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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身分下的困境： 
學校教師教練勇闖職業賽事的生命經驗 

林岱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黃盈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體育老師在一般大眾的觀念中只是個帶學生運

動，偶爾陪學生打打球，上班等於是一般人休閒活動的

行業。而教練更被認為是一個只有早上帶選手晨操，然

後等到下午帶練習的一個很「爽」的職業。但事實並非

如此，甚至是同時身兼兩者時，其難度與工作內容更是

一般人無法想像的。當前臺灣身兼教師與教練身分的人

口也不少，然而卻鮮少獲得人關注。故本研究以筆者身

兼學校體育教師及球隊網球教練的雙重身分去進行探

討，在這過程中，又由於該身分性質，卻突然受到隊上

球員的請託，便毅然決然地暫時拋下身上的多重職務，

開始擔任全職職業網球教練，將人生置之腦後。這抉擇

讓筆者在過程中，直接面臨到原先雙重身分下，所必須

承擔的責任與其所處的困境，種種的荒謬與意外直接衝

擊到自身的生命深處。所幸在後期的努力下，藉由體育

人不服輸的幹勁，以積極行動反抗一切的荒謬與疑慮。

在整個經驗回想與反思後，才發現教師教練的本質與責

任並非如傳統刻板印象那樣的負面，而是同其他的行業

那樣，具有其特殊價值與奮鬥意義的。本研究以經驗敘

說為主軸，從敘說中重構教師教練的處境，並從處境中

提取經歷的生命意義，藉由一連串生命意義進行對話與

連結，重新找到教師教練自身身分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雙重身分、多重職務、經驗敘說、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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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臺灣的體育教學環境中，教師教練一直是個頗受爭議的職

業，一般我們對教師教練有一些看法，如教練是 coach（靠嘴），出

一張嘴巴的職業。訓練選手的時間也沒有上班族多，只需早上晨操

跟下午放學後的訓練而已，中間大半時間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且

以為教練通常都是過去選手退休下來的，所以人們仍舊對其保持著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甚至認為教練的工作只是他個人

喜愛的休閒娛樂，並不像其他職業那麼累或壓力大。 

但筆者任教於大學並兼任網球教練，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因

為教師教練同時身兼教學與帶隊的雙重身分，所以他有兩種不同範

疇的位階、身分與責任。要面對學生、上級和選手以及與這些對象

有關的人、事、物，其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除了考驗個人的能耐

外，且需要許多的應對與處理手段。這樣的處境也導致除了許多看

得見的工作、評價外，還有許多潛藏在其之下，只有當事人才能深

刻體會到的種種上下關係溝通、選手的表現與期待下的壓力等等問

題。所以，教師教練的職業並非如外人所想的那樣輕鬆愜意，且隨

著各大專院校開始增聘技術講師，加上原先國高中的族群與專任教

練政策的實施，使得人數開始有增加的趨勢。又由於其特殊的定

位，使得他總是卡在各個身分的抉擇中，面臨到底是該當好一個教

師，好好配合學校的作息與規範，抑或是成為一個能帶領選手逐夢

的教練這種身分抉擇的問題中。故筆者希望能藉著此研究，去探究

現今教師教練所遭遇到的困境，並期望能找出解決的方向。 

本文旨在敘述筆者同時身兼學校體育教師及球隊網球教練的

雙重身分，當時由於受到隊上某位選手的請託，擔任全職網球教

練，赴外參與職業賽。在那時利用球隊短暫的休賽期，體育課自掏

腰包請人代課，學校重要活動也只能請假，將一切放掉，專注在當

教練的身分上。在這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密集在中國、香港、越南

參加職業網球比賽，在這段期間筆者發現，外界對教師教練的看

法，與實際上筆者所遭逢的經歷完全不同，且在當時筆者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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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遇到的問題也不是身分二擇一的那樣簡單，故筆者欲藉著重

新敘述與反思此次的經歷，重新思考教師教練的處境及其意義。本

研究以經驗敘說為主軸，從敘說中重構教師教練的處境，並從處境

中提取該段經歷的生命意義，藉由一連串生命意義進行對話與連

結，並在這生命意義的對話中，重新找到教師教練自身身分的意義

與價值。本研究共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經驗敘說的文獻

考察；第三節則是為進入經驗故事起初的抉擇與困境；第四節為事

件發生後所遭遇到的意外與荒謬；第五節則是開始試圖擺脫先前困

境與荒謬所採取的行動與反抗；第六節為結語。 

貳、經驗敘說 

本研究主要以敘說做為研究路徑，希望藉由說出自身的經驗故

事，從中重新釐清自身處境以尋求自己在這身分下的意義。但在傳

統的質性研究或者是當今實證科學典範的規範中，對於述說自身的

經驗是頗受爭議的，石明宗認為體育運動的實踐場域深深緊扣著運

動世界，其本質是經驗性的，且體育運動學術領域在各種跟母學科

借用的立場下，其主體性仍舊是個模糊地帶，所以跟隨著學術霸權

的意識形態是有問題的。1 

李佑峰指出在現今實證典範下有關於教練的研究，將運動事件

簡化的習慣，使得其調性似乎離實際的實踐場域越來越遠，且與運

動世界裡的知識有著極大的差異。2這似乎也使筆者明白了經驗的不

可簡化性，是它之所以如此貼近運動世界的原因。且劉一民在《質

性研究的異想世界》一文中提到了當代的人文與質性研究經過了自

身領域疆界消解的領域模糊時期（1970-1986），與自身合法性問題

最嚴重的再現危機時期（1990-1995）後，後現代的喧嘩到現今的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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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2。 
2 李佑峰，〈經驗•知識•記憶——一位高中籃球教練的敘說探究〉（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6）：27-34。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LZXNg/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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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擺脫實證主義和嚴謹學術觀的問題，3客觀中立且要求標準的瓦

解使得敘說自身經驗的價值及其重要性得以重新被檢視。 

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曾提及：無

論是誰，都想讓自己的一生，包含他感受到的一切隱密之處，成為

一個不僅僅只是體驗過的而且是描述了的經驗。他希望看到自己的

一生從所有壓迫他的因素裡解脫出來，並把這些因素歸咎於不自由

的境遇，進而提出實質性問題。4他認為人應該去說著他的故事，並

把故事記錄下來，對於此，敘說是一種呈現和了解經驗最好的方

式。5學者李佑峰曾說：身為敘說研究的探究者，必須將經驗化作具

體的文字，才可以建構成知識，被其他閱讀者或研究者所理解。6所

以敘說自己的經驗有其必要性。 

現今國內運動哲學領域關於自身經驗敘說的文章也相當地

多，諸如具代表性的〈球場故事三部曲——運動故事的結構與意義〉
7、〈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8；抑或

是以特殊經驗為主題的〈山難經驗：一個運動與宗教觀點的考察〉
9、〈運動不可測性的存有之否定與掌握——塔雷伯與余蓮視野下的

交會〉10、〈蛙人身體的深層經驗——從身體受苦凝視生命意義〉11；

                                                 
3 劉一民，〈質性研究的異想世界〉，《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

（臺北，2005）：84-97。 
4 Jean-Paul Sartre 著，《沙特自述》（黃中晶、黃巍譯）（天津：天津人民，2007），

170-17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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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蔡敏

玲、余曉雯譯）（臺北：心理，2013），26。 
6 李佑峰，〈蛙人身體的深層經驗——從身體受苦凝視生命意義〉，《運動文化

研究》，21（臺北，2012），69-112。 
7 劉一民，〈球場故事三部曲——運動故事的結構與意義〉，《運動哲學新論——

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臺北，2005），177-191。 
8 劉一民，〈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運動文

化研究》，1（臺北，2007.06），7-27。 
9 石明宗，〈山難經驗：一個運動與宗教觀點的考察〉，1-198。 
10 黃盈晨，〈運動不可測性的存有之否定與掌握——塔雷伯與余蓮視野下的交

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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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以自身身分做為對象的〈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

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的敘說與範疇勾劃〉12、〈經驗•知識•記憶——

一位高中籃球教練的敘說探究〉13、〈衝突、衝動、衝擊——桌球選

手與教練互動關係敘說〉14；以及從敘說轉向存有論探討的〈重返

籃球場：存在邊緣的自我探問〉15、〈熱情至低落，失意又成長 一

個籃球運動隱形人的生命敘說〉16等等文章皆開展了經驗敘說的種

種可能。 

從上述的文獻中，我們不乏可以看到這些經驗敘說方式大抵為

質性敘說研究（如李佑峰）、詮釋學路徑（如劉一民）17或轉向存有

論以釐清存在意義（如黃盈晨、陳柏佑）等，這些方法無外乎皆是

在藉由將研究者置身故事之中或是以第三者的角度描寫勾勒，說出

一個關於自身的經驗，經由敘述事件以釐清處境、身分及其感受

等，並使當事人與事件及各個因素進行外部的連結，以及內部包含

情感、背景、歷史的組織，從這一內外所構成的結構中，根據其形

上學立場進而提取種種不同的意義或價值。 

一般來說我們首先遭遇到事件，接著事件被留存成經驗，而這

些經驗，最後都會構成我們的生命。身為研究者，我們一邊活在我

們的故事，一邊進到每一個新的探究現場。18在探究現場中，我們
                                                                                                                     
11 李佑峰，〈蛙人身體的深層經驗——從身體受苦凝視生命意義〉，《運動文化

研究》，21。 
12 吳永仁，〈尋找、發現、迷失、超越自我——一個籃球選手逐夢經驗的敘說與

範疇勾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0），1-74。 
13 李佑峰，〈經驗•知識•記憶——一位高中籃球教練的敘說探究〉，27-34。 
14 林慶宏，〈衝突、衝動、衝擊——桌球選手與教練互動關係敘說〉（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7），1-71。 
15 陳柏佑、黃盈晨、唐宏儒、陳子威，〈重返籃球場：存在邊緣的自我探問〉，

《身體文化學報》，21（臺北，2015.12），47-64。 
16 唐宏儒，〈熱情至低落，失意又成長 一個籃球運動隱形人的生命敘說〉（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體育學系論文，2014），1-110。 
17 劉一民，〈最優運動經驗文本的解讀與重構——一個詮釋觀點的形成〉，《運

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臺北，2005），141-16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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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92。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LZXNg/record?r1=1&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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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活在故事，敘說那些故事的經驗，且透過故事的重述和再體驗

來修正它們。19因為如此多面向的發展，也使得敘說自身的經驗故

事這件事情有了更積極的意義以及多樣的手段與面向，而本研究所

採取的路徑為，以作者第一人稱的描述，說出那些發生在「我」身

上的事，藉此重新建構當時的處境，接著在後設的重構後得以擴展

或加深對當時處境的理解，及一般意義下的詮釋，這種「無可避免」

地詮釋將會帶領研究者進入反思的狀態，不斷地詢問：為什麼會這

樣？我在幹嘛？這種反思的我對經驗的我進行質疑，迫使經驗的我

分化出另一種擴展的經驗的我並進行回應，如此一來兩者（或三者）

形成了一種辯證（dialectic）關係，這也使得每一個新的詮釋都是一

個反思的結果，最後藉由這些辯證與詮釋的結果，我們得以重新構

築出敘說的內容，並對這反思後的產物進行再反思，釐清當下的處

境，從中提取自身身分的意義，也因此我們得以從經驗融入到生命。 

參、抉擇與困境 

本文的研究者（後文皆稱我）目前在國內大學擔任約聘講師，

故身兼教師與教練的雙重身分，國內大多數的網球教練皆是如此，

在校內主要的工作就是帶甲組球隊和上體育課，額外再做一些行政

上的幫忙，如運動會的協助或一些活動的支援等。學校球隊選手大

多數的主要目標是一年一度的大專盃，只有少數一到兩位選手的目

標是朝著較高層級的職業賽事去發展，這些選手想在有限的時間

內，挑戰自己最大的潛力並追求階段性成就。 

然而，一般來說走職業的選手平時在國外比賽時，都是獨行俠

（沒有教練）的方式在出戰，但弔詭的是，明明是選手很重要的比

賽，教練卻沒有辦法陪賽，而其原因也在於我在學校還有球隊將近

二十個隊員要訓練及照顧，不可能因為一到兩位選手而放下全隊不

管，學校方面每週又有基本的五堂體育課要上。一學期也有一到兩

次的學校活動需要幫忙協助，三不五時就要開會討論，平時訓練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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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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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到周末的假日時間，除了原本的上班時間（體育課、校隊訓練、

學校活動支援）外，剩餘的幾乎都花在職業選手的訓練身上，有時

還是從休息時間中硬「榨」出來的，因此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能陪

他們出國比賽。在這樣的多重任務下，我不僅沒有個人的正常休息

時間，甚至還要面對各個選手的期待以及教學與行政上的責任與壓

力。這階段讓我每天都在問自己：網球對我來說是甚麼呢？因為如

此的折騰後，其對我而言，不再只是興趣或是休閒，而是「真正」

的工作，且是完全「責任制」的工作。 

在這樣忙碌的困境下，我倉卒做了一個決定，因為想要負起那

位想要走職業之路選手的責任，故毅然決然地暫時拋下身上的職

務，並開始專心當他的全職教練，不只訓練，同時也要負責陪賽。

但那時唯一能陪賽的機會，也只有在每年的大專盃結束後，因為在

這段期間，球隊將按照往年慣例會有二到三週的假期。假期過後球

隊會開始正常訓練，那時雖然我可能因陪賽的緣故不在場，但仍會

每天透過跟兩位隊長 LINE 的群組，傳送校隊每日訓練課表，並透

過 LINE 跟每位選手進行溝通；也由於身兼教師身分，那時學校體

育課每週有五堂，且距離放暑假還有三週，十五堂課的代課費也只

能自掏腰包的請代課老師幫忙代課；在活動支援部分，則有全校

性、期末例行水上運動會的大活動要處理。其實以一個年輕約聘講

師的身分來說，這種所有老前輩都會參與支援的大活動，我一個輩

分小的不應該不到，但那時日期剛好衝突到，所以我也只能硬著頭

皮且不理會眾人的眼光，大膽地向行政主管請假，現在想起來還是

覺得過意不去。 

這時我才知道「我們總是在種種身分中不斷地進行抉擇，而大

多數的抉擇只是將原先的困境改變成另一個困境」，選擇一種身分

就是選擇了將自己拋入一種困境裡，而多重身分則是將自己置進一

個多重結構的困境中，這也使得每個環節的變更都將引起整體的改

變，且一旦進入了，之後所有的選擇，都無法再回到原先單一的抉

擇結構中。雖然各個身分有著各自難解的難題，但在這樣的抉擇與

決心下，最後我不計後果地把一切都放下，也因此，我總算能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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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中旬，將自己的雙重身分拋開，不顧一切地跟隊上那位職業

選手，進行長達四個月密集的巡迴賽事。原先以為這樣就能全心的

在國外奮戰，在克服了以前最大的教練問題後，便以為一切都上了

軌道了，也因此對比賽成績非常的期待，然而，事實並不如預期般

順利，且問題不斷地接踵而來。 

肆、意外與荒謬 

在出國比賽前，我原先以為跟這位選手過去有兩年的訓練時

間，所以在訓練的默契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且目標也比較一致，

所以比賽過程與成績將會非常順利且耀眼的。然而事與願違，在一

開始的前五週比賽，成績非常不理想，甚至比選手過去一個人出國

比賽還差，球員的狀況頻繁出現且都是那種難以想像的問題。 

以選手身體部分來談，比賽中常感到無力，但也不是體能出了

問題，就是在比賽中會忽然沒有力氣，且找不到原因，沒辦法及時

處理，這也導致常常在比賽的後段出包甚至無法完成比賽；在情緒

的部分，出乎意料地差，情緒一上來便時常跟對手、裁判爭吵，且

經常把一場絕對可以獲勝的比賽，因情緒失控而導致輸球，或是常

常因為對手的種種行為，而使得自己發脾氣，讓自己失常最後沒有

好好的打比賽；這些情況導致自己在比賽中的贏率不斷下降。記得

其中有一場對上澳洲選手的比賽，由於對手汙球20而跟對方吵架，

接著又對巡場裁判、裁判長等人大吼，情緒完全的失控，想當然爾

的也沒有辦法正常地打一場完整的比賽。 

這些莫名其妙的狀況，和無解的體力問題以及無言的失控狀

態，重重打擊我們的士氣。由於戰績的不佳，也使得我和選手之間

吵架越來越頻繁，且在比賽現場感到很多外在的壓力，我不只要面

對和處理自己的選手，同時還要接受來自各國選手教練各種異樣的

眼光。從原先的期待到種種無法掌握的無力感，無緣由的狀況、脫

                                                 
20 汙球指的是在沒有主審的比賽中，所採取選手自己判比賽的信任制，在信任

制當中選手不誠實亂判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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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行為和不友善的眼光，這些問題一個個都好像在指著我說：我

不適合。而我也不停的在問我到底適不適合呢？在這樣的壓力下也

常常造成身心的不舒服，然而我知道不論如何都必須要堅持下去，

畢竟一切也才開始，若這關扛不住的話，那就結束了。 

也由於保持這樣的信念，雖然前面的戰績不佳，但我還是試著

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後面的賽事，然而此時自己原先暫時放下

的球隊卻面臨到幾個難題，使得我更加坐立難安。在剛開始去帶職

業選手的前面幾週賽事中，當時網球隊因為剛比完大專盃，進行三

週的休息調整，因為沒有訓練所以教練不在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在

三週後進入暑假，球隊開始恢復正常訓練，這時候我就必須每天透

過網路，寫訓練課表給隊長們去執行，然而實際上訓練的情況，由

於人不在現場，無法瞭解訓練的真實情形，所有回饋都接收不到，

似乎變成我在自彈自唱，隨便我怎麼彈怎麼唱，至於學生應不應

和，有沒有練到，有沒有進步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這樣寫起訓練課表的我感到非常的虛無縹緲，似乎一點建

設性也沒有，原本以為，訓練超出了我的掌握已經夠嚴重了；更慘

的是球隊在教練缺席的重要時刻，原先應互相合作帶領球隊的男女

隊長，竟然因為隊上事情而導致不和，並且在公開的網路上互相放

話，使得球隊訓練的氣氛更加低迷。隊長們彼此的爭執、隊長對隊

員的不滿、隊長和隊員對教練不在的抱怨，不管是有進到我耳裡或

是我沒有聽到的，這些都使我在戰績不佳的高壓賽場上，每天還必

須得處理球隊一點一滴的負面能量，煩惱多了好幾個變項，工作量

又多加了一倍。有時要舒緩隊長們的情緒，有時還要瞭解隊員目前

的狀況，煩惱訓練同時為隊上的和諧所困擾著，這跟出發前想像的

順遂有很大的差距，大家好像約好了互相扯對方的後腿，做為教練

的我成為所有問題的折衝點，不能閃又只能待在遠處一直被掃到颱

風尾。然而內心的無奈又不能在比賽的現場展露出來，而且遠方的

問題就算我再焦急也無法處理，那時便想說專注眼前是唯一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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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由於前面的戰績不如預期，我們便決定提早回國做

些調整，並進行身體檢查，在訓練上也有所改變，重新充電三週後，

在開學前進行最後一波的越南賽事，希望能有個絕地大反攻。那時

正好遇上九月開學第一天的全系師生集合，記得當時跟行政主管請

假要帶球員出國比賽時，因先前出國期間已經缺席一次校內運動會

和教職員網球賽，行政主管也稍有責備之意的告訴我要分辨事情的

輕重緩急。那時我雖然知道主管是好意的提醒，但就當時低迷的狀

態來說，反而造成更大的壓力，甚至衍生出各種負面的想法，比如：

學校工作不幹了！不如歸去！之類的。同時也會覺得為什麼自己明

明犧牲那麼多，學校長官應該要扮演背後的支柱，但怎麼卻是不認

同我的付出與選擇？那時我好像處在異鄉人裡，主角被審判時的場

景，大家等著制裁我：一切都是真實的，但卻沒有一樣是真實的。
21一種無名的荒謬感向我席捲而來。 

此時學校的壓迫，加上先前戰績的不佳，與球隊遭遇到的紛

爭，讓我覺得自己實在是撐不下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只是更加深

了我的荒謬感，頓時覺得這身分所帶來的一切好像對我都沒有任何

意義。我像是個演員，先前所做的不過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投射到不

屬於自己的生命裡去，用這些時間去表達或演出那個身分的一生，

從失落自己去尋找自己。22原先的我沉淪在這些身分中，而當我跳

脫出來後，卻發現他們對我似乎都可以是毫無意義的，在這之中

「我」分裂成好幾個，並且各個「我」皆不斷地相互來回辯證，這

種辯證使得原先「我」的主體宣告瓦解，並陷入混亂之中。 

所幸當時這樣的想法只是一時的混亂，在邁入完全的無意義的

困境之前，我選擇了從混亂中抽身，中止這場自身消解的辯證，並

在較為積極的面向中創造一個新的主體，就好像選手在場上遇到挫

折，也時常會自我放棄一般，但做為教練的我們都是在這個時候要

                                                 
21 Albert Camus 著，《異鄉人（L’Etranger）》（莫渝譯）（臺北：志文，2009），

144。 
22 Albert Camus 著，《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張漢良譯）（臺

北：志文，20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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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選手不能輕易放棄，然而現在我們也遭遇真正的逆境，沒有理由

我們教練只會嘴巴說而做不到，所以當面對困境與荒謬時，我選擇

了反抗，而我相信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是在追求

意義的，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了反抗，才得以在絕望

中帶來希望。23當這樣告訴自己時，反而催生出另一種絕不認輸的

能量，或許反抗並沒有自以為能解決一切，但至少能面對。24當我

從自我瓦解的辯證中選擇反抗走出困境後，我開始行動而不再停留

在荒謬之中，在這樣的自我激勵後，情勢也終於出現了轉機。 

伍、行動與反抗 

 在生命的重要時刻中，我們卻對發生於自己身上的事物無能

為力，然後只能聽天由命——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謊言。25決定破

釜沉舟後，便開始以行動來代替先前的躊躇不定。越南比賽是我跟

選手兩人最後的機會，時間為三週共有三站賽事。會外賽時，我們

出乎意料的輕鬆連贏三場，接著進入會內賽，會內賽的抽籤結果，

我們遇到一位持外卡參賽的日本選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機會獲

勝；如果能獲勝的話，就可以稍微解除這些日子來的成績壓力。當

天的比賽時間在下午，賽前的評估是六四波的比賽，然而雙方球員

都很需要這一場比賽的勝利，因此很容易看出兩位球員都格外緊

張。沒想到上場後，因為太緊張的關係，我們輸掉第一盤的比賽，

還好第二盤開始回穩，我的選手有堅持賽前的策略，並且我們相信

高百分率網球，26然後不斷地施壓對手，使我們將盤數扳平。 

但沒想到第三盤的開局，我們出現一些抽筋的徵兆，一開始非

常擔心沒有辦法比完這一場比賽，或是就算比完也無法獲勝，但奇

                                                 
23 Albert Camus 著，《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嚴慧瑩譯）（臺北：大塊，

2014），11。 
24 Albert Camus 著，《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316。 
25 Paulo Coelho 著，《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周惠玲譯）（臺北：

時報，2004），25。 
26 網球高百分率指的是一種百分比較高的一種進球率或贏球率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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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是這時選手反而越攻越確定，更加不手軟，且大聲怒吼著自己

的身體：我有在跑體能、有在跑 10 公里，要抽筋一定也是對手先

抽筋之類的話。做為教練的我在一旁像洗三溫暖一樣又驚又喜，結

果說也奇怪，好像經過這樣的怒吼或是正面對話，我們在攻擊上越

攻越穩定，對手則明顯節節敗退。打到決勝盤中間的時候，原先腳

抽筋的預兆越來越好轉，反倒是對手出現明顯跑不動要抽筋的情

況，最終就在這樣的驚濤駭浪中贏得比賽，對於教練和選手來說總

算是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才明白劉一民在《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

構——三色空間教網模式的發現》一文中，「陪、伴、比、賽」這

四要的真正意涵：教練不只是個照顧者，還更是一個潛力的激發

者，要做的不只有生活上的「陪」、「伴」，還要專業上的「比」與

「賽」，陪賽永遠不只是「陪」賽，更是教練藉著這四種技藝在選

手身上親身實踐，並讓選手體現這四種感覺的行為。27 

經過先前跌宕不斷地風波後，我們開始積極地以行動來反抗對

自身的荒謬與疑慮。且經過了這一場單打的勝利，好像真的過了個

大關似的，之後的賽程就越來越順利，雙打先拿了個冠軍，之後的

雙打比賽大多都能打進決賽，單打雖然沒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分數

也陸續有了進賬，一解前十站單打分數的乾旱期。成績的進步，也

讓我得以為先前所經歷過的那些無意義、荒謬的種種抉擇與困境，

賦予了新的意義，這時我才發現，所有的意義是在事件的結構組合

中探取出來的，不同的結構組合會誕生出不同的意義，倘若要改變

現有的意義，只有採取行動，反抗當前的結構組合出來的處境，以

及陷入身分困境中的自己，必須經歷過打散及推翻，意義才得以重

整，並在這新的意義的詮釋下，我也得以重新認肯自己身為教師教

練的意義。 

在這過程中，身邊的人事物，他們的意義也是隨著事件結構組

合而改變，例如說：事實上在這艱辛的四個月當中，給予我最有力

                                                 
27 劉一民，〈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運動文

化研究》，1（臺北，2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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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的是女友，在這不顧一切的決定所引起的困境中，女友也受到

了很大的影響。但或許是因為女友過去也是運動員的關係，能將心

比心的站在教練選手的立場，也很瞭解當前所遇到的困境，在我瀕

臨崩潰時，常能透過網路電話讓我心情穩定，她的支持讓我愧疚，

每一次在我無助時的鼓勵中，她使我對她的這種愧疚直接過渡到共

患難的體諒溫存，這讓我在無助的困境與荒謬，有了一個立足點，

她在每階段所承擔的意義，都絕對是我能一直堅持下去的重要因

素。 

最後，或許我們的結果並非如原先預期地那麼成功，但在這之

中，我們真的都直接面對了身分處境所帶來的生命問題，並且獲得

了成長。在結束了全職職業選手教練的身分，回歸到原先球隊教練

的身分後，終於得以開始著手處理球隊的紛爭，並且回歸到教師的

身分，讓一切步入正軌，學校的壓迫也獲得了解除。待回到原先穩

定的身分結構之後，所有的連結恢復正常，整件事才得以圓滿落

幕，並重回到原先熟悉的教師教練的忙碌生活。這一趟經驗敘說從

雙重身分的困境，到不顧一切抉擇的困境，最後再回歸到原先雙重

身分加上一堆爛攤子的困境，隨著事件的堆疊，意義的轉換，我才

得以重新思考在教師教練這一身分下，其生命意義的深度，從「困

境——荒謬——反抗」的反覆循環中，看到了「我」這個主體的瓦

解與積極重建，也看到了黃盈晨對人生所勾勒的悲劇情節，生命就

是不斷地否定，「否定即是預示了一種歡愉」。28 

陸、結論 

敘說就是我成為了我自身的讀者，並將我所閱讀到的東西，一

一地描述出來，在這閱讀與書寫中，我都得以重新挖掘出潛藏在其

中的深度，重新咀嚼生命的意義。本文藉由經驗敘說，探究了教師

教練身分的生命意義，也揭露了國內運動教師教練因為卡著多重身

                                                 
28 黃盈晨，〈運動不可測性的存有之否定與掌握——塔雷伯與余蓮視野下的交

會〉，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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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以背負著很多不同的任務；但人並不具備分身術，同時要承

受所有的責任，不止要花費許多勞力在球場上，更要思考解決各式

各樣千奇百怪球場外的困擾，這對身心都是很大的壓迫，使他不斷

地遊走在困境與荒謬之間。但也透過這樣的磨練，讓我無論是在做

為一個學校的小教職員，或者是一大群選手的校隊教練，甚至是全

職的職業選手教練上，都有了不同層次的成長，也同時獲得了應付

所有困難的心理韌性與處理事情的手腕，成長是一種同時身處在不

同身分間的「我」與「我」之間相搏與相互辯證的過程。因此，國

內的教師教練並非如一般偏見下的那樣的閒、那樣的爽，在這身分

下蘊藏著不為人知且豐富精采的秘密，教師教練不僅是個職業，更

是一場以生命相搏的神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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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Dual Positions:  

The Journey of College Instructor and Coach Taking 

on the Professional Tennis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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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people may have misconceptions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in-
structor as well as team coach. They view what PE instructor do is working 
out together with students or simply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physical activity, while being a team coach on their opinion is just an easy 
job, which only arranges team practice through out each day. However, 
being a PE instructor or a team coach has its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is definitely not as easy as what most people thought. Not 
to mention if you work a dual position as both PE instructor and college 
team coach, the complexity of serving both positions is hard to imagin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eople having such dual position roles in Taiwan, 
this group of people has been overlooked quite often and rarely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In this personal narrative essay, the author 
shared his journey of being a professional tennis coach during a 4 moths 
professional tour by putting his full-time job as both college PE instructor 
and college tennis team coach on hold upon the request of one of his play-
ers. The author soon realized the responsibility and dilemma coming after 
his decision of taking this dual positions role, which had huge impact on 
his life value and brought up a great challenge upon him. By working hard 
and evaluating himself constantly throughout his own journey and by ap-
plying what he learned from his previous competitive player career, the 
author learned and proved that working as either position (PE instructor & 
team coach) is not as easy as what people thought and that, just like other 
professions, it has its own unique value and positive meaning. This essay 
focus on the author’s process of re-discovering the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working as dual positions (instructor & coach) by connecting a series of 
inner dialogue and by lear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during his pro-tour ex-
perience. 

Keywords: dual positions, full-time, job, experience, meaning of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