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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稱職的運動經紀人對運動員是職業運動生涯成功的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討國
內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代理關係，透過文獻分析法對於運動經紀人與代理人理論相關
文獻作彙整分析，對於臺灣職業網球運動員實施訪談。研究結果：一、網球運動員隨
著生涯變化，需求有所不同，在契約上可能會遇到限制，經紀人必須協助網球運動員
與經紀公司重新擬定或更改合約，確保雙方合作關係，能使雙方達到最佳的利益。二、
網球運動員簽定契約時通常抱著有專業人士會幫忙處理事情的單純想法，未與經紀人
針對契約中每項條款做討論與解釋，最後發現簽定之契約是偏向保護經紀公司且讓經
紀公司可獲得較多利益。三、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不只有金錢上的利益衝突，當網球
運動員需要經紀人找尋贊助廠商與資源時，運動經紀人可能會要求網球運動員先要有
好成績，運動員卻可能在這時認為當本身擁有好成績時就不需要運動經紀人協助找尋
贊助與資源。四、 國內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的佣金都是以抽成的方式收取，並且
是每年結算，經紀人會因為收取佣金的不同來決定照顧網球運動員的時間與事項。五、
網球運動員認為經紀人是能瞭解網球運動員本身的狀況，且能與網球運動員進行良好
的溝通與協商，更要清楚各項合約、處理稅務之外，最重要為網球運動員找尋最大利
益。擁有運動經紀人的網球運動員通常成績會有所提升，目前臺灣職業男子網球運動
員幾乎都有運動經紀人來代理球場外的事務，但簽約前須先釐清各項條款。未來研究
需對於國內男女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做全面性的研究，方能讓未來網球運動員進入職
業網壇前知道經歷前輩們所經歷之困難，避免同樣問題重蹈覆轍。在政策上則需政府
加速推動運動經紀人執照與相關課程，方能保障運動經紀人工作權力與有效的認證。
關鍵詞：委託人-代理人關係、臺灣網球運動員、運動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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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Tennis Athletes and
Sports Agents on the Basis of Ag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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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ar as athletes are concerned, competent sports agents can be critical to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This study is aimed at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tennis athletes and sports agents. It adopts literature review analysis as the study method,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domestic tennis athletes to conclude the following study results:
I. The demands of tennis athletes may vary with their careers. Therefore, sports agents are
required to help renew or modify the contracts between athletes and agencies to secure the
partnership and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II. When signing the contract, tennis athletes tend
to believe the agency naively instead of discussing the contract thoroughly with their agents.
Such a contract may turn out to be in sports agency’s favor.III. The interest conflicts
between tennis athletes and agents are not limited to financial ones. For example, when the
former require the latter to seek for sponsors and resources, the latter may ask the former to
gain some fame and recognition in sports first instead.IV. The commission the sports agents
charge domestic tennis athletes is collected annually. In addition, the services of sports
age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 amount of commission.V. Tennis athletes see their agents as
those who comprehend their conditions well, conduct good communication, have clear
ideas of contracts and taxation, and seek for the best interests for athletes actively.Tennis
athletes tend to perform better with the help of sports agents. Besides, a high percentage of
iii

domestic tennis athletes employ sports agents to care for matters outside the tennis court.
However, they are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tudy the contract thoroughly to avoid
potential argument. Future research will be concerning th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domestic male and female tennis athletes and sports agents so that future tennis athletes
may avoid confronting the same difficulties when starting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s.
Government is require to promoting sports agent license and courses, therefore to ensure
the work’s right and effective authenticate of sports agent.

Key Words：Principle-Agent Relationship、Taiwanese tennis athlete、Sports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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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節旨在敘述研究問題的產生，共分為六節，依序分別為：第一節研究背景；
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研究重要性；第
六節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稱職的運動經紀人對運動員來說可能是職業運動生涯關鍵的成功因素。稱職且全
方位的運動經紀人，負責的工作事項除了代表運動員外，更提供給運動員在職業生涯
中諮詢、財務、行銷、爭端解決和生涯規劃上的建議與服務 (高俊雄，1997；陳美燕、
陳月娥、謝立文，2005；葉正，2002；蔡秀華，2009) 。
成功的經紀人或經紀公司旗下大多擁有許多的知名運動員，而運動經紀公司也替
這些運動明星們爭取合作夥伴、球團與代言的合約與利益。如世界知名的運動經紀公
司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 (簡稱 IMG) 旗下的網球明星包括曾經是球王球后
的馬克安諾 (John McEnroe) 、伯格 (Bjorn Borg) 與莎利絲 (Monica Seles) ，近期的
球王球后納達爾 (Rafael Nadal) , 莎拉波娃 (Maria Sharapova) 與小威廉斯 (Venus
Williams) ，還有世界各國非常具有發展潛力的明日網球之星如亞洲第一的日本球王
錦織圭 (Kei Nishikori) 與剛滿 20 歲的美國新希望哈瑞森 (Ryan Harrison) ，這些球星
除了在網球場上有傑出的表現之外，也都與運動品牌公司簽下合作夥伴與品牌代言的
合約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 2012) 。IMG 旗下的 Sharapova 在場上可獲得
的比賽獎金有 510 萬美元，但在場外的合約與經紀公司爭取到的贊助合約卻高達 2200
萬美元。已邁入 30 歲仍繼續與其他新興球星爭取球王寶座的前世界球王 Roger Federer，
原本隸屬於 IMG 旗下的經紀公司，但在 2012 年 7 月後 Federer 的經紀人 Tony Godsick
正式與 Federer 共同退出 IMG，因為 Federer 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品牌，而在兩人一同在
離開 IMG 後，Godsick 幫助 Federer 與其它運動品牌和企業簽下高達 4500 萬美元的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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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合約 (Bloomberg, 2012；ESPN, 2012) 。
截至民國 2014 年，國
內在運動經紀人的政策與執照現況仍處於在學術上的研究與探討。國內對於運動
經紀人的研究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探討國內外 (如中華民國、美國與中國) 的運動經
紀人制度與功能 (周冠孝，2010；高俊雄，1997；歐子源，2003) 。二是提出運動經
紀人的功能與職業定位，探討運動經紀人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和課程培養 (林巧怡，
2010；徐嘉琪，2011；許凱順、鍾志強，2007；許龍池、林秉毅、鄭峰茂，2008；連
致遠，2001；陳美燕，2005；葉正，2002；楊欣樺，2001) 。國內的研究對於運動經
紀人的功能與職業定位與探討運動經紀人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和課程培養上已有不少
的研究，由陳美燕 (2005) 主導之體委會委託計畫更完整的提出運動經紀人制度規劃。
根據以上原因，研究者欲針對不同的領域做運動經紀人相關之研究，目前國內運動經
紀人研究對於運動經紀人與運動員之間的契約和合夥關係未有任何的探討，其主要原
因是因為台灣運動種類和運動經紀市場規模過小。代理人理論是組織經濟學的其中一
個理論，常運用於會計、經濟、行銷、政治科學、組織行為與社會學的相關研究，而
在國外的研究中，已有相關研究使用代理人理論探討與分析運動經紀人與運動員之關
係 (Mason, 1999；Mason & Slack, 2003) 。
經紀人對於某些運動員像守護者，除了在廠商與運動員間扮演協調者與談判者角
色，在公共關係上也負責保護與對外發言，在運動員的生活與比賽場上都需要經紀人
在旁的奔走與幫助 (Agassi, 2009；Beckham & Watt, 2004) 。依據 Agassi 與 Beckham
兩位知名運動員的切身經歷得知，運動員與經紀人的關係是緊密不可分的，成功的經
紀人對於運動員的生活、練習、競賽都會影響，並且對於球員收入、個人形象、產品
代言上都可能加分。
學術上，代理人理論在國內的研究普遍使用於政府與企業，代理人的名稱在商界
也被廣泛使用，如律師、仲介、中間商、保險員、股票操作員與委外經營都是一種代
理人的形式。在國外已有學者運用代理人理論分析冰上曲棍球整體的運動員與經紀人
2

關係，在國內因為運動市場較小，且國內盛行運動棒球、籃球與排球都是團隊運動，
球員通常由球團管理，運動經紀人則因為市場小與市場機制關係較難發揮。
在實務上，雖然市場受限，但國內已有少數優秀網球運動員長期與經紀人合作，
且在世界各大運動會與國際網球排名都有優異之表現，職業網球運動員的世界正開始
起飛，經紀人也必須能與運動員共同接軌。研究者歷經國際青少年各項錦標賽 (ETA
與 ITF) 長達六年時間，長年隨著比賽到處征戰，成年後與國內職業網球運動員都仍
保持交流與經驗分享，時常聽見國內網球運動員對於經紀人或教練有迫切的需求，本
研究對於運動員做深度訪談，希冀運用代理人理論去分析台灣網球運動經紀人和網球
運動員的關係，且給予國內學術與實務上實質的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 Eisenhardt (1989) 提出的代理人理論關注與分析的是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
關係，委託人－代理人關係是假設雙方在有限理性情況下完成契約，研究假設包括委
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問題、組織的假設、人的假設、資訊的假設、結果導向的契
約 (或行為導向的契約) 與問題範疇。本研究以代理人理論之假設探討我國運動經紀
人與網球運動員之間的委託人－代理人契約關係，探討之研究目的為下列六項：一、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契約問題 (契約問題) 、二、資訊對稱性(組織的假設) 、三、
運動員與經紀人之利益問題 (人的假設) 、四、運動員的價值 (資訊的假設) 、五、網
球運動員對於經紀人佣金支付形式 (結果導向合約) 、六、運動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
與代理行為提出研究結果與討論 (問題範疇)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代理人理論之觀點探討我國運動經紀人與網球運動員之間的委託人－代
理人契約關係包含下列六項：
一、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契約問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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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資訊對稱性為何?
三、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利益問題為何?
四、網球運動員的價值為何?
五、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佣金支付形式為何?
六、網球運動員所描述之運動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與代理行為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定義為國內職業網球運動員以及運動經紀人。職業網球運動員必須曾
經參加過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 、Association Tennis Professional (ATP)
與 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 (WTA) 所舉辦之國際職業賽事，並聘請運動經紀人或經
紀公司代表自己並簽署實體契約。運動經紀人包括網球運動員的經紀人與公司。ITF、
ATP 與 WTA 三大組之為職業網球最重要之網球運動發展與舉辦協會，ITF 主辦包括四
大公開賽、未來賽、國際青少年排名賽、台維斯杯、霍普曼杯、奧林匹克運動會、帕
拉林匹克運動會、輪椅網球。而 ATP 與 WTA 則主辦男女職業網球賽事包括年終大師
杯、、ATP 500 分級、ATP 250 分級與挑戰賽。依據以上資料顯示，ITF、ATP 與 WTA
是國際網球最重要的三大國際網球協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結果只限於中華民國地區網球運動員，無法推論未實施非訪談之網球運動
員、其他運動項目之運動員。本研究因網球運動員時常出國比賽，加上在外比賽時間
一次出國都需三到四個星期，因此深度訪談只能有一次的特性，而大部分網球運動員
回國因為需要與媒體、贊助商接洽，且練習時間滿檔，因此更造成在訪談時間確認上
的困難與障礙。另外，少數網球運動員長年在國外接受專業訓練、治療與調整，加上
比賽週數長的特性，在國內的時間很少。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只能以一次性的訪談
做為本研究資料與結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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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在學術上，國內針對運動經紀人之相關研究包括使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各國運動經
紀人的發展與政策，部分運動經紀人的研究是以訪談官、產、學等領域的體委會長官、
企業負責人、經理與學者專家在探討運動經紀人的法律、政策、專業能力、服務項目、
課程規劃。國內的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目前仍較少以運動員本身做為研究對象，而對
運動經紀人的訪談也是以國內少數運動經紀人為研究對象。代理人理論廣泛運用在國
內之政治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學之研究中，在美國的學者中，Manson 在 1999 與 2003
以運用代理人理論去探討美國冰上曲棍球聯盟中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雙方之委託人與
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在實務上，代理人理論可解釋與套用在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所存在的契約關係，
此理論專注在雙方資訊是否對稱，雙方的利益目標與需求是否一致；以及雙方如何去
支付佣金與抽成，因此，研究探討出的結果可使新生代網球運動員能對於未來與經紀
人簽約前能先參考，避免發生與經紀人代理上的契約問題。
根據以上之論點與觀點，研究者希冀以代理人理論的觀點去探討國內網球運動員
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關係。透過對於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的訪談去分析運動員本
身對於運動經紀人的需求與目標，訪談雙方再以收集之資料進行分析運動員與運動經
紀人之契約關係是否符合雙方之期待。本研究將給予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在確認
與分析彼此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契約關係時做為檢視的參考之用。

第六節

名詞釋義

本節解釋研究使用之特定名詞，依序為「網球運動員」、「運動經紀人」、「代理人
理論」共三個名詞，其釋義如下：
一、臺灣網球運動員
本研究之國內職業網球運動員係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參加 ITF、WTA 與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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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舉辦之國際網球職業賽事，除了參加國際網球賽事之外，必須有運動經紀人與運動
公司代表選手。
二、運動經紀人
陳美燕 (2005) 指出運動經紀人在取得合法資格後，以收取佣金爲目的，爲促成
相關體育組織和個人在體育運動過程中實現其商業目的而從事的仲介或代理活動的自
然人、法人、公司或組織。
本研究之運動經紀人係指代表運動員或運動組織，並且提供多功能的服務，包括
談判、諮詢、幫助選手爭取贊助和經營公共關係、財務管理、行銷和職涯規劃，且依
照其代理服務而賺取佣金之自然人、法人、公司或組織。
三、代理人理論
Eisenhardt (1989) 指出代理人理論分析的單位是管制合約中委託人和代理人之間
的「關係」
，理論的焦點被認定是最有效之合約管制委託人－代理人關係理論，其中假
設包括 (1) 「人」 (如人的自我利益，有限理性，風險規避) ； (2) 「組織」 (如成
員之間的目標衝突) ； (3) 「資訊」 (如資訊是商品) 。本研究之代理人理論係指網
球運動員 (委託人) 與經紀人 (代理人) 中的契約關係。換言之，網球運動員需要經紀
人提供服務，而經紀人則是提供代理與服務，兩方的關係 (委託人－代理人關係) 是
透過契約規範而成。本研究分析的單位則是在合約中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關
係」，其中包括分析兩方之間的人、組織與資訊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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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對本研究之主題，尋求理論依據，分析整理相關文獻與研究，共分為四
節。第一節為臺灣網球發展現況；第二節為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第三節為代理人理
論相關研究；第四節為本章總節。

第一節

臺灣網球發展現況

網球運動在臺灣主要發展成兩種形式，其一是網球 (Tennis) ，在當時球拍價格較
為昂貴，且仰賴進口，球的消耗非常可觀。其二是由日治時期傳承下來的軟式網球
(Soft tennis) ，球是橡膠做成之網球，其優點是軟網成本較低，球可以利用特製球針
來進行充氣，通常一顆軟式的網球可以使用多次直至表面橡皮氧化或硬化後拋棄。另
外一方面，軟式網球的球拍之拍面小，由於軟式網球與拍面接觸時的碰撞力道與摩擦
力都不及網球，所以造成拍面的損傷與球線的斷裂都較硬式網球少，因此在使用的成
本上都較為低廉，這也造就出早期軟式網球在民間較 盛行的原因。研究者兒時
1990~1995 年的期間在集中在中南部的球場練習，軟式網球在紅土球場上非常盛行，
打網球的人反而年紀較輕。
網球在 1990 年代開始在年輕人之間越來越盛行，研究者在國小時 (1994~1996) 這
段期間都還曾經參加過軟式網球的比賽，但是隨著各縣市經常舉辦的網球團體賽、分
齡賽，與全國四維膠帶盃的比賽，現在或曾經打過國際職業網球 ITF、ATP 與 WTA 賽
事的臺灣網球運動員們，都曾經是全國四維膠帶盃學童網球錦標賽的冠軍，男子運動
員如盧彥勳、陳迪、王宇佐、易楚寰、李欣翰、楊宗樺、謝政鵬，女子運動員如謝淑
薇、莊佳容、陳宜、許文馨、詹詠然、張凱貞、李花塵、詹皓晴、謝淑映都曾經是四
維膠帶盃學童網球各年級的霸主 (四維網球，2014) 。網球隨著企業與政府的推廣，
從各縣市分齡賽、縣市團體賽、四維膠帶盃國小錦標賽、全國青少年分齡賽等，網球
已經在 1990 年代開始非常的興盛，而軟式網球在現代硬式網球的興盛下則越來越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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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某些知名校隊仍有所聞，但是仍無法擋住來勢洶洶的現代硬式網球。研究者依
據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之年代資料整理為表 2-1：
表 2-1
臺灣網球發展概況
年代

事件

1945

臺灣從光復後的省運會就有網球項目。

1946

第一屆省運會網球比賽中，只有「硬式網球」比賽。
臺灣省體育會網球協會成立，是光復時期推動網球的運動組織，同時
包括「硬式網球」、「軟式網球」。硬式網球運動球具須仰賴進口，價

1948
格昂貴，場地缺乏發展，軟式網球在日據時代留下基礎，一般民眾較
喜歡花費較低的軟式網球。
網球的發展因為網球球具需要依賴進口的關係，網球場地與在民間的
1949
盛行程度也不如軟式網球，更因為籃球與棒球運動的盛行受到挑戰。
網球比賽在每年國軍運動會中雖然為固定進行競賽，但參與網球競賽
1949~1960

人數不多。硬式網球場則集中於台北市，台北市也因為具有較多硬式
網球場的優勢，幾乎年年獲得省運會硬式網球比賽冠軍。
臺灣取得國際網球總會(ITF)的會籍後，則積極參加國際賽事與國際網

1972
球接軌。第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張晴玲
1974

臺灣第一次獲得台維斯杯東區預賽(對日本)的參加資格

1977

工商業開始積極舉辦民生杯(1977~1998)。
臺灣許多運動都因為在國際上的運動會籍關係而無法出國競賽，而臺

1980

灣的中華網球協會則是當時擁有國際會籍的運動協會，可讓網球選手
出席國際比賽。第一次贏台維斯杯(對泰國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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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灣網球發展概況 (續)
年代

事件
民生杯歷經 22 屆的舉辦，參賽人口從工商界人士增加到分各等級的

1998
隊伍，讓臺灣網球運動可以在臺灣普及且蓬勃的發展。
2001

盧彥勳、王宇佐與謝淑薇三大臺灣網球青少年好手轉入職業網壇。
王宇佐成為臺灣網球史上第一位打進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會內賽第一

2004
輪男子網球運動員。
盧彥勳成為臺灣網球史上第一位打進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會內賽八
2010
強，且獲得溫布頓終身會員的男子網球運動員。
謝淑薇成為臺灣網球史上第一位獲得溫布頓雙打冠軍與 WTA 總決賽
2013
雙打冠軍之女子網球運動員。
謝淑薇成為臺灣網球史上第一位獲得法國網球公開賽雙打冠軍之女
2014
子網球運動員。
資料來源：
李 堂 立 (2004) 。 國 民 政 府 遷 台 後 網 球 運 動 發 展 回 顧 (1949~1960) 。 台 東 大 學 教 育 學 報 15(1) ，
305-328。
李堂立 (2006) 。光復初期臺灣網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1945~1949) 。 體育學報， 39(1)， 101-112。
蘇嘉祥 (2009) 。中華民國台灣網球史。2009 年 12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tennis.org.tw/tennis/index.asp
ATP. (2014)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tpworldtour.com
WTA. (2014)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tatennis.com/

網球運動的發展除了受到環境、經濟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與國際的影響，年代
的國際網球比賽除了有個人的國際網球賽事如 ITF、ATP 與 WTA 主辦之外，也有以國
家為參賽單位的國際網球賽事如奧運、亞運、世大運動會與台維斯杯。在國內出現職
業選手後，爾後臺灣有許多優秀的網球運動員分別的嶄露頭角，網球運動項目也成為
國內在世大運、東亞運、亞運拿下獎牌的重點項目，研究者依照競賽、年份與獎牌數
整理為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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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臺灣歷屆世大運、亞運與東亞運成績統計表
1995

世

1997

1999

西西

牙帕

福岡

2003

2005
伊士

大邱
里

2007

2009

麥

2金

2金

2013

深圳

喀山

貝爾
曼谷

瑪

2011

格勒

大
1金

2金

1金

運
1銀

1銀

2金
3銀

1銅

1金

2金

1金

1銀

2銅

1銅

1銅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廣島

曼谷

釜山

廣州

廣州

1銅

1金1銅

1金1銅

1金1銀1銅

3金2銀1銅

亞
運

東

2005

2009

2013

亞

澳門

香港

天津

運

4金2銀1銅

3金2銀1銅

5金5銀2銅

資料來源：
行 政 院體 育 委員 會國 家 運動 選 手訓 練 中心 (2014) 。 歷 年運 動 成績 。 2014 年 7 月 11 日 。取自
http://www.nstc.org.tw/index.aspx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2014) 。世界大學運動會 。2014 年 7 月 11 日。取自
http://web2.ctusf.org.tw/index.php

臺灣網球運動員除了在代表國家參加各大世界運動會獲得佳績之外，近年來在職
業網球賽事與排名也提升許多，網球運動員如盧彥勳、王宇佐、謝淑薇、張凱貞、詹
詠然與莊佳容等多位好手，除了單打或雙打排名都曾在百名之內外，在各四大公開賽
與各職業賽中單打與雙打屢有顯赫的成績，如盧彥勳曾在 2010 年四大公開賽之一的溫
布頓 (Wimbledon Championship) 擊敗當時世界排名第七名 羅迪克(Andy Roddick) 進
入八強賽，且成為溫布頓終身會員，近年來排名也曾到世界第 33 名，創下我國男單最
高紀錄的排名成績。謝淑薇在 2013 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拿下臺灣史上第一次四大公開
賽冠軍的殊榮，更在 2014 年與彭帥拿下法球網球公開賽冠軍；詹詠然與莊佳容則分別
10

在 2007 年的澳洲網球公開賽與美國網球公開賽雙打拿到亞軍，皆是女子網球運動員為
臺灣創下網壇最高的代表作 (WTA, 2014) 。本研究依照國際職業網球協會公佈，將國
內網球運動員之世界排名整理為表 2-3。
表 2-3
現任臺灣職業網球運動員排名
單打

雙打

姓名 (性別)
目前排名

最高排名

目前排名

最高排名

盧彥勳 (男)

42

33

302

86

王宇佐 (男)

138

85

554

190

楊宗樺 (男)

291

164

349

144

陳迪 (男)

321

200

136

137

李欣翰 (男)

無排名

537

146

93

謝政鵬 (男)

1060

1098

1324

118

彭賢尹 (男)

無排名

956

143

111

謝淑薇 (女)

1048

23

1

1

詹詠然 (女)

239

50

39

6

張凱貞 (女)

無

82

無

65

莊佳容 (女)

無排名

177

199

5

詹皓晴 (女)

1268

1097

24

24

謝淑映 (女)

1048

1122

134

175

資料來源：ATP. (2014).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tpworldtour.com
WTA. (2014).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tatennis.com/

直到 2014 年，國內的網球運動員仍不斷創造佳績，如 2013 年喀山東亞運奪下多
面網球項目的獎牌，2013 年王宇佐的復出狀況良好，世界排名穩定與快速的回升，非
常有望為國內網壇再創下佳績。許多新秀如 2010 ITF 青少年年終冠軍的楊宗樺、詹皓
晴謝淑映，後起之秀慢慢的在職業網壇上展頭露角，未來的成績都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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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

運動經紀人在臺灣因為運動產業環境的限制，所以在此產業的人數不像如歐美這
些運動產業蓬勃的國家多，運動經紀人如同運動經紀產業，在企業與企業間或者企業
與運動員之間扮演著 (中介) 的角色。研究中依序介紹運動經紀人的定義與功能、研
究對象與相關研究針對搜尋出的文獻作文獻分析與統整。
一、運動經紀人之定義
狹義來說，運動經紀人是指依據法律取得合法資格，在運動領域代理他人或組織
的商業活動，並按約取得佣金的專業自然人與法人。運動經紀人在運動產業上代表運
動員的其實不只是單純的商業活動，本研究依照相關文獻之定義整理為表 2-4：
表 2-4
運動經紀人定義表
姓名

年份

定義
運動經紀人的任務是為運動員爭取最有利的合約，包括薪

高俊雄

1997

水、廣告等、創造最高收入協助運動員發揮潛能、為運動員
尋找合適的運動團隊、廣告、或社會公益活動。
運動經紀人為運動員謀取最佳利益，尋求表演及締約機會與

連致遠

2001

條件，提供法律諮詢、財務規劃等各種服務，以賺取利益之
專業自然人。
運動經紀人是依據法律取得合法資格，在運動領域代理他人

楊欣樺

2001
或組織的商業活動，按約定取得佣金的經濟實體。
運動經紀人是指依據法律取得合法資格，在運動領域代理他

歐子源

2003

人或組織的商業活動，並按照契約取得佣金的專業自然人與
法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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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運動經紀人定義表 (續)
姓名

年份

定義
運動經紀人在取得合法資格後，以收取佣金爲目的，爲促成

陳美燕

2005

相關體育組織和個人在體育運動過程中實現其商業目的而
從事的仲介或代理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公司或組織。
運動經紀人是具合法資格者以獲取佣金為目的，為其代理的

許凱順

運動員提供合約談判、解決議論糾紛、財務管理與投資、職
2007

鍾志強

業生涯規劃等全方位服務，在顧及運動員權益的前提下，為
運動員創造最大的價值。
運動經紀人是屬於服務業的一環，是代理運動員去擔任溝通

蔡秀華

2009
與簽約的中間人角色，收取佣金做為工作報酬。
運動經紀人是取得法定資格後，為促成相關體育運動組織和
個人，在體育運動過程實現其商業目的，謀取最佳利益，而

林巧怡

2010
從事的仲介或代理活動，並從中賺取佣金的專業自然人、法
人、公司或組織。
為代理運動員或運動組織簽訂合約、為其量身規劃及尋求商

周冠孝

2010
業計畫並從中獲取佣金之自然人或法人。
為促成運動相關之個人和團體，在運動過程中，實現其商業
目的、為各方謀取最佳利益、替服務對象創造最大價值，而

徐嘉琪

2011
從事的各種仲介或代理事務，且從服務中賺取佣金的專業自
然人。
運動經紀人主要是代表他人的利益。經紀人虧欠他的運動員

Davis
2003
Shropshire

個體忠誠的信託責任與有責任去代表好的信用。
(續下頁)

13

表 2-4
運動經紀人定義表 (續)
姓名

年份

定義
運動經紀人與一位運動員包含大範圍的關係，一位運動經紀
人可以是朋友、家庭律師、老師或教練，提供建議在合約的

Ruxin

2004
協商上。比較複雜的方面是一位運動經紀人可以是國際企業
集團的一部分，可以應付所有運動員的財政事件。
運動經紀人是運用管理的技巧代表運動員去交易，運動經紀

Staudohar

2006

人代表著運動員包含個人薪資的協商，但是不參與集體企業
的協議過程。
定義運動經紀人是個體或公司去代表一個運動員，運動經紀

Stein

2008
人嘗試讓運動員擁有更好的合約、簽署、贊助和交易。
運動經紀人可以代表不同的市場參與者並提供不同類型的
服務。雖然運動經紀人大部分代表著運動員，在一些運動

European
2009
Commission

上，運動經紀人也可以提供服務給運動事件中的俱樂部、教
練或組織。

研究者自行整理

運動經紀人提供的服務與功能可以減少運動員的負擔，並且幫助運動員能心無旁
騖的訓練與競賽。楊欣華 (2001) 認為運動經紀人包括了諮詢類、財務類、行銷、爭
端解決和生涯規劃等功能。陳美燕、陳月娥與謝立文 (2005) 表示運動經紀人要能全
方位服務運動員、並替運動員爭取最大利益、做最適合的決定，且代表運動員接洽或
協商、合約諮詢、財務管理與規劃、生涯規劃。
在國外的文獻中發現，運動經紀人代表的不一定是只有運動員單一的個體。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提出運動經紀人可以給予運動員建議，當運動員的代理
人或仲介、並且組織工會和推廣競技運動、更重要的是能協助管理運動員的資產、並
在運動員遇到法律相關問題時，能提供法律建議。運動經紀人在運動產業上其實可以
14

代表運動員的其實不只是單純的商業活動，Staudohar (2006) 完整的提出運動經紀人在
美國為運動員實質上全面性的服務包括 1. 決定運動員服務價值、2. 與俱樂部協商運
動員合約、3. 徵求和安排產品背書和代言 (名字或形象) 、4. 藉由公共關係促進運動
員職涯、媒體報導、慈善活動、5. 提供財務管理服務、6. 處理爭執、7. 代表運動員
在薪資和不公平的仲裁事件。8. 安排運動員在勞動市場上遷移、9.諮詢與服務運動員
的退休職涯計畫。由上述得知，本研究認為運動經紀人係指代表運動員或運動組織，
並且提供多功能的服務，包括談判、諮詢、幫助選手爭取贊助和經營公共關係、財務
管理、行銷和職涯規劃，且依照其代理服務賺取佣金之自然人、法人、公司或組織。
由文獻中得知運動經紀人可提供的服務主要為代理運動員，而在網球運動的經紀人所
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代表運動員與贊助廠商進行贊助合約、贊助金的談判與爭取，並
且需經營運動員之形象，並藉由運動員之成績為運動員爭取代言，除了運動員本身因
競賽而獲得的收入之外，其他的收入如贊助金與代言費都需要經紀人去爭取。根據文
獻中所述，運動經紀人不只可以代表運動員進行關於收入的談判與爭取，運動經紀人
在網球運動上還能幫助網球運動員規劃參加的賽事與協助交通、住宿上的安排；運動
經紀人也能在網球運動員的生涯與職涯規劃上給予安排與建議 (陳美燕、陳月娥、謝
立文，2005；楊欣華，2001；European Commission. 2009；Staudohar. 2006) 。
二、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
國內關於運動經紀人之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於產、官、學三界的公司企業人
員、體委會相關公務員與專家學者 (林巧怡，2010；周冠孝，2010；許龍池、林秉毅、
鄭峰茂，2008；陳美燕，2005；楊欣樺，2001) 。一些研究也透過文獻分析的方式提
出對於運動經紀人制度規劃、專業能力、課程規劃的探討 (徐嘉琪，2011；許凱順、
鍾志強，2007；連致遠，2001；歐子源，2003) 。目前的研究中，直接針對運動員和
運動經紀人為周冠孝 (2010) 對於職業棒球的運動經紀人發展做研究，但是對於運動
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關係和如何建立合約尚未有研究 (表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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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表
姓名
連致遠

年份

研究方式

研究對象

質性

國內外有關運動經紀制度與運動經紀管理相

文獻分析法

關文獻

2001
產業：前奧運田徑國手、旅美職棒球員、籃球
國手、資深體育記者和運動經紀公關經理
量化

楊欣樺

官方：舊、現任體委會處長級以上之官員

2001
德爾菲法

學術：運動管理、運動行銷、運動媒體、職業
運動和運動法律等領域之學者
產業：前奧運田徑國手、旅美職棒球員、籃球
楊欣樺

量化

國手、資深體育記者和運動經紀公關經理

德爾菲法

官方：舊、現任體委會處長級以上之官員

2001
學術：運動相關各領域之學者

歐子源

質性

針對中國經紀人發展、培訓制度及管理體制的

文獻分析法

架構、法規、方法、現況特點、未來發展

2003
質性與量化

陳美燕

2005

內容分析法

產業、政府官員、相關領域學者、運動員

專家訪談法
陳志成
量化
李軾揚

臺灣大專甲組棒球選手

2011
問卷調查

陳天賜
許凱順

質性
運動經紀人相關文獻

2007
鍾志強

文獻分析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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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之研究對象表 (續)
姓名

年份

研究方式

許龍池

研究對象
產業：球探、教練、行銷公司主任

質性
林秉毅

官方：體委會科長與體委會主任

2008
德爾菲法

鄭峰茂

學界：教授與講師
量化

林巧怡

2010

產業：運動行銷公司相關人員

分 析 層 級 程 官方：體委會處長與副主任委員
序法(AHP)

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質性
周冠孝

產業：棒球球團、運動經紀人、棒球球員

2010
半結構訪談
質性

徐嘉琪

運動經紀人、運動管理、運動明星相關文獻

2011
文獻分析法

國際與歐洲運動協會：31 種運動中 53 個協會
國家級運動協會：29 種運動中 697 個協會
量化與質性

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在歐洲的 48 個國家

文獻分析

歐洲與國家運動聯盟：3 種運動中 33 個協會

訪談

組織代表經紀人：3 種運動中的 11 個組織

European
2009
Commission
組織代表運動員：6 種運動中的 33 個組織
運動經紀人：1221 位
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2-5 得知，國內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著重於對產、官、學三方做為研究對象，
藉由對於產官學的研究提出政策、法規、證照、專業技能規劃的論點。運動員的薪水
不只依靠著比賽獎金或球團合約獲得薪水，許多其它收入方式如企業贊助和代言費也
是運動員額外的收入方式。運動員集中於專業訓練和賽事，很難處理如財務、投資或
合約的相關事宜，因此需要專業運動經紀人 (代理人) 來處理，如透過運動員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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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形象去獲取更大的利益。
三、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
國內運動經紀人的相關研究都在關切各國運動經紀人的發展，包括美國、中國與
臺灣，且研究領域主要在棒球運動 (周冠孝，2010；高俊雄，1997；歐子源，2003) 。
另有研究探討運動經紀人的具備功能與在職業角色定位 (林巧怡，2010；徐嘉琪，2011；
許凱順、鍾志強，2007；楊欣樺，2001) ，當具能力和角色被規劃出之後，之後的相
關研究則探討在法規上、制度規劃與課程規劃的議題上 (許龍池、林秉毅、鄭峰茂，
2008；陳美燕，2005；連致遠，2001) ，研究者依照相關研究整理為表 2-6。
表 2-6
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
姓名

年份

研究題目

高俊雄

1997

征服情海與運動經紀人的任務地位

連致遠

2001

我國運動經紀管理之法制問題研究

楊欣樺

2001

我國運動經紀人角色功能之研究

葉正

2002

瞭望美國體育經紀人制度

歐子源

2003

中國運動經紀人發展之研究

陳美燕

2005

運動經紀人證照制度規劃研究

2007

運動經紀人的角色功能及運作初探

2008

運動經紀人專業能力基本課程培養之研究

林巧怡

2010

臺灣運動經紀人才專業能力指標建構之研究

周冠孝

2010

我國職業棒球運動經紀人發展之研究

許凱順
鍾志強
許龍池
林秉毅
鄭峰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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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 (續)
姓名

年份

研究題目

徐嘉琪

2011

先有雞?先有蛋?運動員明星化的塑造與運動經紀人的形成

2003

The business of sports agents

2004

Show me the money: Regulating sports agents

2004

An athlete’s guide to agents

Davis
Shropshire
Heinrich
Dixon
Ruxin

Regulating sports agent: Why current federal and state effort do
Willenbacher

2004

not deter the unscrupulous athlete-agent and how a national
licensing system may cure the problem

Staudohar

2006

So you want to be a sport agent

Stein

2008

How to be a sports agent
The ugly side of the beautiful game: “Bungs”' and the

Weir

2008
corruption of players' agents in European football

European
2009

Study on ag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Hitner
In baseball’s interest?: A discussion of the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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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地區因為運動市場規模龐大與體制健全，幾乎由各聯盟主導各項運動的發展
與賽程 (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其中，運動經紀人市場規模甚至可以影響某些
運動團隊的門票收入，在歐盟和北美地區運動經紀人制度和相關法規也有嚴格的規定，
法規和制度上大都已健全的發展，有些運動聯盟甚至有權力去規範運動經紀人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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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和去監控運動經紀人的代理表現是否符合聯盟規定。歐美的研究包括運動經紀
人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與在市場上的交易手段 (Davis & Shropshire, 2003；European
Commission, 2009；Ruxin, 2004；Staudohar, 2006；Stein, 2008) 運動經紀人在歐美憑著
手握頂級運動員的經紀合約而干涉交易與協助球員獲取最大利益雖然是普遍之現象，
不過後續的運動經紀人研究也有將焦點放在運動經紀人制度上與代理運動員上的爭議
點，進而探討運動經紀人是否在代理時表現得當 (Heinrich & Dixon, 2001；Hitner, Wolf,
& Seidmon, 2011；Weir, 2008；Willenbacher, 2004)。
國內目前規模較大的運動經紀公司，包括近來因為八方環球關閉臺灣所有業務，
臺灣的棒球員目前由展逸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Fligh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簽下所有
原本在八方環球的臺灣棒球運動員 (蘋果日報，2014) ，其他經紀公司還有那魯灣股
份有限公司、SPNT、遠東運動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悍創運動娛樂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智林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名衍行銷有限公司、力捷運動行銷王國與蓬勃運動行銷
公司 (林巧怡，2010) 。，較小型的運動管理附加經紀公司如威毅管理顧問公司。根
據以上公司之數量，對於只有 2300 萬的臺灣與職業運動人數不多的產業不算少。蔡芬
卿 (2012) 提出現金運動朝向商業化、媒體化與職業化，要運動產業發展趨勢向前邁
進，這幕後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運動經紀業。因此，運動經紀人與運動經紀的整個產
業，必須是靠整個產業和環境的共同運作。運動經紀的相關文獻目前在國內對於專業
證照規劃、推廣輔導與法規條文已有相當完整的論點與研究，本研究欲以下一節之代
理人理論針對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代理關係做為分析與論點之基礎，探討在更
細微的人與人之間與企業與人之間的代理關係。

第三節

代理人理論相關研究

自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時，經濟學家發現風險分擔問題個體或團體之間發
生，代理人理論讓風險分擔放寬，包括了代理問題發生時勞動合作中與當事人有不同
的目標和視野，代理人理論試圖使用關係的比喻方式去描述合約 (Jenson & Me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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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在現今的產業環境中，經理人與企業無法樣樣通，必須把部分工作委託給他
人與協力廠商；此時，企業稱為「委託人」 (Principle) ，協力廠商則稱為「代理人」
(Agent) ，而研究雙方之關係的理論則稱為代理理論 (盧希鵬，2009) 。
吳育巧 (2005) 表示代理人理論通常定義為委託人－代理人理論，用以探討委託
人與代理人兩者間存在之利益衝突以及解決機制。代理人理論被廣泛接受的定義為，
是假設社會生活是受一連串契約所規範而成 (Charles, 1986) 。換言之，是將需要的財
貨或服務的買方視為主要者，而將提供才會或服務的賣方視為代理人，主要者與代理
人間的關係，是透過合約明確規範代理人應該完成的事情，以及主要者相應對給予的
報酬與誘因。代理人理論在概念上發展成兩個方向，包括積極代理與委託人－代理人，
兩個理論共同分析的是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合約，兩個理論也有一樣的假設，包括
人力、組織和資訊，兩者的不同是在於數學嚴謹程度、依變項與風格 (Jenson, 1983) 。
代理人理論是經濟學中組織經濟學相關的理論之一。根據代理人理論相關文獻的
探討，代理人理論相關的論點都是從經濟學的角度開始去定義與解釋代理人理論，並
從經濟學觀點去看組織內的過程，組織代理人有責任去進行組織業務的利益，並給一
個代理人好的利益，且不和組織的利益完全的一致，當進行組織業務時，組織的代理
人有時候會有利益經驗上的衝突 (Bryant & Davis, 2012) 。
代理人理論是假定社會互動中分工是有益的，不同組織有不同的工作優勢，當企
業組織規模日漸擴大時，所面臨的風險越大，為分擔風險，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又為了避免代理人隱藏資訊及行為脫序等風險，藉由契約的管理來解決風險問題 (李
淑玲，2009) 。在經濟的企業組織運作之中，組織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分開的，並且
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目標也不同，根據代理人理論，理性的所有者 (委託人) 首要
目標是要求企業經營者 (代理人) 達成企業預定之目標，亦達成經營利潤極大化 (廖
坤榮，2005) 。在政府與民間企業的範疇中，相關研究針對台灣農會信用部經營管理
的道德危險研究中則提出政府、金融企業以及存款戶之間分別代表三種層次的行為者，
三者形成一種委託人－代理人的關係。金融機構接受政府委託，對社會大眾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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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監理，並且創造有利於企業乃至國家整體經濟的資本財 (廖坤榮，2005) 。
國外的代理人理論已有研究運用於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的研究。根據 Manson 與
Slack (2003) 針對美國冰上曲棍球的研究中提出代理人理論關注的是委託人與代理人
之特定團體之間的關係與這份關係的經紀契約。Eisenhardt (1989) 強調代理關係的基
礎是契約，這份契約可能是不明確與 (或) 明確的，且經紀關係就是委託人與代理人
之間的關係。雖然代理人理論主張社會中團體、組織、企業、政府中許多的互動關係
可以運用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契約關係，讓代理人可以協助委託人，但其實這之中隱藏
著一些風險。代理關係是有風險的，其中的部分風險會來自於委託人與代理人都是自
私且會隱藏資訊，並且可能同時有互相衝突的目標，針對以上論點，學者提出之四大
代理關係常見之弊端 (盧希鵬，2009) ：
投機主義：當委託人與代理人目標不一致時，而委託人又無法監控的情況下，可
能發生投機行為，通常會透過契約或長期動機誘因，規範代理人的投機行為。
代理成本：是因為無法觀察到代理人的舉動，所以花成本監控代理人是否有不當
的行為，於是則產生「代理成本」 (Agency Cost) 。
目標衝突：買方要省錢，賣方要賺錢，雙方目標經常互相衝突。這原本無可厚非，
但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卻可能犧牲委託人的利益。
資訊不對稱：買賣雙方談判時，賣方擁有較多的生產資訊(如價格、品質、產能)，
如果賣方刻意隱藏資訊，就會產生逆選擇問題，讓客戶選到劣質的服務供應商。
整合以上弊端，盧希鵬 (2009) 提出委託人檢核代理人之表現是否符合需求時，
可以透過契約規範代理人的代理事項；可用監控機制審核代理人之成果(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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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委託人監控代理人圖

資料來源：盧希鵬 (2009) 。 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雇傭關係：代理理論 。2012 年 11 月 27 日。取自經
理人網址 http://www.managertoday.com.tw/?p=2022

根據圖 2-1，發展出監控代理人的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圓形框裡，代理人可能
會有隱藏行為、隱藏資訊、投機與自私的做為，而經紀人本身必須有去監控代理人的
方法，除了透過本身對於經紀人的瞭解，完整的經紀人相關法律與政策也是幫助運動
員監控經紀人的方法，這些監控機制可以避免經紀人被貪污，而有完善的監控機制更
可以去制裁破壞契約與貪污的經紀人。
在運動經紀市場上生存的重要因素除了在工作上履行對委託人 (運動員) 的責任
外，運動經紀人本身的認證與聲譽也直接影響在經紀人市場的狀況，也影響是否受到
運動員的青睞與選擇。代理人框架是從組織兩項簡單的因素而衍生，一位代理人有義
務對於委託人的合約與代理人的利益負責，理論分析的單位是管制合約中委託人和代
理 人 之 間 的 「 關 係 」， 理 論 的 焦 點 是 確 認 有 效 之 合 約 管 制 委 託 人 － 代 理 人 關 係
(Eisenhardt，1989) 。代理人關係假設包括下列五點 (引自 Eisenhardt，1989) ：
(一)「人」 (例如關於人的自我利益，有限理性，風險規避) 。
(二)「組織」 (例如成員之間的目標衝突) 。
(三)「資訊」 (例如資訊是一種商品，就可以買到) 。
(四)「行為導向的合約」 (例如，工資，分級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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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導向的合約」 (例如，佣金，股票期權，產權轉移書據，市場管理) 。
根據以上五點，代理人理論的研究中通常會詢問與比較行為導向合約與結果導向
合約之間哪一種是最為有效的合約。網球運動市場中，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的合約是
以結果導向的合約，與第五點相符，合約並不是以按時或按工作量來給付，而是當運
動員與贊助廠商簽約合作後，依照簽約金的多少抽成來賺取中間的費用。
理人理論關切的是解決兩個會發生在代理關係上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當委託人
和代理人之期望和目標是不同的，或是對於委託人來說，去審核代理人所做的事情是
很困難或昂貴的；這裡的問題是委託人不能確認代理人是否表現適當；第二個問題是
當委託人和代理人的風險分擔問題出現時對於風險會有不同的態度；這裡的問題是委
託人和代理人會因為對不同風險的優先選擇而會偏向不同的行動。而針對代理人理論
關切的問題，Eisenhardt (1989) 提出代理人理論的概觀：
表 2-7
代理人理論概觀
關鍵理念
分析的單位

委託人－代理人關係需反應資訊與風險承擔花費上的有效組織
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契約關係
個人利益

人的假設

有限理性
風險規避
參與者之間部分目標衝突

組織假設

當作效能標準的效率
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訊息不對稱

資訊假設

資訊視為可購買的商品
代理人

合約問題
風險分擔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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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代理人理論概觀 (續)
委託人與代理人有部分不同的目標和風險優先選擇(例如：賠償
問題範疇
金、規則、領導、印象管理、舉報政策、垂直整合、轉移定價)
資料來源：Eisenhardt.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57-74.

由表 2-7 所述，代理人理論分析的單位是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契約關係，而關係分
析的單位假設包括人、組織、資訊、合約問題、問題範疇等單位，這些分析的單位運
用於本研究中，去檢視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委託人－代理人關係在人、組織、
資訊、合約問題、問題範疇上會出現的目標利益衝突與資訊不對稱性等問題。
委託人－代理人理論關切的是確認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最佳契約、表現與成果。
學者關切的是委託人－代理人關係概括的理論，是一個可以提供雇－傭、律師－客戶、
買方－賣方或其他代理關係的理論 (Eisenhardt, 1989) 。委託人－代理人理論的發展主
要是解釋私人廠商管理者 (代理人) 與所有權人 (委託人) 目標之間的歧異。代理關係
的關鍵是在於設計契約以激勵代理人為委託人工作，而委託人付出符合對機關貢獻程
度的相對薪資，但是代理人的努力並不總是容易被觀察，所以會產生契約無法完全確
實呈現真正付出努力的情況 (樓立群，2008) 。根據上述情況，學者提出運動員－經
紀人是一個委託人－代理人(P-A)的雙向關係，並對於美國職業冰上曲棍球所作之研究
結果提出下列幾項研究主張 (Mason & Slack, 2003) ：
(一) 經紀人認證
在冰上曲棍球運動中，監測機制是由國家大學運動員協會 (NCAA) 所產生，包括
職業運動員代表 (經紀人) 的 NCAA、廣泛專業 (如法律) 的監管機構、國家冰上
曲棍球聯盟運動員協會 (NHPLA，運動員集體談判機構) 和在美國經由聯邦經管
的經紀人。通常這些方案涉及經紀人付費與某一個權限程度實現的提供。方案經
常反映出威脅到制裁與/或否定經紀人代表委託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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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資披露
1989 年時北美四大主要職業運動之一的冰上曲棍球公開運動員的薪資。每位運動
員都可以知道同行的收入且在談合約時可以對照底薪。依照以上的條件，在同時
間，具有權力的運動經紀人與運動團隊因為資訊不對稱減少的情況下對待運動員
會更尊重，即使是擁有很少量運動員的運動經紀人，也可以確切知道運動員在市
場上的價值。而且薪資披露可以減少運動員和經紀人間的資訊不對稱性，而且運
動員可以指定和選擇更具有資格和行事更周到的經紀人。
(三) 經紀人市場
一個能去影響運動員－經紀人關係的重要因素是增加在經紀人間代表運動員的市
場競爭。在冰上曲棍球，增加經紀人市場競爭會使運動員的平均收入增加，以上
的情況下也讓運動經紀人成為更利潤豐厚的職業且產出大量的經紀人數量。從代
理人觀點，有兩個重要的含義會增加經紀人的數量。第一是基於增加對客戶的競
爭，經紀人須用更低的價格去和運動員簽下合約。經紀人之間更好的競爭，經紀
人之間的共享更少，更會達成他們的服務。經紀人最好的利益是有能力去提供服
務給運動員，而不是投機的怕失去客戶。總而言之，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經紀人市
場結果是減少在經紀人投機和減少經紀人可分享的獎金。
(四) 經紀人聲譽：
對於部份運動員和經紀人來說聲譽是當選擇經紀人時一個非常被重視且考慮的因
素，這樣加成的意義對經紀人來說可能都會不同。以冰上曲棍球的例子來說，爭
取客戶是激烈的，曾是職業冰上曲棍球聯盟的運動經紀人認為提供聲譽才是經紀
人最重要的事。所以，發展與維護誠實、有能力的強大聲譽去獲得和維護運動員
對經紀人來說才是重要的。
(五) 經紀人賠償金：
投機是可以經由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義務的操作去減少的；委託人可藉由提高給
予經紀人獎金的行為來訂下合約，讓合約的結果去減少經紀人的投機。根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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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轉移風險給予代理人，而代理人只有成功完成任務的基礎下才能得到獎金，
因為這個原因，代理人因為可能參與的風險而要求風險溢酬。
委託人藉由附隨獎金償金來使用監控機制表現，當委託人得到更多的資訊去關於
代理人行為(經由監控機制)，委託人就不需要把風險轉移給代理人 (且支付相對的風
險溢酬) (Eisenhardt, 1989) ，因為監控的增加，對於委託人來說訂定一個行為基礎的
契約是比較有用的。學者根據對產業的研究提出五點影響經紀人的產業因素如表 2-8
(Mason & Slack, 2003) ：
表 2-8
職業冰上曲棍球運動中影響經紀人行為表
產業因素

可能的代理人反應
減少資訊不對稱

經紀人認證
減少經紀人投機
減少資訊不對稱
薪資披露
減少經紀人投機
減少經紀人投機
經紀人市場
減少經紀人分享最佳經紀人的資格
經紀人聲譽
經紀人賠償金

減少經紀人投機
減少隨附的賠償金

資料來源：Daniel, S. Mason., Trevor, Slack. (2003). Understanding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professional hockey.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17, 37-61.

由表 2-8 得知，在美國冰上曲棍球聯盟中的產業因素包括經紀人認證、薪資披露、
經紀人市場、經紀人聲譽與經紀人賠償金，經紀人認證可以減少資訊的不對稱性且可
以減少經紀人找機會投機，因為透過認證可以規範經紀人基本在法則上所必須遵守的
法力與條款，認證也能有基本的考核功能。臺灣經紀人認證 (證照) 雖然已有相關的
委託計畫完成，但是政府仍沒有發放此證照的辦法。經紀人的市場在美國冰上曲棍球
具有規模，並且有最佳經紀人此獎項提供爭取，這也讓經紀人更願意去提供良好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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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臺灣的運動市場未能達到相當的規模，運動經紀人在臺灣也尚未有合法的證照，
但這是未來的趨勢，開發運動市場促使經紀人市場能被開發，促進產業內的流動與發
展。個人的聲譽不論在產、官或學界都會被重視，經紀人若能在經紀人的市場中培養
出自己的聲譽，也可以造就經紀人獲取更多的代理機會，也可讓本身經紀公司旗下能
有更多的運動員。經紀人的賠償金是用來激勵經紀人去完成運動員的代理工作而所能
獲得的附隨獎金，在美國冰上曲棍球聯盟是由協會所規範的，而臺灣雖然沒有相關證
照與規範，但是當個體的運動員與經紀人簽下合約時，仍可以參考經紀人賠償金的方
法，讓經紀人可以更完善的去執行代理的職責。
本研究依相關文獻整理為表 2-9：
表 2-9
代理人理論相關研究表
姓名

年份

孫煒

2004

標題
非營利管理的責任問題：政治經濟研究途徑
人脈與新聞：一個社會資本觀點的研究以傑出財經記者

羅玉潔

2004
與消息來源之關係為例

吳育巧

2005

中央健康保險局經營現況之研究－以代理人理論分析

廖坤榮

2005

臺灣農會信用部經營管理的道德危險研究
績效、品質與消費者權益保證：論社會服務契約委託的

劉淑瓊

2005
責信課題

丁幸姬

2006

行政院開發基金之研究－代理人理論之觀點

余致力

2006

倡廉反貪與民主治理
地方政府業務委託民間經營之研究－台中市與南投縣之

周芸燕

2007
比較分析

吳秀光
2008

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政策之研究

吳宗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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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代理人理論相關研究表 (續)
姓名

年份

樓立群

2008

標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際交流展委外經營之研究
委外經營政策影響機關總務單位運作之研究－以台北縣

李淑玲

2009
市國立高中職學校為例

盧希鵬

2009

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雇傭關係：代理理論

陳元漢

2012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交易關係之研究-組織經濟學的觀點
Agency theory and athlete representation in professional

Mason

1999
hockey
An agency theory based analysis of management ownership

Gasaway

2000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high technology firms

Heffernan

2000

Mason

Agency theory, innova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Understanding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2003
Slack

professional hockey

Daws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information system consulting:
Watson

2010
toward a theory of relationship constraints

Boudreau
Lan

2010

Rethink agency theory: The view from law

2011

Angel agents: Agency theory reconsidered

Miller
Sardais
Bryant

Regulate change effects on board of directors: A look at
2012

Davis

agency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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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代理人理論相關研究表 (續)
姓名

年份

Bryant

標題
Regulate change effects on board of directors: A look at

2012
Davis

agency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Schepers
Falk
Ruyter

Principles and principals: Do customer stewardship and
2012

Jong

agency control compete or complement when shaping
frontline employee behavior

Hammerschmidt
Agency theory and open-market share repurchases:
Wu

2012
Evidence from Taiwan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代理人理論相關的文獻中 Mason (1999) 對於整個美國冰上曲棍球運動市場中
的運動員與經紀人關係有完整的研究，Mason (2003) 繼續針對冰上曲棍球市場做後續
研究，他關切的是運動員與經紀人間的委託人－代理人關係，透過研究去發掘經紀人
是否有達到運動員的預期目標，是否稱職的代表運動員處理代理相關之業務。國內代
理人理論相關研究多運用在政府、企業與民間，探討其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在運
動產業上尚未有相關的文獻。國外代理人理論相關研究已有許多，並且運用於各領域
如法律、經濟、管理，代理人理論在國外也被運用於運動員與經紀人相關研究，探討
在冰上曲棍球 NHL 運動產業中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雙方契約關係。

第四節

本章總結

臺灣網球運動已漸漸出現了職業網球運動員，現今的職業網球運動員如盧彥勳、
王宇佐、謝淑薇與張凱真都曾經或仍擠身於世界職業網壇的前百名，而且屢有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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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已經成為臺灣在世大運、亞運與東亞運固定拿牌的競賽項目。職業運動員和業餘
運動員的差別在於職業運動員以運動項目為職業，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運動項目，並
且需要百分百的投入與訓練，但是運動員能需要面對許多職業生涯上與生活上的問題，
如訓練場所的安排、比賽的規劃、財務上的規劃、個人職涯的計畫，這些都需要有專
業人士的安排與協助，所以這時候代理人的出現能讓運動員減少很多的負擔和煩惱，
而在運動產業中的代理人，就是運動產業中的運動經紀人。
國外的運動市場龐大，如美國職業籃球運動聯盟 NBA、職業棒球聯盟 MLB 或是
職業冰上曲棍球 NHL 都是組織廣大、球團數多、運動員數量龐大的職業運動組織，
運動經紀人在代理運動員時，都需要與聯盟、球團與相關代言企業作接洽和協商，因
此美國的運動經紀人服務範圍較廣。Ruxin (2004) 指出運動經紀人與一位運動員包含
大範圍的關係，一位運動經紀人可以是朋友、家庭律師、老師或教練，提供建議在合
約的協商上。比較複雜的方面是一位運動經紀人可以是國際企業集團的一部分，可以
應付所有運動員的財政事件。而在國內對於運動經紀人的定義則是以服務運動員為主
的個體或企業，陳美燕 (2005) 指出運動經紀人在取得合法資格後，以收取佣金爲目
的，爲促成相關體育組織和個人在體育運動過程中實現其商業目的而從事的仲介或代
理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公司或組織。運動經紀人是指依據法律取得合法資格，在運
動領域代理他人或組織的商業活動，並按約取得佣金的專業自然人與法人。經紀人的
功能廣泛，運動經紀人可以代理運動員去執行合約談判、解決議論糾紛、財務管理、
投資、職業生涯規劃等全方面的代理與服務，在顧及運動員完整的權益前提下，更能
為運動員創造最大的利益與價值。
Eisenhardt (1989) 指出委託人－代理人研究者關切的是委託人－代理人關係概括
的理論，是一個可以提供雇－傭、律師－客戶、買方－賣方或其他代理關係的理論。
委託人－代理人理論關切的是確認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最佳契約、表現與成果。而
在運動產業中，委託人即是運動員，代理人則是運動經紀人。根據 Manson 與 Slack
(2003) 針對美國冰上曲棍球的研究中提出代理人理論關注的是委託人與代理人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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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團體之間的關係與這份關係的經紀契約。Eisenhardt (1989) 指出代理人理論分析的
單位是管制合約中委託人和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理論的焦點是確認最有效之合約管
制委託人－代理人關係，關係分析的單位的假設包括人 (雙方爭取的個人利益有限理
性、風險規避) 、組織 (參與者之間部分目標衝突、當作效能標準的效率、委託人與
代理人之間的訊息不對稱) 、資訊 (資訊視為可購買的商品) 、合約問題 (代理人，如
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風險分擔) 、問題範疇 (委託人與代理人有部分不同的目標和
風險優先選擇) 。
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代理關係在臺灣尚未有相關研究，本研究透過常運用在社
會科學、經濟學的代理人理論去探討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委託人－代理人關係。
本研究根據 Eisenhardt (1989) 對於代理人理論提出的假設，以網球運動員為研究對象，
探討合約問題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委託人－代理人契約關係) 、人的假設 (運動員
與經紀人之利益目標) 、組織的假設 (資訊對稱性) 、資訊的假設 (運動員的價值) 、
網球運動員對於經紀人佣金支付形式 (結果導向合約) 、運動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與
代理行為 (問題範疇) 而提出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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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如何設計與進行。本章共分七節，分別為：
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流程；第三節研究對象與抽樣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設
計；第五節研究信效度；第六節資料處理方法；第七節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架構是以代理人理論觀點去探討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關係，代理人
理論分析與關切的重點在網球運動員 (委託人) 與經紀人 (代理人) 之間契約關係、資
訊對稱性、雙方利益與代理人的代表行為。本研究架構運用以上所述之重點分析委託
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且分析代理人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委託人之需求。
下圖為本研究架構圖：

運

網球運動員

契約關係

動
經
紀
關
係

代理人理論

資訊對稱性

資訊對稱

利益問題

利益目標

佣金支付形式
服務與代理行為

運動經紀人
代理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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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照質性研究方法之程序，從研究概念形成後，即確定研究之主題，並且
蒐集相關之文獻進行文獻分析後發展出研究目的且確立研究架構。本研究如研究流程
圖 3-2 所示：
瞭解研究背景與主題

確立研究主題
運動經紀人相關文獻
蒐集相關文獻

代理人理論相關文獻

確立研究目的與架構

訂立訪談大綱

進行專家效度檢測

修正並完成正式訪談大綱

確認訪談名單

進行深度訪談

整合文獻與訪談資料

訪談內容與理論驗證

提出結論與建議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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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共有四名，受訪對象皆為中華民國男子網球運動員，並且曾有
或現在有運動經紀人 (運動經紀公司) ，且需參加過國際職業網球賽事，如 ATP、WTA
或 ITF 所辦之比賽。
二、抽樣方式
滾雪球抽樣方式是一種用來選擇知情人士或決定性個案的操作方式。當研究者透
過一定的管道找到一位知情人士以後，研究者可以詢問受訪者是否還有可訪談之對象
對於研究情況有特別的瞭解，受訪者認為該再找誰瞭解情況。通過如此一環套一環地
追問下去，研究者的樣本像雪球一樣不斷累積受訪者數量，直到蒐集到的資訊達到飽
和為止 (陳向明，2002) 。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內網球運動員，以滾雪球方式抽樣，研究者透過熟識之現
任與退休網球運動員或教練，在建立良好關係之後，請相關網球運動員與教練詢問受
訪對象，並且再詢問是否認識相同的研究對象以提供研究訪談之用，以這樣的方式增
加研究之對象，以利於本研究之完成。研究者將受訪對象整理為表 3-1：
表 3-1
深度訪談者受訪名單
代碼

職業球齡

國內/外經紀公司

簽約年數 (職涯)

A

13

國外

10

B

13

國外

-

C

2.5

國內

3

D

10

國內/國外

13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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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設計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此研究方法做為間接研究方法，
在社會研究中會被廣泛的運用。在某些限度之內，文獻資料分析法可以幫助我們瞭解
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及推測將來 (葉至誠、葉立誠，1999) 。
文獻是指記錄有知識之一切資料的統稱，即用文字、圖像、符號、聲頻、視訊等
手段將人類知識記錄在各種載體上 (如紙張、膠片、磁帶等) 。文獻的定義則為文獻
的引申和擴展為已發表過的、或未發表確已被整理、報導過的記錄有知識的資料，包
括載體、圖書、期刊、科學研究報告、學問論文、檔案資料等印刷品，也包括其它形
態的實物材料如影視資料、歷史文物、手稿、膠卷或光碟等可以傳遞訊息的一切形式
(駱秉全，2003) 。
葉致誠與葉立誠 (1999) 文獻資料分析實際過程與其他社會過程一樣，需要如下
程序進行：
(一) 確定問題與擬定問題：
研究者應該先決定合乎個人興趣與能力範圍之研究，並在此範圍內探討有關文獻。
問題經確定之後，其次應建立明確可以驗證的假設，再根據假設探求在史料文獻，
專書上的證據。
(二) 文獻資料分析準備工作：
文獻資料分析正式實施前，需控制所要蒐集之摘錄文獻的計畫、提綱。調查計畫
是整個文獻資料分析的工作進度，有了計畫才能使文獻調查有序的進行；調查提
綱是對蒐集的文獻、內容、時間、類型等範圍的確定，有提剛才能使文獻調查及
終於主題所需要的特定方向進行。
(三) 蒐集文獻資料：
正式文獻資料分析實施要分步並行，先蒐集文獻，後摘錄文獻。文獻資料分為原
始資料與間接資料，前者係指公司機關或私人記錄、文稿、檔案、日記、自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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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後者係指相關的研究統計文件或出諸他人的轉述資料。
(四) 批判與分析資料：
在蒐集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摘錄文獻之後，不是文獻資料分析的完結，還要將摘錄
的文件資料進行初步整理分類，經初步整理分類的調查資料才能供進一步研究分
析使用。資料獲得後，研究者尚需加以分析或批判，借以釐清並整理內容。
(五) 解釋與歸納資料：
運用歸納方式對於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及解釋，並藉以提出研究者的看法。
本研究根據過往的學術研究資料包括期刊、論文、學術計劃，非學術資料包括平
面與網路資料的新聞報導、行銷管理雜誌，最後在輔以世界職業網球運動員的自傳與
資料。根據以上資料進行彙整、批判與分析，最後進行解釋與歸納，解釋與歸納之結
果則為研究訪談大綱之依據，最後在第肆章討論時，結合訪談資料與文獻作兩方面的
對話。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一種資料收集的方式，也是質性研究中最常採用的資料收集方法。深
入訪談不像量化的標準訪談有標準化的程序可供遵循，它沒有固定的訪談規則，而且
訪談的進行常因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互動情形而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深入訪談是異質性
較大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的學者將深入訪談視為一種會話及社會互動，目的在於取得
正確的信息或瞭解訪談對象對其真實世界的看法 (李曉鳳、余雙好，2006) 。
訪談是蒐集調查資料的一種質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員用口述方式發問，並記錄
者受訪者答案。質性訪談是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訪談者有概略性的探究計畫
(包括訪談大綱) ，但並不是一套必須使用特定字眼和順序進行提問的題目，質性訪談
是一種對話，訪談者為談話設定大致的方向，隨後追蹤回答者所提出的特定主題進行
對談 (Babbie，2010)。訪談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以研究過程來區分，主要區分為結構
式訪談 (structure interviews) ，半結構式 (focus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訪談或
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以及群體訪談。結構式訪談通常被用來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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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或民意測驗 (opinion polls) ，也稱為標準式訪談或調查訪談法 (林金定、嚴
嘉楓、陳美花，2005) 。
半結構式訪談可以是量化導向或是質化導向模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形式，主要是研
究者裡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做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的進行。訪談指引 (interview
guide) 或訪談表通常在訪談開始之前就被設計出來，做為訪談的架構，但用字及問題
順序不用太侷限，最主要的內容必須與研究問題相符，問題的形式或討論方式則採較
具彈性的方式進行，所以研究的可比較性可能會降低，優點是可以提供受訪者認知感
受較真實的面貌呈現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半結構式訪談的優點在於始
終一致地使用同一份訪談大綱可以讓資料擁有可相互比較的溝通基礎，而且透過大綱
的提問問題也可提升訪談的結構性 (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2007)。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半結構式訪談，訪談時間為 2013 年 10 月到 2013 年 12
月間，題項依據對於文獻歸納後之結果擬定出訪談大綱，讓最後的訪談資料能與文獻
做較完整的溝通，提高此研究結果的結構性。
三、訪談大綱之擬訂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先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大綱為研究者彙整國內外相關
文獻並且加以分析整理後，研究者自行編製訪談大綱，再依據受訪者不同的看法進行
比較及分析，經由系統之整理後，再得到研究結果。本研究在對受訪者進行訪談前，
先訂定訪談大綱，並請指導教授和專家審視。訪談大綱與訪談主題如下：
主題一、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契約問題。
主題二、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資訊對稱性。
主題三、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利益問題。
主題四、網球運動員的價值。
主題五、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佣金支付形式。
主題六、網球運動員所描述之運動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與代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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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資料信效度

本研究採用質性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探討以代理人理論觀點分析臺灣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關係之研究，試圖由研究對項找出最真實的想法。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測量程序的可重複性。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並以深度訪談法進
行資料蒐集，並配合問題進行相關分析與探討，予以審核其可靠性，以避免主客觀因
素之影響 (胡幼慧，2008) 。信度是測量方法的品質，是指相同現象的重複多次觀察
而得到相同的觀察結果 (Babbie, 2010) 。
可靠性即是內在信度，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
的資料，乃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收集策略的重點，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
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 (胡幼慧，2008) 。本研究以受訪者相關之經歷進
行探討分析，請受訪者提供相關實際經驗與佐證，以驗證口述資料知信度。
二、效度分析
陳向明 (2002) 指出質性研究中的效度，是用來評價研究報告與實際研究的相符
程度。研究者在訪談前將充分說明訪談之用途與目的，以利與受訪者建立良好且信賴
之關係，以利於獲得有效之相關資料。控制質性研究效度的方法分別為確實性與可轉
換性，並提出下列觀點 (胡幼慧，2008) 。
(一) 可轉換性：
可轉換性即外在效度，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的做資料性的
描述與轉換成文字敘述，增加資料可轉換性的技巧為深厚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
受訪者在原始資料所陳述的情感與經驗，研究者能謹慎的將資料的脈絡、意圖、
意義、行動轉換成文字資料 (胡幼慧，2008) 。
(二) 確實性：
確實性即內在效度，胡幼慧 (2008) 指出確實性是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及研究
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共有五個技巧可以增加資料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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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資料確實性的機率，方法包括：研究情境的控制、資料一致性的確
定、資料來源多元化。
(2) 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
(3) 相異個案的資料收集。
(4) 資料收集上有足夠的輔助工具。
(5) 資料的再驗證性。
(三) 效度回饋函：
於訪談結束整理並分析，並寄效度回饋函給予受訪者，確認所分析之結果是受訪
者之原意，並無被研究者扭曲。
(四)專家效度：
蒐集相關文獻、研究問題與目的製作訪談大綱，並由專家學者檢視後做修改，做
正式訪談大綱。本研究為確保研究之效度，訪談大綱將會函請下列學者專家為審
查確立專家效度之審核 (表 3-2) 。
表 3-2
專家學者名單表
專家學者

職稱

專長領域
休閒教育、休閒運動管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少熙

康樂輔導與活動管理、游泳、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教授
體操遊戲
運動休閒行銷與管理、運動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美燕

閒組織行為、運動休閒消費者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教授
行為、體育測驗與統計

國立臺灣大學

運動心理學、網球、壘球、

體育室

體適能

連玉輝
副教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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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專家學者名單表 (續)
專家學者

職稱

專長領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統計學、經濟學、行銷學、

朱文增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財務管理
運動休閒社會學、職業運動經

林伯修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營與文化、質性研究

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為確認外在效度，在訪談中過程，會詳細紀錄受訪者在受訪時的感受與經
驗，訪談後會經由文字的描述彙整為訪談資料，做為討論時之依據。內在效度方面，
本研究在訂定訪談大綱與彙整訪談資料時，將與同儕共同進行編碼，以確認最後研究
資料的內在效度。本研究對於受訪者進行訪談後，將所述敘之資料彙整為逐字稿之後，
以文本郵寄或網路電子信件方式寄回給予受訪者，確認資料無誤後，再將資料用於訪
後資料編碼，做為資料分析與討論所用。
三、三角檢驗法
三角檢驗法是將同一結論用不同的方法、情境與時間裡，對樣本中不同的人進行
實驗。三角檢測是指資料的來源(自己、資料提供者、訪談、觀察、文件和不同的時間
與事件等)，三角檢測結合不同的方法、觀察和資料來源，而增加對品質的控制，三角
檢驗法的重點是可以考量不同種類型態資料的相互關係，以去除個別研究的效度威脅
(陳向明，2002) 。本研究以三角檢測法建立質性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分別使用紀錄、
網球運動員與同儕來驗證訪談資料的效度。

第六節

資料處理方法

本研究彙整訪談所獲得之資料進行編碼，然後將經由編碼之資料放置於適當之資
料矩陣 (data matrix) 內比較，在採用編輯式分析法 (editing analysis style) 分析解釋。
編輯式分析法是主觀／詮釋式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像編輯一般，裁剪、安排、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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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直到詮釋者探尋出以意義的類別與關聯，以及研究之前未呈現的型態 (胡幼慧，
2008) 。下圖 3-3 為本研究訪談資料分析與處理流程：
資料整理

資料編輯

資料分析

資料
歸納與整理

圖 3-3.

訪談資料分析與處理流程

一、資料處理：
質化資料處理的目的為組織和保管資料以使資料分析和修訂時能最有效的運用，
訪談資料經受訪者確認無誤後，以本研究目的為根據進行資料的整理，以每位受訪者
身份、專業角度及訪談內容進行分析，並將訪談內容個別給予概念化的分類。
二、資料編碼：
質化資料的編碼 (coding) 是從支離破碎的資料中找尋有意義的單位 (meaning
units) ，並在概念和主題中作連結，將其組織成研究報告 (王金永等，2000) 。本研究
將各受訪者對訪談的回答進行分類、編碼，並且製作成表，第一欄為受訪者之編號；
第二欄為訪談題目，依據各概念進行選擇編碼；第三欄為軸心編碼；第四欄依照受訪
者之回答內容給予分類最後進行開放編碼。下表 3-3 為資料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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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資料編碼
受訪者

選擇編碼

軸心編碼

開放編碼

網球運動員與
契約問題

契約關係 (R)、簽約過程 (P)、合約形式
經紀人之契約
(F)、契約問題出現 (CP)、契約問題解決 (S)

(C)
問題 (C)

契約條文不明朗 (UC)、契約公平性 (CF)、
組織的假設

資訊對稱性

契約條文不做解釋 (UE)、從運動員出發的

(O)

(I)

資訊對稱性 (S)、經紀公司提供的服務差異
性 (SD)、
取得共識 (C)、雙方目標差異 (TD)、球員

A
人的假設

利益問題
欲對契約條文修改 (AC)、運動員的感受

B
(H)

(B)
(F)、爭取利益 (E)

C
D

資訊的假設

運動員的價值

(I)

(V)

結果取向

佣金支付形式

契約 (OC)

(P)

市場反應價值 (MV)、
運動員本身創造價值 (V)
運動員的支付的方法 (W)、
利潤與服務的關係 (BS)
經紀人主要工作找贊助、資源與談判 (S)、

問題範疇

服務與代理行

經紀人其它的工作 (處理稅務、處理雜務、

(P)

為 (S)

增加價值、提供建議與組成團隊) (J)、理想
的經紀人 (IA)、獲得利益 (B)

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資料分析
在此步驟將彙整各受訪者對同一主題回答，研究者再從訪談內容中判讀受訪者對
同一項主題回答之異同，將其訪談內容整合且分析後，最後進行相互比較及歸納。本
研究採用編輯式分析法。編輯式分析法朝向主觀及詮釋性的分析意念，研究者根據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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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紮根原理，像編輯一般，剪輯、安排本文的呈現，直到詮釋者探尋出有意義的類別
和關聯，將重新編輯過的訪談資料以不同面貌加以呈現 (林金定、顏嘉楓、陳美花，
2005) 。本研究先由研究者將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再將訪談資料交由一位體育博士與
一位網球專長進行編碼，經由比照三個編碼的資料，確定編碼資料都一致後，最後的
編碼資料則成為本研究第四章與文獻討論之依據。
四、資料歸納與整理
將訪談內容整理與分析後，研究者會將受訪者之回答內容做整理即排列組合，並
與歷史文獻以及所蒐集的次級資料做探討與解釋，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提出回答與結論。

第七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一律保密受訪者的個人資料，並且在訪談前都曾簽定訪談同意書，並口頭
與書面告知訪談內容只用於論文內資料分析所用。受訪對象一律以代號做為辨識之用，
不以名字或任何相關綽號做為編碼所用。
本研究之受訪者時常搭機出國打國際網球職業賽，每次出國因機票與賽程之緣故，
大部分在某國家或某區域內參加兩到三個賽事，每個賽事約為時一星期，每次出國至
少待上三到四個星期的時間，回國後的行程安排於練習、復健、代言與簽約等活動。
基於受訪者因以上原因之影響，訪談次數都為一次性的訪談，故資料收集上只能以該
次為最後編碼與論文結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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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七節，每一節中先提出訪談所得資料再以文獻進行討論。第一節為訪談
對象背景與資料；第二節探討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契約問題；第三節探討網球
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資訊對稱性；第四節探討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
利益問題；第五節探討運動員的價值；第六節探討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佣金
支付形式；第七節探討網球運動員所描述之運動經紀人所提供的服務與代理行為。

第一節

訪談對象背景與資料

一、受訪者 A
受訪者 A 從小開始學習網球，並且一路由青少年時期參加 ITF 世界青少年比賽，
到現在參加世界各地所舉辦的 ITF 與 ATP 所舉辦各項世界網球名賽，參加國際賽經驗
非常豐富，並且曾代表中華民國參與奧運、亞運、東亞運、世大運、台維斯盃與霍普
曼盃等賽事。訪談者 A 從踏入職業後與經紀人合作簽約已達 10 年之久，是本研究中
網球資歷最深與運動經紀人簽約最久之網球運動員，以目前國內網球運動員來說，訪
談 A 的團隊也較為完整，整個團隊內包括運動經紀人、教練、防護員、體能訓練師。
根據以上之原因，本研究有較多討論著墨在訪談者 A 的訪談資料。
二、受訪者 B
受訪者 B 身為國內網球運動員，曾多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各大賽事，包括亞
運、世大運與台維斯盃，自 2001 年結束國際青少年賽事，2002 年轉入國際職業網壇，
目前積極參與 ITF 與 ATP 所舉辦之國際網球賽事。訪談者 B 從國際青少年網球賽到國
際網球賽事 (ITF 與 ATP) 都是以自理的方式處理，在近年來雖簽約給經紀公司，但是
雙方仍未有實質上的合作，所以仍未履行契約上的代理關係。訪談者 B 有豐富的國際
比賽經驗，而且已投入職業男子網球相當久的時間，在經紀契約上雖然有合作，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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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代理行為，做為對於打入職業賽卻不確定是否與經紀人的網球運動員來說，是值
得借鏡的訪談資料。
三、受訪者 C
受訪者 C 目前剛由青少年轉職業網球約三年的時間，與其他訪談者相同，是由青
少年一路訓練，目前致力於國際職業賽 ITF 的未來賽與 ATP 挑戰賽等賽事，目前最高
世界排名曾到 744 名。訪者 C 為國內新生代的網球好手，在這幾年內曾經換過兩家經
紀公司，兩家經紀公司規模完全不相同，第一家經紀公司是私人成立之小公司 (約一
年) ，第二家經紀公司為集團成立 (約一年半) 。訪談者 C 雖然年資較淺，但是歷經
兩家經紀公司，所訪談的資料可以比較不同經紀公司之間的差異，再者，訪談者 C 因
為剛踏入職業網球賽事，所訪談之資料適合未來年輕網球運動員在踏入職業時可當作
參考之依據。
四、受訪者 D
受訪者 D 在青少年時期在四大滿貫的青少年賽事皆有佳績，曾經是多次的中華隊
代表選手，包括台維斯盃、亞運、東亞運、世大運，目前最高排名曾到過 85 名。受訪
者 D 在所有受訪者中擁有最久的運動經紀契約，長達 13 年的時間，且經紀契約曾轉
換過三家經紀公司，雖然受訪者轉換經紀公司順利，但其寶貴國際職業網球經歷、經
驗與過程是本研究中重要的分析對象。

第二節

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契約問題

一、契約關係
代理關係的基礎是一份契約，這一份契約有可能是明確的，也可能是不明確的，
這份契約代表的是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Eisenhardt, 1989) 。契約關係裡，經紀
人對每一位網球運動員都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運動員對於經紀人的要求都希望以
工作上是工作的專業，而私底下好也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一種公私分明，對於商業
與情感的拿捏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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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R272-275 你要看每個人的感受啦。當然我覺得是，有些人覺得他是父親，有些人覺得他是朋
友，有些人覺得他很現實，我覺得每一種角色都有人認同。但我覺得一個經紀人，都應該面對現
實，但問題是說，你當然很高興或是很慶幸可以獲得經紀人，在商業的上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但是在這以外，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想法的交流。
CCCR99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是像兄弟吧。
DCCR109-112 他怎麼樣把選手照顧好，這個就是最直接的啦，對啊，你要怎麼樣把選手照顧好，
他的一些最基本的，這就好了，其它的就是也不需要太…我覺得公歸公，私歸私啦，這樣子，選
手跟經紀人的關係，有時候是經紀人，有時候是朋友這樣子，他要很清楚的站在選手的立場去想，
也不能說太商業化去考量。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公司簽約後，通常會在幾年的嘗試與合作後，可能有時候會決
定繼續把合約的年數拉長，也有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交換經紀公司，每一位都有不同的
經驗與合作年資。如受訪者 A 與 C 長期都與同一位經紀人合作，而受訪者 C 曾經在
短期內換過兩家經紀公司，而受訪者 D 因為職業生涯較長，雖然換過經紀公司，但是
與前兩家經紀公司的合作年限都長達六年，這一兩年才換為新的經紀公司。
CCCR9 合作與簽約都是一年半 (第二份契約、乙公司)。
CCCR47 對，簽給 X 哥的時候，還是青少年 (第一份契約、甲公司)。
DCCR25 目前來講，有簽過三個 (A、B、C 公司)。
DCCR40 大概就六年的時間 (A 公司簽約年數)。
DCCR73 大概就六年的時間 (B 公司簽約年數)。

網球運動員可能隨著職業生涯的改變，對於經紀人的需求也有可能改變，有的一
開始需要人氣與資源，有的一開始需要的專業的教練來帶領，隨著職涯、時間與需求
的改變，公司運動員換經紀公司或經紀人也可能因為以上原因而選擇新的經紀公司或
經紀人來代表自己，有的則是想要找新的機會讓自己有所改變。
DCCR62-65 換到 B 其實就是想要有一個改變，B 的話他是一個大公司，他簽了很多選手，很多運
動員，不是只有運動員，就是還有娛樂圈也有，他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所以他不可能，除非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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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頂尖的運動員，不然他不可能照顧得很好。那時候想說 6 年了，想要有一個改變，想說我要換
換一些新的火花這樣。
DCCR67-71 B 換到 C，其實換到 C 是這一兩年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啦，我現在其實也知道我自己
要什麼，然後去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就已經沒有那麼制式化的了。不是像我之前那
樣，合約幾十張這樣子，好多的詳文這樣子，就比較簡單，然後兩方有一定的共識，而且我覺得
是，其實我比較熟的朋友啦。A 跟 B 就是，A 現在是沒有聯絡了啦，那是很久的事。

許多的運動員都需要一個團隊，團隊裡面可能有教練、防護員、體能訓練師、醫
生等，而經紀人也是運動員團隊重要的成員之一，但是網球運動是項孤獨的個人運動，
每位運動員可能因為生理、心理條件不同，對於經紀人的要求與需求也可能不同。例
如中國女子網球好手李娜，在網球場上需要有人支持，需要發洩的對象，而剛好她的
教練與丈夫姜山就是對她來最重要的人和最依靠的人 (李娜，2012) 。而每位網球運
動員也可能如上述一樣，需要有一位自己信賴的夥伴，很多運動員都用一個契約關係
去和自己合得來的經紀人合作，讓自己能專心於球場上，當然這個契約關係之前，是
需要運動員自己去做選擇和找尋合適的合作對象。
DCCR77-79 也沒有耶，其實我中間是有休息三年啦，等於是他們也沒辦法幫我做什麼。我覺得網
球選手喔，運動經紀約是比較不一樣，因為他就只是簽一個對象，那也是比較難。
DCCR131-132 受傷的話其實我也沒有停掉啦，就是都一樣，但都是我自己處理，這三年我受傷都
是我自己去找我的資源這樣子，就全部都我自己來啦。
DCCR136-141 組成一個 team 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去要的，沒有人說一定要組成一個團隊，是我
覺得我自己要這樣子我就自己去做這樣子，就是我自己去接觸，其實人家介紹的我不一定適合，
所以你也知道全世界網球教練幾十萬個，也不一定都適合你啊，經紀人也是啊，所以這種有時候
就是，遇到然後聊一聊，看看可不可以合作，再做到下一個階段這樣子。然後團隊最重要的人，
每一個都很重要，我覺得我團隊中的每一個我覺得都很重要，都是缺一不可吧，最重要是達到那
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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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簽約過程
國內網球運動員在簽約時都是與經紀公司簽約，由經紀公司派經紀人代表公司與
球員簽約，在簽約前會給予網球運動員一份契約，並給予時間考慮。有些經紀公司會
經由長時間與經紀人的認識與接觸，在有共識下才會完成簽約，有的經紀人會主動到
球場找尋有潛力之網球運動員，經由觀察與討論後進行簽約，也有網球運動員是透過
同樣身為網球運動員朋友的介紹而找尋到經紀人。
ACCP6-9 應該說他先來接觸我，他們就會到球場去觀察，可能有興趣的話，會主動來跟你碰面和
瞭解你的狀況，就是第一次跟他接觸時，是他來接觸詢問我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第一
次見面的機會，當然往後的話慢慢開始有一些互相聯繫，在互相慢慢雙方面的想法和共識，最後
才合作在一起。
ACCP13-14 正式簽約是在 2004 年，我們正式的定一個合約，開始進公司，開始變成正式的經紀
人。他自己開公司 (經紀人自己開公司)。
BCCP4 因為盧 XX、王 XX 關係接觸德國經紀人。
CCCP11-12 他以前也是打網球，我跟他年紀是差比較多一點，我是透過劉哥的介紹認識的。
DCCP27-28 那時候我約 14，快 15 歲，接觸喔，就他們來接洽，就是我有比賽，他們去看我打，
打完比賽後就帶我去坐下來，像面談這樣子。

大部分網球運動員會找專業領域的朋友協商與確認契約，最後在與經紀人達成共
識並完成簽約，但也有的網球運動員可能只透過家人的確認便簽下契約。
ACCP13-14 正式簽約是在 2004 年，我們正式定一個合約，開始進公司，開始變成正式的經紀人。
ACCP42 有有有，其實有，應該是說我哥哥應該是有去問這個啦。
ACCP21-22 就是我們拿給一些，應該說比較內行看契約書和懂合約的人來看過，我們當然有過目。
CCCP17 他都已經擬好了，然後我看過了合約我才簽。
CCCP20 我的爸媽有幫我。
CCCP45 我不知道我的爸媽有沒有去找，因為那時候我在國外。
DCCP28-29 那時候是我父親他帶我去比賽的，然後所有細節上其實都是我的父親幫我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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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約形式
所有的契約都是由經紀公司提出制式化的契約和條款給予運動員簽約。通常經紀
公司會準備好契約，條約內容很少會修改，通常早就由經紀公司擬定好，最後讓網球
運動員簽名。
ACCF17 他有提供兩份。
ACCF213-215 像球場外的經紀公司，其實就很單純的就是國外還是德國的經紀人，然後在 local
的我就是交付給我哥。
BCCF6 Dirk 合約書拿給我填。簽給公司
BCCF10 都沒有更改 (契約內容)。
CCCF14-17 公司…他都已經擬好了，然後我看過了合約我才簽。

四、契約問題出現
經紀契約可能因為運動員碰到的經紀公司不同而所有不一樣，唯有透過對於契約
條款細節的瞭解，才有可能避免被欺騙或是利益受損的情況。
ACCCP46-49 因為每一個合約狀況之下，每一個選手碰到每一個經紀公司的一些條件也可能，可
能大家都相同，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可能會做一些調整或者是更改，但是問題是，你看一看，就是
沒有一些 cheating 的地方，或是陷阱，或者是你簽下去就是賠錢策略。

契約的簽定有時候會完美的配合運動員的需求，但是隨著時間的更改，尤其是運
動員成績有所提升時，通常契約就會出現一些在運動員剛進入職業時未能遇到的狀況，
這個時候運動員需要與經紀人在商定契約如何更改，以找尋到雙方的共識。網球運動
員與經紀人希望最好的結果是創造雙贏的局面，唯有這樣的合作才會創造雙方最大的
價值，且經紀人的收入是來自運動員的比賽表現後所呈現的價值。
ACCCP130-131 其實，在這幾年有這樣子想過，就是想要跟他換合約，就是把裡面的一些限制和
deal 改掉，就是一些限制和狀況去修改。
ACCCP136-139 那我們現在的需求跟十幾年年不一樣的時候，那表示舊式的合約不可能一成不變，
不可能再套用十年前的東西，那現在我們希望可以去做一些調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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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P36-41 那時候溝通比較沒有那麼好，那時候我還蠻小的，有一次跟他們出去比賽，還有請
一位外國教練跟 X 哥一起去。那次打得不是很好，然後他們對我很不滿意，然後就是講話，講得
就是有點難聽，就是說我不努力啊什麼，那當時我才剛從青少年轉職業，然後狀況那時候也不是
很好，剛受傷完出來，後來我們雙方溝通了一下就覺得，可能我們覺得他們沒有盡到他們要做的，
他們覺得我沒有做到選手該做的，然後我們就先停止這個合約。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的契約關係是需要透過對彼此產生信任後，繼續對雙方所希
望邁進的方向前進，也必須嘗試去找尋共同的目標與共識，如果溝通不良又無法解決，
則可能如首訪者 C 曾與第一間經紀公司解除合作關係，而契約關係最重要的是雙方要
達成最大的利益。
ACCCP144-147 那假設你堅持你的點但是選手不同意，選手不高興的時候，那這個合作關係其實
就已經變質了，而且就已經是有出現問題的時候，那最後最差的打算就是雙方可能結束合作關係，
那或是雙方產生一些不信任因素的時候，那這樣合作關係其實已經是沒有用的時候，那雙方也沒
獲得很大的利益。

四、契約問題解決
當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出現契約問題，運動員首先是注意自己是否受到傷害，
再來欲解決問題必須透過討論和提出條件，讓雙方達成一定的共識，並且接受雙方的
條件，想辦法去創造雙贏與雙獲利的結果，如果溝通結果不滿意或是發現有受到傷害，
停止契約也變成必要的手段之一。
ACCS49-51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想要 make sure 的這樣子，或是直接對我們造成傷害，其實我們一
開始是想要找尋這些會對我們造成直接傷害的東西，那些專業人士看是沒這樣的問題存在。
ACCS140-144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當中都一直在做討論，那其實慢慢的有一些條件他們也已經接受，
也不能說釋出善意，因為一開始，想當然在一些協調過程有些東西他們也是蠻堅持的，會覺得有
些東西我本身就該這樣。問題是，最後雙方面都希望結果是雙贏，我們是保留原本的關係，然後
你也是得到你的利益，然後選手也高興，這是雙方都樂見的。
ACCS160-161 所以我們也在幾次的討論之後，妳也會比較清楚他應該要協助選手在合約以外的哪
51

一些東西。
CCCS39-41 後來我們雙方溝通了一下就覺得，可能我們覺得他們沒有盡到他們要做的，他們覺得
我沒有做到選手該做的，然後我們就先停止這個合約。

第三節

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資訊對稱性

Eisenhardt (1989) 代理人理論中提出組織的假設包括資訊對稱性，本節中資訊對
稱性的委託人與代理人是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資訊對稱性是代理人理論非常重視的
重點，薪資披露是美國冰上曲棍球聯盟 NHL 為了防止經紀人貪腐行為且為保障運動
員知道同行的價值與底薪所提供之資訊 (Manson & Slack, 2003) 。不同於美國曲棍球
聯盟有薪資紕漏，網球運動員無法像曲棍球運動員在 NHL 冰上曲棍球聯盟是可以對
照同行的底薪與價值，通常網球運動員間很少會透露彼此的薪資與價值有多少。
一、契約條文不明朗
契約條款對於網球運動員是非常難瞭解的部分，通常不具有這樣專業能力的人也
不知道契約條款的細節是什麼，更別說會去知道條款細節怎麼去運用，而某些條款可
能在好幾年的職業生涯中都不會遇到，但是一旦遇到某些特殊狀況，這些不知何處冒
出的條款就可能會限制住網球運動員，而網球運動員在這時候才發覺或瞭解到契約裡
的條款是怎麼發生在現實上。而使契約條款不明朗，也算是一種經紀公司對於網球運
動員在契約資訊上的隱瞞，有些運動員仍算幸運，未碰到此情況。
AOIUC48-55 但是問題是，你看一看，就是沒有一些 cheating 的地方，或是陷阱，或者是你簽下
去就是賠錢策略，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想要 make sure 的這樣子，或是直接對我們造成傷害，其實
我們一開始是想要找尋這些會對我們造成直接傷害的東西，那些專業人士看是沒這樣的問題存在，
其實我現在再回顧最早簽約的情況，其實我覺得，因為你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你才會這個條款
是這樣子用的，或是這樣子是會被限制到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現在這個條款裡面，原來是這樣
子在走的，當你沒有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你並不會覺得這樣子。
COIUC72 我現在是還沒有遇到 (經紀公司隱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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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UC80-82 到目前可能還沒有，就是因為他們的公司比較大，大家都認為說，簽給他們，他們
的公司可能會贊助我們，可能大家都這樣認為，後來其實是沒有，他們就只是一個經紀公司。
DOIU33-35 有看過，但是我沒有說…因為都是英文的，合約其實都有一些在法律上，一些我不是
那麼瞭解的，那種法律的東西，那以前是大概可以知道啦，全部的話沒有說很清楚。

經紀契約擬定時，有時候網球運動員除了不知道條款怎麼使用之外，有一些條款
裡面甚至沒有交代經紀人該做什麼事情，運動員不知道經紀人可以做什麼，什麼東西
是不能做的，雖然經紀人確實要幫助運動員，但若無條款明文規定，運動員也無法獲
得透明資訊，只讓經紀人掌握最正確的資訊。
AOIUC156-158 其實合約上面並沒有明文規定說他的工作範圍在哪裡，這是有一點，也不是說奇
怪，而是你不知道這個 bottle line 在哪裡，不知道什麼事情是確確實實的是他應該要負責的。
AOIUC158-160 當然合約上的是他確確實實要負責的，但是合約以外的東西，你不知道，所以也
因為這點，其實在這幾年當中我們也做過討論，就是說你能過做的是什麼，你需要做的是什麼，
在合約以外的。
AOIUC163-167 但其實說在這個合約上面沒有很明文的規定他的工作範圍是在哪裡。其實我也不
太知道，其實在這個方面我也有點小小的疑問，在其它的合約上面和其他的選手，他有沒有在這
個裡面是規定的。但至少說，我問他的選手，跟他合作的，跟這個經紀人合作的，他們好像也沒
有這樣規定，那接下來我可能要去探討的，可能其它家經紀公司是不是有這樣子規定。

二、契約公平性
契約是否平衡的對於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雙方來說很重要，尤其當網球運動員不
是很瞭解契約內容時，經紀人與其公司當初在擬定時，應當注重其公平性，但是經紀
公司若是較注重商業上的利益或是經紀公司的收益，可能就會犧牲運動員的一些權益，
這對運動員來說其實有不公平的狀況，而有些公司更會因為運動員條件或成績的不同
而設計不同的契約，其公平性仍待商榷。
AOIF29-30 這份合約還是商業性質，那後來看的時候，其實絕大部分這份合約是保護他們經紀公
司，感覺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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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F42-45 那當然是說在當時，你去看這個東西的時候，也不是對選手不利，而是在某些時候和
情況下，你才會有直接被這些合約的條件去限制到，那假設你沒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會走的比
較順，反正這就是一個制式化的一個條款這樣子。
COIF22 沒有 (是否有法律背景人士協助看契約)。
COIF130 他會有個別設計，會看每個人有什麼不一樣。

有些網球運動員對於契約的條款內容雖然不是很瞭解，但是因為經紀人表現得宜，
經紀公司也沒有出現不合理的部分，在協調與溝通上都算順利，公司對於運動員也沒
有或顯少有資訊隱藏的行為。
COIF96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是否有不合理的部分)。
DOIF37-38 當然有啊，當時有，因為那些公司在臺灣也有分公司，國外公司然後臺灣也有分公司，
所以還可以啦，溝通上啊，所有的協調啊，都還蠻順利的。
DOIF43-44 其實他們還好，他們都沒有這樣的問題，就是合約裡面寫的他們沒有做，他們就說，
就是都沒有去觸犯到合約裡面的問題。
DOIF46 對，目前都沒有碰到合約上的問題。
DOIF83-85 其實我遇到的這些都是蠻透明化的啦，沒有說他幫你找好，然後自己又去弄一些，我
目前是沒遇到這樣子啦，也蠻幸運的啦，我目前是沒有遇到說他有什麼東西沒有講的，在我印象
中比較少這樣子。

三、契約條文不做解釋
延續契約所出現的問題，經紀人對於運動員資訊的隱瞞更包括了對於契約條款不
解釋的情況，有些契約是英文已經夠難倒運動員與其專業的幫手，但是經紀人未對於
條款內容一條一條去解釋和說明，這也讓經紀人掌握了更多的資訊，而不明瞭的運動
員則是走一步算一步，要等到問題出現才能發現。
AOIUE23-26 當時的想法就是比較單純的方向，那其實我覺得我們沒有就是共同坐下來一起去討
論，或者是說，去一條一條的去解釋，他只是這個東西給你，那當然他讓我有一段時間去了解，
當然他有說你有哪一些問題可以提出來，那大致上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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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希鵬 (2009) 指出代理關係是有風險的，這個風險是委託人與代理人雙方都是會
隱藏資訊的，這個風險呈現了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不只是會出現在經紀人對於運
動員隱瞞資訊，相對的，運動員也有可能對於經紀人隱瞞資訊，例如隱藏傷勢或是私
底下接贊助也是可能會發生的事，雖然國內運動員未有這樣的作為，但是也有運動員
認為自己沒有達到契約對自己所能創造的價值。
AOIS22-23 其實當初的一個想法就是，在那個時候你不會想太多，我們從當中不能獲得什麼。
AOIS91-95 其實我覺得至少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金錢上和合約上面有任何的隱瞞。我們也沒有這樣
子做過，問題是我們這些合約是非常公開的，假設今天是他找的，他的 percentage 他要怎樣拿，
假設是別人自己來找我們的，這東西也是公開的，最後我們談成合約的時候他也知道，所以我們
最後還是要讓他過目這些合約，所以除非是我們跟簽約公司擬定假合約，不然這些東西都是很
OPEN 的。
COIS74 現在，目前可能還沒有。(自己創造出超過契約的價值)

四、經紀人 (經紀公司) 提供的服務差異性
經紀公司旗下通常會有多位的運動員，同樣的在網球方面也是如此，經紀人或是
經紀公司有時候會為旗下的運動員爭取到合理的贊助合約，當然因為每位運動員的成
績不盡相同，獎金收入與贊助收入也會有所相異，而這也決定了運動經紀公司口中所
謂大小咖的差別，通常經紀人會先鞏固成績較優異的球員，但為了顧及其他旗下運動
員，經紀人會與贊助商談判，盡可能讓每位球員都能獲得利益與合約，這時候的談判
就是決定哪位球員該被犧牲或是該被搭配。
AOISD62-69 至少我覺得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就是去直接的去破壞一個選手，他跟每一家公司去
deal 每一件事情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他們會用一些 1+1 或是 1-1 的方式，問題是我們沒在其中的
時候，我們不會很瞭解和不知道他們敘述的內容是什麼，問題是，可能他們今天可能今天要這個
東西，可能另外一個東西關於另外一個選手，我這個選手就便宜給你，就是說他們有時候有點
treating 的方式，但是問題最終選手還是有得到利益的，問題是說，他可以獲得更高，問題是他在
一個換一個和一個換一個 strategy 的方式上面來講的話，相對在隱形上面你可能稍為會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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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終問題是選手還是得到他的 contract 和他的錢。

經紀人私底下可能與贊助單位或廠商進行談判，因為越多旗下運動員能簽到合約
會讓經紀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抽成，除了鞏固最好的運動員之外，讓旗下其他運動員
才能創造經紀公司與運動員的最大利益，而運動員卻不一定知道經紀人怎麼運作這些
手法。
AOISD72-78 那其它的像 IMG 我不知道他們的過程，但是我知道這些公司他本身也許一個人掌握
蠻多的選手，那蠻多的選手我就可以單一的推銷某個選手。那你不喜歡我可以在推另外一個選手，
這個選手推上去的時候，那他會拜託你這個選手就 service (撒密蘇：招待的) ，把我抓起來，其實
都有，有時候他會拿另外一個選手來協助你，或者是拿你去協助另外一個選手，所以這個東西你
不能夠完完全全說他是占你便宜，也有可能他是從別人或得你的利益，不管他要用什麼方式，最
終他要獲得利益，但在我的認知，我覺得他這不是隱瞞，而這就是他的方法。
AOISD81-86 那你說像我們講 Pujols (天使隊) 這些很大咖，但是你不能夠說這些經紀人在下面他
沒有去犧牲掉一些小的選手，譬如說天使給我這個 Pujols，那你現在給我這個 Pujols，我現在是
不知道現在他的價值在哪，但是我就假設給他一年合約 2000 萬 10 年合約，然後另外一個選手可
能他原本是 750 萬，然後我就算 700 萬，幫我拿三年，雖然說是他再降價，但是也有可能延長合
約，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經紀人的一個方式。

經紀人與經紀公司旗下可能有很多的運動員，但是每位運動員的成績都不盡相同，
不同的成績會創造不同的市場價值，所以經紀人也必須為那些可以創造較大價值的運
動員做較多的服務，畢竟經紀人能處理的事情與時間都是固定的，為了創造最大利益，
也需要以最大的利益為出發考量，這也導致成績較不顯著的運動員可能被經紀人或經
紀公司犧牲，可以提供的服務就不如成績較優良運動員。
AOISD171-176 其實也不是都一樣，說實在的，你的客戶，你當是照顧你最大的，因為這是你賺錢
的來源，如果今天我沒有把我賺錢來源顧好的時候，也不是說他忽略小的客戶，而是說他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所以以比例來講的話，他當然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他比較大的客戶上面，這可以
讓他保障最大利益，他的 Income 是最多的，這不要說是經紀公司，這個在其他的大公司的商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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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也是這樣子的。所以，他會替他作的雜事，和替他做的一些協助一定是更多的。
AOISD176-179 所以我們剛說合約上是一樣的，但是他幫他做的意願會比較高啊，因為我知道我幫
你做，你表現好我才有可能做多啊，但是我今天我幫小客戶做，你不見得表現好啊，那麼我花了
那麼多時間幫你做合約以外的，我們說其它的事情，但我不見得從你身上賺錢。

第四節

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的利益問題

代理人理論中提出人的假設包括委託人與代理人雙方的利益問題，代理人有義務
對於委託人的合約與代理人的利益負責，代理關係上有時候會遇到委託人與代理人之
間的期望與目標是不同的 (Eisenhardt, 1989) 。盧希鵬 (2009) 指出代理人與委託人之
間會出現目標與利益衝突，他舉例當買方要省錢，賣方要賺錢的時候，雙方就可能發
生目標衝突，這無可厚非的當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可能會犧牲委託
人的利益。
一、取得共識
當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雙方遇到利益問題時，最能解決雙方問題的是找出共識和
平衡點，因為雙方都為了創造出最大價值而努力，基於共同的合作關係，在經過討論
與協調後找出雙方面都可以的共識才能創造出最大價值。
AHBC8-9 當然往後的話慢慢開始有一些互相聯繫，在互相慢慢雙方面的想法和共識，最後才合
作在一起。
DHBC87-88 利益喔，有看什麼樣的狀況啦，其實狀況都蠻多的，不同的價值觀啦。我覺得後來有
時候會，但就在協調之後找到平衡點，然後大家 OK 在繼續進行。
DHBC126-129 對啊，就是說要有一個互相的共識，然後才有辦法去做下一步啊，不然他假如要這
樣做，然後我覺得不妥，或是我想要這樣做，他覺得不妥，這樣子兩個人就沒有一個共識，就只
能先是取消或是放棄，原本可能有一個好的機會然後又 miss 掉。

57

二、雙方目標差異
樓立群 (2008) 指出代理關係的關鍵是在於設計契約以激勵代理人為委託人工作，
而委託人付出符合對機關貢獻程度的相對薪資，但是代理人的努力並不總是容易被觀
察，所以會產生契約無法完全確實呈現真正付出努力的情況。在前面小節中曾提到網
球運動員會隨著成績的不同有不同的價值，而成績的起伏對於經紀人的需求也會有所
不同，之前簽下的契約也有可能限制住網球運動員進而造成雙方利益的限制或損失。
AHBTD33-36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是偏向，有些條款還是偏向保護他們自己，我覺得是在後來，在
最後，也不是發生問題再去看合約的設計，有些東西是當初我們想到的，大部分妳沒有這個問題
時，這個條件，這項會是有問題的，單純只是抱著有一個專業的經紀人幫你去 deal international
的事務。
AHBTD39 其實裡面的一個狀況，其實對經紀公司是比較有利的。

一些網球運動員的贊助是透過經紀人的找尋而獲的，這在契約中經紀人通常會從
所得的贊助抽成，有的網球運動員卻有遇到贊助單位的主動找尋，經紀人這時在從中
介入抽成造成網球運動員覺得利益受損。經紀人在提供的服務上，也會因為對於運動
員服務的不符合運動員預期而造成雙方目標的差異。
AHBTD124-125 問題是有很多是別人去洽談的，去擬定這樣子的 deal 的時候，還是要拿同樣性質
的佣金，我覺得在這地方我們就不太同意，在這幾年來就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AHBTD152-153 當然有一些經紀公司它是非常強硬的，他也許就是不要，他可以把你擺爛啊。
BHBTD10 沒發揮最大利益 (經紀公司未發揮)。
BHBTD19-20 國外教練費過高，對我來說是負擔，他說在歐洲行情就是如此，無法解決。不然就
不要。

受訪者 C 因為剛轉入職業與簽約的年資較短，所以成績也還未提升足夠，但是因
為如此的特色創造出一個特別的議題，通常運動員必須創造出在場上的成績，才能藉
由經紀人幫自己爭取好的合約和市場價值，當運動員真的在場上創造成績時，是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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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紀人幫自己創造出自己的價值，依過往的文獻都指出經紀人是幫運動員能專心在
場上訓練與比賽，這也是專業分工的目的。
CHBTD54-57 之前我覺得還好，因為他們認識國外比較多，他們找到的國外教練比較好，但是經
紀人應該是要找贊助什麼的，但是他們一開始就一直說你要成績打出來後才可以幫你找到贊助，
對，那我就覺得那如果成績打出來了也不一定要靠你們找贊助，自己去講也沒有人來抽。

受訪者 B 雖然排名從 2002 的 1188 名至 2013 年最高上升到 200 名，但是受訪者因
為國內市場本身現狀的關係卻有別於其他受訪者不同的觀點，也反映出國內的運動市
場還不夠大。
三、球員欲對契約條文修改
網球運動員在一開始簽契約時，因為對於契約內容與細節不明瞭，加上語言的差
距與不知道契約內條款如何使用，在經過長時間的合作後可能會遇到一些限制與問題。
運動員本身隨著時間會有不同的狀況與成績，本身的需求和條件可能與當初簽約時都
不相同，這時候舊的契約可能造成兩方利益衝突或不符合需求，再加上運動市場可能
因為大環境的改變而讓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必須也跟著做變動，這時候的契約都是值
得再次量身訂做的。
AHBAC55-58 所以我說假如現在回到 10 年以我現在的立場的話，我會重新改一次，也不是說去改，
是把這些問題，我覺得說，也不一定說是改，你要在簽約前把這些東西解釋清楚，互相去瞭解和
知道你的底線是在哪裡，我的底線是在哪裡這樣子，然後最後再重新從當中再做一些調整。
AHBA127-128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的地方，所以就是比較後面才有些問題，也是
現在我們比較分歧的地方。
AHBA130-138 其實，在這幾年有這樣子想過，就是想要跟他換合約，就是把裡面的一些限制和
deal 改掉，就是一些限制和狀況去修改，其實就是有這樣子的考慮，就是有考慮過，所以就是因
為現在的狀況和以前的狀況不一樣，那以前的狀況你不知道現在的狀況怎麼適應，所以有一些東
西不管是市場的狀況也好，或是球員本身的狀況也好，其實整個都有在改變，你不可能一成不變
的去用一樣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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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球員的感受
網球運動員最希望能專心在網球場上練習、比賽，其它如贊助、談判與稅務等事
宜都是希望透過經紀人來幫忙，運動員通常是抱著和經紀人簽約會有人來幫助我處理
在球場外的事情與找尋到資源。在受訪者裡，唯有受訪者 B 因為自己處理習慣所有的
事物，反而較不依賴經紀人。
AHBF35-38 單純只是抱著有一個專業的經紀人幫你去 deal international 的事務，當初沒有一些關
係去做這些事情，所以你需要這些人給你一些協助與幫助，那在這些幫助之下獲得利益，當時我
覺得是 fair 的。
AHBF45-46 其實我們覺得在當時這個合約上面沒有陷阱，以純粹的法律觀點來看，算是 fair。
BHBF29 現階段我一切都是自己打理習慣了，所以談經紀人有點遙遠。
CHBF127 他們對老闆，就是比較以朋友的方式去談。

受訪者 A 與 D 認為雙方都是為了獲得最大利益，雙方都必須為彼此創造出價值。
運動員與經紀人雙方面的配合與協調都是促成一個合作關係可以走得更長久，走得更
成功，雖然國內的網球生態不像歐美這麼成熟，但運動員和經紀人仍要做雙方的調整
讓彼此都能獲得最大利益，要讓這種市場的架構慢慢成形。
AHBF147-152 其實我覺得雙方獲得最大的利益，最重要還是選手的表現，選手的表現來創造他的
價值，經紀公司才能夠運用，假使都以這樣子狀況的時候，間接的影響到選手的表現，那經紀公
司沒有拿到他想要的利益，選手也沒有拿到他想要的利益，所以最後還是要找到一個方法，看是
他退一步還是我退一步，所以後來他慢慢的在我們一些提出來的條件去同意或接受。
DHBF90-96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這些點太多我實在一個也記不起來。太久了，我覺得像說一件
事，對方可能有興趣要來贊助我們，然後可能是一個經理，其實這個可能不是主要的東西，而是
有一些要附加的內容，一些條件的內容給你，你要怎麼去配合人家，畢竟你也不能拿了錢拍拍屁
股就走了，我們也不想要這樣子。其實我們就是想要有一個好的關係，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好的
關係才能走長程的計劃，臺灣的現在的幾乎都是三分熱度，跟你說有興趣，然後半年一年就沒消
息了，所以有時候這是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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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提出一項讓研究者感同身受的概念，在職業網球與運動市場裡，要孤軍
奮戰打出成績是非常困難的，只有透過經紀人和專業的團隊才有可能讓個人在網球上
不斷的突破和提升。
DHBF99-106 我覺得經紀人是讓他簽約的運動員可以就是說去專注在他該專注的地方，該做好的
地方，像是網球選手怎麼樣去準備好我的網球，怎麼樣去準備好我的訓練、比賽這些，其他的話
就是經紀人去煩惱，去做這些計劃，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臺灣的網球生態還是比較難做得像一個團
隊，那種整個，沒有那種架構出來，我覺得蠻不好的，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運動，他需要整個團
隊和教練，經紀人要去找很多資源吧。你一個人打，打不到成績的，很難啦，你以前打過青少年
你就知道，你想要成績，你又要一個人，很難啦，成績不可能會出來。

五、爭取利益
根據過往研究，經濟的企業組織運作之中，組織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分開的，並
且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目標也不同，根據代理人理論，理性的所有者 (委託人) 首
要目標是要求企業經營者 (代理人) 達成企業預定之目標，亦達成經營利潤極大化
(廖坤榮，2005) 。經紀人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幫助網球運動員爭取利益，不管是一開始
簽約時，或是經歷的多年的合作，為運動員爭取利益是不能間斷，契約內容不但要保
障運動員或得利益，相對的也是要讓經紀人與經紀公司獲得利益。
AHBE87-89 反正最後他的目的就是要獲得最大的利益。那選手本身也是也有獲得他應該要拿的，
只是經紀公司要看說他能從誰的身上或取到最多的錢。
CHBE30 對，比較好 (契約是否保障利益)。
CHBE78 有，目前都有 (是否創造最大利益)。

第五節

運動員的價值

代理人理論中提出資訊的假設包括委託人的價值，代理人對於委託人價值的資訊
掌握通常都優於委託人，而也因為掌握此價值，代理人可以代表委託人去實施商業上
的行為 (Eisenhardt,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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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價值
運動市場會影響代理人 (經紀人) 的市場價值，而代理人在市場裡的表現也會影
響整個市場價值的發展。根據過往研究，王蘭芬、張瑀珊與薛敏正 (2011) 提出如果
委託人只是為了提高自己公司的市值而花費大量的代理人成本，反而可能犧牲公司長
期利益。運動員固然需要經紀人的代理與幫助來創造出價值，但是在聘請之前，應當
先看自己在市場上的價值在哪裡，例如本身的排名是否吸引到贊助商，如果本身的價
值已經可以在市場用擁有一定的價值，這時候可以花費代理成本來聘請經紀人協助場
外的事務與各項運動原本身的工作。
AIVMV46-48 因為每一個合約狀況之下，每一個選手碰到每一個經紀公司的一些條件也可能，可
能大家都相同，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可能會做一些調整或者是更改。
BIVMV25 排名的變化，除非一直有曝光率，不然在台灣市場沒經紀人價值。

二、運動員的價值
根據過往文獻與研究，運動經紀人是為促成運動相關之個人和團體，在運動過程
中，實現其商業目的、為各方謀取最佳利益、替服務對象創造最大價值，而從事的各
種仲介或代理事務，且從中賺取佣金的專業自然人。而運動經紀人也需具合法資格者
且以獲取佣金為目的，為其代理的運動員提供合約談判、解決議論糾紛、財務管理與
投資、職業生涯規劃等全方位服務，在顧及運動員權益的前提下，為運動員創造最大
的價值 (徐家琪，2011；許凱順、鍾志強，2007) 。
AIVV69-72 所以選手本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最後你還是需要你的經紀人去幫你製
造你的價值。你的價值只能在球場上面表現出來，那球場表現出來的成績就會表現出你的價值，
然後拿這些拿去跟廠商談判。
AIVV78-81 但是選手本身是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因為這東西，其實像棒球也好，像每位職
棒選手有每個人自己的價錢和 condition，在每個 condition 的情況下每個經紀人的手法，他怎麼樣
在最後拿到最後的合約。
CIVV66 對的，我的成績是有慢慢的上來 (成績提升影響贊助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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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V133 可能是他還能有一些，但是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經紀人是否掌握運動員價值)。

網球運動員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市場價值多少，因為市場價值是經紀人知道和掌握
的，問經紀人與其他運動員，通常他們也不會向彼此透露這樣的資訊，而市場也只有
一個大概的市場價值，真正的價值還是有經紀人掌握。
AIVV112-114 其實這些東西你不太會知道，也不會去問題其他選手。你問他也不會跟你說，你剛
講的那些數字是市場的一個 range 在那邊，但是有人就是這樣，有人就是那樣，反正像我剛剛講
的是正負 5…。

運動員對於運動市場、自身價值的資訊，難免落後於掌握清楚資訊的經紀人。美
國足球聯盟中的知名運動員 Billy Sims 曾遇到經紀人隱藏資訊，該經紀人表示某足球
隊對運動原本身不感興趣，當運動員向法庭對經紀人提出告訴後，由法庭介入調查，
發現經紀人並無向球隊詢問簽約事宜，讓球員錯過與球隊簽約機會 (Bryan, 2000) 。
依上例可知經紀人掌握資訊，卻也可以隱埋資訊，運動員與經紀人的資訊不對稱不只
在訪談的結果，也是時常發生於運動市場蓬勃發達的美國運動聯盟中。

第六節

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佣金支付形式

根據過往研究，代理關係重點是在於設計一個契約以激勵代理人為委託人執行工
作，委託人得付出符合代理人貢獻程度的相對薪資。換言之，我們可以將需要服務的
買方視為委託人，提供服務的為代理人，委託人與代理人間的關係，是透過契約明確
規範代理人應該完成的事，以及委託者相應對給予的報酬與誘因 (樓立群，2008；
Charles, 1986) 。運動經紀人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去代理與服務運動員，從中獲取報酬
(陳美燕，2005；蔡秀華，2009) 。根據訪談資料，受訪者會因為經紀公司不同而有不
同的抽佣金的方式。
一、支付與抽成的方式
代理人理論中提出結果取向的合約是依照代理人的工作結果而得到報酬，通常會
與行為導向的合約作比較 (Eisenhardt, 1989) 。經紀人為網球運動員找尋資源、贊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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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等東西，這些都是能讓運動員獲利的來源，經紀人也透過這些服務從運動員獲得
的利益中抽成收取報酬，基本上經紀人會使用運動員所有的條件去獲得廠商的資源。
本研究訪談結果顯示，國內網球運動的經紀約都是以結果導向合約為主，經紀人或經
紀公司計算運動員在某時間內簽的贊助合約、代言等所得，再依照其網球運動員所得
到的合約收入比例賺取佣金。
AOCPW31-32 就是有牽涉到合約、贊助、金錢方面的東西的話，其實跟經紀人有關係的，或是跟
選手的一個，不管是名字、肖像、IMAGE，經紀公司都有權益從中獲得一些利益。每位網球運動
員都可能因為經紀公司都不同而被抽成的方式不同。
AOCPW97 他們都很清楚，他們就抽啊。
AOCPW99 他們是一年一年去結算。
AOCPW103 對啊他們是抽 percentage。
BOCPW13 他沒找到贊助，所以也都沒有。
COCPW24 他是抽的，他上面寫的是他幫我找的贊助和他幫我拿到外卡的獎金他才要抽，其它都
不用。
COCPW28 對，不會。(若贊助商主動找運動員則不抽成)
DOCPW49-50 差不多這樣子，就是每個都不同啦，有些是年終的，有些是三個月的，有時候是半
年或一年的，看他的合約是什麼樣子。
DOCPW52-53 大概吧，看是廣告還是贊助商，出場費有的沒的，我覺得他們有去找的他們都會算
在內吧。

研究者欲詢問出國內網球運動員有關每次獲得的利益被抽多少程的相關資訊，由
於這資訊涉及運動員與經紀人的保密契約，不能被外人探知，基於網球運動為個人運
動，不同於運動聯盟，不會有像美國各運動聯盟出現的薪資披露，網球對於經紀人抽
多少成的金額是保密的，訪談資料只獲得一個範圍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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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CPW108-110 當然每家經紀公司他們抓的合約都不太一樣，有多有少，大概就是在這個正負 5
的範圍之內，所以就要看每家經紀公司他們大概給你的，看當初每個人所擬定的合約，有的人就
多一點點，有的人就少一點點，那大致是就在這個 range。

二、利潤與服務的關係
有時候社會上常聽到一句話是拿多少錢做多少事，這樣的情況在運動經紀人身上
時常發生，越大的客戶可能因為所擁有的贊助較多而支付較多的佣金，當然較多的佣
金也使得經紀人獲得更多的利潤。運動經紀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去創造運動員的價
值和謀取最大的利益，當運動員價值提高，所獲得的贊助也會越多，相對的也增加運
動經紀人的利潤 (徐家琪，2011；許順強、鍾志強，2007；Stein, 2009) 。
AOCPBS113-117 你剛講的那些數字是市場的一個 range 在那邊，但是有人就是這樣，有人就是那
樣，反正像我剛剛講的是正負 5，在這個 range 裡面，只是說每個人他也許我抽你的%數少一點，
但是我從別的地方我賺你，還是可以拿到你的錢，跟你的 condition 和抽他高的 condition 就會不
一樣，對啊，所以這東西最重要還是你選手本身是有想要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AOCPBS265-266 他假如有能力讓選手的價值變大，他無可厚非的就是說獲得他的利潤，
DOCPBS56-59 他其實自己找我的話，那時候如果我有在合約內，我就會說那你去找我的公司吧，
找我的經紀公司，所以我不能去代表那個公司，那個公司都代表我了，如果他們找我的話，我就
給他們經紀人的電話和經紀公司的聯絡方式，他們直接去做。

第七節

運動經紀人的服務與代理行為

運動經紀人所能提供的服務與功能非常全方面，並且需要為運動員爭取最大的利
益，在某些情況下也必須幫助運動員做決定，運動經紀人除了身為運動員的代理人與
仲介之外，其多元的功能包括了代表運動員接洽與協商、合約諮詢、財務管理、生涯
規劃、行銷、處理爭執、經營公共關係與決定運動員的價值 (陳美燕、陳月娥、謝立
文，2005；楊欣樺，2001；European Commission, 2009；Staudohar,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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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網球運動員來說，從青少年進入職業賽後所需要的經紀人提供之需求在每個
階段都稍有不同，隨著排名的提高和賽事參與種類的不同，經紀人也必須隨著網球運
動員的改變而提供不同的服務以滿足運動員的需求。
一、經紀人主要工作
根據訪談資料，網球運動員最需要的是獲得贊助、資源與利益，而且這些都必須
由經紀人去代表運動員與廠商進行談判，在沒有專業背景的支持與訓練下，運動員非
常需要有專業人士代表他們去談判，去尋求資源，而且避免在簽約前與廠商太過直接
得接觸而受到影響。
APSS23 我們就想有一個經紀人來協助你去談合約也好，或是找一點資源。
APSS194-196 其實是經紀公司先幫我詢問，當然我先試用，試用完之後我最後再看這位人士我喜
歡不喜歡、我合作的愉不愉快，當然最後就也不是說決定，而是我們有一個共識去持續下去。
CPSS24 他上面寫的是他幫我找的贊助和他幫我拿到外卡的獎金他才要抽。
CPSS60 是的，他的資源比較多。就感覺他們去談比較有經驗。
CPSS123-124 對，有的，有幾次我有跟他們去一起吃個飯這樣，他為了我們都還蠻盡力去跟老闆
們去談的。
CPSS173-175 對，贊助方面可能也比較不用那麼擔心，像是我們自己以前或是我們家長以前自己
去跟老闆談，可能就比較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講，也不知道怎樣開口，但是現在有經紀人他們就會
幫我們打理。

二、經紀人的其它工作
本研究提出許多文獻支持運動經紀人需具備一些專業背景，有一些專業的背景如
法律、財經、行銷背景都能幫助到運動員。運動經紀人除了提供服務與功能之外，也
扮演著一些重要的職業角色與定位 (林巧怡，2010；徐嘉琪，2011；許凱順、鍾志強，
2007；楊欣樺，2011) 。經紀人需要為網球運動員提供許多的服務，例如安排比賽的
所有行程，讓運動員不用煩惱交通、吃住的問題，而且經紀人有時候必須給予意見與
安排行程，讓運動員能更專心於場上。在網球運動有些特別的安排計劃如安排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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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國外或找尋外國教練，這些是國內網球運動較特別的地方，國內網球運動員需要可
以隨行出國比賽的專業團隊，這些都必須要經紀人去接洽與找尋
APSJ161-163 譬如說稅務的部分，譬如說一些和比賽接洽的事宜，選手要去找教練的一些工作，
這些經紀人其實他都需要去介入這些事情，去幫助選手一些。
APSJ261-264 其實最初剛開始的時候，做一些雜事像是訂飛機訂飯店，其實目的就是讓選手專心
在球場上，其實相對選手有成績了，相對的經紀人的一個角色也越來越也越重要，應該說做的事
情也越來越多，他就要應付媒體，他就要怎麼樣去行銷你的選手，怎麼樣去包裝他。
BPSJ15 在職業賽安排比賽，教練 (Dirk) 的建議是有幫助的。
CPSJ68-69 我現在大部分的贊助就是從以前就是已經有了，只是換一個經紀人去接手，他去幫我
們跟他們講。少部分是他們有幫我們找，像機票啊。
CPSJ103-104 我們就是有時候心情不好，打不好什麼的都會跟他說，會給我意見，幫我什麼的。
CPSJ116 是有這樣的安排，但是我們還沒有去過，可能今年年底吧 (經紀人安排到運動員國外網
球集訓地)。
CPSJ170 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可以有一個專門、專業的在幫我們安排我們接下來的行程跟訓練
計劃。
CSJ183 對，都是有人，就是跟公司的人講一下我們要去哪，幫我們訂一下這樣 (機票與飯店)。

三、理想的經紀人
一位理想中的經紀人分成很多種層面，不論是在該做的事情、該完成的目的與一
些額外的條件，這些都是促成經紀人能更完善的代表網球運動員，也能讓網球運動員
在場上能更專心的發揮。一位理想的經紀人最簡單來說，先是讓運動員能專心於場上，
分擔球場外的所有事情，之後再慢慢找尋機會與資源。
APSIA257-261 我覺得經紀人在每一個階段經紀人的功能都不太一樣，我覺得多多少少都不太一樣，
經紀人就是盡可能協助選手，讓選手可以專心於球場上面，然後幫他在球場以外的東西做一些
cover，去幫他分擔球場以外的事情，這是最初的一個階段。那當然中間的時候慢慢的有了成績有
了什麼時候，當然每一個階段經紀人都是不停的在幫助選手找尋機會，找尋贊助找尋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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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IA32-33 我認知的團隊，是無後顧之憂的出去比賽，當第一步穩定了才能談教練，防護員這些
後續發展。
CPSIA57-58 對啊，經紀人我覺得你要在我們選手還沒完全就是成績上來的時候，你就要盡可能幫
我們找贊助。
APSIA283-285 其實我覺得沒有一定，我覺得經紀人每個人，沒有一定要什麼樣的領域，但重點是
你有什麼樣的領域在某一個部分獲得幫助或者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是也有可能扣分一下。我不知
道，但也許我覺得經紀人，重點是你有沒有做好你的 job。
CPSIA107-108 經紀人最大的功能除了就是幫我們找到贊助，贊助後再來就是教練，然後就是可以
安排我們訓練、比賽行程。
CPSIA114-115 當然是希望他們幫我們找到國外教練，最大的問題是國外教練的經費太貴。
CPSIA119-120 我覺得是行銷上面什麼的都要很不錯，他可以跟別的廠商去談判，談判能力也蠻好
的，可能是還沒有找到什麼不太好的。

受訪者 A 特別強調於價值的部分。網球運動員在場上表現是可以讓自己更有價值，
更好的成績會提升運動員的價值，但是運動員的價值則必須再透過經紀人往上再提升，
經紀人必須具備能創造出不同於運動員本身的價值。
APSIA265 我覺得就是經紀人…總歸就是經紀人如何讓選手的價值變大。
APSIA266-269 最重要的是經紀人如何讓球員的價值變大。當然不是說我去吹捧，而是你去協助他，
讓他更好，這也是價值變大。那你去吹捧，當然也是讓他的價值變大，最重要的就是經紀人如何
讓選手的價值變更大，這就他的工作。

經紀人的工作除了具備有運動產業上經紀人該具備的能力之外，還要時時刻刻為
運動員創造出最大的價值，但是經紀人除了在工作上必須支持運動員，有時候在心理
上或是與運動員的溝通協調上都能幫助運動員，這些無法用工作形容的服務內容，是
身為一位成功經紀人的要領。這些要領包括經紀人本身與他人溝通、協調、交易的手
段，也包括做人做事的態度與講話的技巧，越是有成功的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加上
經紀人該有的職業道德，這些都是理想與稱職經紀人所該具備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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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IA287-292 像我剛剛講的，重點是他沒有抓到當經紀人的重點、要領，跟選手合作的要領他有
沒有抓到，或是跟廠商 handle 這些事情的要領，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當到運動經紀人的角色，
我覺得在這之中你要學習很多東西，要學習稱職，不管是在法律上面也好，口條上面也好，或是
在外表上面也好，外語能力也好，你認不認識你的選手，這些東西就是看你做什麼樣的 manage，
這些東西都是影響你能不能成為一個運動經紀人的因素。
DPSIA116-123 第一，他要有好的溝通能力啦，和好的人際關係，這些我覺得，你要怎麼去溝通，
你要怎麼碰到事情怎麼樣去處理，你的人際關係怎麼樣，你的人緣怎麼樣，就是有時候你需要去
做這些才有辦法把你，簡單就是說有時候你需要一個好的人際關係你才有辦法把這些事情做好。
當然他們也是有一個團隊在做，我覺得具備這兩個是重要的。最主要就是要很正直吧。就是人要
很正直，就是不能說像你剛講的在你背後簽一些，讓運動選手他不曉得的你在做什麼，私底下簽
了一些約，然後叫你出席這樣子，你懂我意思嗎？就是他先要有一個共識再去做這件事，就是互
相尊重啦。

四、獲得利益
在前面的小節中都有提出經紀人必須為網球運動員獲得最大利益，利益對於運動
員是非常的重要，獲得利益可以讓運動員支付經紀人，甚至是聘請整個完整的團隊，
包括教練、防護員、體能訓練師與心理諮商師等，理想中的經紀人，除了前幾個小節
中提出的能力之外，獲得利益從簽約的開始到運動員網球生涯結束都是不可間斷與減
少的。
APSB135-136 經紀公司要幫選手找尋最大的利益，十幾年後我們選手還是要找尋最大的利益。

網球運動員需要專業的經紀人，因為運動員在職涯裡可能會有許多的機會與廠商
簽約合作，而經紀人可以審核這些合約與合作關係。網球名將 Agassi 曾請有法律學位
相關背景的朋友當自己的經紀人，並且負責看 Agassi 的營運狀況與合約哪裡有沒有吃
虧，這位經紀人可以審視合約並且指出營運狀況 (Agassi，2009) 。曾贏得法國網球公
開賽冠軍的中國網球運動員李娜 (2012) 提出經紀公司 IMG 幫助球員的負擔減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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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排比賽、訂機票、訂旅館、諮詢團隊夥伴、安排活動與行程、注意形象與負責申
報運動員所在地 (ITF 藥檢所需) 。
本節結果與文獻中經紀人的功能比對，學者們提出運動經紀人要能全方位服務運
動員，運動員爭取最大利益、做最適合的決定，並且代表運動員與廠商接洽或協商、
廠商的合約諮詢、財務管理與規劃、生涯規劃、談判、管理資產、公共形象等 (陳美
燕、陳月娥、謝立文，2005；European Commission, 2009；Staudohar, 2006)。學者們
對經紀人功能提出的看法與訪談結果吻合，而網球運動員較著重在對於國際網球職業
賽上的安排，因為安排的好壞攸關運動員是否能在比賽拿到成績。網球運動員因為一
個人要支付薪資給與整個團隊，所以經紀人能爭取到的資源是組成團對薪資來源，而
之中的談判技巧、溝通能力與人際關係則特別被要求，相較於歐美卻需要對於法律與
契約的熟悉，臺灣網球運動員更需要的是資源，資源才能支撐起整個團隊，有完整的
團隊運動員才能更快更成功的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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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整體性之結論與建議。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經由
說明討論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提出本研究對於學術未來研究上與實務應用
上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運動經紀契約由經紀公司單方面擬定與主導，網球運動員需要專業幫助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的契約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關係，運動員普遍是理性的面對
經紀人，也認為運動員與經紀人的關係是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在工作崗位上經
紀人必須堅守自己的職位。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國內網球運動員所簽過的經紀約都是由經紀公司先擬定完成，
再由經紀人給與運動員查看，通常會給運動員時間去查看契約內容是否有問題。網球
運動員普遍在簽約時不明瞭契約內容的問題，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契約為外文的關係，
但最大的問題是網球運動員不明白契約中的條款在現實情況如何應用與實行，在沒有
專業背景的因素之下，網球運動員看不懂契約條款的細節。所有受訪的網球運動員們
都有尋找一些管道，如有法律相關背景的朋友或是透過家人協助，查看契約中是否有
出現問題以及直接造成損失的陷阱。不論是否有找尋專業人士審核契約或是查看契約
是否造成直接傷害，包括受訪者 A 擁有十年簽約經驗要花長久的合作時間才慢慢知道
一些契約如何在現實狀況中被限制與實行。根據以上結果顯示在網球運動與經紀人在
簽定契約時，仍處於孤立無援、資訊不對稱與利益可能受損的狀態。
在運動市場裡運動員與經紀人的經紀契約是會隨著時間與運動員的成績而有所改
變，除了較好的成績可能增加收入與吸引贊助商之外，也可能需要較大的團隊，如受
訪者 A 的團隊中包括了經紀人、教練、體能訓練師與防護員，而受訪者 C 隨著成績的
成長漸漸需要隨行出國比賽的教練與體能訓練師，甚至往後有找尋心理諮商師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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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經紀人必須為運動員爭取且找尋優秀的團隊。同受訪者 A 之經驗，先
試用與討論，最後可以保持合作關係或簽定合作合約。網球運動員隨著球員生涯變化，
需求也會有所不同，在契約上可能也會遇到一些過往不曾遇過的限制，運動經紀人在
這方面必須協助網球運動員與經紀公司重新擬定或更改合約，除了能確保雙方合作關
係，也能使雙方達到最佳的利益。
二、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雙方資訊不對稱，經紀人對契約內容需逐一解釋與釐清。
從訪談結果發現，網球運動員在一開始簽定契約時大部分都是抱著有一位專業人
士會幫助我處理事情的單純想法，大部分網球運動員未與經紀人針對契約中每一項條
款做討論與解釋，而最後發現所簽定之契約是偏向保護經紀公司，大部分是讓經紀公
司可以獲得較多的利益，隨著時間與網球運動員的成績改變才發現有些條款限制住了
運動員的利益。
許多國內網球運動員因對於契約內容條款的細節不瞭解，而且經紀人與經紀公司
在簽約的同時也未對於契約中的內容一條一條的解釋清楚，例如什麼樣的條款在什麼
樣的狀況下遇到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經紀人未對網球運動員解釋其契約內容，造成
雙方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在經紀人與經紀公司瞭解契約如何使用的情況下，網球運動
員在簽約時都仍不瞭解自己未來的利益可能受到損害。
同家經紀公司旗下可能會有許多的運動員，經紀人為了幫助運動員獲得贊助合約，
會想盡辦法使用手段讓旗下每位運動員都能獲得利益。但經紀公司本身獲取利益會在
與贊助商簽合約時，利用合約中的運動員去搭配旗下另一位的運動員，這種 1+1 的方
式是一位大咖搭配一位小咖的運動員，讓大咖運動員去提升小咖運動員的價值；或是
1-1 是一位大咖搭配一位小咖，但是小咖會被先減價與大咖一起簽約給贊助商。雖然
1+1 或 1-1 的結果可能對於運動員不公平，但是都是經紀公司為了達到最大利益的手
段，這些包裝與手段通常都不會讓運動員知道所搭配運動員的簽約金價值多少。根據
以上研究資料，就達成一種運動經紀人對網球運動員隱埋資訊與價值的事實，證實符
合文獻上所探討的資訊不對稱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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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之間最大問題為佣金上的爭議，雙方必須透過完善的契
約避免紛爭
運動經紀人與網球運動員之間的代理關係上有時候是會出現目標與利益問題，當
雙方目標不一致且無法達成共識時，就形成了利益衝突。根據訪談結果，運動經紀人
獲得最大利益就是盡可能從運動員身上拿到金錢。當然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不只
有金錢上的利益衝突，當網球運動員需要運動經紀人找尋贊助廠商與資源時，運動經
紀人可能會要求網球運動員先要有好的成績，運動員卻可能在這時候認為當本身擁有
好成績時就不需要運動經紀人協助找尋贊助場與資源，就正確的運動市場來說，運動
員與經紀人應該各司其職，運動員專心於運動場上表現與平日訓練，經紀人應當依照
運動員現有的價值去找尋最好的資源，這樣才能為彼此創造出最大的利益。
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C 的契約有些不同，受訪者 A 全部的贊助所得都必須讓運動
經紀人抽取佣金，而受訪者 C 在這方面卻不用支付佣金給與運動經紀人，受訪者 C 只
需支付運動經紀人所找尋贊助合約與外卡獎金的佣金。受訪者 A 認為運動經紀人在國
內並未替到找到現在國內的贊助單位，這些贊助單位是主動或受訪者 A 在國內自己尋
找的贊助單位，經紀人從中並未有任何協商的幫助與談判，經紀人還要從中抽取佣金
讓受訪者 A 感到不公平，雙方有利益上的衝突。但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 A 目前已與
經紀公司達成共識與釋出善意，未來雙方將更改契約條款。
獲取最大利益是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共同的目標，都是需要彼此在工作上稱職的
表現才能獲取利益，良好的契約可以訂定出雙方獲利的條件與收益，能有效化解雙方
因利益上的問題，當然有些契約需要時間去了解和執行才能顯現出利益的所在，當契
約產生變化或衝突時，就需要雙方擬定新的契約或者是結束雙方合作關係。
四、網球運動員的價值在於運動成績，提升運動成績有助於獲取更好的契約
本研究之運動員的價值是反應球員所能獲得的外在價值，對於心理層面上的內在
價值則不作討論。在職業網球運動裡排名代表了一位職業球員在國際網壇上狀況，排
名是職業網球運動員的籌碼、地位與成績，排名越高的球員因為可以參加更大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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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更多的曝光率和知名度，以上都會成為贊助商或合作廠商爭相爭取的對象，但這
些價值也必須透過經紀人或是廠商才能讓球員本身獲得價值背後所能產生的利益。
運動員的價值在網球運動員的發展初期必須依靠球員在排名上和出賽成績上來增
值，如果在這段期間內能有經紀人適當的管理與規劃，能讓球員得到多一點的資源，
多一點的資源能聘請更好的教練與在更好的環境中訓練，在比賽上也能參加更多的賽
事，在球員執行努力訓練下，藉由教練與賽事能有更大的機會提升自己的排名與成績，
而這些都將會增加自己能參與大賽的機會，以上的成果都助於獲得贊助商的青睞，這
些青睞會讓自己獲得更多更多的資源，也能讓自己的運動團隊更加的完整，而這些都
是增加球員價值的最大來源。
五、運動經紀人的佣金以抽成方式支付，運動員簽約前必須檢視佣金與工作內容
網球運動員需要運動經紀人執行代理工作，網球運動員相對的必需付出對等的薪
資或佣金，在某些契約上只要牽涉到合約、贊助或金錢的部分，只要以上項目與經紀
人是有關係的，不論是運動員的名字或肖像，經紀公司都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利益。根
據訪談結果所得，國內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的佣金都是以抽成的方式收取，並且
每年結算，經紀人從每個贊助合約中的所得贊助金抽取 2%~4%正負 5 範圍內的佣金。
根據受訪者 A 的訪談結果發現，運動經紀人會因為收取佣金的不同而分配照顧網
球運動員的時間與事項。換句話說，運動經紀人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會花較多的時間
在較大的客戶以確保最大的利潤。網球運動員需要經紀人來幫助自己能專心於場上的
練習與比賽，在國際職業網壇裡，要依靠自己一個人孤獨奮戰是非常不容易成功的，
唯有透過完整的團隊，包括經紀人、教練、防護員等，而經紀人需要找許多的資源來
完成這個團隊的組合，去幫助運動員架構出一個計劃與藍圖。
網球運動員與運動經紀人都希望擁有雙贏的局面，運動經紀人應當幫助每位運動
員擁有更大的價值，若雙方出現利益衝突，必須找尋出良好的共識與妥善的協調，運
動員與經紀人雙方必須避免創造利益機會的喪失，而經紀人不論是運用什麼手段，在
合法的範圍內要讓運動員價值變大才是成功的運動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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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業網壇的經紀工作是多元且複雜的，網球運動員需要多元的服務與代理行為
文獻中許多的研究中已提出運動經紀人所應該提供的服務與功能，也包括運動經
紀人所該具備的能力與職業角色，根據對於國內網球運動員的訪談，所得到的結果是
網球運動員認為運動經紀人是能瞭解網球運動員的狀況，並且能與網球運動員進行良
好的溝通與協商，除了要清楚各項合約、處理稅務之外，最重要的為網球運動員找尋
最大的利益，包括贊助商與資源。
根據訪談所得之結果，運動經紀人要能讓網球運動員心無旁騖的專心於場上，找
贊助、訂機票、訂飯店、安排賽程、安排訓練場地等雜事也都是網球運動員期望運動
經紀人能做到的。本研究另外發現網球運動雖然是個人的運動，當球員在場上實是非
常的孤獨的，但是網球運動員卻需要完整的團隊與自己合作，這個團隊包括運動經紀
人、能隨行的教練 (外國教練是國內網球運動的偏好) 、體能訓練師、防護員 (或者
醫生與復健師) 與心理諮商師，尤其隨著網球運動員本身成績提升後，手握更多的資
金時，網球運動員普遍希望能讓自己的團隊更完整，並且需要整個團隊跟隨自己四處
征戰，不同於籃球、棒球、足球、手球等團隊運動有統一的教練、隊醫等，網球運動
員偏向自己與所有其他專長且能幫助自己的人合作，以達到更好的成績與狀態。
一位運動經紀人不論具備什麼樣的專業能力，最主要的是有沒有做好他該做的工
作，例如與運動員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與共識，讓運動員無後顧之憂，而經紀人也必
須具備一些溝通能力與好的人際關係，有些情況即使專業能力再豐富，沒有良好的溝
通能力與人際關係仍無法圓滿的處理事情。成功的經紀人需要有好的職業道德，在談
一份與廠商合約前都能與網球運動員做好協調，確定對彼此有利再確定是否接受廠商
的合作。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都需要尋找最大的利益，才能支撐與支付整個訓練計劃、
團隊與在世界各地的比賽，在雙方剛開始簽約時，經紀人必須幫助網球運動員創造出
最大利益，而在往後的合作關係，仍是要大成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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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實務上之建議
網球運動員在簽經紀約前必須請專業人士查核，政府未來需明訂運動經紀契約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契約問題，運動員不應只找家人看經紀約是否有問題，應
當以更積極的態度去找尋法律與契約相關專業人士，必要時更應該聘請律師在簽約時
協助查看契約內容是否有問題，針對代理的問題能有預先的監理機制，避免在未簽約
的開始就有吃虧的問題。在政府方面則可以學習美國的運動法律去制訂專屬於運動相
關的法律，運動經紀人契約書也應當由政府訂制出大方向。
網球運動員必須逐一瞭解契約內容，政府未來需明訂運動經紀法律制裁資訊隱藏
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資訊對稱問題在於經紀人不會針對契約內容與各項條
款細節作詳細的解說，也不會去解釋在什麼情況下條款如何被實際運用，而以上的問
題應該由運動員在簽約前就要聘請或請教專業人士，更重要的是去釐清每一條款的細
節，要知道自己的契約狀況，也要知道運動經紀人的工作詳細項目。在政府方面則是
要盡快的訂定法律針對隱瞞資訊或是隱瞞運動員利益的情況作制裁。
網球運動員在簽約前必須確認抽成佣金與代理事項
網球運動員的利益問題關係著網球運動員能獲取到的利益，經紀人雖然主要工作
是幫助網球運動員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是每項合約的抽成或是如何幫助網球運動員獲
益其實都是經紀公司獲利居多，這樣的結果可能會讓經紀人有機會投機，網球運動員
在簽約前應當確定經紀人能幫助自己創造多少利益，如果需要付的代理費用讓自己無
法長期得利，就要考慮是否續聘經紀人，也要考慮經紀公司的規模與代理方式是否適
合自己。國內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簽屬的經紀契約都是結果導向的契約，在與廠商、
贊助商、代言與外卡費的獲利結果收取佣金為主，但是每家經紀公司收取的標準與收
取的比例不盡相同。針對收取的佣金比例，若政府在未來要推動運動經紀契約相關的
法律與公開標準，那應當先設定一定的佣金比例，避免經紀公司暴利，再者，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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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網球運動員收入情況來訂定該收多少佣金，讓網球運動員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也讓想貪污的經紀人退卻。
網球運動員找經紀人之前必須先對自己的現況做多方的分析
網球運動員的價值是靠著自己在場上的努力來獲得成績，然後由成績的結果讓運
動經紀人來替自己創造出在運動市場裡的價值。網球運動員簽約前必須先瞭解自己在
場上的表現如何，並且應當詢問專業人士關於自己的職涯和場上成績，在與經紀人合
作前應當詳談經紀人如何幫自己創造價值，並且詢問如何獲得更好的成績，以詳細的
計劃為基底與經紀人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網球運動員如果有運動經紀人的幫助，對於自己的網球職涯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國內有許多優秀的男子網球運動員，但是並不是每一位都有運動經紀人，以男子
網球運動員的現況來說，有運動經紀人的網球運動員因為經紀人的安排比賽與外卡的
關係，成績會更有所提升機會，而經紀人所安排與找尋的資源都讓運動員更有機會與
更好的團隊合作，對於的成績的提升也更有幫助，而目前有世界排名的國內男子網球
運動員幾乎都有運動經紀人來代理球場外的事務。
本篇研究希冀研究之結果給予未來想邁向世界職業網壇的新秀與想要有運動經紀
人的網球新生代好手們一個參考的依據，包括釐清在簽約前必須確認的事情，並且在
簽約前也能請專業人士確認過每一項契約中的條款，更重要的是在踏入職業網壇後，
能知道自己在不同狀況需要經紀人更多元的協助，幫助自己創造出最大利益。
本篇研究希望透過研究結果讓未來想從事網球運動經紀人之人才能做為參考之依
據，讓想踏入此職場之運動經紀人才能知道網球運動員最主要的需求，並且在網球運
動員的職業生涯中可能遇到的轉變與需要的幫助，希冀此篇研究能讓運動經紀人才在
接觸網球運動員時能更快的進入狀況，讓網球運動員能心無旁騖地在球場上創造佳績，
更助於運動經紀人與網球運動員雙方更能獲得利益與創造最大價值。
美國曾出現許多經紀人貪污與隱藏資訊等問題，針對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問題，
Bryan (2000) 曾提出，在法條上可以考慮美國 Florida 州的運動經紀人法條，以州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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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去影響、實施與執行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契約問題，且能打擊貪污的問題，而臺
灣方面，則可以在立法院提出針對運動的經紀人相關法條，以國家的運動法律去約束
運動員與經紀人之間的契約問題，並且能運用此法條去審核、規範與制裁運動經紀人，
在運動經紀人出現貪汙行為時，能有法可治，此法也必須與世界運動的市場與趨勢接
軌，讓運動員與經紀人雙方的利益獲得更多的保障和安全。
二、學術上之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編碼上針對各概念給予英文字母編碼，但在訪談對象、選擇編碼、
軸心編碼與開放編碼四個層次的編碼之後，以上的運用會導致編碼整列都為英文字母，
對於之後的辨別容易產生混亂，導致編碼表與第肆章結果與討論比較與對照上的混亂，
針對此項問題，建議未來研究能有制式的編碼系統，針對研究對象、選擇編碼、軸心
編碼與開放編碼能給予固定的編碼表，以減少在研究討論上的混亂。
本研究只針對於男子網球運動員作單方面的研究，有礙於研究對象之運動經紀人
不願接受訪談的情況，未來研究可以朝著以運動經紀人對於網球運動員的方向做研究。
另外，本篇研究並未對於國內女子網球運動員做訪談，在這次的研究中，對於國內優
秀的女子網球運動員曾詢問是否可接受訪談，但女子網球運動員有礙於其運動經紀人
因為經紀約乃商業機密故不接受訪談，此結果非常得可惜，沒有全面性的研究難以讓
學術上向前邁進，而實務也無法參考學術上的研究結果來實施，希望未來研究能對於
國內全部的男女網球運動員與其運動經紀人做全面性的研究。若運動經紀人相關研究
未能更進一步的做全面性研究，將使新生代網球運動員每次在進入職業網壇前都必須
再次經歷前輩們所經歷過的困難，這將使國內的網球運動員固步自封，無法更迅速的
突破現況。若未來能做全面性的研究，將使後輩們能更快的進入職業網壇，也期盼能
加速國內的網球選手締造與刷新國內網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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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網球運動員訪談大綱

基本資料訪談：
請問您的貴姓大名？
請問您的球齡有多久？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打國際青少年賽事 ITF？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打國際男子網球賽事 ITF 與 ATP？
請問您目前的成績與排名？
請問您什麼時候拿到 ATP 的第一分？
請問您花了多久的時間拿到 ATP 第一分？
請問您花了多久的時間到達現在的排名？
請問以您得角度如何定義職業網球選手與非職業網球選手？
運動經紀人相關題目：
請問您如何開始接觸您的經紀人？
請問您如何和經紀人簽約(過程)？
請問您的經紀約是簽給公司還是個人？
請問您是否曾和經紀人一起擬定過契約？
請問簽約時，在擬定契約的過程中有人幫助過您嗎？
請問您的經紀人契約是否更改過？
如果更改過，請問更改過什麼？
如果沒更改過，請問這份契約是否幫助您創造最大利益？
請問您如何支付(compensate)您的經紀人，是固定薪資還是所得的百分比？
請問您曾經換過支付經紀人的方法嗎？
如果您有換過經紀人，請問離開舊經紀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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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選擇新經紀人來代表您的原因?
請問您覺得經紀人帶給您什麼益處？
請問您和經紀人之間曾經發生過什麼問題或衝突？
請問您的經紀人是否曾經隱藏過資訊？
請問您的經紀人的所為是否曾不符合您的利益、期待而導致利益受損？
若有，請您舉例嗎？請問例子是否可以解決？請問您怎麼解決？
以下是針對您職業生涯對於經紀人需求的歷程與想法。
請問您現在如何切割與分別什麼是業餘網球運動員與職業網球運動員？
請問您如何踏上和決定走向職業網球運動員？
請問業餘、非職業與排名之變化讓您對於經紀人會有什麼樣不同的需求與看法？
請問您希望與理想中，一位稱職的經紀人在您的生涯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請問對您來說經紀人需具備什麼專業與功能？為何需要這些專業與功能？
請問經紀人是否需要幫助您組成您的團隊？
請問您認為身為一位職業選手，您的團隊裡需要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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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是

研究者參與同意書

，瞭解本研究的題目和性質，同意參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

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黃思銘，在張少熙教授指導下所作之研究
「以代理人理論觀點分析臺灣男子網球運動員與經紀人關係」。
並且瞭解下列事項：
1.

我知道這是一項學術研究，參與者個人自身的權益將受到保障。

2.

研究人員承諾對訪談內容保，不在任何書面或口頭報告中揭露我的姓名與可以辨
認我身分的資料。

3.

我同意在接受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機錄音，方便研究人員記錄集整理資料。

4.

研究員在研究報告採用的訪談資料與紀錄內容必須經過我的確認。

研究者參與姓名：

研究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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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編碼分析

契約問題
選擇

軸心

開放

編碼

編碼

編碼

逐字稿內容
ACCR272-275 你要看每個人的感受啦。當然我覺得
是，有些人覺得他是父親，有些人覺得他是朋友，有
些人覺得他很現實，我覺得每一種角色都有人認同。
但我覺得一個經紀人，都應該面對現實，但問題是說，
你當然很高興或是很慶幸可以獲得經紀人，在商業的
上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在這以外，其實有很
多的一個想法的交流。
CCCR9 合作與簽約都是一年半。
CCCR47 對，簽給 X 哥的時候，還是青少年。(第一份
契約)

網

CCCR64 對的。(經紀公司手握資源多有益簽約)

球

CCCR99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是像兄弟吧。

運

DCCR25 目前來講，有簽過三個。

動

DCCR40 大概就六年的時間 (A 公司簽約年數)。

員
契

與

契

約

經

約

問

紀

關

題

人

係

之
契
約
問
題

DCCR62-65 換到 B 其實就是想要有一個改變，B 的話
他是一個大公司，他簽了很多選手，很多運動員，不
是只有運動員，就是還有娛樂圈也有，他是一家很大
的公司，所以他不可能，除非你是很頂尖的運動員，
不然他不可能照顧得很好。那時候想說 6 年了，想要
有一個改變，想說我要換換一些新的火花這樣。
DCCR67-71 B 換到 C，其實換到 C 是這一兩年的事情
吧，其實很簡單啦，我現在其實也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然後去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就已經沒有
那麼制式化的了。不是像我之前那樣，合約幾十張這
樣子，好多的詳文這樣子，就比較簡單，然後兩方有
一定的共識，而且我覺得是，其實我比較熟的朋友啦。
A 跟 B 就是，A 現在是沒有聯絡了啦，那是很久的事。
DCCR73 大概就六年的時間。
DCCR77-79 也沒有耶，其實我中間是有休息三年啦，
等於是他們也沒辦法幫我做什麼。我覺得網球選手
喔，運動經紀約是比較不一樣，因為他就只是簽一個
對象，那也是比較難。
DCCR109-112 他怎麼樣把選手照顧好，這個就是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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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啦，對啊，你要怎麼樣把選手照顧好，他的一些
最基本的，這就好了，其它的就是也不需要太…我覺
得公歸公，私歸私啦，這樣子，選手跟經紀人的關係，
有時候是經紀人，有時候是朋友這樣子，他要很清楚
的站在選手的立場去想，也不能說太商業化去考量。
DCCR131-132 受傷的話其實我也沒有停掉啦，就是都
一樣，但都是我自己處理，這三年我受傷都是我自己
去找我的資源這樣子，就全部都我自己來啦。
DCCR136-141 組成一個 team 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去要
的，沒有人說一定要組成一個團隊，是我覺得我自己
要這樣子我就自己去做這樣子，就是我自己去接觸，
其實人家介紹的我不一定適合，所以你也知道全世界
網球教練幾十萬個，也不一定都適合你啊，經紀人也
是啊，所以這種有時候就是，遇到然後聊一聊，看看
可不可以合作，再做到下一個階段這樣子。然後團隊
最重要的人，每一個都很重要，我覺得我團隊中的每
一個我覺得都很重要，都是缺一不可吧，最重要是達
到那個信任。
ACCP6-9 應該說他先來接觸我，他們就會到球場去觀
察，可能有興趣的話，會主動來跟你碰面和瞭解你的
狀況，就是第一次跟他接觸時，是他來接觸詢問我的
一個狀況，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第一次見面的機會，當
然往後的話慢慢開始有一些互相聯繫，在互相慢慢雙
方面的想法和共識，最後才合作在一起。
ACCP13-14 正式簽約是在 2004 年，我們正式的定一個
合約，開始進公司，開始變成正式的經紀人。
ACCP42 有有有，其實有，應該是說我哥哥應該是有
簽

去問這個啦。

約

ACCP21-22 就是我們拿給一些，應該說比較內行看契

過

約書和懂合約的人來看過，我們當然有過目過。

程

BCCP4 因為盧 XX、王 XX 關係接觸德國經紀人。
CCCP11-12 他以前也是打網球，我跟他年紀是差比較
多一點，我是透過劉哥介紹認識的。
CCCP17 他都已經擬好了，然後我看過了合約我才簽。
CCCP20 我的爸媽有幫我。
CCCP45 我不知道我的爸媽有沒有去找，因為那時候
我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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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P27-28 那時候我約 14，快 15 歲，接觸喔，就他
們來接洽，就是我有比賽，他們去看我打，打完比賽
後就帶我去坐下來，像面談這樣子。
DCCP28-29 那時候是我的父親他帶我去比賽的，然後
所有的細節上其實都是我的父親幫我處理的。
ACCF17 他有提供兩份。
ACCF213-215 像球場外的經紀公司，其實就很單純的
合

就是國外還是德國的經紀人，然後在 local 的我就是交

約

付給我哥。

形

BCCF6 Dirk 合約書拿給我填。簽給公司

式

BCCF10 都沒有更改。
CCF14-17 公司…他都已經擬好了，然後我看過了合約
我才簽。
ACCCP46-49 因為每一個合約狀況之下，每一個選手
碰到每一個經紀公司的一些條件也可能，可能大家都
相同，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可能會做一些調整或者是更
改，但是問題是，你看一看，就是沒有一些 cheating
的地方，或是陷阱，或者是你簽下去就是賠錢策略。
ACCCP130-131 其實，在這幾年有這樣子想過，就是
想要跟他換合約，就是把裡面的一些限制和 deal 改
掉，就是一些限制和狀況去修改
ACCCP136-139 那我們現在的需求跟十幾年年不一樣

契

的時候，那表示舊式的合約不可能一成不變，不可能

約

再套用十年前的東西，那現在我們希望可以去做一些

問

調整和修改。

題

ACCCP144-147 那假設你堅持你的點但是選手不同

出

意，選手不高興的時候，那這個合作關係其實就已經

現

變質了，而且就已經是有出現問題的時候，那最後最
差的打算就是雙方可能結束合作關係，那或是雙方產
生一些不信任因素的時候，那這樣合作關係其實已經
是沒有用的時候，那雙方也沒獲得很大的利益。
CCCCP36-41 那時候溝通比較沒有那麼好，那時候我
還蠻小的，有一次跟他們出去比賽，還有請一位外國
教練跟 X 哥一起去。那次打得不是很好，然後他們對
我很不滿意，然後就是講話，講得就是有點難聽，就
是說我不努力啊什麼，那當時我才剛從青少年轉職
業，然後狀況那時候也不是很好，剛受傷完出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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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們雙方溝通了一下就覺得，可能我們覺得他們沒
有盡到他們要做的，他們覺得我沒有做到選手該做
的，然後我們就先停止這個合約。
ACCS49-51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想要 make sure 的這樣
子，或是直接對我們造成傷害，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
要找尋這些會對我們造成直接傷害的東西，那些專業
人士看是沒這樣的問題存在。
ACCS140-144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當中都一直在做討
契

論，那其實慢慢的有一些條件他們也已經接受，也不

約

能說釋出善意，因為一開始，想當然在一些協調過程

問

有些東西他們也是蠻堅持的，會覺得有些東西我本身

題

就該這樣。問題是，最後雙方面都希望結果是雙贏，

解

我們是保留原本的關係，然後你也是得到你的利益，

決

然後選手也高興，這是雙方都樂見的。
ACCS160-161 所以我們也在幾次的討論之後，妳也會
比較清楚他應該要協助選手在合約以外的哪一些東西
CCCS39-41 後來我們雙方溝通了一下就覺得，可能我
們覺得他們沒有盡到他們要做的，他們覺得我沒有做
到選手該做的，然後我們就先停止這個合約。

組織的假設
選擇

軸心

開放

編碼

編碼

編碼

逐字稿內容
AOIUC48-55 但是問題是，你看一看，就是沒有一些
cheating 的地方，或是陷阱，或者是你簽下去就是賠錢
策略，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想要 make sure 的這樣子，或
是直接對我們造成傷害，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要找尋

契

這些會對我們造成直接傷害的東西，那些專業人士看

組

資

約

是沒這樣的問題存在，其實我現在再回顧最早簽約的

織

訊

條

情況，其實我覺得，因為你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你

的

對

文

才會這個條款是這樣子用的，或是這樣子是會被限制

假

稱

不

到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現在這個條款裡面，原來是

設

性

明

這樣子在走的，當你沒有碰到這個狀況的時候，你並

朗

不會覺得這樣子，
AOIUC156-158 其實合約上面並沒有明文規定說他的
工作範圍在哪裡，這是有一點，也不是說奇怪，而是
你不知道這個 bottle line 在哪裡，不知道什麼事情是確
確實實的是他應該要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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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UC158-160 當然合約上的是他確確實實要負責
的，但是合約以外的東西，你不知道，所以也因為這
點，其實在這幾年當中我們也做過討論，就是說你能
過做的是什麼，你需要做的是什麼，在合約以外的。
AOIUC163-167 但其實說在這個合約上面沒有很明文
的規定他的工作範圍是在哪裡。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其實在這個方面我也有點小小的疑問，在其它的合約
上面和其他的選手，他有沒有在這個裡面是規定的。
但至少說，我問他的選手，跟他合作的，跟這個經紀
人合作的，他們好像也沒有這樣規定，那接下來我可
能要去探討的，可能是其它家經紀公司是不是有這樣
子的規定。
COIUC72 我現在是還沒有遇到。(經紀公司隱瞞資訊)
COIUC80-82 到目前可能還沒有啦，就是因為他們的公
司比較大，大家都認為說，簽給他們，他們的公司可
能會贊助我們，可能大家都這樣認為，後來其實是沒
有，他們就只是一個經紀公司。
DOIU33-35 有看過，但是我沒有說…因為都是英文
的，合約其實都有一些在法律上，一些我不是那麼瞭
解的，那種法律的東西，那以前是大概可以知道啦，
全部的話沒有說很清楚。
AOIF29-30 這份合約還是商業性質，那後來看的時
候，其實大部分合約是保護他們經紀公司，感覺較多。
AOIF42-45 那當然是說在當時，你去看這個東西的時
候，也不是對選手不利，而是在某些時候和情況下，
你才會有直接被這些合約的條件去限制到，那假設你
契
約
公
平
性

沒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會走的比較順，反正這就是
一個制式化的一個條款這樣子。
COIF22 沒有。(是否有法律背景人士協助看契約)
COIF96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是否有
不合理的部分)
COIF130 他會有個別設計，會看每個人有什麼不一樣。
DOIF37-38 當然有啊，當時有，因為那些公司在臺灣
也有分公司，國外公司然後臺灣也有分公司，所以還
可以啦，溝通上啊，所有的協調啊，都還蠻順利的。
DOIF43-44 其實他們還好，他們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合約裡面寫的他們沒有做，他們就說，就是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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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觸犯到合約裡面的問題。
DOIF46 對，目前都沒有碰到合約上的問題。
DOIF83-85 其實我遇到的這些都是蠻透明化的啦，沒
有說他幫你找好，然後自己又去弄一些，我目前是沒
遇到這樣子啦，也蠻幸運的啦，我目前是沒有遇到說
他有什麼東西沒有講的，在我印象中比較少這樣子。
契
約
條
文
不
做
解

AOIUE23-26 當時的想法就是比較單純的方向，那其實
我覺得我們沒有就是共同坐下來一起去討論，或者是
說，去一條一條的去解釋，他只是這個東西給你，那
當然他讓我有一段時間去了解，當然他有說你有哪一
些問題可以提出來，那大致上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釋
從

AOIS22-23 其實當初的一個想法就是，在那個時候你

運

不會想太多，我們從當中不能獲得什麼。

動

AOIS91-95 其實我覺得至少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金錢上

員

和合約上面有任何的隱瞞。我們也沒有這樣子做過，

出

問題是我們這些合約是非常公開的，假設今天是他找

發

的，他的 percentage 他要怎樣拿，假設是別人自己來

的

找我們的，這東西也是公開的，最後我們談成合約的

資

時候他也知道，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要讓他過目這些合

訊

約，所以除非是我們跟簽約公司擬定假合約，不然這

對

些東西都是很 OPEN 的。

稱

COIS74 現在，目前可能還沒有。(自己創造出超過契

性

約的價值)
AOISD62-69 至少我覺得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就是去直

經

接的去破壞一個選手，他跟每一家公司去 deal 每一件

紀

事情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他們會用一些 1+1 或是 1-1

公

的方式，問題是我們沒在其中的時候，我們不會很瞭

司

解和不知道他們敘述的內容是什麼，問題是，可能他

提

們今天可能今天要這個東西，可能另外一個東西關於

供

另外一個選手，我這個選手就便宜給你，就是說他們

的

有時候有點 treating 的方式，但是問題最終選手還是有

服

得到利益的，問題是說，他可以獲得更高，問題是他

務

在一個換一個和一個換一個 strategy 的方式上面來講

差

的話，相對在隱形上面你可能稍為會被犧牲，但是最
94

異

終問題是選手還是得到他的 contract 和他的錢。

性

AOISD72-78 那其它的像 IMG 我不知道他們的過程，
但是我知道這些公司他本身也許一個人掌握蠻多的選
手，那蠻多的選手我就可以單一的推銷某個選手。那
你不喜歡我可以在推另外一個選手，這個選手推上去
的時候，那他會拜託你這個選手就 service (撒密蘇：招
待的)，把我抓起來，其實都有，有時候他會拿另外一
個選手來協助你，或者是拿你去協助另外一個選手，
所以這個東西你不能夠完完全全說他是占你便宜，也
有可能他是從別人或得你的利益，不管他要用什麼方
式，最終他要獲得利益，但在我的認知，我覺得他這
不是隱瞞，而這就是他的方法。
AOISD81-86 那你說像我們講 Pujols(天使隊)這些很大
咖，但是你不能夠說這些經紀人在下面他沒有去犧牲
掉一些小的選手，譬如說天使給我這個 Pujols，那你
現在給我這個 Pujols，我現在是不知道現在他的價值
在哪，但是我就假設給他一年合約 2000 萬 10 年合約，
然後另外一個選手可能他原本是 750 萬，然後我就算
700 萬，幫我拿三年，雖然說是他再降價，但是也有可
能延長合約，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經紀人的一個方式。
AOISD171-176 其實也不是都一樣，說實在的，你的客
戶，你當是照顧你最大的，因為這是你賺錢的來源，
如果今天我沒有把我賺錢來源顧好的時候，也不是說
他忽略小的客戶，而是說他的時間就是這麼多，所以
以比例來講的話，他當然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他比
較大的客戶上面，這可以讓他保障最大利益，他的
Income 是最多的，這不要說是經紀公司，這個在其他
的大公司的商業模式中也是這樣子的。所以，他會替
他作的雜事，和替他做的一些協助一定是更多的。
AOISD176-179 所以我們剛說合約上是一樣的，但是他
幫他做的意願會比較高啊，因為我知道我幫你做，你
表現好我才有可能做多啊，但是我今天我幫小客戶
做，你不見得表現好啊，那麼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幫你
做合約以外的，我們說其它的事情，但我不見得從你
身上賺錢。

人的假設
選擇

軸心

開放

逐字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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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編碼

編碼

AHBC8-9 當然往後的話慢慢開始有一些互相聯繫，在
互相慢慢雙方面的想法和共識，最後才合作在一起。
DHBC87-88 利益喔，有看什麼樣的狀況啦，其實狀況
取

都蠻多的，不同的價值觀啦。我覺得後來有時候，但

得

就在協調之後找到平衡點，然後大家 OK 在繼續進行。

共

DHBC126-129 對啊，就是說要有一個互相的共識，然

識

後才有辦法去做下一步啊，不然他假如要這樣做，然
後我覺得不妥，或是我想要這樣做，他覺得不妥，這
樣子兩個人就沒有一個共識，就只能先是取消或是放
棄，原本可能有一個好的機會然後又 miss 掉。

AHBTD33-36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是偏向，有些條款還
是偏向保護他們自己，我覺得是在後來，在最後，也
不是發生問題再去看合約的設計，有些東西是當初我
人

利

們想到的，大部分妳沒有這個問題時，這個條件，這

的

益

項會是有問題的，單純只是抱著有一個專業的經紀人

假

問

幫你去 deal international 的事務。

設

題

AHBTD39 其實裡面的一個狀況，其實對經紀公司是比
較有利的。
雙
方
目
標
差
異

AHBTD124-125 問題是有很多是別人去洽談的，去擬
定這樣子的 deal 的時候，還是要拿同樣性質的佣金，
我覺得在這地方我們就不太同意，在這幾年來就比較
沒有辦法接受。
AHBTD152-153 當然有一些經紀公司它是非常強硬
的，他也許就是不要，他可以把你擺爛啊。
BHBTD10 沒發揮最大利益。
BHBTD19-20 國外教練費過高，對我來說是負擔，他
說在歐洲行情就是如此，無法解決。不然就不要。
CHBTD54-57 之前我覺得還好，因為他們認識國外比
較多，他們找到的國外教練比較好，但是經紀人應該
是要找贊助什麼的，但是他們一開始就一直說你要成
績打出來後才可以幫你找到贊助，對，那我就覺得那
如果成績打出來了也不一定要靠你們找贊助，自己去
講也沒有人來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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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BAC55-58 所以我說假如現在回到 10 年以我現在的
立場的話，我會重新改一次，也不是說去改，是把這
些問題，我覺得說，也不一定說是改，你要在簽約前
球
員
欲
對
契
約
條
文
修
改

把這些東西解釋清楚，互相去瞭解和知道你的底線是
在哪裡，我的底線是在哪裡這樣子，然後最後再重新
從當中在做一些調整。
AHBA127-128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的地方，所以就是比較後面才有些問題，也是現在我
們比較分歧的地方。
AHBA130-138 其實，在這幾年有這樣子想過，就是想
要跟他換合約，就是把裡面的一些限制和 deal 改掉，
就是一些限制和狀況去修改，其實就是有這樣子的考
慮，就是有考慮過，所以就是因為現在的狀況和以前
的狀況不一樣，那以前的狀況你不知道現在的狀況怎
麼適應，所以有一些東西不管是市場的狀況也好，或
是球員本身的狀況也好，其實整個都有在改變，你不
可能一成不變的去用一樣的合約。

爭
取
利
益

AHBE87-89 反正最後他的目的就是要獲得最大的利
益。那選手本身也是也有獲得他應該要拿的，只是經
紀公司要看說他能從誰的身上或取到最多的錢。
CHBE30 對，比較好。(契約是否保障利益)
CHBE78 有，目前都有。(是否創造最大利益)

資訊的假設
選擇

軸心

開放

編碼

編碼

編碼
市
場
反

資
訊
的
假
設

逐字稿內容
AIVMV46-48 因為每一個合約狀況之下，每一個選手
碰到每一個經紀公司的一些條件也可能，可能大家都
相同，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可能會做一些調整或是更改。

委

應

託

價

人

值

的

運

AIVV69-72 所以選手本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

價

動

哪裡，最後你還是需要你的經紀人去幫你製造你的價

值

員

值。你的價值只能在球場上面表現出來，那球場表現

的

出來的成績就會表現出你的價值，然後拿這些拿去跟

價

廠商談判。

值

AIVV78-81 但是選手本身是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

AIVMV25 排名的變化，除非一直有曝光率，不然在台
灣市場沒經紀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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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因為這東西，其實像棒球也好，像每位職棒選手
有每個人自己的價錢和 condition，在每個 condition 的
情況下每個經紀人的手法，他怎樣在最後拿到最後的
合約。
AIVV112-114 其實這些東西你不太會知道，也不會去
問題其他選手。你問他也不會跟你說，你剛講的那些
數字是市場的一個 range 在那邊，但是有人就是這樣，
有人就是那樣，反正像我剛剛講的是正負 5…。
CIVV66 對的，我的成績是有慢慢的上來。(成績提升
影響贊助合約)
CIVV133 可能是他還能有一些，但是可能還沒有辦法
完全掌握。(經紀人是否掌握運動員的價值)
結果取向契約
選擇

軸心

開放

編碼

編碼

編碼

逐字稿內容
AOCPW31-32 就是有牽涉到合約、贊助、金錢方面的
東西的話，其實跟經紀人有關係的，或是跟選手的一
個，不管是名字、肖像、IMAGE，經紀公司都有權益
從中獲得一些利益。
AOCPW97 他們都很清楚，他們就抽啊。
AOCPW99 他們是一年一年去結算。

支
結

佣

果

金

取

支

向

付

契

形

約

式

付
與
抽
成
的
方
法

AOCPW103 對啊他們是抽 percentage。
AOCPW108-110 然每家經紀公司他們抓的合約都不太
一樣，有多有少，大概就是在這個正負 5 的範圍之內，
所以就要看每家經紀公司他們大概給你的，看當初每
個人所擬定的合約，有的人就多一點點，有的人就少
一點點，那大致是就在這個 range。
BOCPW13 他沒找到贊助，所以也都沒有。
COCPW24 他是抽的，他上面寫的是他幫我找的贊助
和他幫我拿到外卡的獎金他才要抽，其它都不用。
COCPW28 對，不會。(若贊助商主動找運動員不抽成)
DOCPW49-50 差不多這樣子，就是每個都不同啦，有
些是年終的，有些是三個月的，有時候是半年或一年
的，看他的合約是什麼樣子。
DOCPW52-53 大概吧，看是廣告還是贊助商，出場費
有的沒的，我覺得他們有去找的他們都會算在內吧。

利

AOCPBS113-117 你剛講的那些數字是市場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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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range 在那邊，但是有人就是這樣，有人就是那樣，反

與

正像我剛剛講的是正負 5，在這個 range 裡面，只是說

服

每個人他也許我抽你的%數少一點，但是我從別的地

務

方我賺你，還是可以拿到你的錢，跟你的 condition 和

的

抽他高的 condition 就會不一樣，對啊，所以這東西最

關

重要還是你選手本身你是有想要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係

AOCPBS265-266 他假如有能力讓選手的價值變大，他
無可厚非的就是說獲得他的利潤，
DOCPBS56-59 他其實自己找我的話，那時候如果我有
在合約內，我就會說那你去找我的公司吧，找我的經
紀公司，所以我不能去代表那個公司，那個公司都代
表我了，如果他們找我的話，我就給他們經紀人的電
話和經紀公司的聯絡方式，他們直接去做。

問題範疇
選擇

軸心

開放

編碼

編碼

編碼

問
題
範
疇

逐字稿內容

經

APSS23 我們就想有一個經紀人來協助你去談合約也

紀

好，或是找一點資源。

人

APSS194-196 其實是經紀公司先幫我詢問的，當然我

主

先試用，試用完之後我最後再看這位人士我喜歡不喜

要

歡、我合作的愉不愉快，當然最後就也不是說決定，

工

而是我們有一個共識去持續下去。

作

CPSS24 他上面寫的是他幫我找的贊助和他幫我拿到

服

(找

外卡的獎金他才要抽

務

贊

CPSS60 是的，他的資源比較多。就感覺他們去談比較

與

助

有經驗。

代

、

CPSS123-124 對，有的，有幾次我有跟他們去一起吃

理

資

個飯這樣，他為了我們都還蠻盡力去跟老闆們去談的。

行

源

CPSS173-175 對，贊助方面可能也比較不用那麼擔

為

與

心，像是我們自己以前或是我們家長以前自己去跟老

談

闆談，可能就比較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講，也不知道怎

判)

樣開口，但是現在有經紀人他們就會幫我們打理。

經

APSJ161-163 譬如說稅務的部分，譬如說一些和比賽

紀

接洽的事宜，選手要去找教練的一些工作，這些經紀

人

人其實他都需要去介入這些事情，去幫助選手一些。

其

APSJ261-264 其實最初剛開始的時候，做一些雜事像

它

是訂飛機訂飯店，其實目的就是讓選手專心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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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上，其實相對選手有成績了，相對的經紀人的一個角

作

色也越來越也越重要，應該說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稅

他就要應付媒體，他就要怎麼樣去行銷你的選手，怎

務

麼樣去包裝他

、

APSJ15 在職業賽安排比賽，教練(Dirk)建議是有幫助。

雜

CPSJ68-69 我現在大部分的贊助就是從以前就是已經

務

有了，只是換一個經紀人去接手，他去幫我們跟他們

、

講。少部分是他們有幫我們找，像機票啊。

增

CPSJ103-104 我們就是有時候心情不好，打不好什麼的

加

都會跟他說，會給我意見，幫我什麼的。

價

CPSJ116 是有這樣的安排，但是我們還沒有去過，可

值

能今年年底吧。(經紀人安排到運動員國外網球集訓地)

、

CPSJ148 現在有。

建

CPSJ170 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可以有一個專門、專

議

業的在幫我們安排我們接下來的行程跟訓練計劃。

、

CPSJ183 對，都是有人，就是跟公司的人講一下我們

團

要去哪，幫我們訂一下這樣。

隊)
APSIA257-261 我覺得經紀人在每一個階段經紀人的
功能都不太一樣，我覺得多多少少都不太一樣，經紀
人就是盡可能協助選手，讓選手可以專心於球場上
面，然後幫他在球場以外的東西做一些 cover，去幫他
分擔球場以外的事情，這是最初的一個階段。那當然
中間的時候慢慢的有了成績有了什麼時候，當然每一
理
想
的
經
紀
人

個階段經紀人都是不停的在幫助選手找尋機會，找尋
贊助找尋什麼。
APSIA265 我覺得就是經紀人…總歸就是經紀人如何
讓選手的價值變大。
APSIA266-269 最重要的是經紀人如何讓球員的價值
變大。當然不是說我去吹捧，而是你去協助他，讓他
更好，這也是價值變大。那你去吹捧，當然也是讓他
的價值變大，最重要的就是經紀人如何讓選手的價值
變更大，這就他的工作。
APSIA275-276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想法的交流。或者是
說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選手的一個感受和想法的時候
APSIA278-280 那經紀人也是，那他在賺錢目的以外，
假如他能了解一個選手的想法，瞭解一個選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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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成為一個好的經紀人一個重要的
EQ。
APSIA283-285 其實我覺得沒有一定，我覺得經紀人每
個人，沒有一定要什麼樣的領域，但重點是你有什麼
樣的領域在某一個部分獲得幫助或者是有加分的效
果，但是也有可能扣分一下。我不知道，但也許我覺
得經紀人，重點是你有沒有做好你的 job。
APSIA287-292 像我剛剛講的，重點是他沒有抓到當經
紀人的重點、要領，跟選手合作的要領他有沒有抓到，
或是跟廠商 handle 這些事情的要領，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當到運動經紀人的角色，我覺得在這之中你
要學習很多東西，要學習稱職，不管是在法律上面也
好，口條上面也好，或是在外表上面也好，外語能力
也好，你認不認識你的選手，這些東西就是看你做什
麼樣的 manage，這些東西都是影響你能不能成為一個
運動經紀人的因素。
BPSIA32-33 我認知的團隊，是無後顧之憂的出去比
賽，當第一步穩定才能談教練，防護員這些後續發展。
CPSIA57-58 對，經紀人我覺得你要在我們選手還沒完
全就是成績上來的時候，你就要盡可能幫我們找贊助。
CPSIA107-108 經紀人最大的功能除了就是幫我們找
到贊助，贊助後再來就是教練，然後就是可以安排我
們訓練、比賽行程。
CPSIA114-115 當然是希望他們幫我們找到國外教練，
最大的問題是國外教練的經費太貴。
CPSIA119-120 我覺得是行銷上面什麼的都要很不錯，
他可以跟別的廠商去談判，談判能力也蠻好的，可能
是還沒有找到什麼不太好的。
DPSIA116-123 第一，他要有好的溝通能力啦，和好的
人際關係，這些我覺得，你要怎麼去溝通，你要怎麼
碰到事情怎麼樣去處理，你的人際關係怎麼樣，你的
人緣怎麼樣，就是有時候你需要去做這些才有辦法把
你，簡單就是說有時候你需要一個好的人際關係你才
有辦法把這些事情做好。當然他們也是有一個團隊在
做，我覺得具備這兩個是重要的。最主要就是要很正
直吧。就是人要很正直，就是不能說像你剛講的在你
背後簽一些，讓運動選手他不曉得的你在做什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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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簽了一些約，然後叫你出席這樣子，你懂我意思
嗎？就是他先要有一個共識再去做這件事，就是互相
尊重啦。
獲
得

APSB135-136 經紀公司要幫選手找尋最大的利益，十

利

幾年後我們選手還是要找尋最大的利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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