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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語言‧默會知識－運動技術的翻譯問題 

呂潔如1、黃光獻2 

摘  要 

運動技術的知識建構問題即運動技術翻譯的問題。在以運動技術作為文本

以及知識主體的前提下，本文透過博藍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對知識

與言述的探討，分析運動技術的知識本質，並提出運動技術在知識建構上帶來

的問題。研究指出，運動技術是一種內含符號學習、竅門學習及隱性學習的多

元學習型態，在實踐情境中，運動技術的學習與熟練是焦點意識轉化為支援意

識而成為不自覺的自然反應之過程，愈是高水準的技術，內含不自覺的子技術

就愈多，因而在進行技術翻譯時必然遭遇大量不可表達的文本。而運動技術知

識的建構必須能與經驗產生聯繫，無法全然使用精確的符號或語言，且其符號

或語言的使用必須具備可實踐性以及功能性。 

 

關鍵詞：麥可博藍尼、符號學習、竅門學習、隱性學習、不可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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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語言是人類的存在模式，它反映了人們的世界觀、生活模式與行為模式，語

言創造了現實，也建構了主體。1然而，博藍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在

探討人類知識時卻說：「我們所知的事物遠多於所能言辯」，2他從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實驗中得到的結論是－許多知識或認識的過程是種無法言

辯的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這意味著由語言所建構出的世界仍存在許多空

白，存在許多我們知道或感覺到卻無法表達的真實，這留白常見於身體的活動，

最明顯的便是在運動場上。 

建構運動技術知識的專家，使用客觀精準的語言對運動技術進行描述，但

對學習技術者而言，這種精確語言的描述時常少了某些關鍵或訣竅，以至於仍

然掌握不到技術。而一個球技高超的運動員，能用身體將精湛的技術表現得淋

漓盡致，卻也常難以將他如何做到此一表現的過程說清楚。 

運動技術的難以言述造成了運動知識建構過程中的一大難題。但運動技術

為運動之所以成為可能的母體，也是運動知識產生的意義來源，因此，在以運

動技術作為文本以及知識主體的前提下，本文提出運動技術知識的問題就是運

動技術的翻譯問題，並以博藍尼對知識與言述的分析釐清運動技術的知識本質，

進而揭露運動技術的翻譯問題。 

貳、運動技術知識 

運動乃是人類動作技術的特定化發展，人們運用動作技術進行特定目的之

活動而發展成為運動技術，以達到健康、愉悅、鍛練、卓越等意義之追尋，並由

                                                 
1 周華山，《意義－詮釋學的啟迪》。（台北：台灣商務，1993），165-194。 
2 Michael Polanyi，《博藍尼演講集》(彭淮棟譯)。（台北：聯經，1985），170；原著為 Michael 博

藍尼, The Tacit Deminsion.(台北: 文鶴, 1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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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生動作技術的學習與傳遞。 

一個運動項目的形成，必然包含著運動技術與運動規則，3當身體動作技術

所建構的活動發展成一個運動項目，便需要依靠一定成分的言述，透過競賽制

度以及規則的訂定，讓身體動作技術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例如：「手將球擊出」

的動作技術，在「雙手併攏伸直，合掌互握，以前臂靠近手腕的部位擊球」的敘

述下，此一技術即為排球之低手傳接球技術；在桌球的技術規定下，則必須符

合「手持球拍將球擊過網並觸碰對方桌面」才算是桌球運動。在規則化的運動

世界中，一切的動作技術皆必須符合某種言述（規則或制度）。於是，運動技術

不僅僅是動作技術本身，也包含了知識（理論）的操作與建構，而運動技術知識

的操作與建構便是將身體的動作技術轉化為言述的過程，換言之，運動技術知

識的問題就是運動技術的翻譯問題。 

列·巴·馬特維耶夫對運動技術下了兩項定義：第一項，運動技術是在實踐經

驗的基礎上或理論性形成的理想模式；第二項，運動技術是實際行形成的運動

員完成比賽行為的方式，其特點是運動員在某種程度上有效利用自己的可能性，

以取得運動成績。4我們可以如此解釋，前項意味著運動技術的理論知識，而後

項則是強調運動技術的實踐知識。由於運動技術源自於身體實踐，而一切運動

技術的知識論述也應服務於實踐，因此將動作技術轉化為知識必須要使此一知

識具有可實踐性，否則便會如同阿基米德之言：「給我一個立足點，我將舉起地

球。」 理論上成立，卻無法實踐的運動技術知識將失去意義。但正由於必須落

入實踐，因而在進行運動技術的翻譯過程中，時常面臨難以客觀描述或說不出

的難題。 

                                                 
3 制度化、規則化是現代運動的特徵，而這些都是透過言述（語言、文字、符號）形成。 
4 列·巴·馬特維耶夫，《競技運動理論》(姚頌平譯)。（上海：全國新華書店，2005）3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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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博藍尼的知識本質 

針對運動技術在知識建構上帶來的難題，從博藍尼的知識本質分析中更能

清楚呈現。博藍尼在《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前言中開宗明義強調，本書

是針對科學知識的本質及其合理性所做的一個探討。5他創造出「個人知識」

（Personal Knowledge）這一新名詞，並以此為書名。針對個人知識一詞在傳統

知識論觀點中所產生的矛盾，6博藍尼定義「致知」（knowing）是對被知事物的

能動領會（active comprehension），所強調的是認識中的主動與內隱部分，而反

對知識（knowledge）是一種靜態、客觀的理解。 

博藍尼從主體的內在經驗指出，一般我們所謂的精密科學知識所強調的完

全客觀性，是一種錯覺和虛假的理想，科學知識和個人的理解行動，事實上皆

包含個人的默會成分。在談到言述（articulation）7時，博藍尼更極力證明，一切

的言述，包含高度形式化、系統化後形成的學科知識都具有個人默會的成分。 

一、非言述的原生學習型態 

博藍尼提出學習是一種智力的跡象，從動物及兒童身上可看見，在進入言

述形式的智力表現之前有三種非言述的智力表現，即三種原生的學習形態，前

兩種是源於較為原始的能動性與感知，以及處理前兩種機能的智力內隱運作，

分別是竅門學習、符號學習及隱性學習三種類型。 

第一類竅門學習（trick learning）源自於動物的能動性（motility），其學習是

透過「手段－目的」關係的發現，創發出技能性行動。如：史金納（B. F. Skinner）

的老鼠實驗。8第二類符號學習（sign-learning），不在於創發出技能性行動，而

                                                 
5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xxi。 
6 因為知識被視為與個人無關的、普遍公認的、客觀的。 
7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88-162。 
8史金納將一隻飢餓的老鼠放在箱子裡並裝上一根壓桿，壓一下壓桿便會放出一小塊食物。老鼠

先是在箱子裡東晃西晃，東嗅嗅、西抓抓，在一次偶然機會中，老鼠壓了壓桿吃到一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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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觀察到行動所遵循的「符號－事件」關係，這類的學習主要起源於感知

（sentience），是種持續運用注意力的成就。如：辨別箱實驗。9當動物發現了一

個新竅門時，會運用特定的「手段－目的」關係重新組織自己的行為，藉以達成

目的；同樣地，學習新符號的動物會在感覺場（sensory field）中，於符號與符

號所表示的事件間建立一種有效且有用的連貫性，並重新組織自己的感覺場。

前述兩類學習皆會建立一個學習序列，當重新組織的過程不是透過特定的創造

或觀察行動實現，而是透過理解而實現時，便是屬於第三類的隱性學習（latent 

learning），這是種以智力的內隱運作（implicit operation of intelligence）來處理前

兩種機能，透過分析、理解、判斷、推理以致「頓悟」的學習行為。如：苛勒

(1887—1967) 的黑猩猩實驗10。 

這三種類型的動物學習是三種官能的原生形式，竅門學習可視為是一種發

明（invention）行動，符號學習可視為是觀察（observation）行動，而隱性學習

則是一種理解（interpretation）行動。11人類的這三種官能發展遠超過動物，依靠

著這發達的官能，人類開啟了知識探索之路。 

                                                 
之後又偶然間按到壓桿，得到一塊食物，於是，學習過程開始了，學習的表現是老鼠壓壓桿的

次數迅速增加。最後老鼠不斷壓壓桿以能吃到食物，學過程完成。 
9 動物在箱內遇到兩個間隔的兩扇門，門上有不同的記號，這些記號可以互相對調，動物被訓

練來辨別記號：一種記號表示門後有食物，另一種則沒有。第一階段訓練重點在於認識問題的

存在，實驗人員公開地將食物放在其中一扇門，並讓動物把門推開，使牠發現門後有食物或門

後是空的，這些經驗讓動物建立一種意識：食物就放在兩扇門其中一個，只要推開門即可找到。

理解了這個問題後，動物便推門進入找食物。透過猜測正確隔間，動物最後會發現門上的某些

記號表示門後有食物。參閱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

北：商周，2001），92 
10 苛勒曾經觀察過一組生活在動物園裡的黑猩猩，它們一共是 6 只。在一次實驗中用繩子把一

根香蕉懸掛在籠子的頂棚上。籠子裡只有唯一的一隻木箱可以使用。 6 隻黑猩猩看到香蕉時跳

躍起來竭力想抓住香蕉，但是徒勞。有一隻名叫蘇爾坦的黑猩猩馬上停止了這些白費力氣的努

力，開始從各個方向打量箱子。忽然它停在箱子前面，抓起它並徑直朝目標走去。 它把木箱迅

速放到地上，爬上箱子，從木箱上面使勁跳起，終於抓住了香蕉。科勒還對這組黑猩猩使用其

他工具進行了觀察，如利用木棍去獲取放在籠子外面的水果。這些黑猩猩甚至能夠將兩根短棍

連接起來做成一根長棍。同樣，它們還能把兩三個箱子疊放在一起，再爬到放在最上面的箱子

頂上，借助一根木棍去獲取香蕉。 
11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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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原生(官能)學習發展成學科知識概念圖12 

 

二、建立在言述基礎上的學科知識 

博藍尼進一步考察言述的本質發現，學科知識的本質乃建立在言述的基礎

上。人類會藉由兩項語言操作原則來追求知識，第一項是控制語言表述的過程；

第二項是控制符號操作以幫助思維的過程。13他指出，言述要能傳達意義，則需

遵循必要的限制，因此第一項原則的操作是遵守語言的貧乏律（Law of Poverty）

建立起語法規則，同時必須具有可重複性和連貫性。14 第二項則是在可管理的

原則15下設計出一套表達經驗、思維的方法，讓我們能揭示經驗、思維的新方向。 

                                                 
12 此概念圖是本研究依據博藍尼的言述理論整理而成。 
13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98。 
14 即遵守巡迴律（Law of Iteration）及連貫律（Law of Consistency），參閱 Michael Polanyi，《個

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99。。 
15 即可管理律（Law of Manageability），參閱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

（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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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發現，追求知識的過程就是創造符號、觀察其貼切性並解釋其種種的關係。

在透過言述的操作下，任何一種官能都能發展成為學科知識，為各種學科理論

找到基礎。 

將兩項語言操作原則置於兩端，在第一項個原則下，透過個人判斷，經驗與

理論便能建立聯繫，過程中，個人的參與佔有重要份量。而在第二項原則下，只

要發明適當的符號並按固定的規則操縱這些原則，便可以全然脫離處理經驗事

件的任務，換句話說，就是在不需個人經驗的涉入之下建立知識。 

由第一項原則轉化至第二項原則是一種形式化與符號操縱程度逐漸加深，

並伴隨著經驗接觸逐漸降低的過渡，由這樣的順序所形成的學科分別是描述科

學、精密科學和演繹科學。較高程度的形式化使科學的陳述更精確，使其推理

過程與個人的關係性更低，但也相對地犧牲了內容。在描述科學中龐大且活生

生的形態資源為了精密科學的目的被化約為指標讀數，而在純粹數學的領域裡，

經驗更是從視野中消失。 

三、默會成份在知識中的運作 

針對不能排除經驗的學科，博藍尼提到為了更全面地描述經驗，語言必須

具有更低的準確性，而為了解決這種低準確性言語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非言

述的判斷力必須更有效發揮，也就是個人的默會能力，換句話說，個人的參與

支配著用話語表達具體經驗的豐富性，唯有默會成份的幫助，我們才能談論經

驗。16 

 

 

                                                 
16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許哲民譯）。（台北：商周，20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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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動技術本質 

瞭解了博藍尼對知識本質的分析後，這部份將藉由博藍尼的分析架構來檢

視運動動作技術（文本）的本質。 

一、運動技術的學習型態 

在博藍尼的學習類型架構下，原始的身體動作技術應被歸為竅門學習。這

種學習常是學習者的本能創發，學習者透過操作身體，創造出一種有用的效果，

發明出一種有效的手段，並解決身體所面臨的問題，如：一顆迎面而來的球，手

握球拍的學習者本能地用拍子碰（擋）球，在一段時間的嘗試後，漸漸知道，在

什麼樣的時間、做什麼樣的動作便能成功地將球擋住球甚至將球回擊。 

而同樣的擊球動作技術也會是一種符號學習，在網球場中，動作技術都是

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的行動，其目的就是要將球擊過網，更進一步是要讓對手接

不到回擊球，由此，原始的動作技術進一步成為運動的基本動作技術，而這樣

的目的必須透過學習者的感知，觀察到某種符號，如：觀察到網球選手在底線

接球後衝向網前的下一步會使用截擊，在球落地前便將球擊回，而這樣的做法

可以達成讓對手接不到球的目的。學習者便會運用注意力來增強這種聯結，由

此使產生學習的效果。 

當擊球的動作技術提升到應用技術的層次，便會產生隱性學習。當學習者

學會新的竅門，便會運用特定手段重組自己的行為以為某一目的服務，如：當

初學者學會揮拍的用力方式，便會重新組合自己的擊球動作以便讓球更具威力

地過網。同樣，學習新符號的學習者會在符號與符號的事件之間建立起一種有

用且有效的連貫性並重新組織自己的感覺場（sensory field）。如：學習發球完便

上網截擊的技術，選手便會改變自己原來只在底線抽球而增加發球上網，於是

在他的比賽中其感覺場便重新組合。這兩種學習都會產生一種時間序列，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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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習過程是藉由學習者的理解而產生時便成為隱性學習。17如：發現對手常

使用上網，經由分析判斷後理解了，只要看見對方上網，自己便提早擊球時間

或打低角度球迫使對方不及反應或無法出擊出致命球。在這個過程中，運動技

術也更為複雜並擴展至比賽策略及戰術。 

透過上述討論發現，運動技術在本質上是一種創造的行為，但也會透過某

種符號事件的聯結，而產生符號學習的效果，更會應用竅門學習和符號學習，

進而修正、重組自己的感覺場域，以引發出隱性學習，所以在非言述的領域內，

運動技術是一種複雜而多元的學習型態。 

二、運動技術知識的建構 

前述列·巴·馬特維耶夫對運動技術下了兩項定義，第一項認為運動技術是在

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或理論性形成的理想模式。第二項則提出運動技術是實際行

形成的運動員完成比賽行為的方式，其特點是運動員在某種程度上有效利用自

己的可能性，以取得運動成績。建構運動技術知識的專家所努力的方向乃是屬

於運動技術的第一項涵義，在此定義下，使用客觀精準的語言對運動技術進行

描述亦符合博藍尼所提出的關於建構知識的第一項言述操作原則：遵守貧乏律

以建立起語法規則。然而，這只符合了前半段的操作原則。 

由博藍尼對學科領域的分析來看，運動技術知識屬於描述性科學，知識的

建構必須以能與經驗產生聯繫為依歸，在語言操作原則上除了遵守貧乏律和語

法規則外，尚須符合重複性與連貫性。其中，連貫性是指使故意用不夠精確的

詞語，用以表示某種不可言傳的性質，這個部份只能以某種特定的特徵為基礎

來分辨種種不同的狀況，而要做到這一點卻需要一系列的個人判斷。首先，必

須確定經驗中的哪些變化在辨認這個重新出現的特徵時是無關的，不是它的一

                                                 
17 同註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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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成部份，即必須把它的隨機背景區別開來；其次，必須確定在這個可視為

相同的特徵出現時，哪些變化應被視為正常變化，或者，哪些變化應被視為完

全背離這個特徵，而使其不能算是重複出現的經驗元素。 

無論是以馬特維耶夫對運動技術的定義，或者是以博藍尼對知識建構的語

言操作原則來看，運動技術在由身體實踐轉化為言述的過程中，經驗無法被排

除在外，而個人的參與是必要條件，有了個人默會能力的介入，才使得經驗與

理論有結合的可能性。 

三、運動技術翻譯的問題 

運動技術複雜且多元的學習型態使我們在將運動技術文本轉化為知識的過

程中，必然遭遇可表達與不可表達兩個部分。 

在可表達的領域中，第一種是文本和言述表達相同，例如：足球規則規定，

足球發界外球必須以雙手過頭方式進行。因此運動員的動作技術就必須遵守此

規則所傳達的意義，類似這種規則特殊要求的動作本身，運動員的運動技術必

需完全符合言述，因此，這樣的動作技術是完全可以明確表達的。 

但在第二種可表達領域中，卻是文本與言述有所出入或言述表達不能完全

符合事實的情況，這種現象在運動世界中隨處可見，說的永遠少於（事實）動作

技術本身。當人們要試圖表達一項動作技術卻發生文本語言述斷裂的原因，一

種情況是對技術掌握不夠，一種情況是在將動作技術翻譯為言述時缺乏精準或

足夠的語彙。前者的問題在於翻譯者本身對動作技術的體知，但後者的問題一

部分是翻譯者本身缺乏語言的使用能力，一部份卻是動作技術存在著不可表達

的文本所致。為什麼動作技術具有大量不可表達的文本呢？ 

原來，當身體在操作一項動作時，我們的焦點意識會擺在我們所關注的地

方，隨著動作操作的熟練，關注焦點會產生轉移，原來的焦點意識內化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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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此動作的意識，而此支援意識通常是內化為身體自然動作的一部分，並不

自覺地支援新（進階）的動作。若要轉為言述，則只能說出在做為焦點意識時的

動作技術，但此一技術卻與轉化為支援意識後的技術有所差異。 

一個籃球的初學者，當他開始學習籃球的運球動作18時，必須將焦點放在手

指與球的接觸、球與身體的相關位置、身體中心姿勢……等動作細節，一但這初

學者將動作熟練到變成自然反應時，焦點意識便會轉移到其他更進一步的動作

技術，如：進攻的前進方向、對手的相對位置、如何過人、投籃或傳球等。此時，

運球的動作細節已經內化成為身體的一部份，作為進攻、過人等其他技術的支

援意識。 

因此，當人們問球員如何運球過人，球員可能會回答以「轉身運球改變進攻

路線來越過防守」，但若要求他說明在運球過人當下，手指如何觸球、球的位置

是在身體的何處、在什麼時間點作出轉身等細節動作，球員便只能無言以對，

而這部分已是不可表達的默會知識。 

在運動情境中，對動作技術的追求過程就是將動作技術內化為不自覺的自

                                                 
18 運球動作技術 

（一）原地運球：雙腳前後分立，兩膝微屈，運球維持在兩膝之間，高度以不超過腰為原則，

以手指接觸球面控制球體，手腕彈壓保持節奏，兩眼前視。 

（二）行進間運球：運球落球點應在身體外側前方，上身向前微傾，重心向前，切忌落球在身

體正前方，以免影響運球前進。 

（三）運球變速：運球急停變速旨在擾亂防守者節奏腳步，製造位差、時間差以突破防守。急

停動作應迅速並且做好護球動作。 

（四）運球變向：運球變向旨在擺脫防守者，取得有利進攻之路線。變向動作以左足為軸心，

右腳向左足前方跨出，側肩換手運球並做好護球動作。 

（五）運球轉身：運球轉身旨在當防守者抄截時，以轉身改變進攻路徑。轉身動作以左足為軸

心，身體後轉 180 度，手腕增加彈壓力道，使球體反彈力加大，增長停留於手指時間，

有利於控制球體隨身體旋轉之角度懸空拉引，使球落至左側交於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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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反應，因此，愈是高水準的動作技術，其內含不自覺的子技術就愈多，而在進

行技術翻譯時就會有大量不可表達的文本。 

更重要的是，對於不可言傳性質的辨別需要的是具有“專業“素養的人。除了

前述的專家之外，讓我們能夠直接聯想到的便是具有行家絕技的運動員了。 因

為，以網球為例，從外觀上來看網球的正手抽球動作，每一個揮拍，其拉拍的速

度、揮拍的時機、身體重心的移動、擊球點的位置、發出的力量等等，這些差異

在初學者的表現中可能容易從其外顯行為中看出，但在高競技選手身上，許多

差異可能只有球員本身知道，並且動作技術會隨著操作者的能力產生看似相同

卻截然不同的技術知識，而更複雜、更精細的技術，其語言表述也就更為複雜。

更由於動作技術在本質上便具有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部分，因此動作技術經

驗的傳遞或學習，常常只能透過示範、模仿而難以用話語傳遞。此處突顯出一

個重點，將動作技術轉化為知識必須要使此一知識具有可實踐性以及功能性，

否則運動技術的兩項涵義將只是各立門戶而毫不相關。以下，將就前面的運球

過人技術為例進行說明。當運球的動作技術進階成為轉身運球時，運球動作技

術本身就已經內化成為轉身運球的支援意識，此時，若要說出轉身運球時，那

原屬於運球的技術動作，則是不可能的，並且，原來的運球動作技術描述因為

缺少了情境，因此也不完全適用於轉身運球。 

僅就運球動作技術的知識建構來看，若要對此一知識做完整建構則必須要

加入各種情境，然而，這樣一來就會造成過度龐雜且不精準的語言使用。但是，

若只講求語言的精準，則由上述例子可知，我們獲得的將是精準卻不具實踐性

的知識。此外，運球過人的動作技術乃受對手的防守形態影響，前述的轉身運

球以過人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但要不要加入其他動作技術，必須靠運動員個

人臨場的反應、判斷與創意而產生適當或不適當的動作，若要讓他以言述的方

式再次呈現動作的細節，是很難辦到的，這也是有別於基本動作技術的動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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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運用。 

這裡便出現了一個運動技術知識的第二項要求。在運動場上，尤其在比賽

中，動作技術必定要轉化為可運用的技術，否則，就只能做出標準動作而成為

一種動作展演，卻無法進入比賽。無法產生功能性的動作技術在運動比賽中是

無意義的，但一個具功能性的動作技術必須依賴技術操作者投入情境中的當下

反應與判斷，而達到一個動態的致知過程。因此，動作技術知識的也必須以功

能性作為前提，而顧及功能性的知識則需要個人經驗的涉入。 

伍、結  語 

博藍尼提出言述要能傳達意義，則需遵循必要的限制，而提出兩項限制原

則，第一項是遵守語言的貧乏律以建立起語法規則，並在兼顧可重複並具連貫

性之下使貧乏的語言實現其外延功能，第二項則是在可管理的原則下設計出一

套表達經驗、思維的方法，讓我們能揭示經驗、思維的新方向，而此時，發明適

當的符號並按固定的規則操縱它們，便可以全然脫離處理經驗事件的任務。從

第一項到第二項的過渡是種語言準確性及默會能力由低到高，個人經驗涉入及

經驗描述由高到低的過程。 

在運動技術知識的建構過程中，運動制度與規則透過上述原則將建立精簡

的客觀性語言。在動作技術的部份，多數運動科學研究亦遵守上述原則而形成

各學科知識，即便如此，卻仍存有許多難以客觀描述或難以言述的部份。 

針對動作技術在知識建構上帶來的問題，透過博藍尼關於知識本質的探討

呈現，運動中的動作技術是一種內含符號學習、竅門學習及隱性學習的多元學

習型態，由於在運動情境中，對動作技術的追求過程就是將動作技術內化為不

自覺的自然反應，因此，愈是高水準的動作技術，其內含不自覺的子技術就愈

多，因而在進行技術翻譯時就會有大量不可表達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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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技術知識的建立是要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或理論上形成一個理想模式，

然而，研究者認為將動作技術轉化為知識必須要使此一知識亦能符合「實際行

形成的運動員完成比賽行為的方式」，因此，具備可實踐性以及功能性成為動作

技術進行知識建構（翻譯）無可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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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knowledge of sport technique is that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ng 

sport technique. On the premise of regarding sport technique as text as well as 

knowledge subje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knowledge essence of sport 

technique and discuss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sport technique into languag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rticulation by Michael Polanyi.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port technique is a multi-learning style which including trick learning, 

sign-learning and latent learning. In the practice situation, the study and skilled of 

sport technique is a process of focal awareness transforming to subsidiary awareness, 

and becoming instinct reacts. The more it is the high-level technique, the more 

include sub technique not conscientious, therefore must be a large number of texts 

that can't be expressed while translating sport technique.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knowledge of sport technique must get in touch with the experience, can't 

completely use the precise symbol or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its symbol or language 

must possess but the practicality and functionality. 

 

Key words: Michael Polanyi, trick learning, sign-learning, lat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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