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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 

本研究目的是針對 2010 年道奇台灣賽與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轉播賽事進行抽

樣分析其各自運動行銷策略之做法，並且經由樣本資訊來進行量化與質化的

內容分析，整理及歸納出台灣與美國轉播單位運動行銷的差異處，而後再進

一步探討分析及提出建議。 本研究總計抽樣八場轉播賽事，抽樣節目總時長

約近 26.5 小時，節目資訊的取樣記錄有 638 筆，實際截圖畫面總計 707 張，

已佔所有資訊畫面的極大部份，以近乎普查的方式進行分析。本研究依截圖

內容歸納出「資訊」、「廣告」、「活動」、「其他」等四大類及廿九小

項，資訊類與其他類的圖樣佔最多數，活動類和廣告類的圖樣相對較少，但

是根據本研究所設定的抽樣原則及節目內容的截圖方式進行統計分析後發

現，台灣目前操作的運動行銷可概分為四種型態，分別是大聯盟的主題介

紹、節目贊助廣告、新聞報導和贈獎活動四種，但多數仍是以插播廣告的方

式呈現。另抽樣的美國職棒大聯盟賽事，其贊助的品牌廠商總計有 76 家，

且均有符合品牌需在單一或相同賽事持續贊助來加深與對賽事的連結，以達

到多元贊助的效益。 若以大聯盟的行銷作法，本研究建議台灣的轉播單位可

以思考長期、短期及活動來交互運用節目資訊型的運動行銷方式擴展營收，

例如：大聯盟品牌周、世界大賽品牌聯盟、台灣選手問答題、及冠軍隊的票

選預測等。如果將節目資訊型的行銷方式運用在一般節目，有鑑於 NCC 未

來將修法賦予業者有條件放寬對置入性行銷的管制，但新聞及兒童節目仍會

排除在外，所以本研究建議：綜藝、戲劇、財經、電影、美食旅遊、資訊與



其他節目等六大類可以仿傚此行銷方式，並藉以取代插播廣告來增加節目的

贊助收益。  

摘

要

(

英

)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sports marketing strategies each adopted in 

2010 MLB Taiwan Games and MLB games broadcast on TV.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ports marketing between Taiwan and American broadcasting units 

by analyzing and concluding the contents of the samples both i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ways.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and suggests. The research samples totally eight 

games. The total amount of time of the sampling reaches 26.5 hours. There are 638 

excerpted data of the games and 707 pictures taken into the research, accounted for the 

great part of all the information screen to near analysis of surve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nt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four major categories and twenty-nine subcategories. 

Four major categories are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Activities, and Others. The 

pictures in the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Others occupy most of the data; on the 

contrary, the ones in Advertisement and Activities are relatively fewe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which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sampling principles and based on the 

program informa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sports marketing strategies Taiwan 

currently operates now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1.MLB Theme 

Introduction, 2.Sponsored Advertisement, 3.News Report, 4.Gift Award Activities. 

However, most of the sports marketing is presented through Plugola.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samples of MLB games, there are seventy-six varied brand sponsors. 

This fits the purpose of their connection to the games through continuous sponsorship 

in one game or the same series of games. Based on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MLB,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broadcasting units in Taiwan draw up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lans, and activities as well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Infotainment-sports 

marketing strategies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profits. MLB Brand Week, Brand 

League of World Series, Quiz Questions about Taiwanese Players, and Vote for 

Prediction of Champions are just a few instances. If further applying the Infotainment-

sports marketing strategies into the common programs,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CC is about to modify laws imposing less restrictions on placement marketing, but 

programs like News and children programs are still excluded,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rograms such as Variety, Drama, Economic, Movies, Food & Traveling, Information 

& Others apply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rofits by replacing Plug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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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點

閱

次

0000003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6/16 

轉

檔

日

期

2011/06/1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6095055 2011.6.16 16:20 118.167.134.164 new 01 496095055 2011.6.16 16:20 

118.167.134.164 new 02 496095055 2011.6.16 16:20 118.167.134.164 new 03 

496095055 2011.6.16 16:21 118.167.134.164 new 04 496095055 2011.6.16 16:21 

118.167.134.164 new 05 496095055 2011.6.16 16:21 118.167.134.164 new 06 

496095055 2011.6.16 16:23 118.167.134.164 new 08 496095055 2011.6.16 16:23 

118.167.134.164 new 08 496095055 2011.6.16 16:23 118.167.134.164 new 09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2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3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4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5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6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8 496095055 2011.6.17 8:17 

118.167.132.92 del 09 496095055 2011.6.17 8:21 118.167.132.92 new 02 496095055 

2011.6.17 8:21 118.167.132.92 new 03 496095055 2011.6.17 8:22 118.167.132.92 new 

04 496095055 2011.6.17 8:22 118.167.132.92 new 05 496095055 2011.6.17 8:22 

118.167.132.92 new 06 496095055 2011.6.17 8:22 118.167.132.92 new 07 496095055 

2011.6.17 8:23 118.167.132.92 new 08 496095055 2011.6.17 8:23 118.167.132.92 new 

09 496095055 2011.6.17 8:23 118.167.132.92 new 10 496095055 2011.6.17 8:24 

118.167.132.92 new 11 496095055 2011.6.17 8:24 118.167.132.92 new 12 496095055 

2011.6.17 8:25 118.167.132.92 new 13 496095055 2011.6.17 8:25 118.167.132.92 new 

14 496095055 2011.6.17 8:25 118.167.132.92 new 15 496095055 2011.6.17 8:26 

118.167.132.92 new 16 496095055 2011.6.17 8:26 118.167.132.92 new 17 496095055 

2011.6.17 8:26 118.167.132.92 new 18 496095055 2011.6.17 8:26 118.167.132.92 new 

19 496095055 2011.6.17 8:27 118.167.132.92 new 20 496095055 2011.6.17 8:27 

118.167.132.92 new 21 496095055 2011.6.17 8:27 118.167.132.92 new 22 496095055 

2011.6.17 8:28 118.167.132.92 new 23 496095055 2011.6.17 8:28 118.167.132.92 new 

24 496095055 2011.6.17 8:28 118.167.132.92 new 25 496095055 2011.6.17 12:39 

118.167.132.13 del 01 496095055 2011.6.17 12:39 118.167.132.13 new 01 

異

動

記

錄

C 496095055 Y2011.M6.D16 15:25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5:40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5:41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5:41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5:41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6:27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6:39 118.167.134.164 M 496095055 Y2011.M6.D16 

16:42 140.136.208.4 M maco3295 Y2011.M6.D17 8:29 118.167.132.92 M 496095055 



Y2011.M6.D17 12:39 118.167.132.13 M maco3295 Y2011.M6.D17 15:40 

140.136.114.59 M maco3295 Y2011.M6.D17 15:40 140.136.114.59 I 030540 

Y2011.M6.D17 15:47 140.136.208.42 

 


