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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參考示範影片(NV)，高速影片(HSV)，技術證明演算，以及其他大衛博士

過去所發表的文章可以上網在 www.billiards.colostate.edu 線上觀看。本文章所

使用的參考編號可以方便你在網上查找對應的主題。如果你的網速過慢或不方便

上網線上觀看，另外有 CD-ROM 及 DVD 的版本。詳情請參閱網站。 

 

這是基本要領系列的第三專欄。上二個月，我說明了一些運桿及基本的瞄

準。本月，我們會多探索些 “ 瞄準瞄準瞄準瞄準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首先，我很興奮的能夠宣佈個新發現：

我最近開發出出一種非常神奇的瞄準系統，稱為 DAM (大衛瞄準法)，將會顛覆

整個撞球界。DAM 是目前所有的瞄準系統中，最好最完善的。大衛瞄準法可以

快速而顯著的幫助那些花上長時間進行練習的人來改善進球能力。大衛瞄準法最

終將成為撞球界的 “瞄準規範”，而且可以明顯的加速提昇你的學習曲線。最終

的結果將出現兩派人，有一派的人學了大衛瞄準法；而另一派則沒有，然後總是

被有學的人打敗。我以這種方法瞄準，幾乎每個球都打的進，甚少失誤。這不就

證明了這個方法的好處嗎？你想跟我一樣棒嗎？如果你想學習掌握大衛瞄準

法，必須親自到我這學習，加上天價的費用，才能學到這錯綜複雜的系統。如果

你不相信我，或者懷疑這個方法的有效性，你將會被我的信徒迫害與嘲弄。 

 

哈哈，我希望你知道對於上述的聲明，我只是開開玩笑而已，目的是希望

喚起你的注意。信不信由你，這樣滑稽誇大不實的宣告並不是偶然，只要有人試

圖向你推銷他們的 “瞄準系統”，你就有機會聽到。以下是過去幾年中我所親自

聽到或讀到的有關如何進行基本 “瞄準系統”的一些例子： 

‧ 很多的職業選手都使用我的系統。如果你問他們而他們卻告訴你不一樣

的，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你知道他們的秘密。 

‧ 別告訴我們為何做不到，告訴我們你怎麼做到的，因為它就是可以做

到！別再那麼消極否定了。 

‧ 你無法用 2D 平面的圖來解釋這系統如何運作，也沒法用文字來描述，

只有你親自來學才可以。 

‧ 切球摩擦造成的旋拋使得只要幾條瞄準線就可以打進所有的球。 

‧ 不論兩球的距離多遠、角度如何、以及到袋口的距離為何，只要出桿時

以架桿為軸偏斜出桿修正，對於所有的擊球來說，每次都有效。 

‧ 桌上只有六個袋口，所以你只需要 6 條瞄準線。 

‧ 我的系統只需要 N 條(例如為 3、4、5 等等)瞄準線。 

 

你曾聽過以上這些說法嗎？我倒是不少。有些人似乎認為有種 “瞄準系



統”(對基本的切球來說)可以使人們一夜之間功力大增，打的更好。我認為這是

個美夢，但不現實。瞄準系統有其一定的難度，因為它包含了三度空間的視覺，

視覺模擬預測，以及身體視覺與模擬的結合。在不下塞的情況下，必須考慮修正

切球的 “摩擦擠壓旋拋”；在下塞的情形下，同時還得考慮母球偏震、曲線、下

塞旋拋等等補償修正。大家可以從我先前的專欄得知，旋拋、偏震的效果及偏移

量取決於出桿力量的大小、速度、切球角度、下塞的類型及下塞量、母球接觸目

標球時有多少的前旋量或後旋量、球的清潔狀況等等。如果撞球所需的精密瞄準

很簡單的話，那麼這遊戲就容易多了(不過也就沒那麼好玩了)。如果某人宣稱他

僅只需要幾條瞄準線就可以適用於所有的球，而且不需要任何修正補償，我建議

你要稍微存疑，別輕易相信。或者這樣說吧，任何可以協助球員聚焦在穩定及專

注瞄準的 “系統”， 即使這個系統並不是最完美的系統，都會對許多人有所助益

(尤其是對那些無法專注或專注力不持久的人)。 

 

關於很多人所推薦的 “有限線數瞄準” 的瞄準系統，如果目標球要朝向 N

個方向，就必須要有 N 條瞄準線。所以如果有人宣稱有個瞄準系統僅只需要幾

條瞄準線就可以打進任何角度的球，他們其實並沒有對你全盤告知，而是有所隱

瞞。採用有限線數瞄準系統(例如：三分法，或是中心對邊界瞄準法)，一定要靠

長期經驗累積所建立的直覺來進行必要的補償與修正。在 TP A.13中，經由數學

與幾何學演算，我找出了對於不同形式的進球，到底各需要幾條瞄準線？對於那

些對數學推算公式細節沒有興趣的讀者，以下是一些結果的重點說明(針對 5.25

英吋的袋口)： 

� 要將離袋口 3 英尺遠的目標球、平均的切球角度、以任何切角要能打

進袋，所需要的瞄準線為 19 條。 

� 如果將切球角度限制到一定的範圍(例如：7.5°~52.5°)，使用三等份瞄球

法： 

‧ 如果目標球距離袋口小於 1 英尺，所有的球以三等份法都可以打進。 

‧ 如果目標球距離袋口大於 2 英尺，以三等份瞄準法能打進的球少於

50%。 

 

以上是針對袋口 5.25吋的計算(比腰袋最大標準 5.125還大一些)，如果袋口

更小的話，情況更遭 --- 所需的瞄準線更多。 

 

圖一及圖二標繪了一些基本概念，對於了解某些瞄準系統的限制來說很重

要。圖一是我稱為 “瞄準線平移法”。球型 “A” 、 “B” 、以及 “C” 都有相同的瞄

準線，換句話說，母球上的接觸點最終都瞄準於目標球上的同一點，因此，三者

的切球角度都相同。這個圖的重點是：如果有個瞄準系統能以基於母球與目標球

的相對位置來設定瞄準線、但卻不將進袋的角度考慮在內的話，那麼這系統所建

立的瞄準線將導致定義完善的切球角度、不過卻不適用於每一球。圖一中，只有



球型 “A” 能打的進；如果 “B” 、“C” 使用相同的瞄準線，將會打不進。就算目標

球僅僅移動一小段距離，例如從 “A” 移到 “D” ，就會進不了。所以下次如果有

人向你推薦瞄準系統，就把這張圖給他們看，然後問他們怎麼瞄準球 “A” ；然

後再問他們如果把目標球移到 “D” 時該如何瞄準(甚至更靠近 “A” 也可以)。如果

他們告訴你兩者的瞄準線都一樣，這個瞄準系統其實並不完全。要想打進從 “A”

到 “C” 之間的眾多可能出現的球型，你必須要有很多的瞄準線，或者你需要個方

法來補償許多瞄準線之間的微小差異。沒有那麼簡單的系統可以一次就做到！ 

 

 

 
圖一   相同 “瞄準線”平移法 

 

圖二 展示了由 “瞄準 + 軸偏斜” 瞄準法中，各不同距離的球的效果。有

些系統會藉由 “球厚切分法”或其他方式來建立一開始的母球瞄準線。例如可以

看到圖二中的初始線都會穿過母球與目標球相同的部份。一開始是如何設立瞄準

線的對目前來說並不重要，不同的系統自有其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這條瞄準線

對於三個球 “A” 、 “B” 、 “C” 來說都是相同的。在許多系統中，下一步就是把

球桿以架桿為支軸做出偏斜(移動身體或握桿的手)以使球桿對準母球的中心。系

統的擁護支持者通常會說這技術可以適用於絕大部分的球。在某些情況下，這說

法其實並沒有錯。例如，如果袋口剛好在位置 “a”處，對於 “A”、 “B” 兩球來說，

都可以相同的線打進。類似的情況，如果袋口剛好在位置 “b”處，相同的瞄準方

式也可以同時打進 “A” 及 “C”。最後，如果袋口在位置 “c”處，對於 “B”、 “C”

兩球來說，都可以相同的線打進。哇！同樣的瞄準線竟然可以同時打進二個截然

不同的球？這不是很有趣嗎，甚至有點超乎我們的預期。那也許就是為什麼像 

“瞄準 + 軸偏斜” 這樣的瞄準法有時看起來會很吸引人。不論如何，如同你在圖

中可以看到的，這個驚人的結果只有在距離袋口特定的距離及角度時，才會發

從 “A” 到 “C” 之間，每球所需要的瞄準線都是不同的 



生。所以下一次當你聽到有人宣稱用相同的 “瞄準線 + 軸偏斜”法可以同時打進

許多球時，把這張圖拿出來給他看。如果他提出的方法能完全證明可以解決以上

的問題，請讓我知道，讓我可以給他們應得的尊敬與讚美，同時可以寫些後續的

探討專欄(當然是在他們的允許下)。 

 

 
圖二  相同的軸偏斜瞄準對應距離不同的球 

 

在專欄一開始時，我以銷售員天花亂墜、油嘴滑舌式的方法做了個新瞄準

系統的宣告。雖然有部份是在開玩笑，但我真的是在推薦我暱稱為 “DAM” 的瞄

準法(大衛瞄準法)。我認為其中有些不錯的原則可以幫助導引那些想改善瞄準技

巧的人。不像一開始的開玩笑，現在我可是認真的。以下是 DAM 的方法： 

首先，你必須先看出所需的 “切球角度”以及 “瞄準線”(根據以下的建議)，

然後在你採取站姿之時、將你的球桿與視線對準這條瞄準線，接著參照 “最佳練

習”裡所建議的所有運桿要求(參照我的網站  

www.billiards.colostate.edu/resources/stroke_best_practices.pdf)。確保維持兩眼的視

線專注在設定的瞄準位置，運桿期間來回確認母球的擊球點與你的瞄準線，當最

終出桿時，將視線凝視在目標球的目標點上。如果你的運桿良好而正確，維持專

注，而且在整個 DAM 系統中沒有弄錯任何事，那每一球你都打的進。 

 

我認為好球員會利用他們所能獲得的所有視覺訊息來協助他們 “看出”所

需的 “切球角度”以及 “瞄準線”。他們可能會使用以下其中之一或全部的方法，

包括：假想球瞄準法，球對球接觸點視覺法，撞擊中心線法(或稱為 “目標線”、

“中心線”)，中心對邊緣(CTE)的 1/2 切球區分法，等等各種方法。他們也會利用

直覺來調整因為偏斜、曲線、下塞旋拋等等所需的修正補償角度(參照 

www.billiards.colostate.edu/threads/aiming.html#compensation )，而這些修正補償量

球之間的距離會影響結果 

偏斜後中心球

的球桿位置 

偏斜前側邊線的

範例 



還得根據出桿速度、球桿抬起角度、球與台布的狀況、下塞的種類與下塞量等等

而分別有所不同。我不認為優秀的球員會需要機械式呆版的 “系統”來協助他們 

“看出”角度。如果你沒有辦法完全明瞭這部份，有許多的練習及技術可以用來協

助開發你的 “視覺系統”，幫你改善 “看出”擊球角度的能力。例如：參考示範影

片 NV3.1，NV3.2，NVB.3，以及我上個月的專欄。同時，在我網站上有個有用

的 “假想球”瞄準法匯總與練習可供參考

( www.billiards.colostate.edu/resources/ghost_ball_aiming.pdf )。 

 

好的，這就是了，所有的 DAM 程序就是這樣。 

備註： 

NV 3.1 – 練習接觸點以及假想球視覺法 

NV 3.2 – 利用球桿來協助判斷撞擊接觸點及瞄準線 

NV B.3 – Mike Page 的瞄準影帶(第一部，第二部) 

 

不管我或別人怎麼說，對於任何 “瞄準系統”能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以及 

專注專注專注專注…..    專注專注專注專注…..     專注專注專注專注….....！！ 

 

專注專注專注專注必然會使你專心及花時間在建立瞄準能力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如

此做。專注的另一個觀點是讓你的眼睛 “凝視、澄靜”，可以使你在瞄準的過程

中有個清楚及穩定的視覺。同時，在最終的出桿時維持百分百的執行力。在試瞄

準的過程中，你絕對不應該、也不可以對這次出桿還有其他三心二意的想法(例

如速度、下塞、母球路線、策略、等等)，這些都應該在你設定站姿之前就已經

都盤算好及做出決定了。 

 

我擔心(也知道)有些人會認為，此篇專欄對外面那些教授推廣基本切球瞄準

法的知名教練也許會有所不敬，這當然絕對不是我的用意。有時我會不同意某些

知名教練的意見，但對他們及他們協助改善別人的能力仍然是尊重的。 

 

不論如何，我認為人們在推廣或教授 “瞄準系統”時，應該要更誠實點，以

及實際些。例如：X 系統可以幫你聚焦並且打進你以前所打不進的球，但由於距

離的遠近及角度的關係，也許並不是每一球都適用，但確實能在很多球上幫你提

高進球率。你仍然需要在參考的瞄準線間做出微小的修正，尤其是對偏斜、曲線、

下塞旋拋等等所需的補償，但這系統提供了參考瞄準線的良好架構。透過大量的

練習，當你建立起你自己的視覺技巧，知道如何看出瞄準線，以及知道在何時該

如何做多少補償直覺後，會逐漸的不再需要此系統。 



如果你想要知道有關瞄準系統為何會有幫助，而寧願不顧本專欄中的某些

重要觀點，那麼在我的網站中 “FAQ---最常見的問與答”裡的 “Aiming—瞄準”中

的第二個問題項的答案裡有更多的資訊可供參考。基本的切球 “瞄準系統”能夠

對某些人(也許不是太多)有所幫助，而且網路上有更多的逸事可供參考佐證。 

 

好的，我希望各位能喜歡我此系列的基本要素專欄，並且能從中獲益。下

個月，我們將會介紹有關於母球控制的重要議題，除非我覺得有必要再寫篇瞄準

系統的專欄。 

 

 

祝你的球局一切順利！ 

 

大衛 博士 

 

備註： 

‧ 如果你想參考過去我所發表過的專欄或尋求某些資源，可以到我的網站 

www.billiards.colostate.edu  搜尋。 

‧ 我知道許多作者及我本人會用上許多撞球術語(例如 squirt、throw、stun、

impact line 等等)，而且並不是每位讀者都很熟悉這些用語，如果有碰上

那些你不完全明白的用語，可以線上參考我網站裡的“Instructor and 

Student Resources---教練及學員資源”。 

 

大衛先生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取得機械工程學博士，他也是 “The Illustrated 

Principles of Pool and Billiards ---撞球原理圖解”一書的作者，同時還製作了

CD-ROM、DVD，以及 “神奇的超高速攝影” DVD 。 

見的問與答”裡的 “Aiming—瞄準”中找到相關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