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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善森／國立政治大學  

摘 要  

本文主要之目的在探討初學者高爾夫擊球技術中短桿基本技巧之理

論與指導實務。內容包含：高爾夫短桿技巧之重要性、短桿基本技巧之

種類與應用時機、短桿基本技巧之揮桿理論分析、短桿基本技巧之指導

與練習及特殊情況之短桿擊球技巧。  
果嶺四週的短擊球成功的要素，包括選擇正確的球桿、準確的距離

判斷、適當的揮桿動作以及放鬆的韻律感。欲使短擊球接近球洞的三種

基本擊球技巧為切球（Chipping）、劈起球（Pitching）及高拋球（Lob shot）。
切球主要目的是讓球以最少的空中飛行距離加上最長的滾動距離以接近

洞口，球落地後的滾動距離是否準確，比飛球距離更重要。劈起球是把

球打高，直接落在果嶺上，然後靠球的滾動讓球接近球洞的打法。高拋

球是只靠球的飛行準確度，讓球落在球洞附近的打法，也就是「落地靜

止」的打法。  
最後本文指出：「練習不會造就完美；練習造就永恆。如果你練習不

當，你也就會固定打不好….完美的練習可促成良好的改善與進步」。闡述

正確的練習方法的重要性。  
 
關鍵字：高爾夫 .短桿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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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高爾夫運動在最近幾年廣受世人的喜愛，是越來越多的人們從事參

與的運動。高爾夫受歡迎的因素很多，高爾夫運動不但可以促進身體健

康、增進人際關係；更因為高爾夫運動富有自我挑戰性，多少人為此迷

人的運動，廢寢忘食，樂此不疲，且既愛又恨的。  
「高爾夫要怎樣才打得好？」Gary Wiren（2000）在其『球場攻略及

高爾夫心理學』一書中提到，不外乎須具備六個要素：（1）正確的技巧、
（2）體能、（3）心理素質、（4）適當的球具、（5）定期的練習、以及（6）
良好的球場攻略。其中「正確的技巧」正是本文的主題，在本文所要探

討的技巧是短桿擊球技巧，包括：短桿基本技巧的種類、運用時機、揮

桿理論、指導與練習及其他特殊短桿擊球技巧。希望本文對熱愛高爾夫

運動的芸芸眾生有一些啟示與幫助。  

貳、高爾夫短桿技巧之重要性  

短桿到底有甚麼大不了的？即便你真的打得很糟，果嶺旁的球也不

是那麼難打，結果也不會多慘烈。你何時切球出界或因一記差勁的沙坑

球而輸錢？從來沒有，對吧？  
其實，也對、也錯。如同你所知道的，短桿球如切球、劈起球、沙

坑球之類的，正好介於全揮桿的新鮮感與推桿的終結性之間。畢竟，每

一洞的開始都有一記開球，最後也必定有一推。果嶺附近的錯誤並不明

顯，因為他們沒有全揮桿錯誤的那麼激烈性，球不會偏離方向 40 碼或 50
碼，也不如推桿錯誤的那麼具決定性，似乎只能決定柏忌（boggy）與標
準桿（par）及 80 幾桿與 90 幾桿。  

然而，短桿卻有其隱藏性的重要性。例如，當你由果嶺邊緣切球至

離洞 8 呎，然後錯失了平標準推桿，你會因為未能一切一推而責難不良

的推桿嗎？或許吧。在打出雙柏忌後，你會歸咎於開球失誤，或切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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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了？有可能是，你會一直記得那個可怕的開球桿。這是人類的本性：

我們要的是漂亮的擊球與低桿數。在此情結下，我們忽略了短桿的存在，

這種球可讓你們救回失敗的開球，或是推進可以進的球……沒錯，我指
的是可以推進的距離。  

試想一下，一輪球下來你有幾洞沒用挖起桿打劈起球、切球上果嶺

的。我相信，一定不多。且你一個洞用了兩、三次挖起桿，表示你的短

桿需要加以改進。這也還算可以，因為大部分的短桿技巧都需要改進。

真正的問題是，球友們並未真正地分析他們的短桿，至少是，不像全揮

桿那麼認真。  
高爾夫目標都是要打出最低桿數，這些也是使球友們奮發精進的原

因。千萬不可忽略短桿，球友的六成桿數是花在 100 碼內，如果你要降

低桿數，拿起你的挖起桿與推桿，好好的去修練吧（Peter M. 2002）。本
文正是要指出短桿技巧的重要性及正確的觀念，然後再去加以改進。  

參、短桿基本技巧之種類與應用時機  

一、短桿基本技巧之種類  
（一）切球（Chipping）：切球一般是被認為，飛行距離不到總距離

的三分之一、且三分之二是靠滾動的任何短擊球。所使用的

球桿是從挖起桿到中鐵桿都可以，為了儘量使球落地後以滾

動的方式接近洞口的短擊法。  
（二）劈起球（Pitching）：劈起球的基本目標是，使球迅速地飛起、

越過球洞與你之間的障礙，譬如沙坑、深粗草或水塘。劈起

球在空中飛行至少三分之一，以劈起桿打標準的劈起球，一

般情況是飛一半、滾一半。  
（三）高拋球（Lob shot）：利用大角度的挖起桿或沙坑桿將球擊高，

球後旋較少，落地輕柔且不快速往前滾動。只靠飛球的準確

度，讓球落在洞口附近的打法。也就是「高飛落地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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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法  

二、短桿基本技巧應用時機  
（一）切球（Chipping）：切球，它的風險性最低，其目標是將球彈

出粗草區，落到果嶺的邊緣，適用於前無障礙區且地勢較平

坦之果嶺四週的球位。除了推桿之外，切球是高爾夫最簡單

的動作，且動作越簡單，出錯的機會也就越小。  
（二）劈起球（Pitching）：在需要越過沙坑、水池等障礙才能打上

果嶺，且球洞位於果嶺前端時，必須藉著較高的飛球路線，

落地停止的方式來攻略。  
（三）高拋球（Lob shot）：比劈起球的飛行路線更高。僅使用於球

處在適當的球位的時候—即球位下方有後後的一層草皮、或
是在對付果嶺位於相對球位較高時、或球位與果嶺間有較高

的障礙時，如需飛越樹木。此時均使用大角度的挖起桿，有

時還必須以打開桿面增加球飛行的高度。  

肆、短桿基本技巧之揮桿理論分析  

讓我們先來為短桿的「短」字做些定義。以下是果嶺邊球的最高處

理原則：以「最短」的揮桿打出飛得「最短」的球，以使得球接近洞口。

意指保持揮桿簡單且使球儘快地滾動。如果你謹記此觀念，必可以為自

己省下果嶺周圍的不少桿數。進一步分析，儘管你要的是最短的飛球距

離，但在可能的條件下，球還是必須要落在果嶺上，以得到一個最能預

期的彈跳。最好是讓球在進入果嶺一、兩碼後落地，以預留一些失誤空

間。  
短擊球的揮桿幅度決定飛球距離。假設你能從頭至尾維持平順、自

然韻律的揮桿，那麼，揮桿的幅度就要愈短愈好。換句話說，別上桿過

短而使得自己在下桿時還要猛力拉動球桿，才能補足力道。如果以感覺

自己還要特別加力時，上桿便是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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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原則與條件若能把握住，將可引導你打好果嶺邊球。簡單來

說，切球是短桿的骨幹。它是可以打出成功率最高的球，一種簡單的單

一槓桿動作，左手臂與球桿基本上從頭至尾都成一直線。這揮桿短且易

重複，球飛得低且幾乎一路都用滾的接近球洞。  

一、切球（Chipping）  
（一）如何計畫切球：  

切球的執行動作，應該是在預擊流程（Pre-shot routine）停下
來後就開始。當你準備擊球之前心中要想出這一擊球的形式

為何：彈道、彈跳、滾動擊最終停止點。接著是用桿選擇，

你可以依據球位條件以及球路選用挖起桿至 5 號鐵桿。  
（二）切球設定動作：  

標準切球的設定動作的每一考量，都是為了促進向下的擊球

及低滾球，讓球剛好落上果嶺且滾向洞口。  
1. 球往後擺：球擺在後腳內側的對線上，雙手往目標方向壓，
直到他們與左大腿對齊為止。這種雙手在前的動作，設定

了一個陡峭的上桿，及向下擊的觸球方式，且雙手一直前

導著桿頭，直到球出去為止。  
2. 重量擺在前半身：瞄球時值６０至７０%的身體重量在前

腳，這可更促進向下的擊球角度，且因重量預設在左半身，

而妨礙了揮桿時的重量轉移。重量轉移在揮桿時是不需要

的。  
3. 採用較窄的站位：兩腳跟分離６至８英吋，你自然可以限

制揮桿中的重量轉移。兩腳站近一些，也可使你站得更高

直，因而更接近球，增加對動作的控制，且雙手與雙臂更

靠近身體。  
4. 球桿握短求感覺：雙手往下握桿，直到右手幾乎已握到握
把最前端。這種握短的方式，可減少揮桿的力道及增加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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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5. 稍微開放的方正設定動作：方正的站位就以足夠，它可促
進直線式的桿頭路徑通過觸球，但有一些人喜歡站得有點

開放，好更看清楚路線，這全在於個人喜好。但假使你的

切球方向偏了，一定就要改用方正的設定動作。  
6. 桿面方正：不論你的位置如何，一定要確定桿面前緣是垂

直於目標現。接著，你便可以放心地揮桿，且知道桿面在

觸球時必定方正。  
（三）切球動作：  

1. 起桿：以「一體式起桿」的方式將雙臂、雙肩擊球桿一起
啟動。而同步動作正是切球時的一個偉大意象，不僅是起

桿時適用，聯整個動作過程都受用。  
2. 下桿：當你完成設定動作時你雙臂及肩膀形成一個三角
形，良好切球的關鍵是從頭至尾都保持那個三角形的完

整，這意味著下桿時雙臂雙肩及球桿也是一體的，此時雙

臂與雙肩做等速的轉動，下桿應是上桿的鏡像，讓桿頭自

然地加速通過觸球。  
3. 送桿：送桿的幅度至少不少於上桿的幅度，決不可讓手腕

撈起或雙肩停止轉動。在收桿時，桿頭約在小腿的高度且

上半身以轉至目標方向。  
切球的基本動作是一種向下擊球，桿面在桿頭到達下桿圓弧

底點前便以觸球。這種向下的動作是最理想的，因為切球首

重乾淨直接的觸球，而達成這種觸球的最可靠的方式是，在

桿頭向下的途中碰觸到球。  

二、劈起球（Pitching）  
（一）握桿與站姿：以挖起桿或沙坑桿，用稍短的握桿可增加控制

力，以開放式的站姿對著目標，但距果嶺越遠，雙肩應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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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準目標線，通常球位於雙腳中間，屈膝時重心微落於前

側，雙臂在胸前舒適的下垂。  
（二）揮桿：打劈起球手臂上桿比切低球更大，曲腕也比低切球多，

揮桿的平面比較陡峭，以 3/4 的揮桿幅度上桿，隨著身體的轉

動來控制擊球時的加速度，學習以身體的轉動來控制揮桿幅

度，打出所想要的距離，上桿上多少，送桿就送多少。  
（三）球飛行路徑與距離：依據球距果嶺的距離，其上下桿的幅度

不同，距離 80 碼時約 3/4 的上桿、60 碼時約至肩的上桿、40
碼時約至腰部的上桿，且揮桿之後的送桿動作，應與上桿相

對稱。  

三、高拋球（Lob shot）  
（一）球位與站姿：打高拋球時，站位要打開約 30 度，球擺在中央

線的稍前方，重量均分於兩半身。不論你是用沙坑桿或高拋

挖起桿，桿面的前緣都要正對著目標。  
（二）上桿：從前述的設定動作，做出長且慢的揮桿，上桿時立即

曲起手腕並在觸球後立即又曲起。  
（三）下桿與收桿：你要做出四分之三的上桿，以一半的速度揮動，

將桿面下滑至球的底下，再繼續完成至收桿。  

伍、短桿基本技巧之指導與練習  

本節所述之短桿基本擊球技巧之指導與練習原則，係針對青少年高

爾夫初學者之指導課程而設計。若是指導較年長之學員時，其基本原則

是相通的，差別在於指導時之用語稍有不同。  

一、指導技巧與原則  
（一）指導技巧：  

1. 講解說明時，確定每位小朋友都看得到你，並且全神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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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示範動作，強調重點在哪裡。  
2. 避免一次灌輸太多知識，特別是禁止事項。  
3. 示範動作後立即讓小朋友練習。  
4. 指派動作技巧良好的小朋友，當眾示範。  
5. 觀察：站在可以同時看見小朋友的位子，用讚美代替批評。 
6. 回饋：親自指導需要糾正的小朋友。抱持正面態度強調該

做的事，而非避免事項。倘若必要可重複示範。  
7. 先做動作，再口頭講解。  
8. 要求小朋友提出感想：你看到甚麼？感覺如何？覺得可以
做到嗎？  

9. 可能的話多用一些替代道具：不同的練習方式，有助於不

同小朋友學習。  
（二）指導安全重要準則：  

1. 檢查上課四周環境。  
2. 熱身：開始進行揮桿教學前，一定要充分熱身。  
3. 球桿：球桿未使用時必須平放在地上、使用哨子統一指揮
小朋友動作、教導小朋友每次揮桿前必須確定周遭無人。

停、看、揮。小朋友只能在團體上課時揮桿，而且必須在

指定區域內進行。當你在進行示範或講解時，必須要求小

朋友將球桿倒過來握住桿頭。  
4. 擊球：正式擊球練習前，必須確認後方無人。  
5. 教練：你應該從正面、前方指導小朋友，避免從側方或後

方接近。  
6. 分組人數：2 至 3 人一組最為適合，每組同一時間，應該只
有一人使用球桿，同組其他人應保持 4 支球桿的距離。   

（三）指導原則：  
1. 教學重點為樂趣、球技發展與參與：一位稱職的高爾夫指

導員，尤其是指導兒童少年階段的指導員，你的角色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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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下，達成上述目標。最後記得要

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參與，而你自己也樂在其中。  
2. 小朋友喜歡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學習過程中，鼓勵每位

小朋友大膽嚐試，讓小朋友完成要求動作後充滿成就感。

有時必須捨棄正規的高爾夫教學方式，改用適合小朋友所

能理解的教學方式，或是較容易達成的學習目標。例如以

乎拉圈代替球洞、以網球或空心球代替實心高爾夫球，藉

以增加小朋友信心。講解動作要領時，儘可能站在兒童的

立場說明，以他們能夠理解的詞彙敘述。如必需引用專有

名詞或比較抽象的字眼時，應多舉例說明，如能運用生活

上或是以兒童所經驗過的事物做比喻，必能收到更佳的效

果。  
3. 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到技巧：兒童、少年學習與訓練的

動機是直接動機佔主導地位，對事物外部形象感興趣，年

齡越小，興趣越廣泛且不穩定，喜好輕鬆活潑的活動，所

以以遊戲的方式引導學習，可使兒童增加注意力及學習興

趣。身為指導員的您，必須理解這些兒童特有的心理特質。

在設計學習課程、安排活動內容時應考慮上述因素，讓兒

童在沒有壓力情境下學習，進一步引導兒童學習動機，從

參與學習活動中培養興趣，並從中獲取成就感。  

二、短桿基本技巧練習方法  
（一）練習準確度與距離控制  

1. 拋接球練習：兩人一組，以網球相互以慣用手，互相傳接

球，由近而遠練習，感受身體對不同距離的力道控制能力。 
2. 鐘擺練習：培養正確的節奏，以及上桿的幅度。練習三種

不同幅度的揮桿。雙人一組、一個球道，輪流練習，互相

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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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球代替：利用網球較大較容易擊球優點，並設定 10 公尺
的距離來練習。雙人一組、一個球道，每人連續打三球，

輪流練習，互相觀摩。  
4. 正式練習：如上第 3 步驟，以高爾夫代替，練習打到 5 公
尺、10 公尺、15 公尺三種不同距離目標。  

5. 切球比賽：數人一組（3-5 人），距離 5 公尺處擺設乎拉圈，

作為目標，每人打兩球（網球或高爾夫球均可），計算每

組擊中目標的球數，最多者獲勝。  

陸、特殊情況之短桿擊球技巧  

此階段之短桿擊球技巧課程，乃針對已具有高爾夫短桿擊球之基本

概念及技巧者而設計，其運用的時機，為實際場上所遭遇之較特殊球位

狀況。其及處理球的原則，需視不同球位狀況而有所變化，以下就幾種

較常發生之狀況敘述之。  

一、深粗草區球位：  
此時，最好的選擇是修正的劈起球打法，介於切球與劈起球之間。

你需要切球時較陡峭角度，但又需要較高的起飛角度及劈起球的停球能

力。因此，你要各取其優點。使用你的沙坑或高拋挖起桿，球擺在對齊

後腳內側，雙手往前壓。重量偏在前半身，桿頭快速的翹起，接著再下

桿至球底下。別擔心送桿的動作；你的目標是做出良好的觸球。著種球

會跳出得比切球高，但比劈起球低，這就是處理粗草區球的要領。  

二、斜坡球位：  
打上坡或下坡劈起球時，相當容易失誤；上坡時你會傾向於打厚，

下坡時打薄，因為重力在揮桿時會將你往斜坡方向拉。為反制這個現象，

瞄球時置更多的重量在前腳，並試著修正雙肩平行於斜坡，並專注在順

著斜坡揮桿，而不是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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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側坡球位，你的主要目標是，在桿頭趾部或跟部觸地前先打中

球。當球位高於雙腳時，桿頭趾部通常會先打中球；球為較低時，桿頭

跟部會先觸地。為促進紮實的觸球，瞄球時確定挖起桿的底部是平貼地

面。如果球為較高時，人要站高直一些並做出更繞著身體的揮桿；如果

球為低於雙腳，雙膝彎曲多一些，做出更為直上、直下的動作。  

柒、結   論  

良好的韻律感是打短桿球的重要根本。而如果上桿與送桿不匹配

時，你就難以保持韻律感。過短的上桿會導致觸球時過度加速及過長的

送桿；一個過長的上桿會導致觸球時減速。練習可以使得上桿與送桿等

長。一當你感覺到這種「鏡像」動作，你的短桿揮桿將會有平順的韻律

感，打出紮實的觸球及更好的距離控制。  
如同戴夫．培爾茲（Dave Pelz）在其《短桿聖經》理所提到的：「練

習不會造就完美；練習造就永恆。如果你練習不當，你也就會固定打不

好….完美的練習可促成良好的改善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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