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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國立中興大學校代表隊選手恆毅力特質，利用文獻相關資料及
培養恆毅力的四個條件：找尋興趣、刻意練習、目的、希望，作為訪談架構。
從訪談可以發現選手的恆毅力特質都有影響到日常生活，運動帶來的好處有許
多，培養運動習慣除了有益身心健康之外，運動員也都具有正面積極的心態，
願意付出努力與精力去達成目標，而且不怕辛苦，就算碰到挫折也不會輕易放
棄。當運動變成習慣之後還會去影響生活，對於日常生活中會有較規律的步調，
自我要求也會比較高，而擁有這樣的特質不管是在運動場上、學業上，或者是
未來就業職場上都是很好的優勢。

關鍵詞：恆毅力、學生運動員、大專院校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美國心理學家 Duckworth（2013）在一場 TED 演講中提到成功的要訣不是
天賦，而是恆毅力。現存的文獻當中，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and Kelly
（2007）將恆毅力特質定義為對長期目標保有熱情與毅力。根據這個定義，恆
毅力將個人的成就視為馬拉松，它的優勢是耐力，在努力挑戰的過程中，儘管
失敗或遇到挫折，依然努力奮鬥，積極進取，如同運動員的精神（Duckworth et 
al., 2007）。

而在運動場上總能看見運動員擁有與眾不同的特質，他們不畏辛苦努力訓
練就是為了達到好的運動成就（康琳翔、林明宏，2011）。研究也指出具有恆
毅力的運動員會花更多時間在運動參與、訓練、比賽等活動，以實現自己的目
標（Larkin, O’Connor, & Williams, 2016）。運動員的恆毅力與自我控制具有相關性，
陳盈樺與林明宏（2017）調查國立中興大學校代表隊（以下簡稱中興校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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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都具有恆毅力和自我控制之特質，而 Duckworth and Gross（2014）研究中說
明恆毅力和自我控制之間雖然有相關性，但是這兩個特質也可以獨立分開，自
我控制與日常生活的成就有關，恆毅力是需要長期投入熱情和毅力，和一生卓
越較相關。

恆毅力所謂的熱情不只是指很在乎某件事而已，而是持久關注同樣的終極
目標（Duckworth，2016/2016，第四章）。Duckworth et al.（2007）推論恆毅力與
年齡之間呈正相關，恆毅力可能隨著年齡成長而增長，有成就的人從經驗中學
習，從失敗中得到教訓，他們對自己的領域會有強烈的興趣，渴望在該領域達
到高成就，以及願意投入大量時間和努力在上面。中興校代表隊成員的運動年
資是 7.3 ± 4.4 年，如果把中興校代表隊成員的年資視為他們的運動年齡，年資愈
長代表中興校代表隊成員恆毅力愈好，他們不會因為周遭環境及學生身分不同
而改變他們對運動的熱忱，然而，學生的身分之下他們還要兼顧學校課業，只
能利用課餘時間訓練，在課業壓力以及同儕、校園生活誘惑之下還能努力不放
棄在運動訓練上，反映出他們的恆毅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很好。

另外，中興校代表隊在運動成就上也表現非常優異，中興校代表隊在過去
全國大專運動會的表現，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運動都有非常好的成績，田徑隊
在短距離、長距離、田賽項目都是常勝軍，尤其是在 2006 年至 2013 年期間短距
離項目皆獲得前三名的名次。足球隊 2004 年、2005 年連續兩年獲得第一名。桌
球隊 2012 年團體獲得第二名、個人混雙第三名，2013 年個人雙打第二名，2014
年團體第三名。游泳隊 2013 年至 2014 年在 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的蛙式
都獲得前三名，2015 年至 2017 年 5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蝶式也都獲得前
三名。綜合這些資料可以證明中興校代表隊選手在運動領域的成就是毋庸置疑
（國立中正大學體育運動研究發展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n.d.）。

因為中興校代表隊這樣的特質及優異表現，希望延續陳盈樺與林明宏
（2017）的研究結果，深入瞭解中興校代表隊如何透過運動培養、運動訓練以
及對運動的熱情提升他們的恆毅力，利用訪談的方式加強量化結果的可靠性，
期盼可以透過個別訪談更深入瞭解中興校代表隊恆毅力特質。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個案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解釋當前現象，洞察背後的情境，而不是在對研究
現象進行假設檢驗（鈕文英，2014）。中興校代表隊不會因為轉換環境或者學
生身分而改變他們對運動的熱忱，量化結果也觀察出他們具有恆毅力特質。

培養恆毅力特質有四個條件，興趣、練習、目的、希望，對一件事物產生
熱情，一開始會有目的與動機，當動機很明確的時候會投入更多的心思在熱愛
的事物上面，進而對自己喜愛的事物產生信心，相信自己所愛的事物，並且保
有一個目標想要達成。恆毅力高的人對於喜愛的事物會更認真投入，也樂在其
中（Duckworth，2016/2016，第五章）。練習是增強恆毅力特質的條件之一，包
括明確的挑戰目標、全心投入、即時的回饋、適時的檢討，就像運動員在訓練
時會訂一個明確目標，認真努力訓練，過程中遇到失敗不會放棄而且會從中學
習和改進（Duckworth，2016/2016，第七章）。

運動員特質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運動參與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中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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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隊選手平均運動年資 7.3 ± 4.4 年，他們對運動都保有長久性目標，儘管會遇
到挫折、抉擇，以及低潮期，恆毅力幫助他們遇到困難時可以度過。因此，本研
究希望進行個別訪談，深入瞭解中興校代表隊成員透過參與運動時產生這四個條
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提升恆毅力特質，並且對於未來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運動員特質

關注於運動員人格特質的研究有許多，體育的參與會間接影響運動員的性
格發展，積極的人格特質（positive personality-trait-like），包括毅力（面對挑戰時，
儘管疲勞或失望，仍然渴望努力奮鬥）、積極（個人對未來和人生的正面看法
以及對別人有信心）、韌性（個人適應挫折的能力）、自尊（對自身價值的感覺）
和自我效能（個人對完成任務或達成目標的信念強度），都被認為是運動參與
的重要特質，研究也表明運動員的毅力、積極、韌性、自尊和自我效能得分都
高於非運動員（Laborde, Guillén, & Mosley, 2016）。

Mihăilescu and Cucui（2014）使用五種人格量表探討田徑運動員的人格特徵，
五個因素包括：外向性、隨和性、責任感、情緒穩定、自主性。研究結果顯示
12 名運動員在五個因素的分數都不相同，跳遠選手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技術動
作，所以需要良好的協調性和專注力，也反映出他們有良好的專注力及情緒穩
定的特質；鉛球選手偏向內向、冷靜型，他們需要在投擲圈內完整的做完動作
完成比賽，反映出他們對於事情的要求很高，責任心也比較高，雖然因為項目
不同有不一樣的特質，但是整體來看這些選手都具有自我控制、集中注意力、
抵抗身體疲勞、情緒穩定、動員能力強、堅持不放棄、努力朝目標前進的特質。

二、恆毅力

近年來的研究都指出恆毅力是有效的預測指標，恆毅力和智商沒有相關性，
恆毅力的心理結構與五大人格特質相關。這是一個廣泛的人格特徵，例如自律、
盡責、自我控制、追求成就，這些相關構念與成就呈正相關，研究也證明恆毅
力對於成功的預測效度超越智商和五大人格特質（Duckworth et al., 2007）。

許多人的行為都是以目標為導向（Locke & Latham, 2013）。恆毅力的特徵
是對長期的目標保有熱情與毅力，恆毅力需要通過挑戰，在失敗和逆境中努力
成長，並隨著時間的前進保持這種熱情和毅力，主要由兩個因素組成：（一）
熱情：持續關注明確的長期目標；（二）毅力：顯示堅持不懈的克服逆境和障
礙（Duckworth et al., 2007）。

美國西點軍校具有非常嚴格的招生機制，而在第一個夏天的培訓期間，大
約 20 名學員就有 1 名會退出。Duckworth et al.（2007）研究表明恆毅力高的學生
更可能完成夏季訓練，而且預測效度超越自我控制與五大人格特質。在西點軍
校學習需要很好的自律能力，避免自己因為誘惑或者其他因素產生放棄的念頭，
但是夏季訓練卻是訓練你的毅力，夏季訓練的設計是在訓練學員身體、體能、
精神的極限，短暫的努力對每個人相對容易，可是要努力堅持一個目標的特質
就因人而異。不管是在教育或者職場上恆毅力都是一個很好的評估因素，恆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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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預測具有挑戰性的目標是否完成，例如具有恆毅力的士兵更可能完成美國陸
軍特種作戰部隊（Army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ARSOF）的選拔課程，美國芝加
哥的公立學校擁有恆毅力的學生更可能從高中畢業，有恆毅力的銷售員工更有
可能維持自己的工作（Eskreis-Winkler, Shulman, Beal, & Duckworth, 2014）。

恆毅力是可以培養的，保有熱情是恆毅力很大的關鍵。熱情指的是對事物
保有強烈的興趣，雖然人一開始對於參與一項事物的動機都有個體上的差異，但
是經由時間的推移，具有恆毅力特質會對於熱愛的事物保持熱情，持續努力在熱
衷的事物上，就算遇到阻礙也會去克服，不會輕言放棄（von Culin, Tsukayama, & 
Duckworth, 2014）。培養恆毅力的另外兩種條件是保有強大的目的以及希望，目
的指的是你會對於自己熱愛的事物深深著迷，而且會一直對它保有熱忱，也會想
要將熱愛的事物分享給他人，希望指的是不管你在追求目標的過程遭遇到任何困
難你都會有堅持下去的毅力（Duckworth，2016/2016，第五章）。為什麼恆毅力
的人表現會比較出色呢？因為恆毅力付出更多的刻意練習堅持在他們的目標上，
在一項針對國家拼寫決賽的研究中，儘管所有研究參與者都認為刻意練習是最難
和最不愉快的練習方式，但是努力堅持的參賽者願意付出努力認真練習，在最後
的競爭中也得到較好的表現，可以發現刻意練習是介入恆毅力和拼寫表現之間的
預期指標（Duckworth, Kirby, Tsukayama, Berstein, & Ericsson, 2011）。

上述的研究都是提到恆毅力與專業領域、學校教育與職場之間的關係，在
運動場上也是如此，當恆毅力的參與者遇到失敗時，他們不太願意放棄，儘管
他們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例如當他們輸球的時候，他們會注入更多的努力去
改進和反省，而不是放棄（Lucas, Gratch, Cheng, & Marsella, 2015）。綜合來看，
恆毅力是成就結果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特別是在會遇到放棄念頭的事件上。

三、恆毅力與運動

透過運動員本身的運動經驗可以帶給他們正向的自豪感，這樣的正面積極
情緒讓運動員更有動力去完成目標（Gilchrist, Fong, Herbison, & Sabiston, 2017）。
恆毅力傾向寧願吃苦也不要悠閒，履行義務而不是推卸責任，恆毅力不僅是
努力工作，也會在長時間內努力朝著相同高階目標前進（Duckworth & Winkler, 
2015）。努力實現長期目標的動力使運動員能夠更堅持在運動訓練上，恆毅力
的刻意練習與體育中的刻意練習相似，刻意練習可以讓運動員願意花更多時間
在運動上，就算訓練的過程中可能是痛苦而且不一定有回報，但是他們還是會
去訓練，而且願意付出較多刻意練習的選手恆毅力也比較高（Tedesqui & Young, 
2017）。

恆毅力與一般規律運動行為也有強烈的關係，Reed, Pritschet, and Cutton
（2013）研究五大人格特質（嚴謹性）和恆毅力在運動背景下的預測行為，將
運動分為低強度（每週運動少於三次，而且低於 15 分鐘）、中強度和高強度運
動（每週運動三次以上，每次高於 15 分鐘），結果顯示恆毅力、嚴謹性與中高
強度運動呈正相關，但是恆毅力的預測能力比嚴謹性更好，訓練需要努力，堅
持到底的鍛煉需要持續的努力，也就是說，運動過程通常涉及進步到更高強度
的階段，就像是鎖定一個目標堅持不懈的達成，恆毅力對於預測這樣的行為特
徵比五大人格特質明顯。

此外，恆毅力也可能與運動員的動機氣候相互影響，Moles, Auerba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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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ie （2017）研究 71 名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在踢球任務中的表現對自我反饋的
影響，探討恆毅力對動機反饋與運動員表現、選擇任務難度和任務堅持之間的
潛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高強度運動員不太容易受到自我反饋的負面影響，這
可能是因為他們對長期目標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態度，致力於長期目標幫助
他們保持專注，積極參與具有挑戰性的情況，在發揮技巧方面也付出更多的
努力，帶來更好的表現。第一個探索恆毅力在專業運動背景的研究，Larkin et 
al.（2016）研究得分低和高的男子足球運動員是否可以依據專項參與和認知技能
的表現來區分，結果顯示高恆毅力運動員在運動專項活動中累積時間多於低恆
毅力運動員，他們會花更多的時間在運動競賽、運動訓練等間接參與。此外，
恆毅力與運動專項參與和知覺認知之間也有潛在關係，而在控制年齡時，高恆
毅力運動員在決策和情境方面的表現也優於低恆毅力運動員。恆毅力可以保持
對運動的長期追求（Duckworth et al., 2007）。綜合以上的研究可以證明不管是運
動參與、運動訓練、運動成就，都與恆毅力有關，恆毅力是促進運動參與和運
動高水平表現的原因之一。

四、總結

恆毅力與運動可以互相影響，陳盈樺與林明宏（2017）的研究發現中興校
代表隊具有恆毅力，而且中興校代表隊在全國大專運動會上的表現不管是個人
項目還是團體項目，成績表現都非常優異。出色的選手江信宏在 2013 年 5 月全
大運中，奪得中興大學創校 94 年以來第一面游泳公開組金牌，更打破全國大
專院校運動會 200 公尺蛙式紀錄，是達到奧運參賽標準的頂尖國手；朱宸平在
2017 年公開男生組 100 公尺蝶式預賽就游出個人最佳，打破 2011 年保持的大會
紀錄，而他再接再厲在2017年日本公開賽終於完成目標，預賽就破全國紀錄（國
立中正大學體育運動研究發展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n.d.）。朱宸平在賽後受
訪時坦言在恢復訓練後的一個半月，真的很累，快要崩潰，因為不僅要準備課
堂報告，還要準備期中考，加上訓練又重新開始，要花比之前還要多的時間與
努力，才有可能回到以前水準。這段過程朱宸平壓力非常大，因為他要兼顧課
業和訓練，而且他在課業上非常挫折，在訓練上又沒辦法專心在上面，害怕無
法恢復以往的水準，不過朱宸平自己也表示游了十幾年的泳，過程中曾想放棄，
但既然是自己選的路，就要努力試試看，就算結果可能不如人意，但也不能連
努力都沒做就放棄（曾思儒，2017）。朱宸平堅持不放棄的精神，如同恆毅力
的特質。

綜合以上，運動員人格特質研究都以五大人格特質為主，運動員具有責任
感、堅強的毅力、積極參與的心態以及不放棄的精神，研究也指出恆毅力不管
作為預測指標或者中介調節都高過於五大人格特質，恆毅力研究大多傾向於自
我報告問卷，因此，此研究期望透過個案訪問方式，可以更深入去瞭解中興校
代表隊恆毅力的特質，探討透過運動的養成，參與運動的過程培養恆毅力特質。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之選取

質性研究是一種資料分析的模式，將蒐集到的文字資料，整理出重點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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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理論的過程，而文字資料相對數字資料來說比較複雜而且豐富（張芬芬，
2010）。本研究延續量化的結果，採用質性研究探討中興校代表隊恆毅力特質，
本研究希望經由個別訪談瞭解中興校代表隊成員的恆毅力特質，經由文字資料更
瞭解中興校代表隊如何透過參與運動時產生的四個條件因素去提升恆毅力特質。

二、研究對象

藉由陳盈樺與林明宏（2017）量化研究得知中興校代表隊成員都具有恆毅
力和自我控制之特質，這兩項特質與運動參與具有相關，而中興校代表隊成員
的運動年資平均是 7.3 ± 4.4 年，在運動成就上也表現非常優異，引起筆者更想深
入探討他們的運動員特質（見表 1）。

因此本研究受訪者以參與過量化研究的中興校代表隊選手為對象，訪談對
象為六位，其中包括獲得全國大專運動會擲鐵餅一般男生組第一名暨紀錄保持
人、一般女生組 100 公尺第三名、一般女生組游泳自由式 100 公尺和 50 公尺第
三名，大專足球公開組男生第二級第一名以及中興校代表隊現任隊長和運動年
資七年以上的中興校代表隊成員（見表 2）。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深度訪談法
個案研究中訪談的重心主要放在主題上。研究者採用訪談的主要功用有：

1. 研究者需要透過整理口頭表達的資料才能取得經驗和觀點；2. 補充觀察文獻
資料的缺乏；3. 藉由研究者和受訪者對象對話，增加理解的程度；4. 藉由訪談可
以擴展研究問題的層次（林佩璇，2000）。

表 1　中興校代表隊恆毅力與自我控制之關係

特質 M SD α 年資 恆毅力 自我控制 熱情 毅力

運動年資 2.49 1.07 ―

恆毅力 3.43 0.47 0.67 0.18 ―

自我控制 3.10 0.45 0.70 0.30*** 0.56*** ―

熱情 3.25 0.60 0.65 0.10*** 0.84*** 0.42*** ―

毅力 3.61 0.55 0.53 0.20 0.50*** 0.50*** 0.34*** ―

資料來源：陳盈樺、林明宏（2017）。
***p < 0.001

表 2　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受訪日期

A 男 2018 年 3 月 26 日

B 女 2018 年 3 月 27 日

C 男 2018 年 3 月 29 日

D 女 2018 年 4 月 6 日

E 女 2018 年 4 月 6 日

F 男 2018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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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一對一的半結構開放式深度訪談，希望除了能夠瞭解運動員本
身的特質外，還能夠更深層探究中興校代表隊如何在運動訓練的過程中培養出
恆毅力特質。採用的「半結構式訪談」方式指，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內容、培
養恆毅力由內而外的四大驅動力擬定的訪談大綱提問，再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而
適時的追問相關問題以及觀察和記錄當下的情況（潘慧玲，2003）。

（二）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是用來進行訪談及探索的一系列問題或討論（Patton，1990/1995），

它提供一個架構，在這個架構裡面研究者可以發展問題、調整問題順序排列，並
且決定哪些重要議題需要更深入去探討。本研究根據恆毅力相關文獻資料，設計
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

（三）資料分析
質性的資料收集不同於量化，量化是以數字呈現結果，質性則是要將與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打成逐字稿，並且加以整理歸納出重點。本研究參考鈕文英
（2014）資料分析之作法，將訪談的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並且匿名處理，逐字
稿完成後會再給受訪者確認一次，待確認沒問題後，反覆閱讀逐字稿，並且歸
納分析命題結構，進行內文的撰寫，最後會讓受訪者檢視完整論文，尊重受訪
者的意見。如內容有誤，再加以討論以及修改。

肆、結果與討論

一、興趣

培養恆毅力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對事物保持熱情，熱情是來自於內心真正
喜歡自己所做的事情（Duckworth，2016/2016，第六章）。興趣不會從天而降，
而是在一段不經意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中興校代表隊成員對運動都保有非常
大的熱情，當他們嘗試運動時，不會馬上發現運動就是他們熱愛的興趣，他們
接觸運動的初始目的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愛上運動，一開始的動機可能出自於
好奇心、同儕、家人的影響：

我的目的，其實就是玩樂，運動當消遣，當初會接觸運動就是因為好玩。跟大家

一起嬉鬧，跟同伴一起玩，還有可以紓解壓力。（受訪者 F，2018 年 4 月 12 日）

興趣是慢慢累積的，從他們接觸運動之後，也要花時間去培育發展，而外
界的影響也占很重要的因素，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當中興校代表隊開始接觸運
動後，重要他人的影響占很大的因素：

當時有一位教練會免費陪我們練球，因為足球是一個很難的運動，他會一步一步

告訴我們這個要怎麼修改，怎麼樣修改。但是他 [的正職 ] 不是教練，他是校車
司機，他每次開完校車，就會來球場上相遇。那時候就是三個人或四個人傳球，

就傳一節課簡簡單單。（受訪者 A，2018 年 3 月 26 日）

許多具有恆毅力的典範都可以發現一樣特質，當找到自己熱愛的興趣之後，
他們不只發現自己喜愛的事物，發展成興趣，他們也會繼續強化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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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剛剛講的運動對我來講就是玩樂，玩樂令人很愉快，我很享受去運動，然後

在過程中會對自己的表現有期許，從中就會對自己肯定或受到他人的肯定，算有

成就感。（受訪者 F，2018 年 4 月 12 日）

恆毅力的另一個特質，當他們找到熱愛的事物時，會對他們保有強烈的熱
情，並且長時間保有這樣的熱忱，中興校代表隊成員平均運動年資7.3 ± 4.4年（陳
盈樺、林明宏，2017）。不管年資多久，中興校代表隊成員依然熱愛他們的運動：

嗯，我還是很熱愛我的運動。可能途中遇到很多困難也沒有想要放棄。（受訪者

B，2018 年 3 月 27 日）

二、練習

不管是國家拼字比賽的刻意練習，或者是運動中的訓練都可以發現刻意練
習是培養恆毅力很好的方法（Baker & Young, 2014; Duckworth et al, 2011）。儘管
刻意練習被認為是苦悶並且無趣的，但是在培養恆毅力的過程中刻意練習是很
重要的因素。刻意練習包括四個項目：訂立目標、成為習慣、解決問題、追求
進步。如同中興校代表隊訓練也是刻意練習的一種，訪談中興校代表隊成員可
以發現他們對於運動訓練也是一種刻意練習，當他們接受教練開的訓練課表時，
也會對於自己的訓練訂立目標：

高中就是教練安排，大學自主性比較高的話一開始會沒有頭緒，但因為練習是需

要目標，所以一開始會請教教練，上網搜尋資料，多方面去參考，以自己搜尋到

的資料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去調整，然後去跟教練討論。（受訪者 F，2018 年 4
月 12 日）

刻意練習的第二個項目就是將熱愛的事物變成習慣，具有恆毅力的運動員
為了達成自我設定的目標，會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訓練上（Larkin et al. 2016）。他
們的運動訓練已經變成一種生活習慣，就算沒有人督促，他們也會主動去參與
運動。訪談的內容可以發現運動對於中興校代表隊成員來說已經養成習慣，當
他們無法從事運動時會覺得生活變調，也會排除萬難去運動：

有，它已經成為我的生活一部分，沒有從事它就會覺得哪裡怪怪的。也是因為在

當選手的時候有去深刻體會到帶給自己的價值有多深，還有從中獲得到對我有幫

助的東西，所以無形之中就會導致自己渴望運動，所以每天就會把運動排在該做

的事情裡面。（受訪者 E，2018 年 4 月 6 日）

運動訓練的過程中，中興校代表隊也會碰到許多困難。刻意練習的第三種
是解決困難，從訪談的資料可以發現中興校代表隊成員在運動訓練的過程中都
曾遭遇到瓶頸，但是他們不會選擇放棄，而是會去找尋方法解決：

請教一些更專業的教練，像每年暑假我都有去上教育部體育署辦的足球學校，都

會聘日本的教練來指導，會去看一些高層級的比賽或者是訓練，然後去觀察那些

專業球員的動作或技術，想辦法讓自己去模仿。（受訪者 A，2018 年 3 月 26 日）

所有的練習都是為了進步，運動訓練的過程和刻意練習一樣，中興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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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隊也會不斷的自我檢討，為了達到設定的目標會努力積極的訓練。Lucas et 
al.（2015）的研究也發現恆毅力的運動員願意接受困難並且解決它，也會自我調
整及反省訓練的內容，為的就是可以更進步，達到設立的目標：

會去請別人幫我看動作，或者請隊友幫我拍影片，然後我自己來看慢動作進行檢

討。然後有時候也會想去改變訓練的課表，因為每一段時期的需求都是不一樣

的，所以有時候會去思考我這段時間這麼練我的需求在哪？我會先針對我的需求

去增加，比如說核心訓練，我的核心能力一直很不足，所以我會核心安排多一點

去增強它，然後我會再與隊友討論，我的課表會不會過多或太少。（受訪者 C，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三、目的

培養恆毅力的第三個條件是你會有一個很強烈的目的，並且會想要將自己
所學的分享給他人，尋找目標明確又可以具有熱情是一個難以預料的過程，深
深相信在做的事情很重要，熱情才會成熟（Duckworth，2016/2016，第五章）。
中興校代表隊可以堅持不懈地在運動訓練上是因為他們都保有一個夢想，他們
會有目標想要去達成，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並且不會白費：

因為我的目的很明確，我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我就會去追求，我會覺得別人

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就算別人做不到我也要做到的這種好勝心。（受訪者 E，
2018 年 4 月 6 日）

當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時，會將這樣的動力轉換成影響力，恆毅力
典範會希望將自己所學去幫助他人，史丹佛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比爾．戴蒙（Bill 
Damon）研究心理學已經超過 40 年，戴蒙說：「每個人都會碰到燃起興趣的火
花，那是目的的開端，那個火花就是你感興趣的事物，幫助他人的動機是慢慢
培養的，恆毅力的典範會覺得我做的事情很重要，對我和其他人來說都是如此」
（Duckworth，2016/2016，第八章）。從訪談的資料也可以發現中興校代表隊選
手也會想要將他們所學的知識分享給他人：

運動會讓自己產生更多正面的事，然後帶給我成就感，例如比賽得獎。而且這個

成就感會增加我的自信心，也讓我對之後處理其他事情上面會有不一樣的想法或

價值觀，然後也希望可以把我這個好的特質、我學到的東西影響身邊的人。（受

訪者 E，2018 年 4 月 6 日）

四、希望

定義恆毅力最關鍵的就是遇到困難、產生自我懷疑，或遭遇瓶頸時都可以
堅持下去的毅力（Duckworth，2016/2016，第九章）。培養恆毅力的不同階段都
會碰到很多的挫折，具有恆毅力的人不會讓自己陷入低潮之中，而是讓自己愈
挫愈勇，中興校代表隊在運動訓練的過程會遇到許多困難與抉擇，例如訓練與
課業的分配、訓練帶來的負面效果（運動傷害），或者是重要他人的反對，但
是中興校代表隊會想辦法去克服，並且繼續堅持在熱愛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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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已經放棄過一次，現在不想要繼續放棄下去。國中有一個想要拿牌的夢想，

可是因為同儕之間的關係，變得比較混水摸魚，練得不扎實。已經妥協一次了，

家裡的人也不反對了，那麼我要繼續走下去，我要把之前沒有走完的路再繼續走

下去。（受訪者 C，2018 年 3 月 29 日）

五、運動的影響

興趣、練習、目的、希望這四個特質對於培養恆毅力並不是全有或全無，
但是透過這四個階段可以學習如何去探索到自己熱愛的事物。當你找到自己熱
愛的事物時會自願性的花時間去培養強化興趣，而且會對它保有熱情，也願意
將自己熱愛的事物或者是所學的知識分享給他人。中興校代表隊成員透過運動
培養恆毅力，運動也會帶給中興校代表隊其他的收穫以及改變：

心理變得更成熟，抗壓力更強，然後愈能設定目標，達成目標的動力也會愈強。

我覺得有一個附加價值，運動讓身體變好是真的，然後身體變好之後，你會覺得

自己能以更多的能量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受訪者A，2018年 3月 26日）

我覺得我在練田徑那時候，我變得更有毅力。例如我今天要爬一座山、一個長期

間的計畫，我就會去想我練田徑這麼長的距離都可以撐過來了，這些事情我也可

以完成。（受訪者 B，2018 年 3 月 27 日）

自信，國中教練說跳高第一個首先要有自信，如果你沒有自信就不要跳了。因為

不管怎樣到最後一定會跳比你高的高度，但是如果你看到它就怕了那就不用跳

了，就直接去撞它就好。所以首先一定要有自信心，最大的收穫是自信心（受訪

者 C，2018 年 3 月 29 日）

我認為運動帶給我最大的意義是它幫助了我獨立這方面，因為我本身從事的是個

人項目，個人項目也是有對手，可是最終還是要突破自己。而且訓練過程或比賽

當下也是自己一個人要去面對，我本身也算是一個獨立的，可是我在運動之後我

的思想有改變，就會覺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且到最後還真的做到了，自信心

比較多。（受訪者 E，2018 年 4 月 6 日）

好的運動習慣也可以帶來身心健康，紓解壓力，自我控制也是影響規律運
動訓練的原因之一（Martin Ginis & Bray, 2010）。中興校代表隊擁有好的運動習
慣，並且培養良好的自律能力，從訪談的資料可以發現運動的習慣會影響到他
們的日常生活：

從訓練裡面發覺到，你可能要有規律的頻率或強度，會用這個想法套用在你做其

他事情身上，就像可能要準備考試，你就會想說要不要把它用成像運動計畫，最

後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之類的。（受訪者 A，2018 年 3 月 26 日）

自我要求，自律性比普通人還要高，作息也非常規律。（受訪者 C，2018 年 3 月

29 日）

我比較會安排時間，用時間用的比較有效率，做事也比較有行動力，做事也比較

積極，比較不會浪費時間。（受訪者 D，2018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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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前到現在的比賽過程中也讓我培養出這樣子的自信和膽子。還有自律能力、

專注，做一件事情比較不容易被打斷或中斷，會把它做完。（受訪者 F，2018 年

4 月 12 日）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中興校代表隊特質
陳盈樺與林明宏（2017）探討中興校代表隊是否具有恆毅力以及自我控制，

恆毅力分數是 1 至 5 分，中興校代表隊恆毅力分數平均 3.5 分，自我控制與恆毅
力也呈現正相關（r = 0.56, p < 0.01），結果呈現具有中高程度的恆毅力和自我控
制。透過訪談可以發現中興校代表隊選手不管是對於運動或者生活上都保有堅
持不放棄的態度，而且都很熱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身旁的人也覺得他們自律
能力以及自我要求都很高。

（二）中興校代表隊如何培養恆毅力之特質
運動員的特質與恆毅力具有相關性，透過訪談發現中興校代表隊在培養運

動、運動訓練以及追求運動表現的過程與培養恆毅力的過程相似，培養恆毅力
主要分為四個條件：興趣、練習、目的、希望。以下分別針對如何培養這四個
條件進行說明。

1. 找尋興趣
找尋興趣是一個漫長的階段，中興校代表隊剛開始運動的目的多半是因為

好玩、好奇心，產生去運動的動機是因為旁人影響。而具有恆毅力特質的人對
於熱愛的事物會一直保有熱忱，與中興校代表隊愛上運動一樣，他們會花愈來
愈多的時間在運動上，主動去從事運動，並且花更多的努力在上面，不管時間
過多久，到現在他們一樣熱愛運動。

2. 練習
刻意練習是培養恆毅力很好的方法，許多研究都指出刻意練習是影響恆毅

力的重要原因。運動訓練與刻意練習相似，中興校代表隊選手對於自己的運動
都會自我設立目標努力去完成，而且運動對他們來說已經占據他們的生活重心，
如果規律的運動訓練被打斷他們會覺得狀態怪怪的。當他們的運動訓練遇到低
潮期或遇到挫折感時，中興校代表隊不會選擇放棄他們的運動，而是會找尋解
決方法去突破撞牆期，他們對於自己的運動表現也會一直追求進步。

3. 目的
中興校代表隊對於他們的運動都有非常大的熱忱，支撐他們運動的另一個

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強烈的目標。擁有熱忱以及強烈的目的是培養恆毅力的另一
種方法。中興校代表隊透過運動獲得成就感、自信心、身心健康，他們也會想
將自己獲得的分享給他人，例如他們會將運動的熱情感染他人，會希望可以透
過自己所學的運動經驗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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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
運動員最大的特質就是不怕困難、刻苦耐勞、遇到挫折不會輕言放棄，與

恆毅力的特質非常相似。運動員的訓練非常辛苦，他們會為了自我設定的目標
努力，儘管最後沒有達到，他們還是不會放棄他們熱愛的運動，反而會想辦法
突破自我。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中興校代表隊都具有這些特質，遇到低潮期會
自我調適，遇到家人反對時，會去找尋方法說服，儘管曾經因為其他因素暫時
放棄運動，但是他們的內心一樣熱愛運動，再次回到運動場上時他們會更把握
機會。

（三）運動帶來的影響力
運動的好處除了身心健康之外，還可以培養良好的人格特質。中興校代表

隊認為參與運動後有改變他們，參加比賽讓他們更有自信，達到目標獲得好成
績時會有成就感，運動訓練的過程中也培養他們的恆毅力、自律能力，遇到困
難不會輕言放棄，他們對運動的執著與熱忱也會影響他們對日常生活的態度，
良好的習慣、面對事情有計畫性、願意幫助他人，將自己所學的知識分享給他
人。而這樣的運動員特質對於未來在不同領域也有非常大的幫助，尤其是未來
職場上，運動員遇到困難時可以保持他們對運動的執著努力去克服，遇到工作
上的壓力他們也有管道抒發，也會樂意去挑戰困難的目標。

二、建議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運動的重要性
恆毅力特質在不同領域都有良好的預測能力，恆毅力與運動也有緊密關聯，

透過運動訓練可以培養恆毅力特質以及良好的自我控制。本研究對象都是從小
接觸運動，運動經驗可以培養刻苦耐勞的精神，運動的精神也可以運用在生活
中。除了讓身體變健康，還可以培養好習慣、增進自我的自信心。

（二）培養恆毅力
由內而外的四大驅動力：興趣、練習、目的，希望，這四個條件沒有區分

年齡或順序。本研究對象因為接觸運動所以藉由運動培養恆毅力，透過他們的
運動經驗過程可以得知他們如何培養出恆毅力。培養恆毅力最重要的就是對一
件事物保有長期的熱情與毅力，試著去找尋一個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並且花時
間鑽研，不管任何領域都可以試著用這四種方法去培養，不管是學生還是社會
人士，強化自己的恆毅力可以讓生活有所改變。

（三）未來就業
具有恆毅力的特質在任何領域都會有出色的表現。中興校代表隊除了運動

表現很好之外，他們的恆毅力特質也讓他們與他人有所不同。他們的運動員精
神套用在他們生活中，遇到困難不會逃避，會去找尋方法去解決。藉由學生時
期培養的恆毅力也可能影響到他們未來的就業，運動訓練培養出中興校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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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吃苦的精神，面對困難會勇敢去面對，遇到挫折不會氣餒，不怕失敗，這
樣的特質運用在未來的職場上會有所幫助。

（四）未來研究
恆毅力與運動有很大的相關，加強恆毅力的方式是刻意練習，刻意練習如

同運動員訓練，建議後續可以採用量化研究和自我報告問卷，瞭解運動員的刻
意練習是否可以影響他們的表現以及恆毅力；未來研究對象也可以分為個人與
團體運動，瞭解他們的恆毅力特質會不會因為從事不同的運動項目或者不同運
動成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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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t of Grit: A Study of Colleg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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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chool team athlet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ir grit trait. The interview metho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cas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understand how university school team athletes 
develops the four conditions of cultivating grit through exercise to enhance characteristics of 
grit. Through interview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gri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school team 
athletes affect their lives.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sport. In addition to good 
health, athlete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and energy to achieve goals. 
They are not afraid of hardships and will not easily give up even if they encounter setbacks. 
When exercise becomes a habit, it will also affect life. There will be a more regular pace in daily 
life, and self-requirement will be higher, and possessing such traits, whether on the sports field, 
academically, or in the future employment workplace. It is a good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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