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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運動全球化的熱潮下，運動明星舉手投足不僅是青少年學習及模仿的對象，更
對其造成深遠之影響，而運動迷不僅關注運動明星在場上的精采表現，更對於運動明星
下場後的私人生活有著極度好奇。在此氛圍下，顯示社會大眾以高道德標準檢視運動明
星，使其一言一行得承擔所謂的社會責任。本研究以一位優秀游泳選手的生命故事，瞭
解其面臨生命中的高低起伏時，是如何調適自我及因應，並探討研究參與者的偏差行為
之關鍵事件。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敘說分析為主要策略，呈現研究參與者生命之關鍵
事件。最後整理歸納後，發現重要他人對研究參與者從小的態度及行為影響甚深，因此
對於未來預防選手之偏差行為時，重要他人及體育相關組織皆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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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運動全球化的熱潮下，運動明星舉手投足不僅是青少年學習及模仿的對象，對
其日後的成長過程也造成深遠之影響，而運動迷關注運動明星在場上的精采表現之外，
還包括個人魅力、形象風格以及人格特質等 (闕維正、林顯丞，2003)，不僅如此，對
於運動明星下場後的私人生活有著極度的好奇。在此氛圍下，顯示社會大眾以高道德標
準檢視運動明星，使其一言一行得承擔所謂的社會責任。而本研究始於一篇有關優秀運
動員登上社會版面之報導，進而引起研究者的研究動機。
T 先生過去所發生的負面新聞一直是長輩教導研究者之負面教材並做為警惕。在運
動偏差行為的相關研究中，邱金松 (1988) 亦在考量各層面後將運動員偏差行為
( athletic deviant behavior ) 定義為破壞、違背了運動的準則、價值、理想、規則及法律
條規等，即是運動規範偏離之行為。在探討運動偏差行為時，與一般偏差行為不同的是，
運動中的某些行為在運動場上是被規則允許的，然而離開運動場，這些行為就可能是偏
差行為，如：拳擊或賽車運動 (蘇維杉，2009)。王宗吉 (2000) 進一步的明確說明運動
偏差行為包含： (一) 選手暴力； (二) 運動迷之暴力； (三) 犯罪與運動； (四) 賭博；
(五) 藥物。因此 Coakley (2008) 總結運動員在運動場內的偏差行為包括：賭博投機、
比賽作弊、暴力打架、受賄打假球以及服用藥物等；而場外的偏差行為包括：飲酒與酗
酒、過失行為的比賽、舞弊以及強姦猥褻等。但運動偏差行為不全然皆為壞事，對於運
動社會來說，具有教化與正面導向的作用 (洪嘉文，2000)，理解其事情發生的經過，
抽絲剝繭，找出問題的本質。
優秀運動員養成的最初始可回溯至青少年時期，眾多優秀運動員在青少年時期皆已
有相當出色的運動表現，而該時期因未成年，則父母在此關鍵階段影響運動員甚多，所
扮演的角色，多數為運動員之重要他人 (高立學，2011；陳淑芬、章宏智，2010；陳燕
雪、張家銘、楊孟華，2011；張仲豪、季力康，2011)。此外，在這個階段正值精力充
沛、氣血方剛的時期，在運動的過程中，不免時常有些肢體接觸、言語刺激、攻擊等的
狀況發生 (Atkinson, 2011)，導致許多運動偏差行為產生 (Miller, Melnick, Barnes, Sabo,
& Farrell, 2007)。但若重要他人在這當中適時的介入，理解並關心，可以預防運動偏差
行為的發生，且同時可助長養成規律的運動 (Beets, Vogel, Forlaw, Pitetti, & Cardinal,
2006; Mundhenke, Hermansson, & Natterlund, 2010)。
在偏差行為的相關文獻中，大多數的研究都以一般偏差行為居多，反觀在運動偏差
行為相關文獻中相對較少。蒐集關於運動偏差行為的文獻後發現，皆著重在競技運動的
討論上，像是運動價值觀的偏差所造成的行為，受傷赴賽、違規欺騙以及為了獲得成績，
而訴諸外力的介入來影響比賽之公平性 (王建興、古雯婷、方怡潔，2013；陳志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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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恩、李森源，2001；陳其昌、王俊明，2010) 。劉虹妤 (2003) 針對國內外運動偏差
行為做整理，在其內文中提到偏差行為沒有一定的標準，它因時間、空間不同而變動，
而運動員偏差行為可分為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成因錯綜複雜，對社會有正負二面
的影響，然而常見的偏差行為類型包括藥物濫用、暴力、賭博、賄賂、犯罪…等。而關
於賭博，雖台灣運動彩卷已發行，但在其利益關係下，已造成不少偏差行為的發生，比
賽的公正性以及選手本身的紀律不免遭質疑 (李士範、張家銘，2008) 。
綜上所述，預防及解決需透過社會控制之手段，以減少運動偏差行為的發生，而運
動偏差行為之概念所涵蓋的面向相當廣泛，非短時間能夠改善。因此，在本研究中，希
望聚焦在優秀運動員之訓練的歷程中，去暸解該優秀運動員所發生之運動偏差行為，其
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脈絡，透過研究參與者的關鍵事件來探究偏差行為之起因，進而思
考如何預防相關的偏差行為再次出現。整理偏差行為之運動相關文獻後，提出研究目的
為探討 T 先生之運動偏差行為，而研究問題為針對 T 先生所形成之偏差行為的關鍵事
件及其偏差行為的發生對日後之影響，以敘說探究之研究方法做深入暸解。

貳、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優秀運動員偏差行為，並以 T 先生做為研究個案，進而探究 T 先
生生命歷程中的關鍵事件，因此為了深入瞭解一個特殊的個案，故選擇採用質性研究作
為本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
陳向明 (2002) 在社會科學質的研究一書中，將質性研究定義為質的研究是以研究
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的情境下採用不同資料搜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的
探究，並使用歸納法分析研究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參與者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
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
因此由上述質性研究的特質中，我們可以得知在研究情境中屬於「自然情境」的研
究，是必須透過質性而非量化的方式做研究，才能得以完整瞭解研究參與者故事的情境
以及脈絡性，同時運用相關的理論作為建構的基礎，並將 T 先生的故事做有效串連，詮
釋這些事件給 T 先生帶來的意義。
二、敘說探究
而在眾多的質性研究方法中，敘說探究是其中一種研究的策略。蔡敏玲與余曉雯
(2003) 說明敘說是來自於我們所關注的重要事件，其目的是為了從探究中做思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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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敘說探究的方法是在探究個體如何賦予其經驗與意義，它起點的一部份是研究者本身
經驗的敘說以及研究者的自傳 (鈕文英，2012) 。而王勇智與鄧明宇學者 (2003) 於敘
說分析一書中提及，敘說分析是一種「經驗的再呈現」，同時將經驗的詮釋與分析分成
五個階層，以下做摘述說明：1.關注經驗；2.訴說經驗；3.轉錄經驗；4.分析經驗；5.
閱讀經驗。
從「敘說分析」發展的重點使研究者將「生活故事與對談」的表達視為「研究問題」，
因而加以深入瞭解與探究 (胡幼慧，2002) 。也就是說，敘說分析是最適切的研究策略
來探究研究參與者本身的感受、言語、思緒以及其過去的歷程，都是研究者想要去瞭解
的一部份。然而，以經驗故事為研究材料的相關研究，在運動領域上已逐漸被重視了
(Markula & Denison, 2005) 。因此在本研究中所蒐集到一位優秀游泳選手本身對於生涯
轉換經驗的感受、言語、思緒及其歷程等...這些資料透過敘說探究與分析整理之後，將
以文字敘述的方式作為經驗的再次重現。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曾為 100 公尺蛙式亞洲紀錄保持人，T 先生為訪談對象。
在臺灣區運動會游泳比賽中獲得 100 公尺蛙式與 200 公尺蛙式 10 連霸紀錄並保持 19
年全國紀錄，但曾出現大鬧比賽會場、緋聞事件、攜帶攻擊性武器等失序之行為，加上
火爆個性，大眾對於蛙王 T 先生這個名號，敬而遠之。
綜上所述之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來深入瞭解 T 先生的關鍵事件，並採用敘說探究
的研究策略來詮釋，而研究過程中，會詳細記錄情境之脈絡，同時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使本研究得以更加完整的呈現 T 先生生命之關鍵事件。

參、研究參與者生命之關鍵事件
研究者將針對 T 先生之關鍵事件做探討，而每個事件的關係是緊密結合，環環相扣。
因此將關鍵事件歸納整理，進而分為背景、偏差行為事件、偏差行為開始顯著和影響，
以及省思和改變等做詮釋，使本研究得以完整再呈現研究參與者生命之關鍵事件。
一、生命歷程之背景
T 先生之偏差行為起因，從小學接觸游泳訓練時，就因競賽成績較為優秀，擁有特
權，久而久之，習以為常。在是孩童的成長過程中，對於身旁陪伴的重要他人所扮演角
色十分重要。T 先生的童年時光裡，父親的言行對 T 先生影響甚深，間接影響了 T 先生
往後與他人的相處之道。因優異的游泳表現，T 先生受到許多長輩們的關注，既使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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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的訓練，對當時的他來說，依然十分有趣；但年紀逐漸增長後，慢慢的訓練變成了
壓力。
…然後也有一些特權…，像是可能上課早上不用早自習，像我國中的時候啊，
中午午休嘛，大家都要趴著睡，那不好意思，我可以在後面躺著睡，而且就像
你說的，像是升旗啦、下課打掃啦、都不用啦…！因為放學之後，我爸就在門
口等我了，就直接載去游泳池訓練… (1-2-28) …對於游泳…，一開始是動力…，
那種被人家注目，被人家掌聲，有一些特權，很爽…，那是動力，可是到後來
呢，不管是自己的要求…，家長的要求…，社會大眾的要求…，甚至講難聽一
點國家的要求…，你不得不去做…，你在大家的注視之下，那是一個壓力…這
兩個動力和壓力，我覺得在整個運動選手過程中…，它是交錯的… (1-3-17)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 T 先生來說，訓練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優異的成績，以換取未
來安定的生活，但成為臺灣蛙王的 T 先生，並未因此得到安定的生活，將一生投注於泳
池的他，在北京亞運會失利後，迷失了自己。
…當你把所有的一切賭注…賭在上面的時候…，結果輸… (1-6-29) …亞洲紀錄
保持人那又怎麼樣，它沒有辦法給我任何實質上的東西，可能那時候比較現實，
反而是如果我利用這個當跳板的話，我明年亞運會拿到什麼東西，拿到前三名
的話，我才會有一個師大體育系的學籍… (1-10-28) …我們那時候都是用師大體
育系當作一個目標…，可是，當破了全國紀錄去申請，她說：…現在破全國紀
錄不能保送師大，要得到亞運前幾名的成績…，在我去申請這兩年中改三次…
(1-13-35)
計畫始終趕不上變化，原以為可以得到一個美好的未來生活，但卻因為外在環境的
改變，打亂了一切。不只是升學，在亞運會失利之前，因為政府政策的關係，突然中止
在美國的訓練回到臺灣，導致賽事無法調整到最佳狀態，慘遭滑鐵盧。這樣一連串的賽
前不穩定，加上賽後所受到的冷言冷語，在當時還是高中生的 T 先生來說，皆無法承受。
二、偏差行為事件
北京亞運會失利之後，頓時前途一片茫然的 T 先生，心態上無法調適，且當時面臨
區運會出賽的身份問題，更是火上加油，使得無處宣洩的情緒一觸即發。不僅僅在區運
會大鬧之脫序的偏差行為，同時面臨無法順利升學的 T 先生，選擇了體專就讀。而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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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先生為優秀運動員，時常受到眾多學長捉弄，種下 T 先生日後毆打學長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在游泳隊中，T 先生也引來許多同儕的嫉妒，用言語刺激與挖苦，使得他無
法進行訓練，而缺席造成運動表現開始下滑。
…選手證是沒有用的，你要帶身份證正本跟戶口名簿或搭配戶籍謄本…，其實
那時候是放在車上，可是已經不想拿了那時候我的紅線被踩到了… (2-1-9) …不
用啦，都給 T 先生游就好了啦。…因為那是個接力項目，我再怎麼會贏，一個
人也贏不了讓你們三個人花啊！…要擺爛，大家都來擺爛啊。(3-10-2)
在上述探討完偏差行為之事件後，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在 T 先生在偏差行為的起
因，除了自身的習慣養成之外，同時也受到外在環境影響，產生偏差行為之結果。
三、偏差行為開始顯著和影響
…晚上會去夜遊啦、飆車啦、跑 PUB、紅茶店啦、路邊攤自己去喝酒啦，那都
是會去做，甚至比較不好的，包括拿 BB 槍去打狗，…年輕的時候聽到狗那種
狂嚎聲，慘叫聲，會有紓緩的感覺還是怎麼樣我也不太清楚，我曾經是練習練
到一半的時候…，因為很火大，還沒游到終點，我就直接從岸邊直接爬起來就
去更衣室換衣服了…C 教練就去更衣室看我，我還記得我跟他說：我很煩，你
現在不要拉我，不然等一下被我打我不管… (1-11-9)
進入左訓後，T 先生會擅自離開游泳訓練來舒緩心理壓力。從選手時期開始，養成
不好的習慣，出社會之後，因購買槍枝，罪證確鑿被法官判刑，最後選擇易科罰金的方
式解決此事件，但也因此留下犯罪前科記錄。
…那就是一般的 BB 彈，但是換成鋼珠打鳥這樣子…，那時候我們問老闆，老
闆說可以啊，沒有問題啊…，那就這樣子啊，就被判 3 個月啊，或易科罰金八、
九萬塊啊！…但是我就是有案底在的啦！(2-6-21) …朋友說約要去泡溫泉，那我
們就一起去， …因為她喝醉了…。過一個多月…她竟然去告我強暴她，說那次
去泡溫泉的時候強暴她…，後來是無罪…，當然…我沒有做錯事情… (2-3-25)
在討論完偏差行為之事件起因和結果後，可以瞭解每個事件的發生始末，而最後在
他人對 T 先生的行為之看法中，發現其種種偏差行為造成 T 先生往後的日子跌跌撞撞。
大鬧區運會後，社會大眾將其貼上火爆蛙王的標籤，視為運動偏差行為的例子，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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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更是謠傳 T 先生吸毒，雖吸毒事件，不攻自破，非事實之謠傳，但這也反映了，社
會大眾對其抱持負面印象，偏差及脫序的代表；另外桃色風暴，雖然沒有犯罪事實，不
過此事件之影響，令其家人感到如此蒙羞，使 T 先生個人的社會形象雪上加霜。
四、省思和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媒體用“淪為”兩字來形容 T 先生。T 先生自我反省後，著實不
太能夠接受，雖自己有錯在先，但國家制度的錯誤也對他影響甚深，導致社會大眾不願
給他重新站起來的機會。而在許多事件發生後，真正深入瞭解的人不多，這樣的情況下，
普遍認為 T 先生就是大眾所認知的火爆性格，因此許多人避而遠之。
…當我出社會之後，我還做過很多工作…，…在臺南公園當那個臨時工的救生
員，他們用“淪為”救生員…，我認為說這個淪為你可以給國家看…，你不用
給我看…，我不覺得我是淪為… (2-8-3)
從上述的關鍵事件中，可以清楚的瞭解各個事件發生之起因、影響及結果；綜合所
述之內容，我們歸納了偏差行為是來自許多不同的面向，因此在於一位優秀選手的生命
歷程中，不管是家長、教練或者其他身份的個人與團體，應適時的給予其導正，才能在
態度與行為上符合社會期待，展現優秀運動員應有的行為、影響力以及其價值。

肆、結論
一、結論
本研究在 T 先生偏差行為之關鍵事件，可由以下幾點作為結論：
(一) 偏差行為的起因可能來自於許多不同的面向，因此 T 先生從小的重要他人對其態
度及行為影響甚深。因此運動員在成長的過程中，如出現偏差行為時應當即時導
正，可避免負面事件發生。
(二) 在負向的運動偏差行為中，T 先生的重要他人如：家長、教練、同儕…等都應在運
動偏差行為出現時即時告知並且加以制止，同時體育的相關組織應利用社會控制
之手段來達到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二、建議
經本研究將建議分為學術與實務兩種面向作為區分，提供有志於此之相關研究人員
及單位作為研究參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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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上，在偏差行為之概念中，大多數研究皆探討一般之偏差行為，因此未來可
在運動偏差行為多加著墨，使在探討運動員發生偏差行為時，得以歸納相關之起
因同時說明預防偏差行為之方法。
(二) 實務上，可經常辦理現役或退役運動員之生命歷程講座，使青少年運動員在參與
講座之後能夠更加的提早暸解到運動員之未來生涯將如何規劃，且在講座中尋找
其心目中的角色典範 (Role Model) ，學習設定目標並成功達成，使運動員之偏差
行為得以有效地大幅降低或完全避免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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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life story of a professional swimmer.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viation behavior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 and to
look at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 how to adjust and to deal with himself when he faced with
happiness and depressi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tilized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o this study. There is a main part of conclusion: Significant other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ttitude and behavior when he was young.
Significant others and the organiza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inform and to stop
whe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negative deviation behavior of the sport appeared.
Keywords: swimmer, life story, narrative analysis, devia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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