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隊品牌共鳴中介分析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探討球迷滿意度之構成要素，並探討其與再購行為之關係；接續分析以

品牌共鳴之角度探討球迷之球隊認同，以及其所扮演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角色為

何。透過相關文獻之探討，進一步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一節  球迷滿意度 

消費者行為中，消費者不易對品質不佳之產品或品牌產生忠誠，然而在球迷行為

上卻發現，球迷消費來自於球賽，但球迷對所支持球隊的戰績表現不佳，卻仍會維持

對球隊的忠誠度(Bristow & Sebastian, 2001)，球迷對球隊投入了時間、金錢以及情感，

那球團拿什麼回報給球迷呢(Keating, 2004)？如同2005年，美國福斯電影(20th Century 

Fox)「愛情全壘打」(Fever Pitch)片中所提，球迷對球隊之狂熱，但「你這麼愛這支球

隊，他們也愛你嗎？(You love them so much, have they ever loved you back?)」，球團以什

麼回報球迷的支持，球團是否知道球迷對球團之需求是什麼？ 

中華職棒聯盟球隊兄弟象之球迷，於 2006 年 7 月 2 日於球賽現場發起「和平、理

性救兄弟」活動，球迷以「建構完善二軍」、「強化球隊戰力」、「落實選才管道」、「深

化職業經營」四點訴求希望球團能傾聽球迷的聲音： 

象迷認為，他們曾為兄弟感到驕傲與感動，曾為一個好球歡呼、為一支再見安打雀躍萬

分，但現在，心碎象迷在乎的不是得分，而是球員的傷勢未受到妥善照顧，象迷不願見

到兄弟一蹶不振，因此透過活動喚醒沈睡的大象。……活動發起人童昶閔指出，這是球

迷自發性的活動，出自對兄弟與棒球的熱愛，希望兄弟定出時間表，完成球迷期許。

(梁峰榮，2006)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發現，球迷對於球隊之滿意並非是單純對於比賽之滿意與否，而是

對球隊有更多之整體期望。ESPN SportsNation 從 2003 年起，每年均針對北美四大職業

運動(棒球：MLB; 籃球：NBA; 美式足球：NFL; 冰上曲棍球：NHL)各球隊之球迷，

進行球迷滿意之調查(Ultimate Standings: SportsNation’s Fan Satisfaction Rankings)，調查

發現(如表 2-1-1)，球迷對球團之滿意指標權重，每年前三名都是「球迷關係」、「球迷

消費投資勝率」以及「球團企業形象」，參與該研究之球迷表示「能拿到聯盟冠軍與可

負擔的球票與球賽餐飲是很酷，但我們更在意的是球團的承諾以及球員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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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championships and affordable tickets and concessions are cool, what they care 

most about is commitment from ownership and effort from players.)」(Keating, 2004, 

p.54)。因此，球迷對於球團所在意的不是戰績，而是對球迷的經營；而在消費者行為

中與消費者建立關係亦指出，企業要暸解消費者的需求，也要滿足消費者之需求才能

消費者的整體滿意。Jones and Suh (2000)認為滿意度之衡量有「特定滿意(transaction-

specific satisfaction)」與「累積滿意 (cumulative-satisfaction)」之不同。因此，以下先行

探討特定滿意與累積滿意之關係，再藉由兩著之觀點暸解構成球迷滿意之要素。 

表 2-1-1 2003-2006 ESPN Ultimate Standings 球迷滿意指標權重 
年度 (變項權重) 

滿意指標 
2003 2004 2005 2006 

球迷關係 (Fan Relationship) 0.182(2) 0.162(1) 0.142(2) 0.180(1) 
球迷消費投資勝率 (Bang for the Buck) 0.192(1) 0.158(2) 0.178(1) 0.175(2) 
球團企業形象 (Ownership) 0.159(3) 0.155(3) 0.142(2) 0.148(3) 
球員表現 (Players) 0.120(6) 0.130(4) 0.139(4) 0.144(4) 
花費負擔 (Affordability) 0.125(4) 0.105(6) 0.135(5) 0.123(5) 
場館經驗 (Stadium Experience) 0.125(5) 0.127(5) 0.112(6) 0.099(6) 
教練聲望 (Coaching) 0.053(7) 0.086(7) 0.096(7) 0.076(7) 
戰績 (Championship) 0.044(8) 0.077(8) 0.056(8) 0.055(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ESPN.com SportsNation, ESPN the Magazine(2004, 2005) 
註：括弧內之數字為權重之排名 

一、特定滿意度與累積滿意度之關係 

累積滿意是指消費者經過時間累積，對消費經驗的整體衡量；特定滿意則是消費

者在特定一次消費情境中，所感受到的滿意程度。因此消費者的特定滿意度會隨著每

一次的消費體驗，有所不同；而累積滿意除了是長期的消費經驗，更會受到最近一次

消費的特定經驗影響(Jones & Suh, 2000; Veloutsou, Gilbert, Moutinho, & Goode, 2005)。

在服務業中，Jones and Suh (2000)指出隨著服務品質在每一次消費經驗的差異，特定滿

意對於累積滿意即可能並不是完全的相關，例如消費者在一次飛行途中因為行李遺失

而對該航空公司感到不滿意(特定滿意)，但其因為有之前該航空公司的消費經驗，因此

整體而言對該航空公司，仍是感到滿意(累積滿意度)。 

Jones and Suh (2000)研究進一步指出，累積滿意對於再購意願有直接的相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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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也會受到特定滿意的調節影響；當累積滿意度很高時，特定滿意對於再購意願之影

響便有限，但當累積滿意度低時，特定滿意對於再購意願便會有正向的影響力。因此

雖然王又鵬、邱亞康(2002)與 Homburg, Koschate, and Hoyer (2005)均認為累積滿意較特

定滿意能有對消費者後續行為之預測力，但並不意味著特定滿意不具有影響力，邱亞

康(2003)之研究即指出消費者的特定滿意會直接影響再購意願；Olsen and Johnson 

(2003)亦認為雖然累積滿意對於忠誠行為之預測力較佳，但特定滿意與累積滿意是互補

的概念。因此本研究認為，特定滿意與累積滿意在消費者滿意之評估上有不同的意

義，無法僅有單一滿意度來衡量，而兩者所涵蓋之球迷滿意要素，則接續來探討。 

二、特定滿意度於運動觀賞滿意之要素探討 

運動觀賞之核心是球賽本身，因此就特定滿意而言，在球場所體驗單一比賽的觀

賞經驗，即為球賽特定滿意之要素構成，Matsuoka, Chelladurai, and Harada (2003)指出

球場體驗之特定滿意包括：球賽的精采度、球場體驗，與球賽氣氛。然而由於運動觀

賞的核心是比賽，因此球賽的精采度，包括對所支持球隊的表現滿意、對比賽勝負的

滿意、對整場比賽雙方攻守的滿意為 Matsuoka et al.研究中所探討的重點，結果證實以

比賽表現為核心之特定滿意，對於球迷再進場意願有顯著的解釋力，而其中以對所支

持球隊的表現滿意最具有預測力，在國內研究方面，王忠茂(2005)針對興農牛球迷調查

也發現球隊的表現是現場觀賞球迷的滿意要素之一。 

球場體驗方面，Wakefield, Blodgett and Sloan (1996)以球場的硬體環境(sportscape)

評估，以及近幾年強調之球賽服務品質(洪司桓，2003；陳優華、簡彩完，2005；Hill 

& Green, 2000)，均強調球場的易達性、舒適性、場地設施、環境品質是球迷對於球賽

體驗之滿意要素，並會影響到球迷的再購意願。 

另外，Zhang, et al. (2001)認為球賽除了比賽的核心外，還有娛樂價值的提供，如

促銷活動、啦啦隊表演、現場音樂、表演活動等，都可提升比賽的附加價值。而球賽

的娛樂價值越高、賽場的氣氛越熱絡，比賽有更多與球迷互動的活動，都是運動觀賞

體驗的一部分，亦是增進球迷滿意的要素 (Leeuwen, Quick, & Daniel, 2002；Lough & 

Kim, 2004；Pan & Baker, 2005)，因此本研究將「球賽氣氛」亦納入運動觀賞之特定滿

意的要素中。在國內研究方面，廖俊儒(2004)亦指出現場觀眾之感官體驗，透過體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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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可形成球迷之忠誠意願。 

由以上討論發現，運動觀賞之體驗滿意因素可由球賽本身、球場硬體以及球場氣

氛三方面來討論，因此本研究所採用之球迷特定滿意，即以此為探討依據。根據以上

之探討，本研究假設：球迷之「特定滿意」會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  

三、累積滿意度於運動觀賞滿意之要素探討 

球迷對於球隊之累積滿意，不僅來自於現場觀賞之體驗累積，更來自於對球隊長

期情感上與行為上的忠誠支持。顧客滿意之探討中，李瑞瓊(2006)整理指出有學者提出

滿意度是整體態度的衡量，然而亦有學者指出滿意度是多重構面的衡量。Gladden, 

Milne, and Sutton (1998)與 Gladden and Milne (1999)於職業運動之品牌權益建構指出，

球迷要能知覺到球隊表現、球團形象之品質，球團才能藉由品牌權益之效果，達成在

門票、商品銷售等之利益。因此本研究從球隊與球團之權益建構，並以多重構面之角

度，探討球迷對球隊之累積滿意要素，並分別討論如下： 

(一) 球隊相關 

與球隊相關之累積滿意要素包括戰績、教練以及球員(Gladden et al., 1998)。Wann, 

Melnick, Russell, and Pease (2001)整理相關研究指出，雖然戰績與球迷之滿意不是完全

的相關，如芝加哥小熊隊(Chicago Cubs)自西元1945年即不曾獲得美國職棒冠軍，但小

熊隊仍有大批死忠之球迷，且比賽場場座無虛席。然而，也並非每一隊均是如此，球

迷對球隊的不滿意，最常表示的原因還是球隊戰績長期不佳。因此若球迷對球隊之戰

績感到滿意，其忠誠行為應可越加提高。 

教練的領導特質會影響整個球隊的風格與形象，球迷對教練之滿意度越高，於球

季期間對於球隊之支持程度也會越高；而球迷對於球員在場上的奮戰精神，以及球員

有良好的形象，亦會使得球迷對於球隊有較高之滿意(Gladden et al., 1998)。Wann et al.

亦指出球迷會將球員視為英雄崇拜，因此當球員表現越好，對球隊越具有影響力，越

具有模範角色，都將影響著球迷對球員之觀感，進而更支持球隊。 

(二) 球團相關 

與球團相關之累積滿意要素則包括球團經營的形象、球隊識別，以及與球迷建立

的關係。球團形象除了對於球隊經營之投入，亦包括對社會公益貢獻。陳文貞(2005)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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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華職棒球團形象之研究發現，球團形象的好壞會影響球迷的消費行為，良好的形

象能增進球迷的消費意願，更能進一步地提升消費滿意度。Gladden and Milne (1999)指

出結合球隊名字與標識之球隊識別，如有良好之設計，可使球隊於非比賽期間也能創

造球隊的收益，球迷亦會應購買球隊之授權商品，而與球隊有更密切之結合。 

與球迷建立關係上，如對球迷意見的採納、後援會之成立，與教練、球員有更進

一步的互動，除可強化球隊與球迷之關係，更可使球迷產生與球隊更強烈的結合

(Keating, 2005)。另外球團舉辦球迷活動，可使球迷產生更深之歸屬感，亦將有助於球

迷對球隊之情感忠誠(McDonald & Miline, 1997；Gladden, Irwin, & Sutton, 2001)。

Keating (2004)亦指出，球迷對於支持球隊所投入之金錢，若越在其能力範圍，以及其

消費與球隊勝率比越低，即球迷認知所得到的榮耀感高於所投入之金錢花費，球迷也

會越感到滿足與滿意。 

因此本研究之累積滿意主要由球隊與球團兩構面所組成，球隊滿意部份包括戰

績、教練與球員；球團滿意則包括球團形象、球隊識別與球迷關係。根據以上之探

討，本研究假設：球迷之「累積滿意」會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 

第二節  球迷滿意度與再購意願之關係 

一、再購意願之探討 

再購意願是衡量顧客忠誠度方式之一，即顧客對未來同一商品消費之行為意圖，

屬於消費之購後評估，對於企業而言，保留既有顧客之成本，遠低於吸引一位新顧客

之花費(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6)，因此，若能瞭解消費者形成再購意願之因

素，將可促使企業無形績效的提升。Blackwell et al. 指出消費者意圖包括將要購買產品

的「採購意圖(purchase intention)」、再度購買相同產品和品牌的「再購意圖(repurchase 

intention)」、計畫進行採購地點之「購物意圖(shopping intention)」、預期花費購買金額

之「支出意圖(spending intention)」、尋求外部訊息的「搜尋意圖(research intention)」；

以及進行特定消費活動之「消費意圖(consumption intention)」。 

Mahony, Nakazawa, Funk, James, and Gladden (2002)認為球迷進場觀賞球賽的頻

率，最足以衡量球迷之支持行為，因此本研究即以球迷再進場觀賞球賽之意願做為再

購行為之探討。日本職棒曾於球季前針對球迷進行球季之行為預測，研究發現，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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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前之行為意圖預測，與該年度實際觀賞之場次，雖有高度之相關(r=.74)；但相同的

研究在不同年度進行時，意圖對於實際觀賞的預測卻僅有14.7%之解釋力(Fujimoto & 

Harada, 2000, as cited in Matsuoka, Chelladurai, & Harada, 2003, p.9)。因此雖然消費者意

圖是預測行為的有效工具，可作為行銷活動效果以及是否留住顧客的指標，但意圖也

會受非預期的客觀環境導致變動，雖然無法控制消費者是否將依據意圖而行動，但至

少可以掌握並查知影響意圖預測正確性的因素(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6)。 

雖然會影響球迷進場觀賞比賽之因素有很多，如 Pan and Baker (2005)對球賽季票

持有者之研究指出，球隊表現(team performance)、經濟因素(economic view)、比賽的競

爭性(game competitiveness)、球賽氣氛(athletic event)與群體影響(social affinities)均是球

迷考慮是否續約之因素，但其實還是受到前一球季之球隊表現影響為最，由此發現球

賽本身的品質，還是吸引球迷進場之最大關鍵。Fink, Trail, and Anderson (2002)則指出

球賽門票價格、促銷活動的舉辦以及親友的影響是決定球迷是否進場觀看球賽之主要

因素；Zhang et al. (2001) 與 Lough and Kim (2004)則以社交動機 (sociomotivation)分別

探討美國與韓國職業運動之現場觀眾，發現球迷進場是受到是否有娛樂價值提供的影

響。以上所提之影響因素雖然都是造成球迷進場與否的原因之一，但上述之原因多屬

購前的評估，然本研究係僅就球迷進場看球後，於消費後產生再購意願之探討。  

二、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關係 

消費者滿意會影響其重複購買的行為與形成口碑傳播之正面效果，而在服務業相

關實證研究發現，企業需透過關係品質之中介效果，有信任、承諾與滿意度之同時提

升，才是影響消費者忠誠度的關鍵因素(江謝鎮同，2006；李城忠，2005；林政隆，

2005；曾煥智，2005)。李城忠(2005)針對健身俱樂部會員之研究指出關係品質可顯著

解釋忠誠度，然而滿意度卻無法顯著解釋會員之忠誠。 

球迷相關研究中，李允仁(2004)與李凌雲(2005)之研究均指出球迷對球隊之滿意對

於行為意向有正向之關係；另有研究認為運動比賽觀賞為無形之商品，因此購後滿意

度的衡量應由服務品質滿意來詮釋，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品質的滿意會影響到球迷之再

購意願(余宗龍、邵于玲，2004；洪司桓，2003；陳優華、簡彩完，2005；陳雅玲，

2005)。Kim, Jeong, Choi, and Shin (2005)針對韓國職籃之球迷認為，球賽之服務品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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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確有顯著之相關，服務品質也可解釋球迷之再購意圖，但其並未進一步解讀滿

意度與再購意圖之關係。然而亦有學者提出，球賽的服務品質並非球賽的核心產品，

因此服務品質滿意所造成忠誠度的調節效果，應受到質疑，且服務品質之提供者是球

場，球迷對於球隊的忠誠應是遠高於對球場的忠誠，所以藉由服務品質滿意解釋球迷

之忠誠度，應有其限制(Hill & Green, 2000)。 

Lin, Chen, and Huang (2005)針對超級籃球聯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BL)現場球

迷滿意與再購意願之研究即發現，球迷滿意並無法顯著預測其再進場之意願，球迷需

透過對球隊認同之中介效果，才可顯著預測其再進場意願；陳彥豪(2005)針對中華職棒

球迷之研究亦發現，球迷參與滿意度並無法直接影響球迷之忠誠度。Chae, Tak, and 

Won (2005)與Matsuoka, Chelladurai, and Harada (2003)分別以滿意度與球隊認同對於再

購意願影響之研究則發現，雖然滿意度有其對再購意願之預測力，但球隊認同所形成

之影響仍較具有解釋力。由以上研究發現，顯然滿意的消費經驗並不能保證忠誠度，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6)就曾指出問卷填答「完全滿意」的顧客再購率是

「滿意」顧客的六倍，因此僅滿足顧客是不足夠的，還需要使顧客對消費的過程產生

完全的滿意，且感到愉悅與窩心才夠。因此，此論點足以支持球迷相關研究發現滿意

度並無法完全預測忠誠度之原因。 

Blackwell et al. (2006)另指出當僅討論到消費者之意圖時，常常會忽略到其實是消

費者之「態度」影響到意圖，Hill and Green (2000)研究認為球迷再進場觀賞行為是可

從個人心理層面之涉入與忠誠，其研究結果即顯示，對於再進場觀賞之影響因素中，

球迷之涉入較球迷對球場環境的滿意具有預測力。而從前述討論中發現，球迷「球隊

認同」(team identification)是影響球迷態度非常重要之關鍵，因此本研究認為，球迷滿

意度與再購意願之關係，非直接之因果關係，球隊認同應是滿意度與再購意願之中介

角色，其對再購意願之影響應更顯重要。 

綜合以上探討，本研究假設：球迷之「球隊認同」會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

其中：(一)球迷之「累積滿意」會透過「球隊認同」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二)球

迷之「特定滿意」亦會透過「球隊認同」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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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共鳴與球隊認同之關係 

一、球隊認同於球迷行為之探討 

球迷之球隊認同(team identification)意指球迷對特定球隊產生的高度情感依附與心

理連結，且對球隊產生承諾(commitment)並反應在其持續的忠誠(allegiance)行為上

(Sutton, McDonald, Milne, & Cimperman, 1997; Wann, Melnick, Russell, & Pease, 2001; 

Funk & James, 2006)。Wann et al.(2001) 認為，形成球迷對球隊產生認同之因素有家庭

傳統、明星球員的崇拜、球隊主場地緣關係、同儕影響與球隊出色的戰績；雖然由此

發現球迷對球隊之認同源自於外在之影響因素，但球隊亦可透過行銷的手法，與球迷

維持長期之關係，使球迷持續保有對球隊的高度認同(King, 2004)。Sutton, McDonald, 

Milne, and Cimperman (1997) 提出之球迷認同架構(如圖 2-3-1 所示)指出，職業球隊可

透過球隊特色營造、組織形象強化、與球迷緊密連結高，對門票、相關商品所需負擔

之價格敏感度就會越低，受到球隊戰績表現之影響也會較低。而球迷之球隊認同、延

伸至球團利益透過關係建立之持續經營，則會形成球迷認同提升球團利益的循環關

係。 

 

 

 

 

 

 

關聯經營 

球隊 

組織 

連結  

行動 

球隊認同 

低度(社交型)

中度(專注型)

高度(歸屬型)

利益 

價格敏感度降低 

表現敏感度降低 

圖 2-3-1 球迷認同概念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an Identification 

資料來源：“Creating and Fostering Fan Identification in Professional Sports” by W. A. Sutton, Mark A. 
McDonald, G. R. Milne, & J. Cimperman, 1997, Sport Marketing Quarterly, 5(1), p.16.  

球迷對球隊之認同不僅表現在前述價格與表現的敏感度上，亦會反應在其忠誠行

為上，包括： 

(一) 球賽現場觀賞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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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 Anderson, and Fink(2005)認為球迷對球隊認同會使球迷的自我意識增強，而

影響球迷的行為意圖；Laverie and Arnett (2000)指出球迷對球隊的認同感越高，對於球

賽之參與包括至比賽現場觀賞、透過電視轉播觀賞、對比賽新聞的關注頻率就會越

高；Bristow and Sebastian (2001)針對美國大聯盟芝加哥小熊隊之研究更發現，球隊認

同較高之球迷，到球賽現場觀賞頻率較認同度低之球迷為高。  

(二) 商品購買意願 

而球迷對球隊的認同會反應在配戴穿著與球隊相關之配件與服飾 (Bristow & 

Sebastian, 2001；Madrigal, 2000；陳泓愷，2004)，因此若球隊擁有較多認同度較高的

球迷，亦會反應在授權商品之銷售。Kwon and Armstrong (2002)亦指出球隊認同越高，

在授權商品之花費上會較高，甚至在授權商品之衝動購買(impulse buying)行為也會較

高。何信賢(2007)則發現球隊認同會直接影響球迷對球隊母企業品牌的購買意願。 

(三) 對贊助商產品之購買意願 

球迷對支持球隊之認同感，不僅影響到球隊本身，還會轉移至對球隊贊助企業之

辨識、態度、滿意，以及品牌權益，進而引發對贊助企業產品的購買意願(林心晨，

2004；許黛君，2005；劉雅慧，2005；Gwinner & Swanson, 2003；Madrigal, 2000；

Zhang, Won, & Pastore, 2005)。 

由以上球迷因對球隊的認同所衍生出的消費行為發現，球隊認同確可扮演中介之

角色，影響球迷之態度與行為，因此球團若能暸解維持或提升球迷之球隊認同，將可

為球隊帶來許多有形與無形之利益。 

二、球隊認同量表在相關研究之限制 

欲暸解球迷之球隊認同，Wann 與 Branscombe 於1993年建立球迷認同量表SSIS 

(Sport Spectator Identification Scale, SSIS)，經過在美國、德國與日本等國家之球迷研究

顯示量表之信效度穩定(引自Wann, Melnick, Russell, & Pease, 2001)。然而國內研究中，

陳彥豪(2005)與Wang and Shao(2006)曾翻譯SSIS量表，並針對中華職棒球迷進行研究，

兩篇研究分別將原始問卷設計之八點量表改為五點與七點量表，但在研究中均發現問

項「你有多討厭所支持球隊之主要對手」(原文：How much do you dislike the greatest 

rival of the team? )在整體量表之一致性上並不理想。由此發現，SSIS在國內之研究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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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化差異並不完全適用，然而球迷認同是否適合僅由單一構面來衡量，也是值得討

論的議題。 

Mahony, Madrigal, and Howard (2000)從球迷之心理承諾探討球迷之忠誠度，認為忠

誠度分為行為忠誠與態度忠誠，但球迷對球隊的承諾(態度忠誠)，是預測球迷忠誠的主

要因素，因此其以球迷態度拒絕改變(resistant)與堅持(persistent)編製球隊承諾量表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 to Team Scale, PCT)，將球迷心理承諾之高低與球迷實際行

為分為高度忠誠、虛假忠誠、潛在忠誠以及低度忠誠四個向度(如圖2-3-2所示)，並發

現PCT量表可有效預測球迷行為，且有良好之建構效度，也證實球迷的忠誠度並非單

純是忠誠與不忠誠之二元關係。 

  
心理承諾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 
            強                        弱 

高度忠誠 
High(True) Loyalty 

虛假忠誠 
Spurious Loyalty 

高 
行為持續  
Behavior 

Consistency 

Wann and Pierce (2003)認為在球迷研究中，認同(identification)與承諾(commitment)

對球迷行為的詮釋應是相同的概念，因此將 SSIS 與 PCT 量表同時進行研究，研究發

現兩量表有顯著之相關(r=.62)，且與球迷行為意圖均有顯著之相關，唯 SSIS 之預測力

又較 PCT 量表為佳。因此其除認為球迷之認同與承諾表達的應是同一構念外，也推論

球迷對於所支持球隊之行為，亦應是多元構念的可能性，因此若能從多元構面去探討

球迷之認同與承諾，或可更適當的詮釋與預測球迷之行為反應。 

其他相關研究亦指出球迷之球隊認同應來自於情感面與行為面，所以需有多元面

向來進行探討 (Matsuoka, 2001；Matsuoka, Chelladurai, & Harada, 2003；Kwon & 

Armstrong, 2004；Heere, 2005)。國內研究方面，李允仁(2004)之研究以探索性因素分析

發現球迷對球隊之認同是由「球隊表現」、「球隊形象」、「球迷與球隊互動」與「地緣

關係」四個構面所組成；許伸梓(2005)之研究球隊認同上亦萃取出「評價認同」、「歸屬

認同」、「認知認同」三個構面。由以上討論確立，球隊認同應是多元構念而非單一的

概念，因此傳統以單一量表測量球迷之球隊認同，在本研究中並不適合，本研究欲以

 
低 

潛在忠誠 
Latent Loyalty 

低度忠誠 
Low(Non) Loyalty 

圖 2-3-2 忠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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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為核心，暸解球隊認同之多元構念，並釐清各構念間對於球迷之再購行為，是否

具有更具體之說明。因此下一節本研究將試圖分析以Keller(2003)所提之以消費者為核

心，建立品牌與消費者關係之最高層次─品牌共鳴，是否適宜詮釋球迷與球隊之關

係，以確認其與球隊認同之契合度。 

三、品牌共鳴與球隊認同之探討  

Gladden, Irwin, and Sutton (2001)指出職業球隊不應只是重視球隊戰績所獲得的短

利，需要以品牌經營之策略觀點創造球團的長期價值。職業運動是服務業中消費者對

於產品具有高度承諾的典型代表，也因此在服務業越趨強調以消費者為基礎之品牌權

益的探討下，球團亦需藉由品牌管理之思維思考如何與球迷建立長遠之關係

(Underwood, Bond, & Baer, 2001)。球隊與品牌管理結合之相關研究包括，探討以球迷

為基礎，適合職業運動發展之球隊品牌聯想模式(Team Brand Association Model；鄭坤

來，2004；Gladden & Funk, 2002；Ross, 2006；Ross, James, & Vargas, 2006)，球隊品牌

權益建構(黃中皓、呂佳霓，2005)、球隊品牌延伸(黃中皓、呂佳霓，2006)；球隊品牌

權益與行銷活動之探討(呂政家，2005；劉雅慧，2005)、球隊形象(陳文貞，2005)以及

品牌識別(李凌雲，2005)，由此發現職業球隊確實可視為一品牌來經營，也適合以品牌

管理之角度切入探討。 

 

 

 

 

 

 

 

 

 

圖 2-3-3 社會認同之品牌權益模式

服務業特色 

社群經驗 

歷史傳統 

場館設施 

生活情感 

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fication 

以消費者為基礎之品牌權益

Consumer-Based-Brand Equity 
 

品牌知識 

品牌認知

品牌形象

資料來源：“Building service brand via social identity: Lessons from the sports marketplace,” by R. 
Underwood, E. Bond, & R. Baer, 2001,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9, p.8 

Underwood, Bond, and Baer (2001)提出以社會認同提升品牌權益之模式(如圖 2-3-3

所示 ) ，其認為欲增進職業運動之品牌權益，需仰賴球迷的社會認同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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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而球迷的社會認同高低，則需透過社群經驗的營造、球隊傳統的建立、 

場館對球隊特色的突顯與球隊風格的營造，以及讓觀賞球賽、支持球隊成為球迷生活

中的一部分，此四個要素的增進可提升球迷對球隊的社會認同，進而提高球隊之品牌

權益，而以消費者為基礎之品牌權益越高，也將促使球迷產生更高的社會認同。 

由以上討論發現，欲提高球隊之品牌權益，可建立在創造球隊與球迷關係之認同

上，Keller (2003)發展之品牌權益金字塔(如圖 2-3-4 所示)認為，品牌若能與消費者建立

關係，將可創造品牌權益的最高價值。而要能建立完整的品牌權益需經過四個步驟，

第一是建立適當的品牌識別，使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能聯想到該品牌的特性，此為金

字塔最底層；第二步，創造合適的品牌意義，透過品牌意象與品牌績效，使消費者產

生有形或無形的品牌聯想；第三步，導引正確的品牌回應，確認品牌在消費者的判斷

是正向，且消費者對品牌是有感覺的；最後，金字塔的頂端，建構品牌與消費間最和

諧的關係：品牌共鳴。 

Consumer
Brand 

Resonance
品牌共鳴

Consumer
Judgments
品牌判斷

Brand Performance
品牌績效

Consumer
Feelings 
品牌情感

Brand Imagery 
品牌意象 

Brand Salience  
品牌特性 

圖 2-3-4 以消費者為基礎之品牌權益金字塔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Pyramid)

資料來源：“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by K. L. Keller, 2003,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ement brand equity (2nd ed.), p.99. 

以球迷之特性而言，球隊認同是指球迷對特定球隊，產生的高度情感依附與心理

連結，因此球隊所需建立與球迷間之關係便是在品牌共鳴的層次上。Keller 指出品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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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衡量分為關係密度(intensity)與關係活動(activity)，關係密度是指消費者與品牌之態

度聯結與共同體感覺之強度；關係活動是指消費者購買與使用之頻率，以及每日投入

與消費無關之其他活動的程度，即為觀察顧客行為忠誠與主動積極參與之程度。以下

分別就「行為忠誠」、「情感連結」、「共同性」與「積極投入」四個組成品牌共鳴之要

素進行球迷與球隊之探討： 

(一) 行為忠誠(behavior loyalty) 

行為忠誠係指消費者重複購買同一品牌的消費行為，以及對同一品牌的大量購

買。具有對品牌行為忠誠之消費者，其對該品牌之終身消費是非常可觀的，調查指出

一位忠誠的通用汽車消費者，即可創造出276,000美元之價值(包括換車，以及產生對親

友之推薦；Keller, 2003)。 

球迷對球隊亦是如此，李允仁(2004)之研究亦指出球隊認同可顯著預測球迷之行為

忠誠(R2=.43)，且球迷對球隊的認同會直接反應在到比賽現場之參與頻率，以及球迷的

行為表現(Laverie & Arnett, 2000；Wann, Melnick, Russell, & Pease, 2001；Trail, Fink, & 

Anderson, 2003)。 

(二) 情感連結(attitudinal attachment) 

然而，行為忠誠的表現並不完全是因消費者與品牌產生共鳴，亦有可能是因為缺

乏選擇性之關係。因此如欲建立消費者與品牌之共鳴，應使消費者產生對品牌強烈的

附屬情感，如對產品表示喜愛與偏好。Kelle(2003)指出，當以李克特氏五點量表調查

消費者之滿意時，表達「滿意」(4分)之消費者轉換其他品牌之可能性相較於回答「非

常滿意」(5分)之消費者，達六倍之多。因此僅有忠誠的行為，並不足夠，需要再加上

深度的情感附屬，才能使品牌與消費者間有更進一步的關係。 

在球迷研究上，Robinson, Trail, Dick, and Gillentine (2005)針對美國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研究指出球迷之情感附屬分為兩個部

份，一是對組織，一是對該項運動，組織部份之連結包括球迷對球隊、教練、社區、

大學以及球員五個層面，運動部份則包括對該像運動本身的涉入程度、以及對該層級

運動的連結，也因為球迷有情感的附屬，才使得球迷願意不斷的參與球賽；Kwon, 

Trail, and Anderson (2005)亦認為球迷對球隊的情感連結，可顯著反應在球迷行為意圖

的忠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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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性(sense of community) 

除了對品牌的行為表現與對品牌強烈的附屬情感，消費者間對品牌有共同的情

感，亦是品牌價值發展的共鳴因素。當消費者間因品牌與其他消費者產生連結形成社

群，會更強化其與品牌的關係。蘋果電腦(Apple)統計發現，其品牌之消費者已組成超

過六百個網路社群，社群的討論涵蓋蘋果電腦的使用經驗、問題解決、產品折扣資

訊……等，這樣的網路社群使得消費者可以與有共同經驗的其他消費者有不斷的討

論，亦延續了消費者對該品牌的認同(Keller, 2003)。 

Underwood, Bond, and Baer (2001)指出的社群經驗亦是相同的概念，球賽現場即是

提供支持相同球隊，忠誠與熱忱的球迷，共同為球隊加油的地方，也共同對抗球賽的

競爭對手。也因此球賽不僅提供娛樂休閒，更創造社群關係。所以球迷間，不僅可在

球場還可在其他的介面有與相同支持者的聯繫，亦將使得球迷對於球隊的討論更加頻

繁，也加深其對球隊的認同。許伸梓(2005)即指出參與球隊後援會之球迷，在球隊認同

與忠誠度的表現是較未參與後援會之球迷為高的，顯示球迷間的社群關係，的確是球

迷與球隊關係強化的一種方式。 

(四) 積極投入(activity engagement) 

消費者與品牌間最強烈的連結，來自於其在品牌消費外所主動投入之時間、金錢

與情感，消費者成為品牌的特派員、傳道者，以非正式之身份提供品牌的最新資訊，

並強化其他消費者與該品牌的關係(Keller, 2003)。 

球迷積極投入的行為，是除了進球場觀賞比賽以外對球隊的額外投入，包括主動

瀏覽球隊相關之資訊、主動與別人談論球隊，球隊相關商品之購買等，尤其當球隊的

表現良好時，沉浸勝利榮耀的心理(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BIRGing; Cialdini, et al., 

1976 轉引自Wann, Melnick, Russell, & Pease, 2001, p.170)，會使得球迷更願意彰顯自己

與球隊的關係。而球迷對球隊的高度認同，除了影響球迷對球隊授權商品與贊助商產

品的銷售意願提升 (林心晨，2004；許黛君，2005；何信賢，2007) 外，Kwon and 

Armstrong (2006)更指出，球迷認同不僅會表現在購買授權商品以及消費的金額上，會

有對授權商品產生衝動購買的傾向。 

由以上品牌共鳴之四個構面發現，其與球隊認同之方向雷同，且其將忠誠行為與

情感分別討論，更討論球迷間之共同性與對球隊資訊之主動性，均較原本球隊認同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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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一構面討論更加完整。因此本研究確立品牌共鳴之四個構面可更具體形容球迷之

球隊認同行為，也將由此四個構念探討其在滿意度與再購行為所扮演之中介角色。 

綜合以上探討，本研究欲驗證「品牌共鳴」四個構念：行為忠誠、情感連結、共

同性、積極投入，在球迷研究的適切性。並以品牌共鳴的概念取代球隊認同，探討品

牌共鳴對再購行為之影響。綜合第二節之探討，本研究假設(一)球迷之「累積滿意」會

透過「品牌共鳴」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二)球迷之「特定滿意」亦會透過「品牌

共鳴」對「再購行為」產生影響。且品牌共鳴在累積滿意、特定滿意對再購行為之影

響上，四個構面均會扮演中介的角色。 

第四節 中華職棒球迷相關研究探討 

由於職業運動屬觀賞性運動之特性，使球迷形成一特殊群體，球迷於球場以及支

持球隊所衍生之消費行為等，吸引了體育與商管系所研究人員針對球迷這特殊的消費

族群進行研究。本研究綜整以球迷認同、球迷滿意與再購意願為核心探討球迷行為之

研究(如表2-4-1)發現，近四年由於網路之便利，李凌雲(2005)、陳文貞(2005)、鄭坤來

(2004)與李允仁(2004)之研究均採以網路收集六隊球迷樣本之方式進行研究調查，然而

網路球迷在年齡、居住地分布仍是受限於僅有網路的使用者，而能接觸到問卷填答訊

息之球迷，更是屬高度認同球隊的一群，因此網路調查在不同的研究主題上，仍是具

有侷限性。而何信賢(2007)、陳彥豪(2005)與陳泓愷(2004)以地利方式挑選三場比賽，

則仍有樣本過度地域導向，有難以推論整體球迷之虞，本研究因研究變項特定滿意需

在現場觀賞後才適宜填答，因此不適合以網路進行抽樣，且為求更客觀的搜集各地與

各隊球迷之意見，所以採取雖較耗時與耗力之現場問卷抽樣，期在研究結果上能較客

觀之推論至中華職棒現場觀賞球隊。 

在職棒相關研究中，本研究之概念相似與楊德偉(2006)與陳彥豪(2005)針對體驗滿

意、李凌雲(2005)探討累積滿意與球隊認同進行忠誠行為的分析與預測，但前兩篇至球

賽現場之研究均發現體驗滿意與參與行為非正相關的現象，楊德偉發現球迷雖然對球

場體驗不滿意，但其在參與行為上仍十分頻繁；陳彥豪之研究則發現球迷的滿意無法

解釋球迷的再進場意願；而李凌雲之網路調查球迷之滿意則是與再購行為有正向的結

果。前兩篇研究雖點出中華職棒球迷在體驗滿意與再購行為不一致之現象，但並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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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討是否是在體驗滿意與再購行為上是否有其他中介變項的存在，而李凌雲之研

究因採網路問卷，調查的是以累積滿意為主，但由此卻也發現滿意度觀點之不同，對

於再購行為確實產生不相同的解釋。因此本研究以兩階段的問卷設計，同時探討累積

滿意與特定滿意在球迷的再購行為解釋，更具滿意度探討的整體性。 

本研究試圖以球隊認同為中介變項之觀點，期能解釋中華職棒球迷之行為，而在

球迷認同上，本研究直接採用品牌共鳴四構面之概念詮釋，不同於何信賢(2007)、陳彥

豪(2005)與Wang and Shao(2006)在球隊認同採單一構面之衡量方式，亦非採用許伸梓

(2005)、李凌雲(2005)、李允仁(2004)綜合各學者論點自行編列後，再進行因素分析之

方式。本研究以Keller品牌共鳴之單一概念四構面，進行多元但具一致性的探討，將可

更有效解釋球迷與球隊的認同關係。 

由於球迷行為的複雜度，球迷研究之相關探討也從人口統計變項之差異、相關轉

而朝理論模式發展之驗證，結合品牌概念與結構方程模式之應用亦有越趨頻繁之勢。

本研究除探討各球隊在滿意度、品牌共鳴與再購行為之差異外，亦採用結構方程模式

表 2-4-1 球迷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變項/研究結果 主要分析方法/抽樣方式 

變異數分析 
六隊現場問卷發放(3 球場) 

何信賢(2007) 球迷認同、母企業產品購買意願 

集群分析、典型相關 
六隊現場問卷發放(6 球場) 

楊德偉(2006) 支持因素、體驗滿意、參與行為、忠誠度 

多元迴歸 
六隊(主場)問卷發放(6 球場) 

許伸梓(2005) 球隊屬性、球隊認同、忠誠度 

結構方程模式 
六隊現場問卷發放(3 球場) 

陳彥豪(2005) 涉入程度、球迷認同、滿意度、忠誠度 

結構方程模式 
六隊網路問卷 

李凌雲(2005) 識別顯著性、球隊認同、滿意度、行為意圖

多元尺度法 
六隊網路問卷 

陳文貞(2005) 球隊形象、形象定位 

結構方程模式 
六隊網路問卷 

鄭坤來(2004) 品牌聯想、品牌識別、品牌關係 

迴歸分析 
六隊網路問卷(402 份)與現場(90 份) 

李允仁(2004) 球迷認同、滿意度、忠誠度 

陳泓愷(2004) 社群因素、消費行為、忠誠度 
變異數分析、逐步迴歸 
六隊現場問卷發放(3 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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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品牌共鳴在球迷研究之適切性，以及驗證品牌共鳴於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效

果。整體而言，球迷研究雖不是新穎的研究題材，但本研究採整體性的探討中華職棒

之球迷行為，可更清楚的暸解球迷與球隊的關係，並得以讓球隊在分析球迷的滿意情

況與再購行為後，對球迷之經營有更明確的方向。 

第五節  本章總結 

經由對相關文獻之探討，本章之總結如下： 

一、特定滿意與累積滿意在消費者滿意之評估上有不同的意義，無法僅由單一滿

意度來衡量，而兩者所涵蓋之球迷滿意要素中，運動觀賞之核心是球賽本身，因此就

特定滿意而言，從球賽的精采度、球場體驗，與球賽氣氛等三方面進行探討。累積滿

意則分為球隊與球團兩構面形成，球隊滿意部份包括戰績、教練與球員；球團滿意則

包括球團形象、球隊識別與球迷關係。 

二、球迷之「球隊認同」(team identification)是影響球迷態度與行為非常重要之關

鍵，因此本研究認為，球隊認同應是滿意度與再購意願之中介角色，其對再購意願之

影響應更顯重要。 

三、本研究之球隊認同採球迷與球隊間之品牌關係衡量，分為「行為忠誠」、「情

感連結」、「共同性」與「積極投入」四個組成品牌共鳴之要素進行球迷與球隊關係之

探討。 

四、相關研究尚無針對球迷認同之多元探討，亦缺乏球迷行為整體模型之驗證。

本研究以球隊品牌共鳴為中介，探討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關係，並以結構方程模式驗

證模型之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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