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我國參與 2020 東京奧運
後勤支援團隊之規劃概況
文∕陳韋翰、陳若芸、陳美燕、相子元

壹、 前言
第3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預計將於日本
東京舉行。本屆奧運會競賽項目包含田徑、射箭、
舉重、羽球等33種競賽種類，共計339個項目，屆
時預計約有200多個國家以及1萬名以上的運動員參
與競賽。所有運動員為了追求奧林匹克「更高、更
快、更強」的精神，經歷漫長且艱辛的鍛鍊，期盼
能夠突破自我，在奧運會上爭取更好的成績。
奧運會作為國際最高層級的綜合型體育賽事，
不僅僅是運動員引頸期盼的賽事，也是各國後勤支
援團隊展現「運動科學」實力的重要舞台；為了幫
助選手爭取更高、更多的奧運會榮譽，各運動強國
無不竭盡所能提供各方面的後勤支援，而我國也不
例外，為了備戰本屆奧運會，我國先後提出三項支

圖1 奧運會後勤支援計畫之架構（圖片提供∕作者）

援計畫來幫助選手，分別是「我國參加2020年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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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賽實施計畫」

立個別化專業訓練團隊，提高補助如參賽或移地訓

以下簡稱「奧運選手培訓計畫」、「黃金計畫」以

練的交通、膳宿等（體育署，2018b）；最後有別

及「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以下簡稱「精準

於以往，科技部本次提出「精準科研計畫」籌組8個

科研計畫」。

由各大專院校優秀專家所組成的運動科學團隊，結

前兩項計畫皆由教育部體育署提出，前者

合科學與科技的方法來幫助我國5個重點運動項目之

「奧運選手培訓計畫」所涵蓋的培訓對象較廣泛，

選手。以下將分別簡介各計畫的性質與內容，最後

主要在爭取最大量奧運參賽資格數 （體育署，

以「精準科研計畫」中較具代表性的運動科學支援

2018a）；後者的「黃金計畫」則主要聚焦在奪金

內容為例，說明後勤支援團隊如何幫助選手提升競

聲望高的選手上，給予最高等級的後勤支援，如成

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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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黃金計畫

貳、奧運選手培訓計畫
教育部體育署於2018年7月核定「我國參加

除了上述計畫之外，體育署也在2019年1月啟

2020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培訓及參

動「黃金計畫」，全力支援協助我國菁英選手，該

賽實施計畫」，備戰策略之一明定成立運科運醫專

計畫依選手需求訂定個別化培訓參賽專案計畫，並

業支援團隊，以爭取最多參賽運動種類項目及選手

成立專業訓練團隊，提供選手、教練及其專案核定

參賽資格，並超越歷屆成績為總目標。藉由運科運

團隊（如防護員、訓練師、治療師、情蒐人員、營

醫團隊全力支援及監控，加強對選手身體狀況的檢

養師……等）包含交通、膳宿、參加比賽、移地訓

查與掌握、健康管理、醫務監督、生化檢驗、運動

練、人力支援、器材需求等補助，並依據選手競賽

傷害防護及運動禁藥檢測等，以提供教練及選手在

成績和表現區分三個層級（半年審核一次）給予不

運科運醫全方位的積極支援，協助選手以最健康、

同移地訓練之補助原則，讓選手在培訓期間有良性

最具科學化的身心靈培訓方式達成各該運動種類

競爭目標（體育署，2018b）。

項目所設定之競技成績目標（體育署，2018a）。

經國訓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選定的最頂級選

運科運醫專業支援團隊重點支援內容包含應用運動

手，包括舉重郭婞淳、羽球戴資穎、周天成、空手

生物力學、心理、運動生理、營養及體能、禁藥等

道文姿云等，將獲最高級別的戰備支援，不論出國

相關運動科學專業技術，支援教練及選手訓練與比

比賽或移地訓練（航段超過4小時），選手及專屬

賽之需。並建置運動選手之外科、內科、骨科、復

教練皆可搭乘商務艙前往，大幅提升差旅方面的舒

健科、婦科等之醫護網，並統籌負責選手健康、用

適性，讓選手們能夠專心備戰東京奧運；而列為第

藥、運動傷害防治及疲勞消除等醫護事宜。

二級的選手及教練只有在移地訓練航段超過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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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
選手

第二級
選手
第三級

參加比賽，搭乘商務艙
移地訓練，搭乘商務艙
( 航段＞6小時 )

參加比賽，搭乘商務艙
移地訓練，搭乘經濟艙

補助所有選手、教練及其核定專案團隊包括交通、膳宿、相關訓練費用
圖2 黃金計畫支援架構（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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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比賽，搭乘商務艙
移地訓練，搭乘商務艙
( 航段＞4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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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準科研計畫」中，總共有 8 個運動科學

時才補助搭乘商務艙；第三級則移地訓練不補助商
務艙。

團隊，分別針對舉重、羽球、桌球、棒球以及自由
車等 5 種運動項目進行運科支援，其中舉重精準科

肆、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

研團隊與黃金計畫之舉重運科團隊密切結合，協助

本次備戰東京奧運會，除了體育署的「奧運

郭婞淳備戰奧運；羽球精準科研團隊運用 AI 技術搭

選手培訓計畫」以及「黃金計畫」之外，科技部也

配黃金計畫之羽球運科團隊，協助戴資穎及周天成

首次發起了「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計畫」。此計

邁向世界頂尖排名及備戰奧運；除了搭配國訓中心

畫於2018年10月開始執行，主要以優秀運動員為

協助黃金計畫選手，精準科研團隊也針對臺灣自行

主體，結合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

車與紡織產業，利用風洞之技術幫助自行車選手降

學、運動醫學、運動營養、資訊工程、物理治療、

低空氣阻力，並提出符合自由車競技運動情境之最

人工智慧以及大數據分析等各相關領域專業人員，

佳化服裝設計。

精準了解運動員需求及協助解決選訓困境瓶頸，將
焦點集中於「運動科學訓練」、「體能恢復與傷害
防治」以及「技戰術分析」等三大主軸進行跨領域
技術合作，除了給予奧運選手最頂尖的運科支援
外，也盼能夠透過該計畫研發出各項運動選訓所需
之應用系統及視覺科技情蒐輔助系統，並建置各項

「精準舉重」：為臺北市立大學與國立陽明
大學共同合作，團隊建構出精準舉重訓練台（圖
4），該訓練台地板中心設有測力板儀器，能即時
顯示舉重動作的雙腳力量參數、身體重心，並設有
攝影機可透過電腦運算即時呈現選手動作及槓鈴移
動軌跡，可以協助教練針對選手進行動作修正，藉

選訓紀錄以及評估回饋等資料庫，協助運

由量化的力量參數與軌跡變化更可作為

動員以最佳的狀態進行訓練與參

預防受傷的重要指標，避免訓練

賽，以達到最佳競技表現，
運動科學團隊包含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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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向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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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精準科研計畫—跨領域運科團隊（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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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策略，與可能對手的情報收集，以爭取在東京奧
運會取得佳績，為國爭光。
未來該團隊也持續研發輔助的訓練儀器如外
骨骼機器人、智慧槓鈴感測器。前者利用外骨骼機
器人之動力程式，幫助選手完成符合比賽中的抓舉
以及挺舉動作，主要透過肢段支架、連桿、關節以
及感應器來協助訓練，藉由量測外骨骼機器人協力
訓練的強度，了解外骨骼機器人協助舉重選手的過
圖4 運科團隊開發出精準舉重訓練台（資料來源∕https://iset.
utaipei.edu.tw/files/14-1098-69081,r133-1.php?Lang=zh-tw）

程，以評估選手需要強化的部分，進而精準提升選
手表現。此方式最大優點在於保護選手符合正常動
作，突破自己極限，同時亦能避免運動傷害的發
生。後者，則將進一步透過裝置在槓鈴上的感應器
裝置，利用生物力學參數計算方式，精準計算從靜
止到提鈴、上舉、落下的各軸向加速度值與磁力方
向，提供精準的舉重軌跡與旋轉角度之演算，即時
幫助選手進行當下表現的分析，提供關鍵有效的數
據，幫助教練以及選手進行更準確且有效的訓練模
式。

圖5 運科團隊持續開發在手機上即時呈現槓鈴軌跡與數據（圖片
提供∕作者）

據，也可直接在手機上即時顯示軌跡（圖5）；此
外，在舉重地墊的改良，也導入了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國防科技之吸震材料，經團隊專業開發與多次
測試，發現創新的舉重地墊在減振、減噪的效果均
優於國際知名品牌，有效減少槓鈴落地時槓片撞擊

練所造成的聽力損害問題，該地墊也獲得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舉重隊教練及選手一致肯定。該團隊也針
對我國具奧運會奪牌實力的舉重運動員在2019年亞
洲舉重錦標賽及2019舉重世錦賽進行動作技術、比

圖6 運科團隊持續開發
外骨骼機器人與智慧槓
鈴感測器幫助選手（圖
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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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ch AI『金』準羽球」：為國立交通大
學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共同執行，團隊搭配AI技
術，開發出可從比賽影片辨識及標示出高速飛行的
羽球、偵測球員位置及運動員的骨架姿態、球種
辨識等賽局記錄系統（圖7），可用於賽局資料收
集，了解各競爭對手的球種的使用、運動員的敏捷
度及常用的球路等資訊，幫助球員進一步熟悉對
手，並且模擬比賽各種情境狀況，以利運動員進行
最佳準備。

圖7 運科團隊搭配AI技術開發賽局紀錄系統，可偵測羽球與球員
位置、骨架姿態及辨識球種（資料來源∕https://howlife.cna.
com.tw/life/20190919s003.aspx）

選手在比賽對戰時，多半會有習慣性的球種或
落點打法，稱之為習慣性球路，賽局記錄系統能幫

能提前了解對手的跑位習性，便能提前擬定策略設

助選手及教練找出對手的習慣性球路，可用來預測

定特定球種及適當的落點，讓對手難以招架。此系

對手的可能反應，作為賽前模擬訓練的依據。同樣

統亦可計算選手失分的位置，可做為攻擊目標或自

的，選手在跑位模式上也會有個人潛在的習慣，若

我強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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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局記錄系統可幫助選手找出對手習慣球路以擬定備戰策略（圖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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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運科團隊進行風洞測試，提供選手空氣阻力減阻的策略（圖片提供∕作者）

「破風取勝」：為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屏東科

定區域的空氣阻力則成了研究者目前的當務之急。

技大學及輔仁大學等校共同執行。團隊主要聚焦在

首先，運科團隊將透過過去風洞測試經驗提出改善

如何幫助自行車選手降低空氣阻力，依據空氣動力

方式，提供選手真實阻力數據（圖8）；同時也針對

學的原理，從過去的車架動力學性能研究（王璽，

自由車運動時之人體出汗分佈特徵進行探究，並進

2015；宋文修，2013；馮美儂，2014），到自由

行實際著裝時，熱濕調節作用的驗證評估，以提出

車手人體空氣動力學流體結構進行探討（李尚儒，

符合自由車競技運動情境之最佳化服裝設計，並且

2017；梅文逢, 2016）；不僅如此，運科團隊也試

將風洞測試數據提供自由車資訊系統資料庫，一同

圖從車服以及裝備上來改善風阻問題，因為高速的

結合最低阻力係數服裝，以達到提升選手成績的目

競賽環境中，服裝之空氣阻力扮演著關鍵的影響因

的，提供空氣阻力減阻的策略。
上述為「精準科研計畫」所進行之三項運動

身衣在騎乘時可相差4%的阻力，經模擬計算可在55

科學支援內容，但為了能有效地推動此計畫專案並

公里的騎乘競賽中，省下44秒的時間 （Brownlie等

且達成預期績效指標，科技部也特別成立了專案計

人，2009）。此外，在不同的比賽環境下，高速運

畫協助小組，以主動式專案管理模式，協助專案計

動產生的身體濕熱也會影響車手之體能消耗與心理

畫之各項研究發展以及推動，記錄相關研究歷程，

壓力。藉此自行車選手在贏得冠軍前必須克服的風

以及各項研究成果。專案管理是在特定的組織環境

阻問題便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如何減少特

中，透過一個臨時性的、專門的彈性專案組織，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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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科團隊幫助自行車選手降低騎乘時空氣阻力

用科學理論與方式，對專案進行高效率的計劃、組

本專案計畫成果不僅可幫助優秀運動員精進運動表

織、指導以及控制和協調而制定的一套原則、方

現，更可進一步培育運動科學跨領域人才，並且結

法、輔助手段和技術以及技巧，以限時專案全程的

合國內體育運動、醫學以及工程等領域，提供教練

動態管理和專業目標的綜合協調與最佳化。

與運動員更明確且有效的訓練計畫參考，以發揮更

除此之外，在計畫執行過程中，與產業合作也
會是後期計劃工作項目之一，未來透過專利產出、
技術轉移的運作過程，一同參與計劃的運科團隊，
相關技術可因應產業需求或研究主題的多元發展，
同時技術產出亦能夠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實踐
計畫團隊對於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和智慧財產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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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卓越的運動表現。

伍、結語
教育部體育署結合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與運動
科學訓練之專業，不斷推進國內競技運動實力，以
提升臺灣運動競技的成績，而科技部也為競技運動
在運動科學與資訊科技的跨領域整合上付出心力；

的目標。而在相關計畫產業連結以及商品化服務

相較於日本、中國大陸、德國及澳洲等運動強國，

上，推動小組將鎖定專案計畫開發之相關產業未來

皆設有國家等級運動科學研究機構，臺灣在有限的

技術發展需求，進一步整合跨領域之產學研三方研

經費預算下，持續提升運動科學在競技運動上的應

發能量，提供物聯網和區塊鍊服務及諮詢，促進產

用層面與深度，逐步完備我國競技運動科學訓練系

業化或商品化。最後，在競技運動場域的應用上，

統，未來展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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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運動科學支援模式
配合東京奧運、世界大學運動會及各項運動的
訓練需求，以專案團隊之運作模式，整合運動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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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科技技術，根據客觀量化的科學數據，找出
各單項及選手的訓練需求，定期監控選手表現並彈
性修正運科支援內容，同時也評估教練的訓練策略
成效。未來須強化應用高科技即時回饋系統，立即
提供教練與選手在訓練時動作表現與疲勞偵測的依
據，提高每次訓練的效益；此外，在執行運科工作
時，必須先整合規劃後再同步實施，以發揮最大的
功效，並且扮演好教練與選手上戰場時背後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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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陳家祥、相子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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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補助，增加運動科學人員幫助各單項運動、教練
及選手落實運動科學訓練的方法，並持續邀請國內
外專家學者，舉辦各專項運動科學講習及座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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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發展之競技運動訓練系統（侯彥竹、相子元，
2014）。
三、擴大運動醫學知能
我國有很頂尖的醫療實力，但同時具備運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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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系所或學程，培養同時具備醫學背景及運動科
學知識的運動醫學人才；不僅有助我國頂尖選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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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更多未來運動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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