點沒有差異。根據學者 Okuda (2010) 表

示，在上桿頂點的軀幹動作對於影響桿頭速度較低。 

  實驗結果發現下桿期間，兩組數據有顯著差異（正

常桿頭速度組：54.25 ±11.57°；加速桿頭速度組：

57.22 ±10.76°；p= 0.007）。擊球瞬間時，加速桿頭速

度組的 X 因子 (39.86 ±5.75°) 顯著大於正常桿頭速度

組(36.51 ±6.75°)。根據 Cheetham et al., (2001) 的實

驗—量測不同技巧等級的高爾夫球選手，結果發現，

在下桿瞬間的 X 因子較大，有助於擊球瞬間的桿

頭速度。此結果與本實驗結果符合。   總結以上，本次實驗結果印證，選手們在增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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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速度時，在上桿頂點的 X 因子沒有改變，反倒是下

桿瞬間（X 因子顯著增加）、擊球瞬間（X 因子顯著較

大）以及送桿（X 因子顯著較大）等時間點有顯著差

異。代表 X 因子變化模式可反應選手們在因應較遠距

離型態的揮桿時，表現出軀幹旋轉的模式。 

 

伍、結論 

  本篇的研究目的為瞭解高爾夫球選手為了要增加

桿頭速度，進而改變揮桿期間軀幹的旋轉模式。觀察

不同旋轉模式而造成的桿頭速度差異，測量 X 因子參

數。結果顯示，軀幹為了製造出較快的桿頭速度，在

下桿、擊球瞬間以及送桿的時間點，顯著較大的 X 因

子會出現在加速桿頭速度組。由此可知，在下桿、擊

球瞬間、送趕三個時間點，若上半身與骨盆之間的旋

轉角度差越大，可製造較大的桿頭速度。建議之後實

驗進一步瞭解不同桿頭速度下，揮桿期間的主要肌群

的作用差異，可更深入了解軀幹的旋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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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runk plays a vital role during the golf full swing,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body 

movements affect the golf sw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how golfers increase 

club head speed through trunk rotation. Trunk rotation patterns were captured by 3D motion capture 

system at 250 Hz.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factors of increasing club head speed, we compared 

two situations; swing at normal club head speed and at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via the trunk 

rotation angles at three dimensions through six temporary ev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club head speed and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To increase club head 

speed, golfers might optimiz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shoulder and pelvic in the early downswing. 

 

Keywords: X-Factor、Golf sw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