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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02 學年度，臺灣師大籃球隊因為揮拳事
件，所有登錄的球員及教練人員均被判禁賽，並且
從原來的甲一級中被迫降級。因此，球隊便遭遇到
了人力資源上的困境，教練團轉而招攬有籃球經驗
的非籃球體保生的學生們，這對一群在自己的籃球
夢有一絲缺憾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重拾夢想的
契機。然而，這趟看起來是相當美好的尋夢之旅，
踏上旅程後，卻發現異常地崎嶇難行。種種挫折引
發出許多關於「存在」的問題，但當這些問題一一
被釐清後，似乎也找到了自身的意義。本研究以筆
者自身的籃球經歷為例，藉由自身存在處境的分析
與探問法，對各個階段所遭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探
究，以了解並釐清自身的存在處境與意義。本文共
分為七節，第一節為前言：契機；第二節「對自身
存在的探問法」為敘說與存在探問等方法的說明；
第三節「擺盪在種種疑惑中的探問」為初入球隊時
所遭遇到的困惑進行探究；第四節「深處在種種困
擾中的探問」則是延續前一節困惑，對其在現實層
面上所形成的困擾進行剖析；第五節「感受在種種
轉變中的探問」主要論述在經歷了一連串的苦行訓
練後，自身的轉變；第六節「咀嚼在種種回憶中的
探問」則是以許許多多的遺憾，對這趟旅程重新思
索並下定義；第七節結語：「體悟在種種過程中的
意義」了解到其中意義就是這段過程在球隊的點點
滴滴。
關鍵詞：UBA、籃球、存在、探問、夢想
聯絡人：黃盈晨，E-mail: p77489200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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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契機
就冒個險吧！就算結果不如預期，至少你可以驕傲地說：我試
過了。1
暑假的中段，Facebook 傳來學長的訊息：「有考慮好了嗎？進
到甲組籃球隊練練看。」簡單幾個字，卻帶給我無比的壓力，但心
裡也想著：這或許是一個機會，一個能夠測試自己，並且回到籃球
場上的機會。
在 102 學年度，UBA 一級賽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衝突，同具冠
軍相的義守大學與臺灣師大，因為揮拳事件，使得當時所有登錄的
球員及教練人員均被判禁賽，並且從原來的甲一級中被迫降級。筆
者所在的臺師大籃球隊，便遭遇到了人力資源上的困境；但為了替
明年重返甲一級的位置做準備，教練團轉而招攬有籃球經驗的非籃
球體保生的學生們，這對一群對著自己的籃球夢有著一絲缺憾的我
們來說，無疑是一個重拾夢想的契機。
也因此，筆者是一個高中校隊球員離開了球場，進入大學後卻
在乙組籃球隊選拔中被淘汰的「籃球愛好者」，本來以為自己無法
再以選手的姿態回到場上，卻因緣際會的在對師大籃球隊一無所知
的情況之下，重拾了選手的身分，踏入了自己的夢想。然而，踏上
夢想的旅程後，卻體驗到眾多身體與心理的拉扯與痛苦，種種經驗
都是筆者進入籃球隊之前從未體驗過的衝擊。雖然這些經驗讓筆者
在當下感到非常的難受，甚至懷疑自己，但是，這些經驗卻反而豐
富了筆者後續的生命。
筆者於過去那段時間不斷地穿梭來回，一次次的回想與回味自
己當時所寫的訓練日誌，並在反思與檢討的同時，發現了那時進入
球隊的夢想對筆者的真正的意義：機會來了就要把握，在朝著夢想
前進之前，需要明確的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並努力地堅持著，如黑
松沙士前陣子的廣告詞：不放手直到夢想到手。在堅持到最後一刻
以後，最後才能算是成就了自己。
本研究以筆者自身的籃球經歷為例，藉由經驗敘說與海德格的
生存論結構構造出存在探問法，以這兩種方法做為研究進路，構思

1

白日夢冒險王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導演 Benjamin Edward Stiller，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2013。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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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種人稱來同時進行敘說與探問，藉此釐清自身的生存處境與開
展自身的存在意義。本文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對
自身存在的探問法」為敘說與存在探問等方法的說明；第三節「擺
盪在種種疑惑中的探問」為初入球隊時所遭遇到的困惑進行探究；
第四節「深處在種種困擾中的探問」則是延續前一節困惑，對其在
現實層面上所形成的困擾進行剖析；第五節「感受在種種轉變中的
探問」主要論述在經歷了一連串的苦行訓練後，自身的轉變；第六
節「咀嚼在種種回憶中的探問」則是以許許多多的遺憾，對這趟旅
程重新思索並下定義；第七節結語－「體悟在種種過程中的意義」。

貳、對自身存在的探問法
在籃球世界中，每一個熱愛籃球運動的人似乎對籃球都有著一
個夢，一個能夠以選手身分站在場上，甚至是在國內重大的賽事中
運球、跑動及投籃的夢。然而，在現實中，「籃球愛好者」與「籃
球選手」是不一樣的身分與概念，筆者在高中接受了學校校隊正式
的籃球訓練，但進大學時卻在乙組校隊的篩選中落選，爾後因緣際
會下，卻又進入了師大甲組的隊伍裡。這之中，筆者來回擺盪在籃
球愛好者與籃球選手的兩種身分中，在這兩種不同身分下的衝突，
以及兩種身分下強度的訓練與處境，總是讓筆者不斷地陷入到懷疑
自己的徬徨中。
當遭遇到徬徨時，總是會不斷地自言自語，不斷地對自己發出
疑問，想要藉由問題的解答為自己的堅持給出一個解套，然而，為
什麼要問？為什麼是自己問自己？這問題似乎是所有疑問的根
本，本研究主要採取敘說自身故事結合存在主義式的探問，以敘說
的經驗故事當作材料，對自身存在的探問做為方法，以此重新反思
自身意義。
為何要敘說自己的經驗呢？這是我們第一個需要釐清的問
題。對於我們而言，經驗一詞意旨為經驗者自身同世界交往過程中
的了解與記憶，而 Clandinin 和 Connelly 認為敘說是呈現與了解經
驗的最佳方式，它是研究者（說者）及參與者（經驗者）隨時間流
逝，在一個或者是一串的地點，且在與環境的社會互動中所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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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合作。2藉由敘說，我們得以暫時地重新恢復我們同世界交往時
的連結，並且藉由敘說出來的資料深掘其內容。
自身經驗的內容深度與其合法性的探討裡，筆者以為海德格的
存在論分析似乎是一個不錯的思考進路。經驗總是指向著存在一詞
進行探討的，但存在這一詞對我們而言應是最了解的，但當我們要
對其作出解釋時，卻又不知該如何去述說，對此，海德格為了對存
在進行探索，提出「此在 (Dasein) 」這一概念，其定義為：能夠
對存在發問的存在者。任何發問都是一種尋求，藉由此在對自身存
在進行發問，進而探尋出自身存在的意義。3然而如何揭示自身的存
在意義與如何對自身存在進行發問，諸如此類的問題必須回到存在
者的生存結構上進行探討。
在整個生存論的探討上，我們自身的存在是「被拋」入世界的
存在，4當我們在世界之中時，存在者是向著世界展開出各種可能性
的，此在在面對世界時，它從世界、從他人對存在的各種限定中「領
會」出種種的意義。然而，在海德格的分析中指出：在世總是已「沉
淪」。沉淪在世界與他人對存在做出的種種規定，此在的可能性在
此受到了影響，進而異化地消散在這種如同公眾意見般的沉淪中。
5
人做為一個在世存有，此在的可能性都被規定指向著沉淪開展著，
朝著變成由世界所定義的正常人而努力著，這也導致了此在通常不
是他自身，而是失落在常人自身。 6因而此在陷入了這種生存結構
中，對於生存這一件事有著許多層次上的問題需要去處理。
回到敘說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上，在敘說自身時，同時也是在揭
露自身「生存」的這一過程以及我們如何去「生存」，而當我們在
說使用「我」這一詞時，其也同時開展出了一個存在的結構，因此
敘說成為了一個歷史資料，內容是我們的研究對象，所以敘說是我
們進入到存在的途徑。然而在先前釐清的生存論結構中，我們得已
2

3

4
5
6

D. Jean Clandinin & F. Michael Connelly 著，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蔡敏玲、余曉雯
譯）
（臺北：心理，2003）
，25-29。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24-28.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174.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219-22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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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存在有許許多多的層次問題，如存在與此在的差別、被拋與沉
淪的處境、本真與非本真的狀態等等，故為了更好分析整個筆者的
存在問題，筆者採用三種人稱進行書寫：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在「生
存」面向上的經驗敘說，陷入在在世沉淪的處境，如何存在為主題，
試圖將呈現於意識流的回憶一一書寫出來；第二人稱的發問者則是
暫時截斷第一人稱的敘說處境，此在對自身處境領悟下，糾結在世
沉淪的非本真自我與本真自我之間的衝突所進行的提問，在這一視
角中已帶入了對沉淪的反思；不同於作用在該事件時序的前兩者，
站在事後回想這一邊的第三人稱的解答者，則是已全然的態度進行
整體的反思並為第二人稱的提問進行解答。
故本研究藉著經驗敘說與存在探問這兩種途徑，對筆者的籃球
經驗進行探究，藉著第一人稱給予的「歷史」，以及第二人稱與第
三人稱在一問一答中所開展的存在結構，在這種「探問 (Interrogation) 」7結構中進行反思並尋找其意義，希望能藉著在不停地問、
答、再追問的一連串探問中，將陷入重重覆蓋著的存在，一層層地
揭露並試圖觸及存在的底蘊，重新釐清自身的存在意義。雖本研究
旨在釐清自身的存在意義，但其實在一般的運動世界裡，如同筆者
一般總是遊蕩在「運動愛好者」與「運動選手」，這兩者之間的身
分糾結，並且不斷地面臨自身存在的問題上，個人的存在經歷雖然
是獨特的，但其實也類似的遭遇也是相當地普遍，筆者希望能藉著
本研究，為這些運動參與者們找出一條能夠釐清自身存在意義的道
路。

參、擺盪在種種疑惑中的探問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曾說：「人是首先存在著，有過各種
遭遇，在世界上活動，然後才確定自己。」8在這存在的過程中，我
們必定遭遇到許許多多的事件與困境，並在這之中不斷猶疑困惑
7

8

對存在的探問即是反思此在的領悟，在發問時不只指向著問題之所問，同時也指
向著被問及的東西。而問有問的結構，問者與答者本身在表達時意見與看法時有
其限制與兩者銜接模糊點（如申論題）
，當一個人在進行詢問時，問者有他的立場
和預設，即表達了他自身的處境，問題本身有著其結構，探問並不直接處理問題
的解答，而是釐清問題與問者之間的關係。
Jean-Paul Sartre 著，《沙特自述 (Sartre) 》（黃中晶、黃巍譯）
（天津：天津人民，
200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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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根據不同的處境遭遇到不同的問題，在每一個階段中各自提出
一個在當時存在處境上最深刻且是最貼切的問題。然而一個問題的
提出都有著其背景，對著問題不斷深入地解析與探尋，或許更能對
其自身的生命意義有著更好的理解與詮釋。本節將著重在對筆者初
入師大籃球隊時，對於自身一系列的懷疑與疑問進行探問，試圖釐
清這段逐夢之旅在初期對筆者自身的意義。
當得到延攬的機會時，心情原本應是非常地開心，但隨後就被
一波波殘酷的問題而變得五味雜陳。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乙組球
員，踏入充滿高中甲組明星球員的師大籃球隊，那些明星們會怎麼
想？認為我是靠關係、覺得我程度太差不想跟我講話、視我為隱形
人等等，以上種種讓我感到害怕，畢竟一個球隊裡面，一個人融入
不了，那還是一個隊嗎？我真的有那個資格進到球隊嗎？這些問題
不斷地侵蝕著我，讓我開始對自己的條件感到質疑，也對他人的眼
光產生了恐懼，這是我開始這趟驚奇之旅的第一個疑惑，而這個疑
惑可能無人可以解答，並且將會一直伴隨著我走到最後。
「我夠格嗎？」帶著這個關於「條件」的難題，踏出了第一步。
開學前，便投入了訓練的行列。雖然大部分的隊員還在大陸友誼
賽，但是在臺灣的隊友可沒有閒著，我還記得第一次的重量訓練：
早上六點，深蹲、划船機、引體向上、臥推，以及增強式的肌力訓
練。做的重量是 5RM，也就是該重量你只能舉起 5 下就到達極限。
除此之外，光是一個穩定核心的要求我都做不到了，真的是從頭開
始。加上重量的要求，身體直接痠痛了一個禮拜，只能慢慢地修補
它的狀態，那時，我心裡冒出了一句話：原來我不夠格啊。
果然，問題真的就如原先所預想的那樣：我「困」在種種的疑
惑之中。其實一開始踏進球隊訓練時，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出現在我
周圍，有正面、有負面，像是了解我的人會知道我是經過思考後才
做的決定，一個充滿鬥志的研究生，願意為了實踐夢想犧牲自己的
時間。當然也有懷疑我的能力的人，像是運球不好、傳球不好，甚
至處理球也不好的人，為什麼可以加入球隊練習呢？一開始，其實
自己也像是後面所描述的，各項能力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生理與
心理上其實一直承受著莫大的壓力，種種的困「惑」兌現成為了困
「擾」。感覺像是擺盪在困惑與困擾兩者之間，每個他人提出的問
題都好銳利，每個對自己的疑惑都好真實，每個疑問都將自己推到
自己的面前，且無法避免，探問是一場自己對自己的霸凌，而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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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困在其中，不知所措。從這些問題開顯了一個意義：原來在夢
「想」之後，是一連串的難題。
在進入球隊之初，即面臨了自己對自己的身分與能力、對自己
與團體之間、還有他人對自己的懷疑，這些懷疑圍繞在「我夠格
嗎？」這一問句之上，也凸顯了自己處在一種「不足」且徬徨的狀
態，這一連串圍繞在自身認同上的思慮問題，構成了存在者的迷惘
與操心，每一個問題都揭露了自身所處的狀態，然而在此階段，一
切疑慮都只停留在腦中，並且找不到任何解答。

肆、身處在種種困擾中的探問
在遭遇直接面對著的種種疑惑之後，原本平淡的日子開始受到
擾動，整個節奏被打亂，不適應與不舒服感油然而生，困「惑」成
為困「擾」，先前的期待變成了一種慢性傷害。「為什麼要繼續下
去？」成為這段時間最常出現的問題。除了不停的遭受到抽象的心
理攻擊外，還必須承受著訓練時生理上的煎熬，整個人困在這個擾
動之中，身心俱疲，但又由於原先的期待讓自己無法放棄，像是個
在信仰底下的僧侶，只能接受著種種的苦行，赤著腳前進以探問生
命的意義。本節試圖描述筆者進入球隊後，從原先思慮中的困「惑」
兌現成在真實場域所遭逢的困「擾」，並希望能重新探究這一趟苦
行的意義為何？
其實那段時間的身份很特殊，身兼想追逐夢想而重拾訓練的選
手，與碩二上準備提計畫的研究生。過著三點睡覺，五點二十分起
床準備晨操的生活，先不提每次跑 3,200 公尺都墊底，甚至被倒追
一圈，更別提還有下午的訓練在等著。而下午訓練的強度更有過之
而無不及，進球隊前的想像都是天馬行空的，只有真的見識到、體
驗到才知道什麼叫做「甲組」，當下就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
感到無比震撼。基本的運球，因為要求質與量，在各種基本的運球
結束後，當時體力其實已經見底了。但這只是剛開始而已，練習防
守時的強度真的不是用文字可以描述的，因為它不只身體上的碰
撞，更深的一層精神面是隊友虎視眈眈的看著你像要把你生吞活剝
一般，每次練習時的攻防都必須是全力以赴的，不過一開始的強度
就算我用百分之兩百的能力去抵抗可能也是螳臂擋車，這就是所謂
的「差距」。在籃球場上，如果偶爾身體出個力打球，其實對於身
體的負擔來說是還好，一旦內容晉升到另外一個層級，百分之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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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身體各部位能力，你會發現身體與精神面很快就進入了疲憊
的狀態。
剛進去的第一個月，幾乎是在充滿疲累、挫敗以及失落中落
幕，原因無他，因為我發現那曾最喜愛最熟悉、甚至最在意的籃球，
卻因為訓練強度的提升、自身壓力過大以及心底對自己的一點小信
心，突然變得很陌生很難上手；再者，師大籃球隊裡的球員都是高
中甲組頗有名氣的菁英球員，該有的基本條件、彼此的競爭性更是
不在話下。練習的狀況漏洞百出，球都拿不好了，還需要提進攻也
攻不進、防守也守不住嗎？自己懷疑、自我懷疑等等的心理問題、
觀念與技術層面上的無力以及肉體上的疲憊，失落與無助感在我腦
海蔓延，心不停地被擾動著，它說：好累，好累。
還記得每次睡覺前，總是會抱怨剩多久可以睡覺了。生活上，
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的時候，我甚至不敢蓋上厚棉被，深怕被窩太
過溫暖舒適會遲到。週六的晨操則在烘爐地，又稱南山福德宮。我
們以南山高中為起點，一路往上跑至廟的正廳，雖然這裡是觀看夜
景的著名旅遊勝地，但是我對它卻完全不感興趣，有畫面的也就是
那路旁帶著露水的花草。前面那段平坦的道路算是熱身，到了山腳
下後才知道又是個煉獄的開始，往上的路蜿蜒盤旋在山腰間，面對
的卻是過了一個彎後還有一個彎，感覺永無止境，也因為是上坡的
關係，所以對於心肺以及下肢肌力來說是一大歷練。
有時候甚至會開玩笑說，用走的還比用跑得快，因為跑到最後
整個人像是在原地漫步一樣往前。到了正廳後，原本以為可以收操
了，但看著大家往另一側的樓梯走，此時心中又被無知的恐懼給占
滿，再加上那發抖的雙腿，真不敢想像接下來的訓練內容。但該來
的還是得來，這 85 階的階梯由下往上脖子可以抬得很痠，如圖 1
所示，9背人爬樓梯、一階一階衝刺、兩階兩階衝刺、一直到三階三
階的跑跳上樓梯，過程中只覺屁股快裂開似的，每踏出一步時，腦
海總會浮現各種理由來勸退自己停下腳步。但是種種勸退理由也因
為自己不服輸的個性以及隊友間互相的喊聲加油打氣煙消雲散
了，也因為這樣，我才能把菜單吃完。而結束後球隊一起吃的早餐，
也是別有另一番風味，因為它參雜著我們的汗水與痠疼。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自認為是苦行的日子，還有過程中從不間
9

圖 片 來 源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3200252967399&set=a.
138737670469 8.49302.1840497018&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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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咒罵與求饒，這些在當時令我極度難受的種種困擾，似乎反而
讓我更貼近自身，重新認識了自己。黃盈晨曾指出：平常人們總是
躲在各種不同的外在因素來保護自己，只有當人身處完全無助失重
的存在處境，失去了平常能夠仰賴著的依仗時，他才能重新正視他
自己的生存樣態。10當處在困擾中時，才知道自己原來並沒有一開
始所想的堅強，在吃完課表後（各種訓練），也發現其實自己也沒
有想像中的軟弱，這趟在困擾中的苦行，我從每一次咒罵時的猙
獰、每一次休息時呼出的第一口氣中，這一趟苦行似乎對我而言，
又有了另一種更為深刻的意義。
此節則是從上節的思慮中轉向面對現實，換句話說，也是間接
地處理了上節的探問，自身「被拋」入訓練裡，在課表的操練下，
自身處在想要做到但做不到，甚至到最後不想做了卻仍舊還是要做
到的狀態下。在面臨現實後，我擺盪在對理想的期待與自身需求的
期待之間，「為什麼要繼續下去？」勾勒出了整體的存在結構，雖
然這段期間不停地懷疑與咒罵中，然而在其之後持續不斷地向前的
此一行為，似乎也凸顯了自己最底層的渴望：我想繼續。此一信念
似乎是筆者自己「沉淪」在自身的期待下的證明，其同時也是此階
段的生存論規定。

圖1
10

烘爐地往大廳階梯

黃盈晨，
〈運動不可測性的存有之否定與掌握：塔雷伯與余連視野下的交會〉
（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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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感受在種種轉變中的探問
放棄一直都是一個選項，但卻永遠不會是我的選擇。11
接受了這幾個月的苦行之旅，在真實的面對了自己以後，似乎
那筆者一直渴望探尋著的意義漸漸地浮現了，經過一系列的探問
後，朝著夢想繼續堅持下去的意志也更加地堅定，此時，隨著時間
的推移，原先負面的疑問漸漸有了轉變，當苦行有了正面的意義以
後，我開始帶著期待的心態提出了一個疑問：我有沒有進步？有沒
有改變？
某一天，一如往常的結束訓練後，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向淋浴間
時不經意的瞥見牆壁上的鏡子，剛剛還纏繞在身上的疲憊感轉眼之
間溜得無影無蹤。因為看到了鏡子中的自己的體態，變得比以前更
加的精壯，也難怪覺得以前去外面打小比賽時，常常一被碰撞就往
後退好幾步，但是現在能夠抗衡甚至是壓過對手。因為以前身體太
單薄，背心跟衣服都撐不起來而不太敢穿的背心，現在也能很有自
信的穿起它自在地出門。
還記得年末時，教練問是否還撐不撐得下去，如果有需要請
假，教練絕對同意，此時的我感到又驚又喜，因為教練在關心我且
為我著想。因為教練知道，我們突然接受高強度的訓練一定有吃不
消的時候，另一方面則是覺得我被真正需要，如同一台機器裡的螺
絲一樣，不可或缺。但是這現象對於正統甲組球員來說不可能發
生。教練也常說：要比別人更努力，才有贏的可能。同為球員出身
的教練也明白我們跟甲組球員是不同的。進球隊前的困惑，似乎煙
消雲散了，從一開始的無助，到現在被重視的程度；但與甲組球員
比較起來，我的身分好像有點矛盾。
適應期（九月至十二月）過後，原以為寒假時可以好好的放鬆，
想不到寒訓才是噩夢的開始，雖然說是噩夢，但對於我們來說卻是
個能夠跳躍性進步的機會。每天三餐的課表伺候，加上初期的練習
充滿挫折，沉默突然變成自己的好朋友，也在那段時間中，我竟然
對自己所熱愛的籃球產生抗拒、陌生甚至是毫無希望。感覺寒訓期
間，每天的生活都是與籃球有關的，也讓自己了解到原來這就是甲

11

永不屈服 (Unbroken)。導演 Angelina Jolie Voight，Legendary Pictures, Inc.，2014。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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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選手的生活方式，為了更加精進自己的技術，大多時候很多事物
都要有所犧牲。更不用說一般大學生有的吃喝玩樂，在這段期間
內，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接觸。原因無他，只因背負著學校的榮耀、
球隊的態度與自身的夢想。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指出，你無法創造經驗，除非你經歷
過，其實經歷過的事物，與其說是經驗，不如說是承受痛苦。12從
進入甲組的正規訓練後，肉體上持續的破壞、修復、破壞、修復，
只為了將身體能力進到另一個境界；精神上的痛苦，從睡眠不足、
戰術與快攻的路線跑錯、傳球傳不好、運球掉球、遇到包夾又失誤、
戰術又是記得零零落落的，但也因為這樣，精神上的歷練加上隊友
間的互相打氣，我才能在日後保有對任何事不輕易放棄以及正向的
態度。
九月的臺北中正盃初登板，因為全場盯人的防守方式，讓還在
起步階段的我狼狽不堪，是第一次，我在進攻時完全不想移動我的
腳步，回想高中場場打滿的自己，看看現在氣喘如牛的自己，深知
還是差了太多。十月苗栗的盃賽，只上場了一場垃圾時間。垃圾時
間一般是指兩隊分數懸殊，勝負大致上已經確定的時候，雙方會開
始派上板凳球員上場來消耗剩下的時間，把剩下的比賽做個結束，
而這就是所謂的垃圾時間。連現在廣為人知的亞裔 NBA 球星林書
豪在發光發熱之前，能上場的時機也是我們提到的垃圾時間，他甚
至還被工作人員誤以為是傷害防護員。13更不用說一開始替補上場
時，隊友臉上流露出一股不可置信的表情，好像傳球給我就會失誤
一般的神情，想當然，球也不會傳到我的手上。
這算實現夢想嗎？沒有人練球是為了坐板凳，而那些在我背後
支持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背負起學長的夢想，以上種種，在這
時期其實覺得有些沉重，因為我自覺達不到自己所期望的。雖然教
練常說我的優勢就是穩定的中距離，助理教練也說，就算你不是先
發，但是至少還是教練團考慮上場的幾位，要有信心。但是這樣還
不夠，要想得到上場的機會，就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那就
是把大家較不情願做的事拿來下更多的功夫，而那件事就是：防
守。在籃球比賽中，一般大眾看到的往往是華麗的運球、細膩卻又
大膽的上籃、一道道優雅的拋物線進球，以及那唯我獨尊的灌籃。
12
13

楊耐冬譯註，
《卡謬語錄》
（臺北：漢藝社研，1994）
，25。
郭及天，《林書豪的故事》（臺北：商周，201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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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往往是大家所忽略的，如同唐宏儒提到的隱形人，但它所貢
獻的程度絕對不亞於華麗的得分，因為成功守住一球，這一球的價
值至少有 2 分甚至是 3 分，就像是幫助自己隊得分一樣，落後時，
守住一球等於縮小兩隊的差距。籃球是個團隊的運動，唯有精細的
分工、清晰的溝通以及隊友間的合作，才能幫助球隊走向勝利。14像
是在複賽期間，我有幾球防守對方的控球後衛時，成功的讓對方在
前場就發生失誤，幫助球隊輕鬆的得分，此時感覺就像是吃了興奮
劑一樣，更加有活力去拼鬥下一次的防守，除此之外，教練那激動
又澎湃的一句好球，深深讓我著迷。我始終堅信：進攻會失常，而
防守不會。
吳永仁認為，接受自我是一件困難的事，本來以為保持著對籃
球的熱情就能克服所有障礙，但是夢想殘酷地告訴我，並不是自己
想像的那樣美好，這個世界是現實的。每個人的人生相信都充滿著
無限的可能性，只是需要時間去探索、用心去體會，懂得接受自己
且找到屬於自己的路，才不愧對自己，才是對自己負責。只有看清
自己，接受自己，才能超越自己。15如同我知道了自己不能十全十
美，但我找到防守端的貢獻與穩定的中距離輸出，走好屬於自己的
路，發揮自己的長處。
成長需要的是時間，成熟需要的是經歷。16
此節的核心問題「我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改變？」為接續著上
一節的問題而進行開展，轉變有好有壞，不論是在體態上更為的精
壯、球隊中由模糊轉至清晰的定位、因大量的練習所提升的技術純
熟度、從承受痛苦中所培養的正向心態，以及接受自身的短處並發
揮長處，而那時，我看到了我的轉變，也享受著我的轉變。轉變的
檢驗是本時期的生存論規定，因為「繼續下去」而得以引發之後的
「轉變」，也許該慶幸著當初自身的堅持，原來，任何結果都有賴
於自己當初做的決定，從這樣的轉變中，我才得以明白：你的想、
你的做，都將成為你的以後。
14

15

16

唐宏儒，〈熱情至失落，失意又成長：一個籃球運動隱形人的生命述說〉（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
，57。
吳永仁，〈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的述說與範疇
勾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0），65-66。
年少時代 (Boyhood)。導演 Richard Stuart Linklater，Universal Studios，2014。電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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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咀嚼在種種回憶中的探問
翻開筆記本，裡面畫著那琳瑯滿目的走位觀念、進攻戰術、發
邊線戰術、發底線戰術甚至是遭到全場壓迫時的發球等等，更不用
說還有大部分的訓練內容，而當選手的同時，我也為未來的教練角
色做準備，將這些寶貴的訓練方式帶給以後任教學校的球員們。
除了戰術與訓練內容，還有一篇篇的比賽心得，看得出來上場
時間少的不如意，但是字裡行間裡卻顯現著正向的詞彙，像是：繼
續保持移動才有威脅性、空檔就大膽投沒有關係、這球防守預測的
不錯，還有沒上場的賽事心得也思考如果上場，自己能夠做些甚麼
來幫助球隊，例如：對於防守的部分，我可能會守到控球或是鋒線
的對手，我是否能夠給予對方壓力？半場一對一防守時，如果被單
擋了，是否有開口尋求協助的意識以及對應措施？而對於籃板的積
極度，能否紮實地將不讓對手進行衝搶籃板的動作。
當球到手時，要改掉將球舉高的壞習慣，因為容易被奪走發生
失誤，最後則是傳完球後，要保持移動避免一直站在原地，否則會
使得團隊進攻不流暢。以上的種種紀錄與心得都是從當時的筆記裡
擷取的。在翻起這些記錄著過去努力的回憶筆記本時，心裡總是
想：有遺憾嗎？
比賽的結果並不像一些勵志的故事，辛苦到最後並獲得甜美的
果實。我們在關鍵的八強賽輸了，我們無法幫因為禁賽卻始終陪伴
著我們成長的好隊友們贏得晉級甲一級的門票，到頭來還是一場
空。比賽結束的剎那，只覺得好不真實，因為我始終是待在板凳上
的，很想幫忙些甚麼，但技術面上可能火侯還沒到家，所以至少幫
忙叮嚀、遞水、遞毛巾等等，盡可能貢獻一點心力。
賽後，圍成一圈集合時，心情是混亂的，腦袋一片空白，當教
練開口時，畫面蜂擁而來，從第一次的自我介紹、每天晨操後的早
餐、下午球場上的奔馳、寒訓點滴甚至到最近的複賽，忽然之間那
道名為尊嚴與倔強的牆崩塌了。我像個小孩一樣哭了，哭得很慘，
好像要把所有的遺憾與不捨通通發洩，上一次哭泣是甚麼時候呢？
好久好久沒有一件事讓我的眼淚像今天這樣潰堤，而這些淚水也訴
說著我們的旅程到此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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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走過了這麼長的路，起初的戰力參差不齊且毫無默契
可言、更不用說在實戰經驗上頗有差距的隊伍，蛻變成真正能詮釋
出團隊籃球的隊伍（如圖 2 所示）17。
不捨的是，禁賽的大二、大三以及今年的球員們，明年還要從
頭來過，你們的舞台並不是在這的，而是應該在一級發光發熱的。
從結果來看，我們或許沒有達到我們所設定的目標，但是這個過
程，相信對以後繼續拼鬥的球員，對我自己來說，也有很多的啟發，
從沒有過的體育系搭配競技系的球隊、甲組球員搭配乙組球員，甚
至是愛好籃球的人。輸並不全然是件壞事，尤其是在一支強大的隊
伍中，更顯得格外珍貴。
在競技運動的世界中，大多數的運動員似乎皆如筆者一樣，從
一名單純的「籃球愛好者」的身分，因懷抱著對該運動的夢想與憧
憬，進而奮不顧身地投入了競技的世界當中，從這過程中，也多少
將經歷同筆者一樣自我懷疑、去與留、對自己的期待以及許許多多
無論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問題，並在這些問題中重新認識自己並為
自己與這趟旅程下定義。存在主義哲學家認為：存在的自我創造能
力要靠自己去發掘，自己去發揮，在自己的存在中蘊藏無窮的創造
力，故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8
在總結了前述種種的探問後，在這一趟回憶之旅中得到了一個
結果：遺憾。然而，這種遺憾卻是連結起了整個旅程，每個遺憾都
有個「為何當初…」的內容在其中，也標示了每一個存在結構都必
然有著某個區塊的缺失，而正是這個缺失讓我們得以反思與探問著
生命。所以生命必須存在不斷地經歷當中，並在當中遭遇到許許多
多的問題後，解決其問題並探究其意義，釐清自身存在的處境與價
值，讓自己沒有白走關於競技運動這一遭。

17

18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53920341350075&set=pb.10
0001963492631.-2207520000.1432535467.&type=3&theater
高宣揚，《存在主義》（臺北：遠流，199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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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進軍全國

柒、結語：體悟在種種過程中的意義
對於人生的每個提問，其問題背後都蘊含著存在的底蘊，而探
問其存在底蘊也是對人生的一種交代。或許，遺憾只是對現實的不
滿，但從對遺憾的探究中才發現這個團隊有多麼重要，才發現這趟
旅程對我的意義是甚麼。
從一開始進入時的恐懼「我夠格嗎？」這個問題始終為自身的
立場保持著疑問，到進入球隊遭遇到了精神與肉體上的苦行訓練的
折磨，面對著自己的徬徨與疲憊不曉得是否「該繼續下去嗎？」然
而，在堅持並且接受了自身現狀的情況下，終於開始能夠從正面的
方向去思考「我有甚麼改變嗎？」，並從中發現了自己的成長，到
了最後，對於故事的不完美結尾的不滿，明知故問地提出了「有遺
憾嗎？」之後所落下的眼淚。
這一趟驚奇的追夢之旅中，我得到了許許多多寶貴的回憶，並
且一一的對於各階段所遭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探問並找出其存在
結構與意義後，重新的再一次更明白了這趟旅行對我的意義（如圖
3）19。

19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45008808907895&set=pb.10
0001963492631.-2207520000.1432535496.&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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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灣師大籃球隊

本研究以筆者自身的籃球旅程為主要焦點，藉由敘說自身經驗
當作研究資料，再以存在探問對各個階段的重大問題進行探究其問
題本身，以了解自我的處境，從中看到自己的成長歷程，同時重拾
了追逐夢想時的憧憬，我想，運動最令人著迷的地方或許就是在這
裡。這趟旅程，得之不易、行之不易，雖然過程艱辛，但我很慶幸
能夠有這段經歷，每個作為選手的運動員們，他們對其在運動這條
道路上的所有的遭逢都有著崇高的意義，每一個經歷都是那麼的珍
貴且都有令人感動與發人省思的地方，應該被記錄與珍惜，同時這
些經歷更是幫助該運動員以及其他仍處在競技運動門外的「運動愛
好者們」，尋求生命意義時的最重要的文獻與回憶。

62

重返籃球場：存在邊緣的自我探問

引用文獻
D. Jean Clandinin & F. Michael Connelly 著，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
的經驗與故事 (Narrative Inquiry : Experience an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蔡敏玲、余曉雯譯），臺北：心理，2003。
Jean-Paul Sartre 著，
《沙特自述 (Sartre) 》
（黃中晶、黃巍譯）
，天津：
天津人民，2007。
永不屈服 (Unbroken)。導演 Angelina Jolie Voight，Legendary Pictures,
Inc.，2014。電影。
白日夢冒險王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導演 Benjamin
Edward Stiller，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2013。
電影。
年少時代 (Boyhood)。導演 Richard Stuart Linklater，Universal Studios，2014。電影。
吳永仁，〈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
的述說與範疇勾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
論文，2010。
唐宏儒，〈熱情至失落，失意又成長：一個籃球運動隱形人的生命
述說〉，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
高宜揚，《存在主義》，臺北：遠流，1993。
郭及天，《林書豪的故事》，臺北：商周，2012。
黃盈晨，〈運動不可測性的存有之否定與掌握─塔雷伯與余連視野
下的交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
2014。
楊耐冬譯註，《卡謬語錄》，臺北：漢藝社研，1994。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63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一輯

Return to Basketball Court:
Self-Interrogation of Being on the Margin
Po-Yu Chen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ing-Chen Hua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ng-Ju Ta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zu-Wei Chen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2013, the players and coaches designated in the team of NTNU
Men's Basketball were forced to get downgraded from Class A, due to
the body punch incident. The players, then, fell in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the team, while the coaches turned to recruit elite
athletic students of universities. This becom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who have had a basketball dream. This looks like a fantastic pursuit of
dreams, but it is never an easy task when we really start the journey of
basketball dream. In this process, the question of ‘’Being’’ ensue and
then come to us, after the series of frustration. But as these questions
are clarified and examined, we seem to retrieve the raison d’être of the
self. Drawing upon the basketball experiences, the researchers tend to
interrogate and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raison d’être of
the self,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terrogation of the self on each step.
The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Section one serves as the
preface and opportunity; section two, titled “Interrogation of Self’s Existence,” serves as the explanation of narration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being; section three, “Dangling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Doubts,” serves
as the research on the confusion met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joining the
team; section four, “Interrogation Situated in Confusions,” serves as the
analysis of the confusions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formed in
reality; section five, “Interrogation in the Changes of Perceptions,”
serves as mainly with a focus on the self-transformation after a series of
trials and practices; section six, “Interrogation of Savoring in the Memories,” serves as the reconsidera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sense of loss;
and section seven, the conclusion, “Experiencing the Meaning of the
Processes,” serves as the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moments of being in
the team.
Keywords: UBA, basketball, Being, interrogatio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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