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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較使用光速摩卡圈 (MOKA, MK) 與呼拉圈 (Hula Hoop, HL) 時的動作特性與運動強度差異。方法：

18 位健康女性（21.9 ± 1.8 歲）隨機分別使用 MK 與 HL 三分鐘。使用 Motion Analysis 動作影像分析系統分析

各項運動學參數。利用 CARDIOsport GT5 心率錶紀錄受試者運動時心跳率變化的情形。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

較兩種訓練環在各依變項之間的差異。結果：使用 HL 時的髖關節活動角度範圍以及保留心跳率皆顯著大於

MK (p < .05)，而動作頻率則無顯著差異。結論：相較於 MK，使用 HL 時會有較大的髖關節活動範圍與運動

強度，但對於動作頻率則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健身器材、搖擺、傷害 

 
 

壹、緣由與目的 

    呼拉圈 (Hula Hoop, HL) 是一項操作簡易的健身

器材，經長期使用後可改善平衡能力（黃任楷、2003；

尹德鈞、吳麗芬、周崇頌，2001）與軀幹柔軟度（尹

德鈞等人，2001）。但由於使用 HL 時，環與軀幹的

碰撞會產生劇烈的撞擊，容易擠壓到腰部與腹部，進

而引起脊椎與腹部內臟等傷害的發生（李讚盛，2006；

顧守昌，2005；黃堯銘，2004），因此並不宜長時間

的使用。現今市面上已有類似 HL 的改良式訓練環光

速摩卡圈 (MOKA, MK)，該訓練環是以雙手握持並將

環緊貼腹部的姿勢，透過軀幹的搖擺使環內的重量球

沿著管壁旋轉。因此相較於 HL，MK 的使用方式可避

免運動中因訓練環與身體碰撞而產生的運動傷害。然

而不同的器材設計原理與使用方法，是否會有不同的

動作特性以及運動強度的差異，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焦

點。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比較使用改良式訓練環 MK

與 HL 時的動作特性與運動強度差異。 

 

貳、材料與方法 

  測試器材分別為 MK 以及 HL，外徑分別為

40、83 公分、重量皆為 1 公斤，如圖 1 所示。研究對

象為 18 位 6 個月內無腰部傷害的健康女性，平均年齡

21.9 ± 1.8 歲、身高 163.7 ± 5.1 公分、體重 55.9 ± 7.3

公斤、腰圍 27.9 ± 2.0 公分、臀圍 36.6 ± 2.7 公分。每

位受試者參與實驗前，均告知相關需注意事項，並簽

署受試者同意書。 

實驗流程，每位受試者於運動前先進行安靜心跳

率的檢測，隨後進行標準化的暖身並熟悉各訓練環的

使用，接著以抽籤隨機的方式分別使用 MK 以及 HL

連續 3 分鐘，使用兩種訓練環的間隔時間為 5 分鐘。

實驗動作為雙腳與肩同寬站立於指定位置上，當聽到

研究人員「開始」口令後即開始動作，動作中雙腳不

可移動或抬起，且需連續搖三分鐘不間斷。根據何寶

華（2009）的建議，使用呼拉圈時約 2 至 3 分鐘就須

休息，因此本研究實驗動作時間設為 3 分鐘。此外，

因兩種訓練環外徑長度不同，因此不限定動作擺盪的

頻率，而是請受試者以最穩定的速度進行運動。使用

MK 時的動作為雙手靠近軀幹並持環緊貼著腹部，以

軀幹搖擺的方式帶動環內重量球沿著管壁旋轉；HL

則是將雙手置於胸前，以軀幹擺動的方式使訓練環繞

著腰腹部旋轉。實驗動作如圖二。 

 

 

圖一、測試器材光速摩卡圈（左）與呼拉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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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光速摩卡圈與呼拉圈的實驗動作 

動作特性的測試方法，使用八台紅外線攝影機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Santa Rosa, CA)，擷取受

試者動作時身上反光球移動的情形，取樣頻率設為

300Hz。以動作追蹤軟體 (Cortex 3.0, Motion Analysis 

Corporation, USA) 進行運動學參數的分析。受試者身

上共黏貼 10 顆反光球，分別為右肩峰(R. Shoulder)、

左肩峰 (L. Shoulder)、胸椎第八節 (Thoracic 8)、薦骨 

(Sacrum)、右髂前上棘 (R. ASIS)、左髂前上棘 (L. 

ASIS)、右大轉子 (R. Greater trochanter）、左大轉子 (L. 

Greater trochanter)、右股骨外上髁 (R. Knee)、左股骨

外上髁 (L. Knee)。分析受試者運動時動作最穩定的連

續 10 圈，分析項目有動作頻率（圈/秒）以及髖關節

屈曲伸展、左右彎曲的活動角度。動作頻率的分析，

以薦骨的移動為每圈完成的判定基準，將圈數除以 10

圈完成的時間得出每秒完成的圈數，將其定義為動作

頻率；髖關節活動角度的分析，以右肩峰至右大轉子、

右大轉子至右股骨外上髁的角度定義為髖關節屈曲伸

展的角度，以右髂前上棘至左髂前上棘、右大轉子至

右股骨外上髁的角度定義為髖關節左右彎曲的角度。

將每圈最大以及最小角度相減取絕對值定義為活動角

度，取 10 圈平均值進行統計分析。 

運動強度的測試方法，使用 CARDIOsport GT5

心率錶，紀錄受試者運動前的坐姿安靜心跳率 1 分鐘

以及 3 分鐘運動過程中心跳率的變化情形，心率錶設

定為每 5 秒紀錄一個值。分析 3 分鍾運動過程的保留

心跳率，取 3 分鐘的平均值進行統計分析。保留心跳

率計算公式：保留心跳率%＝〔（運動中心跳率－安靜

心跳率）/（最大心跳率－安靜心跳率）〕×100%，最

大心跳率＝220－年齡。 

統計分析，使用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進行分析，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兩種訓練環之間的

差異，顯著水準定為 p < .05。 

 

參、結果與討論 

    結果顯示兩種訓練環在動作頻率上無顯著差異，

MK 的動作頻率為 1.73 ± 0.43Hz、HL 為 1.83 ± 

0.18Hz。但在髖關節屈曲伸展、左右彎曲的活動角度

以及運動強度上，HL 皆顯著大於 MK (p < .05)，如圖

三、四。髖關節屈曲伸展活動角度 MK 為 2.5 ± 1.1°、

HL 為 11.7 ± 4.9°；左右彎曲活動角度 MK 為 1.3 ± 

1.3°、HL 為 7.9 ± 7.9°；運動強度 MK 為 25.6 ± 7.4%

保留心跳率，HL 為 30.4 ± 9.5%。 

根據結果可知，使用 MK 以及 HL 時不會因器材

的設計或使用的方式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動作頻率。

但在髖關節的活動角度以及運動強度上則會有所差

異，HL 有較大的髖關節活動以及運動強度。而造成

活動角度差異的原因，本研究認為可能與運動時訓練

環的轉動中心不同有關，使用 HL 時訓練環是以軀幹

為中心作旋轉運動，而 MK 則為腹前；而造成運動強

度的不同，則或許與關節活動度的不同有關。 

圖三、使用不同訓練環時的髖關節活動角度 

過去研究顯示，長期使用 HL 可有效改善平衡能

力（黃任楷、2003；尹德鈞等人，2001）以及軀幹柔

軟度（尹德鈞等人，2001），而造成平衡能力以及軀幹

柔軟度增進的原因，則可能與髖關節活動度的增加有

關（尹德鈞等人，2001）。因此相較於 MK，使用會有

較大髖關節活動度的 HL，可能會對平衡能力以及柔

軟度有較佳的訓練效果。 

圖四、使用不同訓練環時的保留心跳率%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1998）的建議，改善心肺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屈曲伸展 左右彎曲

活
動

角
度

( 
)

MK

HL

＊＝p <. 05
＊ ＊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MK HL

保
留

心
跳

率
(%

) 

＊ = p < .05＊



陳韋翰 潘玟璇 莊榮仁 劉強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193-196 

 

195 

 

適能的運動強度為 40/50~85%的保留心跳率。而本研

究結果顯示，使用 MK 以及 HL 連續 3 分鐘的平均心

跳率僅達保留心跳率的 25.6 及 30.4%，強度明顯不

足，這或許與使用的時間較短有關。建議未來研究可

探討長時間使用 MK 以及 HL 的運動強度變化。 

 

伍、結論 

相較於 MK，使用 HL 時會有較大的髖關節活動

度以及較強的運動強度，但對於動作頻率則無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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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xercise intensity between 

MOKA (MK) and Hula Hoop (HL). Methods: Eighteen healthy females randomly used MOKA 

and Hula Hoop 3 minutes, respectively. Motion Analysis System was used to analyze all kinematic 

parameters. Cardiosport GT5 heart rate monitor was used to record heart rate during movements. 

The paired t-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K and HL in dependent variables. 

Results: HL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MK in hip range of movement and heart rate reserved (p 

< .05); Movement frequency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K and HL. Conclusion: Use 

of HL has greater than MK in hip range of movement and exercise intensity, but movement 

frequency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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