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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民族誌 
─從 5公里到 54公里（2013-2017） 

 

文多斌*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臺灣路跑運動的文化現象。經過筆者三年多的親身路

跑見證與田野筆記的觀察與紀錄；從 5 公里的初體驗到 54公里的超馬挑

戰，透過實踐與反思的研究對話，完成了本篇民族誌的書寫並歸納出五大

路跑運動的文化現象：路跑社團的相繼成立、運動傷害的無所不在、馬拉

松的商機無限、秀異路跑人的玩心與淬鍊生命的價值。這些現象的發生皆

根源於一種自我追尋與夢想的實踐，希冀能朝向更快的速度與更遠的距離

邁進。 
 

關鍵詞：現象學、超級馬拉松、人類學、民族誌、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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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Running Ethnography: From 5 to 54 Kilometer 
(2013-2017) 

 

To-Pin We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 running culture in Taiwan. After 

more than three years of personal running experience and taking field notes of 

what I have been observing and witnessing, from the earliest 5 km to the final 54 

km challenge,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self-dialogue, this 

ethnography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and summed up the five cultural 

phenomena of road running sports: road running societies being set up one after 

another, various kinds of sports injuries, the unlimited maratho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unveiling different phases of runners’ playful heart and refining the 

value of life. These phenomena are derived from self-pursuit and the 

self-fulfillment of dreams, hoping to beome a faster and longer-distance runner. 
 

Keywords: phenomenology, ultramarathon, anthropology, ethnography, road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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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筆者從 44歲中年大叔的年紀開始路跑，一開始只是為了做研究；但

是沒想到研究的愈深入，對於路跑賽事也愈加投入，所想要發掘的問題與

現象也愈來愈多。1筆者所要強調與呈現的是非選手級的、業餘的、平民

式的運動文化，是活生生的存在普羅大眾之間的運動文化。第一階段的文

章從「人物－團隊－自我敘說」三重視點記錄著 2013年 8月 10日至 2014

年 7 月 27日，筆者所參加與觀察的路跑賽事。從書寫、發表到刊出，至

今已將近三年多。研究內容，從一開始的亂跑團團長、亂跑團研究與筆者

自述，是筆者所完成的第一階段研究。文末，筆者很清楚的告訴讀者： 
   

一項運動人類學的研究，沒想到開啟了筆者跑步的人生。您或許問

我，研究完了您還會繼續跑下去嗎？是的，筆者的研究還在繼續，

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研究。筆者還有很多路線尚未參與。黑美人團

長的馬拉松故事還在繼續，亂跑團的後續發展仍在上演。有些田野，

研究者終其一生仍在研究。運動人類學在臺灣仍是一項新開發的領

域，等待有志之士一起為此而繼續奮鬥。
2
 

 

因此，出刊後這二年多來，筆者仍繼續以實際親自體驗路跑、觀察與

田野日誌的書寫，不斷的進行第二階段的研究。筆者認為，唯有透過自身

的體驗、反思與觀察，書寫出的文章才能更加的真實與深入。 

這個過程，筆者以為像是遊戲一樣，遊戲於路跑田野之間。最後，將

路跑過程的日常紀錄與思想行為，透過長期的觀察、訪問、自我敘說與互

動，建構出這篇主題。更有甚者，將民族誌作為文化人類學的本質，本篇

                                                 
1 文多斌，〈一起跑出臺灣奇蹟〉，《聯合報》，2013.12.20，A19版。 
2 文多斌，〈Happy Run──一項運動人類學的研究〉，《臺灣體育學術研究》，57（桃

園，2014.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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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更是展現出筆者的企圖心，希冀能將運動人類學更有意義的呈現於多

元的臺灣體育運動界。是以，本研究以筆者為軸心，將馬場（馬拉松賽事

的場域）上的點點滴滴，透過自身的實踐與不斷的自我挑戰，完成本篇民

族誌的書寫。更進一步說，運動文化的研究，我們需要的是極具彈性的研

究方法。3特別是捕捉有關運動生活的文化。 

 

二、理論與方法 

 

民族誌是什麼？筆者以為用現今的角度觀之，是用田野的方式記錄一

個團體中人的生活方式，並解析其與文化中的人、事、時、地、物各因素

之交互影響過程。研究者必須以「長時間參與」、「長時間觀察」或「訪談」

的方式蒐集資料。所以，總結來說，民族誌是指觀察和描述文化和文明的

現象。4因此，除了努力觀察，還要用心解釋。民族誌也是一個被不言明

的敘事結構所指引，藉由一個故事告訴人們我們所做的研究。5筆者的企

圖亦如是，這個故事就是由筆者開始。 

那麼筆者如何選擇田野的地點？「人文世界，無處不是田野。」意思

就是說，人類學傳統的田野地點，已不是一個空間或地理上的概念，不再

是一個地點 (site) 而已，是一種方位 (location) ，既是空間的維度，也是

時間和歷史的維度。6是以多種方式綜合性地去瞭解不同地點、不同群體

                                                 
3 格雷 (Ann Gray) 著，《文化研究──民族誌方法與生活文化 (Research Pracice for 

Culture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 》（許夢云譯）（新北市：韋

伯文化國際，2008），29。格雷談到文化研究「浸入 (immersion) 」的可行性，必

須不斷反問此種資料可能具有的知識論價值何在以及有關意義及文化重要性的問

題。 
4 拉德克利夫－布朗 (A. R. Radcliffe-Brown) 著，《社會人類學方法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夏建中譯）（北京：華夏，2001），30。 
5 Edward M. Bruner,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ed. 

Victor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39. 
6 黃劍波，〈何處是田野？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廣西民族研究》，3(廣西，

2007.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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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困境的整體知識捷徑。7這種論點，在當今有可能成為一種體系。8

因為，多點田野 (Multi-Sited) 是必然的趨勢。這種的論述與觀點，剛好

能配合筆者多地點式的田野工作，所謂的馬場，分布在各地，筆者必須追

隨著研究場域，找到最適當的時間與地點進行研究與觀察。9筆者也盡可

能的開發各種不同的田野地。 

這篇研究更可以說是由下而上的現象學研究。10由下而上的意思是，

透過實踐觀察而得的，而非沒有經驗內容的先天形式（即紙上談兵）。現

象學的「事」或「物」是指在我們意識上呈現出來，能被我們直接經驗的

東西。其次是回到現象直接呈現的狀態，最後是「預示」不顯現的部份。

11因此，本篇的學理基礎採用現象學擱置（放下預設、全新出發）、本質

還原（看透殊相、找到本質）、超驗還原（超越經驗、反身觀看）與現象

學描述（不多不少、如實勾劃）的現象學方法。12正如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所說：「應該指出，現象學對於文化人類學來說

是必須的應用哲學，因為它不斷呼喚、喚醒文化人類學者回復自身，回復

到他們認識得以產生的源頭。也就是說，提醒他們重新審視作為理解那種

                                                 
7 古塔 (Akhil Gupta) 、弗格森 (James Fergusun) 著，《人類學定位──田野科學的界

限與基礎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 》（駱建建等譯）（北京：華夏，2005），40-45。 
8 George E.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8), 82.  

9 文多斌，〈Happy Run：一項運動人類學的研究〉，76。 
10 艾希柏 (Henning Eichberg) 著，《身體文化研究——由下而上的人類運動現象》（李

明宗、莊佩琪譯）（新北市：康德，2015），85-101。請參閱第三章〈回歸（運動的）

現象或回歸現象學——論現象學的現象學〉一文中的精采論述。艾氏認為，現象學

研究是盡力於「深度描繪」及「由下而上」的理解。 
11 劉一民，〈臺灣運動現象學研究底蘊探源——哲學、方法與生存實踐的導入〉，《運

動文化研究》，27(臺北，2015.12)：7-45。 
12 劉一民，〈臺灣運動現象學研究底蘊探源——哲學、方法與生存實踐的導入〉，7-45。

本篇文章讓筆者有豁然開朗之感，因此，鼓起勇氣大膽嘗試本篇現象學與人類學的

結合應用。回應劉氏所言：「我們期待，臺灣體育學術界有機會重返『人』和『運

動』之間的親密體驗，在現象學映照下的『本質追尋』、『超驗反思』、『存在體驗』、

『詮釋旨趣』、『發生奧秘』、『實徵的具體』以及『系譜的想像』中，透顯運動生活

世界級學術研究，生靈激動的潛質。」 



88  運動文化研究  第三十一期 

原始觀念而加以運用的手段──由自身文化所構成的觀念。」13筆者試著

綜合運用這些概念，希冀讓本文更具有深度。本章論文共分五大段：第一

段「緒論」說明本研究的背景與目的；第二段是理論與方法；第三段回顧

馬拉松研究的學位論文，最後提出本研究的定位；第四段則是筆者從 5

公里到 54公里的路跑親身經歷體驗，並針對路跑現象所作的闡釋；第五

段結論提出本研究的總結與省思。 

 

三、馬拉松相關學位論文研究回顧 

 

關於馬拉松的學位論文，筆者依據國家圖書館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加

值系統，關鍵字輸入馬拉松，共搜尋到 161筆資料。剔除 10筆無關資料，

共 151筆。14  

由表 1 國內馬拉松相關學位研究論文分類得知，筆者將馬拉松研究的

面向分為九大類。這九大類其實可顯示出 1986年至 2017年初期的研究現

象：多面向的課題、專業的探究以及邁向國際化的努力。更展現出體育運

動學術界的多元思考力。 

以時間序來分析：最早的有關馬拉松研究為 1986年張瑞泰的〈跑步

經濟性和無氧閾值對馬拉松成績的影響〉，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

所林正常教授所指導。1999 年第二本許績勝的〈馬拉松〉學位技術報告

書，由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陳全壽教授所指導。1980-1990年代就此

二本技術與生理方面的學位論文產出。2000-2010年代占了 30% 研究

量。一直到了 2011-2017年的研究論文，更達 68% 的研究量。顯見馬拉 

                                                 
13 莊錫昌、孫志民主編，〈現象學與文化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架構》（臺北：

淑馨，1991），257。梅洛．龐蒂的「理解」是以信賴並與居民融為一體的「理解」，

而非只是參與活動、雖然知道或了解部落的情形，這不是真正的「理解」，因為無

法擺脫自身的主觀經驗和局限。 
14 剔除的論文為農藥用品馬拉松 (malathion) 及群益馬拉松基金等同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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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馬拉松相關學位研究論文分類 

項次 論文類型 論文關鍵字 篇數 

一 技術訓練 
技術報告書、成績分析、預測、分段配速、時間模式、

擺臂動作數學模式、動作技術、訓練 
14 

二 管理行銷 
賽事行銷、贊助、運動觀光、專案管理、繳款機制、品

牌消費、品質服務 
33 

三 動機行為 
社群參與、動機、涉入程度、賽會滿意度、幸福感、行

為模式、成功因素、態度、認同感、認真休閒 
37 

四 賽會效益 賽會效益分析、統計、評估 8 

五 資訊科技 
資訊相關、智慧手機運動 APP、GPS運動錶、虛擬社群、

無限射頻技術、路線導覽、行動定位、虛擬教練 
9 

六 生理防護 

運動生理、運動傷害、電子心力、病況危險、膝關節傷

害、下肢肌肉、心肌損傷、心率變異、發炎反應、低血

壓、血漿、尿量、抗氧化、自由基、荷爾蒙、細胞、腎

臟、能量代謝、無氧閾值、乳酸閾值、唾液免疫球蛋白、

穀氨醯胺 

25 

七 賽事認證 賽事標記、國際賽事認證、評鑑指標、路線規劃及演變 4 

八 語言文字 翻譯策略 1 

九 生命經驗 
身體經驗、自我敘說、生命故事（個案研究）、參與歷

程 
2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2017.02.08。 

 

松風行的現象，間接地也促進了相關研究議題的成長。 

另以筆者所整理歸納的九類析之，前八類分為：技術訓練、管理行銷、

動機行為、資訊科技、生理防護、賽事認證，以及語言文字。其中，管理

行銷共 33篇，占了 21％。休閒行為動機共 37篇，占了 24％。這二類論

文合計，高達 45％。究其原因，乃是 1980年代中後期，運動產業逐漸興

起，舉凡運動管理、運動行銷以及運動休閒等，爆發了多元的體育運動思

潮，體育運動學術分科化與國際化等原因，馬拉松學位論文的研究因此也

搭上了這股熱潮。 

第九類的生命經驗類，筆者更細分為身體經驗、自我敘說、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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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以及參與歷程四項，共 20篇，占了 13%。有關此四類研究，

自劉一民教授開發身體經驗研究以來，許多學位論文開始出現，許多運動

人文方面的研究者開始投入有關運動「人」的研究。劉氏強調，運動員的

身體經驗是非常寶貴的，應該要敘說出來，讓大家能夠理解與探討。於是，

有關馬拉松運動的論文，不再只有科學與技術的探討，管理與休閒的盲目

追逐；以「人」為中心的身體經驗、自我探索與生命經驗的哲學對話得以

彰顯。 

因此，更進一步來看，本研究是以人類學的方法探究臺灣馬拉松的文

化；簡單的說，文化就是生活的表現。事實上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讓更多

的讀者容易進入馬拉松的世界，這是本研究的亮點之一。此外，表 1 筆者

所臚列的各個類型也有助於筆者在實際的田野地中更能細膩的入微觀

察。是以，本研究以同屬性的身體經驗、自我敘說與生命故事做為進一步

的回顧；再輔以整體現象的觀察加以記錄與探討，最後完成貼近生活，激

勵人心的民族誌。以下列舉部分學位論文，讓讀者能更進一步瞭解有關

「人」的運動哲學，體會到馬拉松運動生命經驗中不同層次、不同感動的

篇章，畢竟所有的研究到最後仍須回歸到「人」的境界。 

(一)身體經驗 

「跑步是跑者自我實現及心靈修練的方式。」2006 年吳百騏的〈跑

出生命的樂章：二位跑者參與馬拉松的生命故事〉，本論文為第一本敘說

馬拉松身體經驗與生命故事的學位論文。吳氏透過跑步與研究的對話發現

跑步的身體經驗有「寧靜、流暢、尋找自我、天人合一、苦痛、枷鎖、矛

盾……等」，這些聲音豐富了吳氏的生命也重新認識自己，並更有力量面

對未來的挑戰。15  

                                                 
15 吳百騏，〈跑出生命的樂章──二位跑者參與馬拉松的生命故事〉（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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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劉彥良〈高齡馬拉松選手的經驗敘說〉是探究兩位高齡 67歲、

68 歲的跑者參與馬拉松的身體經驗。研究發現：馬拉松對於二位高齡者

是維持身心平衡的方法，而且人際互動增加，朋友遍及各年齡層，也因為

有健康的身體，獲得家人的認同，讓生活更有品質。16 

2012 年沈聖傑〈敘說視障馬拉松選手與陪跑員之跑步經驗〉探索視

障馬拉松選手與陪跑員之「跑步經驗」，採用敘說探究進行研究，以後天

視障馬拉松選手為研究參與者，以深度訪談為主要蒐集資料方法、參與觀

察、相關文件並撰寫研究者日誌等完成本論文。17 

(二)自我敘說 

2014年柯捷瀚〈跟自己賽跑的人──我的馬拉松經驗敘說〉，作者以

「我」為觀點描述一位業餘馬拉松跑者如何從「減重」為初心到挑戰人生

馬拉松路跑賽事。從抗拒跑步、自我懷疑、欣然接受、沉溺其中、融於習

慣到挑戰自我等，描述自我轉換變化過程，透過敘事故事的發展，忠實呈

現挑戰馬拉松過程中的流汗、艱苦、鬱悶、興奮、痠痛及滿足的過程。18 

2016 年陳雅芬〈用累積創造奇蹟──人生馬拉松自我敘說〉訴說自

己人生馬拉松的因緣際會，如何從「玩」跑步的門外漢躍升成為臺灣女子

馬拉松歷年排名第十位的專業運動員。本文採用敘說探究，以馬拉松起

點、菜鳥、獵人、跑者，四大時期串連自我人生馬拉松的故事，經歷了千

波百折的淬鍊，成就了人生馬拉松的精彩，並從中成功找到自我價值與未

來志向。19 

                                                 
16 劉彥良，〈高齡馬拉松選手的經驗敘說〉（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7），摘要。 
17 沈聖傑，〈敘說視障馬拉松選手與陪跑員之跑步經驗〉（臺北：臺北巿立體育學院運

動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摘要。 
18 柯捷瀚，〈跟自己賽跑的人——我的馬拉松經驗敘說〉（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

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摘要。 
19 陳雅芬，〈用累積創造奇蹟——人生馬拉松自我敘說〉（臺北：臺北巿立大學運動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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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故事 

2010 年黃啟誠〈敘說業餘馬拉松跑者的執著經驗〉透過三位業餘跑

者生命故事的陳述，瞭解他們從長期參與的訓練及比賽環境的束縛中破繭

而出，創造出業餘跑者馬拉松運動參與的特殊經驗，是一種堅持、一種毅

力與一種對熱愛運動的執著。20 

2015 年李宗儐〈一個馬拉松跑者的自我敘說──從運動經驗看父親

與我的生命故事〉以父親與作者的生命故事為主體，採用質性研究的自我

敘說法。最後作者看淡人生的輸贏，給了作者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自我

設限，而且相信自己永遠可以有所選擇：可以忘懷勝利與失敗，選擇和自

己比較，或者更積極的選擇「無我」，只是用馬拉松激勵他人，用不斷的

跑步達成「利他」。最後，一直苦苦追尋父親身影的作者，在終點線的那

一頭找到了全新的自己， 不必再活在別人眼中的自己。21 

(四)參與歷程 

2008 年許智雄〈敘說探究──超馬跑者林義傑橫越撒哈拉沙漠之歷

程與意義〉以質性敘說探究的研究方法，透過參與觀察以及深度訪談，探

討超馬跑者林義傑歷經 111天，橫越 7500公里撒哈拉沙漠之歷程與意義。

這些意義分別是：(1)完成自我實現之夢想；(2)幫助非洲居民，並達到教

育世人互助、關懷的意義；(3)體驗不同的人生意義；(4)完成社會期許，

橫越歷程的完成，凸顯了個人與臺灣堅毅的精神。22許氏將當時的臺灣之

光完整的紀錄下來。 

                                                 
20 黃啟誠，〈敘說業餘馬拉松跑者的執著經驗〉（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

士班論文，2009），摘要。 
21 李宗儐，〈一個馬拉松跑者的自我敘說──從運動經驗看父親與我的生命故事〉（高

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5），摘要。 
22 許智雄，〈敘說探究——超馬跑者林義傑橫越撒哈拉沙漠之歷程與意義〉（臺北：臺

北巿立體育學院運動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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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張桂婕〈馬拉松跑者跑步時內心歷程之探討〉主要探討馬拉

松跑者於跑步時內心所感所思之歷程。研究對象為 10位熱愛跑馬拉松且

平日規律練習之男性跑者，以半結構訪談大綱，深入訪談方式，挖掘出支

持馬拉松跑者不斷往前奔跑的那股神奇力量與內心感受的參與歷程。23 

2017年張景盈〈百場馬拉松跑者經驗敘說〉，探討了這幾年來參加馬

拉松的人群有了極大的轉變，除了菁英選手之外，大量業餘跑者也不斷進

入馬場。在這股發展趨勢下，形成越來越多規律性馬拉松跑者達成一百

場、二百場、三百場甚至更多場次的輝煌參賽紀錄，他們不僅僅是追求身

體健康而已，完成百馬更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因此，現在的馬拉松賽不

再是一場單純的比賽，它被許多跑者賦予新的意涵與挑戰性的趣味。24 

綜上所述，2006年開始，馬拉松已經開始有了「人」的自我探索，「身

體經驗」，從身體出發，更進一步瞭解自己的身體，業餘型與高齡者的跑

者開始被注意，視障選手的運動權利與陪跑者的實際關懷也被重視。「自

我敘說」，用累積創造奇蹟的女跑者，將運動員的身體與運動生命敘說出

來，業餘跑者的進化經歷，除了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療癒。「生命故事」，

執著經驗的啟示、親情之間感情的釋懷與突破皆令人印象深刻。「參與歷

程」，專業超馬傑出選手的研究、跑步者內心的歷程，以及完成百馬的勇

士們的奮鬥歷程也開始成為新興的議題。最後，這些正能量的研究論文，

更成為筆者完成本民族誌的動力。本研究的貢獻在於補足學術界未能以人

類學的方法探究馬拉松或路跑文化現象研究上的闕漏，除了是筆者生命經

驗的闡釋，也是以田野日誌為基礎，進行排比、分析與歸納，以便找到表

象世界的文化意涵的代表作。 

 

                                                 
23 張桂婕，〈馬拉松跑者跑步時內心歷程之探討〉（桃園：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3），摘要。 
24 張景盈，〈百場馬拉松跑者經驗敘說〉（臺中：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7），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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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跑的文化現象 

 

從 2013年 8 月 2 日的 5 公里路跑開始，2017年 1 月 8 日鎮西堡 54

公里超馬為止，筆者共花了將近 3 年 5 個月才達成目標。這期間共跑了

53場正式賽事（有主辦單位辦理之正式活動），每一場都是很認真的去面

對。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速度，一步一步的達成。過程中的酸甜與苦辣，

都已化為田野日誌所紀錄。這是一個非選手級的體驗歷程與研究，是一種

生命經驗的實踐，筆者不得不振臂歡呼！分享這段美好的研究經驗。 
 

這是一場我第一次參加的賽事，休閒組。……這場看到了許多家庭

一起參加的畫面，是我當初報名無法想到的事。路跑真的已深入到

如此境地，令人無法小覷。休閒組 5K 是最後起跑，我用我的速度慢

慢地跑，想要好好享受一番；但是很奇怪，就是有很多人想跟您比，

一下跑一下停，這樣會不會太辛苦。看來，他們也是菜鳥，雖然我

也是菜鳥，但我仍保持我一貫之速度，也就是在學校操場的速度八

分速（每公里 8分鐘）。……最後完成了我第一次的路跑賽。落寞的

是跑完甚麼都沒有，沒有完賽證書，沒有獎牌；原來看人家拿獎牌

是這麼爽的事。原以為我會跑得很吃力呢！也許是工作的壓力沒

了，整個人心情都放開了，覺得好舒暢的感覺；也正因為如此，促

使我在下次比賽向 10K的夢想挑戰！（20130810田野日誌：桃園縣

議會議長盃路跑） 
 

這是筆者的第一次路跑的經驗，會參加路跑是因為當時亂跑團團長的

鼓勵與引進。沒想到開啟了筆者的馬拉松之路。跑了將近一年八個月的

10 公里、21 公里（半馬）、23.5公里，以及 26.5公里的超半馬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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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挑戰全馬的勇氣。25 

2015年 4 月 12 日，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全程馬拉松──鳳凰谷馬拉

松，選了一場山路馬拉松來挑戰，應該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場賽事讓

筆者終身難忘，腳底的水泡，讓筆者將近二星期才復原，那種痛楚，真是

難以平復。此時，身體的痛，比跑馬的時候還痛，靜躺時的抽痛、行走時

的痛，讓筆者不得不佩服 42.195公里這個距離，也對能夠完成全馬的參

賽者產生一種無比的敬意。 

2015年 5月 24日舒跑杯路跑賽，這是一場 9公里的小比賽，當天下

著雨，沒想到在這場賽事中，筆者第一次進入到了神馳經驗 (Experience of 

Flow) 的區域 (zone) 中。這是一種技巧 (skill) 與挑戰 (challenge) 相互

平衡的狀態，進而達到一種無法言喻的境界。26剛好那一幕被運動筆記的

攝影師補捉下來（如圖 1）。這場奇妙的體驗，更讓筆者在日後馬拉松運

動中，有繼續奮鬥的勇氣。 

2015年 11月 8日，人生第二次的全程馬拉松挑戰宣告失敗。會參加

這場賽事，完全是衝著田中馬拉松的名氣，希望能親身感受及體驗；但由

於當天天氣相當炎熱，二次的大上坡，讓筆者大腿的股四頭肌呈現抽筋狀

態，筆者無法於簡章規定的 6 小時 10分內完賽，這次的挑戰可謂功敗垂

成、鎩羽而歸。這也是功課做的不足、準備不夠，沒有事先瞭解地形，自

己的能力也尚未達到這種時間限制。田中馬拉松的熱情是足夠的；但是跑

者不能在補給站沉迷太久，花太多時間與加油的鄉民互動，否則時間將會

不夠。其次，若跑道有上坡路線，自己事前更應加強訓練，否則影響後續 

                                                 
25 為了讓「圈外人」能夠了解，筆者在此說明一些「行話 (jargon) 」。全程馬拉松是

42.195公里（簡稱 42K），簡稱全馬。半程馬拉松就是全馬的一半，一般我們簡稱

半馬為 21公里（簡稱 21K）。超半馬就是超過 21公里的距離又未達到全馬的距離。 
26 Roger C. Mannell & Douglas A. Kleiber,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1997) , 89. 神馳經驗 (Experience of Flow)，也有人翻譯為心

流經驗，是由 1970年代學者米哈里‧契克森米哈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所提

出。神馳經驗符合筆者當時的感覺，因為已完全沉醉在當時的情境，甚至可以說是

達到忘我的境界。 



96  運動文化研究  第三十一期 

 

 

 

 

 

 

 

 

 

 

 

 

圖 1 2015 年 5 月 24 日舒跑杯

路跑賽，筆者第一次進入

神馳經驗 (Experience of 
Flow) 

圖片來源：運動筆記 

 

的完賽時間。至於氣候問題，真的無法想像 11月還是那樣的熾熱。 

2015年 12月 12日筆者參加在桃園舉辦的「世外桃源馬拉松」。這場

完賽時間是 7 小時 30分，時間非常充裕，也是主辦單位第一次開發的路

線，雖然跑的辛苦，氣候一天四變，有上坡有美景，最後是無傷的完賽。

有了前二次的全馬經驗，這次時間自己掌控的還不錯，在自己的家鄉完成

了人生第二次全程馬拉松，內心當然是相當激動。心裡想自己的程度大概

就是這兒了！ 

2016年 9月 25日三鶯馬拉松挑戰失敗，挑戰的時間是 6小時 30分。

7、8 月份的練跑量不足，讓我嘗到了更大的挫敗，前面 5 公里跑起來就



路跑民族誌──從 5公里到 54公里（2013-2017）  97 

相當的辛苦，再加上已於下星期報名三鐵的比賽，不敢勉強自己硬拼，於

是我選擇了跑完 21公里時，進終點棄賽。這次的棄賽，讓我更深的感受

到自己的懶散與大意。因此，賽後深加檢討自己的缺失。 

2016年 12月 4日，第五度挑戰全馬賽事，這次是在筆者求學的地方，

抱持著不能漏氣的態度，賽前也用以賽代訓來維持基本的半馬能力與速

度。平時再加強自己的核心肌群，10 月過後天氣稍涼，積極的備戰。終

於在這場打破了自己的最佳紀錄。打破紀錄後仍不可鬆懈，後續安排一連

串更艱鉅的挑戰。 

2017年 1月 8日，新竹鎮西堡超級馬拉松 54公里的挑戰賽，跟同事

相約一同挑戰這場從未參加過的超級馬拉松，完賽時間為 10個小時。27有

了鳳凰谷馬拉松的 8 小時經驗，筆者評估後面的 12公里用 2小時完賽應

該不難，只要不起水泡、不抽筋與不受傷，應該就能完賽。果然，在這艱

苦的挑戰中，筆者完成了！ 

綜上所述，筆者從為健康而跑的小小目標，進階到半馬，再進階到全

馬，最後再勇於挑戰超馬，這一連串的過程，非當初所能想像；而是一個

不斷挑戰自我，達成一個目標再追尋另一個目標的努力歷程，是一種不斷

追尋的生命體驗；其間所親身經歷、體驗與觀察到的現象，筆者將其整理

分類後臚列如下： 

(一)路跑社團相繼成立──帶動路跑風氣 

一個人跑得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跑得更長久。路跑社團的相繼成立，

讓路跑者有一個歸屬的社團，共同成長，共同努力，互相扶持，互相幫忙，

共同團練，共同娛樂，成為一個興趣相投的組織。這個組織除了可以引領

新進人員，讓新手不至於茫然失措，更可以交換心得，避免走錯許多的冤

                                                 
27 鎮西堡超級馬拉松共有 100公里、80公里與 54公里的賽事。因為超過全程馬拉松

42.195公里甚多，故名為超級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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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路。社團與社團之間的相互聯誼以及辦比賽時的相互支援，更可以增加

賽事的品質。因為只有具參加賽事經驗的選手參與辦理比賽，可以提供參

賽者最實際的需求。跑團每年會有團慶與尾牙的活動，許多在賽事中聊得

不夠的，或是未碰面的，都可以在此時互相討論與共同玩樂，有別於在馬

場（馬拉松比賽的場域）的情境領域中。 
 

這次的北港媽祖路跑賽，是亂跑團第一次有人達到百馬的大事。筆

者陪著福崇師與亂跑團參與這場盛宴。呂其燊，燊哥，好厲害已完

成百馬（42.195公里全馬完成 100場）。亂跑團很有人情味，特地為

他辦了一場百馬慶祝會。參加的團員，從臺灣各地集結了 51人。筆

者本次沒有報名此場賽事，因此可以詳實的記錄本次的幕前與幕

後。等了好久好久，關門時間快到了，別團的百馬已陸續到達會場。

亂跑團呢？千呼萬喚始出來，來了來了，泰山王子的服裝好驚人，

我與運動筆記與尋寶網攝影師站在一塊，拍好後，一起加入陣容之

中，感受百馬慶賀的儀式。（20150607田野日誌：濃濃的人情味——

北港媽祖慶百馬） 
 

跑步是一個很容易進入的狀態，上癮了就回不去了。所以，每個人都

可以融入。就算你沒跑，你也可以當個後勤支援者、親友加油團，或是活

動規劃設計者。 
 

今天是亂跑團第二次辦百馬團的儀式，是憲哥與秉宏的百馬日，團

內非常重視，因此，在幾個月前就開始規劃，如何讓大家能踴躍參

與。為了支持這次有意義的百馬盛會，我也報名了，不過衡量能力，

報半馬 21K 來共襄盛舉，以免拖累全馬團。大會設計的很周到，全

馬清晨於 6:00起跑，半馬則 8:00起跑，跑完後大家可以一起會合進

入終點，一起慶祝百馬。這是何等的大事。100場全馬，筆者想都不

敢想，要付出極大的時間與體能，慢慢的累積，才能達到此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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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河濱公園的起跑路線是筆者第一次參與，等到跑到馬場町時才

發現之前跑過，臺北的河濱公園超級長的，跑來跑去都互相聯結。

若不是這次百馬團，我實在不想跑。（20161106田野日誌：艋舺馬拉

松──做自己的英雄） 
 

路跑久了難免會有想要偷懶的心裡，跑團能夠凝聚團隊的向心力，為

自己再打一劑堅持下去的強心針。在筆者參與大大小小的路跑之中，百馬

團慶賀的儀式一直都有，這些榮耀的印記，深刻的在達成者心中留下美好

的記憶，在未達成者之間設立了一個遠大的目標。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亂跑尾牙，筆者已參加第四年囉！第一年記得在

石門水庫的石門會館。第二年主題是紅色喜氣。第三年是黑色幽默。

今年主題是復古風裝扮。年年有特色，年年真歡樂。亂跑的幹部辛

苦囉！從場地的預定，摸彩的設計，遊戲的安排，每年都有不同的

歡樂。許多在馬場好久不見的老友，今天可以齊聚一堂，共同分享

跑馬的酸甜苦辣。今天的會場在師大附近，小而美，小而溫馨。在

此刻大家放下手邊的工作，檢討現在，放眼未來，讓大夥感情更加

緊密。今天的 Ken 哥，榮獲最佳復古裝造型獎，的確很用心喔！上

場競選的另外五位團友也各具特色。這時想到劉德華的歌，友誼歷

久一樣濃。呂方的老情歌。我們這些從四面八方雲集的團友們，珍

惜著每一年的聚會吧！把它當作是一場很重要的馬拉松賽事，歷史

可以創造，歷史就是我們大家一齊共同走過的路。謝謝團長及幹部

們。2013-2017年我見證了亂跑團的誕生與成長。（20170121田野日

誌：亂跑團尾牙） 
 

每年各大路跑團的尾牙活動，對於團員都會有很棒的凝聚效益。平常

每個人報名馬拉松的場次各有不同，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互相見到面；就

算碰到面，因為每個人跑步的速度快慢不同，並無法盡情的暢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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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聚會與活動設計，讓每個人更能彼此交流。所以，基本上，路跑社團

就是跑者的重要的支持系統。 

(二)運動傷害無所不在──放棄是一種勇氣   

有一種痛，也是許多跑者剛接觸馬拉松運動最害怕的痛，那就是腳起

水泡所造成的痛。起水泡的原因有很多，每個人狀況不太相同，簡單的來

說就是腳底板長時間不斷的摩擦而生成。 
 

42.195公里，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令人不得不敬佩的數字，因為它不

是 21公里乘以 2這樣的計算方式，它內涵了身體功能的逐步消磨與

意志力的堅持。寫稿之時，筆者的雙腳水泡仍踏一步，刺痛一步。

清晨起床後的襪子，前腳掌部份是濕的。丹大林道 26.5公里的經驗，

讓我還是輕忽了時間的計算，沒想到到了 30公里左右，我的雙腳掌

起水泡了，每跑一步，就是一步的刺痛，我只能告訴自己讓它痛吧！

痛到麻痺了就不痛了。（20150412田野日誌：鳳凰谷馬拉松） 
 

這場馬拉松是筆者的初馬（第一次的全程馬拉松），讓筆者的身體遭

受到重度的傷害，足足痛了一個星期。之後，走起路來已經可以比較快了，

只是前腳掌的皮，似乎仍顯脆弱，值得慶幸的是，這還算是與生命較無關

的傷害。 
 

「全馬不容易，更會要人命。」這是今年田中馬拉松的真實事件。

17人熱衰竭，1人插管治療。6小時 10分的限制，大熱天的曝曬，

跑起來異常的辛苦。再加上「好漢坡」與「天堂路」的折磨，很多

人到後面都無法順利完賽。（20151108田野日誌：田中馬拉松 01） 
 

這是筆者參加第二場全馬所發生的意外事件，許多參賽者受不了熱，

再加上時間的限制，沒有考量到自身的身體狀況，不想放棄，因而產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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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 
 

這場馬拉松要在 6小時 10分完賽，平均 1小時要能跑到 7公里，方

能過關。第一個 7 公里，筆者還能輕鬆達成。到了第二個 7 公里，

筆者感覺到體力開始下滑，於是吃 BCAA 膠囊（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俗稱支鏈氨基酸），希望能讓肌肉氨基酸利用率增加。

第三個 7 公里，又碰到天堂路，於是整個節奏都被打亂了！於是到

了第四個 7 公里時，筆者與福崇已落後預定進度 2 公里，只能跑到

26公里（4小時），於是我與福崇師分開，請他能跑先跑（實際上好

像無法如此推算，因為後面的腳力不斷的下滑）。第五個 7公里，我

於 11:40通過 33.8K（分段關門時間是 11:50）。心想，後面的 8、9

公里，應該可以順利在 7 小時內完賽；此時我的內褲已將我的大腿

內側磨的非常疼痛，腳底也開始起水泡，但還在可忍受範圍內。筆

者開始啟動拋棄時間限制的想法，最後以更輕鬆的跑走方式面對。

好好享受沿路的加油聲與美景吧！這次比賽至少比我的第一次馬拉

松進步 1 小時喔！這也是我的一種「自我超越」。（20151108田野日

誌：田中馬拉松 02） 
 

很多跑友都會說，放棄需要勇氣，馬場隨時都在，不必硬拼於一時。

說起來雖然容易，但是做起來絕非易事，常常賽前已經設定好了目標，真

的真的很想要拿下這場馬拉松，若碰上氣候或身體的各種意外狀況，往往

就需要抉擇，這個抉擇，就決定了「你」會不會受傷。在馬場上，常有跑

友受傷，傷後仍繼續參與賽事，但受舊傷困擾，不得不接受手術，積極復

健。小郭在 2016年 9月，因為打籃球半月板破裂，進行關節內視鏡手術，

二個月後，漸漸恢復，上下樓梯仍會不舒服，2017年 3月開始恢復路跑，

路跑攝影師拍下他的照片，很明顯的左右腿的股四頭肌大小截然不同，接

受手術的左腳明顯肌肉萎縮，令人難過，但是以他的實力，很快又可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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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凸臺（頒獎臺）。 

所以，總是有很多人一聽到跑步就會說：「這樣很傷膝蓋喔！不要跑

馬拉松比較好啦！」小郭的例子會讓人以為他是因為馬拉松而受傷的。有

經驗的路跑者總是會不厭其煩的解說！筆者也不斷以自身的經歷向同

學、同事、朋友與家人澄清。筆者以前是籃球選手，其實很討厭枯燥的跑

步運動；但隨著年紀的增長，籃球運動讓筆者滿是傷痕，膝蓋與腳踝都有

長期累積的舊傷，於是改為沒有衝撞性的跑步運動。28初期開始跑時的確

會不舒服，但筆者很清楚是打籃球造成的，與跑步無關。過了一年後，筆

者發現愈來愈不痛，以前踩到不平的地方，右腳踝都會習慣性扭傷，現在

則是沒有發生這種狀況了。筆者感到非常驚訝！閱讀了很多書籍與搜尋相

關知識，得到很好的例證。長期的練習會讓您的股四頭肌 (uadriceps 

muscle) 變得更為堅強，大腿後側肌群  (hamstring muscel) 髂脛束 

(iliotibial tract band) 變得柔軟，此時能減低膝蓋的負擔；然而膝蓋的構造

與學理又更加深奧，髕骨、十字韌帶以及半月板等的相互作用，是一種有

系統性的複雜生理結構，跑者必須有基本的知識，當有狀況時務必休息並

且就醫，以免造成病情惡化就得不償失。29筆者有幾位的跑友在訪談時都

表示：復健之路的漫長，確實讓蠢蠢欲動的內心有著相當的掙扎。讓人覺

得心疼。 
 

今天的馬拉松，幾乎全場都在下著雨，跑起來很舒服；但是就怕慢

跑鞋溼了，容易起水泡。這是我一直擔心的。果然，回到家全部東

西整理就緒後，發現左腳底板有一處怪怪的，結果是一小小的水泡。

天啊！下星期要跑全馬，這下麻煩了，希望這星期水泡能夠自體吸

                                                 
28 文多斌，〈增強肌力 跑步不傷膝〉，《聯合報——元氣周報》，2017.03.12，13。 
29 林頌凱，《國家代表隊醫師教你運動不受傷》（臺北：高寶國際，2014），124-127。

黃安琪，〈跑步，當心 4大傷害「扯後腿」〉，《聯合報——元氣周報》，2006.10.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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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快一點。昨晚吃飯時志權兄的一席話震撼了我，他說他已與足底

筋膜炎和平相處一年多了，要與它學會共處。從志權兄幾乎週週馬

（每星期都跑全程馬拉松）來看，他真的處理得很好呢！（20161127 

田野日誌：第三屆南投馬拉松） 
 

筆者認識志權兄已將近三年，他從當初的 100 公斤，到現在只剩下

70公斤左右，這幾年不斷的跑下來，已經達到百馬（100場全程馬拉松）

的境界。令筆者相當佩服，當初是在一場自主練習的場合認識的，沒想到

這三年來他如此精進，在其中一場賽事中，他選擇不放棄，於是受傷了，

傷困擾著他，直到找到與足底筋膜炎和平相處的方法，至今仍馳騁於馬場

上（馬拉松賽事）。對於跑者來說，這已成為一種「儀式」，馬場就在那邊，

等著我去完成，不要問我為什麼。 

(三)馬拉松商機無限──運動是一門好生意 

█運動觀光──帶動地方發展，接軌世界舞臺 

田中這個地方，筆者從未去過，只是聽過這個地名。若非因為鄉親的

熱情將路跑賽事辦得全國知名，筆者根本無此機會前往參與其中。主辦單

位也堅持用在地的工廠製作亞瑟士紀念衫，創造了在地的就業機會，無論

住宿、伴手禮或是餐飲業，當天的業績都一飛沖天。如此一來，全體鄉民

當然都會熱衷參與，把它當作一年一度的盛會。這就是運動觀光帶動地方

發展的最佳例證。 
 

彰化田中，第一次到訪，比賽前一天的踩街活動，讓筆者震撼不已。

整個田中的鄉民把這場賽事當作年度盛事。老老少少，從幼兒園到

阿公阿嬤的化裝踩街，將整個會場周邊 2 公里的氣氛炒熱起來，海

軍陸戰隊的樂儀隊也來支援，晚上的馬拉松選手之夜更是人聲鼎

沸，一桌一桌的美食佳餚，更讓前一天到訪的選手有賓至如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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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第二天的補給西瓜、香蕉、番茄、橘子、蛋糕、檸檬片、

冰沙，應有盡有，吃到讓筆者幾乎快要跑不下去。（20151108田野日

誌：田中馬拉松） 
 

再以宜蘭長堤曙光馬拉松為例，一般去宜蘭大家只想到礁溪、冬山河

與羅東夜市。很少人會想去三星鄉走走。透過馬拉松的舉辦，筆者第一次

發現安農溪如此之美，整治得如此乾淨，彷彿在歐洲一樣，跑起步來那樣

的舒適愉快，更帶動了周邊附近民宿的知名度。 
 

2016年的最後一天，我與福崇約好下午二點出發前往宜蘭，在要上

雪隧的入口處，開始塞車。因為連假三天，本想下午應該不會塞車，

沒想到還是會塞車。不過小塞一下後，開始順暢，很快的進入很鄉

下的地方，順利的找到「飛官的家」民宿。老闆娘的老公是飛官，

尚未退役，由老闆娘掌舵經營。晚上在阿信的小吃店吃飯，薑絲大

腸，山豬肉，中卷，水蓮，生蚵，配二瓶金牌啤酒，真是讚啊！晚

上的宵夜完全吃不下任何東西。宜蘭的確是個好地方。……完賽後

回到民宿梳洗完畢，在客廳與民宿老闆聊民宿理念、生涯規劃、軍

旅生涯等等，咖啡與甜點的暢談，腦內啡的釋放，真是爽快。此時

將近午時，其他房客也陸陸續續退房，老闆與客人互相拍照留念，

留下最珍貴美好的畫面喔！（20170101田野日誌：長堤曙光元旦馬

拉松） 
 

許多跑友跑遍臺灣後，開始追尋海外的新鮮感，同時也把它當作一場

旅遊。許多腦筋動得快的旅行社也開始規劃這種馬拉松旅遊行程，並且保

證能報到該場馬拉松。比如說：澳洲黃金海岸馬拉松、名古屋馬拉松等等。

「江湖跑堂」創辦人江彥良表示：「我的夢想是希望讓更多人透過跑步認

識臺灣，發掘臺灣之美。」通過終點線時的拍照紀錄，是宣傳國家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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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披上國旗跑進終點會很有畫面。」30 筆者所屬的亂跑團，團長

徐慕雯也是連續三年在香港渣打馬拉松披著國旗進終點，並於 2016年 1

月 17日為當時記者所專訪，團長表示她熱愛我們的國家，希望能讓更多

人能夠看見國旗，要讓國際媒體在這金牌賽事看見我們的國旗，特別是在

大陸所屬的香港地區。事實上，許多跑友穿著印有臺灣與國旗的服飾在海

外奔馳，的確吸引了不少國外友人的目光。 

█運動用品大發利市──輸人不輸陣 

馬拉松熱潮開始後，相關運動用品開始蓬勃發展。跑鞋是最基本的配

備，適合寬楦頭的，還是一般的，都要仔細地測試一下。是要耐震度較高

的，還是要衝速度的，都要依照自己的能耐選用。鞋子的大小也一定要特

別重視，因為在長時間的馬拉松下，不斷地摩擦或者是擠壓，將帶給您無

比的傷害。例如：起水泡或是黑指甲，甚至整片指甲脫落。 
 

對於成績不在意的我，談不上技術性的層面。但我知道，要跑得輕

鬆，仍要靠平時的不斷練習，包括核心肌群的訓練，體重的再減輕。

近月來，發現許多跑者的指甲呈現瘀血或掉指甲的現象，透過跑友

分享，我歸納如下：鞋子太鬆會容易摩擦起水泡，太緊會黑指甲。

另外一部分也與跑姿有關，大腿抬得太低，造成鞋底不斷摩擦路面，

所以調整下腳姿勢很重要。第三點是，選鞋的時候，腳跟要抵著鞋

跟處時，五根指頭靜止時不會頂到鞋頭，稍微活動趾頭也許還會有

空間。綁鞋帶前面適當鬆緊，靠近腳踝處稍微緊，固定住腳不會往

前滑。（20140517田野日誌：金城桐花盃全國路跑賽） 
 

其次，如跑褲、跑衣、風衣外套、壓縮褲、太陽眼鏡、帽子、腰帶、

襪子、腿套、耳機、音樂和運動型手錶（可紀錄速度、時間、距離與路線

                                                 
30 吳雨潔，〈繞著世界跑，臺灣 running man 用馬拉松做外交〉，《聯合報》，2016.05.14，

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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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等等，都因每個人的需求不一而足。有些跑者輸人不輸陣，身上的

行頭一應俱全，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挑選的用品也五花八門。另外，

筆者發現，一些跑得快速的選手或是年紀較長的跑者其實身上的配件是很

簡單的，就是短褲與背心，有些更是不穿上衣，這就形成很有趣的現象，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味。在路跑的場域中沒有工作上的階級之分，就是將

真實的自己釋放出來，秀異的身體在此展露無遺。31 

█運動教練興起──運動是一項專業 

馬拉松是很特別的運動。你可以跟世界或是全國最頂尖的跑者一同參

與比賽。夠厲害的吧！這就是馬拉松。跑步大家都會跑，但是要跑得專業、

姿勢漂亮、不受傷、或是變瘦以及進步，那你不得不接受訓練。因此，有

很多跑友開始思索，為什麼我跑這麼久都瘦不下來，為什麼我愈跑愈重

呢？這時候重量訓練的教練就很重要。大家很願意花錢買藥看病，但是為

什麼不願意花一些小錢請專業的運動教練來讓自己體態更好看，肌力更強

健，進而帶動跑步成績呢？於是乎，路跑的教練、健身房的運動教練開始

有了新的契機。許多跑友甚至表示，利用不同種類的交叉方式運動，例如：

騎自行車、游泳、瑜珈等等，可以讓只有進行跑步運動的人更能加速減重，

據跑友品萱表示，她剛開始跑馬拉松瘦得很快，但是最後到了停滯期，於

是她開始玩三鐵，找游泳教練一對一的教學，找自行車教練教騎車，體重

又開始減輕了。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她的轉變，前後呈現非常強烈的對比。 

█運動經紀人──獎金獵人之黑色旋風 

隨著臺灣路跑風氣的盛行，舉辦的賽事愈來愈多，獎金也愈來愈吸引

人。一些非洲籍的路跑好手開始被引進臺灣，參加路跑賽事賺取獎金，這

                                                 
31 此處借用布爾迪厄的論點，與布氏發生一些共鳴，馬場上其實無所謂的工作階級之

分。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257-317. 請參閱 Part Ш Class Taste and 
Life-Style，筆者詮釋其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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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獎金等於就是他們賴以維生的收入。黑人選手，筆者也常在馬場上看

到，碰到時都是他們已經折返多時，實力之強，不容小覷。 
 

沿途上能邊跑邊看海，真的是一大享受，整條路封閉了一半，跑起

來真的很享受，一開始大家都衝好快，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位 69歲的

阿伯，他的速度很穩健，所以我就跟著他跑，哇！舒服多了！回程

一直在找動力，希望跑得舒服一點。結果跑到隧道後半段，一位跑

全馬的黑人選手已超越過我，不知怎麼了，筆者覺得被刺激到了！

突然體力泉湧，就一路衝回終點，衝到隧道口時，瑜芳（籃球隊的

學生，臺北體院畢業）大叫：「老師您也跑太慢了吧！」跟她擊掌握

手並且說：「饒了老師吧！」之後，一路衝回終點。發獎牌，發水，

發毛巾，領證書，領完賽禮，退晶片一氣呵成，非常棒。（20160320

田野日誌：國際認證的萬金石馬拉松） 
 

這場賽事是國際田徑總會認證的銅牌賽事，許多國際選手都會慕名而

來。32以前是在大型的國際型賽事才會有的現象，現在連小型的區域型賽

事也開始出現，證明了已有國內專門仲介這些黑色旋風來臺灣賺取獎金的

經紀人。這讓臺灣舉辦的馬拉松出現了質變。為了因應這種狀況，也開始

有些比賽在簡章中說明：為了鼓勵及扶植臺灣選手，外籍選手可參賽，也

可領取總排名證書；但不提供各種獎金等獎項。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這些黑色旋風能不能刺激國內馬拉松好手更加進步，而不是過度保護國內

選手，這就有待國內馬拉松主辦單位的財力狀況分析──有沒有辦法設置

外籍選手獎、臺灣選手獎等來權衡當前的現象。 

 

 

                                                 
32 所謂的賽事標章是為了區分馬拉松賽事的等級，目的是為了鼓勵大會籌辦出高品質

的賽事，所以用金銀銅來標示等級。「萬金石馬拉松」是臺灣唯一拿到國際田總銅

牌賽事標章的馬拉松賽事，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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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秀異路跑人──運動玩心 

█裝扮路跑──秀出自我 

跑友的創意常常令人意想不到，時常在馬場上有各種不同的裝扮，大

膽的秀出自我。例如：有蜘蛛人造型、護士裝、米奇卡通裝、新娘白紗裝，

以及皇帝裝等等，樣樣都有，讓您意想不到。33筆者也萬萬想不到，有一

天也會穿著蘇格蘭裙，在馬場上參加路跑。 
 

Family Run 強調的就是家族的精神，因此，強調 3人或 5人組成一

隊。此次，在家緯的號召下，我告知佳佑，共同組織了一隊。享受

一下這一特別又有特色的賽事。凌晨 4:30，我與佳佑一同驅車前往

大佳河濱公園，打算占領車位。今天開車的人，竟然異常的少，我

倆五點多到，車位還相當的多，頗令我訝異。首先，來觀察一下場

地的布置。場地設有更衣區，這倒是很貼心的一項設計。但就常常

路跑的人而言，這算是一奢華的設備。並不多見。大會今天請來的

代言人是林義傑、莊佳容與奧運泳將吳念平，他們三位今天是所謂

的臺灣運動家族代表隊。熱身操請來的是天王級的潘若迪老師，他

果然有一套，很能帶動氣氛，動作也很特別，口才也一流。此次的

第一名獎金 80,000，第二名獎金 50,000，第三名獎金 30,000，全被

體育大學的小學弟 ABC 三隊所囊括，真是搶錢一族。這個賽事的特

色就是要穿蘇格蘭裙跑步。（20140423田野日誌：親愛的我穿裙子路

跑──格蘭菲迪家族路跑賽） 
 

此外，筆者這幾年路跑的觀察，女生愈來愈厲害，有時候超越筆者時

還幫筆者加油，真是不得不佩服這些女生，所以在馬場上千萬不要小看任

                                                 
33 曾文棋，〈誰說女性不運動？萬名女跑者 美麗上路〉，《聯合報》，2013.08.12，A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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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位女性。女性規律運動的人口數，成長速度比男生還要快。這種「瘋

潮」已讓臺灣完成全馬的人數超過萬人。34 

2015 年筆者又被帥氣的飛官裝所吸引，決定報名參加國慶日飛官裝

的路跑。 
 

穿著帥氣的空官服，跑來倒也清爽。還好天公作美，昨日下了場大

雨。讓我們今天可以帥氣奔跑。跑的路線很單純，來往車輛也很少，

不久就到了折返點。主要的還是跑進空軍基地，這是本場賽事的一

大賣點，裡面的軍機展示，軍士官的引導等，都是特別的體驗。我

們三位中年男子，跑起來還真像長官呢。（20151010田野日誌：新竹

黑蝙蝠國慶路跑） 
 

一項有特色的路跑，必須結合的項目有哪些呢？吸引人的路線、動人

的服裝、完美的想法與企畫，還要有特色的路跑地點。此次路跑，打動我

的就是這些項目。帥氣的空官服，完美的動員手冊，難得開放的空軍基地，

讓筆者不斷思索著。 

2016年國慶日，筆者又參加太空裝的路跑，想要秀出帥氣的自我。 
 

起跑時間 6:00，沿著竹北的興隆路，邊跑邊欣賞沿路的豪宅，沿路

上的豪宅是無敵景觀，沿著頭前溪路跑，不用與車爭道，心中暗忖，

若能買在這兒，平常練習路跑一定很舒適。此處竟然還有一所新蓋

的興隆國小，真是不簡單。10 公里，一個很舒適的距離，進了三個

水站喝水，沒有雨、沒有太陽，雖然我手上拿的雨傘沒有使用到，

卻在終點時發現了艾笑杰，把傘打開，給他特寫一下。在會場中觀

察到有一夫婦帶著二位小孩共同參與，他們自製太空頭盔，搭配上

太空服裝的跑衣，哇！真是太有創意了，難怪被記者專訪。總而言

                                                 
34 劉俐珊、彭慧明，〈臺灣瘋路跑，躍「萬人全馬國家」〉，《聯合報》，2013.08.27，

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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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跑步還是要有同伴，否則會愈來愈懶散了喔！（20161010田野

日誌：昌益國慶太空漫跑） 
 

運動玩心，每個人都有，如何卸下每個人外表下的面具，好好的享受

運動中的樂趣。競賽的場上，猶如一個想像或模仿的世界，此時我是太空

人，整個比賽像戲劇一樣般的有趣，這是遊戲的深層結構中的偶發關係組

第三對──「競爭－模仿」。35因此，遊戲除了是文化發展的基石，更是

運動文化的核心。 

2016年 11月 6日的「艋舺馬拉松──做自己的英雄」，配合電影「艋

舺」的當地文化，團長帶領著團員，扮演臺客大鬧跑場，的確非常吸睛，

讓跑友們無不發出讚嘆聲，團友浩瑄可是穿著木屐跑啊！這種融入式的文

化角色演繹，為馬場增添不少樂趣與話題。  

這些秀出自我的跑者，在賽事後，仍然有機會回味比賽當時的盛況，

因為有一群熱愛攝影的攝影師會在馬場周邊待命，為選手捕捉路跑時的帥

照與美照。讓您在比賽結束後的一星期內，上網找照片再回憶一番。而且

這些照片幾乎都是免費的，讓您可以幻想自己是運動明星，跟朋友炫耀，

真是一個多麼難得的經驗。這些偉大的攝影師平常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一

到假日攝影師就往馬場（馬拉松會場，簡稱馬場）跑，忙著幫大家攝影，

所以攝影師在馬場上應該是最受歡迎的人物。這些攝影師平日也會有固定

的聚會，大家分享各自的酸甜苦辣。許多跑團在年終辦尾牙時也會邀請各

自熟識的攝影師，以表達對他們的感謝，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正是如此，在

適當的時候以實際行動表達感恩之心。 

█接力賽跑──跑出年輕 

「若想跑得快，就一個人跑；若想跑得遠，就一群人跑」，這是 2016

                                                 
35 劉一民，〈遊戲的深層結構分析〉，《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臺北：

師大書苑，19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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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17號第一屆新北市鐵道接力賽的口號 (slogan) 。的確是如此，若

能招朋引伴，大家共同參與賽事，那麼路跑的趣味就增加了許多；而且接

力賽的距離門檻很低，大約都是 5-6公里左右，很容易入門，最適合平常

沒跑半馬或全馬的跑友了。回想起小時候的大隊接力賽了嗎？這項目可說

是運動會中的最高潮，參與人數最多，比賽過程刺激又難以預測，總能帶

動全場的加油氣氛。擁有這些回憶的成年人離開校園後，而今又有了這種

機會，怎能不把握呢？間接促成了許多公司行號、朋友與社團跑友組隊參

賽，讓路跑又有了新的生命。 
 

這次亂跑團組了二隊。一早清晨 4:00與福崇會合，我們從大溪交流

道上，往北開往雙溪。大約 5:10到達了雙溪車站，此時人還很少，

停好車，上個廁所，等待團員的到來。這是我第一次到雙溪車站，

感覺是一個淳樸的小鎮。買了一張火車票紀念。此時，秀英、傑生、

宏育已到；小介、阿哲、大仁、國順、小包與權益等陸續抵達。6:09

火車抵達，整車都是要參加路跑的選手。集合團拍(拍完團體照)完

後，我們 6:45坐火車分別到各站預備。筆者與福崇負責跑第四棒。

7:00，已從雙溪站坐到貢寮站準備等第五棒的到來。最好笑的是，接

力的隊友到了，找不到隊友接棒，接力棒是維護火車行駛安全的電

氣路牌，非常有創意。9:20，大仁與傑生到達接力區，我們完成接棒。

接力最可怕的是，你想慢，都不好意思慢，大家都全力以赴的往前

衝，亂跑團另一隊第四棒福崇師一開始就衝，我追這頭火車就快往

生了！沒想到跑完看紀錄，竟然接近六分速（每公里 6分鐘），真是

比平常練時快太多。平常都喜歡偷懶，不想讓自己那麼累，比賽時

就會非常痛苦。（20160417田野日誌：新北市鐵道接力賽） 
 

會有這種接力賽，其實是源自於美津濃路跑接力賽。只是主辦單位發

揮了文創精神，吸引了眾多跑友與鐵道迷，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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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跑第一棒，學生組 7:00開跑，社會組 7:10開跑。在此之前「亂

跑團」大軍，開始儀式性的行為，拍照、團呼，好不熱鬧。大仁的

「自拍神器」開始了歡笑聲，大家像個小孩一樣，在哪兒搞自拍，

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有趣極了。許久未見的團友，開始互相聊

天問候，好不熱鬧。本次共有 7 隊參賽。去年 2013年，「亂跑團」

只有 3隊報名，今年增加到了 4隊。（20141019田野日誌：美津濃接

力賽） 
 

截至 2016年為止，在臺灣已有 12年歷史的美津濃路跑接力賽，已成

為一年一度臺灣最重要的路跑接力賽事之一。這種構想源自於日本大學接

力賽的「箱根驛傳」的競賽，是一項具有日本儀式性的路跑接力賽，注重

的是團隊精神，也就是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強棒，透過團員的共同組隊參

與，凝聚更強大的向心力。36為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接力賽的意義不正

是如此嗎？這也吸引了許多路跑主辦單位的目光，愈來愈多的接力賽開始

主辦。例如 2017年 1月 8日在新竹舉辦的 2017年鐵道路跑──乘風接軌

路跑賽事。 

(五)淬鍊生命──終身路跑 

█抗癌鬥士──為我加油 

在馬場上跑久了，你常會看到一位掛著紅布條的跑友，他的外號叫「中

師」，布條上寫著「晚期癌友，幫我加油。」第一次看到時，筆者內心相

當的震撼，久久未能撫平。第二次碰到時，筆者主動伸出手與他擊掌為他

加油，他的手相當冰冷，讓筆者感到非常的不捨。他告訴筆者，只要能活

著，一定會跑下去，永不放棄，令人動容。另一位同樣罹患舌癌的莊啟仁，

                                                 
36 文多斌、戴偉謙，〈一棒接一棒──臺灣美津濃馬拉松接力賽初探〉，《2016第四屆

亞洲運動人類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6.05)，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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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三鐵、超馬與馬拉松都參加，也是馬場上的常客，筆者都尊稱他為啟

仁哥。他以自身的抗癌精神，鼓勵相當多的跑友，他說：「我可以，你們

也可以。」37上述這二位都是馬場上的真英雄，激勵了相當多的跑友，當

然也鼓勵了相當多尚未開始跑步的人們。 

█視障陪跑──跑向陽光 

筆者在參加路跑的場次中，常常可以看到許多陪跑員很有愛心的牽著

一條繩子帶領著視障者路跑。衣服常常會印著「視障陪跑員」字樣。這時

筆者才開始注意到對於視障者的關懷在馬場上是無所不在。 
 

一大早天氣不太好，是下雨的天氣，當然還是要跑啊！前面 5公里，

跟到六分半速的集團，難怪我愈跑怎麼覺得那麼快，此時我想要上

大號，跟福崇說，我想要上廁所，剛好碰到一個宮廟，於是向左邊

轉，上去紓解一下，之後再進入跑步區，發現，後面這些速度就沒

那樣快了，於是我們開始很舒服的跑。發現美景就停下來拍，其中

埔里的水尾國小，好有自然美喔！中禪寺第一次經過，普中小學第

一次看到，就在這個地方碰到一位視障跑者高聲歌唱，他好快樂，

筆者除了為他加油外，也稱讚他唱的真好聽。陪跑員是一位女跑者，

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在此展現無遺。（20161127田野日誌：第三屆

南投馬拉松） 
 

這是筆者第一次在馬場上聽到視障者邊跑邊引吭高歌的，看他高興的

模樣，開始注意到視障者的運動權。兩人的默契就得靠一條繩子向左或向

右。然而，要發心做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難，「只要您有心，就可跨出第

一步」，筆者的亂跑團團友品萱這樣敘說著。當然，您要帶領視障者跑步，

本身要有一定的能力，這樣才能對視障者有正面的幫助；而不是讓視障者

                                                 
37 陳佩琦，〈無舌鐵人，超馬跑出抗癌人生〉，《聯合報》，2016.03.20，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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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你跑。中華視障路跑運動協會的成立，讓許多視障者勇敢的跑出來，

對於視障者情緒的穩定來說，有莫大的助益。最基本的是要先學會帶走再

帶跑。「問、拍、引、報」是最基本的口訣了。讓他們繼續跑向陽光吧！ 

█環島路跑──逐夢踏實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想可能要在某個時候、某個年紀才有

辦法去實踐。阿布是我們亂跑團的一員，2016年 8 月 1 日清晨 5 點，從

汐止家中出發，以逆時針的方式，花了二十天，完成了 1000公里的環島

之夢。在環島的過程中，各地的朋友、跑友與亂跑團都盡可能的協助阿布

私補（私人的補給品提供），讓阿布心中充滿了溫暖。8月 24日凌晨阿布

在臉書 PO 出了他的環島圓夢感謝文。標題是：「跑步環島一直是我想去

完成的夢──現在不做，以後可能不會做。」阿布說的沒錯，而且以後可

能還會後悔。其次，還有一種是環島做公益的夢想。在馬場上常看到套著

一個「舒跑」鋁箔包的跑友，大家都稱他為「舒跑哥」。2017年 1 月 26

日（小年夜）開始，從臺中家扶總會起跑，以「關懷弱勢，保護兒童」為

議題，展開一場舒跑哥勇跑天涯的馬拉松之旅。這種義舉令人佩服，更讓

世人瞭解馬拉松的正能量。38這是舒跑哥實踐夢想的方法。 

█出書分享──勵志人心 

自從 2008年村上春樹在臺灣出版的《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這本書以來，筆者深受影響。看完後內心熱血澎湃，村上表示，他跑馬拉

松其實是為了鍛鍊出好身體，才能好好的寫小說。絕對不會因為跑步而影

響了正業。39然因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筆者，工作、家庭與學業三頭

                                                 
38 筆者追蹤舒跑哥的臉書，舒跑哥環島日記 2017年 1月 26日至 2月 24日共 29天，

完成了環島壯舉，將跑者具名的「戰旗」親自交給了家扶基金會的執行長，表達對

「兒童保護」的關注。 
39 村上春樹，《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賴明珠譯）（臺北：時報，2008），201。

在第四章村上更表示「我寫小說，很多是從每天早晨練跑路上所學到的，很自然地

從肉體上、實務性地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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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因而沒有付諸實際行動。沒想到，隨之而來的全民瘋路跑現象，超馬

名人的加持，明星、名模的出書，為路跑帶來正面健康的形象，激勵了許

多不敢踏出第一步的宅男宅女。學術界也愈來愈多馬拉松的相關研究，反

映當下的運動現象，筆者也深陷其中，並且定期會到書局尋找是否有最新

的路跑新書出版，好好體驗每位作者的生命故事，因為筆者知道，這是每

位作者血與淚的心血結晶。筆者特別偏好日本跑者的路跑書籍，他們的特

色是特重內心的世界剖析與現實殘酷世界的對照，讀起來特別刻骨銘心。

例如：江上剛《我 55歲，決定開始跑馬拉松：獨自的起伏中，我找回人

生步調，你呢？》這本書，從職場上的挫敗到利用跑步克服了憂鬱、失眠

與代謝症候群等等，40跑步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另一本井上真悟所撰的

《RUN 一直跑下去：世界超馬王者的跑步之道》一書，更是讓人不捨。41

一位自謀生活的年輕人，在一團亂的的生活中找到存在的意義，那個意義

就是跑步，跑步讓他翻轉了低潮的人生。以上這些勵志書籍絕對讓讀者閱

讀後想穿起跑鞋跑步去。 

█設定目標──挑戰極限 

參與馬拉松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跑的時候常常會在心裏想：「我下次

不會再跑了！」可是沒過幾天，手又開始癢了！按著滑鼠鍵，開始找下一

場賽事，而且還越找越遠。2016年 7月 20日筆者報名了挑戰自我極限的

超馬賽事（超過全馬的距離）。 
 

主持人倒數計時後，我們開始出發，天是黑的，大家小心翼翼的跑

著，由於前 20公里是一連串的上坡，大家也不太敢衝，大約跑到清

晨 6:30，天開始亮了！大家的差距就愈來愈遠了！跑到第 8公里時，

                                                 
40 江上剛，《我 55歲，決定開始跑馬拉松──獨自的起伏中，我找回人生步調，你呢？》

(李佳蓉譯)（臺北市：大是文化，2013），21-221。 
41 井上真悟，《RUN一直跑下去──世界超馬王者的跑步之道》（柯閔傑譯）（新北市：

木馬文化，2016），1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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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體力消耗太快，開始補充能量包 BCAA 二粒。跑到 13公里處開始

有熱食，湯麵，水餃，熱稀飯，通通給它灌下去。這個前 20公里的

上坡實在太恐怖了，總共爬升將近 1,450 公尺。累的還在後面，20

公里後是下坡 7 公里，雖然很舒服，回來又要爬坡 7 公里，此時都

只能用快走的方式。後面的時間，不知是否能順利完賽，開始擔心

了！大約 12:10跑到 34 公里，只剩下 20 公里，但是時間只剩下 3

小時半，我真的沒把握完成，因為前半段已消耗過多的體能，雖然

後面 20公里都是下坡。於是，我只好用身體的重量開始往下衝，希

望不要花費太多體能。18-12公里間花了不到 1小時，在預估範圍內。

剩 12公里了，還有大約 2個半小時，這時候心中才比較篤定！於是

繼續跑到剩 8 公里，大約還有 2 小時，於是我使用出在學校練習 5

公里的方式，調整呼吸慢慢跑，追上了一些人，剩下最後 4 公里，

想說隨便也走得完，沒想到，怎麼愈走感覺愈遠，已經 3 點了！距

離關門時間剩下 30 分鐘，最後跑起來，離關門時間只剩 14 分鐘，

好險啊！回到終點，鎮西堡有一個傳統儀式，就是直接跑上舞臺，

由主持人用麥克風，宣布您的名字，並拍照，以示尊榮。最後，在

會場換好又濕又臭的衣服，搭接駁車回飯店後開車回家，結束這次

的挑戰。你問我下次還要不要參加，我現在的答案是 NO。（20170108

田野日誌：鎮西堡祖靈之鑰超級馬拉松） 
 

雖然心裡一直說不要，等到跑友一招手，筆者又上網報了 2017年 3

月 5 日的高美濕地的全程馬拉松，限時 6小時 30分。希望在 2月份立下

一個練習與奮鬥的目標，不要懶散下來。 
 

前一天下午 2:00與福崇師共同前往大秀國小旁的清水運動公園……

此時大會工作人員已在工作。清水舊名牛罵頭，很特別，我們問了

一位工作人員，應該是臺中慢跑協會的人員，他們都相當熱情。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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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面，忽然一位坐在 BMW 的一位老先生對我們笑，隨即跑下來

與我們聊天。跑馬世界無奇不有。一位因脊椎受傷幾乎要癱瘓的張

大哥，因為一次機緣拯救了他。當時他在操場一小步，一小步的復

健，認識了一位跑友，鼓勵他參加馬拉松， 沒想到 3年後，他已經

跑了 97馬，克服了病痛。他說他是學機械的，他知道人的關節與骨

骼系統與機械原理是很相似的，因此，他深知不要後半生躺在床上

的方法，就是要開始跑。如今，他已擺脫了癱瘓危機。今天下午在

高美濕地馬拉松會場旁，很有緣的第一次碰面聊天。各位 FB 的好

友，您動起來了嗎？他剛從苗栗跑完第二屆超級馬拉松，馬上又開

車到清水參加明日的高美濕地馬拉松。（20170305田野日誌：高美溼

地馬拉松） 
 

張大哥的故事，讓我非常感動，竟然這麼有福氣碰到他，於是當天晚

上，筆者將日誌心得發表在臉書上，得到很大的迴響。健康跑，慢慢跑，

是未來第一個目標。參加馬拉松普查 10馬獎是第二個目標，達成的時間

沒有設定，一年拿下二個全馬是主要設定成果。42這樣算起來至少還要 3

年才能達成。第三個目標是，能將每個階段的經歷化成文字，不斷研究與

發表，完成重要的紀錄，也就是終身運動與終身研究的夢想。這就是以筆

者為例的真實現象，周邊的跑友透過訪談亦是以追求自我的夢想而努力。 

 

 

 

                                                 
42 馬拉松普查是一群熱衷馬拉松的人士所設立的網站。跑者可申請帳號登入，將每次

完成的全馬成績證明上傳到該網站，經由審核，就完成手續。等到累積到 10馬、

20馬……100馬時，普查網每年會選取一至兩場馬拉松比賽頒發普查獎，在規定截

止的日期前完成一定次數的馬拉松審查，並參加該場的馬拉松比賽就可以領獎。詳

見跑者廣場馬拉松普查網，〈普查宗旨〉，〈http://www.taipeimarathon. org.tw/survey/〉，

2017.01.2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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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反思 

 

2013 年筆者因為在研究中訪談了一位跑者，在過程中深深的受到莫

名的感動，因為這個機緣，筆者進入了路跑界。受訪者激發了筆者內心那

股好久未有的悸動。於是，筆者開始計畫報名路跑賽事，打算親自參與體

驗受訪者所說的那種精采與動人的篇章。所以，從一開始就養成了寫田野

日誌的習慣，記錄著學術界所謂的「雞毛蒜皮」的文字。如今這些田野日

誌，卻成為重要的研究文本依據。有時候筆者一直在思考著：學術性的文

章到底有多少人會看、愛看，容易普及嗎？若吾人能寫出平易近人，容易

閱讀的學術性文章，不是能夠感染更多的人嗎？民族誌的書寫可以說是最

佳的方式。雖然，研究過程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但是

最後的結果卻相當甜美。2013年至 2017年，筆者將親身經歷與體驗，輔

以相關文獻，最後提出五大路跑現象如下： 

(一)路跑社團相繼成立──帶動路跑風氣 

路跑社團提供跑者一個幕前與幕後支持性的功能，讓跑者不會孤單的

在賽道奔馳，幫助跑者解決許多跑步相關的疑難雜症，他們的相處就像家

人一樣的親密。 

(二)運動傷害無所不在──放棄是一種勇氣 

運動傷害可能來自於經驗與訓練的不足；更有甚者，是因為不肯放棄

當天賽事的挑戰，堅持著完賽夢想的硬拼。因此，適時地承認失敗是必修

的功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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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拉松商機無限──運動是一門好生意 

1.運動觀光，帶動地方發展，接軌世界舞臺。運動產業興起，路跑是

其一。 

2.運動用品大發利市，輸人不輸陣。專業的運動性配件，讓跑者更具

信心。 

3.運動教練興起，運動是一項專業。透過專業的指導，跑者可以突破

障礙。 

4.運動經紀人，獎金獵人黑色旋風。增加賽事精采度，刺激國內好手

學習。 

(四)秀異路跑人──運動玩心 

1.裝扮路跑，秀出自我。卸下平日的形象，角色扮演，紓解壓力好快

樂。 

2.接力賽跑，跑出年輕。一棒接一棒，回到小時候的接力賽場景好青

春。 

(五)淬鍊生命──終身路跑 

1.抗癌鬥士，為我加油。把每一天當作最後一天，珍惜現有的生命無

價。 

2.視障陪跑，跑向陽光。運動的權利不因為身體的障礙而有不同之待

遇。 

3.環島路跑，逐夢踏實。透過環島的挑戰，更深信自己沒有甚麼辦不

到。 

4.出書分享，勵志人心。出書是一種反思的歷程，更可激勵自己與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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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定目標，挑戰極限。面對自己的脆弱，一步一腳印，挑戰自我極

限。 
 

總結上述五大現象，追根究柢，皆根源於一種自我追尋與夢想的實

踐，希冀能朝向更快的速度、更遠的距離邁進。這也是本民族誌中最深層

的結構意涵。 

 

（僅以本文紀念已故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林淑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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