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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本章分為六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背景；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

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範圍；第五節：研究限制；第六節：名詞釋

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運動贊助的發展 

「運動贊助(sport sponsorship)」在國內外行之有年，已成為一種全球化

的行銷趨勢（程紹同，2001）。1984 年在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簡稱國際奧會)同意下，洛杉磯奧運首度將「體育

經濟」的商業模式引進，創造 2 億 2,500 萬美元的盈餘收益（程紹同，2001；

Stotlar, 1993b）。國際奧會在 1985 年正式推出第一代「奧林匹克全球贊助計

畫 ( The Olympic Program, 後改為 The Olympic Partners, 簡稱 TOP)」，從

1988 年漢城奧運中 TOP I 的 1.02 億美元開始到目前北京奧運的第六代「奧

運合作夥伴贊助計畫」（TOP Ⅵ）超過 10 億美元的總贊助金額，企業贊助

權利金不斷飆漲，說明了受人矚目的運動賽事在今日已成為企業爭相尋求

的行銷媒介（程紹同，2005；廖俊儒，2001）。 

根據國際事件行銷集團(International Events Group, IEG)的推估，2007

年全球花費在贊助的總金額將達 377 億美元(IEG, 2006)，而在所有贊助項目

中，又以運動最為普遍（程紹同，1999），佔所有贊助活動的 66％，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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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漲（程紹同、方信淵、洪嘉文、廖俊儒、謝一睿，2002；劉以德，2005；

IEG, 2006）。運動之所以成為各種贊助活動中的主流，原因在於運動是一種

能夠超越國家與文化的界線，不分年齡、性別、族群和社會階段的活動，

隨著運動風氣的盛行，加上媒體發展迅速與人們對於健康與休閒意識的提

升，運動明星及運動賽會已逐漸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葉上豪，2005），因

此企業透過運動賽事作為宣傳、行銷的媒介，已逐漸在全球成為趨勢。 

國內企業也受到運動贊助所帶來的無限商機，自 1986 年起開始蓬勃發

展（程紹同，2001；盧焰章，1993），以國內知名的汽車工業為例，如三陽

工業、南陽實業、中華汽車等；食品業則有統一、養樂多、味全、光泉等；

資訊產業有宏碁集團、明碁電通等；輪胎製造業的正新、建大、飛達等企

業，紛紛投入運動贊助行列，利用贊助運動賽事的機會，打響企業品牌形

象，建立消費者的認同感，並達到行銷目的。 

二、 我國職業棒球運動發展近況 

在今日國內的運動領域，職業運動是運動產業發展的火車頭，而職業

棒球也成了棒球運動產業發展的重要指標（黃瑛坡，2004），亦係具有商業

化、娛樂化的運動文化產業。台灣職業棒球發展迄今已邁入第 17 年，成立

初期曾經風靡無數的球迷，但其中歷經了職棒簽賭事件、兩聯盟對立、惡

性競爭及球員放水事件等，導致國人對於職棒運動感到失望，迫使親臨現

場觀看球賽人數隨著惡質化的棒球環境而開始走下坡，票房收入因此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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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所幸近幾年中華成棒隊在國際賽事中皆獲得不錯的成績，例如：

2001 年世界盃棒球錦標賽、2003 年亞洲盃錦標賽、2004 年雅典奧運棒球賽

事等；再加上 2003 年「中華職棒聯盟」與「台灣大聯盟」合併成為中華職

業棒球大聯盟（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簡稱中華職棒

大聯盟或職棒聯盟），在球團與聯盟努力下，積極提升各隊選手素質與水

準，逐漸使得職業棒球運動的觀賞人數及票房收入有所成長。 

三、中華職棒大聯盟與企業贊助 

運動贊助在國內的風氣已逐漸成熟，越來越多企業相中這塊市場，其

中目前最具規模的觀賞性運動就是職業棒球，並且具有龐大的潛在商機。

企業深信藉由贊助職業運動將有助於提升企業知名度及獲得相關效益，目

前企業在國內職業棒球運動贊助的對象，可分為職棒球隊及贊助運動賽事： 

（一）贊助職棒球隊 

企業贊助職棒球隊最常見的呈現方式包括全壘打牆、計分板、電視牆、

周邊護欄、球員休息區、球迷加油站等，皆可見到贊助商的看板；另外，

球員的球衣、頭盔、護具等，也都是贊助商必爭之地，依不同位置有著不

同的價位。企業贊助職棒球隊最成功的例子，應屬兄弟象職業棒球隊（黃

嘉裕，2004；賴德剛，2004），在 2003 年成為職棒史上首支轉虧為盈的球

隊，獲得超過 20 家企業廠商贊助，光以企業贊助的金額就高達 6,000 萬元

台幣（葉上豪，2005；黃瑛坡、陳俊璋，2005）。此外，2003-2004 年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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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超過 1,500 萬元給興農牛職業棒球隊、歐都納贊助統一獅棒球隊等。 

（二）贊助聯盟為主 

企業贊助國內職棒賽事自職棒 5 年起，由義美集團開始贊助職棒明星

賽，爾後的明星賽及總冠軍賽皆更吸引了許多企業成為贊助商，願意提供

中華職棒大聯盟相關資源，讓賽事能舉辦的更為盛大，包括 Energizer 勁量

電池（職棒 7 年）、Philipshave 飛力浦電鬍刀（職棒 9-10 年）、Giga 技嘉寬

頻超網路（職棒 11 年）、BLOCKBUSTER 百視達（職棒 13 年）、OISM（職

棒 14 年）、純喫茶（職棒 15 年）、福特汽車（職棒 15-16 年總冠軍賽）、日

盛金控（職棒 15-17 年）。 

大多數企業在選擇贊助對象時，首先會選擇贊助職棒球隊，透過球隊

的高知名度來行銷企業，一方面由於贊助時間較長，曝光率也較於贊助運

動賽事來的高，所以企業通常會選擇贊助球隊為優先考量。在贊助運動賽

事部份則相對較少。 

再者，中華職棒大聯盟所能主導的運動賽事，僅存熱身賽、明星賽和

全壘打大賽，年度總冠軍賽所得大部分已歸參賽二隊所有，聯盟僅協助進

行總冠軍賽冠名權的販售與宣傳事宜，顯見職棒聯盟收入來源十分有限。

在政府財源逐年縮編的情況下，為能有效並順利辦理各項活動，中華職棒

大聯盟與企業合作勢必成為未來趨勢，企業所提供之贊助將有助中華職棒

大聯盟把比賽辦得更為精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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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的重要性 

運動贊助的收入近年來已逐漸成為許多大型運動組織的主要財源（程

紹同，1998；蕭嘉惠，1995；張家銘，2006）。而 Kuzma 等人也指出，一項

運動競賽中，有 65％至 80％的籌辦經費來自企業贊助，可見經費支援對於

競賽活動及體育運動組織的重要性（引自程紹同，2001，頁 104）。中華職

棒大聯盟成立 17 年以來，一直是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經營，雖為職棒比賽的

主辦單位，但其經費來源總是呈現捉襟見肘的窘境，再加上主要業務在於

辦理職棒例行賽事事務之外，還包括舉辦年度最受矚目的職棒明星賽及總

冠軍賽。面對如此龐大的業務，亦需要擁有足夠的經費來支持整個聯盟的

運作，但企業贊助的情況卻無法與職棒球隊相並論，甚至出現找不到企業

願意提供相關贊助的情況。 

過去國內探討運動贊助相關研究範圍甚廣，其中包括：企業贊助之動

機、贊助效益研究等（李儒杰，2001；洪睦盛，2004；葉美琳，2002；廖

俊儒，2001；蔣宜龍，1999；蕭嘉惠，2003），而針對企業贊助職棒運動方

面的研究，則多半以職棒球團及消費者為研究對象（林心晨，2004；范師

豪，2004；徐嘉良，2005；陳穎毅，2005；黃煜，2001），在一片職棒贊助

的浪潮之中，研究者卻發現仍有少數企業選擇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舉辦

的賽事活動，激起研究者進一步探究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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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內目前尚未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相關研究，因此本

研究嘗試以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的贊助商為個案研究對象，瞭

解企業贊助職棒聯盟賽季的動機與實質效益等相關因素，以期能為職棒聯

盟提供客觀依據，促進國內職棒運動贊助在實務上有更進一步的發展。 



 7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動機。 

二、瞭解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考量因素。 

三、探討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實質效益。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動機為何？ 

二、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考量因素？ 

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實質效益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研究期間：自 2006 年 10 月至 2007 年 6 月底止。 

二、研究對象：主要為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之贊助商，剔除非『贊

助』為出發點之廠商後，計有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日盛

金控）、台灣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灣美津濃或美津濃）及光泉

牧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光泉集團或光泉）3 家廠商，進行探討、研究

與分析；其餘出自於廣告動機之廠商則不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三、探討主題：以企業參與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之動機、考量

因素及贊助商的實質效益。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深度訪談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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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母群體，僅針對贊助中華職棒 2006 年賽季之企業為研究對

象，以個案訪談之方式進行，可能會面臨以下幾點限制： 

一、樣本的限制 

（一）無法面對面訪談 

可能會因贊助商相關部門業務繁忙，而無法採面對面訪談，為求得

本研究相關問題部份，將採用電話或 E-Mail 方式進行。 

 （二）提供資料內容不完整 

        贊助商與中華職棒大聯盟合作模式、贊助內容、合作年限、有無

活化策略、契約等資料為各贊助商負責贊助活動部門所提供，此部份

會因資料本身非基於研究目標所為，且含有企業商業隱私成份，若有

任何人為疏漏，將會影響研究的準確性。 

二、研究方式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偏向質化研究，牽涉到研究倫理問題，因此摘錄之內容

非經當事人同意，以不具名之方式呈現，以保障當事人權益。因此研究

結果陳述難免會有所侷限。 

三、研究結果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故研究結果僅針對研究對象呈現，其

結果僅能供其他單位參考，而無法加以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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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名詞釋義 

一、贊助(sponsorship) 

    係指企業以提供資源（金錢、人員、設備、技術等），以利組織執行各

項活動，並換取企業與該項活動的直接關係，並藉由這個關係達到企業行

銷目標、媒體目標或其他特定目標的一種互惠關係組合(McCavarille & 

Copeland, 1994 ; Sandler & Shani, 1989 ; Stotlar, 1993a)。 

二、運動贊助(sport sponsorship) 

    學者 McCarville and Copeland (1994)認為，運動贊助是指企業提供運動

組織運動競賽與活動，或是運動員等所需的任何物資，包括資金、產品、

服裝、器材、技術及服務等，且藉此贊助關係成就企業行銷之目的。 

本研究所指之運動贊助，是指企業與中華職棒大聯盟之間的商業關

係。企業藉由提供金錢、物資、服務等，獲取中華職棒大聯盟所授予之權

利，例如：冠名權利、廣告曝光、商品授權、球賽現場相關活動的舉辦等，

而企業本身透過這樣的方式達到行銷、回饋社會或藉此提升企業形象之目

的。 

三、職業運動(professional sports) 

    係由職業運動組織（如職業運動聯盟）、職業運動團體（如職業運動

球團、俱樂部）、職業運動員及相關工作人員所構成。提供觀眾欣賞其所

安排之精彩賽事與表演，以收取門票、電視轉播權利金、廣告贊助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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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商品販售等利潤為目的之運動產業（王宗吉，2000）。國內目前有職

業棒球、高爾夫、籃球、網球、撞球等項目，本研究係以職業棒球為主要

對象。 

四、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 

    本研究所指之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係指中華職棒大聯盟自

2006 年 3 月 6 日至 2006 年 10 月 25 日為止所舉辦之比賽。 

五、中華職棒大聯盟 

    所謂中華職棒大聯盟乃是指職業棒球球隊為了共同推行職業棒球運

動，所結合成的組織，此一組織必須制定一定的規範與制度，使組織內成

員共同遵守，並且負責安排職棒比賽等相關活動，以謀求經濟利益，如比

賽場次、時間、地點、選秀方式等（高興桂，2001）。本研究所提到有關「職

棒聯盟」、「聯盟」均指目前臺灣唯一的職棒聯盟－「中華職棒大聯盟」。 

六、贊助商 

    係指提供各項資源（包括：資金、產品、服務、器材設備等）贊助中

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之企業。本研究所指之 2006 年賽季贊助商共有 3

家，分別為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光泉

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