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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國內的職業運動，以職業棒球的起步為最快，1990 年 3 月 10 日開打，

直到現今，在這期間內經歷了職棒簽賭案風波、分組聯盟、聯盟合併，

彷彿歷經了一又一次的大地震，直到 2003 年，兩聯盟合併後，平均單場

觀戰人數也比 2002 年成長 8%，這顯示了觀眾有逐漸回籠的跡象，面對

此一契機，如何找出消費者特性做獨特行銷手法，則是本研究所要探討

的。 本研究為了解輔大學生對國內職棒之消費行為，利用分層比例抽樣

法抽取 387 名輔大學生做問卷調查，依據生活型態作區隔分為四群，並

探討各市場區隔之基本特性、消費行為，以驗證目前市場上的現況，並

進一步了解不同市場區隔的差異，以提供相關業者在經營管理上之建



議。所獲得之結論如下： 一、是否有至球場看球主要是受到性別、是否

從事棒壘相關運動、是否為職棒球迷、觀賞動機為喜歡球場氣氛與運動

構面分數的影響，其中男性、有從事棒壘相關運動、是職棒球迷、觀賞

動機為喜歡球場氣氛與運動構面分數越高者其進場看球的機率較高。 

二、在全體市場定位方面，兄弟象仍是領先族群，而興農牛與兄弟象在

位置上十分相近，是互為競爭對手，誠泰、兄弟與 la new 三隊在廣告效

果部份優於統一獅、興農牛、中信鯨三隊。 三、各區隔群對職棒觀賞動

機皆有不同，自我封閉群以閒來無事為主，社交參與群以喜歡球場氣

氛，運動熱衷群以觀賞自己喜歡球員與球隊，追求流行群以閒來無事與

陪別人看球為主。  

摘要

(英) 

The domestic professional movement in Taiwan, the professional baseball started 

quickest.On March 10, 1990 started until nowadays. Experienced the duty stick in 

this period to sign the gambling case disturbance, the grouping alliance, the 

alliance merge, as if has had been through repeatedly a big earthquake. Until 

2003, after two alliances merges, the average of visitor increase 8% than 2002. 

This shows the baseball audience has slowly coming back. In view of above, how 

discovers the consumer characteristic to make the unique marketing technique, 

then is this research institute must discus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students 

in Fu-Jen University view about the professional baseball consumer’s consumer 

behavior, this research came up with proportional stratified Sampling by using 

random drawing of 385 student feedback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s life styles and discuss each market segment’s basic characteristic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arket condi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market segments to provide the marketer with 

management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1. 

Wheatear a person would go watch a baseball game is based on gender, wheatear 

the person has involved with any kind of activities related to baseball, whether the 

person is a baseball fan, whether the person is motivated and emotional effected 

by the atmosphere and the score of baseball game. The likelihood of a person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came up to be if the person is a male who is involved in 

baseball related activities, is a baseball fan and enjoy the atmosphere and the score 

of baseball game. 2. Overall, the Brother Elephants team is at the leading place. 

Both the Sinon Bulls team and the Brother Elephants team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Macoto Cobras team , the Brother 

Elephants team and the La New Bears team these three teams have better 

commercial results than the Uni-president Lions team , the Sinon Bulls team and 

the Chinatrust Whales team. 3.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has different reasons for 

watching baseball game, self-isolated people watch a baseball game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hey do not have anything else better to do. People who like to social 

watch a baseball game with a group to enjoy the atmosphere, people who are into 

sports watch a baseball for the baseball players they like, people who are in the 

fashion trend watch a baseball game for no special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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