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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儀式」之研究
—「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
石明宗∗
摘

要

運動是一種儀式嗎？籃球「罰球」、網球「發球」、射箭「出箭」……，
這些重複的、固定的、和「技術動作」相關的內容，具有什麼作用？為何
有學者沿用宗教的術語，將運動心理學界慣稱的「習慣動作」，名為「儀
式動作」？此外，運動賽會中的「點聖火」、「升會旗」等內容，和儀式
也有關聯嗎？
循此，本研究意圖釐清三個問題，一是釐清運動儀式存在的作用與功
能為何？二是尋求運動儀式有哪些內容？三是界定運動能否成為日常生
活的一種儀式？理論基礎主要採取范根納普的理論，並結合特納等學者的
觀點，將「通過儀式」置於最廣泛的意義上。試圖從微觀的「罰球儀式」
至巨觀的「運動儀式」，藉由「分離、過渡與整合」的相同結構，中介狀
態所產生的影響，探索其殊勝的意義。
本研究發現，確實存在著運動儀式，且可以粗分為「技術動作儀式」
與「再現文化儀式」二大類別，前者和比賽本身的技術動作有關，例如籃
球罰球、足球射門；後者和比賽相關的文化內容有關，例如點聖火、升會
旗。進一步的，本研究將「再現文化儀式」細分為「凝聚儀式」、「象徵
儀式」以及「暴力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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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能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儀式？答案也是肯定的！許多人過著
每星期天上教堂的日子，同時也有許多人過著每週上運動中心的日子。雖
然內容、地點、身心的感受皆不同，然而，就生活的節奏，以及如同結婚
和死亡等生活儀式的影響，運動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新儀式。其特殊之
處，在於它可以打破種族、文化、性別和年齡等傳統儀式的規則與藩籬。
以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為例，男女老少、黃白種人、各種社經地位的人士
皆可以參與，因而凸顯出運動儀式的特殊價值。
關鍵詞：儀式、運動儀式、技術動作儀式、再現文化儀式、中介

「運動儀式」之研究—「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 9

A Study of Sport Ritual: Ritual of Techniques and Ritual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imon Shih

∗

Abstract
Is playing sports some kind of ritual? In sports we found certain
repetitive moves, such as “free throws” in basketball games, “ball servings” in
tennis, and “shooting” in archery, but what do all these repetitive, fixed, and
technical related moves do? Why do some scholars name these “repetitive
moves” with a religious term “ritual”? Do raise the national flag or ignite the
Olympic torch in sports event also relate to rituals?
This research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existence and function of sport
rituals, furthermore to find out what content and categories sport rituals
contain. Lastly, to identify whether playing sport can be a ritual within life.
This paper generally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Separation-TransitionIncorporation” in “Rites of passage” by Arnold van Gennep, and following
researches done by Victor Turner. From the microscopic view of “free throw
ritual” to the macroscopic view of “Sport Ritual,” by using the same structure
of Separation-Transition-Incorporation,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impact of
“Liminality” and its insigh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The Sport Ritual,” and could be put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Ritual of Techniques” and “Ritual of Culture
Representation.” The moves of free throw and shooting can be th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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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ormer ritual, while the latter would be raising national flag before the
game. Furthermore, The Ritual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ould be recognized
as “Cohesion Ritual,” “Symbol Ritual” and “Violence Ritual” etc.
The answer to whether playing sport can be a ritual within life is certain;
people go to gym regularly just as going to church every Sunday. Though the
feeling, place, and content are quite different, but in terms of the rhythm of life
and the effect as life rituals like wedding or funeral, playing sport has indeed
became new ritual in modern life.
The key concept is that through participating sport people can break the
social norms and gap between races, culture, age,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Taking Hawaii triathlon for example, people from different ages, races, social
status can all attend it. Thus it signifies the value of playing sport.
Key words: ritual, Sport Ritual, Ritual of Techniques, Ritual of Culture
Representation, Lim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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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運動是一種儀式嗎？籃球選手罰球時每次重複固定的動作，具有什麼
作用？足球的射門、網球的發球、射箭選手的出箭……，這些被運動心理
學稱為「習慣動作」的內容，為何有學者沿用宗教的術語，將之稱為「儀
式」？難道從心理學的角度所做的解釋不足夠嗎？除了這些和「技術動作」
相關的儀式內容外，每次的賽會為何都要進行「唱國歌」
、
「升會旗」
、
「頒
獎杯」以及「點聖火」等儀式內容？
如果將焦點從微觀的「儀式行為」
，擴大為巨觀的「運動行為」
，例如
籃球的罰球假設是個「儀式行為」，那麼打籃球這件事便可以稱作「運動
行為」
。那麼，從事「運動行為」
，對於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會產生什麼影響？
換句話說，我們可不可以把整個運動經驗當作一個對象，例如每週固定上
體育館打球這件事，視為生活的一種儀式？人們的生活內容既然有「出
生」
、
「成年」
、
「結婚」和「死亡」等各種儀式，現代人可以把「運動」也
視為生活的一種儀式嗎？循此，本研究意圖釐清三個問題，一是釐清運動
儀式存在的作用與功能為何？二是尋求運動儀式有哪些類型與內容？三
是界定運動能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儀式？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自從古德曼的著作《從儀式到紀錄》問世以
來1，學者們即相繼投入此領域的研究2。《儀式研究》（Ritual Studies）期
刊，於 1993 年也出了一期特刊，共有八篇文章針對「儀式和運動」
（Ritual

1

2

Allen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san E. Brownell, “Qing Dynasty Grand Sacrifice and Communist National Sports
Games: Rituals of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7.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inter, 199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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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ort）的主題而寫；Turner 也曾用「慶典」
（Ceremony）取代「儀式」
（Ritual）來形容巴西的足球賽，以描述階級認可而非塑造的過程3。古德
曼雖然談到了儀式的特殊性，例如：
「儀式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抽象，不僅
允許比賽在比賽場地（發生），也讓其他時空中的事蹟同時（發生）」4。
然而，他的旨趣主要是闡明現代運動的本質，並未針對「儀式」這個議題
做更進一步深入的分析5。
綜合而言，即使是經典的書籍著作，或是專門的期刊文章，雖然提供
了一些新的觀點，卻仍然顯得紛亂而莫衷一是。研究者自從完成博士論文
後，即對「運動與宗教」此研究領域一直抱持著高度的興趣。
「運動的儀
式行為」課題，如果從人類學及宗教學的角度切入，雖然目前的研究成果
不多，然而筆者相信此方向的耕耘可以為體育運動學術研究，貢獻出特別
的、有意思的發現，也稍稍能彌補此課題研究文獻之不足。

(一)名詞解釋
■儀式
參考對儀式的諸多定義後，本文對儀式的定義如下：儀式有廣義和狹
義之分。依據前者，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招呼：見面握手說「你好」，告別
揮手說「再見」……都可入儀。依據後者，它專指謂宗教上的禮拜儀式。
精確的說，人類學家更看重的並不是對儀式的定義，而是儀式所具有的社
3

4
5

Susan E. Brownell, “Qing Dynasty Grand Sacrifice and Communist National Sports
Games: Rituals of the Chinese State?,” 57.
Guttmann, Alle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51.
Guttman 具有說服力地分析了現代運動的特質，特別是對照於古代奧運所具有的宗
教祭祀活動特質，並具體的羅列出現代運動所具備的七項特質，分別為：(1)世俗主
義（Secularism）；(2)機會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o compete and in th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3)角色的專門化（Specialization of roles）；(4)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5)官僚組織（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6)量化（Quantification）
；
(7)追求紀錄（The quest for records）
。參見：Guttmann Alle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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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歷史敘事能力，特別是它的象徵性功能。

■運動儀式
包含生活中有關體育、運動、遊戲等所共組的內容，如同「出生儀式」
、
「結婚儀式」及「死亡儀式」般，對現代人的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統
稱為「運動儀式」。

■技術動作儀式
運動儀式中，針對比賽所需，延伸出特定的、重複的、具有安定身心、
幫助成績表現的特殊動作。例如籃球的「罰球」、足球或美式足球的「定
點射門」、射箭的「挽弓出箭」等動作。

■再現文化儀式
再現文化儀式
運動儀式中，和技術不一定相關，具有慶祝、懷舊、凝聚民族意識、
對抗敵手等活動。例如籃球獲勝後的「剪籃網」、運動賽會時「升國旗」
及「點聖火」、紐西蘭橄欖球隊賽前的「戰舞」等內容。

■中介（
）
中介（Liminality）
中國學者金澤等翻譯成「閾限」
，來自拉丁語 limen，意為「閾限」或
「門檻」。指通過儀式的中間階段，具備反結構的、模稜兩可的、有創造
性的特質。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1.本研究主要以「宗教儀式」為借鏡，意圖說明「運動儀式」的現象。
至於其他類型的「社會儀式」與「美學儀式」，則不是本研究探討
的主軸。
2.儀式研究理論的來源非常廣泛，本研究原則上以西方的理論為主，
特別是「宗教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領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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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東方文化背景所產生豐富的理論，例如印度和日本的相關研究
6

，雖然非常重要，限於時間與心力，也只能期待後續的研究來完

成。

(三)研究架構與說明
本研究的架構以二個圖形來介紹，圖一是本研究的理念架構，圖二是
儀式的範疇圖示。本研究企圖以「罰球儀式」為例，來介紹運動中特有的
儀式，進而擴大到生活世界裡，將整個運動視為生活的儀式之一，以釐清
其作用與價值。不管是「罰球儀式」、
「運動儀式」或是「生活儀式」，如
同出生儀式與死亡儀式般，是否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結構，也就是「分離——
過渡——整合」三部曲？循此觀點，運動能否像季節性的節目、保衛領土
的儀式、獻祭與朝聖一般，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提供分離、過渡與融合的相
同結構，其進一步的殊勝意義又是如何？

二、運動儀式研究相關文獻
儀式的研究一直吸引著學者們，投入畢生的心力，貢獻出對人類社會
的研究成果。然而，儀式領域的研究，也歷經不同的階段，呈現出多樣化、
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觀點，意圖對儀式研究作一全面性的介紹，絕非研究者
想嘗試或能力所及的。另外，和儀式研究蓬勃發展的現象相反，與「運動」
有關的儀式研究文獻，並不多見，中文文獻更是少之又少。如此，在文獻
探討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二極化的反應，一方面增加了許多收集文獻的困
難度，另一方面，則憑添取得了重要文獻後的雀躍不已。
6

有二篇文章分別介紹印度和日本的儀式研究：Peter J. Claus, “Ritual Performances in
India” 以及 Mary Evelyn Tucker, “Ritual in East Asia: Japan”，收錄於 Stephen D.
Glazier,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 handboo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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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的理念架構

由於儀式研究的廣泛性與複雜性，本小節只針對學界公認的重要文獻
做介紹。首先關於「儀式」的一般性研究文獻，先從「儀式的分類」介紹，
以求對儀式的研究具備宏觀的視野；其次介紹構成本文研究架構的主要理
論，以范根納普和特納等人的理論為主；接著介紹一些和運動有直接相關
的文獻，包含古德曼《從儀式到紀錄》的著作，和 1993 年《儀式研究》
（Ritual Studies）特刊等主要文獻；最後做個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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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儀式

運動儀式
罰球儀式

圖二

儀式的範疇之圖示

(一)儀式的分類
世界上存在著眾多特殊儀式，欲進行分類的工作，想必是件困難的工
作，難免會落入以偏概全的困境。然而，人類文化學者凱漥（Roger Caillois）
對遊戲分類，將之區分為「競爭」
（competition）、「機運」（chance）
、「模
仿」（simulation）及「暈眩」（vertigo）四大類7，對學術的貢獻至今仍為
人所津津樂道，也凸顯出歸納分類的重要性。本文無法介紹所有儀式的分
類，僅嘗試著收集學界，特別是「宗教人類學」領域，針對「宗教儀式」
做過的分類介紹，以提供本文第三節「運動儀式的類型與內容」所需要的
理論基礎。

7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2),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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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Emile Durkheim）
從《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書中第三篇，涂爾幹列舉了幾個和儀式有
關的類型，分別是「苦行性儀式」
、
「模仿性儀式」
、
「表演性儀式」
、
「紀念
性儀式」和「贖罪性儀式」
。8涂爾幹在著作中，介紹了幾個不同的儀式。
另外，按照大陸學者金澤的說法，涂爾幹對儀式的分類也可以簡化為「積
極的」和「消極的」兩大類：
杜爾凱姆不是就儀式論儀式地分類，而是從「積極的／否定的」價
值角度大刀闊斧地將所有的儀式分為二類：在獻祭等積極的儀式
中，神聖的王國與世俗的王國被聚合在一起，儀式參與者的日常生
活被灌輸以理想和規範；而禁忌之類的否定儀式，其目的在於把神
聖與世俗分開，保存前者的超越性，亦維護了後者的常態。9

■華勒士（A. F. C. Wallace）
學者華勒士在《宗教：一個人類學的觀點》書裡，則提到了下述幾種
儀式類型：技術的儀式；治療的與反治療的儀式；社會控制的儀式；拯救
的儀式；復興的儀式。10

█特納（Victor Turner）
第一是生命關鍵期的儀式，特別是與死亡和成年有關的。這方面二個
重要的禮俗是 mukanda——男孩的割禮和 nkang’a——女孩的成年禮。另
一類禮俗與各種不幸有關——為禳除不幸的儀式，基本上是祖靈的作為使
然。主要的不幸有三種，分別與不同的祭儀團體配合、相關。最後一類儀
式是治療祭儀，一是 chihamba，一是 kayong’u。前者和許多不幸，作物
8

涂爾幹著，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芮
傳明、趙學元譯）
（台北：桂冠，1992）
，目錄 7-9。
9
金澤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23。
10
金澤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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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收、獵獲不佳、各種病痛以及繁殖的失常等有關。後者則是處理氣喘的
問題，也和占卜有關11。

█貝爾（
（Catherine Bell）
）
(1)通過儀式或「生命危機」儀式；(2)曆法的與紀念的儀式；(3)交換
與共享的儀式；(4)折磨的儀式；(5)宴會、禁食與節日的儀式；(6)
政治的儀式。12
從上文中學者們對儀式內容的介紹與分類，吾人發現早期（約 20 世
紀初期）的儀式研究，和晚近的儀式研究（約 20 世紀末期）
，有一些不同
的強調處與觀點。早期的儀式研究，以涂爾幹為例，他的貢獻在於提出儀
式和社會秩序是共處的，儀式的角色是維護已建立的社會秩序。晚近的研
究，對於儀式則有更多元的看法。例如，葛茲（Clifford Geertz）強調儀
式並不只是反映社會和文化的鏡子，事實上儀式幫忙形塑社會和文化的未
來；特納（Victor Turner）則指出儀式提供了新的觀點和社會關係，來重
新定義社會和文化，儀式並不僅是一個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
，而是
具有存有論的地位13。
另外，學者 Driver Tom 也提到，儀式的表現讓人們碰觸到人類的存
在面，亦即我們是藉由行動來建構自己，當我們展現自己時，並不只是簡
單地表達「我們是什麼」
（what we already are）
，而是「展現即將成為什麼」
（perform our becoming）以及「成為我們的展現」
（become our performing）
14

11

。

Brian Morris 著，《宗教人類學導讀》（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ory Text）（張慧端譯）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274-275。
12
菲奧納．鮑伊（Fiona Bowie）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金澤、何其敏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79。
13
Bobby C. Alexander, “Ritual And Current Studies of Ritual: Overview,”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 Handbook (CT: Greenwood Press,1997), 140.
14
Alexander, “Ritual And Current Studies of Ritual: Overview,”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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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
范根納普（1873-1957），他出生在德國，一度在瑞士的納莎泰爾擔
任民族學的教授，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者
生活在法國，在那裡他被看作法國民俗研究之父。作為對杜爾凱姆
（特別是他聚焦於社會而非個人）的一個傑出批評者，范根納普感
到重要的問題在於確立自己的學術立場。儘管范根納普接受了杜爾
凱姆關於神怪與世俗的基本劃分，但他卻不同意將巫術與宗教劃分
開來，而是將巫術看作實踐的方面，宗教看做理論的方面，它們同
屬於一個「巫術——宗教」混合體15。
范根納普指出，通過儀式都有基本共同的形式，即由三個階段組成。
首先是分開的儀式，經由淨化的儀式，去髮、割除等表現出前一個階段。
其次是過渡時期，此時參加儀式的人象徵的置於「社會之外」，經常必須
遵守某些禁忌和限制。最後一個階段是併入的儀式，以過渡至一新的地
位。解除限制，戴用新的標誌，共食代表這個階段的儀式。「通過儀式」
（rites de passage）標誌從一個生命階段、季節或事件，轉向另一個階段、
季節或事件。參與通過儀式的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都以不同的方式標
誌（或注意到）這些轉變。
比如，一個新的修道士或一個剛剛參軍的新兵，會將頭髮剪短或將
頭剃光。一個小女孩子在經歷其第一次月經時會被隔離在遠離共同
體的一個小屋內。當一位穆斯林在進入一座清真寺參加集體祈禱
時，先要儀式性地洗去所有的污垢，這標誌著他斷絕了與世俗的空
間和時間的關係。16
15

菲奧納．鮑伊（Fiona Bowie）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185。
16
菲奧納．鮑伊（Fiona Bowie）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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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群體過渡到另一個群體，從一種社會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狀
態，都被視為存在之天經地義的事情，由此，人的一生變成了由一連串有
著相似終點和起點的階段所組成：出生、社會性的青春期、結婚、為人父
母、提升到更高的等級、職業的專門化、死亡。這些事件中的每一個都有
慶典，其根本的目的在於使個人離開一種確定的位置而轉入另一種同樣確
定的位置。
本研究的理念架構，主要即參考范根納普的理論，應用「分離——過
渡——整合」的模式，來解釋運動中的「技術動作儀式」和「再現文化儀
式」皆具備此模式的作用。

(三)特納（Victor Turner）
特納（1920-1983）
，生於蘇格蘭而在英國受教育（在曼徹斯特師從格
拉克曼〔Max Gluckman〕）。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在美國（康奈爾、芝加
哥和弗吉尼亞）教書做學問。特納和他的妻子伊迪絲在 20 世紀 50 年代早
期到北羅得西亞（Rhodesia，屬贊比亞）的恩登布人中進行田野調查。特
納的發展在於他對通過儀式中間階段的分析，這特別體現在 1969 年首次
出版的《儀式的過程》
（The Ritual Process）一書中。特納學說的主要貢獻
之一，在於更詳細、清楚地描述了范根納普三階段中的「過渡時期」。
「Liminality」是一個關鍵的字眼，臺灣的學者多翻譯成「中介」
，中國的
學者則翻譯成「閾限」。
特納的理論中有二個概念和本研究息息相關，一是「中介狀態」
（liminality），二是「交融」（communitas），分別進一步的描述了過渡時
期的作用與功能，特納區分組成中介狀態的三種內容如下：
1.神聖的溝通：神秘的象徵透過神聖事物（如面具、器物）
、動作（如

An Introduction）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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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和指示（神話歷史）等三種形式，以便在儀式中傳遞訊息。
2.嬉戲的解構以及重組熟悉的文化事物：熟悉的事物以誇大、奇異的
型態被呈現，這樣的再現能促使儀式參與者思考所處的社會，並反
映社會與宇宙秩序的基本價值。
3.社會結構關係的簡化：在儀式進行中，社會結構的區辨被去除了，
人們處於一個地位全然平等的狀態。特納以此中介角色的共同性
（sameness）之下，發展了交融的概念。
交融可被視為結構的相反事物。特納認為交融與結構代表社會的兩種
形式，結構代表分化與階層化的社會位置系統，而交融則是人人皆為平等
的社群，社會即涉及此兩種社會形式的辯證過程，並且在歷史上是一種循
環的型態，交融的極大化會引發極致的結構，又會再次產生革命性的新型
態交融。
學者謝克納也提出了對交融的說明如下：
特納提出交融這個概念，可說是中介性的進一步發展，描繪出中介
狀態下人與人之間強烈的經驗。在中介狀態下，從日常生活中的限
制裡釋放，是一種反結構，而儀式性的同儕情誼與忠誠（camaraderie）
的經驗，就是交融。特納將交融區分為三種類型，包括了自發性的
交 融 （ spontaneous communitas ）、 意 識 型 態 的 交 融 （ ideological
communitas）與規範性的交融（normative communitas）。17
1.自發性交融：是一種與人類識別（human identities）直接、立即且
全面性的對抗，以及更深入的人際互動類型。具有一種魔力，主觀
上存在著一種無限的力量。當自發性交融的情緒、風格與合宜性加
諸在我們身上，我們會重視人格的誠實與率真，不應有造作與矯
17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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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並認為一些事情是重要的，包括了對於此時此刻表現自我的人
予以直接的認同，以及以一種具有同情心（sympathetic）的方式瞭
解他人，更不受文化所定義的區隔所影響，如角色、地位、名聲、
種姓制度、性別與其他結構性界線。在自發性交融中，成員透過全
神貫注於同時性、易變性的事件彼此互動。如一種聖餐式的結合
（eucharistic union），強調了事件中彼此互動的神秘參與。
2.意識型態的交融：是一種理論性的概念，試圖描述自發性交融的互
動。意識型態的交融並非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合作，而是相聚在一
起，重拾遺留的文化過往與過去片段的文化元素，建構出新的模
式，這個模式就是自發性交融具體經驗的複製。這樣的概念可以加
以延伸與具體化為社會的「烏托邦」（utopian）模式，在這裡人類
的活動在自發性交融的層級上完成。但事實上，烏托邦是不存在
的，烏托邦的產物是現代休閒生活中無拘無束的嬉戲活動，這些產
物，尤其是工業產品，認定了理想的政治行政結構是首要追求的目
標（desiderata），包括了高度階層化的結構，即一個階層化的烏托
邦。而交融的烏托邦模式，作為世界文學與歷史性宗教中的重要素
材，就是以救贖（salvation）為目的。
3.規範性交融：是一種持續性的社會系統，一種次文化或團體，其目
的在於培養與維持個體之間關係與自發性交融於一個最低程度的
永久性基礎。Schechner 將規範性交融與自發性交融做了清楚的區
分，他以為，規範性交融是團體連結（group solidarity）的一種枯
燥乏味（dry）且缺乏情感（unfeeling）的展現，是正式的，規定的
與強制的；而自發性的交融，則是對於團體中其他成員的一種熱情
的真誠流露18。

18

Schechner, Richard,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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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納將中介性的概念擴大解釋，而提出「在這些中介狀態裡，社會原
有的秩序、價值被提出來翻來覆去的解釋、檢視、實驗、重新組合或批評；
新的倒反的秩序、價值被假設性地提出、表演。在這種中介狀態裡是充滿
了潛在的可能性、假設性。相對於日常生活規律化、教條化、理想化的結
構秩序，中介狀態是表現出一種『交融』
（communita）的精神──也就是
打破文化限定的角色行為，或社會角色間上下尊卑等的交流方式的一種流
通無礙的交流關係。」19
進一步地，Turner 把「集體性的（如嘉年華會、圍觀的人群、主要的
運動大會、民間戲曲、全國性的劇場……等），或是個人自己創造的，如
小說、戲劇、舞台表演等」稱做「類中介狀態」，並加以解釋如下：
類中介現象，多由某些具名的個人或特定的團體、學院及門派所產
生。所以比起中介現象的普遍化和規範化而言趨於較多個人風格的
色彩與偏好。它們在文化市場上彼此競爭而顯示其特殊的風格及口
味。而中介現象卻傾向帶給最廣大影響所及的社區一種普同的知識
及情感上的意義。中介現象可能在某些場合中，會顯示出與世俗的
現實和社會結構截然顛倒或相反的狀況，但類中介現象卻不只是相
反或顛倒，它們常是顛覆及破壞。它們代表了對中心結構的極端批
評並提出一些烏托邦式的代替模式。20
本文以「罰球儀式」為例子，在第一小節中已詳細的說明，
「罰球儀
式」作為過渡時期的內容，對選手的社會角色、身體變化、心理壓力等所
產生的影響。進一步的，研究者也論述了以「罰球儀式」所代表的「運動
儀式」
，對比賽本身的「運動世界」
，以及回到日常生活的「生活世界」所
19

何翠萍，
〈從象徵出發的人類學研究──論 Victor Turner 教授的過程性象徵分析〉
，
《人類與文化》
，1984，60。
20
何翠萍，
〈從象徵出發的人類學研究──論 Victor Turner 教授的過程性象徵分析〉
，
《人類與文化》
，19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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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可能改變。可以說，本文的理念架構，主要是綜合范根納普的「通
過儀式」理論，以及特納的「中介」理論，特別是較適用運動情境的「類
中介狀態」
，來解釋運動儀式所產生的種種作用。

(四)和運動直接相關的文獻
儀式研究的文獻中，和運動直接相關的並不多見，尤其是中文資料。
或許和「運動與宗教」此領域，對多數的學者是陌生的有關聯，因為國際
運動與宗教研討會的舉辦，是近幾年來才開始的學術活動21。儀式研究在
宗教學的領域雖然是個重要的議題，然而，在體育運動學術領域，除了運
動社會學或運動哲學之外，鮮少會碰觸到此議題22。有學者也提出，運動
儀式的研究除了理論的介紹外，第一手民俗誌的研究資料，對運動的儀式
研究也是重要的。
以下介紹三位學者，分別是劉一民、Harris 與古德曼發表在書籍或期
刊的文章；接著較詳細的羅列出《儀式研究》
（Ritual Studies）期刊於 1993
年出版的「儀式與運動」特刊，總共八篇的篇名與作者資料；最後針對其
中一篇和本文研究旨趣較貼近的文章，亦即〈槍擊中的禪：運動儀式與經
驗〉，做進一步的介紹。

█劉一民
劉一民曾在其《運動哲學研究》著作中，介紹〈運動中的儀式型動作〉
23

21

。並分別從「儀式型動作的理論之源」、「儀式型動作之為儀式的條件」

研究者曾參與 2005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 St. Olaf 學院主辦的「第二屆國際運動與宗教
研討會」
，以及 2007 年英國約克郡 St. John 大學主辦的「第一屆國際運動心靈創始
研討會」
。
22
截至 2007 年 1 月止，《運動社會學期刊》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有八篇，《運
動哲學期刊》
（Journal of Sport Journal）有四篇，
《運動心理學家》
（Sport Psychologist）
有二篇文章，是和「儀式」有關的文章。請參考 Human Kinetics 網站，網址如下：
http://www.humankinetics.com/
23
劉一民，
《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台北：師大書苑，1991)，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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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儀式型動作訓練及教學的方法」等三方面介紹此有趣的議題。

█古德曼
Guttmann 在《從儀式到紀錄》
（From Ritual to Record）一書裡，曾引
用 Ludwig Deubner 的一段話來說明古代奧運的特質如下：
「奧運是一種神
聖的比賽，在這神聖場所與節慶的舞台，他們藉由宗教的行動以榮耀諸
神。參與者是為神服務，贏得的獎品是來自於神……」24。Guttmann 並且
附上一張表，詳列古希臘四大賽會和所祭祀的神衹之關係如下：

表一

希臘四大賽會與祭祀的神衹

Table 1 Greek Athletic Festivals
Festival

Place

God
Honored

Branch or
Wreath

Intervals(years)

Founded(B.C.)

Olympic

Olympia

Zeus

Olive

4

776

Pythian

Delphi

Apollo

Bay

4

582

Isthmian

Corinth

Poseidon

Pine

2

582

Nemean

Nemea

Apollo

Parsley

2

573

█Janet C. Harris
Harris 在〈運動與儀式：一個形式的宏觀比較（Sport and Ritual: A
Macroscopic Comparison of Form）〉文章裡，將焦點放在儀式的交融與溝
通形式（form），並且認為運動也具有此形式。她以四個層面來介紹運動
與儀式的形式比較25。
1.展演（performance）：儀式通常被認為具備展演的特徵，特殊的身

24
25

Guttmann, Alle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21.
Janet C. Harris, “Sport and Ritual: A Macroscopic Comparison of Form,” Play, Games
and Sports in Cultural Contexts (IL: Human Kinetics, 1983), 17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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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活動、身體姿勢，是親身參與的，較少的假裝，具備強大的力量
以及不只是演出，而是真正的內容。
2.禮俗的（formality）
：運動是一種社會秩序，超越社會秩序，和機會；
儀式是一種固定化的、形式化的、更高的、無形的秩序。
3.融合象徵與指示（fusion of symbol and index）：象徵和符號、形式
與本質、身體與心靈，在儀式裡比在其他溝通架構更常發生。
4.聯合聖與俗的秩序（associations between sacred and secular order）：
類似馬斯洛的「高峰經驗」，但是運動在美國，至少表面上被認為
是較少和神聖的，以及更高的宇宙力量產生連結。

■儀式研究期刊專題內容26
下列是《儀式研究》期刊 1993 年特刊的篇名和作者資料：
1.追尋極限：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的儀式探討（In Search of the
Ultimate: Ritual Aspects of the Hawaiian Ironman Triathlon, Jane E.
Granskog）
2.美斯瓜吉族的運動參與作為青少年的通過儀式（Mesquaki Sports
Participation as an Adolescent Rite of Passage, Douglas E. Foley）
3.清朝的大獻祭與共產黨年度運動會：中國的儀式（Qing Dynasty
Grand Sacrifice and Communist National Sports Games: Rituals of the
Chinese State? Susan E. Brownell）
4.職業角力：透過儀式隱喻的道德評論（Professional Wrestling: Moral
Commentary Through Ritual Metaphor, Sam Migliore）
5.揭開面紗：運動與競賽中的顯聖現象（Revealing the Hidden: The
Epiphanic Dimension of Games and Sport, Charles D. Laughlin）
6. 空 手 道 的 儀 式 面 向 （ The Ritual Dimension of Karate-do, John
26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7.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Winter, 1993): 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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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hue）
7.運動的儀式時刻：一個實驗式的研究（The Athlete and Ritual Tim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Andrew W. Miracle and Dan Southard）
8.槍擊中的禪：運動儀式與經驗（Zen Handgun: Sports Ritual and
Experience, Brian J. Given）

(五)小結
本文在撰寫與蒐集文獻的過程中，在文獻找尋不易的情形下，一路走
來可以說跌跌撞撞，心情也為之動盪不已。一開始是受限於文獻的匱乏，
接下來是迷失於「宗教人類學」卷帙浩繁的文獻中，而無法聚焦；最後則
是苦惱於如何找出「儀式」和「運動」的交集。一直到閱讀了菲奧納．鮑
伊的《宗教人類學導論》第六章，
〈儀式理論，通過儀式與儀式的暴力〉，
以及《宗教人類學手冊》裡，Alexander 的 “Ritual and Current Studies of
Ritual: Overview”文章後，對於儀式研究的過去與現在，以及涂爾幹、范
根納普、葛茲、特納等人觀點的異同，才有了縱軸與橫軸的概觀與了解。
也因為接觸到這二份重要文獻後，才形成本文的理念架構（如第一節所
述），並以范根納普的「分離——過渡——整合」模式，當作儀式與運動
的交會點，詳細的內容將在下文中呈現。

三、運動儀式的類型與內容
從中文文獻中，研究者並未發現針對運動儀式的分類，僅有劉一民在
〈運動中的儀式型動作〉文中，嘗試幫赫利格爾的著作《射藝中的禪》所
提到的內容做分類。劉一民也提到學界缺乏運動儀式理論模式的窘境，他
說：「……從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印象，即運動現象中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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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型動作』，並未得到研究運動與儀式間關係的專家學者們等特別青睞。
換句話說，我們至今尚難找到一個現成有關運動現象的『儀式型動作』的
理論模式」，提供我們研究上的參考。」雖然宗教學界針對儀式研究所做
的分類，已如上文中第二節「儀式的分類」所述，然而，意圖嘗試對「運
動儀式」做分類，仍有一些困難與限制。
首先，需界定何謂「運動儀式」？如果將運動儀式界定為「技術動作
儀式」，那麼其分類的結果，可能會是「球類的」技術動作儀式，例如網
球發球、籃球罰球、足球射門等，
「體操的」技術動作儀式，
「田徑的」技
術動作儀式……等；如果將運動儀式界定為「再現文化儀式」，那麼，頒
獎杯、點聖火、升會旗、唱國歌、剪籃網、灑香檳、戴面具、跳戰舞等現
象，便可以得到一合理的解釋。因此，本文的立場是採取二者皆是的論點。
釐清了運動儀式的定義後，接下來才有可能做分類的工作。以下先介紹劉
一民曾做過的分類，接下來則由研究者嘗試對運動儀式作初步的分類工
作，以作為本研究的貢獻之一。

(一)劉一民
■「以身導心」——身體動作程序分明的儀式型動作
第一類是身體動作程序分明的儀式型動作。射者把平常練習的儀規動
作，井然有序，一步一步地搬演出來，其過程如下：射手先跪在一旁入定，
然後站起來，步向靶子鞠躬，呈上弓箭、搭箭、舉弓、拉弓、以極其警醒
的心靈，等候放箭時刻的來臨。箭射出，射者姿勢不變，緩慢吐氣，再吸
另一口氣，雙臂垂下，向靶子一鞠躬，安靜地退向後方。

■「身心同行」——如舞蹈般宣洩的儀式型動作
第二類是如舞蹈般宣洩的儀式型動作，這種儀式之舞的表現法，是射
者操演儀式就如一位好的舞蹈家舞蹈一般，心靈與身體無分彼此，舞者與
舞合而為一，射者與儀式融成一體，儀式動作如舞蹈般的流洩出來，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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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痕。

■「以心導身」——觀想而成的儀式型動作27
第三類是觀想而成的儀式型動作。習射到最高的層次，有時不必如前
二類須有身體動作的實際操演，只要徒手用「心」觀想儀式，就入了不尋
常的定境，而可以毫不費力達到「心遍一切處」的境界。

(二)研究者
欲針對各式各樣的運動儀式做分類，並不是一件易事，且有掛一漏萬
的危險。延續本文的想法，主要將運動儀式分為二大類，一是技術動作儀
式，一是再現文化的儀式。技術動作儀式主要依據運動項目做分類，再現
文化儀式主要依據儀式之作用作分類。有些儀式可能兼具二種作用，例如
唱國歌的典禮儀式，便兼具「凝聚」與「象徵」的作用。以下是進一步的
說明：

■技術動作儀式
1.「球類的」技術動作儀式，例如：籃球罰球、足球射門、網球發球。
2.「體操的」技術動作儀式，例如體操以手指模擬空翻動作。
3.「田徑的」技術動作儀式，例如跳高、跳遠選手起跳前，原地兩手
擺動的動作。
4.「射箭的」技術動作儀式，射箭前會先拉一下「箭袋」或摸一下「護
胸」。
5.「技擊類」技術動作儀式，例如跆拳、柔道的一些特殊動作。

27

劉一民，
〈運動中的儀式型動作〉
，
《運動哲學研究》(台北：師大書苑，19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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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文化的儀式
‧凝聚儀式
1.祈禱儀式：美式足球賽前的祈禱勝利與避免受傷儀式；選手進球後
以手指指向天空的儀式；田徑選手起跑前在胸前劃十字的儀式。
2.慶祝儀式：NCAA 冠軍隊剪籃網的儀式；賽車手開香檳的儀式；NBA
球員戴帽子、抽雪茄的儀式。
‧象徵儀式
1.面具儀式：美國職棒選手和觀眾的「黥面」
；吉祥物。
2.典禮儀式：比賽前唱國歌、校歌儀式；頒獎時升會旗、國旗儀式；
頒獎杯、獎牌儀式；點聖火儀式。
‧暴力儀式
1.校隊迎新的灌酒行為。
2.軍中迎新的罰體能行為。
3.球迷的鬧事、打架行為。

四、運動作為現代生活的儀式
本小節的想法，從一開始的罰球儀式擴充為「技術動作儀式」，從球
衣、號碼、食物、角色的改變，連接起「再現文化儀式」，並且企圖融合
此二者成為一個廣義的「運動儀式」，透過「分離——過渡——整合」的
模式分析，呈現運動做為現代生活的一種儀式之可能。如同出生儀式、結
婚儀式與死亡儀式，運動儀式也對現代社會的人們產生了不可抹滅的影
響。就像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每個星期反覆循環的過著「日常生活→禮
拜儀式→日常生活」的日子，一位愛打球的、愛爬山的現代人，也反覆循
環的過著「日常生活→運動儀式→日常生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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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融合親身經歷（籃球與登山），以及文獻、媒體的報導（鐵人三
項），來介紹運動世界中的三個例子。並非其他運動項目不具備上述這些
特質，只是因緣際會研究者本身的經歷與教學訓練工作，和這三種項目交
集較多，也比較能道出箇中滋味，因而選擇介紹此三者。首先介紹登山、
其次是籃球，最後是鐵人三項。

(一)登山的例子
研究者曾出版《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一書28，
書中對「山難」
、
「運動」以及「宗教」詳細考察後，發現這三個範疇具備
了某些相同的元素或特質，也因為這些相同的元素或特質，才使得原本不
相干的領域，蘊藏著驚人的相似性，而且，此相似性正是「神聖人」之所
以存在的基礎。其中，最明顯的點，即是三者皆存在所謂的「中介狀態」。
登山最吸引人之處，除了飽覽美景與心靈的充電外，或許也因為存在
著「中介狀態」，而使得人們樂此不疲卻不自知。以攀登被稱為世紀奇峯
的「大霸尖山」為例，光是從新竹縣竹東市坐車，沿著高山林道開車到登
山口，再改用徒步方式繼續前進，便須耗費約六個小時。在山上幾天的生
活裡，住在「九九山莊」或是自搭的帳棚，吃著用登山爐具烹煮的三餐，
穿著厚重的登山鞋，天冷時還得加穿雪衣，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俗稱「11
號公車」的雙腿。入夜後，平常山下五光十色的霓虹燈，被黝黑的黑暗與
滿天的星斗所取代，忽然會覺得時間變得很慢、很長，因為沒有電視可以
看，沒有電話可以聊天，要看個書也需要看頭燈的電池帶的夠不夠。睡在
深山的某一頂帳棚，聆聽帳棚外的風聲、雨聲以及動物的腳步聲，頓時會
覺得「人」變得很脆弱、很渺小，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於是乎，在山上的這一段時光中，人們不由自主的看到了山下的自
己，想到了許多上班時故意遺忘、或者不經意忽略的小事，比如上班族和
28

石明宗著，
《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
（台北：頂點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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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吵架、當老師的罵錯了某一個學生、某某還欠小張一百元……等；
更重要的，雖然山上的食衣住行，簡直像宗教上的「苦行」，然而，除了
因為大自然洗滌了文明的塵埃外，上山切斷了平常的文明生活，藉由比較
原始、刻苦與簡單的生活，人的主體性再度被喚醒與肯定。帶路的嚮導可
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被社會認為低成就的邊緣人，沒有他，誰也無法保
證能安全下山；頤指氣使的大老闆，辦了一個登山的員工自強活動，到了
山上後，才發現自己活像生活的低能兒，一切皆需要別人幫忙；聽了「雪
霸國家公園」的解說員，娓娓敘述武陵農場七家灣溪，國寶魚「櫻花鉤吻
鮭」的傳奇，才首度質疑人類文明科技的發展是福還是禍？星空下、依偎
在營火旁烤火取暖時，才驚醒原來山下的自己過得多麼「封閉」，自己為
何沒有勇氣敞開內心世界，與人分享？從「儀式」的作用，從「中介狀態」
的理論，人們的日常生活其實皆存在著「非常」的時候，不管是屬於「宗
教」，
「運動」或「登山」等不同範疇。登山的「中介狀態」，是再明顯不
過了！

(二)籃球的例子
籃球也存在所謂的「中介狀態」。一群大學教職員組成的籃球隊，聚
在一起打一場籃球，如果仔細對這一段時空中所發生的內容，做一番檢
視，會驚訝的發現和特納所描述的「中介狀態」有許多相似處，特別是特
納提到的「社會原有的秩序、價值被提出來翻來覆去的解釋、檢視、實驗、
重新組合或批評」
。一個大學的總教官，在部隊裡威風八面的一顆星少將，
在一場籃球賽中可能淪為可有可無、跑龍套的角色；一個平常被使喚的工
友，因為球技出色，一躍成為球隊裡的靈魂人物，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教授與助教、主任與組員、將軍與士兵……，籃球賽會裡，原有的社會角
色與秩序，雖然存在，不過籃球特有的後衛、前鋒和中鋒等新角色，卻顯
得更重要，並因而打亂了原有的秩序與結構，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體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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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成績不好的國中生、失業中的原住民、擠在亞歷山大健身中心，
正在努力跟上有氧舞蹈腳步的女董事長、和唸小學的兒子打桌球，已經快
要招架不住的大學校長父親……，在更多的運動世界中，輪番上演著不同
於社會的劇碼，如同懷金格對遊戲所描述的「與日常生活分開」等諸多特
質，世俗的現實和社會結構，在運動的「中介狀態」中被顛倒或相反，甚
至被顛覆及破壞。

█鋒衛人取代真實人
試著想像這一幅畫面：一群平均年紀約四十歲的中年男士們，正大聲
的吆喝著打籃球，因為速度下滑、體力不濟、移動變得緩慢，所以「嘴上
功夫」顯得愈形重要。雖然球技不怎麼精采，然而，對球的執著與熱情卻
是年輕人無法比得上的，他們的正式團體名稱是「師大教職員籃球俱樂
部」。
每週固定打球二次，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教授或工友，是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的校園運動文化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個團體。人數通常可以報三
個隊，分別參加教職員甲（30 歲以下）、乙（30-40 歲）、丙（40-50 歲）
及丁組（50 歲以上）的比賽，就全臺灣的大專教職員籃球隊實力而言，
算是中上，曾經勇奪乙組冠軍，丁組亞軍，多次的甲組、乙組及丙組前四
強。
打籃球的第一件事，特別是打全場正式籃球比賽，即是找到自己場上
的位置，也就是俗稱的後衛、前鋒以及中鋒，因為怎麼進攻、如何防守的
所有戰術是根據場上的位置來進行。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三對三鬥牛打得
不錯，一旦打五對五的全場，便突然顯得不會打球。因此，打全場籃球有
點像是演舞台戲，上了舞台有新的角色，你的一言一行，是依據劇本裡的
角色來走，籃球亦如是！
就像舞台劇裡的王子，在真實生活中可能是一個窮苦潦倒的跑龍套演
員，同樣的，禮拜三晚上在師大本部體育館籃球場上威風八面、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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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球員，也可能是一個不曉得明年工作在哪裡的小助教，或是上班時供人
使喚的工友先生。於是，在打球的這一個特殊時空裡，生活中真實的身分
退居幕後，浮上檯面的是場上的新角色，真實人被鋒衛人所取代了。

█籃球時空下的新社會
如同鋒衛人取代了真實人，籃球時空下的新社會，有一種新的價值浮
現，甚至主宰著誰是球場裡的老大。這一份新的價值是依據得分、籃板、
抄截等數據建立的，更是「身體」的一種展演，
「勇者」的表率。伴隨著
必要的思考、解讀的能力，以及情緒的自我控制，班上學業成績的第一名，
在這裡並不一定管用；女生有時可以「準」得讓男生自卑；
「優秀學生」
或是「中輟生」的標記暫時也失去了效用。此一新社會彷彿獵人走入獵場，
軍人步入戰場，
「球場」、
「獵場」和「戰場」是不同於一般社會的「新社
會」。
許多父母無法瞭解唸國中的兒子，為何一天到晚耗在籃球場上，到了
吃晚飯的時間還不回家，眾多老師也有相同的感受。這一個現象，借用運
動哲學家 Paul Weiss 的觀點，可以得到較好的理解29。他在《運動：哲學
的探索》
（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書中的第一章，
〈追求卓越〉
（Concern
for Excellence）裡提及運動如此吸引年輕人的原因之一（以打籃球為例
子）
，就是從運動中可以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欲獲得相同質量的成就感，
年輕人需要在其他環境中，例如出社會後的職場，耕耘數年甚至更長的時
間才能比擬。
Paul Weiss 如果知道臺灣升學主義的環境，他或許會舉更好的例子，
也就是說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在籃球場上進球的那一份「爽感」，若換成
是數學課或英文課的學習，可能等到下輩子都無法獲得相同的機會。然
而，籃球場吸引年輕人的並不只是「成就感」，這裡有種類似獵人走入的
29

Paul Weiss, “Concern for Excellence,” 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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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場」或軍人步入的「戰場」，所形構的一個特殊現象。簡言之，即是
一個新的價值取代舊價值，新的自我認同，新的秩序所形成的一個「新社
會」，取代了原「舊社會」裡的角色、階層與自我認同。

█球場如戰場
如同「戰場」的殺戮與刀光見血，球場上有時也如同戰場般需要「逞
凶鬥狠」，以及根本不把「破皮流血」當一回事。特別是遇到硬仗，想要
在禁區討生活，或是一場攸關面子、銀子的關鍵比賽。此時的英雄不是公
司裡，坐在牛皮辦公桌後面的老闆，也不是受到保鑣層層保護的總統，而
是像「英雄本色」裡的梅爾‧吉勃遜（參閱圖三），跑在隊伍的最前線、
殺最多的人、染最多的血，帶領同胞衝鋒陷陣的勇士。一夫當關的勇者才
是戰場上的英雄，同樣地，不怕受傷、勇往直前、殺入對方禁區，投進致
勝球的人才是球場上的英雄！
現代武器尚未發明前的古代社會，上戰場拼戰需要的是一份勇氣、強
壯的身軀與過人的膽識，如果要贏得勝利，同時也需要孫子兵法強調的各

圖三

電影「英雄本色」海報

資料來源：http://www.mm52.com/occidentalidols/mel_gibson/tw_index5.htm

36 運動文化研究 第八期

種謀略，而不能光靠一份蠻幹。同樣的，球場如同戰場的理由，也是需要
勇氣、膽識、強壯的身體、捨我其誰的氣概以及必要的用腦筋打球。這種
情境造就了無數英雄，卻也無可避免的產生了為數不少的「悲劇英雄」
。
舉 NBA 為例子，紐約尼克隊的大猩猩 Patrick Ewing 應該是個典型的
代表，由於他在籃下關鍵的上籃沒進，錯失了贏球的機會，也錯失了尼克
隊打入總冠軍戰的機會，更造成了他始終無法戴一枚 NBA 冠軍戒指的終
身遺憾，更慘的是，這個看法是許多紐約球迷的共同輿論。一場戰爭、一
場球賽最後只有一方勝利，贏則為王，敗則為寇，尤其是代表學校、國家
出賽的重要比賽，「英雄」或「狗熊」的戲碼，總是不停的上演著。

█球場如獵場
獵人欲拿到獵物，必須對週遭環境非常敏感，以便嗅出動物的蹤跡和
天氣的變化；獵人也需要有佈陷阱的能力，以克服自身的弱點，有助於捕
捉到山豬、黑熊等力量大、危險性高的大型動物。球場上的一流球員，不
管黃皮膚或黑人，一定也具備上述的二種能力，也就是「解讀」的能力，
以及「誘敵制勝」的能力。無論個人的進攻、防守，或是團隊的進攻、防
守戰術，皆需要快速又正確的解讀（reading）能力；每一場球賽，如果想
贏，也必須做到「知彼知己」，進而克服本身的弱點，發揮自己的優勢，
來贏得不容易的勝仗。
獵人有許多的「禁忌」
，打獵前後也會有許多「儀式行為」
，例如出發
打獵前須淨身、不能行房，打獵時遇到某種特殊的鳥，則代表吉利，有時
則須馬上撤回；吃喝、穿著與攜帶的配件，都須重複族人傳承的一系列儀
式，以求能豐收及保佑平安。
球場上也有「禁忌」和「儀式行為」等現象。據說 Michael Jordan 打
NBA 以後，每場球還是會穿著北卡大學時期的緊身褲出賽，而且比賽前
只吃一份特製的牛排，不吃其他東西。有些球員習慣穿新鞋上陣，有些球
員則一定要穿舊鞋，才能打好球；比賽時的罰球動作，簡直就是一齣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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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的「儀式動作」
，有些球員一
定要在出手前拍三下地板球才
會進，拍二下便不行，有些球
員每次出手前一定會在胸前畫
個十字動作……，雖然是在現
代都市社會中，現代科技蓋成
的球場打球，然而，透過「禁
忌」和「儀式行為」等現象，
卻讓人見識到獵人社會才有的
特殊現象，現代社會中的籃球
場，還是保有獵人社會中的特
殊習慣。

圖四

臺灣老照片──原住民

資料來源：http://www.bisouth.com.tw/a-4-3.html

這一個新社會，令許多白
領階級變得一無是處，也不是每一個藍領階級皆能藉此翻身。在這新的社
會裡，舊社會的價值被挑戰，權力階層被翻轉、新的老大誕生了。比較不
像文明發達後的「工業社會」或是「資訊社會」，倒比較像文明前的「獵
人社會」以及殘酷的「戰爭社會」。然而，球場是暫時的，更多的時間，
年輕人還是需要回到教室上課，社會人還是須回職場工作。
新社會的殊榮與成就因而也是過渡的、中介的。不能說它虛幻，因為
汗水與掌聲是那麼的真實，各種攻守數據也依然鮮活的在現實社會中蹦
跳，榮耀與光環可能會跟在身邊一輩子；但也不能說它固若磐石，一點都
無法動搖，若遇到房東催繳房租、下一餐沒有著落，或是回到舊社會的底
層，繼續過著鬱鬱不得志的苦日子，此時難免會埋怨球場的榮耀時光為何
如此短暫？人世間為何如此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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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威夷鐵人三項的例子
1978 年，第一個現代長途三項全能運動在夏威夷舉行，稱為鐵人三
項全能運動（Hawaiian Ironman Triathlon），項目有 2.4 英里（3.86 公里）
游泳、112 英里（180.2 公里）自行車、及 26.2 英里（42.2 公里）馬拉松，
這個主意在 1977 年的歐胡拉力賽（Oahu Perimeter Relay）
（五人小組比賽）
頒獎典禮期間出現。這項號稱最艱鉅的運動競賽，也是鐵人三項比賽的發
源地，其挑戰的困難，除了須在一天規定的分段時間內完成外，沿途尚有
地形、天氣的考驗，舉例而言，自行車賽段包含在夏威夷主島火山岩上的
超過一百英里的距離，在那裡日間氣溫可以達到攝氏 43 度，風力有時可
以達到每小時 90 公里。這個賽事對在其他鐵人賽裡具有經驗的選手都是
一種挑戰30。
以 2007 年剛結束的比賽為例，便充滿了各種令人動容的故事。除了
來自世界各地 50 個國家，約 1600 位各國好手外，也有盲人和殘障者參與。
女子冠軍 Chrissie Wellington（如圖五）31彰顯出女性議題在這項運動的特
色，雙腿殘廢、戴上義肢的 Scott Rigsby（如圖六）32，看他出賽，更是令
人感動不已。這些動人的故事，學者珍尼（Jane E. Granskog）以她親身參
與的經歷，撰寫了一篇題為〈追尋極限：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的儀式探討〉
之文章，以訪談、問卷、田野觀察的方法，鉅細靡遺地描述了此特殊運動，
並且和本文的立場類似，珍尼也將每年參與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視為一
種儀式，並且是一種「通過儀式」，讓完成此壯舉的人士，改變了原先的
生活。研究者有幸在 2008 年 2 月某日早晨，在家中騎腳踏車時，無意中

30

http://www.ironman.com/, 2008 年 2 月 1 日檢索。
http://www.ironman.com/events/ironman/worldchampionship/kevin-mackinnon-profiles-t
he-womens-champion-here-in-kona, 2008 年 2 月 1 日檢索。
32
http://www.ironman.com/columns/ironmanlife/kevin-mackinnon-profiles-an-athlete-to-be
-featured-on-the-nbc-show, 2008 年 2 月 1 日檢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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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Chrissie Wellington
獲勝的照片

圖六 Scott Rigsby 跑步的照片
Published on Friday, Feb 8, 2008 at 11:29 PM.

Published on Sunday, Oct 14, 2007
at 11:13 PM.

觀看了 ESPN 所轉播的該比賽，感動之餘便馬上記下了當時的感受，後來
才記起《儀式研究》期刊中，珍尼所撰述的文章，正是在描寫該比賽的。
以下即試著融合研究者與珍尼的觀點，來介紹「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此
特殊的活動，以呈現運動作為現代生活的儀式之另一個例子。

█返老還童
2007 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經由 ESPN 的轉播，我看到了「運動儀
式」最特殊之處。那幾個畫面一直烙印在我腦海裡，久久不能忘懷。首先
是一位七十幾歲的「歐吉桑」，由兒子和二個孫子陪同跑回終點時，講出
參加這項比賽，讓他有「返老還童」的感覺！的確大多數生活豐衣足食的
現代人，甭說年過七十，過了三十歲就有一大堆的文明病，吃藥上醫院才
能入睡者比比皆是；到了退休年齡以後，和病痛對抗、無所事事、自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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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過日子者，多如繁星。然而，從這位高齡的選手身上，我看到了如何創
造年輕與生命力的方法，完成了大多數年輕人尚且無法完成的鐵人三項
後，老人頓時覺得他肯定只有十八歲！

■突破殘障
有一位參賽者，是一個失去雙腳後，裝上鐵鉤義肢完成全程的中年男
子。看見這樣的人游泳還不覺得多麼特殊，這樣的人一小步、一小步跑馬
拉松的畫面，真會令人血脈賁張、驚嘆不已。
「殘障」這個字眼對他而言
根本不適用，對照之下，倒是許多身手健全，卻自我設限、靠著救濟金過
日子的人士，才是真正的殘障者。很難相信他壯碩的身軀，厚實的胸膛，
一個巨漢身材的重量壓在小小的、弧形的鐵鉤上，連接的小腿處如何來承
受？只感覺是一股意志力，而且是驚人的意志力，引導著他一步一步的往
前跑，從清晨七點支撐到太陽下山，鏗鏘鏗鏘的落在柏油路上……，對他
而言，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難得倒的事情？生活中欺負他、嘲笑他的眼神
和笑聲，此時又怯怯的躲在何處？當他抵達終點時，一般人眼中的「不正
常」、「殘障」反而變成「英雄」
、「鐵人」
，社會的價值也因此被扭轉了。

■接近上帝
有一部電影名為「火戰車」，主要敘述二位田徑選手代表英國參加奧
運比賽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是牧師，當他跑步時有個習慣，會把頭向後仰
往前急馳，當別人問他為何跑這麼快？為何而跑？他回答說：當我全速奔
跑時，我感覺是為了上帝而跑！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到達終點時，也有不
少人用特別的儀式通過終點，有些人在胸前畫十字、有些橫躺用滾翻的方
式滾過終點、有些跪下來親吻終點、有人甚至做一個前空翻（和足球進球
後的慶祝動作類似）……，當一個人用盡力氣、靠意志力支撐、企圖完成
鐵人三項的比賽時，有時會超過身心所能負荷的極限，自己也頗懷疑能不
能完成。這個時候，人們只有相信自己有時是不足的，還需要藉助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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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來幫助自己，這個大於自己、超越自己的力量，往往落入個人的宗教
信仰，耶穌、佛陀、阿拉所代表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此時便發揮
了作用。平常生活平順，食衣住行皆在掌控中的現代人，不大會有需要額
外力量的感受，唯有在逆境中、喪失親人、發生車禍、罹患癌症時，才會
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無助。運動的經驗，則是提供另一種方式，讓人感受
到上述的這些體驗。

■凝聚親情
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兄弟姐妹一家人，或是父子、母女等親
生骨肉，往往是分散各處，各過各的生活，唯有逢年過節才會聚在一起，
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親子間的關係逐漸疏遠，也是無法避免的無奈。然
而，鐵人三項比賽有許多畫面卻標示著另類的親子關係，你可以看到在終
點迎接選手的人，除了工作人員外，可能是守候多時的年邁雙親、妻子或
丈夫、自己的小孩……，也有一幅畫面是兒子和二個孫子陪著「選手阿
公」，手牽手通過終點。這個畫面令筆者相當感動，試想現代臺灣人生小
孩會有「彌月儀式」，要送油飯、蛋糕之類的習俗；出嫁迎娶時會有「結
婚儀式」，需要拍婚紗照、請客和度蜜月等傳統；親人過世時則有「喪葬
儀式」，舉辦家祭、公祭，安排土葬或火葬等內容。在這些一生中的主要
儀式時，明顯的會有凝聚家人的作用，透過一同的高興慶祝，或是悲傷憑
弔，家人的感覺再度被喚醒，也才又一次的聯繫在一起。然而，透過一次
鐵人三項比賽，家人一起出國到夏威夷幫親人加油，一方面旅遊，一方面
在陪伴比賽的過程中，分享勝利的喜悅，安撫失敗的痛楚，照顧受傷的身
心，牽手邁向終點……，這種有別於出生和死亡的儀式，卻提供了相同的
作用，甚至是更強烈的凝聚作用，無疑的也是運動儀式的特殊之處。

■創造紀錄
試著回想人一輩子經歷過的各種儀式，會留下什麼紀錄？死亡只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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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且死了也無法得知自己的紀錄；結婚倒是可以大於一次，不過紀錄
可能是請幾桌、拍幾次婚紗等紀錄；出生的紀錄拜現代醫學發達之賜，已
經可以幫小 Baby 留下身高、體重、頭圍等紀錄，可是那好像不是自己可
以決定的，而是遺傳爸媽的因子，況且有不少人根本不曉得自己出生的紀
錄為何。然而，為何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千里迢迢來到夏威夷，不管
名次為何，或是時間的快慢，只為了留下一份比完全程的紀錄？這個紀錄
有什麼特別？具有什麼不可取代的意義？此問題不好回答。第一個寫運動
哲學專書，擔任第一屆國際運動哲學年會會長的魏斯（Paul Weiss）
，曾經
撰文書寫「追求卓越」
、
「挑戰身體」
、
「打造勝利」等文章，來作為對運動
的哲學探索。33本文提到的體育史學家古德曼，也特別將「紀錄」當書名，
而寫成《從儀式到紀錄》專書，指出現代運動的主要特質之一，就是紀錄
的強調。個人覺得運動的紀錄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肯定！如同商人比的是
財富的多寡，政客比的是權力的大小，運動員透過各項紀錄與數據，來彰
顯自己的身價，宣示自己的能耐，進而可以做為肯定自己存在的一個管道。

■創造時空
民國 97 年的農曆新年，有一則新聞是關於「高雄女中」的籃球校友，
每年選在 2 月 12 日聚會的消息，其緣起於紀念當初打校隊時招牌的「2-1-2
區域聯防」
，因而選定此時間聚會。34美國 NCAA 有所謂的「三月瘋」
，意
指每年的 3 月 NCAA 進入最後四強賽及冠軍賽時，全美國為之瘋狂的時
刻。籃球大帝麥可．喬丹在芝加哥公牛隊創造二次三連霸時，也的確讓芝
加哥聯合中心球場成為籃球員心中的聖地，就如同 2004 年奧運會，回到
古代奧運的發源地希臘雅典時，讓該屆的奧運增添了許多話題。宗教的朝
聖儀式，往往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所舉行，例如臺灣 3 月 23 日的
「媽祖遶境」，或是每年慶祝耶穌誕生的聖誕節，在全球各地皆有大規模
33
34

Paul Weiss, 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9).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6/4213057.shtml, 2008 年 2 月 1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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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聖活動。透過運動儀式，例如每年的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做為鐵人
三項比賽的發源地，已經形成一個特殊的時空，吸引著全球各地的廣大愛
好者，每年時候一到立即像候鳥般的飛來參與比賽。運動儀式延伸出的朝
聖精神，讓原本日常生活的時空，形成了類似宗教節慶的特殊時空，從而
對現代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影響。

█打破年齡與性別
很少有一種儀式，可以跨越不同種族文化、男女性別，甚至不同年齡
層。3 月 23 日的媽祖誕生只對華人產生作用，這個時間對伊斯蘭教徒或
基督徒並無太大意義；基督教和佛教的「喪禮儀式」，內容也大不相同；
從傳統部落到現代社會的許多儀式，是男女有別的。例如「女巫儀式」是
專屬女性；訂婚要送的信物，男方是「聘金與首飾」，聘金是作為答謝女
方父母將女兒養育成人的辛勞，首飾則可以將新娘妝點得更美麗，女方則
是贈送親朋好友「喜餅」
，以分享嫁女兒的喜悅；
「成人儀式」不適合小孩，
「祝壽儀式」按照傳統必須年過半百，也就是五十歲以後才適合。人類生
活中的儀式，從傳統部落到現代社會，大多須遵守種族、文化、性別和年
齡等不同變項，所流傳的制定的規則。運動做為現代生活的一種儀式，特
殊之處在於它可以打破這些傳統儀式的規則與藩籬，以夏威夷鐵人三項比
賽為例，是一個男女老少、黃白種人、各種社經地位的人士皆可以參與的
一項活動，對某些人來說，甚至是一年一度期盼的儀式。

(四)小結
上述三個例子，有一個核心的結構存在其中，也就是「分離——過
渡——整合」的模式，並且都被視為現代生活的一種儀式。籃球的例子，
是「平常人——數字人∕鋒衛人——新平常人」；登山的例子是「平常
人——登山客——新平常人」；鐵人三項的例子是「平常人——鐵人——
新平常人」。換句話說，重點在於運動提供給現代人一個機會，亦即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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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家庭、工作生活分離後，前往另一處時空，中間的過渡時期顯然是非
常重要的，因為唯擁有此過渡的時期，才有角色認同的轉換，也因為有新
的角色須扮演，或者說被賦予，人們才能抖落舊有的一切，和舊的身分認
同做切割，這無形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使得人們藉由「衣服、
食物、球衣號碼、紀錄、鐵人、登山客、鋒衛人」……等內容，改變了一
個人，而融合成一個新的人！
因此，這些運動內容，諸如打一場籃球、爬一座高山、參加一次鐵人
三項比賽，就像生活中的儀式，吸引人們一再的去經歷與品嚐，就像 Harris
提出的「主顯節運動」
（epiphanic games）35，使得人們除了有心理學的個
人轉變，也有社會學的集體情感。儀式在工業社會以後逐漸失去的作用，
例如集體意識與宇宙連結，在運動中的某些時刻，似乎再度被喚醒，運動
的儀式，也因此有別於出生儀式、結婚儀式與死亡儀式，在人們的日常生
活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五、結論
本研究在前言中提到了三個問題，等待著被釐清。一是釐清運動儀式
存在的作用與功能為何？二是尋求運動儀式有哪些類型與內容？三是界
定運動能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儀式？
從本研究發現，運動儀式確實存在著特殊的作用與功能，而且就其分
類而言，可以分成「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二大類，前者和
比賽本身的技術動作有關，例如籃球罰球、足球射門；後者和比賽相關的
文化內容有關，例如點聖火、升會旗。除了粗略分為二大類外，本研究進
一步的將「再現文化儀式」細分為「凝聚儀式」
、
「象徵儀式」以及「暴力
35

epiphanic games，國內學者有人翻成「主顯節」
，意指發生在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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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雖然有些內容的歸類並不一定適當，例如籃球比賽的「剪籃網儀
式」是要歸類成「凝聚儀式」或「象徵儀式」？其實仍有討論的空間。不
過，這些分類的嘗試至少是本研究的主要貢獻之一，也間接的回答了前二
個問題。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運動能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儀式？答案也是肯
定的！儀式在傳統社會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隨著科學的興起，工業社
會、商業社會乃至資訊社會的轉變後，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圍繞著儀式
打轉，例如出生儀式、結婚儀式和死亡儀式，差別只是古代禮俗，與現代
版的禮俗之不同。然而，將運動也視為現代人生活中的一種儀式，則大大
的不同於過去對運動儀式的觀點，也可以說是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如同珍尼所言：夏威夷鐵人三項比賽所具備的儀式意義，和轉換的可
能，取決於人們了解和接受此運動的顯靈與心靈向度之程度，且因而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36經過上節三個運動例子的分析後，研究者認為如果現
代人具備運動深入的經驗，以及宏觀的視野的話，是可以接受這樣的論述
的。
最後，針對本文的整體內容，作一個概要式的回顧如下：

(一)運動與類中介狀態
本研究以籃球「罰球儀式」為例，來解釋儀式的實質內容，以及儀式
在球場內和球場外（生活上）的功能和影響。並且認為罰球儀式是個小的
類中介狀態，整場籃球比賽則是一個大的類中介狀態，甚至整個運動就是
一個最大的類中介狀態。

36

Jane E. Granskog, “In Search of the Ultimate: Ritual Aspects of the Hawaiian Ironman
Triathalon,”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7.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Winter, 199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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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儀式的作用
儀式絕非宗教行為的附帶現象，而是人類文化必不可少的內容。他們
可以用來控制、推翻、穩定、增強、恐嚇個人和群體。對儀式的研究的確
為理解和解釋文化提供了一把鑰匙。37
依照涂爾幹的觀點，儀式可以說是串聯起「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
的重要媒介。舉例而言，
「禮拜天」是休息日，西洋人過聖誕節，華人過
農曆年，臺灣鄒族舉行的 Mayasvi……，透過儀式，日常生活被切斷，非
常生活被喚醒，人們也因此和歷史、文化及民族情感產生了連結，世俗生
活和宗教生活的交替才有可能！他指出：

在普通的日子裡，人們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實用性的和私人的事
物上……但在饗宴之日，情況正好相反，那些日常工作必然會黯然
失色，它們基本上是凡俗之事因而被排除在神聖時期之外。此時，
他們的思想集中到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傳統上，集中到對偉大祖先
的懷念上，集中到集體意識上，而他們是這個集體意識的化身。38

(三)運動儀式的特殊性
人類生活中的儀式，從傳統部落到現代社會，大多須遵守種族、文化、
性別和年齡等不同變項，所流傳的制定的規則。運動做為現代生活的一種
儀式，特殊之處在於它可以打破這些傳統儀式的規則與藩籬，以夏威夷鐵
人三項比賽為例，是一個男女老少、黃黑白種人、各種社經地位的人士皆
可參與的一項活動，對某些人來說，甚至是一年一度期盼的儀式。

37

Fiona Bowie 著，
《宗教人類學導論》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金澤、何其敏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09。
38
涂爾幹，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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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是現代人的公案
面對比賽是一種未知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愈大型、愈重要的比賽）。
於是，我們藉著熟悉的事物、習慣……等來穩定自己。經由親身經驗的驗
證，或是朋友之間的口耳相傳，這些事物因為曾經帶給我們成功的經驗，
因此具備了所謂的「魔力」
，久而久之，便發展成為一種「儀式」
，經由這
些儀式，人們於是可以展現出最好的自己！
然而，儀式本身是否有一些特殊作用呢？比如說印度修行人士透過
「斷食」
、
「禁語」
、
「禁欲」等苦行儀式的修煉後，身心到底產生了什麼變
化？從而能更接近濕婆與梵天？雖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各自侍奉著不同
的神祇，基督教信奉的是耶穌，佛教信奉的是佛陀，如果套用禪宗的講法，
認為人人皆有佛性，上帝並不在遙遠的天國，而是在你我的心中，那麼，
透過苦行的儀式，的確會更接近佛陀。試想，人們平常生活的主要內容，
不外是吃、喝、拉、睡，與人交往、性以及工作。當人們處在「斷食」
、
「禁
語」
、
「禁慾」以及「閉關獨處」等情況時，平常的生活內容被摒除了，剩
下的內容主要為「觀照自己」——觀照自己身體、心理以及思緒上的變化。
首度的，這輩子有可能是第一次能夠看見自己的思考，觀察自己的思考也
成為唯一自由可以做的事情。當人們可以看見自己的思考，才開始有機會
不受思考的束縛與羈絆。
於是乎，躲在人們心中的上帝、佛陀，就如同躲在雜石礦物裡的鑽石，
它出現了。上帝並不是你千里迢迢的去找尋祂，而是把遮蔽的雜物去除
後，便能發現祂。必須去除的是貪嗔癡等各種執著，或是《般若心經》提
到的五蘊，色、受、想、行、識，其中最難去除的便是思考。禪宗公案的
用意，無非也是希望讓你想破頭，想到最後不得不放棄理性的思考，因為
從思考是得不到答案的。
運動，由於具備遊戲的特質，所以也就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公案，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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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是一種西方的瑜珈」所代表的，運動也像是現代人的公案！

(五)運動儀式作為生活的節奏
對中華民族的人士而言，春節開啟了新的一年，清明節、中秋節乃至
於冬至，各種禮儀串聯起一年不同的時節。許多人的作息也依著這些不同
季節的禮儀而走。Price 在《From Season to Season》書中提到了美國人一
整年的生活，春、夏、秋、冬彷彿是跟著「棒球」
、
「美式足球」
、「籃球」
和「冰球」而運行39。一年開始於春天，同時也是雪溶化後，長出新嫩草
可以打戶外棒球的時節，夏、秋隨著美式足球和籃球的比賽，進入到冬天
正是冰球比賽的季節。現代臺灣人的社會生活，許多人過著每星期天上教
堂做禮拜的日子，也有許多人過著每個週末上運動中心做運動的日子，雖
然內容不同、地點不同、身心的感受也不同。然而，就生活的節奏，以及
一整年的時序而言，運動如今也成為現代人生活的新儀式。

(六)生活世界——運動世界——神聖世界
人一輩子的生活，皆會形塑成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然而，並非每個
人皆會經驗「運動世界」與「神聖世界」。藉由「儀式」的特殊行為，可
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是一種反轉的現象。
「儀式」原本只屬於宗
教領域，存在於神聖世界；藉由運動的諸多例子，發現了儀式也存在於運
動世界；一個經歷過宗教儀式和運動儀式的人士，比如燒三柱香拜佛以及
拍三下後的罰球儀式，對生活到底會產生哪些影響與改變？這個問題可以
延伸出更多的問題與答案。本文的結論之一，即是肯定這些經驗確實會影
響日常的生活！

39

Joseph L. Price, From Season to Season: Sport as American Religi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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