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附錄一：中華職棒大聯盟贊助商訪談大綱 
 
 
 
 
 
 
 
 
 
 
 
 
 
 
 
 
 
 
 
 
 
 
 
 

如果您對本研究問題有任何需要說明之處，煩請直接與我聯繫。 

研  究  生：吳昆霖 

聯絡電話：0928-875191  或(02)2363-4466 轉 232 

傳    真：(02)2362-0561  

地     址：106 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運動管理學研究室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特別是在繁忙的

業務中撥冗接受訪談，提供實務上的寶貴經驗，促使本研究獲得完整資

料，尤甚感謝。 

本研究在於了解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實際情形，包括事前的

規劃、合作內容與情形、贊助動機與考量因素、贊助效益評估、、、等

部份，其作用純屬學術研究性質，所有受試者的基本資料【絕對保密】，

請依您的經驗、看法與實際情況作答。您的幫忙將有助於國內職棒發展

與贊助商合作雙贏關係之強化，再次感謝您熱心的配合！！    耑此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程紹同 博士 

                                        研 究 生：吳昆霖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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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職棒大聯盟贊助商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料 

1.請問您 貴公司的經營理念為何？目標市場及對象為何？ 

2.請問您 貴公司曾經參與運動贊助的事蹟與贊助的方式？ 

3.請問您 貴公司在何種情況下引起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 

4.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獲得之贊助權益有哪些？同時是否

相關活化策略？ 

二、企業贊助之動機與考量因素 

1.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參與運動贊助的動機為何？  

2.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選擇參與運動贊助個案的考量因素為何？  

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效益評估 

1.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贊助的預期效益有哪些？是否達成？與實際效益是否

有所差異？為什麼？ 

2.請問您 貴公司如何評估贊助效益？ 

四、受訪個人觀點 

1.請問您對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結果感想為何？原因？建議？ 

2 請問您對國內運動組織尋求企業贊助的建議為何？  

3.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未來會繼續參與贊助國內的職棒或運動競賽嗎？為

什麼？ 

~本訪談問題到此全部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回答~ 

祝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吳昆霖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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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針對中華職棒大聯盟的訪談大綱內容整理 A 

訪談對象：日盛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務處 鍾芳程副總 

訪談日期及時間：2007.5.2   09:30-10:30 

一、基本資料 

1.請問您 貴公司的經營理念為何？目標市場及對象為何？ 

日盛的經營理念在我們的入口網站上面有明確的指出，「成為客戶最好

的理財夥伴」是我們的主要經營理念，目的就是要幫民眾去創造更多的財

富，讓客戶、股東及企業賺錢。在目標市場是以一般民眾與 VIP 客戶為主

要客群。 

2.請問您 貴公司曾經參與運動贊助的事蹟與贊助的方式？ 

我們公司在過去並沒有贊助過體育運動相關的賽事上，但公司曾經有

贊助公益團體及活動上，大多是以金錢贊助為主，但金額不高。中華職棒

聯盟是我們第一家贊助的運動組織，也是以金錢贊助。 

3.請問您 貴公司在何種情況下引起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 

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是一種巧合，三年前聯盟也剛開始找尋贊助商，

剛好公司也希望有一個經常性的贊助活動，不然公關部門都是採取較被動

式，都是藉由拋議題來達到宣傳的效果，效果是較短暫的，聯盟也剛好試

探性的發函給各企業，我們覺得有賣點，而且棒球又是國內關注的焦點，

加上奧運、亞運、亞洲職棒大賽的熱潮，另外王建民效應剛發酵，雖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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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簽賭事件影響，球迷流失很多，去年(95)的賽事表現都不錯，球迷也慢

慢的回來，這些因素都是當初及爾後繼續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另

外，為何贊助聯盟，其主要是因為聯盟是六個球隊所組成的，贊助聯盟的

好處是聯盟所主辦的活動，六支球隊都要共襄盛舉，例如今天辦一個繪畫

比賽，聯盟是能夠動用六支球隊的資源，可以請較知名的球員出席相關活

動，各球隊都會協助辦理。如果贊助單一球隊就沒有這樣的優勢，但聯盟

的活動不能跟球隊在賽季中相抵觸，以目前聯盟所能主導的活動例如冠軍

賽、熱身賽、明星賽、全壘打大賽主要與球迷互動的部份我們才能做。 

4.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獲得之贊助權益有哪些？同時是否

相關活化策略？ 

聯盟給日盛的贊助權利，例如：職業棒球雜誌廣告、球票、賽程表廣

告、聯盟辦的比賽、活動（例如：關懷列車、繪畫比賽）、球場看板、現場

電子看板等。另外也提供日盛金控禮遇或招待客戶的機會，只要是聯盟主

辦的比賽或活動，聯盟都會提供我們一些公關票，按比率分配，譬如說這

系列的活動給 2,000 張，每個地方不同，我們就會發動當地的分公司及分

行，接待對我們有貢獻的客戶，來參加這個球賽，有禮遇的機會，客戶都

會非常的樂意，會有日盛的專區座位，比一般的球迷觀眾有更好的安排，

只要是日盛的客戶可享免買票，並提供飲料、便當等等，一方面拉攏客戶，

另一方面同仁也會有參與感，在行銷上有需要的話，也會在場地有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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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能夠推介我們的商品。 

二、企業贊助之動機與考量因素 

5.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參與運動贊助的動機為何？ 

贊助中華職棒聯盟最主要是希望藉由運動賽事來打響「日盛金控」的

品牌，能夠與公司的經營理念「成為客戶最好的理財專家」相結合，讓消

費者感受到日盛金控是值得信任的品牌；此外，品牌形象的建立需要長期

的經營，例如 IBM、宏碁這些大廠，都是長期經營的結果。此外，贊助運

動賽事也可以節稅，包括公益活動、社會福利的贊助等，並且參與社會公

益也都是金管會的考評項目之ㄧ。 

6.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選擇參與運動贊助個案的考量因素為何？  

為何會贊助聯盟而不贊助球團，中間是具有相對的關係，以中華職棒

來講是有其他的金融機構投入贊助球團，像兄弟象有中國國際商銀，現在

被兆豐併購了，其他如誠泰它自己本身就是銀行，雖然誠泰被新光收購，

但新光並無意願贊助球隊，仍由誠泰老闆持續經營，經營一個球隊需要花

費龐大的經費，保守估計需花費 1 億元以上，包括運動訓練、球員的薪資、

球場費用等等，都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如果沒有財力又沒有營生的財源，

很難支撐。而且在金融業贊助球隊的部份，也有排他性的考慮，所以有其

他金融機構贊助的球隊就不宜重複贊助，因此國內目前唯有興農牛與統一

獅兩家球團沒有金融機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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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本來跟統一有合作的機會，為何未選擇興農為贊助的對象，主要

是因為它們的經營理念與我們公司不相符。日盛與統一企業雙方的關係非

常好，統一旗下的企業很多，通路也非常廣，對我們行銷活動的辦理上是

有很好的效果，去年也在主球場免費提供我們一年的看板廣告。今年本來

與統一開始合作，企劃以後能在球衣掛上日盛金控的 logo，而且先開始做

小幅度的贊助，慢慢再視合作進展把職棒這塊擴大，很可惜由於內部的考

量，所以今年所有的贊助腹案也在最後一刻終止。 

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效益評估 

7.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贊助的預期效益有哪些？是否達成？與實際效益是否

有所差異？為什麼？ 

最重要就是建立品牌形象，日盛在全省各地區的分行及分支機構不

多，無法跟金融業的前幾名同業來比，要如何讓日盛的品牌讓大多數的人

知道，要透過各種努力，贊助聯盟是一部份，比花費大筆費用在報章雜誌

上刊登廣告更為有效。在日盛贊助聯盟的期間，每個月都有一個活動主題，

平常也有雜誌廣告，所以球員跟球迷。辦活動時媒體採訪，包括蘋果日報、

民生報及電視媒體曝光率，另外品牌形象的建立，讓社會大眾體驗企業在

獲取利潤的同時也能回饋社會，而且又是大家關注的體育運動賽事，就會

慢慢的在球迷中建立正面的形象。這三年贊助下來，很多球迷都知道日盛

金控贊助中華職棒，像熱身賽、明星賽等，球場看板一定會有日盛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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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會提供給我們較多的看板，供我們底下分支機構使用。這幾年包括媒

體、民眾都曉得日盛是最大的贊助商，甚至今年還有球隊來尋求贊助，但

也因為內部考量，而無法繼續進行類似贊助活動。 

8.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效益是如何評估？ 

整年度結束後，聯盟會提出該年的成果報告，內容包括媒體曝光率、

報導次數、活動、達成的效益，有些效益是無法量化，例如在形象、品牌

認知等，讓我們來評估要不要再進行第二年的贊助，單就贊助中華職棒聯

盟這三年，我們的贊助效益是有達到的。 

四、受訪個人觀點 

9.請問您對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結果感想為何？原因？建議？ 

個人是建議能夠持續的贊助，三天打魚兩天曬網的方式，贊助效果及

效益會中斷，今年也是蠻遺憾的，在二月底之前都對贊助中華職棒聯盟有

強烈的意願，但過年前由於公司內部的考量，才臨時喊停。不管現在棒球

環境如何，但目前國內唯一就只有棒球運動還能帶動人心並在世界上佔有

一席之地，個人是覺得蠻可惜的，如果可以的話，當然還是希望能持續的

贊助下去，除了聯盟之外，未來也不排除能夠與統一企業合作，周邊的效

益更是能夠浮現。 

10.請問您對國內運動組織尋求企業贊助的建議為何？ 

就注重效益的部份，在選擇運動的部份不能太過於冷門，運動人口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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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太少，企業贊助的目的最重要就是建立形象，能夠有高曝光率，對於社

會公益形象有正面作用，第二個就是要長期持續的合作。 

11.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未來會繼續參與贊助國內的職棒或運動競賽嗎？為

什麼？ 

當然希望，尤其是棒球運動，已經成為臺灣的國球，王建民炫風反而

會讓民眾對於國內職棒更寄予厚望，去年幾個國際賽事成績表現優異，所

以國人的注意力還是會放在棒球運動上，雖然在經營過程當中經歷了一些

風暴的影響，但不可諱言的，棒球人口還是最多。雖然國內籃球運動也是

另一股風潮，但近幾年籃球的成績不佳，臺灣在亞洲地區仍然還在努力的

階段，更遑論進入世界舞台，所以暫時不考慮。贊助單一賽事效果有限，

而且賽事天數太過於短暫，多則兩星期，少則幾天，曝光效果是有限的，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長期累積的效果，贊助三年總比贊助一年好，贊助五

年比贊助三年好。人是習慣的動物，聯盟這三年來，日盛贊助中華職棒的

印象，已經深深烙印在媒體及一般民眾的腦海裡，所以中斷贊助還是蠻可

惜的。例如 2009 年聽障奧運、世界運動會這種綜合性運動賽會，因為項目

多，賽事規模也很大，就日盛金控的規模來說，在現階段無法支付如此龐

大的贊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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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針對中華職棒大聯盟的訪談大綱內容整理 B 

訪談對象：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行銷企劃部產品行銷處 王政杰主任 

訪談日期及時間：2007.5.7  10:15-11:15 

一、基本資料 

1.請問您 貴公司的經營理念為何？目標市場及對象為何？ 

我們公司最主要是以旗下的各品牌行銷為主，並非是以光泉集團為

主，只要品牌有需要，內部就會提報，如果品牌適合，就會執行。贊助瓊

斯盃時是以鮮果多，消費族群定義在年輕人為主，講求活力的概念。「健康、

活力」是光泉集團旗下許多產品都有的，運動贊助大多會集中在年輕族群，

去年贊助職棒也是以鮮果多跟光泉鮮乳的個人規格為主。 

2.請問您 貴公司曾經參與運動贊助的事蹟與贊助的方式？ 

過去主要贊助的運動項目為籃球，前年冠名贊助瓊斯盃，另外從前年

開始與 SBL 緯來也有專案合作，在緯來球衣上也有光泉的標誌，10 年前，

我們也曾經贊助過台灣大聯盟，但時期較短。 

3.請問您 貴公司在何種情況下引起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 

贊助金額不方便透露，但去年是由我主動尋找中華職棒聯盟。前年我

們贊助瓊斯盃，由於去年雙方未達成共識，因此轉為贊助中華職棒聯盟。

挑選明星賽的原因，主要是每年都會分兩隊進行對抗，希望能讓兩隊較有

生命力，不單只是南北六支球隊的球員分為兩隊，就與職棒聯盟洽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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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泉旗下的兩個產品做為冠名贊助，聯盟在這段期間考量很久，因為 2006

年贊助商為日盛金控，日盛與聯盟有三年的贊助契約，需考量日盛金控的

贊助權益，最後由光泉冠名贊助紅、白明星隊名稱，紅隊為鮮果多、白隊

為光泉。 

4.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獲得之贊助權益有哪些？同時是否

相關活化策略？ 

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獲得的冠名贊助權利，包括現場看板、使用

LOGO、紅白隊隊徽及現場攤位。聯盟需要現場販賣飲料，因此讓光泉關係

企業「萊爾富」進駐，也透過萊爾富 LIFE-ET 售票系統與聯盟合作進行售

票及宣傳。 

二、企業贊助之動機與考量因素 

5.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參與運動贊助的動機為何？ 

    主要希望能跟公司（光泉）的品牌有所連結，雖然這幾年職棒經歷低

潮期，但消費者還是覺得職棒是一種具正當、健康的休閒活動及運動，產

品若能與運動賽事形象結合，我們就會投入贊助。另外，光泉集團旗下有

很多品牌，一般人印象中只有鮮乳，往往忽略還有其他品牌，例如茉莉、

鮮果多等，需要利用許多方法讓這些產品能夠獨立運作，當時考慮明星賽

是由兩隊進行對抗，若能使用兩個品牌再加上本身的屬性，這樣的贊助方

式如果能完整實行，對於品牌宣傳是最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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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選擇參與運動贊助個案的考量因素為何？  

    第一個以形象為最主要的考量，內部取得共識後，就開始尋求運動組

織，這階段就是以價格最為重要，光泉所獲得的權益與所付出的金額是否

平等甚至物超所值，會花費較多時間在協商權益的部份，包括球帽上廣告

露出的機會、看板位置、球衣廣告、電視轉播如何露出等，這都是協商的

過程，再透過媒體公司衡量媒體露出是否足夠。形象為優先，最後能不能

執行價格就是決定的重要因素。瓊斯盃就是最好的例子，形象 ok，但第二

年未持續贊助就是價格與權益無法達成平衡，最後還是沒有執行。針對台

灣運動的目標市場不精準的原因，經過我們內部研究，觀看中華職棒的民

眾從 15-45 歲都是主要族群，職棒背後所支撐的人口數卻是國內目前所有運

動最多的。 

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效益評估 

7.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贊助的預期效益有哪些？是否達成？與實際效益是否

有所差異？為什麼？ 

    去年並沒有達到預期效益，所以今年不再贊助中華職棒聯盟。與實際

效益有所差異的原因，主要是無法做宣傳活動，因為光泉並非第一級贊助

商，因此會受到聯盟及日盛金控的限制。原本希望能夠與冠名贊助商一同

合作，但可惜的是，對方有他們自己的作法，無法跟我們有共識，如果透

過兩家的合作，賦予職棒明星賽新的活力，相信去年明星賽的效果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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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效益是如何評估？ 

    主要為兩個部份，第一個為媒體效益，我們特別會要求轉播時的露出，

還特別與緯來電視台配合專案，希望緯來能幫我們有更多的露出機會，前

提是中華職棒能夠給我們夠好的看板位置，會去計算露出秒數，聯盟也辦

了許多場記者會，記者會也算是媒體效益，就從以上幾點去計算，露出秒

數、機會、收視率回推。第二為業績，通常這種大型活動，都會配合促銷

活動，加上網路活動、消費者活動，業績成長多寡是否有達到原始預期。

就去年整體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業績效益並未達預期，形象效益比前年

提昇，贊助職棒對光泉的形象並沒有減分，可能有加分，但不完全認為是

因贊助而有影響，因為還有廣告等，花在贊助中華職棒的金額並非最多的。

若單看贊助活動對品牌形象的效益是較難評估的。 

四、受訪個人觀點 

9.請問您對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結果感想為何？原因？建議？ 

    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整體感覺還是很不錯的，當天活動氣氛非常

好，聯盟舉辦的記者會來的記者也很踴躍。在整個接洽的過程中，仍感受

到聯盟本身有許多無奈，包括球團權力大於聯盟，聯盟對球團並無太大的

約束力，但也由於聯盟與球團之間權力的關係，使得贊助商的贊助權益較

無保障，贊助金是交給聯盟的，而非交給六個球團，但聯盟卻無法協助打

點相關細節，會覺得在贊助上會有點吃力，聯盟無法協助我們統籌球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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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配合等，甚至無法清楚告知贊助權益，並且有多重限制。由於總總限

制，會讓贊助商考慮下次是否仍要持續贊助，除了要面對聯盟之外，還有

其他六支球團的審核，即使冠名贊助商也是相同。如果聯盟主辦活動的主

導權不夠強勢，會影響贊助商下次贊助的意願。 

10.請問您對國內運動組織尋求企業贊助的建議為何？ 

    目前我所接觸國內較大的運動組織，包括 SBL、籃協、職棒、棒協，

對於企業贊助運動組織的眼光都太過於短視。大多數企業會與我的想法一

致，希望能長期經營，營造固定化的模式，運動組織與企業長期互惠互利，

簽兩年或三年約，這個問題丟給聯盟，聯盟或許會說企業不願望跟他們簽

這麼長的約，反向思考，也由於因為沒有營造出長期的環境及贊助方式，

例如瓊斯盃每年的贊助商及行銷公司都重新開標，運動組織認為每標一

次，可以挑選較好的行銷公司，但卻忽略行銷公司同業競爭激烈，造成去

年跟今年的行銷公司可能不同，贊助商與行銷公司的配合會有所差異，贊

助商較難進行長期且持續的合作。如果能營造賽程及贊助權益有固定的模

式，贊助商與運動組織才會有長期的合作及保障。運動組織往往太短視近

利，不會去思考該如果販賣商品，以職棒聯盟的明星賽為例，聯盟掌握了

明星賽這個核心產品，卻不知道如何販賣，只想到不得罪六個球團，並且

幫球迷做一次屬於它們的明星賽，但並未考量該如何跟企業結合，讓整個

活動較為熱鬧。未來運動組織在尋求企業贊助之前，必須要對自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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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要有熱情，為企業規劃如何贊助、贊助的權益為何、營造客製化商品

等，讓贊助商享有多重效益。此外，聯盟應該強化自己的主體性，不應只

服務球團，還要服務球迷，應該要有這樣的體認。 

11.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未來會繼續參與贊助國內的職棒或運動競賽嗎？為

什麼？ 

會持續的找尋贊助對象，並調整贊助形式，例如贊助 SBL、職棒、我

們要求在單一時間效益的廣度，調整為直向溝通的賽事上，當某些品牌知

名度達到階段性任務後，會轉為較質性的，或許在媒體曝光率不高，但消

費族群是更精確的，轉為求精準、求質，跟產品做最直接的溝通。未來在

大型的贊助比例會變少，包含籃球及棒球運動的贊助比例減少，並非是運

動的環境不好，最主要是我們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朝著既定規劃進行，

會做策略調整，另外在贊助效益並未達到預期，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12.為何不選擇贊助單一球隊，轉而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呢？ 

有想過要贊助單一球隊，但不確定何時該球隊會受到簽賭疑雲的影

響，而影響到贊助商本身的形象，因此贊助球隊是具有風險的，此外如果

要依靠贊助單一球團，需要長期經營，以目前職棒的環境，還不太適合贊

助單一球隊。我們希望能夠利用一個事件炒作，業績有影響。贊助整個聯

盟還是為主，可能會有簽賭疑雲，但中華職棒還是這麼多人在看，把六隊

忠實觀眾都聚集在同一個時間，效益較符合我們的期待。價格部份，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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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團的價格差異不盡相同，與球隊的戰績、人氣並沒有成正比，太多的贊

助商也會造成消費者混淆，贊助商的效益也會受到影響，所以要讓形象、

業績都兼顧，形象及價格的情況下，不適合單一球隊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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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針對中華職棒大聯盟的訪談大綱內容整理 C 

訪談對象：台灣美津濃股份有限公司體育用品營業部販促課 紀定安課長 

訪談日期及時間：2007.05.17  10:35-11:40 

一、基本資料 

1.請問您 貴公司的經營理念為何？目標市場及對象為何？ 

美津濃公司常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經營理念在回饋社會、

包括贊助 2004 雅典奧運代表團、中華成棒隊、女子壘球隊、排球隊、田徑

隊等，只要是國家隊我們都非常樂意贊助，因為這樣能讓社會大眾感覺企

業在回饋社會，企業如能朝這方面努力，能讓企業有所茁壯。觀看棒球運

動的民眾為主要的目標市場及對象。 

2.請問您 貴公司曾經參與運動贊助的事蹟與贊助的方式？ 

過去曾參與的運動贊助包括贊助 2004 年雅典奧運會代表團、殘障奧運

代表團、中華女子壘球隊、中華排球隊、田徑協會、高爾夫協會、棒球協

會等，在運動賽會贊助的有全國運動會、大專運動會及全中運。贊助方式

大多是以現金及等值產品進行贊助，以去年全壘打大賽來說，產品及現金

贊助總額超過 200 萬元。 

3.請問您 貴公司在何種情況下引起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動機？ 

美津濃從過去到現在與聯盟及球隊的合作模式都是並行，聯盟希望能

夠可以透過招商的方式包裝運動賽事，讓運動賽事有更多的資源。而去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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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是由中華職棒大聯盟主動找美津濃提供贊助，有此提案時，公

司內部也進行評估，預算上也會有所考量，會以前一年度所編列的年度預

算，決定是否有此預算，經由開會評估後，認為可行就會投入，但主要還

是以明星賽及亞洲職棒大賽為贊助的主軸。 

4.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獲得之贊助權益有哪些？同時是否

相關活化策略？ 

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 2006 年賽季的贊助權益，包括現場看板、宣傳海

報、官方網站連結，所有工作人員、參賽選手、眷屬的服裝、觀戰手冊廣

告及職業棒球雜誌廣告等，並與電視台以 Live 轉播。目前與聯盟的配合部

份並沒有進行現場銷售，主要是牽涉到的是庫存，庫存風險很高，與我們

公司的經營方式是有所抵觸。 

二、企業贊助之動機與考量因素 

5.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參與運動贊助的動機為何？ 

主要為廣告效益，從去年開始全壘打大賽獨立成為一天一場的賽事，

評估參賽者服裝、現場廣告看板，以整晚三小時以上電視 Live 轉播，露出

有一定程度效果，對於美津濃品牌形象提升有很大的幫助。而亞洲職棒大

賽由於在日本舉辦，日本美津濃在亞洲職棒大賽投入許多資源，台灣美津

濃的參與將有加乘的效果；台灣加油團成員最主要是球迷，球迷就是我們

的客戶，客戶經營的不二法門，就是讓客戶覺得美津濃重視球迷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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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我們投入棒球運動贊助的原因。 

6.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選擇參與運動贊助個案的考量因素為何？ 

預算是首要的考量因素之一，其次為具有傳統的運動賽事或規模較大

且受矚目的運動賽事。預算多寡往往反應營業額高低，就如同食物鏈一般，

棒球市場景氣很好，企業營業額提升，就會有預算。對於運動組織所提出

的贊助金額，我們在有預算能力範圍內才會去做。此外，也會參考過去賽

事相關的數據（包括收視率、觀戰手冊、海報發行量等），或者從企劃書的

內容判定運動組織想投入的宣傳費用。 

三、企業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之效益評估 

7.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贊助的預期效益有哪些？是否達成？與實際效益是否

有所差異？為什麼？ 

預期效益其主要是希望能有企業專業性的形象能夠提升，讓消費者認

為職棒選手是具有高專業的，再配帶上更專業的運動用品更能顯現出其專

業形象、也能讓消費者對企業品牌更認同，透過贊助活動，建立經銷商對

產品的信任感，進而與消費者進行良好互動關係，達到產品銷售的機會。

實際效益的評估方式，是以去年贊助後相關數據與前年進行比較，此外再

加上經銷商及消費者所提供的意見，成為年度的報告，報告內容將會成為

下一年度贊助效益的依據。在去年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所評估過後的效益

是有達到預期效益，連續已經贊助三年，都因為有達到預期的效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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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持續的贊助。 

美津濃主要的行銷模式是經銷商制度，透過經銷商來提升業績，該如

何提升業績就是販促課的工作，以全壘打大賽為例，販促課會通知全省經

銷商，經銷商瞭解總公司的努力，再加上明星賽及全壘打大賽電視的播放，

能加深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認同與印象，也能夠建立經銷商對產品的信心，

把握與消費者互動的機會。此外，也有舉辦經銷商試穿球鞋的體驗活動，

透過體驗活動讓經銷商對企業感到具有信心及情感的連結。禮遇經銷商在

職棒聯盟成立早期，我們曾舉辦過招待經銷商進場看球的活動，或許因為

國內職棒熱潮仍不足，就沒再進行了，未來也會朝著禮遇經銷商或對公司

業務往來的企業，發展與他們的良好互動。 

8.請問您 貴公司贊助效益是如何評估？ 

評估贊助效益不外乎成本效益，之後再去評估曝光率，包括電視收視

率、進場人數、其他製作物發行量、網站瀏覽人次等，此外贊助活動期間

的銷售變化、消費者及經銷商的反應，都是主要評估的方式。 

四、受訪個人觀點 

9.請問您對  貴公司贊助中華職棒大聯盟的結果感想為何？原因？建議？ 

美津濃公司成立至今已 101 年，創立時就是以棒球器材為主，棒球是

美津濃的根本，才會長期投入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常常不計成本贊助棒

球運動，不管是中華成棒隊、中華職棒甚至三級棒球。只要在預算的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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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會持續的去做，我們希望棒球運動在台灣能夠蓬勃發展，讓觀看跟

參與棒球的人口增加，對公司的成長也有幫助，這是相輔相成的。 

 

10.請問您對國內運動組織尋求企業贊助的建議為何？ 

希望國內運動組織能夠更用心的經營運動組織，目前感覺在台灣運動

組織對於該如何經營？往往方向不是相當明確，加上政府不夠重視的情況

下，預算上捉襟見肘，運動組織的經費常常未能夠花在刀口上，是比較令

人擔心的。雖然政府的體育預算不是那麼充裕，只要用心經營，運動組織

對於企業贊助提案時，能有精確的數字及明確方向，得到企業的信任，建

立彼此的交情，達到互利之原則，如此一來，組織就會成長，運動市場必

會興盛。  

11.請問您認為  貴公司未來會繼續參與贊助國內的職棒或運動競賽嗎？為

什麼？ 

只要台灣棒球運動有持續的發展，美津濃公司必定也會繼續支持，共

同努力協助國內棒球運動的推展，提供聯盟及球團最好的產品使用，但中

華職棒還是需要努力，強化比賽內容才能吸引更多球迷，棒球景氣才會恢

復到過去全盛時期。 

12.您認為目前中華職棒在運動贊助上遇到最大的問題是什麼？ 

聯盟目前在運動贊助上遇到的問題，聯盟經常夾在球團及贊助商之

間，像夾心餅乾一樣，球團跟聯盟無法同心協力，甚至互相角力，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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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壘打大賽，某球隊在協調會中指出：「該隊因與其他運動品牌有契約關

係，故無法穿著贊助商的球衣比賽。」，但聯盟與贊助商簽訂的合約中，明

訂所有球員皆要穿企業贊助的球衣參賽，令聯盟傷透腦筋。所以聯盟在如

何確保企業贊助的權益，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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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訪談稿檢核同意書 

 

__________您好： 

    由於您熱心的協助，研究論文得以順利進行，訪談稿已整理

完畢，請您檢視是否有誤，若有與您原意不符或事實不同之處，

請直接於文字下方更正，並於其後簽名，感謝您！ 

敬祝 

 

順頌時祺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程紹同 博士 

                                            研 究 生：吳昆霖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 

     
 
    由於論文研究所需，您的訪談紀錄，是否願意匿名置於論文

後之附件處？ 

     

□ 願意 

□ 不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