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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之研究
— 比較分析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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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UBA 之球迷參與度仍逐年下降，反倒 HBL 在網路上之觀看人數有大幅上升的趨勢，
差距逐漸擴大。又因大專體總主辦之 UBA，無論在電視轉播、媒體報導抑或現場觀眾人
數，皆無法與高中體總主辦人氣鼎沸之 HBL 相提並論。雖然同樣皆屬於體育類的非營利
組織，主管機關同樣為教育部體育署，更也分別有大型企業之贊助。然而，所經營之籃
球聯賽卻有如此龐大差異的原因是，高中體總對籃球聯賽的行銷，設有臨時任務編組。
其累積多年行銷運作之經驗，轉化為智慧資本，並與行銷公司和贊助廠商定期召開會
議，使其不致於在行銷過程中產生問題。而大專體總與行銷公司及贊助廠商的談話合作
過程，缺乏充分溝通協調，導致行銷效果不彰。由此可推測經年差距擴大之主因與球賽
之行銷策略有關。行銷即是確定目標市場的需要與慾望，並設法調整組織資源，透過整
體的努力，使其能以較競爭者更有效率、更合乎效能的方式，滿足目標市場的需要與慾
望（蕭富峯，1988）。行銷是規劃與執行有關概念、物品、服務、組織和事件形成、定
價、推廣及分配之過程；目的是創造能夠滿足個人和組織目標的交換（美國行銷學會，
1995）。行銷是以研究消費者需求為起點，行銷的內容包含如何滿足消費者需求（Kotler
& Fermado Trias De Bes，2005）。 根據以上分析，方歸納出社群媒體、周邊產品、企業
合作、場域設計等四大方向，為影響 UBA 和 HBL 兩大學生球賽在行銷策略中之感受度
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關係之差異。本研究期望透過對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分析，
對直接影響之球迷參與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並累積此一方面知識。在學生籃球賽事之市場
中，行銷策略的手法及呈現方式是商品和市場的溝通管道，藉此分層了解手法外，研究
球迷之參與度對其是否有實質之顯著關係。針對不同的行銷策略，設計出更合適的行銷
策略，提升國內學生籃球運動之消費族群和球迷參與度之商機。分析 UBA 和 HBL 個別
與贊助廠商之合作關係，探討兩者行銷成效差異之因素。最終整合現今國內學生籃球運
動的發展、籃球產業現正存在的問題，以及大環境下運動領域之變動，歸結未來發展方
向，期望針對學生籃球運動的發展，得以提供實用的建議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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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體壇上，學生籃球賽事於近年來有逐漸規模化的趨勢。全臺各籃球賽事場地中，
小巨蛋屬臺灣最高規格、層級之場地，也代表著標竿。2018 年 4 月，正逢大專校院籃球
運動聯賽（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UBA）四強總決賽，首次於臺北
小巨蛋內舉辦；而高級中等籃球聯賽（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以下簡稱 HBL）
各項賽事更已經在小巨蛋舉辦多年。可見，就兩大學生籃球賽事而言，已有一定規模的
改革標準化。

圖 1 UBA 與 HBL 賽事聲量數比較。（觀測天數：UBA18 天、HBL16 天）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圖 2 UBA 與 HBL 賽事聲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依據「SSU 大專學生運動網」數據顯示，將 2009 年正式啟用當年之數據與 2018 年
之數據相比，報導項目從一項擴增至二十八項。除了累計超過 6,500 篇文字報導，製作
影音新聞和賽事轉播亦趨成熟，網站瀏覽量更已超過 1,250 萬。即便如此，UBA 之球迷
參與度仍逐年下降，反倒 HBL 在網路上之觀看人數有大幅上升的趨勢，差距逐漸擴大。
2014 年 HBL 決賽重返臺北小巨蛋，吸引更多球迷進場觀看精彩球賽，在電視轉播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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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率與數據上更是年經增長，兩天決賽的賽事共吸引 145 萬人觀看電視直播與網路轉播。

圖 3 UBA 與 HBL 賽事聲音來源比例圖。（網路上輿論差異）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行銷是規劃與執行有關概念、物品、服務、組織和事件形成、定價、推廣及分配之
過程；目的是創造能夠滿足個人和組織目標的交換（美國行銷學會，1995）。行銷是以
研究消費者需求為起點，行銷的內容包含如何滿足消費者需求（Kotler & Fermado Trias
De Bes，2005）。 根據以上分析，方歸納出社群媒體、周邊產品、企業合作、場域設計
等四大方向，為影響 UBA 和 HBL 兩大學生球賽在行銷策略中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
迷參與度關係之差異。以下將透過歸納上述四個領域之行銷策略差異，分別論述：
（一）社群媒體
UBA 中，幾乎每一球隊都是靠自己做行銷。藉由臉書、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經營球
隊粉絲，各自球隊於球賽期間不定期公佈賽程資訊、球賽精華、球員個人特質魅力，以
增進與球賽消費者之互動性。然而 UBA 有本身體制和行銷結構問題，學校重視程度多寡、
球員自主性高低、教練和球員之專業程度等均有可能影響球隊在社群媒體上之行銷效益。
HBL 透過與 NIKE 行銷團隊合作，將重點賽事置入兩大社群媒體。經常舉辦按讚分
享之抽獎活動，除了提升賽事曝光率，更累積 HBL 在社群媒體上的人氣數。除此之外，
透過和網路平台企業合作，擴大自身行銷效益外，更使臺灣學生籃球擁有更多可用價值
之進步空間。
（二）周邊產品
推出屬於球隊的代表性商品，例如：T-shirt、襪子、公仔等，吸引球迷關注。而近
年來致力推動籃球發展的富邦人壽，在籃球場外之攤位設有投籃機，進行 30 秒投籃後，
將獲得多樣球賽行銷興之獎品，例如：加油棒、小籃球、潮流 T-Shirt，紀念籃球。此外，
創見資訊亦有贊助投籃機攤位於場外。
與 HBL 合作的品牌 NIKE，於每場比賽之中場休息時間舉辦遊戲活動。由現場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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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DJ 帶動現場氛圍情況下，提供 NIKE 周邊產品作為遊戲獎品，例如 : 球襪、毛巾等運
動相關之產品。由此，不僅能提升球賽現場的觀眾間互動，更能增加球迷對球賽的支持
度。NIKE 在臺北實體店面亦設有 HBL 籃球主題之專櫃，販售各球隊的吉祥物、T-shirt、
球衣、球褲、鞋子等。而各學校之學生藉由購買印有 NIKE 和隊呼 logo 衣服，為自身學
校抑或支持之球隊加油。在 NIKE 旗艦店也設有客製化之周邊產品，透過客製化服務，
創造屬於個人的文字和字體。NIKE 透過 HBL 相關主題商品的販售，增加自家產品銷量；
相對的，HBL 也藉由 NIKE 此一品牌，增加人氣和關注程度，達到互利的效益。
（三）企業合作
富邦人壽冠名贊助 UBA，與大專體總合作提升賽事數位推廣及實體行銷活動。開發
UBA 專屬 APP，讓參賽球員與球迷可透過行動裝置訂閱通知，即時收看賽事直播、查看
比賽成績、進行投票活動等功能，並首度推出 play-by-play 的線上文字直播，提供更多元
的觀賽管道。
近幾年，國內各項體育競賽經常出現比賽經費不足的問題。體育協會透過公開招募
廠商的方式，藉由聯名贊助廠商的出資，補足經費的短缺問題而使比賽品質大大提升。
例如 : 聘請更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裁判、使用更高規格的球場、擁有最好的行銷團隊。
藉此，聯名贊助廠商，例如：可樂果、純喫茶、雪碧、黑松 FIN、舒跑等之企業，也能
夠在比賽現場設立廣告看板，透過電視的轉播，增加自身企業產品的曝光度，並達到互
利的效益。
（四）場域設計
近幾年的比賽場地開始在臺北體育館進行，總決賽更是進到了小巨蛋，不僅能容納
更多的觀眾，在球場外就有捷運及公車站，也讓球迷在交通上便利許多。在小巨蛋球場
正中央的上方有一個四個面的大螢幕，可以讓觀眾透過回放再看一次精彩好球。比賽前
透過燈光秀先介紹球隊，再介紹登錄球員，最後由贊助比賽的汽車載著先發五人進場。
近年來高中體育協會 HBL 透過外界企業湧入的資金贊助，不斷持續提升場地的硬
體規格，增加現場臨場感，並且能夠提升現場人數容納量與更佳舒適的觀看環境。例如 :
從台北體育紅館至更具有專業且設備完善的台北小巨蛋與高雄巨蛋等，場地與硬體大幅
度的提升可以說是不容小覷。在大台北都會區的賽事交通相當便利，可透過捷運 , 公車
等等方式到達比賽現場，若賽事場地屬較偏遠地區，主辦單位則提供鄰近車站與賽事現
場的直達接駁車，來解決交通上的不便利，此舉能夠增加球迷與觀眾進場觀看精彩賽事
的意願。也讓整體賽事無論是場地或交通都能擁有更高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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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UBA 與 HBL 賽事正負情緒比。（品牌形象）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問題和背景，以及本研究整理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期望找出球賽行銷之構
面對於球迷參與度之影響，並企圖尋找球迷對學生籃球賽事之感官知覺，以了解球隊不
同的行銷手法對於球迷之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學生籃球聯賽的球隊行銷方式。
（二）比較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和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的個別行銷策略。
（三）了解兩者球賽之行銷策略差異度。
（四）探討球隊行銷和球迷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三、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期望透過對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分析，對直接影響之球迷參與度有更深
入的了解並累積此一方面知識。在學生籃球賽事之市場中，行銷策略的手法及呈現方式
是商品和市場的溝通管道，藉此分層了解手法外，研究球迷之參與度對其是否有實質之
顯著關係。針對不同的行銷策略，設計出更合適的行銷策略，提升國內學生籃球運動之
消費族群和球迷參與度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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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UBA 和 HBL 個別與贊助廠商之合作關係，探討兩者行銷成效差異之因素。最
終整合現今國內學生籃球運動的發展、籃球產業現正存在的問題，以及大環境下運動領
域之變動，歸結未來發展方向，期望針對學生籃球運動的發展以提供實用的建議與參考。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研究架構如下所示：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假設
H1 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社群媒體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H2 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周邊產品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H3 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企業合作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H4 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場域設計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有顯著關係。

六、研究假定
本研究研究假定如下：
（一）經文獻分析法歸納出四個影響球迷參與度多寡之關鍵因素。
（二）UBA 和 HBL 在行銷策略上，透過社群媒體、周邊產品、企業合作、場域設計等
四大領域之行銷方式不同，對於經因素分析後之球迷參與度之關鍵因素有顯著差異。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球迷參與度在本研究中是指到現場觀看球賽之民眾實際參與程度。
（二）除了社群媒體、周邊產品、企業合作、場域設計等四大行銷策略，本研究將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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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球迷參與度之外在不可抗力之因素。

八、名詞解釋
（一）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中譯名稱包括社會媒體、社群媒體、社交媒體、分
別強調具有的社會性質、凝聚社交能力、人際交往等多元面向，亦指基於網際網路之
架構，做為公眾聯繫與交換訊息的平台，又稱之為社交網路服務 (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二）周邊產品（accessory）：「Accessory」一字解釋為附件、附加物、輔助的（何萬順 編，
1998）；模範英漢辭典則將「Accessory」解釋為附件或附加物；附屬；延伸的意義，即
為產品的附屬品。
（三）企業合作（cooperative enterprise）：根據 Devlin & Bleackley（1988）定義：「是
基於公司策略的考量，用以確保、維持或增進公司的競爭優勢。 」又根據 Barney（1997）
定義：「策略聯盟是兩公司在研發、製造、銷售或服務上之合作，藉以達到資源互補的
綜效（synergy）。」
（四）場域設計 : 所謂「場域設計」，以設計學的理論而言，是指對一個空間的籌劃與
布置。「場域」是指空間，「設計」就是針對這個空間的計劃。 以上是狹義的解釋，如
果以廣義的意涵來說，則擴及形而上的空間概念。
（五）球迷參與度：泛指透過社群媒體、網路直播平臺、電視轉播，以及到現場觀看球
賽之民眾參與度。但是由於觀看參考之數據難以評斷，本研究將以到現場實際觀看球賽
之民眾參與度作為球迷參與度之數據。

貳、文獻探討
一、運動行銷的基本概念
對於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r）的研究，美國自 80 年代開始，便將其運用
於運動賽會行銷方面（Mullin，1985）。「運動行銷」最早出現在 1978 年的廣告年代
（Advertising Age），且被描述為：「以運動作為促銷工具，用以促銷消費性、工業性產
品或是服務。」（Mullin, Hardy, and Sutton，1993）特別是在 1984 年於洛杉磯奧運會成
功的行銷運動賽事，讓運動行銷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受到重視。而何謂運動行銷？

二、整合行銷傳播
在學理上，使用兩種以上不同的媒體管道，接觸不同的使用族群，以達到特定的行
銷目的，就稱為「整合行銷」（Integrated  arketing），亦被稱為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MC）。在資源有限性的情況下，了解目標族群的習慣與消
費行為，掌握各行銷工具的特性，以擬出相對應的行銷策略。用最少的資源創造最高的
效益。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MC）定義的發展，最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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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的美國廣告代理商協會（AAAA）定義：「其著重在行銷整合的過程，使傳播工
具發揮功能性整合和效果，達到最大傳播效益。」

三、社群媒體行銷
在此一消費者主導的時代，消費者不再只是單純接收訊息，現在同時更是資訊接收
者以及內容的生產者。除了使用者發聲外，公司也開始利用「整合行銷溝通」（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的方式，藉由傳播工具，將相關策略透過評估後，確立具有加
值效果之全方位計劃而形成的行銷傳播企劃的概念（Percy，1997）。

四、世界各國籃球運動發展與推動
2017 年 3 月，NIKE 和 國 際 籃 球 總 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Basketball
Amateur，FIBA，以下簡稱國際籃總）宣佈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合作範圍包含國際籃
總在全球的男子、女子和青年賽事。此一關係，將使 NIKE 成為國際籃總在各大賽事中，
產品和市場行銷的官方合作夥伴。透過本次合作，NIKE 更將使用國際籃總之策略夥伴和
供應商身份，進一步推動籃球運動在全球的發展。。根據此一新賽制，在國籃球世界盃
之前將會舉辦近 1200 場國際比賽。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和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中，舉凡透過現場買票入場觀看
之球迷為研究對象，分別比較分析 UBA 與 HBL 的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之關係。

二、研究工具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係以球賽行銷策略隊球迷參與度之影響效果進行研究，擬以
大專籃球聯賽與高中籃球聯賽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法」與「文獻分析法」蒐集
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使用問卷調查的目的有：蒐集現況事實、改進現況的標準、擬定
計劃主題、決定採行措施、提供研究依據（王受榮，1991）。本研究以期瞭解臺灣學生
體壇之現況，歸納出 UBA 與 HBL 之行銷手法差異，提供體壇重要人士之參考。除了現
況的瞭解外，更期盼發現其他實際影響因素，豐富社會大眾的精神生活並提升我國國民
運動意識之參與度，使體育層級更上一階。採用李克氏五點量表計分，統計球迷對學生
球賽參與度之行為與認同。

林萱、張家禾、黃進傑
球賽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之研究 — 比較分析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

121

傳播行銷

三、變數的定義與測量
本研究選擇 UBA 與 HBL 球賽行銷策略（其中四個子構面分別為社群媒體、周邊產
品、企業合作、場域行銷）作為自變數；球迷參與度（行為、認知兩個子構面）為應變數。

（一）自變數
表 1 自變數定義與衡量

表 2 UBA 行銷策略之信度分析

表 3 HBL 行銷策略之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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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數
表 4 應變數定義與衡量

表 5 UBA 球迷參與度

表 6 HBL 球迷參與度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結果
一、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一）資料分析
問卷回收後，分為人工處理與電腦計算分析兩步驟：
人工處理：剔除回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再將問卷資料輸入 SP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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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處理：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0 軟體作為分析工具，回收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二）統計
敘述性統計分析：以次數分配、百分比描述樣本的基本資料。
信度分析：以衡量受測者之行銷策略可信度和球迷參與度之信度。以項目分析求得
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以驗證衡量工具之內部一致性。
回歸分析：比較 UBA 與 HBL 球迷參與度之差異性。
二、回收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是以台灣地區舉凡有關注 UBA 或 HBL 之球迷為受測者，共發出 73 份問卷，
剔除填寫不完整者後，有效問卷為 63 份，有效回收率為 86.3%。樣本結構表如下。
表 7 特性分析表

三、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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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分析 UBA 的球迷參與度與行銷策略之顯著性
1. 社群媒體

2. 周邊產品

3. 企業合作

4. 場域設計

林萱、張家禾、黃進傑
球賽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之研究 — 比較分析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與球迷參與度

125

傳播行銷
（二）比較分析 HBL 的球迷參與度與行銷策略之顯著性
1. 社群媒體

2. 周邊產品

3. 企業合作

4. 場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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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透過對 UBA 及 HBL 之行銷策略分析，對直接影響之球迷參與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並
累積此一方面知識。在學生籃球賽事之市場中，行銷策略的手法及呈現方式是商品和市
場的溝通管道，藉此分層了解手法外，研究球迷之參與度對其是否有實質之顯著關係。
球賽在行銷策略中隨著產業及時代汰換而不斷調整其執行方式，而球迷們也因平均知識
水準越來越高而懂得自我思考且不易上當。
要能夠執行球賽完善的行銷策略，哪些行銷策略構面能夠影響球迷主觀參與度意識
是關鍵。本研究提出四大子構面（社群媒體、周邊產品、企業合作、場域行銷）與球迷
參與度皆有正向的相關性。而透過假設驗證，可知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符合四項假設中的
三項、與結果未能符合的假設亦有一項。O 以代表成立，X 代表不成立，分列如下：
O 假設一：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社群媒體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
有顯著關係。
O 假設二：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周邊產品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
有顯著關係。
X 假設三：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企業合作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
有顯著關係。
O 假設四：學生球隊在行銷策略中的場域行銷之感受度和滿意度對球迷參與度是否
有顯著關係。

二、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問題和背景，以及本研究整理的相關文獻，找出球賽行銷之構面對於球迷
參與度之影響，並尋找球迷對學生籃球賽事之感官知覺。然而本研究因時間以及人力物
力之限制，僅大範圍地針對四大子構面進行概括性的調查，唯恐有所不足與疏漏，在此
提供後讀研究者淺見，以利相關領域研究之發展。
（一）本研究雖然僅概括性地將行銷策略分為四個子構面，但透過調查，發現儘管 UBA
賽事聲量近年來比不上 HBL，但是在於球迷的實際行為的參與面，仍高於 HBL。
（二）四個子構面中，HBL 與 UBA 之顯著性普遍差異不大，但是其中在場域行銷構面，
HBL 的顯著性遠高於 UBA，故可得知若日後 UBA 想提高球迷之參與度，能從球館之場
域行銷硬體軟體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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