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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運動的遊戲性與嚴肅性之論證 

林涓 1

摘要 

以一般性、普世性的角度而言，從遊戲演變而來的現代羽球運動可以被認為就是一種

遊戲。歷史文化學家 Johan Huizinga (1882-1945) 指出，運動競賽的基本形式是歷久不變

的，但由於對運動不斷的規範和監督，某種純粹的遊戲特徵便不可避免的消失了。換言

之，以 Johan Huizinga 之名著「遊戲人」(Homo Ludens) 的遊戲觀而論，現代羽球運動在

形式上無疑還是保有遊戲的型態，雖然看似蓬勃發展，卻因為隨著社會趨勢，其體制與規

則變得更加嚴格和精密，正逐漸走向過度的嚴肅，其中的遊戲因素正處於漸漸沒落的階

段。然而，遊戲與嚴肅性之間的關係並非真正的對立，遊戲與嚴肅性流動的過程，加速了

對現代羽球運動的省思，激盪出羽球運動創造力的再次展現，讓羽球運動在遊戲與嚴肅性

的循環之間，持續的變動及再創新局。 

關鍵詞：羽球、Huizinga、遊戲、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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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羽球運動的起源眾說紛紜，大抵是由古代的「板羽球」、「追羽根」、「波納遊戲」演變而

來，傳入英國後，大約於 1870 年發展為現代羽球運動。以一般性的觀點而言，從遊戲演變

而來的羽球運動可以被認為就是一種遊戲，然而現今的羽球運動看似蓬勃發展，且在形式上

無疑還是保有遊戲的型態，卻因為其體制與規則變得更加嚴格和精密，正逐漸走向過度的嚴

肅；更因如今羽球運動從業人口不斷增加，許多國家也都將羽球視為重點發展的運動項目，

對於國際賽事成績的重視程度也逐漸提升，球員與教練的地位和報償亦今非昔比，使得競技

的、專業的羽球運動趨向功利性、結果論，比起古代的「羽球遊戲」，現代競技羽球運動純

粹的遊戲性已被淡化。 

 本文旨在以歷史文化學家 Johan Huizinga1 (1882-1945)之名著「遊戲人」(Homo Ludens)

的觀點，以及專家學者對「遊戲人」之研究與詮釋的脈絡，探討羽球運動的遊戲性與嚴肅性，

以及遊戲性與嚴肅性之間的關係，進而探究羽球運動是為遊戲所蘊含的創發特質。但本研究

無意深究羽球運動發展的歷史與相關論據和其規則賽制如何演進，也無意追溯遊戲理論的發

展史與系譜，亦無意討論龐大的遊戲理論如何應用在各個領域；或從各個研究視角探討遊戲

的本質，而是針對「遊戲人」中遊戲性與嚴肅性的論點，探討現代羽球運動的本質與樣貌，

檢視與討論羽球運動的遊戲性特徵，與錯誤嚴肅的傾向；再回到遊戲的創發特質，追溯羽球

遊戲實踐面的深度潛能，以期能對於羽球運動提出另一種角度的省思。 

 本文第一部份為前言，敘述本文的研究背景與宗旨；第二部份介紹荷蘭歷史文化學家

Huizinga 的「遊戲人」(Homo Ludens) ，遊戲的本質與遊戲性和嚴肅性的申論；第三部份為

羽球運動遊戲性與嚴肅性的展現，以及羽球的嚴謹體制與錯誤的嚴肅性；第四部份為羽球純

粹遊戲性與神聖嚴肅性的創發特質；第五部份為結語。 

貳、Huizinga 的遊戲人 

  本段落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闡述遊戲人對人類文化研究的特殊意義，第二部份從

文獻中提煉出遊戲與嚴肅的特質並論述其關係，第三部份探究遊戲性與嚴肅性的創發特質。 

ㄧ、遊戲人的意義  

荷蘭歷史文化學家 Huizinga 著述的經典之作「遊戲人」(Homo Ludens)2至今仍膾炙人口，

這本書可以說是第一本深入探討遊戲與文化、遊戲與文明之間關係的著作。Huizinga 認為文

明是在遊戲中並作為遊戲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尤其作者在自序中特別強調「文化的遊戲因

素」（play element of culture）3，強調文化具有遊戲的性質）和「文化中的遊戲因素」( play 

element in culture4) 重要區別，並不是要確定遊戲在所有其他文化表現中的地位，而是要查

明文化本身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遊戲的特徵；且應該要重視遊戲因素對於文明的極端重

                                                      
1各學者使用的中文譯名可能有所不同，可能出現的版本有：惠欽格、胡伊青加、懷金格。 
2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5).  

3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ix；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成窮譯）（新

北市：康德出版，2013），21。 
4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ix；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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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文化乃起源於遊戲，遊戲的型態成長而展開，而後就從未離開過遊戲。 

 

他認為遊戲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人類精神創造能力的體現；主張遊戲是人類所

有其他文明的最基本形式之一。5 

 

劉一民認為，「遊戲人」寫作動機是成就 Huizinga 對文化理論的一貫研究，Huizinga 採

取直觀遊戲現象的本質，觀察到事物的真相後再返回人類正史文化尋求合理解釋6。「遊戲人」

的根本觀念為人類原是「智慧之靈」(Homo Sapiens)、「創造之靈」(Homo Faber)及「遊戲之

靈」(Homo Ludens)，遊戲是人類理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書中甚至強調：「如影隨形的文

化和遊戲二者裏，遊戲是首要的」7，據 Huizinga 的觀察，不是文化中的遊戲，反而文化是

從遊戲中發展起來的，人類文化源於遊戲，拯救人類文明危機有賴純真遊戲精神的重現。8 

Huizinga 不同於其他學派或流行的研究趨勢，選擇回到遊戲的現象、回到遊戲的本身做

最直接的觀察與描述，輔以歷史資料蒐集考證，舉凡字源、語言、宗教儀式、神話；以及競

賽、知識、詩歌、法律、戰爭，哲學、藝術、當代文明等等，考察每個領域當中蘊含的遊戲

因素，並揭露遊戲的特質，強調遊戲對文化創造、文明生成的重要性。 

 

惠欽格揚棄了當時最流行的心理學分析方式，重新回到人類社會文化中進行重要現

象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精深探究，這種看似保守卻又不同於主流的「另類」研究方式，或

可作為我們在進行當代文化研究的重要參考之一。9 

 

無論是由心理的角度，或是生理的觀點，各門各派對遊戲的研究方式和結果亦是百家爭

鳴，各有各的論述與主張，Huizinga 亦未完全否定其他領域對遊戲的研究成果，但他認為這

些理論都是從遊戲的功能為出發點；進一步地說，人進行遊戲是從遊戲的社會性功效、或人

的外在行為、內在的養成為目的，而遊戲在其中作為一種手段，遊戲的本質是一種工具，為

教育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門理論的目的服務，可以說，遊戲被賦予著許多

功能性，人們期望透過遊戲的模式達到各種目的，或經由遊戲的過程或結果，得到一些自我

成長、啟示或啟發，但 Huizinga 認為這些論述都無法深入遊戲的本質，以及遊戲對文化乃至

於文明的重要性，而遊戲本身並不具有任何目的性或功利價值。 

 

真正的游戲與政治宣傳毫不相關；它本身就是目的，而它通常的精神就是愉快的激

勵。10 

                                                      
5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中等教育》，57.4（臺北，2006.8）：

38。 
6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臺北：師大書苑，1991），9。 

7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5。 

8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7。 

9
方永泉，〈惠欽格(J. Huizinga)的《遊戲的人》[Homo Ludens]書評介－－當代社會文化現象分析的另類觀

點〉，《社教雙月刊》，109（臺北，2002.06）：43-49。 
10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211；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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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遊戲人」中的觀察，在深入人類各種文化原始型態如法律、戰爭、詩歌、藝術、

哲學、神話後，Huizinga 發現了這些文化形態原本均源於遊戲11，但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

遊戲因素逐漸沒落，與文化之間的對比逐漸由明而轉暗，由強烈而轉弱，直到現代文明崛起，

遊戲因素急驟的轉趨沒落，取而代之的是長期文化教養下的「嚴肅個性」。此種嚴肅，是許

多原為極具遊戲性的遊戲，轉變為偏向於功利性、日常生活的目的性，失去純粹的遊戲特質。 

Huizinga 在遊戲人一書中並沒有對遊戲的特質、遊戲性和嚴肅性做系統性的說明，文中

亦沒有明確交代遊戲性、嚴肅性的定義，但描述了許多遊戲的特質；他蒐集了許多文獻資料

考證，考察人類各階段、各種類型文化活動中的遊戲性與嚴肅性，以及隱約地透露著遊戲性

與嚴肅性的呈顯與流動，再從中揭示現今社會與文化的趨勢和弊病；可以說，Huizinga 最關

懷的其實是整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所展現出遊戲因素的含量，他認為人類文明在走向現代的

過程，遊戲性已越來越趨弱化，整個人類的社會變得過度的嚴肅，導致人逐漸變得緊繃、無

趣、失去創意與革新的力量，失去遊戲性的人類社會，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問題產生。 

 

懷氏發現文化裏原有的遊戲因素，隨著現代文明的崛起，逐漸地在沒落中。12 

而且惠欽格的目的其實也不在就「遊戲」這個主題進行全面的探討。他的真正目的

是在藉著「遊戲」這個重要文化現象的分析，強調文化的先驗價值與人們的精神創造能

力，而這些正是在人類當代文明中逐漸凋零、逐漸為人們所漠視的，他真正關心的是「遊

戲」精神的喪失。13 

二、遊戲性與嚴肅性的特質與兩者的關係 

 依據上段落中提到，遊戲人書中並沒有對遊戲性或嚴肅性有明確的定義（事實上，

Huizinga 也從未為遊戲作過定義式的說明）14也沒有集中一個章節專門論述遊戲的特質或論

嚴肅性的層次，但 Huizinga 在考察各型態文化及其論述中描繪出了一些遊戲和嚴肅的特質，

專家學者也從各文中做出詮釋與彙整： 

 

戲具備下列的形式特點(formal characteristics) (一)它是一種自由、自主與自願的活

動；(二)遊戲的活動是有意地要在「日常」(ordinary)生活之外，成為一種「非嚴肅的」

(not-serious)的活動； (三)但在此同時，從事遊戲的人是高度專注的；(四)遊戲也是一

種與物質興趣無關的活動，在從事遊戲時，是不會有任何利潤可言的； (五)遊戲是在

其固有的時空界限內進行著，它有著固定的規則，並以有秩序的方式來玩； (六)透過

                                                      
11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8。 

12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8。 
13
方永泉，〈惠欽格(J. Huizinga)的《遊戲的人》[Homo Ludens]書評介－－當代社會文化現象分析的另類觀

點〉，43-49。 
14事實上，Huizinga 在書中大多稱遊戲的特質、特徵，而非定義。劉一民在《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

與人生》一書中的第一章——〈人類為遊戲之靈〉，文中（在書中第 9、10 頁）明確論述 Huizinga 未曾為遊

戲定義：在「人類——遊戲者」一書中，懷氏對遊戲的特質（他並未就遊戲下過定義）做了很詳盡的描述，

其獨特而嶄新的陳述，落實地揭曉了遊戲現象的本質，然而他不願意簡化事物的風格，以及略帶拐彎抹角、

間接的陳述，卻使得許多參考或引用該書的讀者，誤會或漏失了許多懷氏的原意。因此，往往在讀者頗有同

感，驚奇不止，拍案叫絕之餘，留下的是滿頭的霧水和一臉的迷惘。等到他們刻意要引用懷氏的遊戲特質描

述時（大家常以為是懷氏的遊戲定義），幾乎是「不引則已，一引便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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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會促成社會群體的形成，這些社會群體有著自己的「祕密」它們會透過「偽裝」

或其他方式來強調它們與整個公有世界的差異(Huizinga，1955:13)15 

 

劉一民根據 Huizinga 對遊戲現象特質的描述，發現了自由性、時空限制、非真實性、有

秩序性、有規則性、緊張性、不確定性、虛構性、樂趣性、部分的完美性、韻律感、協調性、

神祕性……等等16，並更加精細明確的將其分為遊戲的形式特質、遊戲的功能特質、遊戲的

根本特質三類： 

 

（一）遊戲的形式特質:1.遊戲是自由的、2.遊戲是非日常性的、3.遊戲是有時空

限制的。（二）遊戲的功能特質:1.競爭、2.表現。（三）遊戲的根本特質：樂趣(fun 

element)。17 

 

在母特質之下，還有許多細項的子特質，幾乎皆可應驗在所有的遊戲形式。除了遊戲的

特質，劉一民亦從《遊戲人》的文本之中深入作者背景了解並多方比對，提煉出書中描述之

嚴肅性的種類，將 Huizinga 所論述的嚴肅性概念分為以下六項： 

 

(一)日常生活的嚴肅性：如工作、職業會有嚴肅的感覺。(二)遊戲的嚴肅性：對規

則、遊戲精神的遵守。(三)過度的嚴肅性：對於嚴肅性過度強調，走向僵化而失去樂趣。

(四)錯誤的嚴肅性：過度的嚴肅性是僵化與過份渲染，錯誤的嚴肅性偏離嚴肅性主線，

致使原本具遊戲性格的活動失去了原始特質。(五)道德的嚴肅性：以道德良知做為指標

來判斷日常活動，是合理的嚴肅性。(六)神聖的嚴肅性：嚴肅性的理想模式，存在於未

開發的原始社會、宗教或神的領域。18 

 

根據這些對嚴肅性特徵的分類描述，嚴肅性已突破普遍認識的辭意，有了不同層次的意

義。以一般的認知而言，遊戲性和嚴肅性是兩個意義極端的詞彙，遊戲在一般的認知下是不

可能與嚴肅性沾上邊的，遊戲本來就不是嚴肅的，因為就只是「遊戲」而已，屬於逸樂的範

疇，只是為了有趣、怡情，與現實生活是切割的，無須在乎或認真以對，且遊戲的目的就是

為了得到歡樂、讓遊戲者感到放鬆、解脫，紓解現實生活的壓力、在一個非現實的空間展現

自己，無論遊戲進行得如何、過程或結果如何，都只是在遊戲的時空內，不會對現實生活產

生任何影響；相反的，所謂正事，例如工作，就是必須端正態度，嚴肅的去對待，不容有一

點閃失，更不能有所謂嬉戲的心態，沒有放鬆的彈性空間，且與現實生活中種種利益得失直

接相關，不可能以「遊戲」的心態去面對工作。 

 

在我們的思路中，遊戲和嚴肅是直接對立的。19 

                                                      
15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34。 

16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8。 

17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10。 

18
劉一民，《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15。 

19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5；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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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遊戲世界裡，對於真正進入遊戲的人而言，也是非常嚴肅的。 

一旦我們從「遊戲是非嚴肅的」進到「遊戲不是嚴肅的」時，這種對立就即刻棄我

們而去，因為某些遊戲的確可以是非常嚴肅的。20 

當遊戲的人真正投入遊戲中，他們會用嚴肅的態度面對正在進行的任何步驟，嚴肅的面

對所有細枝末節，沒有一絲放鬆，且亦是嚴肅的看待最後結果，儘管遊戲結果與日常的生活

沒有關聯。這種在遊戲中被激起的嚴肅態度，是遊戲參與者對遊戲本身「認真」、「投入」、

「沉浸其中」、「全力以赴」甚至「著迷」、「瘋狂」，在遊戲進行中，遊戲者忘了自己是誰，

忘了這「只是遊戲」，拼了命的、奮不顧身的去面對自己的境況、解決眼前的難題、追求自

己在遊戲中的標的，試圖發揮自己的能耐到極限；在遊戲產生某種階段性結果後，會用嚴肅

抑或是嚴厲的眼光審視遊戲的過程，以及評估自己在遊戲過程間是否達成某項任務，檢討出

結論後會積極的思考、佈局下一階段、預擬下一次的遊戲歷程，練習某些自己欠缺的技能，

重新為自己規劃目標，以期自己能完成遊戲中的任務。 

至於遊戲的「嚴肅性」則與遊戲者專注與投入的「態度」有關。或許我們可以這樣

說，Huizinga 所講的遊戲，就是「認真地進行非以嚴肅性目的為主的活動」。簡言之，

在 Huizinga 的看法中，「遊戲」與「嚴肅」之間的界限其實並非如我們所想像那麼明

顯。21 

這種投身非日常生活的遊戲所產生的嚴肅性，和一般生活中的嚴肅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現實生活中的嚴肅性，是因為和現實生活中的利益或某些目的相關，也因為態度嚴肅與否可

能會直接影響到現實生活中的處境，且對當事人產生各種程度上的壓力，所以不得不嚴肅的

去對待；若態度不夠端正嚴謹，沒有把事情妥善處理，便可能會遭受個人或團體利益上的損

失。 

而遊戲中的嚴肅性，則是遊戲者進入了非日常時空，在遊戲中，遊戲者被遊戲召喚、全

神貫注地進行遊戲時，與遊戲的各種特質產生交會，激盪出遊戲對遊戲者的召喚、遊戲者對

遊戲的沉迷，以及遊戲者本身的緊張感、刺激感和樂趣，喚起遊戲者最原始的遊戲慾望，因

此遊戲者展現最為純粹的遊戲性，進入了類似宗教或神性的、接近神聖的嚴肅性。 

此種嚴肅性是建立在遊戲精神的基礎上的，若遊戲者無法享受遊戲、無法回應純粹遊戲

領域的召喚，便無法進入神聖嚴肅的狀態。與一般遊戲與嚴肅絕對二分或對立的觀點相異，

在 Huizinga 這裡，遊戲與嚴肅的關係並不是兩條平行線，亦不是兩個極端點，更非兩相絕對

的對立， 

然而，更加仔細的考察表明，遊戲與嚴肅之間的對立既非最後的亦非固定的。22

20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5；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8。 
21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35。 

22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5；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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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語最源於神聖的遊戲，如此謎語便完全破除了遊戲與嚴肅之間的區別。它同時是

這兩者：既是一種最為重要的儀式因素，同時在本質上是一種遊戲。23 

非但如此，兩者間其實還相輔相成，遊戲精神令遊戲者進入神聖的嚴肅性，而遊戲者進

入了神聖嚴肅性的狀態，則越發彰顯了遊戲精神，也是 Huizinga 所認為真正理想的遊戲狀

態。至此，遊戲與嚴肅已非是「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的特殊時空」的二分法定義，遊戲性

與嚴肅性是平衡且同時存在的（絕對遊戲性與絕對的神聖嚴肅性），並非對立，亦非光譜的

漸層，而是流動的，彼此消長之間也能相輔相成，相互成就，遊戲與嚴肅的關係，會視遊戲

與嚴肅的性質，或場域的特性、或事件的情況背景，而有所消長或流動，遊戲性與嚴肅性的

關係與申辯有了另一種新的層次和詮釋。 

任何遊戲在任何時刻都能完全把遊戲者席捲而去。遊戲與嚴肅之間的對立總是變動

的。24 

而今日的人類社會，被認為是越來越走向過度嚴肅，甚至是錯誤的嚴肅，本質上已失去

遊戲性，Huizinga 所理想的遊戲、純真的遊戲精神、身心靈投入遊戲的神聖感、不問利益得

失的遊戲場域，所有遊戲的特徵與性質，在現今社會似乎逐漸沉寂，那種有活力的、有創造

特質的遊戲幾乎消失，於是整個人類世界變得功利、僵化、無趣、死寂，亦不再富有創造力，

競爭與表現變得不再有樂趣與熱忱、不再好玩、不再令人嚮往、不再為人津津樂道，「遊戲」

變得貧乏無味，只是為了勝負輸贏、為了名次結果、為了爭取利益；運動競賽也不再有靈動

和創發的潛能，變得平面化與世俗化。 

Huizinga 始終認為，蘊含多少遊戲因素的成份，是文化與文明興衰起落的關鍵，但當代

的社會與文明中，遊戲因素已然趨向匱乏。 

我們已看到，19 世紀已喪失了那曾是先前時代之特徵的許多遊戲因素。25
 

三、遊戲與嚴肅的創發特質 

所有的詩都誕生於遊戲……26 

詩的想像本身即不斷表明它徘徊於幻想與信念、遊戲與嚴肅之間。27 

23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10；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

140。 
24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8；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

31。 
25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95；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

236。 
26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29；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161。 
27

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40；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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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inga 在「遊戲人」中對各式各樣文化行為或模態的考察，深入了人類各種文化的原

始型態：神話、法律、詩歌、戰爭、哲學、藝術…等等，他指出這些文化型態的發展皆是源

之於遊戲，亦即人類的遊戲行為創造了、推動了各樣文化型態的進程；神話的流傳、法律的

制訂、詩歌的創作、戰爭的儀式、哲學的答辯、藝術的想像...等，都是人類在遊戲的過程中

發揮了創造力，致使個型態的文化紛紛演變至今；無論是跟著邏輯的、有跡可循的，或是天

馬行空、神來一筆，人類在遊戲中被激發出種種自由想像創造的能力，文化得以更加多元化

的存續，可以說遊戲中的創造力特性，一直深深影響著各式文明的演進。 

而在 Huizinga 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固然他認為幾乎所有領域的人類文明成

就之中都滲有遊戲的影響與成分在內，但是這種文明中的「遊戲」成分主要還是與人本

身所具有的自發性、創造性及自由有著密切的關係28 

有趣的是，遊戲雖然是文化演進的必然，創發文明和涵養文化卻不是遊戲本身的目的，

更非人類「進行遊戲」的目的，遊戲這種自為的創造特性，顯現遊戲有別於日常生活的殊異

性、更跳脫出其餘主張功能目的論的框架，使遊戲擁有獨特的存在位置。 

人的遊戲是與人的精神相應之重要活動：遊戲非關嚴肅目的，但又包括專注投入的

嚴肅態度之成分在內，它進行創造的目的並非為了牟利或謀生，但所創造出來的遊戲內

容有時卻又包含深刻的精神內涵在內。29 

遊戲性與嚴肅性間關係的流動與相互成就正是創造力的關鍵，當遊戲者進入純粹的遊戲

狀態，認真嚴肅地去進行遊戲，就可能進入神聖的嚴肅性，創造因素也會隨之啟動生成：在

「玩」某些遊戲時，會有期待、會有預設、會有策略、會有謀劃，此時便激盪出想像的迸發；

若是較即時的情勢變化，或出現臨時變動、與想像不同的情況，遊戲者的瞬時反應、靈活的

應變能力都能夠被激發，創造一些特異的因應方式，即有可能產出新的知能、新的典範。 

我們不能認為嚴肅蛻變為遊戲，也不能認為遊戲被提升為嚴肅。毋寧說：文明逐漸

這兩種心智生活之間產生了某種分化，我們把這種心智文化生活分別區分為遊戲與嚴肅；

但它們最初卻構成了統一的心智媒介，文明就是從這種媒介產生出來的。30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174。 
28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41。 

29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43。 

30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10；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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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羽球運動的遊戲性與嚴肅性的展現 

本段落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闡述一般羽球愛好者的遊戲和參與的嚴肅性，第二部

份為競技羽球的嚴肅性，第三部份探討羽球嚴謹的體制與錯誤的嚴肅性。 

ㄧ、一般羽球愛好者遊戲的嚴肅性 

    在初學者、社會業餘人士、一般羽球愛好者的場域裡，一場羽球比賽，如同遊戲，通常

被視為一個非日常的時空，進行羽球運動時往往都能對於他們的感官有相當大的刺激，情緒

隨著球的上下前後左右忽快忽慢而起伏，投入的心力亦是相當巨大的。但這種心情不同於一

般日常生活，並且可自由、自願參與，沒有將羽球運動視為工作；在球場上可以暫時脫離平

時自己所在的位置與角色，不論是藍領白領貧窮富貴，不論社會階級地位、不論男女老少，

當換上運動裝、穿著球鞋、提起球拍、站上球場，大家都可以展現自己在羽球方面的技術和

技巧，盡力「壓迫」，讓隔網而立的對方摸不到球或發生失誤，進而贏得競爭。可以盡情的

將平常生活上、學業上、工作上、家庭上、人際關係上的壓力藉著打球來釋放，只要全心投

入這個有特定的秩序和規則、有特定場地、籠罩在其自身祕密的氣氛中「遊戲」，感受這個

運動項目帶來的，跟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也能從中更了解自己，讓自己身心都能更

加健全。所以對這些初學者和社會業餘人士而言，羽球運動是既能在場上體會樂趣，額外又

能夠鍛鍊體魄、享受運動與汗水、找尋成就感與建立人際關係的一項運動，無論今天在場上

的表現如何、勝負又如何，興奮或失落，下次來到球場又會積極參與，樂在其中。 

 無論是以競賽的型態或以一般遊戲的競爭型態進行，都總會在特定的時空與特殊的規則

下進行遊戲，羽球運動亦不例外，無論是私下三五好友聚在一起進行「羽球遊戲」，或著為

了提升實力所進行的羽球專項訓練；抑或是參加正式的羽球賽事，參與者無不謹守規則，符

應參加羽球遊戲的守則，如此才能讓遊戲順利進行、享受參與遊戲其中的樂趣，是為羽球運

動之遊戲的嚴肅性。 

二、競技羽球的嚴肅性─日常的嚴肅性、過度的嚴肅性 

    相較於休閒娛樂的氛圍與環境，所謂的專業、競技型態的球員，對於自己的「專長項目」

的心境卻是大不相同，便是羽球運動員日常的嚴肅性之呈顯。首先，在心理方面，競技球員

要承受的壓力與煎熬是非競技選手難以比擬的，對競技球員來說，羽球可能是從小的夢想、

畢生的職志，或是升學的重要手段，或背負家長、親友們的期待，又或者是未來工作的跳板，

跟業餘的羽球愛好者相比，競技型態的球員雖然也可以很享受練習、在場上出賽、甚至是檢

討自身的過程，但實際上真的很難將羽球視為真正可以放輕鬆去進行的「遊戲」，因為只要

拿起球拍站上球場，壓力也隨之而來，更何況練習時身旁有隊友的相互砥礪與競爭，不免俗

的會有比較的心態、會有想要比其他隊友都做得更好的想法，難以用遊戲的心態進行練習。

此外，教練的指導和叮囑也是不小的壓力來源，教練在一旁監督、提點甚至責備，會迫使球

員從正在面對的情境裡中斷，將專注力轉移至教練的責罵或教練的視線，這些情況都是相當

巨大的壓力；自信心較高的球員，只要教練在觀看，便會莫名的想要表現出自己的能力，表

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反觀自信心低落的球員，受到教練視線的青睞時，也許會覺得自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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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又做錯了、發揮得不好了，更加的緊張兮兮和沒自信。 

如果是球員們自己在約「play」31，通常都能玩得很開心很放鬆，即使知道自己是在「比

賽」，也較能夠享受過程中的刺激與歡笑。反觀正式比賽或教練指示的隊內對抗賽，緊張的

氣氛，與隊友或對手較勁的心態，以及勝負的心理壓力，都讓球員很難放開手腳，全心投入

在自己的發揮。競技球員通常對勝負輸贏、名次排位高低相當敏感，將這些看得很重要，甚

至毫不猶豫的認為這些就是自己在這支球隊裡的價值，因此進行羽球運動時，緊繃的神經與

心態對競技選手而言真的是難以跳脫，不太可能真正以休閒和完全放鬆的遊戲心理去面對這

項會影響自己人生道路的運動。這樣的現象是現今羽球運動員的常態，不難看出此現象已呈

現出羽球運動過度嚴肅性的一面。 

三、羽球嚴謹體制之錯誤的嚴肅性     

競賽的遊戲(games)，在「運動」(sports)的包裝下，已經變得愈來愈嚴肅，規則也

愈來愈嚴苛與鉅細靡遺；而隨著運動的系統化與體制化，某些純粹的遊戲性質(play- 

quality)也無可避免地喪失。32 

 

今天為人們所熟悉的現代運動，越來越趨向功利主義，現實生活中的利益與遊戲的結果

（比賽的成績）緊緊相連，使得遊戲已非純粹的遊戲，運動已非純粹的運動，而是與真實生

活重疊，錯誤的嚴肅性導致虛假的球賽、刻意製造出的不真實結果， 

 

遊戲（game）在運動（sport）的形式下，已受到人們越來越嚴肅的對待。33 

  即便現代社會技術有能力在體育場舉行公開展示程度最高的大眾表演，也無法改變

這樣的事實，即不論是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是有組織的美國大學生運動會，還是大吹大擂的

國際比賽，都不能在哪怕是最小的程度上把運動提升到能夠創造文化的水平。不管這種運動

會對表演者和觀眾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它都是貧乏的。古老的遊戲因素幾乎完全萎縮了。34 

 

 例如重傷中華職棒的假球事件，部份球員為了現實生活中的利益而完全摒棄遊戲的精神；

又例如近年來沸沸揚揚的大聯盟偷暗號事件；以及大聯盟球星使用禁藥事件，使棒球運動的

誠實性消失35，也使棒球運動的遊戲性消失。其他運動也不乏此類的案例，田徑、舉重、網

球、籃球、自由車等等項目都發生過選手使用禁藥、打假球的事件，令現代運動發展精緻且

產業蓬勃的同時，蒙上了一層陰影。 

 

Huizinga 之所以從不同重點角度的切入，其實正是為了針眨其所處時代的各項文明

                                                      
31
通常是在正式訓練之餘，或教練不在現場時，球員自己邀約進行各種形式的比賽，例如三打三。 

32
方永泉，〈惠欽格(J. Huizinga)的《遊戲的人》[Homo Ludens]書評介－－當代社會文化現象分析的另類觀

點〉，43-49。 

33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97；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37。  
34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98；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38。  
35
新聞來源：〈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mlb-太空人偷暗號受害者-史卓曼-棒球的誠實性消失-

043958622.html〉，2020.12.31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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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例如當他目睹了當時各種大型運動競技過度重視競賽成績，一再追求更高更快的

記錄時，他就憂心原先遊戲中那種自發性(spontaneity)與自在性 (carelessness)可能會因

而喪失。36 

 

現代羽球運動中亦不難發現這樣的現象。羽球的高競技競賽都已過度嚴肅，球員間、教

練間的遊戲成為現實生活的縮影和現實世界的對照，錯誤的嚴肅性導致失去遊戲的嚴肅性和

道德的嚴肅性，使得羽球運動更加傾向於勝負、成績導向，從過度的嚴肅性向錯誤的嚴肅性

靠攏。至此，羽球運動已非無功利性的遊戲，羽球運動員和羽球相關從業者對待羽球根本的

態度已然驟變，無論是教練團隊、選手，到醫療復健團隊、器材廠商及研發人員、競賽工作

人員及裁判，將羽球視為職業、志業，已然跳脫純粹遊戲的時間空間，成為現實生活，有些

球員和教練甚至將羽球運動視為生活中的全部。 

 

運動小組把一些人（活動對這些人已不再是遊戲）挑選出來，將之歸為遊戲性低於

但能力上優於遊戲者的範疇。37
 

 

訓練變得僵化、目標變得狹隘、勝負結果變得太過重要，無法不在乎排名或名次，太過

於注重羽球運動和羽球比賽的附加價值與外在價值，投入羽球運動只為某種目標上的驅力

（無論是所謂外在驅力：獎金、名利等等，或是內在驅力如完整自我生命、完成自己對自己

的期許、達成自我價值設定、完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標等等，抑或是某種使命感：完成家人對

自己的期望、追逐教練為自己設定的目標、達成球迷或球界人士對自己的期盼等等），帶有

目的去從事羽球運動，往成績至上、科學至上的核心理念趨近，球員成績進步，教練也服從

運動科學領域給出的訓練建議，代表運動科學介入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所以以錯誤的嚴肅性

去看待成績與科學化，羽球運動此時也成為一種生產工具，產出許多科學研究的數據、再以

科研數據反身給羽球教練和球員指導方針，以為這些就是運動的真諦或運動中最重要的本質，

因此整個運動團隊和研究團隊越來越重視成績、比賽結果，在乎比賽能實際獲得的名利，方

能證明科學研究與理論數據的價值，並且讓球員逐漸麻木，沒收球員「親身」感受羽球運動、

享受羽球運動的能力，成為成績的與勝負的傀儡，困在狹隘的價值觀中，失去享受羽球的自

由；生命的意義、自我的認同，全都建立於勝負與否、世界排名、生涯累積獎金和獎座獎牌，

不重視享受遊戲、不在乎是否真正沉浸遊戲，違背純粹的遊戲精神。 

當羽球運動成為實際生活上收入的主要來源，成為羽球運動員名利雙收的最佳途徑，羽

球已不是遊戲，而是無法與生活中的經濟、名聲脫鉤，成為生活中達成目標的主要手段；況

且有了成績、打出名氣、成為明星球員，能夠擁有較多的媒體資源與社群網站關注量，隨之

而來的廣告、代言等等，更成為比巡迴賽累積獎金更優渥的收入來源，因此，對於一位職業

或半職業的球員而言，或有意以羽球為畢生職志的基層選手，戰績便應該是要最被重視，也

不得不在意的主要考量與評斷，基於羽球運動場域越來越看重成績的現實，各國各隊於各項

國內外重大賽事，常常發生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取勝利，或以不正當手段，遊走在規則邊緣的

                                                      
36
方永泉，〈J. Huizinga 的「遊戲人」的觀念在教育美學上的啟迪〉，38。 

37Huizinga, J., 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197；譯文引自約翰.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著，《遊戲人:對文化中遊戲因素的研究》（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Culture），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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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當這種非嚴肅的活動成為人類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時，可能會有兩個結果。一個結果

是，非嚴肅的活動必須以嚴肅的態度從事之，也就是對於從事遊戲活動或觀賞遊戲活動

的人來說「遊戲不只是遊戲」，他可能代表的是大筆的金錢收入、名望的提升，甚至代

表了國家的榮辱。38 

 

這種趨勢在奧運會的羽球項目中已是再明顯不過。自羽球於 1992 年的巴塞隆納奧運會

成為奧運的正式項目以來，對奧運羽球項目的重視程度幾乎超越了世界錦標賽，以及擁有深

厚傳統的湯姆斯盃、優霸盃和蘇迪曼盃，成為了羽壇最受重視與矚目的賽事。作為一位競技

羽球運動員，無不以奧運會舞臺為自身的夢想與目標。組織嚴密的現代奧運會，本就是各國

必爭之世界最大型賽會，因各國對於奧運成績都相當重視，故而比賽中常有為了取得勝利，

球員或教練遊走在規則邊緣地帶，甚至是違規的狀況發生，2012 倫敦奧運的羽球項目就是

一個血淋淋的震撼。 

2012 年倫敦奧運爆發了羽球女雙賽事技術性放水醜聞，整件事的起因就是中國隊和韓

國隊都不想讓自己的兩組人馬提前遭遇，最好八強各自分在不同邊，最後才在金牌戰會師，

完成金包銀的美夢。為避開提前與己方隊友或強敵在準決賽中相遇，保有兩組人馬都進金牌

戰的機會，共計四組、8 名女子雙打選手參與了打假球的行動，故意輸球。由於打假球的組

合放水行為太過於明顯，表現得荒腔走板，擊球不是掛網就是出界，極少拍數來回，連發球

都常常過不了網，完全沒拿出世界頂尖球員應有的水準，更試圖故意輸掉比賽，因此引發六

千五百名觀眾不滿，現場噓聲四起；甚至出動裁判長親臨場邊盯賽，並祭出黑牌警告雙方，

如果不立即改善就判罰兩隊失格。有球員表示，大會一定要處理，因為如果缺乏運動家精神，

繼續策略性的打假球，只會加快羽球被踢出奧運項目39。世界羽球聯盟 (BWF) 進行紀律專

案調查後，決定祭出重懲，包括兩組韓國選手、中國隊和印尼隊，這四組選手全數取消奧運

參賽資格。 

 

消極比賽的行為，雖然並沒有違反羽球比賽規則，但這些選手之所以接受比賽規則

的限制，是為了執行教練命令或儲備戰力等外在於比賽的目的，完全喪失了該有的運動

家精神(比賽態度)。40 

  

這次事件，無非是各國教練團為了自己的績效，為了所謂「國家榮譽」，運用賽制與規

則上的「疏漏」，從而爭取對己方國家全體隊職員最佳的成績利益，將運動精神和對羽球運

動的尊重拋諸腦後，反而使國家隊蒙羞，寫下羽球運動史上難堪的一頁。對教練、運動員或

管理階層而言，羽球運動已是他們爭取現實生活中利益所得的重要手段，運動員帳面上沒有

                                                      
38方永泉，〈從「遊戲」意義的轉折來分析當代遊戲文化的特徵及其引發的教育思考〉，《教育研究集刊》，49.3

（臺北，2003.09）：87。 
39
新聞來源：〈https://sports.ettoday.net/news/82196?redirect=1〉，2020.10.03檢索。 

40
胡天玫，〈假球:倫敦奧運羽球女雙消極比賽的倫理檢驗〉，《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4.1(臺中，

201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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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全體隊職員的資源分配都會受到影響，運動員本身也可能不再被教練與管理階層所信

任，進而永久失去出賽的機會，因此但凡有能夠將成績提升的方法，在不違反規則，即使是

違背運動精神、違背參與羽球運動的初衷，都不惜一試。這樣的情形，在現今的體育運動領

域已是屢見不鮮，因為走向了錯誤的嚴肅性，過份嚴肅的看待成績、資源、利益、名聲、地

位，太過於重視奧運會或其餘重大賽事的成績，以及成績隨之而來的相關利弊得失，使得羽

球運動產生錯誤的嚴肅性，導致了倫敦奧運羽球項目的放水事件，顯現出羽球運動開始喪失

了遊戲的嚴肅性和道德的嚴肅性，重創了羽球運動的遊戲精神與形象。 

雖然賽制的漏洞凸顯出規則的不完備、亦未考量到比賽情況的種種可能；以及明顯的，

世界各國對運動成績的追求已進入錯誤的嚴肅性，無論是運動員或教練、各國的體育運動單

位，都臣服於成績優先的教條，默認了也默許了摒棄遊戲精神的做法，但也因此促成了檢討

與改變的契機，這些錯誤的嚴肅性浮上檯面，令整個體育運動領域有了震撼感，開始思考這

樣失去遊戲精神、運動精神的比賽，究竟有何意義，除了對賽制的研究更透徹、設想到更多

的賽況去完善整個制度層面，在精神層面亦有危機感，讓更多的球員或教練及管理階層的人

員更深地了解到，失去遊戲的特質、遊戲精神、運動精神的羽球運動，已經失去靈魂、失去

羽球運動最精髓的部份，不再具有任何「價值」。但正因此事件的震撼，讓羽球場域的人們

開始思考與反省，原先看起來是負面的狀態，卻埋下了羽球運動轉變和進步的種子。 

羽球運動作為其中一種型態的遊戲，是集羽球運動員、教練、相關從業人員創造力之大

成的場域，雖然羽球運動蘊含的遊戲性與其他現代運動、乃至於社會一般，呈現衰微的態勢，

但即使是頻繁出現過度嚴肅，甚至錯誤嚴肅的現象，看似僵化致使創造因素貧乏，羽球運動

的每一個面向，都還是不斷的創造、發展出新局，如同前段所見的羽球運動場域的弊端，便

是羽球運動痛定思痛、反省思過，重新審視羽球運動體質的契機，也是重整風氣，再創新局

的良機；而羽球運動的相關重要組織，亦更加努力去完善羽球運動的賽制規則和競賽章程，

調整羽球運動重要賽事的期程，更多地為整體賽事趨向、觀眾、羽球運動員本身考量，此舉

或多或少的影響各國或各組織的年度賽會目標，也讓教練和球員的訓練方式、出賽計畫必須

作出調整，推動著羽球運動不斷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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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羽球運動遊戲與嚴肅的創發特質 

    本段落共分為四個部份，第一個部份以規則的變動體現羽球場域的創新；第二個部份

展現球員與教練、對手或搭擋相互激盪後的創發，第三個部份為球員自身展現的身體創造

力，第四個部份為羽球運動中純粹的遊戲性與神聖的嚴肅性。 

ㄧ、教練和球員與規則改變之間的遊戲—規則演變後的新頁 

規則是運動競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規則設置要考量到該項目的效益，像是要顧及時

效性（羽球運動項目從發球得分制改為落地得分制，就是為了縮短比賽間，加快比賽節

奏，並更能配合電視轉播時間）、可看性（更高超的技術及來回）、精彩度（比賽節奏更

緊湊）、公平性（盡量減少人為因素影響裁判判決）、結果的不確定性（更加無法預測勝

負）等等；或是該項目規則出現漏洞和弊病，在不影響該項目的本質為前提的情形下，該

項目的國際總會便會修改一些規則，以符應上述目的。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以便使比賽順利而公平的進行，便設定或約定了許 多方法、

規則，這些方法、規則經常年的累積取捨，便成為各種運動項目比賽的方法。這些比

賽的方法，再經過學者、專家的研究、改進和實驗，並予以制度化，便成為現代所被

使用的競賽制度。41 

 

例如羽球於 2014 年的超級系列賽啟用鷹眼系統；也因為鷹眼系統的回放和球員擁有的

挑戰權，改變了比賽的節奏，不僅僅是輔助裁判，也影響了觀眾觀看羽球賽事的氛圍， 

 

當主審同意選手的 Challenge call out，並進行羽球鷹眼模擬飛行和著地落點的電

腦動畫時。教練團和球迷隨即高聲吶喊 IN...，氣氛非常緊張。數秒後主審左後方轉播

大螢幕顯示羽球模擬飛行和著地落點的電腦動畫，結果是 IN。選手以及教練振奮不

已，球迷觀眾更是鑼鼓喧天，鷹眼系統有助於裁判做出精確公平的判決，不要再有誤

判事件的發生，讓選手及觀眾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去享受比賽。42 

 

為驅使羽球運動發展得更完全，也為符應重視結果、講究公平與細緻規則條文的現代

運動特質，羽球運動也漸漸發展出更加嚴謹的規則與體制，羽球運動有了規則上的演進，

將羽球運動的整體大環境塑造成另一種面貌。國際羽球總會近年來，為了讓羽球比賽節奏

更快，時間更短，精彩度更高43，於 2006 年國際羽總年度代表大會通過 21 分每球得分

制，捨棄了發球得分的舊制。自羽球新賽制實施，縮短了比賽時間，比賽節奏的明顯加

                                                      
41
楊繼美，〈羽球競賽制度之分析與探討〉，《淡江體育》，7（臺北，2004.11）：153-16 

42
周財勝、楊瑞珠，〈鷹眼即時回放系統在羽球比賽現況之探討〉，《政大體育研究》，24（臺北，

2017.12）：1-11。  
43
楊繼美，〈2006年最新國際羽球規則及裁判紀錄法〉，《運動教練科學》，7（臺北，2006.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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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比賽偶然性的加大44，在在影響了羽球運動往後的發展，更為羽球運動開啟了全新的

歷史頁面。 

 

新規則的修改，可能影響到比賽的結構與內容。例如，男子單打在新賽制中的平

均每拍擊球時間即顯著縮短，在競賽節奏上更快、更激烈，快速進攻的技戰術顯然是

新賽制下發展的重要趨勢。45 

 

羽球從發球得分改為落地得分，衝擊了整個羽球訓練的系統，在體能上的負荷系統也

與從前不盡相同。一開始大多教練和球員並不認同，認為此舉破壞了羽球運動的特性、美

感與發展精神，但在適應後，教練與球員又能夠開發出新的模式適應比賽節奏， 

 

對於現在新的賽制而言，將比賽的時間縮短，加速選手進入比賽狀態的時間，使

得比賽節奏加快，對耐力的要求降低，進而要求選手搶先搶快、爆發力強，所以速度

的增加與力量的增強更為重要。46 

羽球新、舊賽制相較之下，新的賽制讓比賽充滿不確定性，縮小強、弱隊之間差

距，形成選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因此，掌握新賽制的特性，才能有效的訓練。47 

 

且羽球不再是傳統強國獨大，而是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提升了不確定性、緊張感和

刺激感，同時加速了比賽節奏，提供了羽球另一面的可觀賞性（原本較為講究動作的協調

和羽球飛行的美感，現今羽球是速度力量爆發與的多元技術的美感），並更加的激發了運

動員的潛質，使羽球運動有了不同的風貌。規則的改變造就了整個羽球訓練環境與比賽風

格的不同，教練與球員在訓練方面也相應做出改變，適應規則；因應每一球都有分數上的

變動，球員要有更強悍的心理素質，球員使用攻擊性球路的機會普遍增加，整體的節奏加

快，球員在跑動及出手速度方面的能力亦要增強。 

羽球因賽制的改變，耗時更短，節奏更為緊湊，比賽的結果變得更加不確定、撲朔迷

離，大幅度增加比賽過程的刺激程度；教練和球員因應賽制的衝擊，改變了原有的訓練系

統與生態，且更重視球員身體素質的強化，整個羽球場域被形塑出不同以往的風格和趨

向，誠如文明因遊戲而更加多元推進，遊戲也因規則的更動而創造新局，球員與教練們亦

在遊戲更新特定的、專屬的規則下，適應並發展新的風格，多元化了羽球運動的樣貌，創

造出羽球的各種型態。 

 

運動技術預見與競賽規則發展預見是雙向互動的關係，運動技術的發展約束於規

                                                      
44
楊繼美，〈2006年最新國際羽球規則及裁判紀錄法〉，《運動教練科學》，7（臺北，2006.12）：224。 

45
桂文林，〈羽球新舊賽制單打技術分析與比較-以 2000~2007 年國際重要賽事為例〉，（臺中：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1。 
46
張馨云，〈羽球新賽制體能訓練結構之研究-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男子團體賽前四名學校雙打選手為例〉，

（桃園：國立體育大學運動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20。 
47
張馨云，〈羽球新賽制體能訓練結構之研究-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男子團體賽前四名學校雙打選手為例〉，

（桃園：國立體育大學運動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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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下，而技術的發展又會推動規則的修改。
48
 

 

遊戲的限制和規則的更動，反而激發更多創造力和潛能，使運動的肉身更得以展現遊

戲中的創發特質，遊戲中的創造性因素，因遊戲性而發掘出更多的潛能。 

二、球員與教練、對手間的遊戲——互相激盪後的創發 

羽球運動的比賽現場，是最具有觀賞性、樂趣、視覺刺激的項目之一，球員與網子對

面的對手你來我往、相互見招拆招，無不想盡辦法讓對手疲於奔命、接不到球，或讓對手

難以回擊造成失誤，彼此間高張力的相互競爭、較勁、表現；如果是雙打比賽，場上四個

球員球路的快速來回、擊球位置的拼搶、跑位的變換、互相補位、默契展現更是一大看

點，雙打組合的化學效應、搭擋間的溝通與彼此配合，如何針對對方組合運用戰術，都需

要雙打搭檔之間無論場上場下相互溝通協調；技術、戰術和跑位有賴搭檔間的認知上的和

諧理念上的趨近，若無，則會產生許多誤會甚至紛爭，體現在場上則會有跑位輪轉不順

暢、跑動中有大空檔出現、兩人爭搶球、兩人相撞、兩人都認為是對方的球而都沒有去擊

球的意圖...等等情形。無論是單打或是雙打項目，雙方球員在場上展現技戰術能力、體

能、拼勁，互相激發彼此的潛能，投入羽球比賽這個「遊戲」，讓羽球比賽現場充滿創造

力、活力與激情。 

不能忽略的是，球員後方的教練也忙著觀察自己的球員狀態如何、觀察對方的球員有

無破綻，解讀對方教練下達的戰術，再進一步提醒自己的球員，雙方教練的「嘴上談兵」

要讓自己的球員在球場上轉化為可運用的技戰術，並且鼓勵球員保持信心。除了球員臨場

的發揮和教練臨場對球員的提點，在賽前的準備上，教練與球員就已與對方展開了遊戲：

包括了教練要做事前的情蒐，要通盤的去了解對手的優缺點，再對照自己球員的特性與優

劣，在正式下場前和球員沙盤推演，模擬出真正上場時的戰術戰略；在現場也要立刻因應

場上情勢，隨時用話語給予球員清晰明確的指令、提醒球員、鼓勵球員、增加球員出手的

信心和執行戰術的決心。 

 

球員場上比，教練場下也比，幫忙掃除干擾選手的人事物，研究對手的作息、練

球和比賽，打聽對手的優缺點和身體狀況，甚至找機會直接向對手做心理卸裝(psych 

out)，以及臨場坐鎮加油等，選手用身體準備比賽，教練也用各種行動參賽。以選手

的對手為對手，除了幫助選手從不同角度，加強備戰外，也在群雄(雌)環伺，人人自

危的環境下，增加教練和選手「同心同德」(togetherness)的感覺，更是提升選手氣勢

與信心的作法。49 

 

為了真正上場比賽能夠有好的發揮、優異的表現，教練與球員亦須相當投入平時訓

練，改善、補強球員在專項中的缺點和劣勢，培養、加強球員專項中的特長與優勢，並全

面發展球員的身體素質基底，讓球員擁有豐沛的體能條件能支應滿場飛奔、強健而延展性

                                                      
48涂國誠，〈羽球新規則的實施對單打競賽時間結構及技術使用率的影響〉，《體育學報》，40.3（臺北，

2007.09）：137。 

 
49
劉一民，〈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運動文化研究》，1(臺北，200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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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肌肉能榨出強大的瞬發力，和不易疲勞的肌耐力、能夠靈活應付場上情況變化的協調

性和敏捷性…，甚至要培養球員專項以外的身體運用技能，以輔助專項的成效和表現。而

球員在每一期的訓練週期，甚至是每週每日、每日間的每一段訓練，教練都要仔細且完整

的為球員規劃或量身打造，但每一次的大小比賽或是練習賽、每一段時間乃至於每一日的

訓練狀態，都會迫使教練必須改變訓練方針，更動訓練的課表和訓練上要注意的細節；進

一步地說，教練必須隨時因應球員的狀態而進行訓練方面、指令方面、目的方面的調整，

例如，在訓練中發現球員出現新的問題，就要立刻提醒球員，並在後續訓練中加入針對新

問題改進的訓練項目，持續追蹤球員的改進狀態，可以說，運動訓練是一項非常繁雜且細

瑣、需要高度專注的工作，也是球員與教練之間相互「周旋」的遊戲。 

就如同騎腳踏車的人無法說清楚騎車要領、網球教練很難把「最佳的擊球節奏」

透過語言教會選手......他們雖然「知道」，卻無法用語言或文字說明清楚他們知道

的東西，只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有它默會的成份，所以人們在求知過程中，要進行「不

斷地釐清」。50 

教練和球員間的溝通是語言和身體感知的遊戲，教練與球員最重要的溝通途徑便是語

言，無論是場上場下、訓練或比賽、賽前戰術佈置或賽後的檢視討論，都仰賴有效率的言

語交流，教練必須為球員調整用語、球員也必須去習慣和了解教練口語描述的重點，並且

用自己的身體去做出教練語言中所想要的身體質感。當然，很多時候單憑口語上的言語表

達是不夠的，教練與球員還須藉由肢體的動作交流，例如教練親自示範球路和動作、或是

教練觸碰球員的身體調整球員的動作等等，讓球員藉由視覺上的觀看、觀察，抓取動作的

重點或球路的質感，整理這些訊息和影像的刺激後，再由球員的身體表現出、執行出教練

所要求的動作和球路的質地。但教練與球員間的溝通也常常不如預期的有效率，教練和球

員在言語的表上方面和理解方面有出入，對於動作球路如何執行的要素有認知方面的落

差，於是要經過一番言語上的描述、澄清、整理和再表述；教練和球員為了釐清動作或球

路的特性和細緻的質地，會模仿對方的身體形態和呈現，通常要花一些時間你說我試、你

做我學、你來我往的，像是教練給球員出了一道題目，球員應對教練的出題，同時亦是球

員反出了一道題目給教練，不斷的與對方互相給予和回饋，教練與球員雙方在訓練中不斷

的嘗試與調整，共同為賽場上的遊戲而努力，一起創造與過去不同的羽球身體。 

球員與搭擋、對手一起競爭、表現，教練與球員玩起語言和身體感知的遊戲，啟動了

羽球運動創意展現的無限可能。 

三、球員意識與身體間的遊戲——教練和球員的身體創造力 

除了球員和教練之間、對手之間遊戲，球員亦是在跟自己的身體遊戲。從成為羽球運動

員，開始接受訓練的那一刻起，球員便置身於羽球競技場域的特殊時間空間，身體即與羽球

場域產生聯繫，開始和羽球世界互動，身體開啟了不同於原本日常的動作模式與風格，成為

50
劉一民、周育萍，〈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臺

北，200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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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的身體。 

接受密集的訓練後，會漸漸發現在運動過程中，永遠有非意識的一面，最令人感到沮喪

與徬徨的，是知道了而做不到，無法完全把意識能了解的東西在非意識的狀態下做出來；自

己的身體跟自己想像中、自己認為的身體相去甚遠，並可能發現身體「不聽使喚」，越是「想」

把動作做好、越是「想」把球的質量打好，卻事與願違；有時越是「告訴」、「提醒」自己

「手要放鬆」、「身體重心要向前」、「手跟腳要同時到位」…，卻適得其反，感覺自己的

身體做出的動作或擊出的球路，一直與「腦中的想法」、「對身體的提示」唱反調，越「講」

越「不聽」，甚至跟自己的身體嘔氣的情況，這些在運動場上其實並不難見。 

 

因為意識具有不自覺的層面，所以運動員，經常能體會到，身體雖然一方面好像是

「我」的「擁有物」，是我用來、贏取勝利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發球、上網、

擊球的許多動作裡，身體經常不聽我使喚，不受我控制，甚至反倒「我」受到「身體」

的控制。51 

  

 誠如運動世界的名著「網球的心靈遊戲(The inner game of tennis)」52，第一自我(teller)和

第二自我(doer)之間的斡旋，球員在「自我意識」和「非意識的身體」間，不斷的追求它們

的平衡點，但「雙方」更像是玩著你追我跑、你明我暗、你尋我躲、你找我藏的遊戲；意識

「下達命令」給身體，身體卻帶有野性，不服從、違抗意識的意思，而身體越是反抗，意識

就越是「粗暴」的意欲「控制」身體，直到「雙方」失控、崩潰；有時心理狀態積極，想要

尋求突破，身體狀態卻奇差無比，跟不上、甚至連帶拖垮心理狀態；有時身體狀態不錯，但

心理狀態卻是疲憊、萎縻，或是有某些恐懼或過去造成的陰影，讓良好的身體狀況無法發揮，

這也是幾乎絕大多數的運動員必經之路。 

 相反的，第一自我與第二自我、意識與身體之間，也會找到能和平共處、順暢無虞的模

式，就像所謂高峰經驗、流暢經驗、心流經驗的發生；一旦進入這樣的狀態，球員手感、身

體感極佳，擊出的球質量高，身體動作協調又流暢，能夠洞悉對手的身體線索，對於對手擊

出的球路也能夠做出正確的預判；球員在場上可謂無往不利，似乎掌握到了場上所有的情勢，

彷彿能夠應對與妥善地處理球場上的一切情況。「身」、「心」之間的平衡將帶來球場上的效

率及順遂，但這樣的狀態什麼時候發生，什麼時候消失，卻常常是無從得知，想要它來時它

偏偏不來，什麼都沒想時它反而可能出現，這就是球員意識與身體間的遊戲，在這遊戲間羽

球運動員開創了對其平常而言，嶄新的體知與感知。 

 高競技運動員和教練，因身處羽球競技場域多時，身經百戰，對意識及身體間的遊戲早

已習以為常，也通常較能夠妥善處理自己身心之間的狀況，好的球員明白自己狀況會時好時

壞是很正常的，他們知道自己的身體的複雜性；教練也能理解球員身體狀態的浮動性，因此，

在意識與身體的遊戲之中，球員與教練不斷多方嘗試，試圖讓球員能夠有更敏銳的身體，增

進、喚起羽球身體應對各種情境改變的能力，在球的來回間，無需過多意識的指令（實則也

來不及），對意識來說為野性的身體，其主動性超乎意識的認知，身體的天賦於運動時展現，

                                                      
51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體育學報》，13（臺北，1991.12）：

55。 
52

W. Timothy Gallwey,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NY: Bantam,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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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自然的去反應對手的動作與回擊，羽球身體的主體性躍然而出，球員身體在球場的境

遇開啟了身體對環境的聯繫，球員的身體就在這在特定的規則、時空下自由創發、發揮身體

的創造能力。 

運動現場操練的身體，是有別於日常生活的身體，扭腰、擺臀、 左撲、右閃、暴

衝、急停......等等動作，不斷地形塑新的感官秩序，承迎著身心的交融或掙扎、人我

的共涉或推拒、物我的交織或矛盾；看著對手、 隊友、教練、裁判、球迷的身體，也

是被人觀看的身體；選手身體「活出」 激烈、殘酷、險峻賽事的當下，觀眾、球迷、

友朋、教練，甚至整個體育場館，也不自覺展開自己的「身體」，迎合選手競賽身體的

波動，彼此經歷著肉體結構的關聯性。53 

球員身體的狀態每天都不一樣，甚至是每一小段的訓練都不會保持同樣的狀態，每一次

訓練或比賽球員主體的身體感皆有差異，而教練或對羽球運動精熟的旁觀者，也能夠觀察出

球員身體線索的不同狀態；因此，深耕於運動領域的人員，理解運動員身體狀態的難以捉摸，

大多能夠了解、或體會過運動競賽的不確定性，因為比賽的不確定性，無法預料勝負結果，

亦無法準確模擬過程，才成就競爭性、神秘性、可看性、刺激性的高強度競技。比賽結果的

不確定性正是運動最迷人的特質之一，除了視覺上和身體動覺的可看性和刺激程度，不確定

性吸引人想要往下看、繼續看的慾望，比賽結果的懸念增加了期待、緊張感與討論，而對球

員來說，不確定性讓他們對羽球運動更加渴望、更加期待、更加企盼，從高強度的競爭將自

己的能力逼到極限，從不確定性中發掘自己的潛能，再從不確定性中再次將自己的所能閾值

往上堆加，而此時，正是羽球運動中，對於神聖嚴肅性最完美的體現，是一種真正超越勝負

結果、超越場內場外、超越現實生活、超越利益回報的，對羽球運動的極致追求，於是羽球

運動員在羽球遊戲中，創造了許多技術、動作、戰術，以及各種身體的延展與極限，豐富了

羽球所能呈現出的樣貌。 

運動訓練和比賽是非常多環節、層次的立體格局，身體感也是複雜幽隱，詭譎多變的，

不應該被平面化、片段化、簡化、僵化，作為教練，不是去禁錮、限制球員，而是理解運動

員身體的不確定性，肯定運動員身體的創造性，並懂得如何去解放球員的身體潛能。教練安

排、計畫的每次課表和訓練的要求都是創發，球員在每次訓練、檢討、每次比賽，都是創造

新的身體格局；比賽中，跟球場對面的球員過招，擊出每一拍的來回都是共同的創發；在羽

球運動場域中，教練、球員投身於情境、回應境遇的召喚，以神聖嚴肅性的狀態進入純粹的

遊戲。 

四、羽球運動神聖的嚴肅性與純粹的遊戲性 

在練習與比賽場域中，受到練習或比賽情勢、情境的召喚而完全投入練習與比賽之中，

除了是遊戲精神的維護及體現，亦有可能不自覺的進入神聖的嚴肅性。例如在羽球雙打比賽

中，對方打出一顆落點巧妙的球，大部分旁觀者認為理論上來說，那個球是不可能被救起來

的，球員卻不顧一切的，不論動作好看與否、搭檔是否一樣來救球，或搭檔站在原地不動準

53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追問――相遇於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運動文化研究》，14(臺北，

20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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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放棄這球、這球屬於我的還是搭檔的責任範圍、我和搭檔的跑位有沒有卡住我的行進路線，

就算是飛撲出去、可能會撞到球場週遭的某人或某物體，也可能因為救了這顆球導致受傷的

情形下，硬是要試著去把這球救起來。其實看到這顆球被對方擊出的同時，球員就已經受到

了召喚，根本沒有想到、思考到動作美醜、搭檔的行動，或該不該去拼這個球，冒著受傷的

風險去拼這個球值得與否、合不合理。我甚至在當下根本沒有意識到「我」這個主體，就只

是純粹的往那顆球的方向跑去、就只是純粹的去回應來自情勢與情境的召喚。 

又例如在練習時，雙打選手們正按照著教練安排的課表進行比較基本的、固定球路的訓

練，球的來回中，在網子對面一起訓練的隊友突然打出了一顆不在教練規定的，固定球路範

圍裡的球，但因為此時我已經完全投入在訓練裡，便奮力的將這顆球救起。我並沒有想到、

考慮到這顆球是否應該出現在教練安排的課表裡，也沒有發現到隊友出錯了，或在一旁的搭

檔告知隊友說他打錯球路了，其實這顆球可以不用浪費體能去把它救起來，我就是單純的為

了救這顆球、不自覺的往這顆球的方向移動並將它回擊到對面的場區，不具任何思考的去回

應召喚。 

而球員在場上所面對的練習情境或比賽情境，只要球在進行中，情境就會不斷的改變，

球員要去因應境遇的變動，即接受了場上境遇的召喚，展現了最高程度的遊戲性，最純粹的

遊戲精神，也是最高層次的嚴肅性（認真的對待「遊戲」），此時球員「心無旁騖」、「全

身心投入」、「專心致志」，忘卻球賽附加的一切利益、價值、名望、目標、夢想，進入神

聖的嚴肅性領域，球員被情境召喚便是最純粹的遊戲性，不斷回應召喚才是遊戲中的嚴肅性；

而球員被球場情境召喚、回應球場境遇的召喚，正是遊戲性與嚴肅性合而為一或最佳的平衡。

在上述的情形中，場上球員並沒有「自我」的意識，一切的行為動機都不是為了自身，球員

不會刻意的「思考」某項動作應不應該去做，也不在乎動作的美或醜、不理會場外可能做出

對自己不利的評價，完全是受到情境、練習和比賽場域的召喚，本能的、「被動式」與當下

的情況交流，一方面全神貫注，投身於羽球遊戲中，另一方面也流敞開放，讓身體去回應羽

球遊戲中不斷變動的境遇，進入純粹「無意識」、「神秘」狀態，是非刻意的回應，亦是羽球

遊戲者進入神聖嚴肅性的應驗。這種主體消融的狀態，讓球員成為真正的遊戲者，進入了神

聖的嚴肅性，窺見到遊戲的神秘狀態，此時亦是遊戲創發特質最能夠顯現的時刻，球員不斷

回應境遇，境遇又不斷變換襲來，激發球員的潛能，創造新的身體去應對境遇，身體創發時，

進入神聖的嚴肅性、受到召喚、而後再次創發，同時對遊戲的召喚更加沉浸，球員的主體被

消弭，主客交融合一，與羽球一起成為遊戲本身。 

所以身體的創造性，有賴球員投身神聖的嚴肅性、置身純粹的遊戲性，在這樣放鬆流敞、

與週遭環境似乎是「同感共振」、彼此相知相應，進入了即使情勢變化也能隨「身」所欲的

神秘狀態；當球員已經投入訓練和賽場，和羽球場域環境不斷的交流，身體的創造力就已在

球員沉浸其中時發揮展現，許多球員在場上的身體動作或專項技巧技術的展現，都是瞬間的

神來一筆，從未在練習時或比賽時出現過，且球員本身甚至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自己也搞不清楚剛剛動作的來龍去脈，但呈現出的高超技巧、流暢的身體姿態、對時間空間

恰到好處的把握、腳步的移位和擊球動作一氣呵成，往往也會引起所有觀眾、旁觀者的驚呼

與讚嘆，對球員們的能力佩服不已。 

真正的遊戲是非理性的，因為已被召喚，已在無我、非意識的狀態，有別於一般觀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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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規則的框限或體制的嚴謹的那種理性和嚴肅性，神聖的嚴肅性、純粹的遊戲性已體現在

完全投入遊戲、沉浸遊戲、享受遊戲的時刻，羽球運動作為其中一種「遊戲」，必然有純粹

的遊戲性，神聖的嚴肅性，等待著能夠應驗的球員、教練、相關從業人員從中體會，而處在

這樣的狀態之中，也正是羽球運動的想像力、創造力、靈動力、延續下去的源動力。 

伍、結語 

無論是過度、錯誤的嚴肅性，或是原始純粹的遊戲性，都是促進羽球運動創造新進展

的源動力；表面上羽球運動的大環境正逐漸失去純粹遊戲性，卻可能是改變規則、改變整

個羽球大環境的契機，或是找回純粹遊戲性的開端。 

或許現今羽球運動的發展，看似走向文化與遊戲因素逐漸隱沒，甚至是衰落的趨勢，

但目前的羽球運動尚未完全的僵化或偏向於功利性，對於大部分的羽球運動員而言，他們

從事羽球運動的初衷仍然是「打從心裡喜歡羽球這項運動」，是發自純粹的遊戲性，帶領

羽球運動員們進入神聖的嚴肅性；羽球運動整體還是具有創造力的特性，球員們精進的能

力與精神也將羽球運動推向新的顛峰，將羽球運動的技術與精神層面帶至嶄新的境界，在

眾人面前展現出超凡入聖的羽球身體和羽球技巧、展示了羽球運動員對於羽球運動不可思

議的執著，以及對於羽球運動的熱情；帶領關注羽球運動的人們沉浸在羽球運動的神祕性

與歡樂的想像、憧憬，並享受著羽球所帶來的樂趣。 

羽球作為一項現代運動，勢必將隨著世界文化與文明而行，即使有一天遊戲在世界的

文明中落至低谷，不可忘卻的是文化起源於遊戲而從未離開遊戲，總是會有遊戲再次輝煌

的時候。況且，深究遊戲與嚴肅性之間的關係，發現二者並非真正的極端對立，而是會在

歷經辯證之後相輔相成，開啟一種流動與循環的過程，恰如古代王朝之更迭起落、興衰盛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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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 of Both Playfulness and Seriousness in Badminto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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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general and universal point of view, the modern badminton evolved from the games in 

the past can still be considered as a game even for nowadays. Historian Johan Huizinga (1882-1945) 

pointed out that the basic form of sports competition has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due to the constant regulations and control, certain game characteristics have 

inevitably disappeared. In other words, from the game view of Johan Huizinga's famous book 

"Homo Ludens", modern badminton still retains the form of the game. Although it seems to be still 

thriving, its system and rules have become more strict and precise due to social trends, making the 

games gradually becoming excessively serious, whereas the game elements of it are in the decline 

stag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seriousness is not exactly opposite. The 

flow of playfulness and seriousness accelerates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 badminton sports, 

stimulates the re-creativity of badminton, and makes badminton continue to be changed and re-

creative in the cycles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ser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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