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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 Keller 品牌共鳴要素詮釋球迷與球隊之關係，並分析品牌共鳴要素在滿意

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效果，球迷之滿意度採同時探討累積滿意與特定滿意對再購行為之

影響，以整體性的瞭解球迷之行為。研究在全台六個球場進行，問卷回收上採賽前調查

累積滿意、品牌共鳴，與賽後調查特定滿意之兩階段研究設計。研究之結論與建議分述

如下，並提出本研究之貢獻，以及針對本研究限制之未來研究方向建議。 

第一節  結論 

藉由研究模型之適配度驗證，品牌共鳴在球迷累積滿意、特定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之

關係中，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而 Keller 品牌共鳴四要素：行為忠誠、情感連結、

共同性與積極投入在修飾後，亦適用於球迷之研究。以下歸結本研究之五個結論： 

一、品牌共鳴測量要素在球迷研究具適切性 

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得知，Keller 品牌共鳴四要素在修正後於球迷研究具適切性，在

四個測量要素中，以「積極投入」與「情感連結」最能解釋品牌共鳴之概念。球迷與球

隊之關係主要由球迷積極關心球隊資訊與向他人分享球隊訊息為主，並有情感上之依

附，亦會在觀賞支持球隊的比賽上展現行為的忠誠，並與其他球迷產生共同的情感。球

迷品牌共鳴四個要素的強弱，與 Keller 原先以產品為主的品牌共鳴探討有順序的從忠誠

行為、情感連結，再有共同性與積極投入並不相同。在球迷研究中變項順序的強弱不同，

推測是球隊的品牌與球迷的連結，和有形產品的品牌有所不同。 

Gladden(2007)指出觀賞性運動的特質在於可挑起球迷情緒的投入；Morrison and 

Crane(2007)亦指出以提供服務為主的品牌，因為消費者都是主動的接觸，因此品牌需要

較一般產品的提供上更著重於創造消費者在體驗時產生情感的認同。也因此當球迷因為

球賽對所支持球隊主動投入時間、金錢與情感，但球隊回饋給予球迷的其實是無形的，

如一場好比賽、一個總冠軍、一種歸屬，或者是 BIRGing 的榮耀。由於球賽無形的特質，

而賽季長達八個月，對球迷而言，從周遭瞭解球隊的相關訊息，同樣可以得到這些無形

的感受，且球迷到球賽現場仍會受到 Pan and Baker(2005)指出如比賽的時間、地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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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組合等的影響，產生球迷並不是完全忠誠的參與球隊的每一場球賽，造成在品牌共鳴

關係中，行為忠誠並不是首要條件。且以球隊為品牌的概念中，也難以對單一品牌的行

為，即斷定球迷與球隊的絕對關係，因為球隊間的競爭關係，亦會使球迷關心其他球隊

的表現。也因此球迷對球隊的情感投入較行為忠誠，形成在球隊品牌關係中，影響更為

重要的因素。 

而與其他球迷的社群感，在品牌共鳴的詮釋上較為薄弱，Lough and Kim(2004)發現

球迷現場觀賞球賽之社交動機中，與其他球迷互動的吸引是最低的，顯示球迷對於與其

他球迷的關係，不論是在動機上或是認同感上都不是特別的明顯。推測因為球迷在球賽

觀賞時，對球場上表現的關注較多，雖然在特定滿意中發現球迷滿意於球賽的氣氛，但

是加油是為場上的球隊加油，與球迷間的情感認同並不相同，也因此即使支持的是同一

支球隊，但要能將對球隊的認同轉移至與其他球迷共同的情感，這樣的連結就稍顯微

弱，雖然共同情感的轉移不大，但有趣的是，球迷在積極行為的投入上，讓他人知道自

己支持的球隊，卻依然會感到驕傲，顯示球迷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喜好，但在情感上，

卻不認為與其他的球迷有十分密切的關係。 

球迷與球隊關係之探討採用品牌共鳴四個構面來分析，可更清楚暸解球迷對球隊的

情感與行為表現，確實較球隊認同單一構面的討論具有客觀性。且研究結果亦證實四個

構面確實有一致的對品牌共鳴產生效果，顯示球迷關係研究，適合採用品牌共鳴之概念。 

二、六隊球迷在各構面之差異 

由La new熊球迷在累積滿意、特定滿意均顯著高於其他球隊之表現，可得知La new

熊球迷在2006年對球隊整體是非常滿意的。兄弟象與興農牛球迷分別在累積滿意中的球

隊戰績表現與球團經營部份，較其他球隊不滿意，顯示兩支經營超過十年之球隊，反而

未能讓支持的球迷感到滿意。在特定滿意球賽精彩部份，La new熊球迷之滿意較興農

牛、中信鯨、兄弟象球迷為高，然而La new在抽樣的兩場比賽中，戰績一勝一負，但在

滿意度上仍較興農(一勝一負)、中信(一勝一和)為高，顯示球迷對於La new熊球員表現

之拼勁給予較高度的評價。在球賽氣氛則分成兩個族群，La new、誠泰、統一為三支讓

球迷在球賽氣氛上較為滿意的球隊，興農、中信、兄弟的球迷，則是雖滿意但相較於其

他三支球隊就偏低。在球場體驗部份，抽樣場次中的台中與羅東球場，滿意度並不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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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球迷對於好的比賽場地仍有一定程度的期望，此亦提供沒有認養球場之球隊，在球

場的選擇上應該考量提供更舒適的看球環境給球迷。 

在品牌共鳴的情感連結與共同性上，各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顯示球迷對球隊的情

感投入都是相同的，但是在行為上，兄弟象球迷則就較中信鯨的球迷在忠誠行為與積極

投入上都來的高，另外統一獅球迷在積極投入上較低，顯示中信鯨與統一獅兩球隊球迷

在分享支持球隊的主動性上較其他球隊弱一些，由於球迷與球隊之關係是累積的，因此

對支持球隊的主動性較弱是受到BIRGing不足，或是CORFing的影響，還是球迷特質所

致或其他因素造成，值得球團思考如何提升球迷對球隊的信心。 

在再購行為中，除中信鯨顯著低於La new熊球迷以外，其他並無差異。而由前述累

積滿意較低之球隊與其他球隊在再購行為中無顯著差異可發現，球迷之再購行為必有受

到其他因素之影響，亦支持本研究認為滿意度與再購行為應受到其他因素的中介效果。 

三、球迷累積滿意因素中，球團經營較球隊表現有影響力；特定滿意因素

中，則受到球賽氣氛影響為主 

由研究假設模型中之測量模型部份得知，累積滿意部份以球團經營構面在模型中之

效果較強，意即在研究中，球迷對球團的滿意程度產生對模型較多的影響，而在球隊的

滿意中亦有效果。推測因球隊在教練、球員之變動相較於球團的經營者的異動為頻繁，

因此球迷對於球隊戰力的滿意較為分歧，而球團經營方面，除轉換經營團隊或進行大幅

度的改造，給球迷的印象較為固定，因此在整體的累積滿意中，顯得由球迷對球團經營

滿意之觀點較為具解釋力。 

在特定滿意部分，則以球賽氣氛的滿意程度對模型影響較大，依序為球賽精彩，然

後是球場體驗的滿意。球賽氣氛是球賽給予球迷觀賞比賽時的附加娛樂價值，球迷可以

藉由參與在賽事中的活動，或與啦啦隊一同擔任球賽的「最佳第十人」，這種讓球迷的

體驗參與，同 Morrison and Crane(2007)指出，以提供服務為主的品牌，應讓消費者在體

驗時能有主動參與的機會，因為讓消費者有主動的參與，可以使消費者有正向的情緒經

驗，並可以加深消費的滿意。而本研究中即證實，相較於對球賽精彩的不確定性，以及

對場館體驗的被動，球賽氣氛在特定滿意造成的效益確實最高。 

雖然在累積滿意與特定滿意，各構面所造成的滿意影響程度不同，但因各係數值均

顯著，代表每個構面均有影響，也因此若比賽中球員的拼勁讓球迷不論勝負，均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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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球賽的精彩、球場體驗在有限的改善中，讓球迷不論在哪一個球場，都能有較貼心的

感受，整體提升一個服務與回饋球迷的機會，即可以使特定滿意的效果更增強。而在累

積滿意部份，若各球隊戰力均衡，教練與球員均能展現專業的能力，在球迷對球隊的累

積滿意，應就能有所提升。 

四、球迷累積滿意較特定滿意對再購行為具有解釋力 

由研究模型之累積滿意、特定滿意對再購行為之直接效果路徑係數可知，球迷之特

定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之效果大於累積滿意。Homburg, Koschate and Hoyer(2005)指出，就

長期而言，累積滿意會比特定滿意讓消費者產生更多的消費行為；Jones and Suh (2000)

亦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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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本研究中，

特定滿意不僅高於累積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之解釋亦較累積滿意為高，且累積滿意還呈

現與再購行為負向的關係。由此亦證實，球迷之累積滿意不高的情況下，球迷受到特定

滿意的影響即會相形變大。 

而在累積滿意對再購行為產生負向的效果，發現源自球迷對球隊與球團之累積滿意

不高，但球迷卻未因此而產生不再進場的想法，主要是由於球迷與球隊之品牌共鳴關係

產生效用。顯然中華職棒再購意願之影響來自於特定的滿意，但是特定滿意奠基於球賽

氣氛、比賽精采與球場體驗，就現有條件，要能提升特定滿意才能促使球迷再購行為提

高，球場體驗滿意提升需要有硬體的改善，但非短期能達成；比賽精采度要提升，則需

球隊間戰力均衡產生具有拉距之比賽才能使球迷不至因輸球即認為球賽精彩度不足。而

球賽氣氛要提升，則需提供更多附加的娛樂價值給球迷，讓球迷有更多主動的體驗機會。 

然而各球團若只能在滿足球迷特定滿意中運作，球迷之市場要擴大仍有限，因為球

迷的特定滿意只能增加球迷進場的，但是中華職棒2006年平均每場觀眾人數為2,264人，

相較於2005年之3,407人(中華職棒大聯盟，2007)，入場人數下降了33%，若僅以現每場

兩千多之球迷入場，並宣稱有近68萬的觀賞人次，但若扣除重複進場觀賞的球迷，中華

職棒流失球迷的速度仍是非常的快速。也因此僅提升球迷之特定滿意並不足夠，由本研

究發現球迷對球團經營、球隊戰力的不滿意，可知是球團可積極改進的地方，若累積滿

意可以提升，將可透過球迷對球隊的品牌共鳴，並與特定滿意的相輔相成，促進再購行

為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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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共鳴於累積滿意、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之中介探討 

在品牌共鳴四個測量要素於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探討中，行為忠誠、情感連結

以及積極投入均扮演著累積滿意與再購行為、特定滿意與再購行為之部分中介角色，意

即球迷對球隊之關係因有對球賽觀賞的支持、與球隊的情感連結，以及積極與他人談論

球隊的行為，增進了滿意度對再購行為的解釋。 

然而與其他球迷同在一起的社群感，雖然可扮演累積滿意與再購行為之中介角色，

但在特定滿意中，並未有中介效果的產生。顯示在球場觀賞球賽產生之特定滿意，即可

反應在球迷的再購行為，而不需透過球迷間之情感連結，也意味著在球場雖然會有成群

結伴的球迷與後援會，但其實球賽氣氛、比賽精采度的滿意即已影響了再購行為，而此

時即使球迷間有密切的情感，亦已無法產生進一步影響再購行為的效果。 

另外品牌共鳴在對再購行為的中介效果發現，累積滿意的效果高於特定滿意的效

果，顯示球迷對球隊與球團的滿意，仍需建立在球迷與球隊的品牌共鳴關係，才得以增

進到球賽現場的觀賞意願。然而在模型驗證中得知，球迷之累積滿意並不理想，也因此

造成再購行為幾乎是仰賴特定滿意的結果，也由於球迷與球隊有品牌共鳴關係的存在，

使這關係反而產生了月暈效果(halo effect)，雖然月暈效果一般指的是企業形象的滿意會

擴至對推出產品的滿意，但是在球迷行為中，因為球迷透過球賽對球隊產生認同，進而

得以包容對球團、球隊的不滿意。由此，即可發現品牌共鳴在球迷行為之重要性，而在

特定滿意部分，中介效果亦顯著，顯示球迷除了因在球賽現場感到滿意會繼續再進場觀

賞比賽外，亦會因與球隊有密切的關係，增進再到現場看球的意願。 

綜合以上所述，品牌共鳴之四要素，確實適合用於球迷與球隊間關係之解釋，且在

球迷之共鳴關係依序為積極投入、情感連結、行為忠誠與共同性。而球隊品牌共鳴確可

扮演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角色。此外研究亦發現，由於球迷之累積滿意不高，使得

球迷之再購行為受到特定滿意之影響較大，且因為有品牌共鳴之效果，增進球迷有再進

場看球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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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貢獻 

本研究不僅應用品牌共鳴之觀念多元解釋球迷與球隊的關係，更同時探討累積滿

意、特定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之解釋，以及分析品牌共鳴整體與各要素扮演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於全台六個球場進行六隊球迷之兩階段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除可提供六隊球團在

球迷關係之經營，亦提供品牌共鳴在未來研究運用之參考，以及更進一步探討球迷累積

與特定滿意之關係。 

一、對球團之建議與貢獻 

(一) 球迷關係的建立與創造球迷滿意 

從研究中品牌共鳴之中介效果顯示，球迷與球隊的關係，是促成滿意度與再購行為

間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各球團應重視球迷與球隊之關係，即相同於ESPN Ultimate 

Standings (Keating, 2005)之調查結果，球團能著重於與球迷的關係，是球迷最在意的議

題。 

由研究中得知，球迷雖難以每場比賽都觀賞，但是球迷會透過主動的瀏覽與和他人

分享球隊的資訊來保持與球隊的關係，由此球團應提供除了球賽本身以外之其他平台，

讓球迷間進行分享與交流，以及提供豐富的球隊資訊，使球迷隨時都可以知道關於球隊

的第一手資訊，維繫球迷與球隊的關係，而球迷對球隊官方網頁或論壇之造訪頻率越

高，與球隊之關係也會越密切。 

另外，球隊亦應著重於創造球迷在消費時的情感認同，如在比賽期間啦啦隊帶領球

迷的加油，豐富的球迷互動，可讓球迷有主動參與球賽的感覺，會增加球迷正向的情緒

經驗，另外，Morrison and Crane(2007)更建議可以給予球迷貼心的小贈品，讓服務雖然

無形，卻可在服務後延續球迷觀賞的情緒，對球團來說，適時的提供有紀念性或實用性

的贈品給球迷，將可讓球迷產生對球隊更多情感的記憶。而若球迷在賽事的參與感到滿

意，根據本研究中特定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之直接影響推論，勢必可再提升球迷進場的意

願。 

而球隊的戰力與球團的經營亦是受球迷所關注，球迷希望所支持的球隊能有好的戰

力表現、球團亦能有好的經營形象，因此各球團亦應重視球迷若有高度累積滿意可產生

的再購行為，並以更積極的態度讓球迷感受到球隊與球團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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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球團之建議 

而在各球團方面，La new 熊應儘可能讓球迷持續保持在現在均有高度累積滿意與特

定滿意的情況；而經營超過十年的兄弟象與興農牛，在球迷仍分別認為對球隊戰力與球

團經營上不能讓球迷感到滿意，顯示球迷仍然是在意只是並未以行動抵制；統一獅與中

信鯨則應鼓勵球迷有更多的積極投入行為，讓球迷能更自豪於身為這兩隊的球迷；另外

在球賽氣氛，興農牛與中信鯨在球賽活動的設計與氣氛的帶動，需再花費心思，以讓球

迷能產生與其他球隊球迷相同的滿意。而在球場體驗的部份，羅東球場與台中球場即是

球迷認為體驗較不滿意之球場，也因此對於沒有認養球場之球隊，在選擇主場時應要能

選擇能讓球迷感到較舒適之球場，以提高球迷在觀賞球賽的最基本滿意。 

二、對學術界之建議與貢獻 

(一) 同時衡量累積滿意度、特定滿意度與再購行為 

本研究與過去研究不同之處在於同時探討累積滿意度與特定滿意度，過去之研究如

果採特定滿意度，則均在球賽現場進行球場體驗滿意之測量，而若進行累積滿意度，則

以具便利性之網路問卷居多，本研究同時探討之結果，果然與其他研究者個別探討球迷

之累積滿意與特定滿意結果不同，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在球迷滿意度之衡量上應審慎

界定若僅採用其中一滿意度時，可能造成推論的偏誤。 

另外，本研究將對球賽的滿意，除了球場體驗的要素外，亦加入球迷實際對球賽觀

賞感受到的球賽精彩與賽事氣氛作為特定滿意的衡量，研究結果即顯示如特定滿意只針

對球場體驗，在滿意度上會有低估之情況，且球場的硬體設備與環境，是由球場相關人

員進行維護，而球賽之服務工作又由聯盟負責居多，因此球場體驗應不適合單一作為球

賽滿意度的指標。本研究之調查為求更貼近球迷對賽會滿意之感受，於賽後才進行問卷

之回收，亦使特定滿意之衡量更為真實。 

而研究結果中發現球迷對球團與球隊累積之不甚滿意對於再購行為並無影響，顯示

球迷研究與一般有形產品之滿意度研究上，不甚雷同。球迷在有認同關係之情況下，仍

能忍受對球團經營與球隊戰績之不滿，卻繼續支持球隊與觀賞球隊的比賽。而究竟球迷

能忍受之臨界點為何，或者是只要與球隊有高度的品牌共鳴，球迷就會一直支持下去，

是值得後續研究接續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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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牌共鳴在球迷研究之適用與中介效果 

過去探討球迷與球隊關係之研究，多以球隊認同之概念，或自編量表後再進行探索

性因素分析命名。本研究將 Keller 品牌共鳴探討消費者與品牌關係之概念，應用於球迷

研究，結果不僅證實 Keller 品牌共鳴四個構面在球迷研究中之適用性，顯示行為忠誠、

情感連結、共同性與積極投入，在球迷行為中均是可以衡量球迷與球隊關係的變項，亦

發現每個構面都具有在滿意度與再購行為之中介效果。後續欲採用品牌共鳴之研究，除

可參考本研究之結果，亦可再修飾於本研究中刪除之六個題項，以確定量表之穩定度。 

另外，本研究模型各觀察變項是以各構面之平均值構成，因此在潛在構念上，較僅

以題項之觀察變項為清楚，後續研究若欲採用本研究之模型，建議可將本研究解釋力良

好之變項繼續留用，但應在解釋力較差之變項予以適度的調整。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之設計與模型之驗證過程中，亦發現球迷研究之限制，在此分別就研究結

果、兩階段問卷之差異、研究設計，以及統計分析之限制予以描述，提供後續研究方向

之參考： 

一、研究結果之限制，品牌共鳴與球隊認同負面行為之探討 

在Keller品牌共鳴的概念，均是正向的探討消費者與品牌關係產生之正面的情感與

行為，然而在球隊認同中，Wann et al.(2001)指出球迷在球隊戰績不理想之情況下，如沒

有明顯CORFing之行為，即會有貶損(derogating)聯盟、或與其他球隊產生敵意(hostile 

manner toward other teams)之負面情緒產生。此負面的行為亦是對球隊認同的行為表現，

是品牌共鳴中所未探討的，雖然在先前採用SSIS量表之台灣球迷研究中，負面行為之題

項信效度不理想，但也意味未來之研究，可再深入探討中華職棒的球迷在球隊認同中的

負面行為，以及負面行為對球迷之再購行為又產生何種的關係。 

另外，在本研究結構模型中，累積滿意、特定滿意與品牌共鳴可有效解釋再購行為

49%之變異量，顯示再購行為確實受到滿意度與品牌共鳴之影響，但其實也意味著還有

其他影響再購行為之變項，因此後續之研究除可繼續瞭解滿意度、品牌共鳴對球迷行為

之影響外，亦可探討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球迷的再購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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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階段問卷中之顯著差異 

在兩階段的問卷回收中，雖然整體而言，僅有填答第一階段之球迷與兩階段均填答

之球迷在品牌共鳴以及累積滿意中之球團滿意上，並沒有差異，但在累積滿意中對球隊

戰績表現的滿意，完整繳回兩階段問卷之球迷，就顯著較未繳回第二階段者之滿意度為

高，意即本研究所採用累積滿意之球隊相關部份，其實是有高估的情況。此也顯示在球

迷研究中願意參與研究之填答者，即有可能是滿意度較高之球迷，而其中對球隊的滿

意，亦產生對問卷填答意願的不同，此為後續球迷研究中需要特別注意所抽樣之球迷，

其本質是否即對球隊有較高之滿意。 

三、研究設計之限制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抽樣之時間係值球季尾聲，所抽樣之場次為根據對戰組合於全台六個球場進

行調查，因此在抽樣場次上有週間與假日、亦有季賽與補賽，然而在本研究中並未能顧

及上述因素之討論，且下半季冠軍亦在研究調查期間產生，研究中有兩場問卷並未如預

期可以便利抽樣之方式發送兩百份，因此在各場次之抽樣比例，並不均等，是否造成研

究上各隊本質的差異，以及賽事舉辦時間、季賽或補賽在球迷參與上，是否即具有差異，

此為後續研究中，可接續探討的方向。  

本研究假設會到球賽現場觀賞比賽之觀眾即為某一球隊之特定球迷，在研究調查

中，亦會詢問球迷所支持之球隊為何，但仍會有球迷是因地利之便至球賽現場觀賞比

賽，或者球迷本身支持超過一支球隊。本研究並未特別區隔出此類之球迷，但此類球迷

是否會對滿意度與品牌共鳴之填答造成影響，亦是後續研究可探討的地方。 

 (二) 問卷回收 

由研究之問卷回收發現，回收份數受球場散場動線之影響，而非因為當日票房人數

或球隊的勝負，也因此在研究上原欲求各隊人數平均之目標，仍有落差，此是否對於樣

本之代表性造成影響，值得探究。 

而特定滿意之填答時間點，本研究均假設球迷能遵照問卷工作人員之指示，於球賽

結束後，才進行填答，但本研究並無法控制球迷實際填答之時間點，且不同時間點填答，

對於滿意的程度是否會有落差，亦是後續研究可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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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分析之限制 

(一) 樣本負偏態 

    品牌共鳴各題項產生樣本分佈全負偏態之情形，此結果雷同於 Bristow 與 

Sebastian(2001)所提球迷研究之研究對象即是有行動支持球隊之球迷，因此會有認同分

佈上偏高之情形，此為球迷研究之特性，未來是否有適當之統計修正方式，或是更好之

回答方式可使認同之樣本分布趨於常態，是後續球迷研究可嘗試解決的問題。 

(二) 結構方程模式之修飾指數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進行研究分析，雖然統計軟體Lisrel有修飾指數

(modification indices)建議可增加行為忠誠與再購行為兩測量變項之殘差相關，然本研究

模型主要探討品牌共鳴之中介效果，結構模型本身即適配良好，因此並未再進行模型之

修飾。且邱皓政(2002)認為將測量殘差相關納入模型假設，有違對測量誤差基本獨立性

假設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之探討僅就模型本身之適配與否和變項間之關係進行討論，並

未再進一步就修飾指數進行模型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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