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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球鞋底分別裝設 11 顆及 7 顆同款鞋釘及無安裝鞋釘之三款高爾夫球鞋於揮桿時前腳鞋底摩擦係數進

行比較，進而初步了解鞋釘對於高爾夫球鞋摩擦係數的影響。以 1 名男性高爾夫球友為受試者，實驗時受試

者需分別穿著上述三雙球鞋使用七號鐵桿進行揮桿擊球，動作過程中則使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六部 M2

攝影機，取樣頻率 500Hz；1 塊 AMTI 測力板，取樣頻率 1000Hz）針對受試者的揮桿動作進行分期並擷取對

地作用力數值。EXCEL 套裝軟體則用來進行摩擦係數的計算。結果顯示穿著 11 顆鞋釘球鞋進行揮桿在摩擦

係數的表現上有較佳的趨勢，7 顆鞋釘球鞋次之，無鞋釘球鞋則較差。 

 

關鍵詞：鞋釘、摩擦係數 

 
 

壹、緣由與目的 

  高爾夫運動揮桿的穩定度，需要由穩定的下盤來

開始建立。舒適而穩定感強的球鞋有助於足部穩定性

增加，進而能增快揮桿速度。高爾夫鞋底的材質、結

構都有別於其他球鞋，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穩定”作

用，特別是鞋底的鞋釘更是確保選手站得穩，有助於

在不平坦的地形或濕滑的草地上行走或擊球。 

  以生物力學的角度來看，摩擦力是增加鞋底穩定

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分析鞋子在運動過程中的摩擦係

數則是評估鞋子是否可增加穿鞋者在運動過程中”穩

定”表現的方式之一(周中明，2001；Worsfold, Smith,& 

Dyson, 2007)。 

  由上述討論可知，高爾夫球鞋鞋釘為增加擊球者

在揮桿時足部穩定的配備。基於如此，本研究嘗試以

一位高爾夫球愛好者為受試者，針對其穿著有 11 顆 8

爪鞋釘、有 7 顆 8 爪鞋釘和無裝設鞋釘的高爾夫球鞋

進行揮桿時，前腳鞋底摩擦係數進行比較，進而初步

了解鞋釘對於高爾夫球鞋摩擦係數的影響。 

 

貳、材料與方法 

(一) 受試者 

以一位球齡 10 年之男性高爾夫球友為受試者，該

受試者目前持續保持每周固定練球的習慣且在近半年

內並無相關運動傷害。 

 (二)高爾夫球鞋 

本次測試之球鞋底分別為市售裝設 11 顆(如圖一

A)及 7 顆(如圖一 B)同款鞋釘及無安裝鞋釘(如圖一 C)

之三款高爾夫球鞋。 

 

 

 

 

 

 

 

圖一、測試用之三雙球鞋 

(三) 實驗器材 

使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含六部 M2 攝影機，

取樣頻率 500Hz 及其所配備的 1 塊 AMTI 測力板，取

樣頻率定為 1000Hz）來擷取本研究所需要的相關數據

（如圖 2，測力板位於受試者腳採人工草皮之白色方

框下方，人工草皮已緊密黏貼於地板和測力板上）。測

力板的三個軸向分別定義為垂直方向、桿頭前後移動

方向、擊球者前後方向。 

 

 

 

 

 

 

 

 

 

圖二、本研究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和測力板座標系的定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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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光球黏貼 

  反光球黏貼於測試用七號鐵桿的握把末端、桿身

中段和桿頭等位置上，所得之桿身影像則用以判斷受

試者揮桿的上桿階段(起桿至上桿頂點)以及下桿階段

(上桿頂點經過擊球點、送桿遠點至收桿完成)。 

(四)實驗測試流程 

受試者於實驗開始前先進行熱身運動後開始測

試，分為三個階段依序進行測試。此三階段依序為穿

無鞋釘球鞋進行測試、穿著 7 顆 8 爪鞋釘球鞋進行測

試和穿著 11 顆 8 爪鞋釘球鞋進行測試。 

每階段測試均以七號鐵桿進行 5 次揮桿擊球，且

於揮擊同時利用 VICON 動作分析系統進行相關資料

之擷取；每階段間均休息 10 分鐘。 

(五)資料分析 

參考周中明(2001)和 Worsfold 等人(2007)的方

式，分別將測力板在擊球者揮桿時所量測的桿頭前後

移動方向和擊球者前後方向的力量絕對值除以垂直方

向力量絕對值，進而求得這兩個方向的摩擦係數表現。 

以上述方式分析受試者分別穿著無鞋釘球球

鞋、7 顆 8 爪鞋釘球鞋和 11 顆 8 爪鞋釘球鞋進行 5 次

揮桿的摩擦係數曲線並分別求取曲線於上、下桿階段

最大摩擦係數值，最後以 EXCEL 軟體分別計算穿著

不同鞋子進行 5 次揮桿時，於上、下桿階段最大摩擦

係數值的平均值。關於摩擦係數曲線和相關數據資料

請見結果與討論。 

 

參、結果與討論 

 (一) 桿頭移動方向力量曲線、擊球者前後方向力量

曲線、垂直力量曲線和摩擦係數曲線之說明 

圖三、桿頭移動方向力量及垂直方向兩力量的絕對值曲線圖   

圖四、桿頭移動方向摩擦係數曲線圖 

圖五、擊球者身體前後方向力量及垂直方向兩力量的絕對值曲線圖   

圖六、擊球者身體前後方向摩擦係數曲線圖 

  由圖三和圖四可知，桿頭移動方向摩擦係數曲線

第一峰值會出現在開始上桿和上桿桿頭至最高點之

間，產生此峰值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桿頭移動方向力量

在此階段也會產生一力量峰值所致，至於桿頭移動方

向摩擦係數曲線第二峰值則出現在擊球點附近。而由

這兩峰值出現的時機可知，在開始上桿和上桿桿頭至

最高點階段還有接近擊球點時間附近，擊球者足部勢

必有較大且沿著桿頭移動方向的動作，如此才會導致

這兩個摩擦係數曲線峰值的產生。 

解釋圖五和圖六結果的機轉則與解釋圖三和圖

四結果的機轉類似，在開始上桿和上桿桿頭至最高點

階段還有接近擊球點時間附近，擊球者足部勢必有較

大且沿著擊球者身體前後方向的動作，如此才會導致

這兩個摩擦係數曲線峰值的產生。 

(二) 三雙測試球鞋於不同方向摩擦係數曲線峰

值之比較 

表一、三雙測試球鞋於桿頭前後方向之摩擦係數曲線峰值 

第一峰值 第二峰值 

11 顆 

鞋釘 

球鞋 

7 顆 

鞋釘 

球鞋 

無 

鞋釘 

球鞋 

11 顆 

鞋釘 

球鞋 

7 顆 

鞋釘 

球鞋 

無 

鞋釘 

球鞋 

0.21 0.18 0.18 0.21 0.22 0.19 

表二、三雙測試球鞋於擊球者身體前後方向之摩擦係數曲線峰值 

第一峰值 第二峰值 

11 顆 

鞋釘 

球鞋 

7 顆 

鞋釘 

球鞋 

無 

鞋釘 

球鞋 

11 顆 

鞋釘 

球鞋 

7 顆 

鞋釘 

球鞋 

無 

鞋釘 

球鞋 

0.12 0.11 0.11 0.13 0.1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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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一可知三雙測試球鞋於桿頭前後方向之摩擦

係數曲線第一峰值以 11 顆鞋釘球鞋最大，7 顆鞋釘球

鞋與無鞋釘球鞋則無差異。在第二峰值部份，11 顆鞋

釘球鞋和 7 顆鞋釘球鞋兩者數值接近，無鞋釘球鞋之

數值則為最小。 

由表二可知三雙測試球鞋於擊球者前後方向之摩

擦係數曲線第一峰值以 11 顆鞋釘球鞋最大，7 顆鞋釘

球鞋與無鞋釘球鞋則無差異。在第二峰值部份，11 顆

鞋釘球鞋和 7 顆鞋釘球鞋兩者數值接近，無鞋釘球鞋

之數值則為最小。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穿著 11 顆鞋釘球鞋進行揮桿

在摩擦係數的表現上有較佳的趨勢，7 顆鞋釘球鞋次

之，無鞋釘球鞋則較差。 

 

陸、結論與建議 

(一) 穿著 11 顆鞋釘球鞋進行揮桿在摩擦係數的表現

上有較佳的趨勢，7 顆鞋釘球鞋次之，無鞋釘球鞋則

較差。 

 

 

 

 

 

 

 

 

 

 

 

 

 

 

 

 

 

 

 

 

 

 

 

 

 

 

 

(二) 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受試者人數和增加不

同類型的受試者，另外也可以針對擊球者後腳的摩擦

係數進行分析，進而讓研究成果更具代表性與參考的

價值。 

 

柒、參考文獻 

周中明(2001)。不同慢跑鞋鞋底紋路在乾濕場地之摩

擦力分析。未發表碩士論文，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台北市。 

Worsfold, W., Smith, N. A., & Dyson, R. J. (2007)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Medicine, 6, 

484-489. 

. 



楊庭禎 劉于詮 蘇宣輔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146-149 

 

149 

 

*Corresponding author. Yu-Chuan Liu. Department of Athletic Sport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ycl@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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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ree golf shoes with 11 spikes, 7 spikes and no spike were used to compare front foot 
sole’s coefficients of friction (COF) when the subject wearing them. All the spikes on these shoes 
are the same types. Then, how the spike to effect the COF of golf shoe could be comprehended. One 
male golf recreational player was recruited as subject. In experiment, the subject should wear these 
three shoes and using 7 iron to swing respectively. When the subject was acting swing, VICON 
motion analysis system (six M2 cameras, sampling rate: 500 Hz; one AMTI force plate, sampling 
rate: 1000 Hz) was used to divide its swing motion into several phases and gather values of force 
acting to the ground. EXCEL software was used to compute COF. Result showed the performance 
of COF was better when wearing golf shoe with 11 spikes to sw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F was 
normal  
 
Keywords: Golf spikes,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