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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当高尔夫选手以不同杆头速度击球时其躯干旋转的变化情形，藉以讨论杆头速度与躯

干旋转模式之相对关系。方法：本实验共招募 10 名高尔夫选手为受试者，并分析每位选手挥杆之杆头速度

及躯干旋转参数。受试者参与挥杆实验分别以平日正常击球的杆头速度挥杆及以比平时挥杆更快的方式来挥

杆击球。三度空间坐标数据透过红外线摄影系统收集，并将三度空间坐标数据转换成躯干旋转参数 (上半身

旋转角度、骨盆旋转角度、上半身侧弯角度、骨盆侧弯角度、骨盆前倾角度与 X 因子) 来进行分析。以相依

样本 t 检定比较杆头速度正常、增加两种击球方式下躯干旋转参数的差异。结果：实验结果发现在杆头速度

改变的同时，躯干的旋转模式也为之调整：在增加挥杆击球时，骨盆在准备时有较大的前倾角度，在上杆时

有较大的上半身旋转角度及骨盆前倾角度，当到达上杆顶点处则有较大的骨盆侧弯角度，在下杆时有较小的

骨盆旋转角度及较大的 X 因子，在触球瞬间有较大的上半身旋转角度、较大骨盆旋转角度及较大的 X 因

子，最后在送杆的时候，出现较大的骨盆旋转角度与较大的 X 因子。结论：高尔夫选手为改变杆头挥击速

度，藉由调整躯干的旋转模式来达到目的，对于追求提升距离的球友或练习生而言，是值得参考的动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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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绪论  

挥杆技术为高尔夫运动之基础，其技术好坏往

往也会影响比赛的结果。选手必须自静止的姿态，

按着一连串精准且复杂的时序行使挥杆动作，制造

杆头瞬间的高速击球，击出后的球才能朝着理想的

距离与方向飞行 (Hume, Keogh, & Reid, 2005)。自

1948 年运动科学介入训练以来，藉由科学化的指导

方式，已大大地提升选手挥杆的技术并且增进运动

表现 (Farrally et al., 2003)。而挥杆技术的好坏，最

直接影响的即为挥杆时的杆头速度，而近年来的研

究说明杆头速度不仅影响了球的飞行距离、球的旋

转，也忠实的反映选手的运动表现  (Cole & 

Grimshaw, 2009; Kim, Chung, Park, & Shin, 2009)。

Fradkin, Sherman, 与 Finch (2004) 比较 45 位选手  

(差点 2-27；年龄 18-80 岁) 的挥杆动作，发现杆头

速度与运动表现呈现正相关，杆头速度较快的选

手，其运动表现较好。杆头速度因而受到大家重

视，并且探讨如何增加杆头速度及影响杆头速度的

机转。 

高尔夫的挥杆动作可简单的分为上杆、下杆与

收杆，学者 Chu, Timothy, 与 Lephart (2010) 声明，

影响杆头速度的关键运动学参数多发生在上杆顶点

至击球的下杆期间，换言之，即下杆期间产生的动

作能影响杆头速度甚巨。过去的文献指出高尔夫的

下杆为动力链系统，以躯干为近端、球杆头为远程  

(Sprigings, E., & Mackenzie, S., 2002; Anderson, B. C., 

Wright, I. C., & Stefanyshyn, D. J., 2006)。Anderson

等 (2006) 研究高尔夫下杆时的动力链系统，发现

动能的传递需身体的各肢段按顺序动作，方能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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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传递至末端肢段进而使杆头产生最佳速度。换言

之，若挥杆若非由躯干启动，其传递的能量将有所

耗减而影响杆头速度。过去有许多研究在探讨挥杆

与躯干动作的关系 (McLaughlin, P., & Best, R., 1994; 

Egret, C. I., Nicolle, B., Dujardin, F. H., Weber, J., & 

Chollet, D., 2006; Chu et al., 2010) ，X因子更被用来

评估躯干的旋转模式 (McTeigue, Lamb, Mottram, & 

Pirozzolo, 1994; Okuda, Gribble, & Armstrong, 2010; 

Healy et al., 2011)。Ｘ因子代表在横状面的上半身旋

转角 度 与 骨 盆 旋 转 的 角度 差 值  (torso-pelvic 

separation) ，McLean (1992) 研究挥杆动作中发现击

球较远的职业选手在上杆顶点，其Ｘ因子较一般选

手大，因而推测 X 因子在上杆顶点的数值会影响杆

头速度。然而，另有学者比较职业选手与一般球友

的挥杆动作时，发现职业选手在下杆期间，仍继续

增加Ｘ因子，使Ｘ因子的最大值产生于在上杆顶点

之后 (Cheetham, Martin, E.Mottram, & Laurent, 2001; 

Fletcher & Hartwell, 2004; Cole & Grimshaw, 2009; 

Okuda et al., 2010)。综观过去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挥

杆时，躯干旋转模式仍然存在着争议，而过去大部

份的研究都集中在探讨不同层级选手的比较，相对

地，没有研究在探讨相同选手执行不同杆头速度的

影响。因此，本研究目的为探讨选手执行不同杆头

速度时，其躯干旋转的模式；研究假设为当不同杆

头速度时，躯干旋转的模式会有差异。另外，本实

验为单纯考虑增加杆头速度的机转，未考虑击球时

的准确性。 

 

贰、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实验共招募 10 名高尔夫选手 (男性 7 名，女

性 3名) ，皆为右手挥杆者，且于半年内无神经、肌

肉及骨骼之伤害，基本数据如表一。 

 

表一、受试者基本数据表 

 
年龄 

(yrd) 

身高 

(cm) 

体重 

(kg) 

差点 

(handicap) 

平均值 16.9 169.4 70 4.5 

标准偏差 3.5 10.2 12.6 3.2 

*差点 (handicap)：代表高尔夫运动的成绩数值，计算方法为击出

的杆数扣掉标准杆数，差点越低表示成绩越好。 

 

二、研究器材： 

实验环境为室内模拟挥击 (如图一) ，受试者

站立于测力板上击球，架设于受试者左侧 2 公尺的

拦网 (面积为 1 平方公尺) 为击球目标，球须击中

击球目标方为成功试验。本实验采用 10 台红外线摄

影机 (250Hz) 环绕受试者摆放，以捕捉受试者的挥

杆动作，本实验的击球方向平行实验室 X 轴，受试

者的前后方向平行实验室 Y轴。 

图一、实验之环境设置 

本实验反光球黏贴位置如下：肩锁骨、肱骨外

上髁、手腕、第三掌骨头、右侧肩胛骨、前上髂

棘、荐骨、股骨外髁、股骨内髁、脚踝外髁、脚踝

内髁、第二跖骨头、跟骨 (图二) 与球杆 (球杆颈、

握把前缘) 。挥杆时，以 Auditor Speed Check (Golf 

Mechanix, US) 测速器测量杆头速度并提供受试者杆

头速度的实时数值，测速器置于球的正前方与球等

水平高度位置。杆头速度实时回馈不仅增加实验严

谨，也帮助受试者控制杆头速度。受试者使用自己

的惯用球杆 (7 号铁杆) 、惯用球、着高尔夫鞋参与

测试。  

 

 

 

 

 

 

 

 

图二、反光球黏贴位置 

 

三、实验步骤： 

受试者经实验说明后签写同意书、黏贴反光

球，热身直到受试者认为身体处在最佳状态后开始

试验。为有效要求受试者进行实验，于正式进行之

前实施「杆头速度测试」，针对每位受试者测试其

正常挥杆之杆头速度：受试者于实验环境中以全挥

杆姿势挥击 10 次，测试人员记录每次挥击之杆头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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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扣除极值之后的杆头速度平均值设定为该受试

者之正常杆头速度。往后的成功试验标准以此作为

判定的必要条件：当受试者执行「增加杆头速度」

的指令时，其杆头速度须高于正常杆头速度，方始

判定为成功试验，若受试者执行「增加杆头速度」

的挥击时，杆头速度低于试验标准，则判定为失

败。无提供误差范围，因此若受试者的杆头速度低

于标准，则会立即反应给受试者知道，要求其调

整。 

受试者须以全挥杆姿势击出 20 球，每次击球间

隔 1分钟。2种挥击速度的顺序为随机安排，受试者

分别以任一种杆头速度连续 5 次挥杆试验后变换杆

头速度，每次挥击时间相隔 1 分钟。受试者的球速

及球的飞行落点须符合规定，方判定为成功试验。

每种速度各取 5 次成功试验分析，若成功试验超过 5

笔则采计杆头速度较高者进行分析。 

 

四、数据处理： 

收集的数据自 Vicon Nexus 输出之后，以 

Matlab 7.0 软件计算各项运动学参数及辨认动作分

期。本实验参考 Okuda 等 (2010) 的全挥杆动作分

期，依据球杆头的位置、受试者左腕的位置与击球

目标确认为以下 6 个时间点  (如表二 ) ：准备 

(address) 、上杆 (backswing) 、上杆顶点 (top of the 

backswing) 、下杆  (downswing) 、触球瞬间  (ball 

impact) 、送杆 (follow through)。 

 

表二、全挥杆动作分期名称 

动作名称 动作定义 

准备 开始动作之前的 0.1 秒 

上杆 球杆头在距离击球目标最远的位置 

上杆顶点 上杆后下杆前,杆头在与击球目标最近的位置 

下杆 上杆顶点后,左手腕在与击球目标最远的位置 

触球瞬间 球杆触球的瞬间 

送杆 杆头在距离击球目标最近的位置 

 

本实验就三个运动平面观察挥杆时的躯干动

作，分别为：上半身旋转角度 (upper trunk rotation 

angle) 、骨盆旋转角度 (pelvic rotation angle) 、上

半身侧弯角度 (upper trunk side-bend angle) 、骨盆侧

弯角度  (pelvic side-bend angle) 、骨盆前倾角度 

(pelvic tilt angle) 与Ｘ因子 (X Factor) 。Ｘ因子定义

为上半身旋转角度与骨盆旋转角度的差值，表示上

半身与骨盆分离的程度 (Cheetham et al., 2001)。 

依变量的角度皆以正负值表示方向，与数值大

小无关。观察横状面，若受试者以顺时针旋转，则

「上半身旋转角度」、「骨盆旋转角度」与「X 因

子」角度皆以正值表示，反之逆时针旋转角度为负

值  (如图三) ；若受试者向右倾斜，则额状面的

「上半身侧弯角度」、「骨盆侧弯角度」以正值表

示 (如图四) ；若受试者骨盆向前倾斜，则计算出

矢状面的「骨盆前倾角度」为负值 (如图五) 。 

 

 

 

 

 

 

 

 

 

 

 

 

 

 

图三、上图左为上半身旋转角度，定义为肩峰联机于横状面的旋

转角度；上图右为骨盆旋转角度，定义为前上髂棘联机于横状面

的旋转角度；下图为Ｘ因子，定义为上半身旋转角度与骨盆旋转

角度之间的差值。 

图四、左图为上半身侧弯角度，定义为肩峰联机于额状面的旋转

角度；右图为骨盆侧弯角度，定义为前上髂棘联机于横状面的旋

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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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骨盆前倾角度为前上髂棘与荐骨的向量于矢状面上的旋转

角度。 

 

五、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2.0 统计软件包，以相

依样本 t 检定比较在不同杆头速度下的各项依变量

于 6个时间点的差异，显着水平 α值定为.05。 

 

参、结果与讨论 

首先，两种杆头速度经过统计考验后，结果显示

正常杆头速度挥击的杆头速度为  35.89±0.82 

(m/s) ，增加杆头速度的杆头速度为  40.71±1.35 

(m/s) ，p<0.01，两种杆头速度达显着差异。 

本实验中，旋转角度的平均值与标准偏差详列表

三。我们发现增加杆头速度组的上半身旋转角度于

上杆时间点产生显着差异，增加杆头速度组显着大

于正常杆头速度组。骨盆旋转角度则在下杆时、触

球瞬间及送杆时等三个动作时间点发现显着差异：

下杆时，增加杆头速度组显着小于正常杆速度组；

于触球瞬间，增加杆头速度组显着大于正常杆速度

组；送杆时，增加杆头速度组显着大于正常杆头速

度组。本实验结果部份与过去研究部份相符，根据

Okuda 等 (2010) 的研究，要求技巧等级不同的选手 

(技巧佳的选手差点为小于 5，技巧差的选手差点介

于 20~36) 进行全挥杆的挥击，以独立样本 t 考验比

较不同等级选手之间的差异，发现技巧佳的选手在

上杆时，上半身的旋转角度显着增加，而在下杆时

间点，骨盆会产生较大的水平面逆时针旋转角度，

使骨盆转回较接近准备时的位置。我们另外发现增

加杆头速度组，在触球瞬间与送杆时的骨盆旋转角

度有较大的顺时针旋转角度。表示增加杆头速度组

的骨盆在触球瞬间击送杆时的旋转动作，比正常杆

头速度组较面向击球目标。 

表三、横状面的上半身旋转角度与骨盆旋转角度平均值与标准偏

差 (n=10) 

   单位：度 

变项 动作分期 正常杆头速度 增加杆头速度 P 

上半身旋转

角度 

准备 -0.82 ±2.83 -0.58 ±3.33 0.47 

上杆 44.19 ±7.43 44.76 ±7.32 0.04* 

上杆顶点 96.64 ±10.46 98.56 ±11.94 0.24 

下杆 59.10 ±12.19 58.58 ±12.65 0.35 

触球瞬间 -9.62 ±7.11 -10.75 ±7.65 0.05 

送杆 -59.56 ±14.88 -60.82 ±16.26 0.52 

骨盆旋转角

度  

准备 -2.36 ±3.31 -1.71 ±3.21 0.09 

上杆 27.31 ±10.05 27.88 ±10.24 0.17 

上杆顶点 41.92 ±10.65 42.32 ±11.11 0.61 

下杆 4.82 ±6.97 1.44 ±5.79 0.00* 

触球瞬间 -46.14 ±11.15 -50.56 ±9.82 0.00* 

送杆 -59.78 ±14.94 -63.74 ±13.65 0.01* 

*P<0.05       

本实验的侧弯角度平均值与标准偏差列于表

四。骨盆侧弯角度在上杆顶点的时候，增加杆头速

度组显着大于正常组。显示选手在上杆顶点的瞬

间，其骨盆有较向左倾斜的动作。 

 

表四、额状面的上半身侧弯角度与骨盆侧弯角度平均值与标准偏

差 (n=10) 

   单位：度 

变项 动作分期 正常杆头速度 增加杆头速度 P 

上半身侧弯

角度 

准备 14.64  ±2.99 14.91  ±3.10 0.07  

上杆 -27.88  ±5.81 -28.23  ±5.46 0.27  

上杆顶点 -100.92  ±15.49 -103.90  ±17.50 0.19  

下杆 -47.68  ±16.52 -47.10  ±16.98 0.39  

触球瞬间 25.24  ±4.50 26.27  ±5.61 0.06  

送杆 67.75  ±9.12 70.78  ±7.93 0.12  

骨盆侧弯角

度 

准备 -0.94  ±2.37 -0.84  ±2.62 0.63  

上杆 -7.79  ±2.04 -8.04  ±2.30 0.20  

上杆顶点 -19.47  ±4.37 -21.50  ±6.18 0.04*  

下杆 -9.49  ±3.27 -9.12  ±3.84 0.26  

触球瞬间 11.18  ±4.60 12.49  ±5.81 0.13  

送杆 20.80  ±12.14 20.87  ±11.50 0.9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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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干在额状面的上半身侧弯角度于杆头加速之

后皆无显着改变。惟发现骨盆侧弯角度于上杆顶点

时，增加杆头速度组会显着大于正常杆头速度组。

表示选手在执行加速挥击时，骨盆侧弯角度会在上

杆顶点处产生顺时针偏移较多的角度，而上半身侧

弯角度则不因杆头速度的增加而产生改变。 

本实验结果发现增加杆头速度时的骨盆前倾角度

显着大于正常杆头速度的骨盆前倾角度；上杆时，

增加杆头速度组的骨盆前倾角度显着大于正常杆头

速度组的骨盆前倾角度，如表五。 

 

表五、矢状面的骨盆前倾角度平均值与标准偏差 (n=10) 
   单位：度 

变项 动作分期 正常杆头速度 增加杆头速度 P 

骨盆前倾角度  

准备 -25.53  ±7.74 -26.32  ±7.46 0.01*  

上杆 -25.57  ±8.86 -26.34  ±8.41 0.03*  

上杆顶点 -25.87  ±9.81 -26.60  ±9.78 0.23  

下杆 -19.75  ±8.07 -19.46  ±8.53 0.45  

触球瞬间 -8.25  ±8.15 -4.55  ±11.10 0.02*  

送杆 -11.78  ±37.25 -6.68  ±37.54 0.04*  

*P<0.05 
      

骨盆前倾角度在挥杆动作的准备、上杆、触球

瞬间与送杆皆产生显着差异：增加杆头速度组的骨

盆前倾角度显着大于正常杆头速度组的骨盆前倾角

度。表示选手在执行增加杆头速度指令时，骨盆以

更前倾的姿势准备击球，且上杆、触球瞬间与送杆

间，骨盆角度皆有较前倾的前倾角度。 

本实验最后检测不同杆头速度的 X 因子差异，

结果如表六所示。结果显示下杆时，增加杆头速度

组的 X 因子显着大于正常杆头速度组的 X 因子；击

球瞬间时，增加杆头速度组的 X 因子显着大于正常

杆头速度组的 X因子。 

 

表六、Ｘ因子平均值与标准偏差 (n=10) 
   单位：度 

变项 动作分期 正常杆头速度 增加杆头速度 P 

X因子 

准备 1.55  ±2.64 1.13  ±2.66 0.15  

上杆 16.88  ±5.35 16.88  ±5.72 0.99  

上杆顶点 54.73  ±7.79 56.25  ±8.26 0.23  

下杆 54.28  ±11.56 57.14  ±10.79 0.01*  

触球瞬间 36.51  ±6.74 39.82  ±5.85 0.00*  

送杆 0.23  ±5.22 2.92  ±8.29 0.06  

*P<0.05       

本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杆头速度的 X 因子于准

备、上杆、上杆顶点与送杆等四个时间点皆无产生

显着差异，此结果与先前研究相符  (Myers et al., 

2008; Okuda et al., 2010)。Myers等 (2008) 量测 100

位不同程度的高尔夫选手，发现上杆顶点以及击球

瞬间没有显着差异，而 Okuda 等 (2010) 比较技巧

较好与较差高尔夫选手的 X 因子，亦发现上杆顶点

时期的 X因子无显着差异。 

然而，本实验结果发现下杆时与触球瞬间时，

两组 X 因子产生显着差异。本实验在两组皆发现骨

盆领导下杆的情形，然而增加杆头速度组在下杆

时，有较大的骨盆转动角度。在增加杆头速度组的

下杆时，选手有较大的Ｘ因子，表示下杆时骨盆与

上半身的转动角度差值增加。本实验结果与 Healy

等  (2009) 的结果相符，高球速的选手在下杆的瞬

间产生较大的Ｘ因子。过去研究提出「骨盆领导下

杆」(Leading with the hips) 的理论。说明骨盆于下

杆瞬间首先进行逆时针旋转，使躯干转动且引导上

肢挥动球杆，是为一有效的挥杆机转  (McTeigue, 

Lamb, Mottram, & Pirozzolo, 1994; Burden, Grimshaw, 

& Wallace, 1998; Cole & Grimshaw, 2009)。透过本实

验结果可更进一步得知，增加杆头速度时的下杆瞬

间，骨盆提早做出做逆时针方向转动，且其上半身

仍保持不动或者仍进行顺时针方向转动，使得 X 因

子在下杆的瞬间显着增加角度差，进而增加杆头速

度。下杆之后，选手的上半身进行逆时针的转动，

引导着球杆击球。根据 Cheetham 等 (2001) 的实

验，量测不同程度高尔夫选手之 X 因子数值，发现

技巧较佳的选手比技巧较差的选手于下杆瞬间有较

大的Ｘ因子并推测技巧佳的选手于下杆时，产生的

较大Ｘ因子有助于增加击球瞬间的杆头速度。而

Myers 等 (2008) 说明高尔夫杆头速度与躯干旋转模

式之间的关系：躯干和骨盆之间的旋转角度差值缓

慢增加，致使躯干附近的肌群被动的伸张、储存弹

性位能，过去学者推论该能量可导致杆头速度增加 

(Enoka, 1994; Cheetham, Martin, E.Mottram, & 

Laurent, 2001; Healy et al., 2011)。下杆时，躯干和骨

盆之间的旋转角度差值瞬间增至最大值，此举引发

躯干附近的肌群产生牵张缩短循环  (Stretch-

shortening cycle, SSC) 使其下杆时肌肉可产生较大

的能量。经本实验发现增加杆头速度组的 X 因子显

着大于正常杆头速度组，并与过去研究下杆时较大

的 X因子可增加杆头速度。 

另外，本实验结果发现触球瞬间，增加杆头速

度组的Ｘ因子显着较大。推测当增加杆头速度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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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下杆到触球瞬间时，其骨盆的旋转动作维持领

先上半身旋转动作。又，骨盆领先旋转的角度差值

是为影响杆头速度的因素之一：杆头速度越快，其

骨盆旋转角度领先上半身旋转角度的角度差值越

大。 

综上，根据本篇实验的结果，我们发现选手在

执行增加杆头速度时，躯干的转动模式产生差异。 

 

肆、结论与建议 

本篇的研究目的为了解高尔夫选手增加杆头速

度时，其挥杆期间躯干旋转模式的改变。根据本实

验结果，建议选手欲增加杆头速度，于准备时可将

骨盆前倾角度增加，并且于下杆时增加骨盆转动的

速度与角度与 X 因子角度，有助于杆头速度的增

加。往后实验可进一步了解不同杆头速度下，挥杆

期间的主要肌群的作用差异，可更深入了解杆头速

度增加时躯干扮演的角色，可提供教练与选手于训

练时更清楚有效率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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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lf swing motion and trunk rotation 

patterns while swing at different club head speed. Methods: Ten golfers (age: 16.9 ± 3.5 years, 

handicap: 4.5 ± 3.17) were recruited to join this experiment and asked to swing at two club head 

speeds: normal and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The club head speed was recorded by Auditor 

Speed Check device. Trunk rotation patterns (upper trunk rotation angle, pelvic rotation angle, 

upper trunk side-bend angle, pelvic side-bend angle, pelvic tilt angle, and X Factor) were collected 

by 3D Vicon Motion Capture System (250Hz). A paried t test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runk rotation patterns between normal and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Significant 

level was set at 0.05. Results: Sever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normal and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Since the address phase, swung at the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a 

significant greater pelvic tilt angle was found. When swung at the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a 

greater upper trunk rotation angle and pelvic tilt angle at following backswing phase were 

demonstrated. In addition, during downswing phase, a significant smaller pelvic rotation angle and 

a larger X Factor were found with the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swung also illustrated greater upper trunk rotation angle, greater pelvic rotation angle, and greater X 

Factor at the ball impact phase. Ultimately, swung at the accelerated club head speed had greater 

pelvic rotation angle and X Factor than normal club head speed swing at the follow through phase. 

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golfer would change their trunk rotation pattern to accelerate club 

head speed. For coaches and golfers, adjusting the correct trunk rotation patterns would be a method 

to increase the ideal club head speeds. 

 

Key words: trunk rotation angle, trunk side-bend angle, trunk tilt angle, x-factor, swing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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