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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業餘舞者進行不同種類拉丁舞運動時，消耗能量及運動強度的差異。本研究徵求 20 位受

測者 (男女各 10 位)，三分鐘慢跑暖身後，以隨機順序進行恰恰、倫巴、捷舞三種拉丁舞運動各三分鐘。使用

身體活動量測量計 (ActiTrainer)記錄活動量、心跳、三軸加速度、消耗卡路里。後續的資料統計及分析，則

使用重複計量之變異數分析 (repeated-measure ANOVA)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業餘舞者在進行不同種類拉

丁舞運動時的能量消耗於性別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在不同舞種之間卻有顯著的不同，但均小於慢跑。 

 

 

壹、緣由與目的 

過去關於不同舞種間能量消耗的研究多為針對職

業舞者 (Blanksby&Reidy, 1988)，無法提供業餘舞者

作為參考依據。以國標舞休閒運動所做的研究可分為

以減 肥 為目 的或 是 探討 能量 的 消耗 和運 動 強度 

(Grant, Corbett, Todd, Davies, Aitchison, Mutrie, Byrne, 

Henderson, &Dargie, 2002; Shimamoto, Adachi, 

Takahashi, & Tanaka, 1998)，但均未測量實際消耗之熱

量也沒有針對拉丁舞中不同舞種間的比較。本研究希

望能直接提供各種類拉丁舞的能量消耗與強度差異。

而研究假設為，非職業舞者在進行不同種類的拉丁舞

運動時，消耗的能量與運動強度會有顯著的差異。 

 

貳、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徵求 520 位 18 到 30 歲、舞齡半年以上且

未參與過職業組公開賽的志願受測者，排除何會影響

活動之骨骼肌肉系統問題、神經病變、代謝性疾病。

本 研 究 利 用 身 體 活 動 量 測 量 計  (ActiTrainer, 

ActiGraph, USA)，監測項目包含活動量、心跳、三軸

加速度、消耗卡路里等。 

實驗過程開始，先請受測者填寫基本資料表以及

簽署同意書。接著綁上心跳監測帶 (Polar Wearlink 

heart monitoring strap) 及活動監測器  (ActiTrainer 

Activity Monitor)，先請受測者慢跑三分鐘做為暖身，

接著休息五分鐘，期間內請受測者換上舞鞋，接著開

始進行恰恰、倫巴、捷舞三種舞蹈的測試，順序隨機

抽籤決定，每種舞進行 3 分鐘，不同舞種間休息五分

鐘。 

本研究收集慢跑及三種舞蹈運動，每項三分鐘，

共計 12 分鐘的資料，利用儀器所附軟體 (ActiTrainer 

client software) 計算活動監測器 (ActiTrainer Activity 

Monitor) 記錄的每一分鐘的活動量、三軸合向量，心

跳則計算運動第一分鐘和第三分鐘的差值，對應當下

所進行的活動，作為後續的統計分析與比較。 

本 研 究 使 用 重 複 計 量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repeated-measure ANOVA) 針對上述變數來分析比較

在性別及不同舞種之間，受測者所消耗能量與運動強

度的差異。所有的統計分析均利用 SPSS 計算，顯著

差異則定在 0.05。 

 

參、結果與討論 

經由 20 位自願受測者的測試(男女各 10 位)，比

較在進行慢跑、恰恰、倫巴，以及捷舞時的資料，包

含活動量、三軸合向量、心跳改變量，及消耗卡路里

量，實驗結果如圖一。 

結果顯示，在所有的測試項目中，男性舞者與女

性舞者在進行不同種類的拉丁舞運動時並沒有顯著的

差異，因此在本研究中，性別的不同並不會影響實驗

的結果。而在四種運動間的比較，結果顯示活動量、

三軸合向量，和總消耗卡路里裡皆有達到顯著的差異 

(p≦0.05)，所有項目中，數值由高至低皆為慢跑、捷

舞、恰恰、倫巴。 

  圖 一 ： 進 行 三 分 鐘 慢 跑  (jogging) 、 恰 恰 

(cha-cha-cha)、倫巴 (rumba)，和捷舞 (jive)，在活動

量 (activity)、三軸合向量 (3 axis vector)、總消耗卡路

里量 (calorie)、心跳 (heartrate)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

直條圖呈現)。四種運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p≦0.001)

運動第一分鐘和第三分鐘的心跳改變量，僅有慢跑和

倫巴，以及倫巴和捷舞有達到顯著差異，在男性舞者

中，差值由大至小為捷舞、慢跑、恰恰、倫巴，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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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進行行三

分

鐘慢跑  (jogging)、恰恰 (cha-cha-cha)、倫倫巴 (rumba)，和捷

舞 (jive)，在活動量量 (activity)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圖呈現)。四種運

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異(p≦0.001) 

 

 

圖二：進行行三

分

鐘慢跑  (jogging)、恰恰 (cha-cha-cha)、倫倫巴 (rumba)，和捷

舞 (jive)，在三軸合向量量 (3 axis vector)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圖呈

現)。四種運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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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慢跑  (jogging)、恰恰 (cha-cha-cha)、倫倫巴 (rumba)，和捷

舞 (jive)，在活動量量 (activity)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圖呈現)。四種運

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異(p≦0.001) 

 

 

圖二：進行行三

分

鐘慢跑  (jogging)、恰恰 (cha-cha-cha)、倫倫巴 (rumba)，和捷

舞 (jive)，在三軸合向量量 (3 axis vector)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圖呈

現)。四種運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異(p≦0.001) 

 

 

 

 

 

 

圖五：進行行三

分

鐘慢跑  (jogging)、恰恰 (cha-cha-cha)、倫倫巴 (rumba)，和捷

舞 (jive)，在總消耗卡路路里

里
量

量 (calorie)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圖呈現)。

四種運動彼此間均有顯著差異異(p≦0.001) 

 

 

實驗結果顯示，在所有的測試項目中，男性舞者與女女性舞 者在進行行不不

同

種

類

類

的拉拉丁

舞

運動時並沒有顯著的差異異，因此在本研究中，性別的不不同並 不不會影響 實

驗的結果。 

而在組內的比較中，四種運動彼此之間活動量量、三軸合向量量、步數數，和總消

耗卡路路里

里

裡裡皆有 達到顯著的差異異 (p≦0.05)，且在這些項目裡裡，數數值由高至低皆

為慢跑、捷舞、恰恰、倫倫巴 

    運動第一分鐘和第三分鐘的心跳改變量量，僅有慢跑和倫倫巴，以及倫倫巴和 捷舞

有達到顯著差異異，在男性舞者中，差值由大至小為捷舞、慢跑、恰恰、倫倫巴，而

女女性

舞

者則在慢跑和恰恰上有相同的改變量量，且差值最大，捷舞次之，最後為倫倫

巴。 

(六六) 研究討論論 

    2009 年年Dinesh 等人利利用

測

量量跑步

時

的活動量量研究四

種

不不同的加速

規

身

體活動計量量計

是

否會有相近的測量量結果 ，研究顯示，四種活動計量量計所 測量量出

性舞者則在慢跑和恰恰上有相同的改變量，且差值最

大捷舞次之，最後為倫巴。 

a. 活動量 (activitycount) 

 

 

 

 

 

 

 

 

 

 

 

b. 三軸合向量 (3 axis vector) 

c. 總消耗卡路里量 (calorie) 

d. 心跳 (heart rate) 

2010 年 John 等人利用測量跑步時的活動量研究

四種不同的加速規身體活動計量計是否會有相近的測

量結果，研究顯示，四種活動計量計所測量出的結果

均落在 6000 至 9000 count 的區間內，且有相近的高

峰值 (John, Tyo, & Bassett, 2010)，此資料也與本研究

針對慢跑所測量的結果相近 (圖一 a)。 

現今研究在判別運動強度上多使用運動參與者的

最大攝氧量百分比為依據，在 1988 年 Blanksby 等人

的研究中利用運動前後的心跳差異推算最大舞者的最

大攝氧量百分比，發現職業舞者在進行所有種類國標

舞運 動 食的 能量 消 耗與 強度 並 沒有 顯著 的 差異

(Blanksby&Reidy, 1988)，但 1996 年 Bell 等人卻提出

利用心跳差異判斷運動強度的方法並不具有足夠的可

信度 (Bell, &Bassey, 1996)，接著在 1997 年 Swain 等

人更深入探討心跳與最大攝氧量間的關係，發現儲備

心跳率 (%heart rate reserve) 相當於保留攝氧量百分

比 (%VO2 reserve)，但不相當於最大攝氧量百分比，

且若以儲備心跳率進行評估將會過度低估運動強度，

對照本研究在心跳差值的結果，各項運動彼此之間在

活動量上皆有極大的差異，但心跳改變量的差異卻並

不這麼明顯 (Swain , &Leutholtz, 1997)，因此我們能夠

合理的懷疑或許職業舞者在進行不同種類國標舞運動

時也會有能量消耗上的差異，這也是未來的研究可以

進一步驗證的部分。 

本研究的限制在於活動計量計僅系於受試者腰部

所監測到的活動大多為下肢以及軀幹的運動，因此上

半身運動量的多寡不易判斷，可能會造成實驗的誤

差，往後的研究或許能改變儀器的位置及數量，或是

加上其他輔助設備，使實驗結果更為準確。 

 

肆、結論 

本研究證實非職業舞者在進行不同種類國標舞運

動在能量消耗及運動強度上確實會有顯著的差異，而

根據研究的結果，捷舞運動會有最大的能量消耗，其

次為恰恰，最後為倫巴，但這三種國標舞運動在所有

受試者的三分鐘測試區間內，所消耗的能量都不及慢

跑運動，因此，如果希望以國標舞作為促進健康的休

閒運動，或許初學者需要對舞蹈動作有更高的要求及

更長的練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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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jive)，在心跳改變量量 (change of heart rate)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以直條

圖呈現)。其中慢跑和倫倫巴

，

以及倫倫巴和

捷

舞有顯著差異異  (*p≦0.001， 

 p≦0.005) 

 

 

 



張書瑜 李子函  林秀真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5-8 

7 
 

Mutrie N, Byrne J, Henderson E, Dargie HJ. A  

comparison of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in two modes of aerobic exercise 

in men and women over 50 years of age. Br J Sports 

Med. 2002 Aug;36(4):276-80; discussion 281. 

John D, Tyo B, Bassett DR. Comparison of four 

ActiGraph accelerometers during walking and 

running. Med Sci Sports Exerc. 2010 

Feb;42(2):368-74. 

Shimamoto H, Adachi Y, Takahashi M, Tanaka K. Low 

impact aerobic dance as a useful exercise mode for 

reducing body mass in mildly obese middle-aged 

women.Appl Human Sci. 1998 May;17(3):109-14. 

Swain DP, Leutholtz BC. Heart rate reserve is equivalent 

to %VO2 reserve, not to %VO2max.Med Sci Sports 

Exerc. 1997 Mar;29(3):410-4. 

 

致謝 

本研究的完成要感謝所有志願者的參與，以及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研 究 委 員 會  (NSC 

100-2815-C-039-012-H) 以 及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CMU100-SR-10) 的經費支持。 

 

 

 

 

 

 

 

 

 

 

 

 

 

 

 

 

 

 

 

 

 

 

 

 

 

 

 

 

 



張書瑜 李子函  林秀真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5-8 

8 
 

*Corresponding author. Su-Yu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E-mail address: raye.csy@gmail.com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XERCISE INTENSITY    

IN DIFFERENT KINDS OF LATIN DANCE FOR AMATEUR 

                      DANCERS 

 

1,2 
Su-Yu Chang

* 2
Tzu-Han Lee

 
 

2
Hsiu-Chen Lin 

1*
 Department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therap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ntensity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Latin dance in amateur dancers. This study recruited twenty collegiate amateur dancers (10 

male, 10 femal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jog firstly for warm-up, and then dance cha-cha, 

rumba, and jive, each for 3 minutes, in a random order. We used ActiTrainer™ activity monitor to 

record the activity count, heart rate, three-directional acceleration, and calories during dancing. 

Repeated-measure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xercise intensity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Latin dance for amateur dancers. This study proved that when amateur 

dancers performed the ballroom dan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xercise intensity would b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Latin dance, bu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jogging. 

 

 

 

 

 

 

mailto:raye.cs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