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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的：針對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的體驗進行探究
，藉由自身經驗、過去研究文獻及其他參與者看法之連結，以求更
深入描繪與詮釋此一戶外休閒運動現象。方法：為達研究目的，採
用質性研究取向角度切入，以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完賽者為對
象，透過訪談方式（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資料蒐集，進
而分析歸納產生結果。結果：本研究以休閒型鐵人為對象，針對歷
程中的體驗感受進行歸納整理為「起心動念參與」、「賽前認真準
備」、「當下堅持邁進」與「完賽就是勝利」四個階段歷程。結論
：本研究所歸納之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模式
，可做為未來大規模量化模式建構之基礎與運動參與推廣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認真休閒、參與動機、耐力性質休閒、休閒行為、戶外休閒運動

英 文 摘 要 ： Purpose: To deeply depict and interpret the phenomena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for recreational triathlete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through
linking personal experience, past researche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point of views. Methods: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taken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 Data
were continually collected by the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then analyzed
to generalize results. Results: For recreational triathlo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were concluded for four stages, including: “decide to
register”, “prepare seriously before competition”,
“keep moving forward” and “victory in the finishing
line”. Conclusions: A model of recreational triathlete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generalized by
this research could act as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future large-scale model as well a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sport participation.

英文關鍵詞： Serious leisure, motives of participation, endurance-based
leisure, leisure behavior,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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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賽就是勝利！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之探究 

 

摘要 

 

    目的：針對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的體驗進行探究，藉由自身經驗、過去研究文獻

及其他參與者看法之連結，以求更深入描繪與詮釋此一戶外休閒運動現象。方法：為達研究目的，採

用質性研究取向角度切入，以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完賽者為對象，透過訪談方式（深度訪談、焦

點團體訪談）進行資料蒐集，進而分析歸納產生結果。結果：本研究以休閒型鐵人為對象，針對歷程

中的體驗感受進行歸納整理為「起心動念參與」、「賽前認真準備」、「當下堅持邁進」與「完賽就是勝

利」四個階段歷程。結論：本研究所歸納之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模式，可做為未

來大規模量化模式建構之基礎與運動參與推廣之參考。 

 

關鍵詞：認真休閒、參與動機、耐力性質休閒、休閒行為、戶外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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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ever finishes will be a winner! Exploring recreational triathlete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Abstract 

     

    Purpose: To deeply depict and interpret the phenomena of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for recreational 

triathlete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through linking personal experience, past researche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point of views. Methods: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taken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 Data were continually collected by the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then analyzed to generalize results. Results: For recreational triathlo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were concluded for four stages, including: “decide to register”, 

“prepare seriously before competition”, “keep moving forward” and “victory in the finishing line”. 

Conclusions: A model of recreational triathletes’ experiences of competition-finishing process generalized 

by this research could act as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future large-scale model as well as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sport participation.  

 

Keywords: Serious leisure, motives of participation, endurance-based leisure, leisure behavior, 

outdoor recreation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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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報名需要勇氣，練習需要努力，完賽就是勝利！ 

只要你想要，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成為鐵人。」 

～運動大使 Cory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以完賽為目標的休閒鐵人 

    在網路上一篇介紹運動商品網誌中，出現一段用以描述及鼓勵參與鐵人三項運動的話語。鐵人三

項是由游泳、自行車與跑步三個項目接續完成的運動。一般鐵人三項運動賽事常見的項目類型(Bentley, 

Millet, Vleck & McNaughton, 2002)，依照距離分類，主要包括：半程鐵人(Sprint, 25.75 Km)、奧運標

準鐵人 (Olympic, 51.5 Km)、半程超級鐵人(Half Ironman, 113 Km) 及超級鐵人(Ironman, 226 Km)四

類。依照參賽人數，又分為個人獨立完賽與鐵三角接力完賽。其中，「奧運標準鐵人」（簡稱標鐵）賽

事總距離為 51.5 公里，依序：游泳（1.5 公里）、自行車（40 公里）與跑步（10 公里），為正式鐵人

三項比賽中較為多人報名與從事的項目（郭秉寬、李福恩，2015）。 

    鐵人三項是一個新興的運動項目，自 1974 年在美國夏威夷首度舉行，並在 2000 年雪梨奧運列入

正式比賽項目(Lerwill, 2013)。回顧在臺灣的發展歷史，自 1992 年在花蓮鯉魚潭舉辦第一場正式比賽

開始，當時參與人數約兩百人（林保源，2008）。自 2014 年起，每年舉辦超過 20 場次，每場次人數

常常破千人，而 2018 年一整年就有 27 場次的鐵人三項賽事（楊志祥，2014；痞客邦，2018）。隨著

逐漸增加的參賽人數，鐵人三項運動成為國人喜愛的新興休閒運動之一（蔣昇杰、張瑞泰，2013）。

同時在國內戶外休閒運動風氣興盛的推波助瀾下，在鐵人三項運動賽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以「享受

自我挑戰，順利完成比賽」為目標，沒有嚴格設定時間要求，也沒有名次或積分壓力的「完成型選手」

（張國彬、馬軍榮、吳東昇，2015）或是 Lamont and Kennelly ( 2012)所稱的「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

選手」(recreational triathlete)，以下簡稱「休閒鐵人」。 

    鐵人三項是屬於相當消耗體力的運動，因此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雖說如此，

只要參與者保持規律運動習慣，並在賽前做好充分訓練與準備，每位參賽者都具備完成比賽的能力（張

仁傑，2012）。因此，這項強調「完賽即是勝利」的運動，也提供參與者另類「自我肯定」的空間及

舞台（曲宏義、張立群，2006）。不同於張國彬等人（2015）所稱以追求佳績與角逐名次為目標的「競

賽型選手」，這些以完成賽事為目標的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已經成為賽事參與者的大宗（張

仁傑，2012）。對於這些以完賽為目標的休閒鐵人而言，雖然比賽成績並非頂尖突出，但是仍投入相

當時間進行練習，並持續參與賽事。在郭秉寬、李福恩（2015）一項針對鐵人三項國際邀請賽參與者

調查發現，在 51.5 公里標準鐵人賽完賽次數統計上，以參加過 2-5 場次者且每週用於訓練時間 6-12

小時者為最多。相較於職業專項訓練的菁英選手，由於鐵人三項運動結合游泳、自行車與路跑三個項

目，因此對於休閒鐵人們而言，不僅需面對如同馬拉松跑者在體力上的考驗外，對於「永不放棄、堅

持到底」的意志力也是極大考驗。 

 

（二）從自身體驗感受出發     

    研究者原就有從事路跑與自行車騎乘的休閒嗜好，在朋友同事的邀約與鼓勵下，在 2015 年開始

投入參與鐵人三項運動，從三人一組輪流完成具接力性質的「鐵三角」項目出發，擔任過跑步與自行

車項目的角色後，在 2017 年嘗試克服在開放水域游泳的恐懼，首次以個人獨自完賽身份參加半程鐵

人賽，接著完成個人首場標鐵賽事，目前已累積完成五場標鐵賽事。抱著「完賽就是勝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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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起勇氣報名之後，為了面對總距離 51.5 公里（游泳 1.5 公里、自行車 40 公里與跑步 10 公里）的

賽事挑戰，需要安排時間進行三個運動項目的持續練習，到了比賽當天，通過起點下水游泳、上岸轉

換自行車騎行，再次轉換接續路跑，持續邁進直到抵達終點完成賽事。以研究者自身體驗為例，回顧

之前一場於屏東墾丁完成賽事後的歷程記錄： 

     

    第一次在開放海域長距離的游泳體驗，水中視野從滾滾黃沙到清澈藍綠，雖然沒能看到期待的熱

帶魚群，但卻能清楚看到擦身游過的其他選手。游泳時的心情，從下水前的焦慮、緊張，下水後的奮

游到悠游，最後上岸時放鬆喜悅。 

    沿著地上紅毯指引路線小跑步進入第一轉換區，穿上鞋戴上安全帽簡單補給後，開始進入騎車破

風的賽程。墾丁大街出發沿著台 26 線經過鵝鑾鼻燈塔，之字型路線陡上龍磐公園，路經滿州鄉，過

港口吊橋後，進入佳樂水，原途折返。雖然一路不斷有巴士海峽廣闊海景相伴，尤其晨光穿透雲層灑

向海面另人讚嘆，但時而迎面，時而側面來襲的落山風，喚醒謹慎面對，專注挑戰的安全意識。 

    經過 40 公里的單車破風挑戰，再次進入轉換區稍事補給後，進入最後的路跑賽段。從平坦道路

出發，通過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牌樓，連續 4 公里的上坡路段，採取慢速但不停歇向前的策略，經過

社頂公園旁的折返點，轉換下坡後不自覺跨步加速，進入技術與挑戰相符的心流狀態，當來到賽事最

後 1 公里標示時，心中竟然有股惆悵不捨的感受。 

    最後的最後，揮別心中短暫失落，奮舉雙臂衝線通過賽事終點，接受同伴迎接與觀眾的喝采，為

這幾個月來的持續訓練，畫下美好的句點，再次完賽，成就感，油然而生！ 

 

（三）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林欣慈、蔡明昌（2015）的看法，鐵人三項運動具有：「比賽前長時間的運動練習」、「比賽

中堅持不放棄」以及「賽後自我突破與肯定」三大特色，透過這三項特色，也同時建構了整個完賽歷

程。這一群休閒鐵人們，以完成型選手身份，抱著「完賽即是勝利」的態度，從參與休閒活動角度出

發，認真投入這項戶外休閒運動，在鐵人三項的運動情境裡，經歷過一段報名、練習與完賽的相同歷

程。對應本身的完賽經驗以及個人在戶外休閒運動領域的學術涵養，研究者在自我成就與感動之餘，

產生了對以下問題的好奇：在此完賽歷程中，這些休閒鐵人們是因為什麼動機參與這項運動？為了順

利完賽，投入長時間練習時，以及在現地參賽階段中，知覺到哪些體驗感受呢？順利完賽後，有什麼

樣的感受甚或是影響呢？在前述這些完賽歷程體驗中，有哪些是共同的？又有哪些是獨特的？ 

    這些問題引發研究者之主題發想，為了瞭解運動休閒領域中，這一個將鐵人三項作為休閒活動而

持續投入參與的現象，研究者希冀透過本研究計畫，結合自身經驗、過去研究文獻及其他參與者經驗

之連結，針對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的體驗進行探究，以求更深入描繪與詮釋此一運動

休閒現象。 

 

二、研究重要性 

    在針對本研究主題進行文獻蒐集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由於鐵人三項運動是一項新興的運動項

目，自 1974 發展迄今（2021）計 47 年，在臺灣自 1992 年第一場賽事舉辦至今為第 29 年。有關本土

鐵人三項運動相關之研究，早期因為參與者多為競技型選手，因此研究主題多集中在「運動傷害及因

應」（官大紳、盧俊良、陳文玲、林桑伊、薛澤杰，1993；邱彥成，1996）、「運動生理學」（林嘉志、

戴松家，1996；溫恰英，199；吳家慶、黃滄海、謝伸裕，2005；莊文典、李來福、曾銀助，2003）

與「技術訓練與成績表現」（劉昶宗、劉耀益，1999；曲宏義、張立群，2006；狄懋昌、王百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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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隨著參與者逐漸增加，近年以參與者「運動休閒行為」研究主題逐漸成為關注焦點。在此研究趨

勢之下，本研究之重要性，在於將目前累積的零散研究概念，透過歸納進行整合，同時也將來自少數

參與者之個別經驗，延伸應用到更多參與者身上，以補足過去文獻之缺口。 

首先，當聚焦在上述「運動休閒行為」相關文獻後（周庭竹，2016；林欣慈、蔡明昌，2015；張

俊一、王慈敏，2017；張國彬、倪子翔，2015；郭秉寬、李福恩，2015；劉昶宗、黃明義，2002；潘

正宏、林保源、蔡永川，2009；Atkinson, 2008），發現過去研究多以量化為主，探討研究對象在參與

鐵人三項運動不同時間點的感受，例如：參與前的動機，參與過程中的認真休閒、涉入程度與心流體

驗，以及參與後的感受（休閒效益、幸福感、滿意度與再參與意願）。然而，由於鐵人三項運動完賽

是一段持續的歷程，從報名、練習、參賽到完賽，歷程中帶給參與者許多深刻體驗與豐富的感受，目

前文獻探討的內容僅以少數變項為主，從賽前或賽後單一時間點切入，尚無法涵蓋參與者在整個完賽

歷程中詳細的體驗感受，諸如：起心動念、決定參與、焦慮緊張、持續投入練習、認真休閒的態度、

面對挑戰、克服身體不適及負向情緒，堅持向前邁進、挑戰與技巧相符時產生的心流、專屬自我對話

時刻、朋友與觀眾的社會支持、完賽後自我實現成就感、持續參與賽事……等，因此，研究者希望透

過本計畫將零散的研究概念進行整合。 

再者，對本研究「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的體驗」主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與啟發之

三篇核心文獻（江明宗，2012；楊濟銘、李加耀，2012；McCarville, 2007），均是以質性取向進行，

無論是個人經驗述說，或是少數參與者（3-5 位）的經驗分享，所得結果雖然能增加研究者對於研究

主題與架構的瞭解，但來自少數參與者之個別經驗，能否進一步延伸應用到更多參與者身上，實在有

需要本研究計畫予以補足文獻缺口。 

基於上述，本研究計畫採取休閒行為研究的角度切入，以休閒型鐵人三項參與者為對象，透過質

性研究取向，探究參與此一戶外休閒運動時，完賽歷程中的體驗與感受，藉由參與者休閒體驗之具體

化描述，達到豐富研究文獻的目標。 

     

三、 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本研究旨在探究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因此依照完賽時間軸的概念，並參考

過去文獻看法（林欣慈、蔡明昌，2015；張國彬、馬軍榮、吳東昇，2015；McCarville, 2007）後，研

究者將完賽歷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起心動念報名」、「賽前認真準備」、「當下堅持邁進」

與「完賽就是勝利」，並依此一歷程順序，進行國內外文獻評述。 

 

（一）起心動念報名 

    誠如計畫開頭引言所提，「報名需要勇氣」。因此，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基於什麼樣的動機，

鼓起勇氣報名參與具備相當身體與心理挑戰的賽事？回顧相關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動機之研究文獻 

（劉昶宗、黃明義，2002；郭秉寬、李福恩，2015；Grand’Maison ,2004；Lamont & Kennelly, 2012；

Myburgh, Kruger & Saayman, 2014；Tribe Group, 2009；Wicker et al., 2012）發現，主要包括：自我實

現、挑戰突破自我、維持體適能、獲得尊重、成就感、歸屬感、社交互動（朋友邀約）、賽事吸引力、

尋求生命意義與希望啟發他人等。此外，無論是出自個人內心的生心理動機或是與人互動社交或是賽

事本身等動機，除可以發現參與者動機的多元性外，也常出於多個動機考量而報名參與。在上述文獻

中，Lamont and Kennelly (2012) 針對 21 位澳洲業餘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進行質性訪談研究中歸納，

將參與動機歸納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大類別。其中，內在動機包括：「能力展現」（挑戰

自我、突破極限、成就感與成績進步）與「樂在其中」（豐富生活、減少遺憾、愉悅感、實現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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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分類；而外在動機則有「身心健康」（健康老化、健康習慣、壓力釋放、維持體態）、「形象塑造」

（鐵人形象、提升個人優勢、累積賽事經歷）、「外在酬賞」（旅遊機會、購入裝備、賽後大餐）、「社

交友誼」（增進親人關係、同儕邀約）、「轉換形象」（扭轉不良生活形態、受傷替代項目）、「持續承諾」

（無法停止參與）與「順理成章」（原本就有從事游泳、騎車與跑步個別項目）七個分類。 

 

（二）賽前認真準備 

    「練習需要努力」。由於賽事舉辦為了安全與賽務考量，會為參賽者限定完成時間（又稱「關門

時間」）。以「奧運標準鐵人」51.5 公里賽事為例，分別為游泳 1.5 公里（50 分鐘）、自行車 40 公里

（100 分鐘）與路跑 10 公里（70 分鐘），總和時間共 3 小時 40 分鐘（劉昶宗、劉耀益，1999）。雖

然關門時間會因為賽事路段困難程度而有所調整，但是為了順利完賽而不被關門，參與者必須為三個

項目以及轉換技術進行練習，在這段不算容易的長時間準備練習過程中 (Croft, Gray & Duncan, 

1999)，會產生什麼樣的體驗感受呢？ 

    為了完成鐵人三項運動項目，透過詳細的練習計畫進行固定運動的「持續練習」成為首要之務（楊

濟銘、李加耀，2012）。尤其對於休閒鐵人來說，需要利用工作之餘或是假期的時間，進行游泳、自

行車、跑步與項目轉換的練習。這之中，除了需要自律與自我要求之外，也需要相當的決心和毅力

(Atkinson, 2008)。由於需要固定時間進行運動練習，在累積一定的運動量後，因為不用將注意力全部

集中在呼吸調整上，在單調且持續的運動頻率下（例如：游泳時的滑手、踢腿、換氣；單車時的雙腳

踩踏畫圓前進；跑步時的擺臂、瞪腳、邁步前進），進入了一種研究者也有深刻感受的「動態沈思」

狀態中。根據 McCarville (2007)的描述，透過運動練習的過程，常會產生一種「思緒清晰」(clarity)

的狀態，許多困難待解多時的問題，解決想法在此時產生，在練習時雖然感受生理上的負荷，但卻伴

隨產生樂趣以及內在深度思考的體驗。此外，在持續投入且認真準備的過程中，休閒鐵人們很容易進

入「認真休閒」(serious leisure)與「遊憩專門化」(recreation specialization)的進程當中。 

    學者 Stebbins(1982)年出了「認真休閒」的概念，是指參與者有系統地從事一種活動，投入如事

業般的專注，藉此機會獲取及展現特殊的技巧、知識及經驗，使參與者有非常充實及有趣的感覺。認

真休閒特質代表了個人對活動的持續性涉入，使該活動成為參與者的生活重心，且參與者會堅持不懈

地練習，以獲得及表現該活動的技巧、知識與經驗。另外一方面，認真休閒的參與者都會成為特定「休

閒社交圈」(leisure social world)中的一員(Stebbins, 2001)。就休閒鐵人來說，經常會因為周遭親朋好友

的邀約與介紹，因而開始投入參與（張俊一、王慈敏，2017），進而相約共同練習，在此過程中產生

諸多類型的社會支持，包括：工具與資訊交流、正向鼓勵與評價，甚至生活關懷等情感上支持（江明

宗，2012），甚至在持續參與投入後，深化成個人的「鐵人形象」，或是以身為鐵人社群中一員為榮，

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特殊「休閒認同」（劉庭宇，蔡明昌，2011）。 

    根據定義，認真休閒包含六項特質（吳崇旗、王偉琴，2014；Stebbins, 1992, 2001），包括：「1.

投入個人努力」（認真休閒需要先備的知識和技能，透過顯著性的個人努力，以取得知識與技能）；「2.

堅持不懈的毅力」（具有認真休閒特質的參與者，對於所參與之活動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3.畢生

的職志」（具有認真休閒特質的參與者，將活動當作事業心般經營長期事業，並視為個人生涯的追尋）；

「4.持續的個人受益」（從參與活動中持續受益，得到個人和社會性的報酬）；「5.強烈社群認同」（對

於所選擇的活動以及社群有強烈認同感）；「6.獨特精神特質」（具有獨特的價值觀，並在其社交生活

中擁有文化般的規範、價值與信念）。再者，通常具有認真休閒特質的參與者，較容易發展出遊憩專

門化，因為認真休閒特質代表了個人對活動的持續性涉入，使該活動成為參與者的生活重心；該參與

者會堅持不懈地練習，以獲得及表現該活動的技巧、知識與經驗。有部分研究亦提及了認真休閒與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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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專門化之間的關連性(Scott & Shafer, 2001; Tsaur & Liang, 2008)。 

    「遊憩專門化」的概念由學者 Bryan 於 1977 年提出，並定義為：「遊憩者的參與行為模式，由一

般化且低涉入的參與遊憩活動，進而表現出特殊且高涉入的參與行為，這樣的行為可以從活動的設

備、技術以及對於環境（遊憩地點）的偏好進行反映，並且是一個連續性的參與行為模式」。一般而

言，遊憩專門化主要可歸納為三大層面(Bricker & Kerstetter, 2000; Lee & Scott, 2004; McIntyre & 

Pigram, 1992)，包括：1.「行為」（參與者對該遊憩活動實際的參與或投入行為，包含了遊憩者對於該

遊憩活動的參與經驗、頻率、投入的花費以及設備的投資等）；2.「認知」（參與者在該遊憩活動的技

巧、知識與能力上之評估。遊憩專門化程度較高的遊憩者，相對擁有較好的活動技術、能力以及較豐

富的相關知識）與 3.「情感」（參與者對於該遊憩活動的涉入程度、承諾以及該活動在其生活中所占

的中心比例。遊憩專門化程度較高的遊憩者，對於該活動有相對較高的涉入與承諾，在心態上願意為

此活動付出較多）三個層面。 

    綜合上述，休閒鐵人為了達到順利完賽目標，在「賽前認真準備」階段，在長時間「持續練習」

歷程中，固定且重複進行運動，在動態練習過程中常會引領進入一種思緒清醒的「動態沈思」狀態。

同時，因為持續投入，以認真的態度面對，也容易進入「認真休閒」與「遊憩專門化」的進程，加上

藉由與同好們互動，形成具有共同信念與認同的「休閒社交圈」。 

 

（三）當下堅持邁進 

    鐵人三項不只是一項需要花費許多時間練習的運動，也是需要數個小時才能完成的比賽，需要經

過長時間累積才能完成（楊濟銘、李加耀，2012）。以一場「奧運標準鐵人」51.5 公里賽事為例，休

閒鐵人個人完賽時間，一般介於 2 至 4 小時之間，從倒數鳴槍通過起點後，下水游泳、上岸轉換自行

車，再次轉換接續路跑，持續邁進直到抵達終點完成賽事。在主辦單位營造的運動賽會環境當下，鐵

人們在持續前進節奏中，堅持邁進挑戰極限，除了感受自己心跳與呼吸外，還帶來哪些體驗感受呢？ 

    首先在「疼痛感受」上，在開放水域中，從游泳下水後，感受到溫差刺痛，以及集體出發後，不

同游泳方式（捷式或是蛙式）的肢體碰撞，彼此推擠與互踢，被其他參賽者手撞到或腳踢到經驗開始

（錢基蓮，2013）。游泳上岸後，轉換自行車，因為長時間比賽乳酸堆積造成的疲勞感，尤其是面對

上坡與逆風挑戰時，頸部、背部與腿部肌肉酸痛，甚至抽筋的痛苦感受。最後，轉換進入跑步時，常

因在前兩項運動已消耗大量體力，產生體力不濟感受，加上清晨開始賽事，此時來到太陽高掛時刻，

體溫上升，雙腿僵硬，不聽使喚，若是用力加快速度，雙腿容易抽筋（楊濟銘，2007），對鐵人們的

體能極限都是一大考驗。而後在「焦慮恐懼」上也有相當的深刻感受。不同於一般游泳池的練習環境，

在開放水域游泳，因為視線不清、踩不到底與波浪變化等原因，常會造成方位迷失與嗆水的情況產生

（方佳文，2014），進而產生焦慮恐懼感受。轉換至單車賽事時，面對坡度與風向挑戰，或是長時間

騎乘、容易分心恍神或是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產生擔心害怕摔車的感受；再次轉換跑步賽事，因為體

力不濟心生無法完賽的擔憂。回顧過去文獻（何亞倫，2011；張國彬、馬軍榮、吳東昇，2015；張國

彬、倪子翔，2015；楊濟銘、李加耀，2012；賈永婕，2013；Atkinson, 2008；McCarville, 2007），賽

事過程中，諸多身體上「疼痛感受」與心理上「焦慮恐懼」是許多鐵人三項參與者共同的體驗。 

    休閒鐵人們雖然面臨上述身心的疼痛焦慮感受，但是透過專注練習時的動作與自我對話鼓勵，堅

持邁進「克服逆境」（何亞倫，2011；江明宗，2012；楊濟銘、李加耀，2012；McCarville, 2007）。在

面對身體的痛苦感受上，先找出屬於自己的節奏後，專注於練習時的動作技巧（例如：游泳換氣、騎

車重心換檔技術與快短跑步步頻…等），透過技術轉換，先順暢再力道，減少疼痛感受。在心理的焦

慮恐懼上，藉由心情轉換，自我鼓勵的對話，將焦慮褪去。除了享受在大自然環境中自我挑戰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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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心時刻，加上賽事現場觀眾、家人、補給加油志工與其他參賽者鼓勵，營造出「支持互動」的氛

圍（何亞倫，2011），都不斷帶給休閒鐵人們堅持到底克服逆境，邁向終點前進的動力。 

    在尋求挑戰與探索自我的賽事過程中，休閒鐵人持續專注在游泳、自行車與跑步的運動技術的實

踐，跳脫日常瑣事進入專屬參與者的賽事中。在這個休閒鐵人專屬的運動時空，也就是 Huizinga(1950)

稱為「日常生活的臨時世界裡」(temporary world within the ordinary world)，很容易產生一種技術與挑

戰相符，沈浸在賽事當中的「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林欣慈、蔡明昌，2015）獨特感受。心

流體驗是美國學者 Csikszentmihalyi (1975)提出的概念，當個人在挑戰與技能獲得平衡時，會帶來心

流體驗。當個體感受到心流體驗時，通常會感覺到以下特徵(Csikszentmihalyi, 1990)：1.「挑戰與技巧

間平衡」（指在特殊情境下，知覺到外在挑戰與內在技巧間相互符合）；2.「動作與意識間融合」（指

動作與知覺間的相互協調，當個人的完全投入後，因動作的協調而不知覺到自我，感覺動作是自動化

與自發地完成，也由於深入且不費力的投入，能將日常生活中的憂慮排除於活動之外）；3.「清晰的

目標」（指在流暢狀態中對於自己要完成的目標與動作有強烈的知覺，並且明白清楚知道皆下來要做

的每個動作）；4.「明確的回饋」（因有清楚的目標，回饋也是十分清楚且具體。不需要經過深思與熟

慮，個人就能形成進一步的行動）；5.「毫不費力的專注」（指對於參與的工作能完全專注投入心力與

精神）；6.「控制感」（知覺到一種控制的感覺會自動產生）；7.「喪失自我意識」（個體自我意識仍然

存在，只不過因為個人與環境合而為一的感覺，造成暫時性的忘我，帶來自我的超越，產生一種自我

界線向外擴充的感覺）；8.「時間感改變」（對於時間感覺和時鐘紀錄的時間之間幾乎沒有關聯，有時

時間會延長，有時會縮短）；9.「自成性經驗」（心流體驗本身即為目的，也就是回饋，享受體驗帶來

的樂趣，不為外在酬賞所影響）。 

    綜合上述，休閒鐵人在歷時 2-4 小時的「當下堅持邁進」階段中，必須面臨三項運動技術實踐與

賽事環境帶來的挑戰，雖然會歷經諸多身體上「疼痛感受」與心理上「焦慮恐懼」，但是在自我專注

與鼓勵下「克服逆境」，加上由自然環境與人際之間所營造出的「支持互動」氛圍，沈浸在挑戰與技

巧相符的「心流體驗」中，通過層層考驗，堅持邁進，通過賽事終點。 

 

（四）完賽就是勝利 

    「完賽就是勝利！」在大部分鐵人三項運動賽事中，存在一種特殊的完賽儀式，雖然不是每位參

賽者都能站上「頒獎凸台領獎」，但是每個在大會規定時間內完賽的參與者，都能夠在終點線上享受

「衝過終線」與「接受完賽獎牌」的禮遇。看著每一位完賽鐵人陸續通過終點，享受專屬於自己的榮

耀時刻，在一旁的親友或是觀眾，常常能夠感受到相同的喜悅與感動。鐵人三項是一項耐力性質的運

動，從掙扎地鼓起勇氣報名開始，經過長時間練習以及賽事過程中面對挑戰帶來的不舒適，進而克服

逆境，完成賽事。經過這個歷程後，對參賽者而言，完成比賽除了值得慶賀外，同時也帶來許多自我

收穫與啟發的體驗感受。 

    首先，準備賽事持續練習，帶來的第一個收穫是生理上「身體健康」，為了規律運動，正常的生

活作息，帶來體適能增強與狀態維持，也能夠為生活帶來許多活力（楊濟銘、李加耀，2012）。在心

理層面的「正向抒壓」，規律運動時，因為提供暫時遠離日常瑣事，抒解壓力的機會。克服逆境挑戰

成功完賽後，也能帶來正向情緒，例如：自我實現的成就感與幸福感（林欣慈，蔡明昌，2015）。在

社交互動方面，在共同練習與一起參賽的歷程中，一方面擴大交友圈，加上對彼此的關懷、加油與鼓

勵，也深化彼此的患難情誼，進而產生對於團隊的「認同歸屬」（江明宗，2012）。最後，在精神層面

上帶來的「生活啟發」(McCarville, 2007)，例如：樂在運動的生活形態，以及鐵人三項耐力運動所隱

含的鐵人精神（包括：自我挑戰、克服逆境、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等）所帶來的啟發，在轉換成



9 

 

為面對人生的態度時，都為休閒鐵人們帶來許多豐富的生命意義。 

    綜合上述，經歷過長時間的練習準備，以及賽事當下完成游泳、自行車到跑步的挑戰考驗，在完

賽通過終點線後，無論是個人身體健康或是正向抒壓，還是與人際互動帶來的認同歸屬感，甚或是精

神層面的生活啟發等，可以瞭解到完賽歷程後休閒鐵人的體驗感受。 

 

貳、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取向 

    研究者希冀透過結合自身經驗、過去研究文獻與其他參與者經驗之連結，針對休閒型鐵人三項運

動參與者完賽歷程的體驗進行探究與描繪。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取向角度切入，原因在於： 

 

（一）研究主題仍處於初步探索建構階段 

    質性研究適合於尚未被深入研究的區域(Denzin & Lincoln, 2005)，誠如前述文獻探討部分所提，

鐵人三項運動是一項較為新興的項目，參與者性質也由早期少數菁英競技選手發展成為現在多數休閒

完成型選手，加上休閒型參與者對此戶外休閒運動之體驗與看法的相關研究較為缺乏，因此透過質性

研究取向，針對較少被探討的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休閒體驗進行探究。 

（二）重視參與者的主觀體驗及意義詮釋 

    質性研究也適用在當研究者想瞭解參與者如何解釋自身的體驗與想法時(Silverman, 2010)。

Neuman (2000)也指出，質性研究能夠獲得人們豐富及細微的意見或體驗，所以，當想要深入針對某

一種特別現象進行詮釋時，質性研究是合適的取向。因此藉此一特定戶外休閒運動參與者，針對自身

主觀體驗與感受進行闡述，相較能夠反映出研究者所欲探究「完賽就是勝利」現象。 

 

二、資料蒐集方法 

    因為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普及化與可複製性，而是在於豐富及深入的瞭解研究資料，尤其是在行

為方面的議題，希冀能為將來的問卷編製與量化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  (Denzin & Lincoln, 2005; 

Neuman, 2000)。因此，在整合自身經驗與歸納研究文獻後的研究概念下，接著將連結其他參與者的

經驗，藉以進行交互對話，所以計畫透過訪談方式（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資料蒐集： 

 

（一）深度訪談 

    研究者在此先進行深度訪談之目的，是希望在整合自身經驗與歸納文獻提出的研究概念架構下，

先與 5 位符合條件之休閒鐵人們進行深度訪談，在互動過程中，達成理論飽和之目標。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來選取樣本，並且先以深度訪談來獲取資料。立意抽樣乃是以研究者

本身對於該研究之知識與背景來決定什麼樣的人或物最適合於該研究。如此，所獲得之資料能最符合

研究焦點與能獲得最豐富資訊 (Jennings, 2000; Patton, 2002)。由於本研究以「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

與者」為對象，並探究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因此，在參與者抽樣上，參考過去文獻的操作方式與建

議（郭秉寬、李福恩，2015；Lamont & Kennelly, 2012），以符合下列條件為考量：(a)非為職業專項訓

練各級代表隊的菁英選手；(b)需有至少 2 次以上個人奧運標準鐵人 51.5 公里完賽之經驗者。以兼顧

不同參賽組別（性別與分齡）為考量，由研究者自身周邊熟識的休閒鐵人出發，透過滾雪球方式，共

計深度訪談 5 位，相關資料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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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本研究深度訪談參與者相關資料 

 

 

 

 

 

 

 

 

2. 研究工具 

    深入訪談的方式是採取「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的訪談。Fielding and Thomas (2008) 指出半

結構式訪談乃是訪談者詢問特定與主要的問題，但問題卻又無需按照先後次序，可依訪談時的內容自

由調整，並且重點是希望能藉由訪談中所提及的議題而探索出更多不同的資料。此外 Bryman (2004)

指出，此類型的訪談著重於訪談者與被訪談者之間的互動與不受限制的討論，因為這樣或許和研究主

題相關的一些重要議題會被呈現出來。因此，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進行訪談大綱問項設計，藉以進行

資料蒐集。    

  

（二）焦點團體訪談 

   然後，進一步擴大蒐集資料，瞭解更多參與者看法，並且在飽和理論模式中，辨別並萃取出參與

者類似的主要概念，以及這些主要概念之間可能的關係連結，研究者接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透過團

體互動湧現新知，在群體當中激盪出更完整的想法 (Krueger & King, 1998)。因此，研究者經由深度

訪談先獲得少數參與者的看法後，接續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藉由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擴大且深入瞭

解休閒鐵人們對完賽歷程體驗相關議題的看法、態度與價值觀。 

1. 研究對象 

    在焦點團體訪談研究設計上，由於本研究想要瞭解特定之對象（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在

「完賽歷程體驗」主題上之看法，因此根據 Patton (1990)建議，採用「單一類別設計」(single category 

design)，先規劃選定 4 組的焦點團體，每場次 5-6 位參與者。招募人選方式上透過「團體推薦」與「滾

雪球抽樣」兩個主要管道。其中，團體推薦是透過鐵人三項賽事舉辦單位（臺灣鐵人三項公司與

Waypoint 鐵人三項運動整合公司）與專業網路社群（例如：鐵人筆記）進行推薦與招募。另一管道

則是透過上一階段參與深入訪談者推薦，或是前一場次會議結束後，徵求下一場次推薦人選，以滾雪

球抽樣進行持續招募，共計 4 場次，23 位研究參與者，相關資訊如表 2。 

 

2. 研究工具 

    焦點團體的訪談大綱會參照上一階段深度訪談的初步分析結果進行規劃，並在焦點團體訪談時透

過導引式提問方式，鼓勵參與者提出是否有遺漏或是需要討論的經驗與看法，進而適時修正與補充。 

 

受訪代號 日期 訪談地點 性別 職業 年齡 完賽次數 

P-01-A  108/11/01 新竹市 男 職員 48 3 

P-02-B 108/11/01 新北市 男 職員 36 7 

P-03-C 108/12/01 高雄市 男 副總經理 46 8 

P-04-D 108/12/01 高雄市 男 負責人 38 10 

P-05-E 108/12/01 臺北市 女 研究生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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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相關資料 

 

三、資料分析 

   在藉由前述兩階段（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完成蒐集資料後，接續進行編碼與分析。本研究

以研究者整合自身經驗並歸納過去文獻之發現，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中的體驗感受來

做為本研究之「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並搭配「主軸編碼」(axial coding)與「主題式分析」

(thematic analysis)來呈現本研究的發現。 

（一）敏感性概念 

根據 Charmaz (2014)的解釋，敏感性概念是研究者引用某一學科中已被普遍認可的概念（舉例而

言，在本研究中，包括：認真休閒、遊憩專門化、心流體驗…等休閒行為研究概念），針對自己所欲

研究的資料敏感地進行檢視、分析與組織；此概念提供了研究分析的起點，而不是作為結論的終點。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則是在分析研究資料時，為了要找出因果關係、脈絡、現象與結果之連結所用的一種編

碼方法(Strauss, 1987；Silverman, 2010)。在本研究中，主要依循完賽歷程四個階段（報名參與動機、

賽前認真準備、當下堅持邁進、完賽就是勝利）的脈絡，進行資料編碼。 

（三）主題式分析 

主題式分析則是經由重複的閱讀與檢視訪談的文字內容，看是否有被重複，加強或特別說明的

場次 日期 地點 受訪代號 性別 職業 年齡 完賽次數 

1 109/03/21 高雄市 M-01 男 講師 53 10 

M-02 男 教授 55 5 

M-03 男 店長 35 10 

F-01 女 樓管 42 2 

F-02 女 職員 48 4 

F-03 女 職員 44 3 

2 109/04/18 臺北市 M-04 男 活動組長 30 4 

M-05 男 學校教師 27 3 

M-06 男 學校教師 27 2 

M-07 男 運動教練 27 4 

F-04 女 生教組長 30 23 

F-05 女 學校教師 29 33 

3 109/05/30 臺北市 M-08 男 公司負責人 44 2 

M-09 男 職員 46 2 

M-10 男 副教授 45 10 

F-06 女 協理 60 3 

F-07 女 櫃台人員 39 2 

F-08 女 公務員 46 3 

4 109/06/13 臺北市 M-11 男 營運經理 44 2 

M-12 男 股長 50 2 

M-13 男 經理 46 2 

F-09 女 總監 36 2 

F-10 女 課經理 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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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甚至是隱喻或是具象徵意義的詞句都需篩選，而來發現其中的主題或是次主題，並探討其中的意

義與相關的連結，最後建構出研究的發現(Bryman, 2004; Ryan & Bernard, 2003)。 

 

四、 研究信賴度 

訪談資料的紀錄與分析將影響本研究信賴度，因此本研究信賴度係以三角驗證法、研究信效度與

避免資料分析偏差來進行。 

（一）三角驗證法 

首先，研究者除利用自身完賽經驗的心得紀錄、過去文獻與其他參與者的深入訪談及焦點團體訪

談進行資訊收集，以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檢視資料的確實性。 

（二）研究信效度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與研究計畫小組成員均曾接受過完整的質性研究與訪談技巧訓練，所有的訪談

將研究計畫小組進行。訪談的問題將由主持人與小組成員討論數次後擬定，並再請第三位學者做最後

的修改與建議。訪談內容以電子錄音筆錄音，結束後將立即由研究助理進行逐字稿編打，編打完後再

由計畫主持人與計畫小組成員再次聆聽訪談內容並校正逐字稿。校正完後再交由受訪者確認其訪談內

容，提供研究參與者修正或補充不足之處，以提高本研究分析的正確性及增加本研究之信效度。 

（三）避免資料蒐集與分析偏差 

    在焦點團體訪談資料蒐集時，計畫主持人會注意是否僅由兩三個人持續發言，或是有受訪者未發

言的情形，以避免意見過於由少數人主導。其次，資料分析由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做主要分析，

雖說本計畫主持人對鐵人三項及質性研究有相當的經驗，在分析時應能掌握其訪談內容之意義與連

結，但分析時亦可能會因自身經驗而對其深層意義的解釋有所偏差。為避免此一分析的偏差，分析的

結果會再藉由文獻與邀請一位學者做檢視來避免分析的偏差。 

 

五、 研究倫理 

 在質性訪談過程中，因為研究的關係，受訪者的生活有機會被研究者深入了解。因此，在研究過

程中，以人為研究對象，需要注意研究倫理的議題（潘淑滿，2003）。本研究在研究倫理上將注意「告

知後同意」與「隱私保密」等作法。 

（一）告知後同意 

    在受訪者參與研究前，研究者必須告知受訪者其研究計畫，計畫內容包含研究者背景、研究目的、

研究內容、資料處理以及受訪者本身的權益，在確認受訪者的意願以及解釋疑問後，簽署訪談同意書

與資料保密協定。此外，訪談的時間與地點將由受訪者決定，並以期受訪者在習慣或喜愛的環境下，

進而能表達出最真實的意見。最後，參與此研究是完全自願性的，可不同意參與研究或可在任何時間

退出研究，而不會有任何歧視、處罰或損及其應得之利益…等不良後果。 

（二）隱私保密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受訪者所透露之相關經驗與可辨識之個人身分資料，將

以匿名的方式代為呈現。此外，研究過程中的錄音檔與逐字稿僅供研究使用，絕對不外流並遵守保密

原則，訪談後之逐字稿與錄音檔在研究結束後，將徵求受訪者同意後由研究者保管並依規定在時限內

銷毀。 

    基於上述原則，本研究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案件編號：

201905HS010），並透過知情同意書獲得研究參與者個人同意後，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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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起心動念報名 

    誠如本研究開頭所提，「報名需要勇氣」，因此，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基於什麼樣的動機， 

鼓起勇氣報名參與具備相當身體與心理挑戰的賽事？研究者歸納整理「起心動念報名」的概念，以及

所包括之主要概念、從屬概念及概念意涵，如表 3 所示。 

  表 3 本研究休閒鐵人起心動念報名動機 

核心概念 主要概念 從屬概念 概念內涵 

起心動念報名 內在動機（21） 1. 能力展現（18） 挑戰自我、突破極限、成就感與成績進步 

2. 樂在其中（3） 豐富生活、減少遺憾、愉悅感、實現抱負 

外在動機（50） 1. 身心健康（9） 健康老化、健康習慣、壓力釋放、維持體態 

2. 社交友誼（25） 增進親人關係、同儕邀約 

3. 順理成章（16） 原就有從事個別項目、工作相關、公司氛圍 

 註：括弧內為受訪者提及的次數 

 

 二、賽前認真準備 

    賽前認真準備 「練習需要努力」。由於賽事舉辦為了安全與賽務考量，會為參賽者限定完成時間

（又稱「關門時間」），因此報名很簡單，滑鼠動一動即完成報名，但想要完賽需要透過許多的練習，

準備的過程中。本研究整理訪談所得資料後，歸納出：「持續練習」、「動態沉思」、「認真休閒」、「休

閒社交圈」與「遊憩專門化」五項練習準備歷程中的體驗。研究者歸納整理「賽前認真準備」的概念，

以及所包括之主要概念、從屬概念及概念意涵，如表 4 所示。 

表 4 本研究休閒鐵人「賽前認真準備」歷程體驗感受 

核心概念 主要概念 從屬概念 概念內涵 

賽前認真準備 

  

持續練習（55） 1. 固定運動（25） 固定安排運動、持續地進行練習 

2. 決心毅力（10） 長時間練習堅持與毅力 

3. 自律要求（20） 對自己的訓練要求、自律完成 

動態沉思（36） 4. 思緒清晰（19） 思緒清晰利於思考、難題迎刃而解 

5. 深度思考（17） 沉澱下來思考、自我對話不被打擾 

認真休閒（71） 1. 投入個人努力（33） 安排訓練課程、向有經驗者請益 

2. 堅持不懈毅力（18） 努力堅持維持賽前練習 

3. 持續個人受益（6） 指導新手同時精進自我、成就感 

4. 強烈社群認同（9） 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目標努力 

5. 獨特精神特質（5） 團隊凝聚、鐵人形象 

休閒社交圈（41） 1. 共同練習（9） 共同練習與聯繫交流的平台 

2. 社會支持（18） 裝備、技術與經驗分享、心理支持 

3. 休閒認同（14） 鐵人社群與鐵人形象的認同 

遊憩專門化（39） 1. 行為層面（21） 多次參與，購置裝備升等、專業訓練 

2. 認知層面（15） 更多知識了解、專業教學提升 

3. 情感層面（3） 更多情感、影響力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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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下堅持邁進 

（一）疼痛感受 

    當下堅持邁進 鐵人三項不只是一項需要花費許多時間練習的運動，也是需要數個小時才能完成

的比賽，需要經過長時間累積才能完成（楊濟銘、李加耀，2012）。鐵人們在持續前進節奏中，堅持

邁進挑戰極限，除了感受自己心跳與呼吸外，還有什麼感受呢？研究者歸納整理「當下堅持邁進」的

概念，以及所包括之主要概念、從屬概念及概念意涵，如表5所示。 

 

表 5 本研究休閒鐵人「當下堅持邁進」歷程體驗感受 

核心概念 主要概念 從屬概念 概念內涵 

當下堅持邁進 

  

疼痛感受（24） 1. 游泳疼痛（8） 失溫、喘不過氣、抽筋 

2. 單車疼痛（8） 固定姿勢酸痛、體力不支、抽筋 

3. 路跑疼痛（8） 體力不支、抽筋及疲勞 

焦慮恐懼（37） 1. 賽事開始前（19） 報名後、賽事報到後、鳴槍開賽前 

2. 賽事進行中（18） 游泳、騎車、無法完賽 

克服逆境（44） 1. 專注動作（13） 專注各項運動的動作、展現平時練習 

2. 自我鼓勵（31） 自我對話與鼓勵的心態、自我加油打氣 

支持互動（42） 1. 自然環境互動（7） 享受賽道沿途自然景色 

2. 親友觀眾志工（35） 親友觀眾志工互動加油 

心流體驗（32） 1. 技術挑戰相符（10） 專注、時間感流暢、輕鬆地繼續動作 

2. 享受沈浸其中（22） 時間感扭曲、享受在賽事當中 

註：括弧內為受訪者提及的次數 

 

四、完賽就是勝利 

    在準備賽事持續練習，帶來許多收穫與啟發。研究者歸納整理「完賽就是勝利」的概念，以及所

包括之主要概念、從屬概念及概念意涵，如表 6 所示。 

表 6 本研究休閒鐵人「完賽就是勝利」歷程體驗感受 

核心概念 主要概念 從屬概念 概念內涵 

完賽就是勝利 

  

身體健康（34） 1. 規律運動（17） 維持運動，養成習慣 

2. 增強體能（5） 身體指數強化、體態肌肉結實 

3. 生活作息（12） 安排生活作息、規律生活 

正向紓壓（43） 1. 正向情緒（30） 積極、正向思考 

2. 抒解壓力（13） 抒解壓力、不會憂鬱 

認同歸屬（45） 1. 擴大交友圈（8） 鐵人朋友、運動好友 

2. 歸屬感（31） 鐵人形象、鐵人認同、影響親友 

3. 患難情誼（6） 互相扶持、共同參賽、分享經驗 

生活啟發（101） 1. 樂在運動（18） 投入享受、快樂運動 

2. 鐵人精神（30） 毅力、堅持、突破困難 

3. 生命意義（22） 面對生活的態度 

4. 遷移轉化（31） 在生活情境與工作場景應用 

註：括弧內為受訪者提及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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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藉由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歸納，將休閒鐵人完賽歷程中可能產生的體驗感受，依照「報

名參與動機」、「賽前認真準備」、「當下堅持邁進」與「完賽就是勝利」的完賽歷程順序，整理如圖 1。 

 

 

 

 

 

 

 

 

 

 

 

 

 

 

 

 

 

 

圖 1 休閒鐵人完賽歷程體驗感受圖 

 

二、 建議 

首先，在圖 1 提及之諸多概念中，根據本研究發現，「動態沉思」是尚未被深入探討的體驗感受。

不同於透過放鬆冥想的靜態活動而進入「沉思」狀態，在持續練習達到一定運動量後，在長時間固定

且持續的運動節奏裡，在全身血液循環作用加上注意力集中，經常伴隨產生一種思緒清晰的感受，進

入一種自我內在深度思考的狀態，一些繁雜難解待答問題，常能迎刃而解，予以釐清。這種在以自我

挑戰，不強調競爭名次的長時間練習氛圍下，所產生特殊體驗感受現象的描繪與其產生原因探究，是

未來可深入研究議題之一。 

    其次，針對休閒鐵人參與動機的研究成果，相對來說，已是相當豐碩。然而，在持續豐富研究文

獻，仍然還有一些值得探究的議題。首先，過去在鐵人三項賽事現場，男性參與者常是多於女性，少

數的女性參與者中，又以競技型選手為主，因此，近年出現許多針對菁英女選手參賽動機的研究 

(Brown, Masters, & Huebschmann, 2018; López-Fernández, Merino-Marbán, & Fernández-Rodríguez, 2014; 

Waddel-Smith, 2010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參與者投入參與賽事，不以競爭名次而是以完成賽事為

目標的女性休閒型鐵人，其參與動機與競技型選手或是同為休閒型男性選手是否有所不同？都是可以

持續探究的議題之一。此外，休閒鐵人們出於內外在不同的參與動機，是否會影響後續歷程中的體驗

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 

持續練習 

動態沈思 

疼痛感受 

心流體驗 

焦慮恐懼 

克服逆境 

身體健康 

支持互動 

正向抒壓 

認同歸屬 

生活啟發 

 遊憩專門化 

休閒社交圈 

認真休閒 

 

完賽就是勝利 

 

起心動念報名 

 

賽前認真準備 

 

當下堅持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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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例如：出於哪些動機的參與者，比較容易採取認真休閒的心態，持續練習投入，甚至影響個人

對鐵人三項運動的行為、認知與情感，甚至到達高度遊憩專門化的程度以及影響完賽後感受到之啟示

與收穫內涵，則是另一個以休閒動機為主題研究可以進行的方向。 

    再者，針對鐵人三項運動長時間的賽前準備與賽事當下可能產生的體驗感受，從休閒行為研究的

角度，進行變項間量化模式建構，舉例而言，休閒鐵人在賽前準備的「持續練習」，以及與賽事當下

的「疼痛感受」、「焦慮恐懼」與「克服逆境」等行為間關係；或是加入鐵人三項運動相關團體的「休

閒社交圈」，一同準備賽事練習、報名參賽與賽事當下的「支持互動」，進而產生對鐵人運動團隊「認

同歸屬」的影響，皆可藉由量化問卷題項予以測量，進而模式建構與驗證。或是採用質性研究取向，

深入探究與描繪特定休閒現象背後的概念意涵，也就是在休閒鐵人活動參與裡形成一些特定的次文

化，例如：隨著持續參與後，參與者練習時間增加、裝備升級投資，形成「鐵人入坑、越陷越深」的

現象，其背後所意涵的「遊憩專門化」進程，是可以探討的議題。又例如：在休閒鐵人社交群組間，

無論是個人或團體共享「我鐵人、我驕傲」的現象，以「休閒認同」 (休閒社交圈與認同歸屬) 角度

切入予以探究，也是可以進行的研究方向。 

    最後，由於鐵人三項是屬於相當消耗體力的耐力性質運動，有著不同於一般休閒運動的特殊體驗

感受，像是：為順利完賽大量投入地持續練習、賽事當下三項運動 (游泳、騎車與跑步) 轉換的疼痛

與焦慮恐懼與克服逆境等，因此本文以休閒鐵人為對象歸納其在完賽歷程中各項體驗感受，此一結果

能否應用在其他耐力性質的休閒運動，例如：馬拉松路跑或是越野極限體能運動，又或是透過比較分

析歸納出專屬休閒鐵人的獨特感受，這些問題的答案，也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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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歸納之休閒型鐵人三項運動參與者完賽歷程體驗
模式，可做為未來大規模量化模式建構之基礎與運動參與
推廣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