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第 16 卷第 1 期，10-16 頁 (2019 年 03 月) 

10 

 

 

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下肢動力學之差異比較 
 

1陳家宏、2詹智能、3宋定衡、1湯文慈* 

1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2長庚大學、3國立體育大學球類系 

投稿日期：2019 年 01 月；通過日期：2019 年 03 月 

 

摘要 

目的：本研究欲探討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擊球時下肢動力學和桿頭速度差異。方法：14 位男性

兒童與 14 位的男性青少年，共 28 位，並分成兒童組與青少年組兩組。利用測力板與揮桿表現檢測

工具與儀器進行量測。以獨立樣本 t-test 比較兒童組與青少年組桿頭速度、左右腳地面垂直反作用力

之差異。結果：青少年組桿頭速度較兒童組快且達顯著差異。在地面垂直反作用力部分，上桿期右腳 

(後腳) 與下桿加速期左腳 (前腳) 都是兒童組的垂直地面反作用力大於青少年組，其他期別皆無顯

著差異。結論：在桿頭速度，兒童組桿頭速度接近於中老年組，青少年接近於非優秀 (中差點) 選手，

這可提供教練在訓練上，對於桿頭速度給予適當的要求，避免兒童與青少年選手過於追求與成人優

秀選手相同的桿頭速度而受傷。在地面垂直反作用力，兒童組因為身體發育趨於緩慢，技術動作會較

穩定，教練反而可以要求在重心轉移能力可以接近成人優秀成人選手。青少年組因為身高快速發展，

肌肉骨骼並未跟上身高的速度，在重心轉移能力要求，可以讓他們接近於非優秀成人選手，才是適合

他們這個階段的技術動作。 

 

關鍵詞：桿頭速度、地面垂直反作用力、重心轉移 

 

壹、緒論

一、問題背景 

    當 今 男 子 職 業 高 爾 夫  (Professional Golf 

Association, PGA) 的近幾位世界第一 Rory McILroy、

Jordan Spieth、Tiger Woods 都是在兒童與青少年時期

就開始從事這項運動 (Biography.com)。不只如此，許

多優秀的高爾夫選手都是在兒童與青少年時期就參與

這項運動 (PGA, 2012)，代表這項競技運動的從事年

齡越來越小，運動技術的要求在兒童與青少年階段就

需要高度重視。Hume、Keogh 與 Reid (2005) 與 Smith 

(2010) 研究說明了一些優秀高爾夫選手的揮桿技術

與表現特徵並不適用於所有人，因為不同族群的生理

條件有所不同。所以應該了解不同高爾夫族群的身體

特徵與能力來去預測可能會有的高爾夫技術，進而去

改善高爾夫表現與減少傷害。因此，了解兒童與青少

年高爾夫選手的揮桿技術對於高爾夫表現的關係，就

顯得格外重要。 

    Malina 與 Bouchard (2004) 與 張鳳儀 (2002) 研

究指出兒童與青少年族群並不是縮小版的成人。他們

在身高體重與肌肉骨骼之間是呈現不均勻的成長模式，

所以會有不同的協調、力量柔軟度與平衡能力等。在

身高體重相較於成人成長幅度很大，由於各部位成長

的速度不同，以至於身體的比例較成人不協調。肌肉

骨骼的組成不同與成人，骨骼相較於成人硬度較差，

彈性佳，易變型。因為發育順序的不同，造成四肢較

身體軀幹骨骼發育快速。肌肉相較於成人細嫩，收縮

能力較弱，耐力差，易疲勞。身體各部分肌肉的發育

不平衡，軀幹肌肉的發育先於四肢。由於發育的不完

全，導致兒童與青少年族群的肌力與爆發力相較於成

人差。因為身體各肢段發展不均衡，所以兒童與青少

年族群在平衡能力可能較成人差，協調能力較成人不

同。但是柔軟度因為骨骼的發展在關節活動度較大，

所以普遍比成人佳。由此可知兒童與青少年族群的身

體特徵能力與成人是有所不同，因為這樣的不同，對

於揮桿動作技術與表現上的特徵會與成人有所差異。 

在不同運動項目中，也針對不同年齡層動作技術與表

現上的差異進行探討。Fleisig、Barrentine、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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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milla與Andrews (1999) 研究不同年齡層 (兒童後

期與青少年初期合為年輕組、青少年中後期為中學組、

大學組與職業選手組共四組) 的棒球投手投球動作之

運動學與動力學分析，發現不同年齡在投球的運動學

特徵有異同之處，年輕組與中學組之間大多數的特徵

是相似的，只有在球速是中學組快於年輕組，但有趣

的是最大上軀幹角速度卻是年輕組大於中學組。由此

可知，這也說明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可能也會

因為身體發展上的不同，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特性的動

作。 

    而在許多高爾夫研究指出良好揮桿技術就是能透

過身體與球桿配合，將揮桿所有的能量轉移到球上，

來產生最大的桿頭速度與擊球距離  (Pataky, 2015; 

Farrally et al., 2003; Hume, Keogh, & Reid, 2005; 

Hellstrom, 2009)。近十幾年來的高爾夫研究對於高爾

夫表現都有不少的研究，而大多數的研究都是用桿頭

速度來做為高爾夫表現的重要指標，層級越高的選手

桿頭速度越快，而良好的下肢動力運用 (重心轉移) 

能產生更大的桿頭速度 (Hume, Keogh, & Reid, 2005; 

Hellstrom, 2009; Smith, 2010)。而揮桿過程中重心轉移

關鍵的元素，在準備期身體重量要 50~60%在於後腳，

揮桿過程中在上桿期要將重心轉移到後腳，然後在下

桿期要將重心轉移到前腳  (Hume, Keogh, & Reid, 

2005; Koenig, Tamres, & Mann, 1993; Hellstrom, 2009)。 

    綜合以上論點，可以了解桿頭速度為高爾夫表現

重要的指標，產生更快的桿頭速度，需要有良好的重

心轉移，代表揮桿不同時期有該有的雙腳地面反作用

力特徵。在成人優秀與非優秀選手的已有不少文獻探

討。而兒童與青少年族群，在其他運動項目 (棒球等) 

的文獻有研究發現，同樣為各年齡層的優秀選手，因

為身體特徵與能力的差異，不同族群的揮桿技術與表

現會有所不同，在高爾夫球，兒童與青少年族群應該

在揮桿技術與表現也會發展出各自的特徵。同樣為優

秀的選手，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在生長階段下肢

特性與優秀成人選手有所不同，是否會發展出屬於自

己的揮桿重心轉移，目前還未有文獻做探討。希望透

過本研究可以了解兒童與青少年階段的高爾夫選手，

下肢動力學之間的差異，提供兒童與青少年選手教練

教學與訓練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欲探討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之間

下肢動力學和桿頭速度差異，具體目的為： 

(一) 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組桿頭速度差異。 

(二) 兒童與青少年高爾夫選手之間在不同時期左、

右腳地面反作用力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受試者對象為14位男性兒童與14位的男

性青少年，共28位，並分成兒童組與青少年組兩組，

兒童組平均年齡9.9 ± 1.5歲，平均身高144.5 ± 8.6cm、

體重41.9 ± 8.4kg、球齡2.8 ± 1.1年，差點12.2 ± 5.0。青

少年組平均年齡14.1 ± 0.9歲，平均身高170.3 ± 6.2cm、

體重62.4 ± 10.0kg、球齡4.1 ± 1.4年，差點9.8 ± 2.2。本

研究實驗開始前，請參與者親自填寫之基本資料調查

表收集實驗參與者之年齡、身高、體重、球齡、比賽

最佳成績、差點等基本資料。兒童與青少年組選手每

周訓練次數為3~5次，技術層級皆有獲得全國賽事前

十名，其中兒童組有4位獲得全國冠軍與國際賽事前三

名，青少年組有5位獲得全國冠軍與國際賽事前三名。 

 

二、儀器與設備 

(一) Golf Achiever高爾夫表現測量儀 (Focaltron Corp., 

Sunnyvale, CA) 儀器連接筆記型電腦，儀器主體是使

用固態的半導體激光技術來捕捉高爾夫桿頭與球的資

料，透過G.A. Sim軟體收取資料，有桿頭速度、球速飛

行距離、出球角度等擊球表現數據，本研究收取資料

為桿頭速度數據，將資料匯出至Microsoft Excel軟體做

分析處理。 

( 二 ) 兩塊 AMTI 測力板  (Advanc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c) 擷取頻率為 1000Hz，並與Motion 

Analysis (Motion Analysis Corp., Santa Rosa, CA) 系統

同步進行資料蒐集，再將得到左右腳垂直地面反作用

力 (N) 的數據匯出後，進行標準化體重 (%bw) 後再

進一步分析處理。 

 

三、實驗設計及步驟 

    本研究實驗流程如圖四所示，詳細過程如下： 

(一) 實驗儀器校正：首先將動作分析系統 (Motion 

Analysis System) 做靜態與動態校正。 

(二) 填寫受試者同意書與受試者熱身：使本研究受

試者了解本實驗目的，並告知實驗過程中若有任何身

體不適可以立即中止實驗。讓受試者了解權力與義務

後，請受試者進行十分鐘的熱身與伸展。 

(三) 受試者穿一般服裝擊球：請受試者先進行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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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空揮桿練習後，開始使用Golf Achiever擊球表現儀

器做五顆一號木桿的實際擊球資料收集，並打向室內

高爾夫練習網，每次擊球結束後，會詢問受試者擊球

自我感覺 (使用5分量表) 並收取至少三次4分以上的

平均桿頭速度做為參考用。 

(四) 黏貼反光球與正式實驗：實驗拍攝前將受試者

球桿黏貼反光球，並採用4顆反光球。正式動作拍攝

前會讓受試者做5~10次的空揮桿練習，等受試者完

全準備就緒後則開始正式實驗。請受試者站於測力板

上做一號木桿的擊球，並收取五次受試者的自我感覺 

(5分量表) 4分以上的動作做為收取資料依據，完成動

作拍攝後會先將受試者球桿的反光球拆下，則完成所

有實驗過程。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分為 (一) 揮桿速度；(二) 左、

右腳地面反作用力；二部分進行說明。 

(一) 揮桿速度：以Microsoft Excel 軟體紀錄每次Golf 

Achiever軟體顯示之桿頭速度，並平均五次作為代表。 

(二) 左、右腳地面反作用力：透過Motion Analysis 系

統軟體Cortex6.2收集AMTI類比訊號，以Butterworth 

low pass filter進行修勻參考Winter (2005) 的殘差分析

選取截止頻率，輸出原始資料 (*.anb)，計算出各時期

左、右腳地面垂直反作用力平均值。動作分期如圖一

所示分為五個時期  (Farber, Smith, Kvitne, Mohr & 

Shin, 2009; Chu, 2010)，分別為1.上桿期：準備到上桿

頂點、2.下桿前期：上桿頂點到下桿球桿水平於地面、

3.下桿加速期：下桿球桿水平於地面到擊球瞬間、4.送

桿前期：擊球瞬間到送桿球桿水平於地面與5.送桿後

期：送桿球桿水平於地面到結束。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探討兒童組與青少年族群左、右腳垂直地

面反作用力與桿頭速度各參數之數值，使用SPSS 20.0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受試者基本資料、左、右腳

垂直地面反作用力與桿頭速度數值以平均數±標準差

之方式呈現，並根據研究目的，透過獨立樣本t-test比

較兒童組與青少年組桿頭速度和不同時期左、右腳地

面垂直反作用力各參數之差異，顯著水準訂為p < .05。 

 

参、結果 

    表一為兒童與青少年組桿頭速度參數之差異，兒

童組與青少年組桿頭速度達顯著差異 (p < .01)，青少

年組桿頭速度顯著大於兒童組。 

 

表1、兒童與青少年組桿頭速度參數之差異 (N=28) 

 

兒童組 

(N=14) 

青少年組 

(N=14) t值 p值 

桿頭速度

(mph) 70.76 ± 10.46 98.92 ± 4.64 -9.202 .000** 

**p < .01 

 

表2為兒童與青少年組左、右腳地面垂直反作用力

之差異，在左腳 (前腳) 部分，兒童組與青少年組下桿

加速期達顯著差異，在上桿期、下桿前期、送桿前期

與送桿後期皆無顯著差異。在右腳 (後腳) 部分，上桿

期達顯著差異，在下桿前期、下桿加速期、送桿前期

與送桿後期皆無顯著差異。 

 

 

 

 

 

 

 

 

 

 

 

 

 

 

上桿期 下桿前期 下桿加速期 送桿前期 送桿後期 

圖 1、高爾夫揮桿分期 

準備 上桿頂點 下桿水平 擊球 送桿水平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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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兒童與青少年組左、右腳地面垂直反作用力之差異 (力板)  

  兒童組 (N=14) 青少年組 (N=14) t值 p值 

左腳 (前腳) 地面垂直反作用力 (%bw) 

上桿期 39.20 ± 7.16 41.65 ± 5.29 -1.032 .312 

下桿前期 72.72 ± 16.35 75.88 ± 16.35 -0.514 .612 

下桿加速期 61.90 ± 36.80 44.18 ± 22.86 1.531 .140 

送桿前期 36.95 ± 26.97 30.39 ± 18.28 0.753 .458 

送桿後期 66.14 ± 16.10 60.79 ± 13.26 0.959 .346 

右腳 (後腳) 地面垂直反作用力 (%bw) 

上桿期 60.21 ± 7.60 57.99 ± 4.62 0.934 .361 

下桿前期 48.87 ± 9.33 49.01 ± 8.90 -0.040 .968 

下桿加速期 26.53 ± 15.70 50.20 ± 22.75 -3.204 .004* 

送桿前期 22.58 ± 11.19 42.43 ± 16.99 -3.650 .001* 

送桿後期 33.22 ± 14.72 37.54 ± 12.82 -0.828 .415 

*p < .05, **p < .01      

 

表3、兒童與青少年組左、右腳地面垂直反作用與過往文獻比較 

 層級 準備 上桿頂點 下桿水平 擊球 送桿水平 送桿結束 

兒童組  54 41 71 66 63 71 

青少年組  51 51 56 43 50 69 

Ball與Best (2007) 低差點 57 23 70 71 67  

Richard等人 (1985) 
低差點  28  96   

高差點  22  81   

Koenig等人 (1993) 低差點 55 35     

Wallace等人 (1990) 
低差點  27 68 82   

高差點  31 47 67   

註：數值百分比呈現方式0% = 左腳 (前腳)，100% = 右腳 (後腳) 

 

     

肆、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童與青少年組雖然都是在各

自年齡層中的優秀選手，但因為身材上差異，產生出

來的桿頭速度，青少年組顯著會高於兒童組。 

Read、Lloyd、Croix與Oliver (2013) 研究指出優秀

男子(低差點) 成人選手桿頭速度介於106.7 ± 6.7 mph。

Horan、Evans、Morris 與 Kavanagh (2010) 研究指出

優秀男子  ( 低差點 ) 成人選手桿頭速度介於

110.25±8.1 mph之間。Lephart、Smoliga、Myers、Sell

與Tsai (2007) 研究指出非優秀 (中差點) 男子成人選

手桿頭速度介於100.58 ± 8.55 mph。Sinclair、Currigan、

Fewtrell與Taylor (2014) 研究指出非優秀男女選手 

(中差點) 桿頭速度介於94.44 ± 10.61 mph之間。Jones 

(1999) 研究指出，中老年高爾夫球友桿頭速度介於

77.31 ± 12.46 mph。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組桿頭速度則

與Lephart、Smoliga、Myers、Sell與Tsai (2007) 研究非

優秀 (中差點) 選手桿頭速度相似 (98.92 ± 4.64 vs. 

100.58 ± 8.55)，兒童組則與Jones (1999) 研究中老年高

爾夫球友桿頭速度相似  (70.76 ± 10.46 vs.77.31 ± 

12.46)。代表即使是優秀兒童與青少年選手，但在桿頭

速度表現只在中老年高爾夫球友與非優秀 (中差點) 

選手的水準。 

    本研究發現，右腳 (後腳) 部分，兒童組在下桿加

速期與送桿前期地面垂直反作用力是顯著低於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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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過往文獻  (Wallace, Graham, & Bleakley, 1990; 

Koenig et al., 1993; Kawashima, Meshizuka, & Takeshita, 

1999; Ball & Best, 2007)，說明優秀選手 (低差點選手) 

在上桿期與下桿期過程的重心轉移顯著大於非優秀選

手 (高差點選手)。如表三所示，運用揮桿各期別數值

百分比，呈現左右腳重量分布方式，可得知上桿過程

中 (準備到上桿頂點)，兒童組 (準備54→上桿頂點41) 

與過往文獻優秀選手Ball與Best (2007) 57→23; Koenig

等人 (1993) 55→35有相同趨勢，都有顯著的重心轉移，

而青少年組則無顯著重心轉移 (51→51)。下桿過程中，

兒童組 (上桿頂點41→擊球66) 與過往文獻優秀選手

Ball與Best (2007) 23→71; Wallace等人 (1990) 27→82；

Richard等人 (1985) 28→96 有相同趨勢，都有顯著的

重心轉移，而青少年組則無顯著重心轉移 (51→43)。 

    綜合以上結果得知，在垂直地面反作用力部分，

兒童組在上下桿重心轉移相較青少年組優異。兒童組

在重心轉移方式較接近成人優秀選手組，而青少年組

反而較接近非優秀選手組。這是由於兒童組發育速度

較青少年慢，肌力與爆發力的表現較青少年差，但因

為兒童的成長速度的緩慢，所以較能適應自己身體的

改變，並在動作控制及協調能力的發展較為穩定 

(Gallahue & Ozmun, 1995)。青少年因為青春期的快速

成長，使得肌肉與肌力發展並不能及時跟上身高的成

長，並且肌肉與骨骼的發展速度不同，可能會有暫時

性運動表現退步或動作上的不協調，此種階段稱為青

春 期 的 笨 拙  (adolescent clumsiness) (Malina & 

Bouchard, 2004)。因此，即使本研究青少年選手的桿數

與桿頭速度表現優異，但因為青春期身體快速發展，

重心轉移表現如同成人非優秀選手的特性。 

 

伍、結論 

    本研究發現，兒童與青少年組雖然皆為各自族群

的優秀選手，但在桿頭速度上，兒童組桿頭速度接近

於中老年組，青少年接近於非優秀 (中差點) 選手，這

可提供教練在訓練上，對於桿頭速度給予適當的要求，

避免兒童與青少年選手過於追求與成人優秀選手相同

的桿頭速度而受傷。在地面垂直反作用力表現上，兒

童組因為身體發育趨於緩慢，技術動作會較穩定，教

練反而可以要求在重心轉移能力可以接近優秀成人選

手。青少年組因為身高快速發展，肌肉骨骼並未跟上

身高的速度，在重心轉移能力要求，可以讓他們接近

於非優秀成人選手，才是適合他們這個階段的技術動

作。未來可利用探討身體特徵與能力跟地面反作用力

做相關比較，幫助選手與教練找出最適合的訓練方式

與技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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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lower limb kinetic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golfers during the swing. Methods: 28 male golfer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ere divided 

in 14 children golfers and 14 adolescent golfers. The measure with force plate and swing performance 

tools and instruments. The t-test compare with the differenc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in club head 

speed and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Results: In club head speed, the adolesc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faster than the children's groups. In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the children's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bigger than the adolescent groups in left foot (front foot) at backswing phase and 

right foot (back foot) at acceleration phase. Conclusions: In club head spe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body development. the club head speed of the children's group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middle-aged group. The adolescent groups are close to the non-elite (mid-handicap) player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oaches can be trained to give appropriate requirements for the club head speed. 

Avoi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golfers who are too wounded to pursue the same club head speed as 

elite adult players. In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the children's group tends to be slower due to 

phys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technical movements will be more stable. Coaches can instead request 

that the ability to weight shift can be close to elite adult players. Because the height of the adolescent’s 

group is rapidly developing, the musculoskeletal bones have not kept up with the height of the body. 

The ability of the weight shifting can make them close to the non-elite adult players, which is the 

technical action suitable for them at this stage. 

 

Keywords: club head speed,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weight shi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