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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穿戴裝置出現後跑步運動出現了明顯地改

變，過去的跑步訓練多憑著身體感覺與碼表計時進

行各方面的調整，有了穿戴裝置後，能夠透過其偵

測系統與數據分析，找出訓練不足之處並加以修

正，經由心跳率、最大攝氧量、配速等數值，讓跑

者能夠從數字了解跑步時的身體狀況，以達到調整

與監控訓練的用途。但是，在一些穿戴裝置的使用

書籍中，可能會因為過度強調穿戴裝置的用途及有

效性，使得跑者反客為主地簡化了跑步運動的意

義。從運動實踐的立場來看，運動經驗相較於數字

而言是比較抽象、模糊的表達和溝通，但卻不容忽

視的。因此，不論是運動經驗還是穿戴裝置的數

字，都是呈現跑步運動的方式。所以，如果能善用

穿戴裝置與運動實踐經驗的對照與結合，就更能有

效地提升跑步表現，並彰顯穿戴裝置介入跑步運動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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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運動與健康意識的抬頭，從事運動的人口不斷的增

加，更在科技的介入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甚至是改變了運

動方式。人們可以透過穿戴裝置，如智慧型手錶的數據累積，獲得

更多有用的資訊，結合運動科學的概念融入生活，協助人們養成健

康生活的習慣，擁有更健康的人生。1 

穿戴裝置近年來在國內外也被廣泛地運用於各種耐力運動

上，像是跑步、鐵人三項、定向越野、自行車等。在諸多穿戴裝置

中以智慧型手錶為多數人使用，其能夠提供里程數、每公里配速、

心跳率、步頻與步幅、垂直振幅、移動參數和觸地時間等數據，透

過這些數據可以從步頻、步幅和垂直振幅之間的關係來了解跑步時

的移動效率，從心跳率掌握心肺耐力與訓練強度的監控。因此，不

論是穿戴裝置或是智慧型手錶皆可用來作為運動訓練的評估與監

控的工具，不僅使得跑者和選手在訓練上與比賽時能夠有著客觀的

數據來了解生理機能，更能針對在生理狀況下滑時所造成的技術偏

差或是過度訓練的疑慮進行改善。然而，在穿戴裝置將運動時的各

種身體經驗、生理機能以數據化的方式呈現後，容易造成簡化跑步

身體經驗的複雜性，進而以簡單因果關係或是自然機械律的方式來

處理跑步的各種現象，如：跑步動作調整、撞牆期的處理等。 

在科技的幫助下，確實能夠提供較明確的數字作為訓練上的參

考，並當作訓練強度與動作調整的依據，只是當過度偏向數字的效

益時，勢必會對跑步運動帶來相當的影響，那麼就會出現以科技為

主還是運動經驗為主的問題，本文將針對該問題分為五個部分進行

探討，第一部分為前言；第二部分為穿戴裝置的相關文獻探討；第

三部分藉由相關文獻探討反思穿戴裝置介入運動實踐後的經驗客

體化；第四部分為運動實踐經驗與穿戴裝置之應用；第五部分為結

語。 

                                                
1 吳思穎、周學雯，〈穿戴式裝置應用於運動訓練之探討──以 GPS智慧運動錶

為例〉，《中華體育季刊》，30.1（臺北，2016.03）：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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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穿戴裝置運用於跑步運動 

在穿戴裝置的介入下，跑者和選手都能夠透過偵測的回饋與分

析掌握自己的生理狀況，以做出適當地修正與調整。穿戴裝置主要

透過慣性測量感測器，即加速規（Accelerometer）以及陀螺儀

（Gyroscope），其利用壓電晶片來感測運動學中之加速度與角加速

度參數，以輸出之電壓值表示測得之數據；2以及，透過衛星定位系

統（GPS）用來追蹤使用者運動時位移之距離，計算出人體運動時

之軌跡、移動速度、累積時間等數據，再由這些數據換算消耗卡路

里等運動資訊；3再結合心率計作為監測運動強度的指標，由於運動

員訓練時經常使用心跳率的範圍作為訓練強度的目標，近年也發展

出透過光學感測原理量測心跳率之感測器（Optical heart rate sen-

sor），利用光體積變化信號（Photoplethysmography）的變化來計算

心跳率。4 

穿戴裝置的概念是結合了感測器、衛星定位系統和心率計，成

為近年來最熱門的科技產品，結合雲端平台的服務，讓運動者在訓

練中可以監測距離、速度、心跳率、最大攝氧量等。5現今的穿戴裝

置已可以提供諸多功能，進行更複雜的分析，從監控變成智慧提

醒、甚至是教練系統的出現，6如 Garmin 智慧型手錶。也就是說，

藉由穿戴裝置確實可以瞭解運動訓練狀況，掌握生理機能消耗的情

                                                
2  Khoshnoud, F., & De Silva, C. W.. Recent advances in MEMS sensor 

technology-mechanical applications. Instrumentation & Measurement Magazine, 

IEEE, 15.2, （2012）：14-24.  
3 張簡旭芳、李尹鑫、相子元，〈穿戴科技於運動科學之應用〉，《中華體育季

刊》，30.3（臺北，2012.06）：121-128。 
4 張簡旭芳、李尹鑫、相子元，〈穿戴科技於運動科學之應用〉，《中華體育季

刊》，30.3（臺北，2012.06）：121-128。  
5 吳思穎、周學雯，〈穿戴式裝置應用於運動訓練之探討──以 GPS智慧運動錶

為例〉，《中華體育季刊》，30.1（臺北，2016.03）：39-48。 
6 張簡旭芳、李尹鑫、相子元，〈穿戴科技於運動科學之應用〉，《中華體育季

刊》，30.3（臺北，2012.06）：1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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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這些都是有利於選手或是跑者在長期觀察中了解訓練進度，並

在訓練上能夠有效地分配體能，評估訓練能否達成預先期待的效

果，依此針對個別的體能狀況進行修正與調整。所以，相較於在一

般科學實驗中所使用的大型器材來取得各種生理數值而言，透過運

動錶的內建功能來評估身體活動的各項數值，確實為一種更方便、

更有效的監控方式。 

當跑步訓練不再只是單純的碼表計時或是一定要有教練才能

訓練，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透過裝置進行訓練，現今跑步運動多以智

慧型跑錶為訓練的輔助工具，像是《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數據：

透過跑錶解析自己的跑力，突破瓶頸，進行有效率的科學化訓練》
7，結合了《丹尼爾博士跑步方程式》8中作者研發名了「跑力值（VDOT 

Value）」的參考量表，透過成績與量表的對照，推算跑步能力的等

級與跑步成績，並將其應用至跑錶的訓練當中。跑錶還能與雲端連

結，使跑者能清楚得知當前的訓練狀況，上傳至雲端進行統計與分

析，並以提升跑力值為目標來訓練，該書還結合了「姿勢跑法」9這

項跑步技術，配合裝置的應用與手機的攝影功能來調整跑步姿勢。

如上述以跑錶應用的書籍，確實回答了使用跑錶可能遇到的一些問

題以及各種數值背後的意義，以心跳率為例，可以從心跳率換算出

最大攝氧量，並統合出訓練強度，達到訓練的監控，再經由數據的

累積與分析，推算該名跑者的進步幅度與預測成績。所以，在偵測

                                                
7 徐國峰、莊茗傑，《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數據：透過跑錶解析自己的跑力，

突破瓶頸，進行有效率的科學化訓練》，臺北：臉譜，2016。 
8 傑克．丹尼爾（Jack Daniels）著，《丹尼爾博士跑步方程式（Daniels’ Running 

Formula, 3rd Edition）》（徐國峰譯），臺北：遠流，2014。 
9 尼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寇特．布倫加（Kurt Brungardt）

著，《羅曼諾夫博士的姿勢跑法：十堂核心課程，根除錯誤跑姿，跑得更快、

更遠、更省力，一輩子不受傷（The Running Revolution: How to Run Faster, 

Farther, and Injury-Free--for Life）》（徐國峰、莊茗傑譯），臺北：臉譜，2015。

尼可拉斯．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約翰．羅伯遜（John Robson）著，

《跑步，該怎麼跑？：認識完美的跑步技術，姿勢跑法的概念、理論與心法

（Pose Method of Running）》（徐國峰譯），臺北：臉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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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監控系統下，訓練變為一種「科學化」訓練，即量化、個人化與

週期化，而所謂的量化就是要把原本抽象的訓練結果與主觀的感覺

給數字化，10個人化與週期化則是以量化為前提的數據分析，透過

穿戴裝置量化個人跑步數據，推估訓練強度、安排適當的訓練週

期，以達到更為客觀、明確的訓練規劃，相較於尚未有穿戴裝置的

訓練，無法明確地得知表現的突破是體能的提升、技術的進步還是

肌力的成長，透過量化各個能力，跑者能更清楚地掌握自己的訓練

實力。 

綜合上述，穿戴裝置的使用主要以呈現數字為主，透過回饋的

數據來掌握生理狀況，並做出適當地調整與訓練，並把這些數字解

釋為清楚明確的科學意義，但是卻缺少考慮了數字背後那複雜且多

變的身體經驗，也就會變成以因果關係或自然機械律來調整和訓

練，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就是將身體當成是機器般調教，還是在

知道數字的意義後，就能夠直接地呈現在身體上，以達成訓練的目

的，把身體當成物體、或對象來對待，從第三人稱的觀點來看跑步，

在客觀化的觀點下，變為簡化運動當下的身體經驗。倘若依據這樣

的邏輯推演，跑者若想做出任何調整，只要將身體的各個部分與機

能，調整到應有的目標、擺放到該在的位置，就能彰顯訓練效果並

提升運動表現。如此一來，訓練效果就會變成是由裝置而來簡化的

數字，而不是跑步主體實際的運動經驗。雖然使用穿戴裝置時，能

將各個數值還原至科學的意義上來理解，但是在實踐上終究要還原

至運動身體經驗上，進行各種身體性的整合，才能使得運用穿戴裝

置來幫助運動表現的提升成為可能。 

參、運動實踐經驗與穿戴裝置 

身處科技進步與網路發達的時代，已能將許多的科學應用於科

技上，進而增加生活上的便利、提升生活的品質。穿戴裝置的出現

                                                
10 徐國峰、莊茗傑，《跑者都該懂的跑步關鍵數據：透過跑錶解析自己的跑力，

突破瓶頸，進行有效率的科學化訓練》，臺北：臉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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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了一種科技與生活結合的最佳模範，跑步運動也因穿戴裝置，

有了不同於過去的訓練模式。只是，這類訓練模式大多因強調量化

的重要性及裝置的功能性，而簡化身體經驗扮演的角色，並將複雜

多變且模糊不清的身體經驗呈現為簡單明瞭、清晰明確的各種不同

的數值。然而，從運動實踐的立場來看，科技確實帶來了一定的幫

助，但也不容忽視運動身體經驗的價值與意義。 

運動實踐經驗有著多元的複雜性與豐富性，如：〈運動經驗身

體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11提到在運動主體經驗

中，都是有著具體的空間、時間與活動經驗，這些經驗是不同於客

觀空間、時間的經驗，都是身體性的空間與時間經驗，對於主體來

說，並不會感受到每一步的步幅為兩百公分、步頻為一百八，而是

這樣跑「快」了一些、那樣跑「慢」了點；在〈運動經驗的現象學

考察──透過運動觀照生命本體〉12提到運動經驗中有著許多類似

特質，像是在學習運動技術的過程中，最常感到困擾的通常會是技

術本身，像是「知道了卻做不到」、「想要做卻做不出來」等，這些

都是在運動實踐中常常遇到的經驗；〈運動技術重建經驗的發生現

象學探討〉13則是以哲學結合實踐的方式來說明運動重建經驗的複

雜性，該複雜性並無法藉由科學的理論來解釋與分析的；〈運動風

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14提到在運動中

看似我們都有著某種固定的、明確的運動風格或是跑步方式，但是

在經驗的複雜性下每次運動卻都是一種反風格、創造性，顛覆過去

的訓練而創造出來的。在劉氏的脈絡下，運動實踐經驗的反省將客

觀化的運動思維回到主體性的運動經驗上，本文依循劉氏的脈絡，

                                                
11 劉一民，〈運動經驗身體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運動哲學

新論》，臺北：師大書苑，103-120。 
12 劉一民，〈運動經驗的現象學考察──透過運動觀照生命本體〉，《運動哲學

新論》，臺北：師大書苑，121-140。 
13 劉一民，〈運動技術重建經驗的發生現象學探討〉，《運動文化研究》，21

（臺北，2012.12）：7-36。 
14 劉一民，〈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運動

文化研究》，18（臺北，2011.0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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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運動主體性經驗來反思穿戴裝置介入跑步運動後的面貌。 

其實，在穿戴裝置偵測到各個數值之前，我們就已經有了許多

實際的體驗，像是加速時，會感覺心跳明顯地加快、腳步變輕盈、

步伐變大、周圍的景象變模糊等，但是我們並不會知道自己當下的

速度多少、每一步跑了多少公分等，相較於客觀的數值，我們實際

的體驗是比較主觀的且模糊的，因為我們的運動經驗都是來自身

體，身體作為我們在世界上媒介，是我們能夠從事運動的可能，沒

有身體就沒有辦法談及運動。當今的運動研究多聚焦於身體的客觀

面與物質面，視身體為一般物體，如傳統哲學，15所以在一般的認

知下，也會認為身體就是被我們所控制著，身體就是如物體般的可

控制，但是很多時候反而我們被身體所控制，被當成是物體、客體

的身體，反過來成為主宰我們的主體。因此，在運動場上身體不僅

是客體，更是我們能夠從事運動的主體，是「身體主體」，也是運

動經驗的主要來源，當運動的主體是身體主體時，就會有很多面向

的經驗，有感知的、時空的、內心的、外在的等經驗同時交錯在一

起，隨著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不同的面向，經驗到的內容也都有所

不同。所以，對於運動經驗的反省來說，就是要層層剝落我們的意

識，直到釐清我們在運動當下的源初經驗。 

因此，當穿戴裝置多聚焦在身體的客體面向時，就是忽略了身

體的主體面向，把身體當成是可量化的對象，訓練的目的就像是在

檢測身體這部機器的性能，並以因果關係來解釋運動經驗，回到運

動經驗反思穿戴裝置的應用，就是要回到先於穿戴裝置偵測前的身

體經驗，以整體的方式反省運動經驗與穿戴裝置之間的應用，所以

過度地強調裝置的應用及其有效性時，也突顯了應用上的某些限

制。筆者認為主要有幾點，其一像是缺乏身體差異性的考量，雖然

能夠藉由年齡、身高、體重、心跳率等偵測，卻無法得知跑者的肌

肉型態、用力方式等；第二，缺少身體經驗的參照，雖然跑步的各

                                                
15 例如：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我思故我在」

之後，認為主體具有精神、意識的思想實體，而物體、身體則是屬於具擴延

性質的實體。自此之後，便開啟了身心二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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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訊能夠被轉化為數值顯示，但卻不是一個可逆的狀況，例如垂

直振幅的偵測，如當我知道自己跑步時的垂直振幅過大時，也知道

垂直振幅是因為跑步動作的問題造成的，卻沒辦法回推當時的跑步

動作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狀況就好像是冰塊融化變成了一攤水，

而我雖然知道這攤水是由冰塊而來的，卻沒辦法回推冰塊原來長什

麼樣子。所以，數值雖然是由當下的動作而來，卻無法完全呈現當

下狀況；第三，缺乏跑步運動的整體觀，穿戴裝置把身體狀況拆解

為不同部分進行量化，不同的數值之間都有著因果關係，如透過心

跳率的監測就能夠換算出最大攝氧量，推算出訓練強度，或是經由

垂直振幅的監控，能夠得知跑步的移動效率，以及透過步頻和步幅

的分析，來調整跑步動作與速度等。因此，以整體觀來看的時候，

某一個現象的出現，並不會只有聚焦於單方面的提升，像是提升配

速能力，就會從該名跑者的動作、有氧能力、肌力等各方面一同提

升，而不是配速的進步就是體能的進步，可能因為動作技術的提升

和肌力的進步導致配速的數值呈現進步的趨勢。 

雖然在運動實踐經驗的脈絡中，將運動從客觀化拉回至主體的

層面上，但是當主體面對不同狀況時，也可能會因為有著過去的經

驗背景，以某種主觀的偏見來面對這些狀況，穿戴裝置就是為了避

免因過度主觀化而來，只是在當今的使用上出現了趨向過度客觀化

的問題。因此，為了在實踐上取得客觀化與主觀化的平衡，勢必要

回到實踐場進行整合，雖然可以將穿戴裝置回推到科學的、客觀的

意義上來使用，但這樣的作法卻存在著一定的限制，無法直接實際

且直接地轉換到身體的調整，既然主觀和客觀都是為了提升運動表

現，如能把由裝置而來的客觀數值結合主觀的身體經驗，除了能夠

有著科學上的意義，也能回到身體實踐的調整，就更能夠彰顯其存

在的價值。 

肆、運動實踐與穿戴裝置的應用 

運動場上變化多端，經常發生意想不到的狀況，就算依照賽前

擬定的策略、平時訓練的狀況跑，還是會遇到如：撞牆期、抽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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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擁有不同經驗背景的跑者，都有各自解決的辦法，只是在討

論如何處理該問題時，容易因陷入個人的主觀偏見，變成是各說各

話。雖然這些情況在客觀的作法上有著共通的解決方式，但是在過

度依賴穿戴裝置時，要不歸咎於某些簡單的因果關係，不然就是忽

略這些狀況，所以單純以穿戴裝置或主體經驗都會是帶著其偏見來

面對這些問題。因此在在這裡勢必暫時放下兩種觀點，從各自的侷

限中找出實踐上的平衡點，以達到提升運動表現的目的。接下來將

從撞牆期的出現、跑步動作的調整及訓練效果的呈現這三個實踐上

常遇到的問題進行討論。 

一、撞牆期的出現 

在諸多的跑步經驗中，不論是訓練或是比賽時，常常跑到一半

或是經過某些距離的時候，會突然感到身體變得越來越沉重、呼吸

變得很困難、動作變得僵硬、速度越來越緩慢，這樣的現象稱為跑

步的「撞牆期」。撞牆期的出現並不固定、因人而異，以五千公尺

比賽為例，大多數人的撞牆期會出現在三千公尺左右，有些可能更

早，有些則更晚，許多選手經常因為撞牆期的出現使得成績停滯不

前，也可能被這樣的挫折感擊倒，甚至退出競賽的舞台。但是，也

有一些選手憑藉不同的方法，跨越這道障礙，讓自己跳到更高的層

次當中。 

在穿戴裝置的設定中，並未有針對類似狀況的應對方式，像是

有時候已經進入撞牆期，心跳率的顯示仍然在配速區間當中，也就

是說身體在當下已經體驗到某種異常狀態，但裝置的回饋仍訴說著

可以維持一樣的速度跑下去。所以，在穿戴裝置的監控下，「撞牆

期」照理說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在平時訓練的數據蒐集、裝置的監

控與分析下，只要依照練習的配速，就能如期完成比賽、創造佳績。

但是，當跑者經歷到「撞牆期」時，穿戴裝置雖然能夠偵測出某些

身體狀態的異常，卻無法告訴跑者怎麼面對「撞牆期」，當腳步越

來越沉重、速度越來越慢時，可能會出現許多的負面情緒，更嚴重

的甚至會出現放棄比賽的念頭，一般在應用穿戴裝置時，幾乎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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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樣的狀況歸咎於訓練的缺乏、配速的不穩定、或是體能不足、

技術不夠穩定等關係，但筆者以為這類狀況應該要回到運動實踐經

驗中，反思各種可能的因素才得以獲得有效的解決方式。 

在筆者的經驗中，曾經因為撞牆期感到苦惱。在五千公尺的比

賽中，經常在三千公尺左右碰上撞牆期，得知該狀況後，往後的比

賽都不斷地提醒自己要注意身體的狀況、呼吸、腳步等，盡量讓撞

牆現象不要出現，但經過幾次的比賽後發現，這樣的作法不僅沒有

獲得改善，還真的都會在過三千公尺的時候進入撞牆期，就像是越

不希望撞牆期出現，就越容易發生。因此，筆者試著換個方式面對，

並對每次幾乎都會出現的撞牆期進行反思，既然撞牆期都會出現，

而且每次越想要硬闖這道牆，就用容易被這道牆打倒，不如找個梯

子爬過這堵牆，或是轉個彎繞過這面牆。所以，在訓練時不如試著

去面對撞牆期的來臨並做出適當的調整，讓自己在比賽時能夠有著

不同的經驗來處理，像是在撞牆期的前兆出現時，就開始注意自己

的呼吸節奏、身體的用力程度，再慢慢地調整到最放鬆、最穩定的

跑步狀態，進而減少撞牆期所帶來的效應。在這樣的嘗試之後，雖

然也會碰到撞牆期，但是並不會像過去那樣深陷其中，反而能很快

地渡過撞牆期，並達到預期的成績，有時還會出現意外的收穫，如

進入所謂的「跑者愉悅（Runner’s High）」，即生理和心理狀態達到

某種平衡，進入某種流暢的、高峰的跑步狀態，跑起來雖然感到有

點喘，但是卻不會感到很累，感覺就能夠保持穩定的配速，甚至還

能夠再加快速度。 

雖然在撞牆期的處理上，以實踐經驗而言有著一定的有效性，

但也可能因為每個人的體驗與處理方式的不同，而變成是以某種偏

見處理該現象，也不一定能夠適用於每位跑者，為了避免一些過於

偏執的主觀經驗在處理撞牆期上的困擾，穿戴裝置的監控系統確實

能夠帶來一定的幫助，所以在反省看待撞牆期的方式時，除了能夠

透過這些數據來排除某些因素的可能，進而找出其他可能導致撞牆

期的因素出現，像是比賽時過度興奮、前一晚沒睡好、熱身不足或

過多、在比賽前被對手的一句話影響等，更可以藉由這些數據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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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各種其他的可能，而非只是以數據的因果關係來解釋各種狀況的

出現。 

二、跑步動作的調整 

當我們從事跑步訓練時，經常會為了提升跑步效率、減少運動

傷害，經由練習一些跑步技術來修正選手的跑步動作。現今的田徑

訓練主要以馬克操16為基礎的跑步技術，配合如小欄架等輔助器材

來強化動作技術，除了馬克操外，還有如前述的姿勢跑法等跑步技

術，每種跑步技術都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動作、跑出最有效率的動

作，像是減少與地面的摩擦、減少觸地時間等。在目前穿戴裝置的

應用上，能夠藉由偵測跑者的垂直振幅、移動效率，配合手機的錄

影功能，分析跑者的跑步動作，再經由技術的練習來修正跑步動作。 

在筆者參加某次跑步訓練營的經驗中，當講師在講解如何藉由

跑錶的回饋修正跑步動作時，並提到當今許多國外的優秀選手，都

採用其所提倡的跑步技術，更說明跑錶能夠幫助跑者訓練該跑步技

術時，有位學員對該論點提出質疑，其認為有些外國選手，如：非

洲國家或是歐美國家的跑者，他們的跑步動作並不像是訓練營所提

倡的跑步動作，卻能跑出頂尖的成績，這些外國選手並不是用了跑

錶、練了該跑步技術才有了優秀的成績。所以，當跑步技術變為一

種可量化、有標準模型的訓練形式後，跑步動作就會變為一種固定

的知識，跑者只需要依照某種正確地、最有效地動作就能有好成

績，但從許多的實踐經驗來看，很多選手並不是使用了裝置後才有

了比較好的跑步動作，跑步技術的訓練不應該像是將某一理想的動

作模子刻在跑者身體上。 

在筆者擔任教練時，常為了提升選手的運動表現調整其跑步動

作，訓練時經常發現過度要求選手以某種固定的動作跑步時，會使

                                                
16 「馬克操」是由波蘭籍前加拿大國家田徑隊教練 Gerard Mach，當時根據跑步

的動作週期，分解為數個單項的基本動作而來，配合不同的行徑方式，有不

一樣的訓練效用。「馬克操」最初的用意是為田徑的徑賽項目中所用，藉由馬

克操來調整跑者的跑步姿勢，使跑步變的更有效率。鄭睿承，〈邊跑邊搶──

馬克操的反思及其應用〉，《政大體育》，24（2017，12）：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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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感到很彆扭，跑起來不協調也不適應，甚至出現跑步成績下滑

的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後發現，調整跑步動作時似乎不能忽

視個人的跑步風格、習慣的用力方式，因各自的生理結構、肌肉型

態都有所不同。所以，修正跑步動作時，不能刻意地要求選手做出

某種最理想的跑步動作，而是要針對每個人的跑步型態，調整出提

升運動表現的最佳動作，只是這樣的做法有時候會面臨一些問題，

什麼樣的調整才是真正適合該選手？怎麼確定該選手會因此提升

運動表現？通常這樣的作法是以豐厚的運動經驗背景，作為判斷各

種現象的基準，進而以某種主觀的方式調整動作。如此一來，動作

修正的有效性變成是來自於個人的主觀偏見，只是當這樣的偏見面

臨挑戰時，勢必要有著某種客觀的依據為輔助，才能彰顯其效力。 

雖然單純以穿戴裝置與錄影的方式來調整跑步動作，是比較清

楚明確的作法，但是在缺少了思考個人差異性的情況下，可能會發

生一些問題，如有些選手雖然有著優異的跑步技術，能夠跑出符合

該理想的動作，卻無法跑出優異的成績，或是有些選手跑步動作並

不是如某些技術那樣的理想，卻有著優異的成績，因此問題似乎不

在於符合或不符合理想的動作技術型態，而是在於如何能夠透過技

術訓練調整跑步動作以提升運動表現，如進一步地反思穿戴裝置中

與跑步技術的相關數值，確實能在實踐上幫忙撇除一些因素，像是

有些選手跑步的垂直振幅並不是很大，從影片上來看，也有著良好

的動作呈現，這樣一來問題或許就不在跑步技術上，可能是肌力不

足、身體疲勞等問題。所以調整跑步動作時，如果能夠善用穿戴裝

置來幫助釐清問題，就能更快速地、有效地達成目的。 

三、訓練效果的呈現 

綜觀所有跑步訓練都是為了提升運動表現，有了穿戴裝置的量

化和分析後，跑者和選手能針對其不足之處進行訓練，在這樣的情

況下，訓練效果就會因為數據的比較變得很明顯，像是在相同的訓

練課表下，能夠以更輕鬆、更低的心跳率完成，就表示其體能的進

步，透過心跳率的監控，配速區間的設定能夠讓跑者更加明確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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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自己的訓練狀況和了解訓練的效果。 

在筆者曾經遇過的許多跑者中，有些為了達到所設定的訓練效

果，一直苦惱著其無法達到設定的心跳率，就算一直衝刺、一直跑

也都呈現低於設定的心跳率，並認為這樣就是沒有達到應有的訓練

效果。筆者以為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表示該跑者誤解了跑步訓

練，沒有理解、掌握到訓練課表的用意，只是為了達成設定好的訓

練效果而訓練，以為訓練效果來自於裝置所設定的數值，而非訓練

課表本身，以間歇訓練為例，其目的主要在於提升速度能力、耐乳

酸能力等，不同距離的訓練有著不同的訓練效果。因此，訓練效果

應該是源自訓練課表，而非穿戴裝置，只是在過度依賴裝置的情況

下，就容易把焦點放在數字上，而非訓練內容的意義。 

所以從上述來看，穿戴裝置原本的用意，就會變得超乎於訓練

本身，以至於在評估訓練不足或是過度訓練時發生問題。以當今的

田徑訓練來看，其多以比賽為目標來進行週期化訓練的安排，不同

階段都有著不同的訓練內容，每天的訓練也都不一樣，這樣的訓練

安排主要就是為了讓選手能夠維持穩定的訓練，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來提升訓練強度，讓選手在比賽時能夠有很好的發揮，從長期的規

劃來看可以分為體能期、技術期和比賽期，週間的規劃則可分為速

度、速耐力、肌力和恢復等。雖然當今的田徑訓練與過去相比已有

著更系統化的訓練，但還是會遇到選手帶著主觀偏見來質疑訓練，

以過去的訓練背景來判斷訓練的有效性，因此有了穿戴裝置後，就

能夠藉由訓練數據的統計，而有著較明確的、客觀的依據評判訓練

的有效，更能讓選手夠掌握訓練狀況，有效地提升運動表現、突破

最佳成績、彰顯訓練成效。 

伍、結語：科技與實踐經驗的結合 

跑步訓練在科技的介入後有了新的風貌，在智慧型手機與穿戴

裝置的結合下，任何科學化、專業化的訓練資訊都能隨時掌握，不

僅降低了從事跑步運動的門檻，也讓許多跑者能在這般的輔助下達

成許多成績上的突破，近期也有許多校隊的長跑訓練以智慧型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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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訓練的輔助工具。然而，從實踐的觀點來看，當過度偏向科技

帶來的效益時，會使得訓練過於依賴科技而簡化實際運動經驗的複

雜性，容易以因果關係的方式來解釋運動經驗的發生，因此簡化因

果關係是科技介入運動的一大侷限，就是將其拆解成各個部分再一

一拼湊回去的作法，並大大地窄化了運動現象與運動經驗的豐富

性。運動實踐的主體經驗不同於客觀化的作法，雖然強調了運動經

驗的複雜性，卻可能以某種偏見來看待跑步運動。本文認為使用穿

戴裝置介入跑步，應該更全面地看待經驗與數據之間的關係，在提

倡穿戴裝置的重要性時，也不容忽視主體經驗的價值，如此一來，

才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升運動表現，不僅能讓選手有著明確的數

據比較各種狀況，更能結合訓練中的各種經驗，使其在追求卓越的

運動訓練中，將自己的運動表現提升至更高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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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nning has bee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wearable device. In the past, running training relied on the physical 

feeling and the timepiece to make various adjustments. With the weara-

ble device, you can use the detection system and data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training deficiencies and correct them. You can also monitor the 

training intensity through heart rate, maximum oxygen uptake, and 

speed. These values are also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runner can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running from the numb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onitoring and adjustment. However, with such 

a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system, it is often overlooked the signifi-

cance of running because of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use and ef-

fectiveness of the wearable devi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port prac-

tice, although the sport experience is relatively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o 

quantify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s. It has the fact that the sport expe-

rience cannot be ignored, that is,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of running. 

Therefore, any data that has been detected must be adjusted back to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to demonstrate its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in the 

conveni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involved in running,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turn to physical experience in order to more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unning. 

Keywords: Wearable Devices、Running、Spor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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