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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籃球追夢經驗的自我敘說 

張容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石明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呂碧琴 國立臺灣大學 

摘要 

本研究藉由敘說研究法，敘說一位來自離島金門的

運動員。運動員也可以藉著說自己的運動經驗故事，讓

經驗再次浮現。若干年前，即將國中畢業的我，由於對

籃球運動的濃烈興趣和對球技提升充滿嚮往，於是獨自

從金門飄洋過海到臺灣臺南縣的新榮高中，展開籃球運

動追夢之旅程。本文共分為「為何敘說？」、「故事之

前」、「起點」、「追夢歷程」以及「夢想之後」五個章節，

作為本文的架構，呈現這段旅程中從 HBL 高中籃球聯

賽冠軍賽的疑惑、再到臺灣師範大學重新認識自己、職

業籃球世界的現實跟考驗；深刻描寫烙印在個人身心上

的喜、怒、哀、樂、悲、恐、懼等感受。而「夢想之後」

章節中有感於自身的籃球運動之經驗對其他年輕人有

些許正面的啟發，能為運動世界帶來一點點的回饋。作

者將提供未來離島青年想投入競技運動的一點心理建

設跟建議。以「夢想之後」為標題中心，反思身為運動

員真正的意義，同時激勵更多領域奮鬥的人士，鼓勵人

奔向陽光，走出低潮，築夢踏實。 

關鍵詞：超級籃球聯賽、敘說研究、夢想 

聯絡人：張容軒，E-mail: lonshan761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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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為何敘說 

運動生涯結束後，我們能留下什麼給予後人？這個疑問興起了

我研究運動生命經驗的想法。想當年獨自背起簡單的行囊，離鄉背

井從金門飄洋過海到臺灣臺南縣的新榮高中，展開我籃球運動的追

夢旅程。這段旅程中所遭遇的各種艱難與辛勞超乎想像。所幸，這

一直以來，在父母、親友、師長、友人與球迷等不吝惜與不間斷地

教導、鼓勵、支持、幫助與祝福下，讓我始終能一路順利。同時，

這段在他者看來極為成功、卓越的追夢經歷，也是我多次短暫返回

金門推廣籃球運動時，家鄉學童們常問、熱切渴望想要知道的故

事。幾次下來，我突然明白，倘若能因自身的籃球運動成績與經驗

對其他年輕人有些許正面的啟發或影響，將是平凡之如我的莫大榮

幸與對鄉里的一點點回饋。 

2012 年，我當時還在國立師範大學，有一天臺灣師大籃球隊的

教練石明宗老師問我：「容軒，有個老師想訪談你的籃球生涯，你

有沒有興趣把你從金門到臺灣的籃球歷程分享給他知道？」我第一

時間是拒絕的。當時自認還不夠成熟，也沒什麼豐功偉業供別人參

考，所以這個提議我並沒有放在心上。後來我在師大完成了大專籃

球聯賽冠軍三連霸，今年更成為史上少有的高中、大學、職業的冠

軍大滿貫，石老師有次聚餐又想起這件事情，便提到：「當初你還

稚嫩，如今已經是臺灣籃球史上少有的人物了，如果不趁現在記憶

還很清晰，把這些歷程記錄下來的話，等到運動生涯結束的時候，

或許就會是人生一大遺憾。」後來我詢問了幾名教授的意見，他們

都深感同意，也為一個離島金門出身的運動員能獲得如此特別的經

驗而深感驚奇，當然我聽得有點害羞，卻更堅定我要紀錄運動生涯

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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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故事之前 

「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是指「個人『自我產出』（self-make）

與『自我有關』（self-relevant or self-regarded）的自傳式故事」。1  

 優秀運動員的養成是運動員付出時間、體力、情感與意志的

累積，透過他們自身的努力以及他或她和他（她）的社會世界交會、

交融而活過來的一種生命體現和成就，要認識運動，需認識運動

員。2劉一民曾呼籲運動研究應還給運動經驗尊嚴，如何給予運動經

驗尊嚴？我們認為首先運動員要勇於敘說自己的運動經驗。敘說是

探究運動員運動生命的方式，3因為唯有在敘說生命的故事時，生命

裡的事件和行動才會變得有意義，4而運動員也可以藉著說自己的運

動經驗故事，讓經驗再呈現，運動員為自己發聲（giving voice），

也為自己運動生命中的事件與行動找到意義與價值，提供一個閱聽

者可以了解運動員的「認識（knowing）平臺」。5實證論或實證色

彩較濃厚的其他質性研究方法並無法提供任何取徑，使我可以去

「深化」這一份經驗達到我「運動生命的成長」或是讓我也因此能

以這份「參與」增長我去「反省體貼運動生命的靈性」，各種濃淡

不等的經驗，需要的是人們深深地去領會和認知，虔誠地予以尊重

和喝采。6 

                                                 
1  L. Kao, “The Book Enters the Core of My Life,” The 9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Advanc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anada, 

2008). 
2 高麗娟，〈回首來時路：運動員生命敘說之詩意結構〉，《國民體育季刊》，

36.4（臺北，2007.12）：7-14；劉一民，《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

跡》（臺北：師大書苑，2005），160。 
3 陳美華，《運動員的生命敘說》（臺北：師大書苑，2005），177-203。 
4 黎西曼 (C. K. Riessman) 著，《敘說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王勇智和鄧明

宇譯）（臺北：心理，2003），20-21。 
5 高麗娟，〈回首來時路：運動員生命敘說之詩意結構〉，《國民體育季刊》，

36.4：7-14。 
6 劉一民，《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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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ner在他自己的書《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中

提出自傳式故事的觀點，他認為人們在產出自傳式的資料中會學習

到自己是誰，也能夠覺察到自己能夠變成怎麼樣的人；7他認為說「自

己的故事」的人是在做一種創造自我的工作，這種工作包含「外向

內」（outside-in）以及「內向外」（inside-out）的滲透，也就是個

人竭力保持自主（對自己）與承諾（對別人）之間的平衡，誠如人

在每天社會世界的生活中也正是這樣在過日子以及如何在和其他

週遭的人互動，所以人們在做自我敘說時，就是在故事中去聽見或

讀到「我」如何在建構一個掙扎於自主與承諾之間的自我，這個自

我就是每天在人間生活的那個「我」的一種反映。8 

Polkinghorne提出「自我一如故事（self as narrative）」，他對

自我敘說的看法是：「我們經由使用故事的結構來實現我們的自我

認同與自我概念，在這種單一表露和發展的故事中，我們促使自我

的存在整合為一個整體，而且我們也在敘說的當下理解了這一件事

情。」9  

因此，自我敘說是一種自己產出的自傳式生命故事，敘說歷程

中，敘說者去追憶自己過去所經歷的事件，故事中包含「我」且另

有一些重要他人，故事反映出實際生活中的那個人對自我的理解與

認識，因此敘說中敘說者得以建構出自我認同與對自我的概念。10 

Connelly與Clandinin給予敘說一個簡單的定義：「蒐集並說出

關於生命的故事，並寫下經驗。」敘說就像個人談話，透過個人談

話可以回朔並重新建構個人生活經驗。它強調個人主觀性的詮釋，

                                                 
7 Jerome Brunner,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13-17. 
8 劉亞力、高麗娟、謝富秀，〈痛與破之轉折：一位空手道選手之自我敘說〉，

《運動研究》，19.1（臺北，2010.06）：11-22。 
9 Donald E. Polkinghorne, “Narrative and Self-Concept,”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2-3(New Jersey, August 1988): 135-153. 
10 劉亞力、高麗娟、謝富秀，〈痛與破之轉折：一位空手道選手之自我敘說〉，

《運動研究》，19.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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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敘說是為個人生活的一種方式，他將個人的歷史以一種有意

義、具有脈絡、能被瞭解的方式呈現。11  

Polkinghorne認為敘說是一種以故事形式來表達內在思維的組

織基模，它可被視為創造故事的過程，故事的認知基模或是這些過

程所得到的結果，就是「故事」。12  

許育光認為敘說研究是以故事為主要理解和呈現的方法；看重

敘說資料的整體性和個體獨特的脈絡，以非抽離或切割的方式來建

構人的經驗及探尋意義的研究。13  

林美珠認為廣義而言，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即是一種

「敘說研究」。在敘說研究中，資料的蒐集是以一種故事的方式被

蒐集，像是訪談中的生命故事，或是人類學家在觀察中以敘事方式

記下觀察所得，而敘說研究既可以作為研究的目的，亦可作為一種

研究的工具。14 

參、起點 

「舞者在臺上是沒有選擇的，只能全然概括承受，不能不動，

直到入幕簾為止。」15 

十五年的運動生涯，幾千幾百個日子，每一天早晨我都是從體

育館開始；熟悉的球場、籃框、泛黃的籃球，我該怎麼說起呢？實

在是非常不容易，文字真的能完整描寫那些無法重新來過的光榮時

刻，接受低潮黑暗無助不願面對的時光嗎？我不清楚，所以這些來

龍去脈，我決定從我最親近的家人和我的出身地金門談起： 

                                                 
11 F. Michael Connelly and D. Jean Clandinin,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5 (Washington, June – July 1990): 2-14. 
12 Polkinghorne, “Narrative and Self-Concept,” 135-153. 
13 許育光，〈說研究的初步探討：從故事性思考和互為主體的觀點出發〉，《輔

導季刊》，36.4（臺北，2000.12）：17-26。 
14 林美珠，〈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4（臺北，

2000.12）：27-34。 
15 林林，〈金獎雜技演員演出骨折遭中國雜技團解聘〉，http://ent.people.com.cn

/GB/4509662.html, 2006 年 6 月 20 日檢索；林智偉，《運動員與舞者之身體

觀形塑》（臺北：師大書苑，2006），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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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 

我有一個大我一歲的姐姐，父親在隸屬政府的度量衡檢定所

當公務員，媽媽則是銀行行員。爸媽都是土生土長的金門人，因

此受上一代的影響很深，認為接受好一點的教育，唸多一點書，

將來比較好找到工作。在知識封建的社會下學生生活很辛苦，早

上七點到學校升旗，三點下課，五點有輔導課，六點還要上補習

班到九點，常常回到家都昏頭了，還要完成學校老師安排的作

業。日復一日，常常想著為什麼每天要讀那麼多書，也想過要反

抗。但其實大部分的同學也做著相同的事情，也就沒覺得奇怪。

疑惑的只是大家都在一樣的路，往一樣的方向走，真的每個人最

後都能更接近自己想要的嗎？ 

國中的叛逆期我也經歷過，重覆枯燥的日子使得我血液中的

不安因子逐漸蔓延、發酵。為了逃避課堂，為了尋求同儕的慰

藉，交了一些朋友，那時候還稱不上幫派，只是一群血氣方剛的

年輕小男孩，喜歡翹課、喜歡上網咖、瘋狂蹺家夜遊。有一天我

正好跟朋友一起打保齡球，跟櫃臺的服務員聊了起來，聊著突然

他離開了櫃臺去處理工作上的事務，我恰好伸了手拿（偷）了他煙

盒裡的一支煙，隨即點火引燃。突然服務員衝了出來，認定我偷

了他的東西，揚言要報警抓我。我自認沒有要偷他的東西，只是

「借」一根煙來抽而已。我不示弱的反嗆了回去，結果他撥了電話

請警察來抓人，打了電話請我的爸媽前來，我就這樣被抓進了警

察局。 

我算是被溺愛長大的孩子，從小任何事情父母親都幫忙我打

理、規劃，我其實沒有什麼機會獨立的去面對人生，我深信不疑

地認為爸媽來會站在我的身邊一起對抗警察。後來警察告知了偷

竊罪經由監視器調查後是成立的，這是會留下案底的重罪。爸爸

搖了頭，帶著失望的表情恨不得我立馬被關進牢裡，最好是不要

再出來丟人現眼了。他的眼神令我膽怯，這時我嚇傻地只能低

頭，眼淚滔滔不絕地流下。爸爸肯定是真的對我太失望了，失望

到心都死了。最後，警察向媽媽詢問是否有補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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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媽媽突然放聲大哭了起來。媽媽一邊哭、一邊心碎的

說： 

警察大人，我這個孩子，從小就是乖孩子，都是我們父母不好，

沒有善盡教養的責任，我希望你能原諒我的孩子，給他一個改過

自新的機會，不要讓他留下案底，這樣以後他要怎麼立足於社會

上？警察大人，如果你要我跪下的話，我現在就可以跪下，求求

你！ 

媽媽一直嚎啕大哭，也一直擦著眼淚跟鼻涕。一個成年人，不

斷放聲大哭，整個警察局就只有聽到我媽媽的哭聲。可是這時我始

終不敢回頭看我媽媽一眼，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我完全沒

有勇氣正視他們，心中只有無盡的羞愧跟難過。 

或許是媽媽的眼淚跟真心告白，感動了警察，最後拍了拍我

的肩膀，告訴我：「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希望你能從這次事情中

得到教訓，好好做人。」爸爸媽媽緊握著警察的手，口中不斷說著

感謝；從這一刻起，我決心要讓自己洗心革面、改過自新，重新

開始。 

回了家，爸爸媽媽依舊對我很好，每天我補習結束回家，媽

媽還會特地做宵夜給我補充營養，有一陣子我都不敢正眼面對他

們，都是等他們睡了，才敢從門縫偷看。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

變好，下次我一定要讓他們驕傲。 

當媽媽即將向警察下跪的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個廢物，從此我

知道我必須努力奮鬥，想要走歪路時，眼中浮現的是媽媽傷心的

眼淚。 

二、父親 

我會接觸到籃球，除了不愛唸書以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的

父親。國中階段加入籃球隊，是個很重要的契機。如果我有那麼一

點點的成績跟正面的人格發展，都是因為進入了籃球隊。很感謝當

時爸爸帶我接觸籃球，嚴格來說他是我的啟蒙教練。一開始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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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爸爸總是細心教導，直到慢慢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下課

時間打球、放假日打球，甚至刮風下雨也打球。 

父親總是說自己在高中時曾經是縣內赫赫有名的籃球選手，讓

我從小就把他當作偶像，也夢想著可以跟他一樣成為一個運動健

將。感人的是爸爸經常穿著悶熱的西裝，帶我到室外的籃球場，撿

起我一顆又一顆的籃外空心球，縱使汗流浹背，有時球都飛到老

遠，爸依舊不厭其煩，面帶笑容抱怨著。那時候帶給我快樂的除了

籃球，更重要的是家人的愛與溫暖。而這份愛即在我內心種了一粒

種子，慢慢茁壯發芽。 

國中最顛峰時胖到將近一百公斤，一開始打籃球純粹為了身

體健康跟增加異性緣。因為身材關係，我只能打中鋒做些粗活。

後來發現女生喜歡的都是得分特別多的鋒線球員，我就更努力減

肥，在一個暑假就減了將近二十公斤，結果還是因為身高關係只

能打中鋒。後來由於爸爸的朋友介紹，新榮高中田本玉的一通電

話邀請我以運動績優生到臺灣求學時，我發現出身在金門的孩

子，其實不一定要拼命讀書，也可以利用籃球升學，因為體保生

可以體育加分，甚至讀書還可以不用學費，減輕家裡的負擔。我

告訴爸爸想去臺灣試試，他其實滿生氣的，他認為打球可以當作

興趣，但如果因為運動而放棄學業的話很可惜，但也明白我想打

球，心裡也有說不出的猶豫。 

在金門，對於運動員的知識是不足的，所以說要到臺灣打

球，其實大多數人聽了是很不可置信的。父母親總是充滿焦慮地

喃喃自語： 

打籃球能幹什麼？ 

為什麼不好好讀書找個穩定的工作呢？ 

臺灣那麼多人才不會有任何機會的。 

脫離體制的做法，其他人都會覺得何必呢？但是我卻不覺得

羞愧。我從小就清楚地瞭解未來的路只能靠我自己努力，可是當

下師長的冷嘲熱諷紛至沓來，我也不能一一去回應；除非真的出



跨海籃球追夢經驗的自我敘說 

33 

外闖出了一些名堂，否則旁人還是會說：「你看吧！我早跟你說過

了。」年輕氣盛的我毅然決然想走出不一樣的人生，尤其是當時的

我仍處於叛逆期，父母害怕我又惹出什麼麻煩，還是希望藉由籃

球能將我導回正途，縱然不捨也只能含淚放手，而我就這樣搭上

飛機尋找未知的夢想。 

肆、追夢歷程 

「人們不惜長期忍受身體的疲勞與受傷所帶來的疼痛，為熟習

一技之長能站上舞臺，享受榮耀與贏得觀眾們掌聲。」16 

一、臺南縣新榮高中  

高樓大廈、各式百貨、霓虹燈，是我這個井底之蛙對臺灣的既

定印象。殊不知那是臺北的樣子，來到位於柳營鄉下的偏遠新榮高

中校區，映入我眼簾的竟是一片草原、牛群。當時的田本玉教練對

於球員是非常嚴格的，若沒達到她的要求，常常就是一巴掌過來

了，頭腦嗡嗡作響，只差沒有耳聾而已。沒有手機、電視、電腦的

日子，我還記得當時參與了球隊早上五點半的體能長跑訓練，跑完

後全身癱軟向教練示意我不行了，就到樹後面去嘔吐了。一日三餐

的訓練分量，嘴裡嘔吐物的味道，大小腿一次又一次抽筋，這些是

我追尋夢想唯一的記憶。像我們這種外地的球員都是統一住在宿

舍，當聽到「鏘鏘鏘鏘」的鐵鍊聲，我們就知道舍監又把宿舍的門

用鐵鍊鎖起來了。原來想追尋夢想的途徑不如我想像，從小就是父

母陪在身邊，幫忙規劃人生、分享挫折的我，現在竟然只能被關在

這個黑壓壓的房間裡。深夜，腦中不斷重覆著這些聲音： 

回到爸媽的懷抱吧！ 

反正又不一定會成功，給爸媽照顧吃好睡好！ 

你不可能在這邊待滿三年的！ 

這些話如惡夢般徘徊在我腦海中。 

                                                 
16 郭憲偉、徐元民，〈歷史．身體：以李棠華技術團為論述中心〉，《運動文化

研究》，18（臺北，2011.09）：11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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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床，我決定要回去金門了。那些人說的是對的，我根本

沒有辦法靠籃球成功，我應該要選他們要我走的那條路。 

「媽，你在上班嗎？」我用微弱的氣音撥了電話回去金門給媽咪。 

「兒子你過得好嗎？最近練習怎麼樣啊？有沒有吃飽穿暖？」 

「現在不是練球時間嗎？你怎麼有空打給我？」媽媽疑惑的問。 

「我不想打球了！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刻苦的訓練，我再也受不

了，我要回家！麻煩你跟教練講，我要休學了。」語畢，我就

大哭了。 

「你冷靜一點，當初要打球是你自己堅持，並沒有人逼迫你的

啊！為什麼要這麼輕易說放棄呢？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經

歷非常艱辛的過程。你當然可以選擇回家，但這就是你要的人

生嗎？」媽媽試圖安慰我。 

媽媽這句話，反覆地在我的腦海裡播送。到了下午固定的練習

時間，我穿著便服、背著包包走進球場，用告別的語氣向田教練說

對不起，我以為她會劈頭痛罵我，或者賞我幾巴掌，叫我滾出她的

球場，沒想到她取消了當次練球，帶我到她的寢室，拍了拍我的背

並告訴我： 

孩子，從今以後你不需要參與任何一次練球，因為你心裡並

不愛打籃球，你也不愛惜自己的條件，甚至是爸媽的期許。我會

輔導你在學業上的成績，但你要怎樣的人生沒有人可以替你決

定。你是我到新榮高中這幾十年來遇過最有天分的球員，但也是

最懶惰的。我或許可以逼著你打球，但那是沒有意義的，只有你

內心渴望進步，才能成就你自己。你該長大了，不要躲在爸爸媽

媽的懷裡。 

當晚我輾轉難眠，仔細的回想自己從金門來到臺南的過程，爸

媽的關心、眾人的不看好、教練的看衰，一切都讓我非常掙扎，我

流著淚帶著恐懼，不知道在幾點睡著了。突然驚醒，我不記得我昨

天有設定鬧鐘，鬧鐘卻響了，旁邊的隊友拉著我的手告訴我練球時

間到了。我莫名的換上球衣、穿上球鞋，在前往體育館的途中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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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著我不是要放棄了嗎？我要回家了啊！為什麼我的身體不由自

主地跟著練球的行程？到了球場，教練出現並沒有與我交談，照表

操課的結束了上午的行程，當我拖著疲累的身軀前往教室上課時，

教練叫了我的名字，並鼓勵我： 

你做出選擇了，縱使你的內心有多麼討厭訓練，但你內心深

處，是非常愛籃球這個運動的。辛苦是一定的，這條路沒有人說

會很輕鬆，但願意付出的人，縱使你沒有辦法贏得每一場球，但

你能更接近人生的贏家。相信我，你很優秀，只是沒有人指引你

方向，教練教球教了十幾年，從來沒有替學校拿過一次冠軍，願

意和我一起完成嗎？ 

我有點內疚的點了點頭，不好意思地回教室上課。終於我懂

了，夢想隱藏於光鮮的外表之下，事實上存有不少令人煎熬的祕

辛，細細品嚐、學著承受，才能成就不凡。 

我很幸運的在高一就入選了新榮高中籃球隊的正選 12 人名

單，這對當時人才濟濟的新榮高中而言，算是非常特殊的，也招來

很多學長的嫉妒，常常會在訓練時有意無意的調侃我，甚至於身體

上的攻擊。但我並沒有想要反擊的意思，我把這視為一種歷練，我

知道我只能用球場的表現來作為最好的回應，結果我在 HBL 生涯

的第一場複賽就拿下高分，對於一個新人球員能有如此優秀的表

現，不只是學長們，連我的爸媽都感到驚嚇。 

唯一不感到驚訝的只有田教練，她並沒有多說什麼只跟我擊

掌，我從她眼神中感受到信任，我知道自始至終她是唯一相信我的

人，而我的表現正是給她最好的回報。當時令我開心的不只是球隊

的勝利，而是我贏得了學長們的尊重與肯定，也讓我學會不管多少

人輕視你、用任何方式打擊你，只要持續的努力做給他們看，終究

會贏得信任。 

一路到了高中最後一年，這年的 HBL 賽季對我而言是特別的，

不僅僅是球隊一路挺進了總冠軍賽，更是在冠軍賽結束後得到的人

生啟發。在比賽前的夜晚，我難以入睡，離夢想就差一步，我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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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膽怯。比賽哨聲響起，我在短時間內就陷入了犯規麻煩，我是

整個球隊的主要得分手，卻只能在板凳上幫隊友加油。我有充足的

體力卻無法在場上奔跑，我有高超的技巧卻無法在萬名球迷下展

現。第四節的最後三分鐘，在比賽結果確定後，我回到了場上，我

被漫天飛舞的藍色彩帶淹沒，終於在高中第三年拿下了隊史第一座

HBL 總冠軍，我獲得最有價值球員（MVP）的肯定，但此時此刻我

充滿了疑問及懊悔： 

這該是屬於我的嗎？ 

我值得這樣的肯定嗎？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卻在最重要的時刻失常？ 

我不斷反覆問著自己。 

這些問題當時帶給我很大的疑惑，我陷入迷惘，甚至不知道怎

麼面對隊友，遲遲無法振作。終於在畢業前夕，新榮高中助理教練

看出了我的疑惑，他首先關心了我的情形，我也一五一十地向他坦

白，爾後他露出了微笑，對我說了一段話，這段話深深地影響我的

一生。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最關鍵的時刻失常，你應該要珍惜這個機

會，你只看到你失去了什麼，並沒有看到你得到了什麼，無論你

值不值得這個MVP，下個階段我都希望你是重新開始的張容軒。 

二、師大大師 

「掌握技術之後，熟能生巧，人生歷練豐富了，他內在真正的

情感，就會像河水一般地自由運用。」17 

頂著 MVP 的光環考進了當時所有球員的第一志願——臺灣師

範大學，並銜接著石明宗教練的訓練以及帶兵方式。當時最困擾我

的第一項問題並不是球技，而是那荒廢已久的學業。在高中一向都

是體育班的編制，以術科為主，學科較不重視，突然發現在練球之

外還有很多課業讓我極為不適應；但當時的石明宗教練對我的幫助

                                                 
17 劉若瑀，《劉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課》（臺北：天下文化，20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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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包含在學業的進步、環境的適應，他告訴我在學生時期如

何平衡好打球與讀書之間的關係，要時時提醒自己，有哪一方面投

入太多而另一方面投入太少，當我面臨一項重要考試的時候，我必

須要適當減少一些籃球的訓練量，相同的，面對一場重要的比賽

時，則必須向老師溝通如何在學業上暫緩，必須嘗試著努力做到最

大的平衡。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學生運動員，在大學時期是非常重

要的。為了最愛的籃球，我選擇不抱怨，盡可能事先安排所有時間，

一有時間就提早完成，別人在安排兩天後的計劃時，往往我已經在

思考下個月的事情了。剛開學一兩個月，確實很辛苦，我的成績都

普普通通，但我並沒有感覺到很沮喪，我認為自己已經盡力了。我

的父母親與大部分的家庭一樣，希望我透過用功念書、取得學位、

奠定基礎。臺灣師大一直是大專甲一級前兩名的隊伍，通常無法給

一個大一新鮮人機會。從前的先發主力漸漸變成了冰桶的角色，說

不令人失望是騙人的。我必須更加重自己在場外的訓練強度，因為

等學長畢業之後，我就必須扛下責任了。 

課業和籃球是我大學生活的重心，我幾乎找不出空檔的時間做

自己的私事，我不是在寫作業就是在籃球場上，幾乎沒有喘息空間

的我卻感到充實，籃球反而成為我唸書的原動力，也使我的球技與

思想更加成熟。石明宗教練的帶兵重在用心，他肯定我們在訓練上

的投入以及純熟度，但心理層面卻很少有人提及。石教練經常分享

如何將自己空出杯子的理論，運用在個人球技提升，小至於球場，

大至於人生，一樣的心態、一樣的努力。直至今日，我一直很感謝

空出杯子的理論，因為他提醒了我，無論我再怎麼自滿，都要學著

拋棄它。只要杯子是空的，我就能不斷學習，就能不斷成長。在大

學畢業之際，石教練更鼓勵我繼續朝著學術精進，於是我報考了研

究所，希望能藉由自己的專業上的才能，更加幫助師大籃球隊的茁

壯。 

終於在大學即將畢業那年，球隊在準決賽中陷入了再一敗就無

緣四強的困境。最終我們拿下了重要的一勝，以兩分力克當時氣勢

如日中天的明道大學。而最關鍵的致勝一擊，正是我在倒數時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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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因為這一球我們最終闖進了冠軍賽，完成了三連霸，而我獲

得人生第二座的決賽 MVP 獎座。很有趣的是，我高三那年的 HBL

高中籃球聯賽，整季表現傑出，卻在最重要的冠軍賽失常，但大四

這年的 UBA 大專籃球聯賽中，整個賽季表現平平，卻都在最關鍵

的兩場比賽表現傑出。這樣的對比，呼應了我從高中畢業之後，在

應付重大壓力的情境下，我更懂得去享受比賽，發揮出比以往更高

的水準。 

三、等待機會、展翅高飛 

「痛苦，對一般人而言是持負向想法，不僅是承受、忍受、遭

受，還包括了享受。」18 

入職業的賽場其實一開始並不在我的計劃中，我的計劃只是靠

著籃球升學罷了。殊不知歪打正著被球隊選進去當練習生，也開啟

了我的職業生涯。每支球隊都是在管理層面上極為嚴苛而資金極為

豐富的球隊，因此球團都急於達成目標，不成功便成仁，以至於隨

之而來的壓力，著實令我始料未及。平時球團不但會嚴格檢視每一

場比賽的成績跟結果，也會要求隊員檢討如何展現出符合身價的表

現。在這樣內外緊逼的情況下，間接的影響了我比賽的心情，在實

戰發揮得綁手綁腳，幾乎達不到平時七成的身手。自己成績不佳的

虧欠感，加上公司連續多年沒進季後賽的內憂外患，這算是我生涯

中最黑暗的時刻。面對這個表現不如預期的張容軒，曾經在籃球圈

備受期待的我，自然令人失望。旁人開始質疑你的能力是否足以當

一個職業球員，總教練開始懷疑你是否值得待在這支球隊，公司開

始不諒解為何投資無法轉化成實質的戰績，到最後甚至連自己都開

始產生了自我懷疑。 

負面情緒在我心中不斷延伸，每一次正式比賽對我而言都是無

比的打擊，那些刺耳的批評，那些所有曾經不看好我的聲音，彷彿

都變成是真實的。  

                                                 
18 石明宗，〈山難經驗：一個運動與宗教觀點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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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麼愛籃球，從小就是體育資優生，我也想力爭上游證明自

己不比別人差。想不到準備了一年，正式比賽的第一場球，我被安

排到攝影的工作，我默默的拿起攝影機往三樓走去，別人看不見

的，是乘以好幾萬倍的崩潰。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老天要將一個這

麼努力的球員打入谷底。 

我不記得我多久沒有上場比賽了。每場比賽我總是待在板凳的

最末端，靜靜地拍手遞水，接連的好幾場比賽，我都沒有獲得任何

上場時間。我想起了高中時期的那段磨練，那個「千錘百鍊的靈

魂」，讓我的希望之火再次燃起。好吧！我這次要拼盡全力！如果

你在比賽結束之後要開除我，那就來吧！但在那之前，我要讓每個

人知道我對於球場的努力。之後的每一次訓練，我要求自己比別人

早一個小時到球場訓練，團隊練習中全力投入，絕對不抱怨不偷

懶。等到訓練結束後，再給自己半個小時加強肌力耐力，不論教練

是否看見，我堅持自己的信念：努力是為了使自己更加強悍。 

終於有一次機會來了，在球季中段，球隊在拉鋸戰中，幾位主

將陷入犯規的困境，教練實在是沒有人可以換了，徘徊了幾趟之

後，臨危授命叫了我的名字。我實在是好緊張但又壓抑不住自己興

奮的情緒，站上了球場。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記，是無比的陌生啊！我雙手冷冰冰的拿了球，一不小心差點造成

了失誤。然而我心情馬上冷靜下來，藉由平時訓練給自己的信心，

我大膽的做了一個轉身切入，球應聲入網，上半場比賽結束我拿下

了六分。 

容軒，保持你的身體狀況，下半場我們還需要你。 

教練突如其來的「需要」，讓我更堅定自己要有更具侵略性的

表現。下半場我宛如脫韁的野馬，連投帶切、不斷得分，最後我們

球隊拿下了勝利，而我投八中八、百分之百命中率拿下了十六分，

堪稱球隊當日贏球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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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可以吐一口氣了。 

再也不會上不了場了。 

想必我從此一定可以獲得更多的上場時間了。 

我高興地肯定自己。 

正當我天真的認為從此一帆風順的時候，原來真正的磨練還在

後面。帶著上一場比賽的好表現，自信滿滿的認為從此海闊天空，

然而下一場的比賽我又被莫名的徵召回板凳的最末端，依舊只能靜

靜的看著隊友表演，而我的演出還是只有拍手跟遞水，持續的連著

好幾場球賽，我的自信又被打到了谷底。 

為什麼？ 

為什麼？ 

難道我真的不夠格嗎？ 

莫非是在逼我放棄 

不可以，我不能放棄 

因為我做的事情是對的啊！ 

接近崩潰的自問。 

也許就是堅持著這樣的信念，在這個時刻負面思想轉化成我最

強大的力量，不服輸的個性也驅動我給自己更嚴苛的要求。每天發

瘋似的苦練，團隊練習中積極的求表現。我相信上一次的好成績不

是偶然，而是這些平時下苦工的成果。結果過年之前最後一場比

賽，前三節我依然沒有上場表現的機會，這個時候我們當家前鋒鄭

人維突然在場上一不小心扭到了腳受傷，另外一名球員何守正也有

犯規麻煩，我又從地獄深淵被拉上前線，準備再一次放手一搏。 

這一次，我幾乎感受不到任何壓力，反而很輕鬆自在，且狀況

好的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單單在第四節就攻得十五分，原本

跟對手陷入苦戰的我們在短時間內就拉開了比數。比完賽隊友又叫

又跳的跟我擊掌，我好像化身成林書豪了！ 

賽後教練略帶愧疚握緊我的手跟我道了聲歉。在那一瞬間，如

果我身上有把刀子，我一定會往教練的肚子上猛刺個幾刀，來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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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不如死、啞巴吃黃蓮的痛苦。可是當我腦袋充斥著一堆髒話的

同時，我卻不由自主的說出： 

教練，謝謝你！謝謝你不給我上場、謝謝你把我逼到絕境、謝謝

你讓我知道努力、謝謝你總是忽略我，讓我保有上場的熱情、謝

謝你刺激了我、謝謝你砥礪了我，讓我知道要上場打球需要多少

努力。 

四、苦盡甘來 

進入了下一個球季，我對自己的能力有著不一樣的體認。我相

信只要肯努力，沒有什麼目標是無法達成的。從球隊進入備戰期的

第一天起，我依舊保持去年的精神投入在訓練中，總教練也看到了

我的努力，進而把我排進了先發五人當中，這對我是無比的榮耀，

也肯定了我一直以來的堅持，我告訴自己： 

機會來了，我要更努力。 

讓大家知道我有多麼渴望成功！ 

我要讓大家知道我蘊藏的能力有多強！ 

這一次不同，我把所有經歷過的苦難與不平衡，都先放到一

旁，將所有磨練轉化成積極的力量。我明白不能帶著憤怒上場，也

不能太過自私的只追求自己的表現。我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盡最

大的心力並享受這一切。賽季從一開始就如同我想像般順利，我輕

易的掌握了自己的打球節奏，百分之百的發揮自己的水平，我在球

季中的表現一直很穩定，加上球隊的戰績也名列前矛。在這期間，

我也獲邀參加了 SBL 的全明星賽，我想這是對我上個球季不被重視

的一種補償。感覺非常光榮，畢竟一年也只有二十四個球員有這等

肯定，對我的意義更為重大。 

明星賽結束的下半季，球隊表現還是一直維持高檔，甚至擊敗

了二連霸的球隊璞園建築，整體實力到達了最高峰，拉出一波九連

勝。在三十場例行賽的比賽中贏了其中的二十二場，抬頭挺胸的進

入季後賽，直指總冠軍。但不料事情總是沒有那麼簡單，或許是例

行賽的一帆風順讓我們有點自滿，心情也放得過於輕鬆，跟我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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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的對手臺灣啤酒隊的放手一搏的心態有點差距，也埋下讓我們

陷入苦戰的前兆。 

季後賽第一輪的對手是臺灣啤酒，這是去年墊底的球隊。球員

組成相當的年輕，經驗較差，但年紀也帶給他們優勢，有無限的體

能跟活力。但各大媒體依舊看好兵多將廣的臺灣大能夠輕鬆過關，

甚至認為可能橫掃對手。但比賽畢竟不是紙上談兵，陣容華麗也不

一定是贏球的保證，結果我們不只打得很辛苦，更幾乎被逼到淘汰

的邊緣。 

這次季後賽我給自己非常高的期待，我給自己的期許是最優秀

的球員，本來應該在最重要的比賽中發揮，從第一場比賽開始，踏

進球場時我有著百分之百的信心擊敗對手。不料過程中我打得乏善

可陳，缺點百出，幾場比賽甚至只繳出了個位數的貢獻，與我的賽

季平均值差了將近一半左右，球隊也在幾場球拉鋸下落敗，這幾場

比賽無疑對我自己的心理是一個打擊。我仔細思考球賽發生錯誤的

原因，我給自己的診斷是：壓力太大是一個因素，但最大的原因是

我給自己的壓力破表了，每一個人都會犯錯，我太想要完美了，忘

記了要讓自己去享受籃球，去享受每一場比賽。我讓自己被綁在一

個小圈圈裡，像是一隻退無可退的野獸。 

嚴格的反省自己過後，我在後面的比賽發揮漸入佳境。不過臺

啤的氣勢越來越高，比賽勢均力敵。七戰四勝制的比賽，最後一路

拼搏到了要一決生死的第七戰。 

在這個生死關頭的第七戰，我心情意外的平靜。這是至關重要

的一戰，但我決定要放手去享受這一切。我在上半場就攻下十分，

保證了球隊有雙位數的領先，在終場前的三十秒，我穩穩罰進兩球

更讓球隊立於不敗之地，最後我們在二度延長賽中險勝了臺啤，我

攻下了全隊本土最高的十四分，帶領臺灣大籃球隊八年來首度晉級

的總冠軍賽。這是我生涯最榮耀的時刻，即使我身體已經失去了知

覺，縱使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做任何事情了，不過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激情的比賽過後，我收到通知，獲得聯盟票選為年度的最佳

第一隊與年度最佳進步球員兩個獎項，也是唯一在今年同時獲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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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大獎的球員。 

「你拿到這些獎，有什麼感受？」在頒獎記者會中，記者問道。

「今年是我在臺灣打球的第十二年，我在高中的最高殿堂，曾經帶

領新榮高中拿下總冠軍，我獲得最有價值球員ＭＶＰ的殊榮。我在

大專第一級的聯賽，穿著臺灣師範大學的球衣完成了三連霸，更有

著冠軍賽最有價值球員ＭＶＰ的肯定，我在SBL拿下總冠軍，兩次

年度最佳進步獎，年度第一隊證明了我是當今最好的五個球員之

一。這一切看似容易，然而從金門到臺灣，從零開始到有資格說自

己成功了，整整花了我十二年。」 

伍、夢想之後 

「運動使我們瞭解『荒謬』、『苦悶』、『憂慮』、『不安』

是人生必然的穿插。」19 

感謝上帝給了我一顆籃球，讓我找到生命的重心。直至今日，

這段獨一無二的運動歷程，每每回憶起，總是讓我熱血沸騰。各種

濃淡不等的經驗，需要的是人們深深地去領會和認知，虔誠地予以

尊重和喝采。  

時至今日，我已經慢慢的領悟到，因為那些無法改變的，而成

就了未來的我，雖然無法凡事完全如我所期望，但我寧可盡全力而

失敗，也不要懦弱地放棄嘗試。因為追求夢想意味著，同時接受快

樂與痛苦、榮耀與代價。對於過去或許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詮釋與敘

說，但不論我們做些什麼都無法重新再活一遍，最重要的是，掌控

當下這一刻，唯有掌握住當下，才能接管自己的人生。每一個人的

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隨時隨地逼自己不斷成長、學習、挫折、失

敗，然後不斷輪迴，是我經歷過夢想上半段之後，所得到的領悟，

也是我認為最正確的價值觀。我相信雨天過後一定會出太陽，只要

秉持著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夢想會永遠停留在我的生命當中，等待

我不斷發光發熱。 

                                                 
19 劉一民，《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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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tells a story, with narrative inquiry, of an athlete from 

Kinmen. Athletes can reveal memories by telling their self-sport expe-

rience. Many years ago when Jung-Hsuan Chang wa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his trip of pursuing basketball dream unfolds. 

He left his hometown, Kinman, on his own, for Tainan in Shing Rong 

Senior High School due to his strong interests in basketball and desire 

to improve skills.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as the structure, 

includes “why use narrative?”, “before the dream”, “starting point”, 

“dream pursuing course”, and “after the dream”. From the doubt of 

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 (HBL) in the trip to knowing himself 

again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reality test in pro-

fessional basketball world, it depicts delightful, anger, sorrow, happi-

ness, scare and fear in every one of us. In ‘’after the dream’’, in the light 

of inculcating in the young as a feedback to the sport world through 

self-experience, the author provides the young from the offshore island 

mental preparation and suggestions of joining competitive sport. Cen-

tered ‘’after the dream’’ on the title, he reflects the true meaning of be-

ing an athlete, inspires more fighters from the other fields, and encour-

ages people to divorce from a slump to dreams fulfilled. 

Keywords: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BL), narrative, self-recognitio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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