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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在小範圍上練習太極拳的運動強度與傳統套路練習之間的差異，以便提供太極拳訓練平台設計之規劃。本研究之實驗假設

為太極拳原地練習與套路練習的運動強度並無顯著差異。研究方法：透過 CARDIOrt.GT5 心率錶與 Borg(1982)自覺量表的測定，

研究 9 位文化大學國術系之男學生，在套路 24 式與原地組合動作及原地單招動作，皆連續練習 10 分鐘的運動強度。研究結果：

套路 24 式、原地組合動作及原地單招動作，連續練習 10 分鐘的平均心跳率與心率變化趨勢及自我知覺強度，無顯著差異。說明

太極拳原地練習與套路練習的運動強度，無顯著差異。因此能以原地的練習方式取代套路的練習模式。

關鍵詞：自覺強度、心率

一、前言

太極拳是ㄧ項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平衡及焦慮的健身

運動，因此受到許多人的喜愛。然而，ㄧ般練習太極拳

的方式，多半以套路的練習為主，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都市的建設與發展，人們可練習的空間逐漸減少，如果

依舊維持套路的練習模式，將會因空間的不足而造成不

便。因此，如果小範圍的原地練習方式與大範圍套路練

習的運動強度沒有差異，那就能以原地的練習方式取代

需要大範圍空間的套路練習模式。研究目的為比較太極

拳原地練習與套路練習的運動強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之男學生 9 名，平均年齡 20.6±1.7

歲，平均最大心跳率 199.4bpm，平均練習太極拳時間

2.5±1.3 年，平均身高 170.3±5 公分，平均體重 65.3±7.7

公斤。

（2）運動強度測定：

使用 CARDIOrt.GT5 心率錶(圖一)，紀錄受試者實驗時

的心率變化（設定每秒紀錄一個值），並依據

Borg(1982)自覺量表，讓受試者填寫自我知覺強度，並

分析比較。

圖一 CARDIO sport.GT5

（3）研究內容：

研究內容分為套路、組合動作以及單招動作。套路以普

及性高練習人數較多的 24 式太極拳為代表。組合動作

則以新編的組合動作為代表，如表一。單招動作依招式

的方向性與步型取出五種招式做為代表，如表二。演練

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時，皆控制在長 120cm，寬 90cm

的長方形範圍內。

表一 組合動作編排表

表二 單招動作一覽表

（4）實驗步驟：

抽籤決定演練動作→配戴心率儀器→開始心率測定→1

分鐘安靜心跳(坐姿)→4 分鐘暖身(規定動作)→1 分鐘緩

和休息(站姿)→10 分鐘動作演練(套路、組合動作、單

招式名稱 平面方向 步型

0.起式 ↑ 立正
1.攬雀尾 → 弓坐步
2.單鞭 ← 弓步
3.高探馬 ← 虛步
4.野馬分鬃 → 弓步
5.玉女穿梭 ← 弓步
6.翻身撇身捶 → 坐步
7 摟膝拗步 ← 弓步
8.手揮琵琶 ← 七星步
9.雲手(右左右) ↑ 馬步
※ 雲手做完後再從攬雀尾開始。

招式名稱 動作方向性 步型

攬雀尾 前後 弓坐步
摟膝拗步 向前 弓步

雲手 左右 馬步
金雞獨立 向上 獨立步
十字手 上下 馬步



招)→1 分鐘休息(坐姿)→結束心率測定→填寫自覺量

表。（每次實驗間隔時間 30 分鐘）

三、結果與討論

（1）HR 測定結果與比較：

分析結果，套路 24 式、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連續練

習 10 分鐘的平均 HR 及最大 HR 平均，約在受試者平

均最大心跳率的 49~62％，如表三。

表三 24 式、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連續練習 10 分鐘的

心跳率及運動強度一覽表

※表三的運動強度計算方式：平均 HR / 受試者平均最

大心跳率 * 100％(小數點無條件捨去)～最大 HR 平均 /

受試者平均最大心跳率 * 100％(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經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 7 種動作間，其

心跳率變化無顯著差異(P>.05)，如表四。

表四 7 種動作平均心跳率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2） HR 變化趨勢：

套路 24 式、組合動作及原地單招動作，練習 10

分鐘時的心率變化趨勢，無顯著差異。

圖二 24 式、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的心率變化曲線圖

（3）自覺量表分析

分析結果，套路 24 式、組合動作以及單招動作，在連

續練習 10 鐘分後的自我知覺強度，平均值數在 3.1~4.2

之間，感覺強度為適度與有點強，如表五。

表五 24 式、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連續練習 10 分鐘後

的平均自我知覺強度值數一覽表

經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 7 種動作間，其

自覺強度無顯著差異(P>.05)，如表六。

表六 7 種動作連續練習 10 分鐘後的自我知覺強度值

數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四、結論與建議

太極拳套路 24 式、組合動作及單招動作，連續練習 10

分鐘的平均心跳率、心率變化趨勢及自我知覺強度，無

顯著差異。說明太極拳原地練習與套路練習的運動強

度，無顯著差異。因此能以原地的練習方式取代套路的

練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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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名稱
平均 HR±
標準差
(bpm)

最大 HR 平
均±標準差

(bpm)

運動強度
(％)

二十四式 107.2±12.8 122±13.1 53~62
組合動作 106.2±10.3 114.8±10.7 53~58
攬雀尾 104.1±10.1 113.6±11.9 52~57
摟膝拗步 108.8±11.3 118.2±14 54~60
雲手 98±14.6 106.3±15.2 49~54

金雞獨立 102.8±8 111.4±8.5 52~56
十字手 99.6±11.8 111.8±14.5 50~56

變異來源
SV

離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受試者間 3934.396 8 491.8
受試者內 4215.657 54
處理效果 844.865 6 140.811 2.005
殘差 3370.792 48 70.225
全體 8150.053 62

動作名稱
自覺指數±
標準差

二十四式 3.1±0.5
組合動作 3±1.1
攬雀尾 3.1±1.4
摟膝拗步 3.2±1

雲手 3±1.1
金雞獨立 3.2±0.8
十字手 4.2±1.7

變異來源
SV

離均差平
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受試者間 25.008 8 3.126
受試者內 58.928 54 2.717
處理效果 10.214 6 1.702 1.677
殘差 48.714 48 1.015
全體 83.936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